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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陳坤宏教授：
為青年學者深耕一塊經典研讀園地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走進國立臺南大學不僅迎來臺南熱情的冬日暖陽，也迎來笑容燦爛的陳坤宏教授以

及董維琇副教授。

　陳坤宏教授任職於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自103年經典研讀班業務開

辦以來，已經擔任兩次召集人，並帶領研讀班的成員閱讀完3本都市規劃與文創經濟

的經典書籍，讓許多青年學者在此領域持續深化議題。

　談到經典研讀班研讀的內容，陳坤宏教授深入淺出的說明兩次研讀對象的差異處。

第一次閱讀的是Allen Scott於1998年及2008年撰寫的兩本著作，第二次則是

Thomas A. Hutton的「Cities and the Cultural Economy」。兩者大致有四點差

異：一為Hutton有提及亞洲案例；Scott則是以歐美為主。二是Hutton強調都市內部

空間；Scott討論的則是都市區域，空間尺度較大。三是Hutton書中的核心觀念為文

化經濟核心政策的評估；Scott則是社會經濟演化的特徵。四為Hutton的理論體系在

於城市文化經濟的歷史空間、文創經濟的政策評估、居民勞動力的生活、以及文創園

區的特性等；Scott則是以都市空間組織，居民社會／經濟生活以及地理空間三者互

相作用的關係為理論體系。

　陳坤宏教授認為這兩位學者的著作皆適合作為教科書使用，但兩相比對，T. A. 

Hutton點明許多議題，然並未直接給出具體答案，比起Allen Scott已經具完整理論

體系及指標系統的著作，更適合作為教科書，以及提供研讀班的青年學者找到可以深

入挖掘的研究題目。因此，陳教授才會於第二次申請經典研讀班時，選擇T. A. 

Hutton的「Cities and the Cultural Economy」作為閱讀書目。

　提到申請經典研讀班業務的契機，陳坤宏教授笑著說：「因為自己在臺南大學人社

學院教書，因此會特別主動關心這個領域的相關資訊。幾乎每天有時間就會瀏覽科技

部或是人社中心的網站，一看到適合申請的計畫，就會積極的去申請看看。能申請到

此業務，確實也是緣分。」

　同時，陳坤宏教授也很鼓勵研讀班成員可以嘗試再以不同議題申請新的團隊，持續

帶動討論研讀的風氣。在一旁一同參與訪談的國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的董

維琇副教授，也很開心的表示感謝陳坤宏教授帶領她進入研讀班，督促研讀班成員都

能好好從頭閱讀完一本又一本的經典著作。

　在舉辦聚會過程中面對的挑戰，陳坤宏教授提到兩點：一是跨區域參與聚會的老師

會比較辛苦，不僅是空間距離的障礙，也有個人事務與研讀班聚會的衝突。雖然如

此，陳教授說兩次研讀班聚會的成員都很穩定，沒有人在參與過程中退出，雖然可能

因為家庭或個人因素的影響，出席率未必良好，但仍舊努力完成研讀班的各次聚會。

陳坤宏教授笑著說，很感謝參與成員對此研讀班付出的努力，話語中的溫柔與謙虛，

展現資深學者對青年學者的諄諄愛護。

　另一個挑戰則是閱讀原文書對有些成員來說會有些辛苦，但陳教授認為，這也是一

種很好的磨練方式。董維琇副教授也說，陳坤宏教授會於聚會中，與成員討論學術詞

彙的用法與詮釋。對於遣詞用字精準要求的態度，讓成員獲益良多。

　在成果方面，陳坤宏教授提到，研究群研讀班業務旨在希望各團隊能達到擴散的影

響，因此陳教授積極為研讀班設立三個目標：參與研討會、發表期刊文章、撰寫專

書。在兩次執行的成果中，陳坤宏教授帶領研讀班的青年學者，共同於中國地理學會

年會發表論文，於該次發表中獲得教師組的優良獎。在修改會議論文後，投稿至《中

國地理學會會刊》並獲刊登。

　第一次研讀班結束後，陳坤宏教授邀請7位研讀班成員合寫專書《都市理論新思

維：勞動分工、創意經濟與都會空間》，其中幾章有延續Allen Scott書中的觀點，

希望讓讀者藉此專書的引領可以延伸閱讀Allen Scott的著作。第二次研讀班結束

後，陳坤宏教授再度邀集4位研讀班成員，預計撰寫的內容是從T. A. Hutton的書中

得到啟發的觀點，從文創經濟的評估角度開展專書內容，期望能就其提出的議題，加

上國內外並陳的個案分析、實例與理論，並加入臺灣作為探討對象，希望能演繹一套

屬於臺灣的脈絡。

　藉由設立這些目標，陳坤宏教授希望能夠敦促青年學者不斷往前，讓他們的學術研

究能有更多成果。陳坤宏教授也提出自己的觀察：現在的青年學者，不論公私立學

校，在服務、教學、研究三者同時進行的情況下，難免有難以兼顧的困境。因此，他

採取恩威並重的方式帶領研讀班，若是出席率達百分之百，陳教授還會準備小禮物贈

送給全勤的成員。但若出席率有下降，也會提醒成員仍要積極出席。陳坤宏教授笑著

說：「塑造參與研讀班的願景，對青年學者能夠帶來正面的影響，也能鼓勵更多青年

學者積極參與。」

　一旁的董維琇副教授對於經典研讀班業務也表示，現在很多青年學者的研究取徑多

以跨領域居多，因此，參與研讀班能夠多一條廣泛認識人脈、接觸不同領域學者的途

徑。除了埋首研究，若能向外尋求幫助，可以在更開闊的天地中獲得更多幫助。加上

陳坤宏教授樂於提攜後進的熱情，董副教授笑著說，研讀班的聚會模式是健康、善

良、美麗的。

　在國立臺南大學的訪談，就在陳坤宏教授與董維琇副教授熱情的分享與笑容中畫下

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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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家庭或個人因素的影響，出席率未必良好，但仍舊努力完成研讀班的各次聚會。

陳坤宏教授笑著說，很感謝參與成員對此研讀班付出的努力，話語中的溫柔與謙虛，

展現資深學者對青年學者的諄諄愛護。

　另一個挑戰則是閱讀原文書對有些成員來說會有些辛苦，但陳教授認為，這也是一

種很好的磨練方式。董維琇副教授也說，陳坤宏教授會於聚會中，與成員討論學術詞

彙的用法與詮釋。對於遣詞用字精準要求的態度，讓成員獲益良多。

　在成果方面，陳坤宏教授提到，研究群研讀班業務旨在希望各團隊能達到擴散的影

響，因此陳教授積極為研讀班設立三個目標：參與研討會、發表期刊文章、撰寫專

書。在兩次執行的成果中，陳坤宏教授帶領研讀班的青年學者，共同於中國地理學會

年會發表論文，於該次發表中獲得教師組的優良獎。在修改會議論文後，投稿至《中

國地理學會會刊》並獲刊登。

　第一次研讀班結束後，陳坤宏教授邀請7位研讀班成員合寫專書《都市理論新思

維：勞動分工、創意經濟與都會空間》，其中幾章有延續Allen Scott書中的觀點，

希望讓讀者藉此專書的引領可以延伸閱讀Allen Scott的著作。第二次研讀班結束

後，陳坤宏教授再度邀集4位研讀班成員，預計撰寫的內容是從T. A. Hutton的書中

得到啟發的觀點，從文創經濟的評估角度開展專書內容，期望能就其提出的議題，加

上國內外並陳的個案分析、實例與理論，並加入臺灣作為探討對象，希望能演繹一套

屬於臺灣的脈絡。

　藉由設立這些目標，陳坤宏教授希望能夠敦促青年學者不斷往前，讓他們的學術研

究能有更多成果。陳坤宏教授也提出自己的觀察：現在的青年學者，不論公私立學

校，在服務、教學、研究三者同時進行的情況下，難免有難以兼顧的困境。因此，他

採取恩威並重的方式帶領研讀班，若是出席率達百分之百，陳教授還會準備小禮物贈

送給全勤的成員。但若出席率有下降，也會提醒成員仍要積極出席。陳坤宏教授笑著

說：「塑造參與研讀班的願景，對青年學者能夠帶來正面的影響，也能鼓勵更多青年

學者積極參與。」

　一旁的董維琇副教授對於經典研讀班業務也表示，現在很多青年學者的研究取徑多

以跨領域居多，因此，參與研讀班能夠多一條廣泛認識人脈、接觸不同領域學者的途

徑。除了埋首研究，若能向外尋求幫助，可以在更開闊的天地中獲得更多幫助。加上

陳坤宏教授樂於提攜後進的熱情，董副教授笑著說，研讀班的聚會模式是健康、善

良、美麗的。

　在國立臺南大學的訪談，就在陳坤宏教授與董維琇副教授熱情的分享與笑容中畫下

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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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坤宏教授認為這兩位學者的著作皆適合作為教科書使用，但兩相比對，T. A. 

Hutton點明許多議題，然並未直接給出具體答案，比起Allen Scott已經具完整理論

體系及指標系統的著作，更適合作為教科書，以及提供研讀班的青年學者找到可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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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申請經典研讀班業務的契機，陳坤宏教授笑著說：「因為自己在臺南大學人社

學院教書，因此會特別主動關心這個領域的相關資訊。幾乎每天有時間就會瀏覽科技

部或是人社中心的網站，一看到適合申請的計畫，就會積極的去申請看看。能申請到

此業務，確實也是緣分。」

　同時，陳坤宏教授也很鼓勵研讀班成員可以嘗試再以不同議題申請新的團隊，持續

帶動討論研讀的風氣。在一旁一同參與訪談的國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的董

維琇副教授，也很開心的表示感謝陳坤宏教授帶領她進入研讀班，督促研讀班成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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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陳教授說兩次研讀班聚會的成員都很穩定，沒有人在參與過程中退出，雖然可能

因為家庭或個人因素的影響，出席率未必良好，但仍舊努力完成研讀班的各次聚會。

陳坤宏教授笑著說，很感謝參與成員對此研讀班付出的努力，話語中的溫柔與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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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的用法與詮釋。對於遣詞用字精準要求的態度，讓成員獲益良多。

　在成果方面，陳坤宏教授提到，研究群研讀班業務旨在希望各團隊能達到擴散的影

響，因此陳教授積極為研讀班設立三個目標：參與研討會、發表期刊文章、撰寫專

書。在兩次執行的成果中，陳坤宏教授帶領研讀班的青年學者，共同於中國地理學會

年會發表論文，於該次發表中獲得教師組的優良獎。在修改會議論文後，投稿至《中

國地理學會會刊》並獲刊登。

　第一次研讀班結束後，陳坤宏教授邀請7位研讀班成員合寫專書《都市理論新思

維：勞動分工、創意經濟與都會空間》，其中幾章有延續Allen Scott書中的觀點，

希望讓讀者藉此專書的引領可以延伸閱讀Allen Scott的著作。第二次研讀班結束

後，陳坤宏教授再度邀集4位研讀班成員，預計撰寫的內容是從T. A. Hutton的書中

得到啟發的觀點，從文創經濟的評估角度開展專書內容，期望能就其提出的議題，加

上國內外並陳的個案分析、實例與理論，並加入臺灣作為探討對象，希望能演繹一套

屬於臺灣的脈絡。

　藉由設立這些目標，陳坤宏教授希望能夠敦促青年學者不斷往前，讓他們的學術研

究能有更多成果。陳坤宏教授也提出自己的觀察：現在的青年學者，不論公私立學

校，在服務、教學、研究三者同時進行的情況下，難免有難以兼顧的困境。因此，他

採取恩威並重的方式帶領研讀班，若是出席率達百分之百，陳教授還會準備小禮物贈

送給全勤的成員。但若出席率有下降，也會提醒成員仍要積極出席。陳坤宏教授笑著

說：「塑造參與研讀班的願景，對青年學者能夠帶來正面的影響，也能鼓勵更多青年

學者積極參與。」

　一旁的董維琇副教授對於經典研讀班業務也表示，現在很多青年學者的研究取徑多

以跨領域居多，因此，參與研讀班能夠多一條廣泛認識人脈、接觸不同領域學者的途

徑。除了埋首研究，若能向外尋求幫助，可以在更開闊的天地中獲得更多幫助。加上

陳坤宏教授樂於提攜後進的熱情，董副教授笑著說，研讀班的聚會模式是健康、善

良、美麗的。

　在國立臺南大學的訪談，就在陳坤宏教授與董維琇副教授熱情的分享與笑容中畫下

句號。

青年學者的進擊

此座談會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承辦，是值得青年學者利用的三項

業務之共同發表，包括「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學術

研究群」及「經典研讀班」。這三項業務的特色，都在強調資深學者與年輕

學者的經驗傳承，座談會的與談人，即曾得到人社中心業務補助的「一臂之

力」而更加發揮研究正能量的個人及團隊，歡迎各位學者一同參與！

．活動時間

　　107年3月9日（五）09:00至12:10

．活動地點

　　科技部一樓簡報室　

．活動網址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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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
撰文／林嘉英

　106年本中心延續去年，邀請不同領域之學門召集人規劃，促成人文、社會科學及

管理三個領域「與期刊主編有約」活動，針對學術期刊的相關議題進行交流。首先， 

由「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開啟系列活動之序幕。本中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

系合作，分別於9月9日假東海大學以及9月30日假國立成功大學，舉辦中區及南區兩

場研習。藉由專題演講及小組座談的活動形式，提供國內人文領域研究學者一個平

臺，促成與期刊主編對話的機會，以利了解國內優良期刊之理念及運作模式。

　本次活動中南區兩場共有約290位學界人士報名及參與，包含本中心前主任王泓仁

教授、東海大學王茂駿校長、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陳玉女院長、召集人陳純音教授、

共同召集人江丕賢教授、劉繼仁教授、張妙霞教授、主持人、與談人以及55位北中南

區人文學6學門之期刊主編及相關領域學者等，皆熱情參與。

　中南區兩場學術活動採相同模式進行。活動前兩單元為專題演講形式。第一主題單

元為「期刊收錄國際資料庫經驗分享」，由主編談論一稿不多投的原則及審查項目考

量的基本出版原則。第二主題單元則為「學者投稿經驗分享」，受邀學者分別談論投

稿成功及失敗之經驗，並鼓勵投稿者保持正面心態，從退稿中學習，嘗試了解審查人

的立論重點及思維，找出研究盲點，並透過良好溝通，使文章能被採納。

　第三主題單元「期刊主編論壇」則分文學一、文學二、語言、歷史、哲學與藝術6

個學門進行分組座談。各學門由3位主編針對期刊經營模式、政策、審查問題、優質

論文要件等提出經驗分享，並對發刊、審稿效率時程以及期刊經營所需經費加以說

明，讓與會人士得與學門優良期刊主編更近距離交流，了解期刊特色、審稿流程與要

點。

　最後為「綜合座談」時間，由第三主題單元主持人將其所主持學門時的問題和心得

提出，並開放與會人士發問。討論內容聚焦於評鑑標準、期刊評比、主編榮譽制度及

品管等問題，以探討臺灣期刊整體狀況可改善之空間。

　就本次中南區兩場「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活動問卷來看，高達9成的與會人士

認同活動有助於了解期刊收錄國際資料庫的情形，對於未來投稿過程的處理、各學門

期刊論文標準，以及期刊論文審查標準的掌握也有所幫助，對活動安排給予高度肯

定。藉由本次活動的舉辦，透過實質的分享與交流，本中心盼能有效促進國內學界認

識及關注人文學期刊運作及制度等相關面向。

中區／期刊主編論壇（文學一）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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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本中心延續去年，邀請不同領域之學門召集人規劃，促成人文、社會科學及

管理三個領域「與期刊主編有約」活動，針對學術期刊的相關議題進行交流。首先， 

由「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開啟系列活動之序幕。本中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

系合作，分別於9月9日假東海大學以及9月30日假國立成功大學，舉辦中區及南區兩

場研習。藉由專題演講及小組座談的活動形式，提供國內人文領域研究學者一個平

臺，促成與期刊主編對話的機會，以利了解國內優良期刊之理念及運作模式。

　本次活動中南區兩場共有約290位學界人士報名及參與，包含本中心前主任王泓仁

教授、東海大學王茂駿校長、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陳玉女院長、召集人陳純音教授、

共同召集人江丕賢教授、劉繼仁教授、張妙霞教授、主持人、與談人以及55位北中南

區人文學6學門之期刊主編及相關領域學者等，皆熱情參與。

　中南區兩場學術活動採相同模式進行。活動前兩單元為專題演講形式。第一主題單

元為「期刊收錄國際資料庫經驗分享」，由主編談論一稿不多投的原則及審查項目考

量的基本出版原則。第二主題單元則為「學者投稿經驗分享」，受邀學者分別談論投

稿成功及失敗之經驗，並鼓勵投稿者保持正面心態，從退稿中學習，嘗試了解審查人

的立論重點及思維，找出研究盲點，並透過良好溝通，使文章能被採納。

　第三主題單元「期刊主編論壇」則分文學一、文學二、語言、歷史、哲學與藝術6

個學門進行分組座談。各學門由3位主編針對期刊經營模式、政策、審查問題、優質

論文要件等提出經驗分享，並對發刊、審稿效率時程以及期刊經營所需經費加以說

明，讓與會人士得與學門優良期刊主編更近距離交流，了解期刊特色、審稿流程與要

點。

　最後為「綜合座談」時間，由第三主題單元主持人將其所主持學門時的問題和心得

提出，並開放與會人士發問。討論內容聚焦於評鑑標準、期刊評比、主編榮譽制度及

品管等問題，以探討臺灣期刊整體狀況可改善之空間。

　就本次中南區兩場「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活動問卷來看，高達9成的與會人士

認同活動有助於了解期刊收錄國際資料庫的情形，對於未來投稿過程的處理、各學門

期刊論文標準，以及期刊論文審查標準的掌握也有所幫助，對活動安排給予高度肯

定。藉由本次活動的舉辦，透過實質的分享與交流，本中心盼能有效促進國內學界認

識及關注人文學期刊運作及制度等相關面向。

南區／與期刊主編有約現場與會者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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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本中心延續去年，邀請不同領域之學門召集人規劃，促成人文、社會科學及

管理三個領域「與期刊主編有約」活動，針對學術期刊的相關議題進行交流。首先， 

由「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開啟系列活動之序幕。本中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

系合作，分別於9月9日假東海大學以及9月30日假國立成功大學，舉辦中區及南區兩

場研習。藉由專題演講及小組座談的活動形式，提供國內人文領域研究學者一個平

臺，促成與期刊主編對話的機會，以利了解國內優良期刊之理念及運作模式。

　本次活動中南區兩場共有約290位學界人士報名及參與，包含本中心前主任王泓仁

教授、東海大學王茂駿校長、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陳玉女院長、召集人陳純音教授、

共同召集人江丕賢教授、劉繼仁教授、張妙霞教授、主持人、與談人以及55位北中南

區人文學6學門之期刊主編及相關領域學者等，皆熱情參與。

　中南區兩場學術活動採相同模式進行。活動前兩單元為專題演講形式。第一主題單

元為「期刊收錄國際資料庫經驗分享」，由主編談論一稿不多投的原則及審查項目考

量的基本出版原則。第二主題單元則為「學者投稿經驗分享」，受邀學者分別談論投

稿成功及失敗之經驗，並鼓勵投稿者保持正面心態，從退稿中學習，嘗試了解審查人

的立論重點及思維，找出研究盲點，並透過良好溝通，使文章能被採納。

　第三主題單元「期刊主編論壇」則分文學一、文學二、語言、歷史、哲學與藝術6

個學門進行分組座談。各學門由3位主編針對期刊經營模式、政策、審查問題、優質

論文要件等提出經驗分享，並對發刊、審稿效率時程以及期刊經營所需經費加以說

明，讓與會人士得與學門優良期刊主編更近距離交流，了解期刊特色、審稿流程與要

點。

　最後為「綜合座談」時間，由第三主題單元主持人將其所主持學門時的問題和心得

提出，並開放與會人士發問。討論內容聚焦於評鑑標準、期刊評比、主編榮譽制度及

品管等問題，以探討臺灣期刊整體狀況可改善之空間。

　就本次中南區兩場「與人文學期刊主編有約」活動問卷來看，高達9成的與會人士

認同活動有助於了解期刊收錄國際資料庫的情形，對於未來投稿過程的處理、各學門

期刊論文標準，以及期刊論文審查標準的掌握也有所幫助，對活動安排給予高度肯

定。藉由本次活動的舉辦，透過實質的分享與交流，本中心盼能有效促進國內學界認

識及關注人文學期刊運作及制度等相關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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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學期刊主編有約
撰文／李宛芝、陳慧穎

　近年來，國內對於管理領域的研究發表越來越重視，國內學術領導階層開始以學術

期刊出版品，作為學者研究成果的評量標準，因此學術界的人員需藉由以學術期刊論

文等發表，來獲取職位、升等或評選研究獎項。

　一般而言，年輕及／或新進學者在期刊投稿上的經驗較為缺乏，特別是國內的文

化、社會風情等與國外環境迥然不同，使得研究者在投稿國外期刊時，經常面臨無法

克服的文化差異難題，以至於在投稿過程中，遭遇許多的挑戰與挫折。

　為此，本中心與國立政治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合作，由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張傳章教授擔任召集人，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蔡維奇教授、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

理科學系暨電信管理研究所林正章教授擔任共同召集人，舉辦106年管理學期刊主編

有約活動。

　此次管理學期刊主編有約活動與105年不同之處在於，106年擴大參與人員，因此

分別在106年9月15日於國立政治大學，及106年10月20日於國立成功大學，各舉辦一

場「與管理學期刊主編有約」座談會，為年輕及／或新進學者在期刊投稿上提供更多

經驗傳承，希望嘉惠更多年輕及／或新進學者。

　南部與北部兩場座談會皆邀請4位期刊主編分享期刊編輯的心得，並回答現場與會

學者的提問。

　106年9月15日政大場，共116人與會。當天正式開場前，報到的人數相當踴躍，場

地已經坐滿，並且另外取出摺疊椅增加數十個座位，才夠現場報名的人入場。過程

中，主持人與講員間互動熱烈，討論到許多期刊編審過程與如何成功投稿的相關經

驗，讓與會的資深教授、新進教師、相關領域的研究員與博士班學生都聽得津津有

味。茶敘時間與分組圓桌討論的時段，提供期刊總編輯和與會者（資深教授、新進教

師、相關領域的研究員與博士班學生）更進一步的互動，直接跟感興趣的期刊主編請

教疑惑，甚至有不少人萌生想要投稿的意願。活動最後，與會者都獲益良多，帶著滿

足的笑容離開座談會。

　106年10月20日成大場，共61人與會。座談會由國立成功大學黃正弘副校長開場致

詞，過程中，主持人以及講者都分享了自身的投稿經驗、期刊現況及審查作業流程。

茶敘時段，也提供期刊編輯和與會者（資深教授、新進教師、相關領域的研究員與

碩、博士班學生）更進一步的互動，互動過程中討論熱烈，各期刊編輯也不吝為與會

者解惑。活動最後，主持人以及講者也提供與會者許多投稿的建議，當天也有其他期

刊編輯參與不吝分享經驗，相信本次的活動對與會者都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透過本次活動，本中心希望能傳授新進學者更多的投稿技巧，分享如何撰寫內容精

闢、富有洞見的論文，使得新知識，能更有系統而有效地的累積與傳遞，並且將之發

表於優良的學術期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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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國內對於管理領域的研究發表越來越重視，國內學術領導階層開始以學術

期刊出版品，作為學者研究成果的評量標準，因此學術界的人員需藉由以學術期刊論

文等發表，來獲取職位、升等或評選研究獎項。

　一般而言，年輕及／或新進學者在期刊投稿上的經驗較為缺乏，特別是國內的文

化、社會風情等與國外環境迥然不同，使得研究者在投稿國外期刊時，經常面臨無法

克服的文化差異難題，以至於在投稿過程中，遭遇許多的挑戰與挫折。

　為此，本中心與國立政治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合作，由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張傳章教授擔任召集人，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蔡維奇教授、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

理科學系暨電信管理研究所林正章教授擔任共同召集人，舉辦106年管理學期刊主編

有約活動。

　此次管理學期刊主編有約活動與105年不同之處在於，106年擴大參與人員，因此

分別在106年9月15日於國立政治大學，及106年10月20日於國立成功大學，各舉辦一

場「與管理學期刊主編有約」座談會，為年輕及／或新進學者在期刊投稿上提供更多

經驗傳承，希望嘉惠更多年輕及／或新進學者。

　南部與北部兩場座談會皆邀請4位期刊主編分享期刊編輯的心得，並回答現場與會

學者的提問。

　106年9月15日政大場，共116人與會。當天正式開場前，報到的人數相當踴躍，場

地已經坐滿，並且另外取出摺疊椅增加數十個座位，才夠現場報名的人入場。過程

中，主持人與講員間互動熱烈，討論到許多期刊編審過程與如何成功投稿的相關經

驗，讓與會的資深教授、新進教師、相關領域的研究員與博士班學生都聽得津津有

味。茶敘時間與分組圓桌討論的時段，提供期刊總編輯和與會者（資深教授、新進教

師、相關領域的研究員與博士班學生）更進一步的互動，直接跟感興趣的期刊主編請

教疑惑，甚至有不少人萌生想要投稿的意願。活動最後，與會者都獲益良多，帶著滿

足的笑容離開座談會。

　106年10月20日成大場，共61人與會。座談會由國立成功大學黃正弘副校長開場致

詞，過程中，主持人以及講者都分享了自身的投稿經驗、期刊現況及審查作業流程。

茶敘時段，也提供期刊編輯和與會者（資深教授、新進教師、相關領域的研究員與

碩、博士班學生）更進一步的互動，互動過程中討論熱烈，各期刊編輯也不吝為與會

者解惑。活動最後，主持人以及講者也提供與會者許多投稿的建議，當天也有其他期

刊編輯參與不吝分享經驗，相信本次的活動對與會者都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透過本次活動，本中心希望能傳授新進學者更多的投稿技巧，分享如何撰寫內容精

闢、富有洞見的論文，使得新知識，能更有系統而有效地的累積與傳遞，並且將之發

表於優良的學術期刊中。

政大場會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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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科學期刊主編有約
撰文／林嘉英

　有鑑於國內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廣泛且多元、相關領域期刊眾多以及近年數位相關

議題風行，期刊隨之發展跨領域題材等因素，亟需各期刊互相交流並對外分享經驗及

理念，解決期刊編審稿及投稿常面臨之問題。為此，本中心與國立政治大學合作，由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系張卿卿教授擔任召集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吳重禮研究員

和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洪福聲教授擔任共同召集人，於106年10月27日與11月4日，

分別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以及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社管大樓舉辦兩場「與社

會學期刊主編有約」座談會。期望藉由本次活動的舉辦，以及相關領域之學者及主編

間實質的對談與交流，對國內社會科學領域期刊的質與量皆產生正面效益，改善目前

雖然社會科學期刊領域種類豐富，但年輕學者偏好投稿國外期刊的現象。

　活動的執行方式，北部及中部兩場座談會皆分四個場次做規劃。第一場次，分成人

類、社會、心理、教育、法律、政治、經濟、地理與區域八個學門進行座談。在座談

中，期刊主編由學門主持人引領進行討論，並針對座談會前對與會者做線上調查所整

理之投、審稿問題進行討論，同時分享其代表之期刊現狀、特色和投、審稿訣竅，以

及建議有效與期刊編輯溝通之方法；另一方面，與會者可以近距離與所屬學門主編討

論期刊之投、審稿等問題。第二場次為學者審稿經驗分享，由審查經驗豐富之學者針

對審稿經驗進行分享，並與在場學者進行交流。第三場次則由投稿經驗豐富之學者和

與會者進行分享與交流。最後，則為綜合座談，並開放現場與會者提問。

　本次兩場座談會共有288位學者參與（含北區座談會165位、中區座談會123位）。

根據活動中針對活動內容及滿意度所調查的回饋單顯示，有填寫的與會者中高達九成

以上學者對此活動的滿意並予以肯定，並提出期望活動持續舉辦之相關建議，例如：

「希望能持續再辦，明年可以找不同主編（或相關人士）來分享，本次只有主編，希

望能有相關人士以不同角度分享」、「會再參加，盼能分享更多好例子或需要修正的

例子」等。

　透過本次活動的舉辦，以及主編針對期刊編審原則的說明、學者分享投稿原則及經

驗，及學共同對相關衍生議題的討論，本中心期能有效協助學者對社會科學期刊有更

進一步認識，並順利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優良期刊中，以促成整體期刊品質的改善及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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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國內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廣泛且多元、相關領域期刊眾多以及近年數位相關

議題風行，期刊隨之發展跨領域題材等因素，亟需各期刊互相交流並對外分享經驗及

理念，解決期刊編審稿及投稿常面臨之問題。為此，本中心與國立政治大學合作，由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系張卿卿教授擔任召集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吳重禮研究員

和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洪福聲教授擔任共同召集人，於106年10月27日與11月4日，

分別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以及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社管大樓舉辦兩場「與社

會學期刊主編有約」座談會。期望藉由本次活動的舉辦，以及相關領域之學者及主編

間實質的對談與交流，對國內社會科學領域期刊的質與量皆產生正面效益，改善目前

雖然社會科學期刊領域種類豐富，但年輕學者偏好投稿國外期刊的現象。

　活動的執行方式，北部及中部兩場座談會皆分四個場次做規劃。第一場次，分成人

類、社會、心理、教育、法律、政治、經濟、地理與區域八個學門進行座談。在座談

中，期刊主編由學門主持人引領進行討論，並針對座談會前對與會者做線上調查所整

理之投、審稿問題進行討論，同時分享其代表之期刊現狀、特色和投、審稿訣竅，以

及建議有效與期刊編輯溝通之方法；另一方面，與會者可以近距離與所屬學門主編討

論期刊之投、審稿等問題。第二場次為學者審稿經驗分享，由審查經驗豐富之學者針

對審稿經驗進行分享，並與在場學者進行交流。第三場次則由投稿經驗豐富之學者和

與會者進行分享與交流。最後，則為綜合座談，並開放現場與會者提問。

　本次兩場座談會共有288位學者參與（含北區座談會165位、中區座談會123位）。

根據活動中針對活動內容及滿意度所調查的回饋單顯示，有填寫的與會者中高達九成

以上學者對此活動的滿意並予以肯定，並提出期望活動持續舉辦之相關建議，例如：

「希望能持續再辦，明年可以找不同主編（或相關人士）來分享，本次只有主編，希

望能有相關人士以不同角度分享」、「會再參加，盼能分享更多好例子或需要修正的

例子」等。

　透過本次活動的舉辦，以及主編針對期刊編審原則的說明、學者分享投稿原則及經

驗，及學共同對相關衍生議題的討論，本中心期能有效協助學者對社會科學期刊有更

進一步認識，並順利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優良期刊中，以促成整體期刊品質的改善及提

升。

臺中場／與會者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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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社科場
撰文／劉玉皙、陳怡君、林孟穎（皆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為配合科技部11月公布之106年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徵求公告，

本中心於10月13日，假國立成功大

學舉辦106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寫作工作坊」社科場。

　本工作坊邀請歷任學門召集人、

資深學者及優秀青年學者進行研究

發想、學術倫理宣導、計畫撰寫及

審查重點、研究經驗分享等，作為

教研人員計畫撰寫與交流平台，提

供教師與相關研究人員計畫寫作指

引與諮詢之機會，期能促使更多優

秀的研究計畫產出，進一步促進我

國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

　活動一開始由人社中心前主任王

泓仁教授致詞，鼓勵與會者申請本

中心各項補助計畫。接著由國立臺灣大學國企系林修葳教授主講研究發想。林教授分

享研究發想和投稿經驗，並且針對量化研究經常遇到的困難提出建議。林教授以實務

界為喻，實務界研發新產品時必須問「痛點在哪」；而學者寫文章時，首要問題也是

「文章特色與優點為何」。在研究發想階段，要熟悉學術與實業的背景脈絡。如果使

用國外資料做研究、想發表在本土期刊，須注意研究的原創性是否足夠、以及國外與

本土的環境變數有何差異。如果使用本土資料、想發表在本土期刊，除了注意原創性

之外，也須強調本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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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由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主委黃美智教授主講不當學術倫理態

樣及案例分析。研究倫理（research ethnics）審查的目的為保護受事者，學術倫理

（academic thnics/research integrity）為與研究過程與研究發表有關之行為規

範，其中研究倫理的層級須視個別計畫內容和對象而定，如果申請計畫，要在送件前

先確定研究案是否需要研究倫理審查，以免延誤核可時程。黃美智教授建議可以到臺

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http://ethics.nctu.edu.tw/） 尋求資源，該網站提供線

上修課、評量及學分數，以符合申請教育部或科技部計畫時的倫理訓練時數要求。現

今全球線上學術社群發達（例如PeerReview網站），任何違反學術倫理的事件都會

很快被揭發。黃教授特別強調學術規範是建立在學者互信的基礎上，有百分百的誠

信，研究才能對社會有真正的貢獻。

　下午活動則由各學門召集人或資深學者主講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每位講者都提

到：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及專屬表格將有重大改變，自106年10月1日起開始

適用。最大的改變有二：第一，CM302轉為參考用；第二，在研究績效方面，列舉

代表性研究成果從近5年放寬為近10年、至多5項研究成果，其中至少1項為近5年研

究成果。代表教育、體育、圖資學門的楊志堅教授指出，過去的研究績效佔計畫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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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0%，而時間放寬為10年，但是只能上傳5項，就是要改變「拚量」的惡習，希望

學者能注重研究品質，以及對學術和社會的實質貢獻。楊教授也表示，在審核申請案

時，經常看到的問題是：文獻回顧很多、但是自己即將進行的研究不夠明確。楊教授

也期許研究者要有正確的價值觀，在任何計畫裡必須闡明本研究「非做不可」的獨特

性，以誠實和勇氣面對自己內心對於學術的渴望。

　心理學門的游一龍教授也提到表格和申請書的重大變革。游教授提醒，在填寫研究

績效表時，須用詳細文字闡述研究成果的攸關性和獨特性，不要條列發表數目。另外

新進人員在編列計畫經費時，也須注意預算的合理性；不但支出項目要合理，預算總

額也須考量臺灣的整體狀況。當新進人員提出預算時，必須考量預算規模是否合於慣

例。游教授也提醒學者注意研究倫理審查。倫理審查有三個層級：如果對人體有侵入

性，須通過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如果對人類行為有干預，須通過人類行為研究倫理

審查；如果研究計畫屬非介入性、非記名、無從辨識特定個人的資料、或使用已合法

公開通知之資訊，才能免送倫理審查。學者在送件前，必須先了解自己計畫可能符合

的倫理審查層級，預作準備。

　區域研究及地理學門的衛萬明教授則說明各種申請計畫的種類。一般而言，屬

bottom-up的計畫多由學者自行提出，而top-down的計畫則多為配合國家政策導向

而特別徵求。計畫同時又可分為一般型、新進人員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計畫、隨

到隨審計畫案等。至於年輕學者所提申請計畫的評分標準也有不同考量，一般型計畫

的過去研究績效表現佔50%；年輕學者計畫則僅佔30%，其餘70%則為計畫書內容。

年輕學者可視自己過去研究績效，自行決定要申請一般型計畫還是年輕學者計畫。此

外，專書寫作計畫則除鼓勵新進學者可將博士論文發表成專書外，亦鼓勵資深學者提

出具主題之學術性專書撰寫計畫的申請。管理學門的胡美智教授則表示，該學門平均

通過率約為44%；而若審查分數未達80分，一般是不核可多年期計畫。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學系的林東盈教授則主講青年學者研究經驗分享。林教授為

吳大猷獎得獎人，文章非常多產；但林教授提到，自己文章的被拒率接近三分之二，

每一兩個月就有一篇被拒絕。因此，他所進行的文章數量，遠超過真正投稿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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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往往同時有五六篇論文進行，其中一篇是頂級期刊的困難論文，搭配其他篇較

簡單的論文。英文能力也很重要，除了增進本身英文能力，投稿時附上英文編修證

明，也有助於降低編輯和審稿人的疑慮。林教授表示，如果能找到寫作的規律，習慣

該格式，文章的接受率就會漸漸上升。在研究初期是求存活，到了研究中期開始做自

己有興趣的事，而拿到長聘之後，可以尋找發揮社會或產業影響力的方法。

　最後問答時間，有學者問：如何知道研究經費編列的標準？楊志堅教授回答，科技

部已經將所有學者歷年計畫金額上網公開，各位可以上網查閱。胡美智教授則提醒學

者，各經費細項必須跟研究內容密切相關。有學者也提問：如何進行跨領域研究？如

何提跨領域計畫？人社中心前主任王泓仁教授則回答，人社中心積極舉辦各工作坊，

促成跨領域團隊，歡迎與會學者多多參與。活動在充分的交流與熱切討論下結束。

綜合座談時間，與現場與會者互動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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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未來成果發表會
撰文／鄭楚甯（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生）

　憲政未來成果發表會為本中心「臺灣憲政未來」計畫的成果展現，本計畫緣起自

103年318學運後，由於臺灣憲政實務凌亂，經常因此而產生憲政危機，所以本計畫

之目標是由一批年輕的憲法學者來對於憲政實務所產生的憲政實踐、施政效率、人權

保障、司法改革等多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

　從103年至今本計畫已經召開過7次計畫會議，會議中由報告人報告台灣憲政的相

關議題，其中包含人權、平等、轉型正義、預算財政、政黨、兩岸議題與原住民族等

不同主題，並邀請法學界以外的學者（如政治學界）與談，以促進對該憲政議題跨領

域的交流與省思。而於 104 年 9 月 18 日與106年10月18、20日分別舉辦「臺灣憲政

未來成果發表會」，並預計在修訂後將論文集結成冊出版成書。 

　106年的成果發表會假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之場地舉行，18日下午的第一場主

要內容是基本人權，分別由陳昭如教授、孫迺翊教授、邱文聰教授、蔡志偉教授、薛

智仁教授、蘇慧婕教授、王韻茹教授等人分別發表，並於簡單的休息後，由與談人翁

燕菁教授、涂予尹教授、鄭川如教授分別加以評論和提問。鄭川如教授於評論時也以

自己身為原住民之身份，闡述原住民權利在現有憲政體制下之困境。

　20日的第二場發表會主題則是政府體制，由顏厥安教授、劉靜怡教授、黃丞儀教

授、蘇彥圖教授、黃源浩教授、王照宇教授進行發表。由林子儀所長、沈有忠教授進

行評論與提問。而由於憲改議題並非第一次被提出，鑑於之前憲政改革失敗的經驗，

黃丞儀教授與林子儀所長皆認為憲政改革需切合憲政實務才有可能成功。

　而這兩次的成果發表會中，除了與談人外，現場亦有諸多社會人士及學生提出寶貴

意見及反思，這些意見及反思都將與憲政未來計畫之成果一併集結成冊出版，成為對

於憲政改革的重要學術貢獻。

顏厥安教授進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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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政未來成果發表會為本中心「臺灣憲政未來」計畫的成果展現，本計畫緣起自

103年318學運後，由於臺灣憲政實務凌亂，經常因此而產生憲政危機，所以本計畫

之目標是由一批年輕的憲法學者來對於憲政實務所產生的憲政實踐、施政效率、人權

保障、司法改革等多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

　從103年至今本計畫已經召開過7次計畫會議，會議中由報告人報告台灣憲政的相

關議題，其中包含人權、平等、轉型正義、預算財政、政黨、兩岸議題與原住民族等

不同主題，並邀請法學界以外的學者（如政治學界）與談，以促進對該憲政議題跨領

域的交流與省思。而於 104 年 9 月 18 日與106年10月18、20日分別舉辦「臺灣憲政

未來成果發表會」，並預計在修訂後將論文集結成冊出版成書。 

　106年的成果發表會假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之場地舉行，18日下午的第一場主

要內容是基本人權，分別由陳昭如教授、孫迺翊教授、邱文聰教授、蔡志偉教授、薛

智仁教授、蘇慧婕教授、王韻茹教授等人分別發表，並於簡單的休息後，由與談人翁

燕菁教授、涂予尹教授、鄭川如教授分別加以評論和提問。鄭川如教授於評論時也以

自己身為原住民之身份，闡述原住民權利在現有憲政體制下之困境。

　20日的第二場發表會主題則是政府體制，由顏厥安教授、劉靜怡教授、黃丞儀教

授、蘇彥圖教授、黃源浩教授、王照宇教授進行發表。由林子儀所長、沈有忠教授進

行評論與提問。而由於憲改議題並非第一次被提出，鑑於之前憲政改革失敗的經驗，

黃丞儀教授與林子儀所長皆認為憲政改革需切合憲政實務才有可能成功。

　而這兩次的成果發表會中，除了與談人外，現場亦有諸多社會人士及學生提出寶貴

意見及反思，這些意見及反思都將與憲政未來計畫之成果一併集結成冊出版，成為對

於憲政改革的重要學術貢獻。

現場觀眾研究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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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語言寫作和說話有關係？
作者／林孟穎

　　　現任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OISE / University of Toronto）

　　　博士畢業生，畢業系所為課程教學與學習。指導老師為 Alister Cumming，博士論文的主題與第二語言寫

　　　作相關。在念書期間，發展的研究興趣除了二語寫作之外，也因加入Nina Spada的研究團隊，對形式教學

　　　語法（Form Focused Instruction）產生興趣；也因在學校短暫地教授華語，對二語理論運用在對外華語教

　　　學產生興趣。

　　　｜編按｜林孟穎博士的研究領域為 Collaborative Writing in a Computer-Supported Classroom: Mediation,

　　　　　　　and Self-Assessed Beliefs and Attitudes about Writing，此次特邀請她撰寫文章，分享她的研究

　　　　　　　成果。

　語言學習本身是個黑盒子，眾多的理論對於如何解讀這個黑盒子裡的信號，提出了

他們的角度和看法。而如何解讀語言學習這件事，其實也隨著當時流行的心理學理

論，影響著研究者如何處理黑盒子裡的信號。語言學習主要在探討與學習者本身有關

的因素，及其如何影響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但是教學和學習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很

多語言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也會被教學法所影響。

　有不少的語言學習理論，值得語言學習研究者去關注。例如技能習得理論(Skill 

Acquisition Theory)、語言處理性理論(Processability Theory)、複雜性理論 

(Complexity Theory)等。本文作者選擇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Sociocultural 

Theory)來探討的原因，在於其理論常被用來解釋合作學習，及其對第二語言學習的

影響。而在合作學習中，最常使用的準實驗證據為合作對話(collaborative dia-

logues)。本文將從社會文化論來探討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寫作的重要性、限制及

未來研究方向。口說語和書面語是有關係的，特別是從學習的角度來連結這樣的正向

關係。

　什麼是社會文化論？為什麼合作對話在此理論中顯得重要？

　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為最常被用來解釋以學習者為中心（或由學習者發起）

　d.兩人一組或多人一組的語言相關片斷

　Dobao （2012; 2014） 比較兩人一組和四人一組的對話，語言相關片斷的頻率、

長度、解決問題的決策、及參語語言相關片斷的程度。比較起來四人一組的組別有比

較長的語言相關片斷，且較成功地解決語言問題，過程中有比較複雜且仔細的參與和

互動，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習者有較多的機會學習二語。

　e.使用母語進行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有幫助嗎？

　有。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針對母語的使用，對第二語言學習的影

響，做了有趣的實驗。實驗發現在合作學習時，使用母語可以幫助學習者控制學習任

務。而合作學習者比起單獨學習者，更能使用高層次認知來解決學習任務。也就是說

只有學習者知道自己該做哪些事時，他們才有辦法進行任務。使用母語也可以幫助合

作學習者了解生字的定義。但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並非要鼓勵學習者使用母語取代目

標語，來進行合作任務的討論。教師應該要了解學生在合作時，對話中有母語的出

現，為一種正常的心理過程，目的為開啟和維持口語的互動。

　若要使用數據來探討這個問題。Swain 和Lapkin （2000）調查了在合作任務中，

使用母語的量和學生寫作品質的關係。發現語言使用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者，使用

母語的比例（18%）比起平均以下的（25%）少。內容陳述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

者，使用母語的比例（20%）和平均以下的（22%），相差並不大。另外，程度較好

的組會使用較多的母語來討論推動合作任務（57%），而程度中等的組則使用母語來

查詢單字（45%）。作者也表達了此結論為根據少量的組別所做的報告，而這些數字

並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效果，故只能做為描述性的報告，並無法將這些結論，推論到

其他的學習者。

　f.其他關於語言相關片斷的考量

　Fortune 和Thorp （2001）提出研究者應多加注重語言相關片斷的價值（Value）

和屬性（nature）。價值（Value）為探討對話事件的長度的不同和對話者涉入語言

而言，高程度和剛開始學習的學生皆受益於語言相關片斷的使用。但剛開始學習寫作

的學生受益比較多。

　c.與母語人士互動，語言相關片斷的品質會較好嗎？

　會，但端視參與者的合作傾向。在Dobao （2012）的實證研究中，比較了兩組合

作學習教學法的語言相關片斷。一組為英語中級學習者和高級學習者；另一組為學習

者和英語母語人士的互動。最主要的觀察為語言相關片斷的本質和頻率。結果發現當

學習者和英母語人士互動後，詞彙相關片斷是比較頻繁，且較正確地解決語言問題。

但作者也提到，並非所有的學習者與英母語人士互動，都會有一樣的語言幫助。參與

者的目的和參與程度，皆會影響到合作傾向。而合作傾向會影響互動的本質和機會。

合作傾向比起合作團體整體的程度，更能讓學習者，透過語言相關片斷來學習第二語

言。

以跟學習者自行發起的語意形式（focus on form）有相關。在這類研究的方法論

中，語言相關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為最常見的分析單位。語言相關

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又為上述所提languaging的一種。語言相關

片斷的定義為學習者談論如何使用語言，提出關於語言使用的問題或者修正自己的或

他人的語言（Swain & Lapkin, 1998, p. 326）。合作對話中，通常除了語言相關片

斷，還會有其它非關談論語言使用的片段，例如學習者討論寫作任務如何達成或分配

工作或者偏離主題的談論。

　a.語言相關片斷會隨著對話目的及活動類型不同而改變其性質

　在William （2001）的報告中，分析了271個學習者在兩人互動的小組中，提出的

語言相關片斷。結果發現80%的語言相關片斷跟詞彙有關（字彙和拼音）。然而當學

習者身處在著重形式上（通常指句法）正確性的任務中時（例如聽寫和文句重組），

語言相關片斷的性質則會改變。當語言相關片斷的目的為著重在型態句法（morpho-

syntax）、學習者則傾向討論動詞構詞與時態、形容詞的一致、名詞性構詞和冠詞

的使用（Fortune, 2005; Kowal & Swain, 1994; Storch, 1997, 2008）。在Kowal和

Swain （1994）的實驗中，她們調查在聽寫活動中的224個語言相關片斷，這些語言

相關片斷為19位8年級生在法語沉浸式課程中所產生的。結果發現有72%的相關片斷

著重在正確度，這72%中有42%則與文法正確度相關。

　在Swain和Lapkin （2001）的研究中，則發現Jigsaw活動比聽寫活動，更能讓學

習者著重在正確性。像活動類型這種調節變項，也會影響語言相關片斷的量和質，在

其他報告中可以看見（Storch, 1997, 2008）。

　b.語言能力會影響到語言相關片斷使用的多寡嗎？

　會。Ammar & Hassan （2017）提出程度高的學生會有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原

因為高程度學生，有較優異的能力和溝通意願，因此會產出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而

相反地，為何學習者使用少數的語言相關片斷呢？可能的原因有：學生能力尚未發展

到能說出文法規則、在教室情境下不願意溝通或無法信任同學的觀點。 就實驗結果

的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的重要性。Vygotsky（1978）認為社會互動的產物為自

覺。也就是在合作對話時，促成語言學習的重要因素，是學習者對目標語使用的自

覺。而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發展目標語時，從口語的互動中，即可顯現出尚未成熟的文

法，及其待解決的語言問題。而Vygotsky認為教師（或學習者）與學習者透過合作

對話（口語的互動），來解決教師指派的語言任務時，會呈現出語言問題的所在，也

會讓專家（教師或程度較佳的學習者）提供必要的協助。在這互動過程中，正確的語

言知識即可被建構出來，解決二語學習的問題。二語學習者在互動過程中，也會自覺

到自身的語言問題，進而修正錯誤，學習正確的語言用法。而這樣的過程會讓學習者

進入潛力發展區，也就是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進而帶動

語言發展歷程。同時，在這樣的對話情境下，即構成認知教學（cognitive instruc-

tion）。Reid and Stone （1991）也說明認知教學是當學生需要知道知識時，即時

地給予教導，和一般課堂上的教學不一樣。在互動時提供的教學，可隨時隨地的建構

知識。社會文化論可解釋合作學習，而合作對話為這類研究的核心。

　許多學者將合作對話定義為使用語言調節來解決問題。從二語學習的觀點來說，合

作對話對應到了人和人之間為了解決語言問題而產生的對話。而另外有一詞跟合作對

話很類似：languaging。Languaging 一詞可定義為不間斷地使用語言來造新義的過

程（Swain, 2006, p.68）。Languaging除了包含合作對話，也同時包含了自我的對

話（Swain & Watanabe, 2012）。同樣的，languaging也是一種幫助二語學習的心

智歷程。

　合作對話與二語寫作的相關研究

　很多第二語言寫作的研究在探討學習者合作對話的特性和其對寫作的影響。常見的

寫作種類有：短文重構（Storch, 2008）、篇章編輯 （Storch, 1997）、文法聽寫

（Fortune, 2005; Leeser, 2004; Swain & Lapkin, 2001）和jigsaw （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等的寫作任務。

　大多數從合作對話的角度來探討二語寫作的研究，研究內容多半為討論哪些因素可

討論的程度。屬性（nature）則反應出第二語言互動資料的複雜度和解構語言互動資

料來確認對話事件的困難度。對話事件常有連續/不連續、不同類型的嵌入和重複等

屬性。

　g.第二語合作寫作對文章的影響

　Storch （2005） 比較了兩人一組和單人寫作文章的差異。報告中發現兩人一組的

文章較短，但是比較有回應到文章主題的要求，文法的正確和複雜度也比較高。

Wigglesworth & Storch （2009）調查了合作寫作和單獨寫作文章的正確性（accu-

racy）、流暢性（fluency）和複雜性（complexity）。結果為合作寫作比起單獨寫

作對語言正確性（accuracy）有幫助。Dobao （2012） 比較了三組寫作的狀況發現

四人一組的文章比兩人一組和單獨寫作的正確性來的高。而單獨寫作的文章的長度比

合作寫作的長。就詞彙和句法複雜度來說，兩人寫作和四人寫作的複雜度是相同的，

同時將前兩種寫作跟單獨寫作比，複雜度也無異。

　未來此類研究的建議

　綜合以上所述，有不少的因素會影響合作寫作學習的成效。Storch （2011）指出

合作任務本身的性質、學習者本身的程度、溝通模式（面對面或者透過電腦）。有些

任務不適合剛開始學習二語的學生，例如文章重組。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時，則需

要在合作的組中，有一位程度較佳的學生，一起來從事合作學習。對於程度差不多的

學生，作者建議讓學生使用電腦寫作，線上的網路資源可以幫助學生解決因為討論寫

作而產生的問題（文法、單字、組織、句型等）。但是當學生能力不足以判斷線上寫

作資訊是否能正確地解答他們的寫作疑惑時，會需要教師的同在來當仲裁者解決問

題，雖說資訊時代，知識已可隨處查詢的到，但學習者最後還是需要教師來指引方向

（Storch, 2011）。除了教師的適時介入外。甚麼樣的因素會使學習者有好的語言相

關片斷，就成為重要的議題。

　另外，流行的wiki合作寫作議題。目前能確定的為面對面的合作寫作比起wiki合作

寫作，學習者的第二語言正確性較高。在此議題下，值得研究的有多少人一起合作在

wiki上寫作，和其他影響的因素，才能最佳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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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習本身是個黑盒子，眾多的理論對於如何解讀這個黑盒子裡的信號，提出了

他們的角度和看法。而如何解讀語言學習這件事，其實也隨著當時流行的心理學理

論，影響著研究者如何處理黑盒子裡的信號。語言學習主要在探討與學習者本身有關

的因素，及其如何影響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但是教學和學習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很

多語言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也會被教學法所影響。

　有不少的語言學習理論，值得語言學習研究者去關注。例如技能習得理論(Skill 

Acquisition Theory)、語言處理性理論(Processability Theory)、複雜性理論 

(Complexity Theory)等。本文作者選擇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Sociocultural 

Theory)來探討的原因，在於其理論常被用來解釋合作學習，及其對第二語言學習的

影響。而在合作學習中，最常使用的準實驗證據為合作對話(collaborative dia-

logues)。本文將從社會文化論來探討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寫作的重要性、限制及

未來研究方向。口說語和書面語是有關係的，特別是從學習的角度來連結這樣的正向

關係。

　什麼是社會文化論？為什麼合作對話在此理論中顯得重要？

　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為最常被用來解釋以學習者為中心（或由學習者發起）

　d.兩人一組或多人一組的語言相關片斷

　Dobao （2012; 2014） 比較兩人一組和四人一組的對話，語言相關片斷的頻率、

長度、解決問題的決策、及參語語言相關片斷的程度。比較起來四人一組的組別有比

較長的語言相關片斷，且較成功地解決語言問題，過程中有比較複雜且仔細的參與和

互動，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習者有較多的機會學習二語。

　e.使用母語進行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有幫助嗎？

　有。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針對母語的使用，對第二語言學習的影

響，做了有趣的實驗。實驗發現在合作學習時，使用母語可以幫助學習者控制學習任

務。而合作學習者比起單獨學習者，更能使用高層次認知來解決學習任務。也就是說

只有學習者知道自己該做哪些事時，他們才有辦法進行任務。使用母語也可以幫助合

作學習者了解生字的定義。但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並非要鼓勵學習者使用母語取代目

標語，來進行合作任務的討論。教師應該要了解學生在合作時，對話中有母語的出

現，為一種正常的心理過程，目的為開啟和維持口語的互動。

　若要使用數據來探討這個問題。Swain 和Lapkin （2000）調查了在合作任務中，

使用母語的量和學生寫作品質的關係。發現語言使用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者，使用

母語的比例（18%）比起平均以下的（25%）少。內容陳述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

者，使用母語的比例（20%）和平均以下的（22%），相差並不大。另外，程度較好

的組會使用較多的母語來討論推動合作任務（57%），而程度中等的組則使用母語來

查詢單字（45%）。作者也表達了此結論為根據少量的組別所做的報告，而這些數字

並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效果，故只能做為描述性的報告，並無法將這些結論，推論到

其他的學習者。

　f.其他關於語言相關片斷的考量

　Fortune 和Thorp （2001）提出研究者應多加注重語言相關片斷的價值（Value）

和屬性（nature）。價值（Value）為探討對話事件的長度的不同和對話者涉入語言

而言，高程度和剛開始學習的學生皆受益於語言相關片斷的使用。但剛開始學習寫作

的學生受益比較多。

　c.與母語人士互動，語言相關片斷的品質會較好嗎？

　會，但端視參與者的合作傾向。在Dobao （2012）的實證研究中，比較了兩組合

作學習教學法的語言相關片斷。一組為英語中級學習者和高級學習者；另一組為學習

者和英語母語人士的互動。最主要的觀察為語言相關片斷的本質和頻率。結果發現當

學習者和英母語人士互動後，詞彙相關片斷是比較頻繁，且較正確地解決語言問題。

但作者也提到，並非所有的學習者與英母語人士互動，都會有一樣的語言幫助。參與

者的目的和參與程度，皆會影響到合作傾向。而合作傾向會影響互動的本質和機會。

合作傾向比起合作團體整體的程度，更能讓學習者，透過語言相關片斷來學習第二語

言。

以跟學習者自行發起的語意形式（focus on form）有相關。在這類研究的方法論

中，語言相關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為最常見的分析單位。語言相關

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又為上述所提languaging的一種。語言相關

片斷的定義為學習者談論如何使用語言，提出關於語言使用的問題或者修正自己的或

他人的語言（Swain & Lapkin, 1998, p. 326）。合作對話中，通常除了語言相關片

斷，還會有其它非關談論語言使用的片段，例如學習者討論寫作任務如何達成或分配

工作或者偏離主題的談論。

　a.語言相關片斷會隨著對話目的及活動類型不同而改變其性質

　在William （2001）的報告中，分析了271個學習者在兩人互動的小組中，提出的

語言相關片斷。結果發現80%的語言相關片斷跟詞彙有關（字彙和拼音）。然而當學

習者身處在著重形式上（通常指句法）正確性的任務中時（例如聽寫和文句重組），

語言相關片斷的性質則會改變。當語言相關片斷的目的為著重在型態句法（morpho-

syntax）、學習者則傾向討論動詞構詞與時態、形容詞的一致、名詞性構詞和冠詞

的使用（Fortune, 2005; Kowal & Swain, 1994; Storch, 1997, 2008）。在Kowal和

Swain （1994）的實驗中，她們調查在聽寫活動中的224個語言相關片斷，這些語言

相關片斷為19位8年級生在法語沉浸式課程中所產生的。結果發現有72%的相關片斷

著重在正確度，這72%中有42%則與文法正確度相關。

　在Swain和Lapkin （2001）的研究中，則發現Jigsaw活動比聽寫活動，更能讓學

習者著重在正確性。像活動類型這種調節變項，也會影響語言相關片斷的量和質，在

其他報告中可以看見（Storch, 1997, 2008）。

　b.語言能力會影響到語言相關片斷使用的多寡嗎？

　會。Ammar & Hassan （2017）提出程度高的學生會有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原

因為高程度學生，有較優異的能力和溝通意願，因此會產出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而

相反地，為何學習者使用少數的語言相關片斷呢？可能的原因有：學生能力尚未發展

到能說出文法規則、在教室情境下不願意溝通或無法信任同學的觀點。 就實驗結果

的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的重要性。Vygotsky（1978）認為社會互動的產物為自

覺。也就是在合作對話時，促成語言學習的重要因素，是學習者對目標語使用的自

覺。而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發展目標語時，從口語的互動中，即可顯現出尚未成熟的文

法，及其待解決的語言問題。而Vygotsky認為教師（或學習者）與學習者透過合作

對話（口語的互動），來解決教師指派的語言任務時，會呈現出語言問題的所在，也

會讓專家（教師或程度較佳的學習者）提供必要的協助。在這互動過程中，正確的語

言知識即可被建構出來，解決二語學習的問題。二語學習者在互動過程中，也會自覺

到自身的語言問題，進而修正錯誤，學習正確的語言用法。而這樣的過程會讓學習者

進入潛力發展區，也就是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進而帶動

語言發展歷程。同時，在這樣的對話情境下，即構成認知教學（cognitive instruc-

tion）。Reid and Stone （1991）也說明認知教學是當學生需要知道知識時，即時

地給予教導，和一般課堂上的教學不一樣。在互動時提供的教學，可隨時隨地的建構

知識。社會文化論可解釋合作學習，而合作對話為這類研究的核心。

　許多學者將合作對話定義為使用語言調節來解決問題。從二語學習的觀點來說，合

作對話對應到了人和人之間為了解決語言問題而產生的對話。而另外有一詞跟合作對

話很類似：languaging。Languaging 一詞可定義為不間斷地使用語言來造新義的過

程（Swain, 2006, p.68）。Languaging除了包含合作對話，也同時包含了自我的對

話（Swain & Watanabe, 2012）。同樣的，languaging也是一種幫助二語學習的心

智歷程。

　合作對話與二語寫作的相關研究

　很多第二語言寫作的研究在探討學習者合作對話的特性和其對寫作的影響。常見的

寫作種類有：短文重構（Storch, 2008）、篇章編輯 （Storch, 1997）、文法聽寫

（Fortune, 2005; Leeser, 2004; Swain & Lapkin, 2001）和jigsaw （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等的寫作任務。

　大多數從合作對話的角度來探討二語寫作的研究，研究內容多半為討論哪些因素可

討論的程度。屬性（nature）則反應出第二語言互動資料的複雜度和解構語言互動資

料來確認對話事件的困難度。對話事件常有連續/不連續、不同類型的嵌入和重複等

屬性。

　g.第二語合作寫作對文章的影響

　Storch （2005） 比較了兩人一組和單人寫作文章的差異。報告中發現兩人一組的

文章較短，但是比較有回應到文章主題的要求，文法的正確和複雜度也比較高。

Wigglesworth & Storch （2009）調查了合作寫作和單獨寫作文章的正確性（accu-

racy）、流暢性（fluency）和複雜性（complexity）。結果為合作寫作比起單獨寫

作對語言正確性（accuracy）有幫助。Dobao （2012） 比較了三組寫作的狀況發現

四人一組的文章比兩人一組和單獨寫作的正確性來的高。而單獨寫作的文章的長度比

合作寫作的長。就詞彙和句法複雜度來說，兩人寫作和四人寫作的複雜度是相同的，

同時將前兩種寫作跟單獨寫作比，複雜度也無異。

　未來此類研究的建議

　綜合以上所述，有不少的因素會影響合作寫作學習的成效。Storch （2011）指出

合作任務本身的性質、學習者本身的程度、溝通模式（面對面或者透過電腦）。有些

任務不適合剛開始學習二語的學生，例如文章重組。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時，則需

要在合作的組中，有一位程度較佳的學生，一起來從事合作學習。對於程度差不多的

學生，作者建議讓學生使用電腦寫作，線上的網路資源可以幫助學生解決因為討論寫

作而產生的問題（文法、單字、組織、句型等）。但是當學生能力不足以判斷線上寫

作資訊是否能正確地解答他們的寫作疑惑時，會需要教師的同在來當仲裁者解決問

題，雖說資訊時代，知識已可隨處查詢的到，但學習者最後還是需要教師來指引方向

（Storch, 2011）。除了教師的適時介入外。甚麼樣的因素會使學習者有好的語言相

關片斷，就成為重要的議題。

　另外，流行的wiki合作寫作議題。目前能確定的為面對面的合作寫作比起wiki合作

寫作，學習者的第二語言正確性較高。在此議題下，值得研究的有多少人一起合作在

wiki上寫作，和其他影響的因素，才能最佳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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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習本身是個黑盒子，眾多的理論對於如何解讀這個黑盒子裡的信號，提出了

他們的角度和看法。而如何解讀語言學習這件事，其實也隨著當時流行的心理學理

論，影響著研究者如何處理黑盒子裡的信號。語言學習主要在探討與學習者本身有關

的因素，及其如何影響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但是教學和學習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很

多語言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也會被教學法所影響。

　有不少的語言學習理論，值得語言學習研究者去關注。例如技能習得理論(Skill 

Acquisition Theory)、語言處理性理論(Processability Theory)、複雜性理論 

(Complexity Theory)等。本文作者選擇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Sociocultural 

Theory)來探討的原因，在於其理論常被用來解釋合作學習，及其對第二語言學習的

影響。而在合作學習中，最常使用的準實驗證據為合作對話(collaborative dia-

logues)。本文將從社會文化論來探討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寫作的重要性、限制及

未來研究方向。口說語和書面語是有關係的，特別是從學習的角度來連結這樣的正向

關係。

　什麼是社會文化論？為什麼合作對話在此理論中顯得重要？

　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為最常被用來解釋以學習者為中心（或由學習者發起）

　d.兩人一組或多人一組的語言相關片斷

　Dobao （2012; 2014） 比較兩人一組和四人一組的對話，語言相關片斷的頻率、

長度、解決問題的決策、及參語語言相關片斷的程度。比較起來四人一組的組別有比

較長的語言相關片斷，且較成功地解決語言問題，過程中有比較複雜且仔細的參與和

互動，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習者有較多的機會學習二語。

　e.使用母語進行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有幫助嗎？

　有。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針對母語的使用，對第二語言學習的影

響，做了有趣的實驗。實驗發現在合作學習時，使用母語可以幫助學習者控制學習任

務。而合作學習者比起單獨學習者，更能使用高層次認知來解決學習任務。也就是說

只有學習者知道自己該做哪些事時，他們才有辦法進行任務。使用母語也可以幫助合

作學習者了解生字的定義。但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並非要鼓勵學習者使用母語取代目

標語，來進行合作任務的討論。教師應該要了解學生在合作時，對話中有母語的出

現，為一種正常的心理過程，目的為開啟和維持口語的互動。

　若要使用數據來探討這個問題。Swain 和Lapkin （2000）調查了在合作任務中，

使用母語的量和學生寫作品質的關係。發現語言使用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者，使用

母語的比例（18%）比起平均以下的（25%）少。內容陳述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

者，使用母語的比例（20%）和平均以下的（22%），相差並不大。另外，程度較好

的組會使用較多的母語來討論推動合作任務（57%），而程度中等的組則使用母語來

查詢單字（45%）。作者也表達了此結論為根據少量的組別所做的報告，而這些數字

並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效果，故只能做為描述性的報告，並無法將這些結論，推論到

其他的學習者。

　f.其他關於語言相關片斷的考量

　Fortune 和Thorp （2001）提出研究者應多加注重語言相關片斷的價值（Value）

和屬性（nature）。價值（Value）為探討對話事件的長度的不同和對話者涉入語言

而言，高程度和剛開始學習的學生皆受益於語言相關片斷的使用。但剛開始學習寫作

的學生受益比較多。

　c.與母語人士互動，語言相關片斷的品質會較好嗎？

　會，但端視參與者的合作傾向。在Dobao （2012）的實證研究中，比較了兩組合

作學習教學法的語言相關片斷。一組為英語中級學習者和高級學習者；另一組為學習

者和英語母語人士的互動。最主要的觀察為語言相關片斷的本質和頻率。結果發現當

學習者和英母語人士互動後，詞彙相關片斷是比較頻繁，且較正確地解決語言問題。

但作者也提到，並非所有的學習者與英母語人士互動，都會有一樣的語言幫助。參與

者的目的和參與程度，皆會影響到合作傾向。而合作傾向會影響互動的本質和機會。

合作傾向比起合作團體整體的程度，更能讓學習者，透過語言相關片斷來學習第二語

言。

以跟學習者自行發起的語意形式（focus on form）有相關。在這類研究的方法論

中，語言相關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為最常見的分析單位。語言相關

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又為上述所提languaging的一種。語言相關

片斷的定義為學習者談論如何使用語言，提出關於語言使用的問題或者修正自己的或

他人的語言（Swain & Lapkin, 1998, p. 326）。合作對話中，通常除了語言相關片

斷，還會有其它非關談論語言使用的片段，例如學習者討論寫作任務如何達成或分配

工作或者偏離主題的談論。

　a.語言相關片斷會隨著對話目的及活動類型不同而改變其性質

　在William （2001）的報告中，分析了271個學習者在兩人互動的小組中，提出的

語言相關片斷。結果發現80%的語言相關片斷跟詞彙有關（字彙和拼音）。然而當學

習者身處在著重形式上（通常指句法）正確性的任務中時（例如聽寫和文句重組），

語言相關片斷的性質則會改變。當語言相關片斷的目的為著重在型態句法（morpho-

syntax）、學習者則傾向討論動詞構詞與時態、形容詞的一致、名詞性構詞和冠詞

的使用（Fortune, 2005; Kowal & Swain, 1994; Storch, 1997, 2008）。在Kowal和

Swain （1994）的實驗中，她們調查在聽寫活動中的224個語言相關片斷，這些語言

相關片斷為19位8年級生在法語沉浸式課程中所產生的。結果發現有72%的相關片斷

著重在正確度，這72%中有42%則與文法正確度相關。

　在Swain和Lapkin （2001）的研究中，則發現Jigsaw活動比聽寫活動，更能讓學

習者著重在正確性。像活動類型這種調節變項，也會影響語言相關片斷的量和質，在

其他報告中可以看見（Storch, 1997, 2008）。

　b.語言能力會影響到語言相關片斷使用的多寡嗎？

　會。Ammar & Hassan （2017）提出程度高的學生會有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原

因為高程度學生，有較優異的能力和溝通意願，因此會產出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而

相反地，為何學習者使用少數的語言相關片斷呢？可能的原因有：學生能力尚未發展

到能說出文法規則、在教室情境下不願意溝通或無法信任同學的觀點。 就實驗結果

的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的重要性。Vygotsky（1978）認為社會互動的產物為自

覺。也就是在合作對話時，促成語言學習的重要因素，是學習者對目標語使用的自

覺。而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發展目標語時，從口語的互動中，即可顯現出尚未成熟的文

法，及其待解決的語言問題。而Vygotsky認為教師（或學習者）與學習者透過合作

對話（口語的互動），來解決教師指派的語言任務時，會呈現出語言問題的所在，也

會讓專家（教師或程度較佳的學習者）提供必要的協助。在這互動過程中，正確的語

言知識即可被建構出來，解決二語學習的問題。二語學習者在互動過程中，也會自覺

到自身的語言問題，進而修正錯誤，學習正確的語言用法。而這樣的過程會讓學習者

進入潛力發展區，也就是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進而帶動

語言發展歷程。同時，在這樣的對話情境下，即構成認知教學（cognitive instruc-

tion）。Reid and Stone （1991）也說明認知教學是當學生需要知道知識時，即時

地給予教導，和一般課堂上的教學不一樣。在互動時提供的教學，可隨時隨地的建構

知識。社會文化論可解釋合作學習，而合作對話為這類研究的核心。

　許多學者將合作對話定義為使用語言調節來解決問題。從二語學習的觀點來說，合

作對話對應到了人和人之間為了解決語言問題而產生的對話。而另外有一詞跟合作對

話很類似：languaging。Languaging 一詞可定義為不間斷地使用語言來造新義的過

程（Swain, 2006, p.68）。Languaging除了包含合作對話，也同時包含了自我的對

話（Swain & Watanabe, 2012）。同樣的，languaging也是一種幫助二語學習的心

智歷程。

　合作對話與二語寫作的相關研究

　很多第二語言寫作的研究在探討學習者合作對話的特性和其對寫作的影響。常見的

寫作種類有：短文重構（Storch, 2008）、篇章編輯 （Storch, 1997）、文法聽寫

（Fortune, 2005; Leeser, 2004; Swain & Lapkin, 2001）和jigsaw （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等的寫作任務。

　大多數從合作對話的角度來探討二語寫作的研究，研究內容多半為討論哪些因素可

討論的程度。屬性（nature）則反應出第二語言互動資料的複雜度和解構語言互動資

料來確認對話事件的困難度。對話事件常有連續/不連續、不同類型的嵌入和重複等

屬性。

　g.第二語合作寫作對文章的影響

　Storch （2005） 比較了兩人一組和單人寫作文章的差異。報告中發現兩人一組的

文章較短，但是比較有回應到文章主題的要求，文法的正確和複雜度也比較高。

Wigglesworth & Storch （2009）調查了合作寫作和單獨寫作文章的正確性（accu-

racy）、流暢性（fluency）和複雜性（complexity）。結果為合作寫作比起單獨寫

作對語言正確性（accuracy）有幫助。Dobao （2012） 比較了三組寫作的狀況發現

四人一組的文章比兩人一組和單獨寫作的正確性來的高。而單獨寫作的文章的長度比

合作寫作的長。就詞彙和句法複雜度來說，兩人寫作和四人寫作的複雜度是相同的，

同時將前兩種寫作跟單獨寫作比，複雜度也無異。

　未來此類研究的建議

　綜合以上所述，有不少的因素會影響合作寫作學習的成效。Storch （2011）指出

合作任務本身的性質、學習者本身的程度、溝通模式（面對面或者透過電腦）。有些

任務不適合剛開始學習二語的學生，例如文章重組。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時，則需

要在合作的組中，有一位程度較佳的學生，一起來從事合作學習。對於程度差不多的

學生，作者建議讓學生使用電腦寫作，線上的網路資源可以幫助學生解決因為討論寫

作而產生的問題（文法、單字、組織、句型等）。但是當學生能力不足以判斷線上寫

作資訊是否能正確地解答他們的寫作疑惑時，會需要教師的同在來當仲裁者解決問

題，雖說資訊時代，知識已可隨處查詢的到，但學習者最後還是需要教師來指引方向

（Storch, 2011）。除了教師的適時介入外。甚麼樣的因素會使學習者有好的語言相

關片斷，就成為重要的議題。

　另外，流行的wiki合作寫作議題。目前能確定的為面對面的合作寫作比起wiki合作

寫作，學習者的第二語言正確性較高。在此議題下，值得研究的有多少人一起合作在

wiki上寫作，和其他影響的因素，才能最佳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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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習本身是個黑盒子，眾多的理論對於如何解讀這個黑盒子裡的信號，提出了

他們的角度和看法。而如何解讀語言學習這件事，其實也隨著當時流行的心理學理

論，影響著研究者如何處理黑盒子裡的信號。語言學習主要在探討與學習者本身有關

的因素，及其如何影響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但是教學和學習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很

多語言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也會被教學法所影響。

　有不少的語言學習理論，值得語言學習研究者去關注。例如技能習得理論(Skill 

Acquisition Theory)、語言處理性理論(Processability Theory)、複雜性理論 

(Complexity Theory)等。本文作者選擇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Sociocultural 

Theory)來探討的原因，在於其理論常被用來解釋合作學習，及其對第二語言學習的

影響。而在合作學習中，最常使用的準實驗證據為合作對話(collaborative dia-

logues)。本文將從社會文化論來探討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寫作的重要性、限制及

未來研究方向。口說語和書面語是有關係的，特別是從學習的角度來連結這樣的正向

關係。

　什麼是社會文化論？為什麼合作對話在此理論中顯得重要？

　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為最常被用來解釋以學習者為中心（或由學習者發起）

　d.兩人一組或多人一組的語言相關片斷

　Dobao （2012; 2014） 比較兩人一組和四人一組的對話，語言相關片斷的頻率、

長度、解決問題的決策、及參語語言相關片斷的程度。比較起來四人一組的組別有比

較長的語言相關片斷，且較成功地解決語言問題，過程中有比較複雜且仔細的參與和

互動，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習者有較多的機會學習二語。

　e.使用母語進行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有幫助嗎？

　有。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針對母語的使用，對第二語言學習的影

響，做了有趣的實驗。實驗發現在合作學習時，使用母語可以幫助學習者控制學習任

務。而合作學習者比起單獨學習者，更能使用高層次認知來解決學習任務。也就是說

只有學習者知道自己該做哪些事時，他們才有辦法進行任務。使用母語也可以幫助合

作學習者了解生字的定義。但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並非要鼓勵學習者使用母語取代目

標語，來進行合作任務的討論。教師應該要了解學生在合作時，對話中有母語的出

現，為一種正常的心理過程，目的為開啟和維持口語的互動。

　若要使用數據來探討這個問題。Swain 和Lapkin （2000）調查了在合作任務中，

使用母語的量和學生寫作品質的關係。發現語言使用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者，使用

母語的比例（18%）比起平均以下的（25%）少。內容陳述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

者，使用母語的比例（20%）和平均以下的（22%），相差並不大。另外，程度較好

的組會使用較多的母語來討論推動合作任務（57%），而程度中等的組則使用母語來

查詢單字（45%）。作者也表達了此結論為根據少量的組別所做的報告，而這些數字

並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效果，故只能做為描述性的報告，並無法將這些結論，推論到

其他的學習者。

　f.其他關於語言相關片斷的考量

　Fortune 和Thorp （2001）提出研究者應多加注重語言相關片斷的價值（Value）

和屬性（nature）。價值（Value）為探討對話事件的長度的不同和對話者涉入語言

而言，高程度和剛開始學習的學生皆受益於語言相關片斷的使用。但剛開始學習寫作

的學生受益比較多。

　c.與母語人士互動，語言相關片斷的品質會較好嗎？

　會，但端視參與者的合作傾向。在Dobao （2012）的實證研究中，比較了兩組合

作學習教學法的語言相關片斷。一組為英語中級學習者和高級學習者；另一組為學習

者和英語母語人士的互動。最主要的觀察為語言相關片斷的本質和頻率。結果發現當

學習者和英母語人士互動後，詞彙相關片斷是比較頻繁，且較正確地解決語言問題。

但作者也提到，並非所有的學習者與英母語人士互動，都會有一樣的語言幫助。參與

者的目的和參與程度，皆會影響到合作傾向。而合作傾向會影響互動的本質和機會。

合作傾向比起合作團體整體的程度，更能讓學習者，透過語言相關片斷來學習第二語

言。

以跟學習者自行發起的語意形式（focus on form）有相關。在這類研究的方法論

中，語言相關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為最常見的分析單位。語言相關

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又為上述所提languaging的一種。語言相關

片斷的定義為學習者談論如何使用語言，提出關於語言使用的問題或者修正自己的或

他人的語言（Swain & Lapkin, 1998, p. 326）。合作對話中，通常除了語言相關片

斷，還會有其它非關談論語言使用的片段，例如學習者討論寫作任務如何達成或分配

工作或者偏離主題的談論。

　a.語言相關片斷會隨著對話目的及活動類型不同而改變其性質

　在William （2001）的報告中，分析了271個學習者在兩人互動的小組中，提出的

語言相關片斷。結果發現80%的語言相關片斷跟詞彙有關（字彙和拼音）。然而當學

習者身處在著重形式上（通常指句法）正確性的任務中時（例如聽寫和文句重組），

語言相關片斷的性質則會改變。當語言相關片斷的目的為著重在型態句法（morpho-

syntax）、學習者則傾向討論動詞構詞與時態、形容詞的一致、名詞性構詞和冠詞

的使用（Fortune, 2005; Kowal & Swain, 1994; Storch, 1997, 2008）。在Kowal和

Swain （1994）的實驗中，她們調查在聽寫活動中的224個語言相關片斷，這些語言

相關片斷為19位8年級生在法語沉浸式課程中所產生的。結果發現有72%的相關片斷

著重在正確度，這72%中有42%則與文法正確度相關。

　在Swain和Lapkin （2001）的研究中，則發現Jigsaw活動比聽寫活動，更能讓學

習者著重在正確性。像活動類型這種調節變項，也會影響語言相關片斷的量和質，在

其他報告中可以看見（Storch, 1997, 2008）。

　b.語言能力會影響到語言相關片斷使用的多寡嗎？

　會。Ammar & Hassan （2017）提出程度高的學生會有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原

因為高程度學生，有較優異的能力和溝通意願，因此會產出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而

相反地，為何學習者使用少數的語言相關片斷呢？可能的原因有：學生能力尚未發展

到能說出文法規則、在教室情境下不願意溝通或無法信任同學的觀點。 就實驗結果

的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的重要性。Vygotsky（1978）認為社會互動的產物為自

覺。也就是在合作對話時，促成語言學習的重要因素，是學習者對目標語使用的自

覺。而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發展目標語時，從口語的互動中，即可顯現出尚未成熟的文

法，及其待解決的語言問題。而Vygotsky認為教師（或學習者）與學習者透過合作

對話（口語的互動），來解決教師指派的語言任務時，會呈現出語言問題的所在，也

會讓專家（教師或程度較佳的學習者）提供必要的協助。在這互動過程中，正確的語

言知識即可被建構出來，解決二語學習的問題。二語學習者在互動過程中，也會自覺

到自身的語言問題，進而修正錯誤，學習正確的語言用法。而這樣的過程會讓學習者

進入潛力發展區，也就是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進而帶動

語言發展歷程。同時，在這樣的對話情境下，即構成認知教學（cognitive instruc-

tion）。Reid and Stone （1991）也說明認知教學是當學生需要知道知識時，即時

地給予教導，和一般課堂上的教學不一樣。在互動時提供的教學，可隨時隨地的建構

知識。社會文化論可解釋合作學習，而合作對話為這類研究的核心。

　許多學者將合作對話定義為使用語言調節來解決問題。從二語學習的觀點來說，合

作對話對應到了人和人之間為了解決語言問題而產生的對話。而另外有一詞跟合作對

話很類似：languaging。Languaging 一詞可定義為不間斷地使用語言來造新義的過

程（Swain, 2006, p.68）。Languaging除了包含合作對話，也同時包含了自我的對

話（Swain & Watanabe, 2012）。同樣的，languaging也是一種幫助二語學習的心

智歷程。

　合作對話與二語寫作的相關研究

　很多第二語言寫作的研究在探討學習者合作對話的特性和其對寫作的影響。常見的

寫作種類有：短文重構（Storch, 2008）、篇章編輯 （Storch, 1997）、文法聽寫

（Fortune, 2005; Leeser, 2004; Swain & Lapkin, 2001）和jigsaw （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等的寫作任務。

　大多數從合作對話的角度來探討二語寫作的研究，研究內容多半為討論哪些因素可

討論的程度。屬性（nature）則反應出第二語言互動資料的複雜度和解構語言互動資

料來確認對話事件的困難度。對話事件常有連續/不連續、不同類型的嵌入和重複等

屬性。

　g.第二語合作寫作對文章的影響

　Storch （2005） 比較了兩人一組和單人寫作文章的差異。報告中發現兩人一組的

文章較短，但是比較有回應到文章主題的要求，文法的正確和複雜度也比較高。

Wigglesworth & Storch （2009）調查了合作寫作和單獨寫作文章的正確性（accu-

racy）、流暢性（fluency）和複雜性（complexity）。結果為合作寫作比起單獨寫

作對語言正確性（accuracy）有幫助。Dobao （2012） 比較了三組寫作的狀況發現

四人一組的文章比兩人一組和單獨寫作的正確性來的高。而單獨寫作的文章的長度比

合作寫作的長。就詞彙和句法複雜度來說，兩人寫作和四人寫作的複雜度是相同的，

同時將前兩種寫作跟單獨寫作比，複雜度也無異。

　未來此類研究的建議

　綜合以上所述，有不少的因素會影響合作寫作學習的成效。Storch （2011）指出

合作任務本身的性質、學習者本身的程度、溝通模式（面對面或者透過電腦）。有些

任務不適合剛開始學習二語的學生，例如文章重組。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時，則需

要在合作的組中，有一位程度較佳的學生，一起來從事合作學習。對於程度差不多的

學生，作者建議讓學生使用電腦寫作，線上的網路資源可以幫助學生解決因為討論寫

作而產生的問題（文法、單字、組織、句型等）。但是當學生能力不足以判斷線上寫

作資訊是否能正確地解答他們的寫作疑惑時，會需要教師的同在來當仲裁者解決問

題，雖說資訊時代，知識已可隨處查詢的到，但學習者最後還是需要教師來指引方向

（Storch, 2011）。除了教師的適時介入外。甚麼樣的因素會使學習者有好的語言相

關片斷，就成為重要的議題。

　另外，流行的wiki合作寫作議題。目前能確定的為面對面的合作寫作比起wiki合作

寫作，學習者的第二語言正確性較高。在此議題下，值得研究的有多少人一起合作在

wiki上寫作，和其他影響的因素，才能最佳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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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習本身是個黑盒子，眾多的理論對於如何解讀這個黑盒子裡的信號，提出了

他們的角度和看法。而如何解讀語言學習這件事，其實也隨著當時流行的心理學理

論，影響著研究者如何處理黑盒子裡的信號。語言學習主要在探討與學習者本身有關

的因素，及其如何影響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但是教學和學習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很

多語言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也會被教學法所影響。

　有不少的語言學習理論，值得語言學習研究者去關注。例如技能習得理論(Skill 

Acquisition Theory)、語言處理性理論(Processability Theory)、複雜性理論 

(Complexity Theory)等。本文作者選擇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Sociocultural 

Theory)來探討的原因，在於其理論常被用來解釋合作學習，及其對第二語言學習的

影響。而在合作學習中，最常使用的準實驗證據為合作對話(collaborative dia-

logues)。本文將從社會文化論來探討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寫作的重要性、限制及

未來研究方向。口說語和書面語是有關係的，特別是從學習的角度來連結這樣的正向

關係。

　什麼是社會文化論？為什麼合作對話在此理論中顯得重要？

　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為最常被用來解釋以學習者為中心（或由學習者發起）

　d.兩人一組或多人一組的語言相關片斷

　Dobao （2012; 2014） 比較兩人一組和四人一組的對話，語言相關片斷的頻率、

長度、解決問題的決策、及參語語言相關片斷的程度。比較起來四人一組的組別有比

較長的語言相關片斷，且較成功地解決語言問題，過程中有比較複雜且仔細的參與和

互動，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習者有較多的機會學習二語。

　e.使用母語進行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有幫助嗎？

　有。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針對母語的使用，對第二語言學習的影

響，做了有趣的實驗。實驗發現在合作學習時，使用母語可以幫助學習者控制學習任

務。而合作學習者比起單獨學習者，更能使用高層次認知來解決學習任務。也就是說

只有學習者知道自己該做哪些事時，他們才有辦法進行任務。使用母語也可以幫助合

作學習者了解生字的定義。但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並非要鼓勵學習者使用母語取代目

標語，來進行合作任務的討論。教師應該要了解學生在合作時，對話中有母語的出

現，為一種正常的心理過程，目的為開啟和維持口語的互動。

　若要使用數據來探討這個問題。Swain 和Lapkin （2000）調查了在合作任務中，

使用母語的量和學生寫作品質的關係。發現語言使用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者，使用

母語的比例（18%）比起平均以下的（25%）少。內容陳述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

者，使用母語的比例（20%）和平均以下的（22%），相差並不大。另外，程度較好

的組會使用較多的母語來討論推動合作任務（57%），而程度中等的組則使用母語來

查詢單字（45%）。作者也表達了此結論為根據少量的組別所做的報告，而這些數字

並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效果，故只能做為描述性的報告，並無法將這些結論，推論到

其他的學習者。

　f.其他關於語言相關片斷的考量

　Fortune 和Thorp （2001）提出研究者應多加注重語言相關片斷的價值（Value）

和屬性（nature）。價值（Value）為探討對話事件的長度的不同和對話者涉入語言

而言，高程度和剛開始學習的學生皆受益於語言相關片斷的使用。但剛開始學習寫作

的學生受益比較多。

　c.與母語人士互動，語言相關片斷的品質會較好嗎？

　會，但端視參與者的合作傾向。在Dobao （2012）的實證研究中，比較了兩組合

作學習教學法的語言相關片斷。一組為英語中級學習者和高級學習者；另一組為學習

者和英語母語人士的互動。最主要的觀察為語言相關片斷的本質和頻率。結果發現當

學習者和英母語人士互動後，詞彙相關片斷是比較頻繁，且較正確地解決語言問題。

但作者也提到，並非所有的學習者與英母語人士互動，都會有一樣的語言幫助。參與

者的目的和參與程度，皆會影響到合作傾向。而合作傾向會影響互動的本質和機會。

合作傾向比起合作團體整體的程度，更能讓學習者，透過語言相關片斷來學習第二語

言。

以跟學習者自行發起的語意形式（focus on form）有相關。在這類研究的方法論

中，語言相關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為最常見的分析單位。語言相關

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又為上述所提languaging的一種。語言相關

片斷的定義為學習者談論如何使用語言，提出關於語言使用的問題或者修正自己的或

他人的語言（Swain & Lapkin, 1998, p. 326）。合作對話中，通常除了語言相關片

斷，還會有其它非關談論語言使用的片段，例如學習者討論寫作任務如何達成或分配

工作或者偏離主題的談論。

　a.語言相關片斷會隨著對話目的及活動類型不同而改變其性質

　在William （2001）的報告中，分析了271個學習者在兩人互動的小組中，提出的

語言相關片斷。結果發現80%的語言相關片斷跟詞彙有關（字彙和拼音）。然而當學

習者身處在著重形式上（通常指句法）正確性的任務中時（例如聽寫和文句重組），

語言相關片斷的性質則會改變。當語言相關片斷的目的為著重在型態句法（morpho-

syntax）、學習者則傾向討論動詞構詞與時態、形容詞的一致、名詞性構詞和冠詞

的使用（Fortune, 2005; Kowal & Swain, 1994; Storch, 1997, 2008）。在Kowal和

Swain （1994）的實驗中，她們調查在聽寫活動中的224個語言相關片斷，這些語言

相關片斷為19位8年級生在法語沉浸式課程中所產生的。結果發現有72%的相關片斷

著重在正確度，這72%中有42%則與文法正確度相關。

　在Swain和Lapkin （2001）的研究中，則發現Jigsaw活動比聽寫活動，更能讓學

習者著重在正確性。像活動類型這種調節變項，也會影響語言相關片斷的量和質，在

其他報告中可以看見（Storch, 1997, 2008）。

　b.語言能力會影響到語言相關片斷使用的多寡嗎？

　會。Ammar & Hassan （2017）提出程度高的學生會有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原

因為高程度學生，有較優異的能力和溝通意願，因此會產出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而

相反地，為何學習者使用少數的語言相關片斷呢？可能的原因有：學生能力尚未發展

到能說出文法規則、在教室情境下不願意溝通或無法信任同學的觀點。 就實驗結果

的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的重要性。Vygotsky（1978）認為社會互動的產物為自

覺。也就是在合作對話時，促成語言學習的重要因素，是學習者對目標語使用的自

覺。而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發展目標語時，從口語的互動中，即可顯現出尚未成熟的文

法，及其待解決的語言問題。而Vygotsky認為教師（或學習者）與學習者透過合作

對話（口語的互動），來解決教師指派的語言任務時，會呈現出語言問題的所在，也

會讓專家（教師或程度較佳的學習者）提供必要的協助。在這互動過程中，正確的語

言知識即可被建構出來，解決二語學習的問題。二語學習者在互動過程中，也會自覺

到自身的語言問題，進而修正錯誤，學習正確的語言用法。而這樣的過程會讓學習者

進入潛力發展區，也就是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進而帶動

語言發展歷程。同時，在這樣的對話情境下，即構成認知教學（cognitive instruc-

tion）。Reid and Stone （1991）也說明認知教學是當學生需要知道知識時，即時

地給予教導，和一般課堂上的教學不一樣。在互動時提供的教學，可隨時隨地的建構

知識。社會文化論可解釋合作學習，而合作對話為這類研究的核心。

　許多學者將合作對話定義為使用語言調節來解決問題。從二語學習的觀點來說，合

作對話對應到了人和人之間為了解決語言問題而產生的對話。而另外有一詞跟合作對

話很類似：languaging。Languaging 一詞可定義為不間斷地使用語言來造新義的過

程（Swain, 2006, p.68）。Languaging除了包含合作對話，也同時包含了自我的對

話（Swain & Watanabe, 2012）。同樣的，languaging也是一種幫助二語學習的心

智歷程。

　合作對話與二語寫作的相關研究

　很多第二語言寫作的研究在探討學習者合作對話的特性和其對寫作的影響。常見的

寫作種類有：短文重構（Storch, 2008）、篇章編輯 （Storch, 1997）、文法聽寫

（Fortune, 2005; Leeser, 2004; Swain & Lapkin, 2001）和jigsaw （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等的寫作任務。

　大多數從合作對話的角度來探討二語寫作的研究，研究內容多半為討論哪些因素可

討論的程度。屬性（nature）則反應出第二語言互動資料的複雜度和解構語言互動資

料來確認對話事件的困難度。對話事件常有連續/不連續、不同類型的嵌入和重複等

屬性。

　g.第二語合作寫作對文章的影響

　Storch （2005） 比較了兩人一組和單人寫作文章的差異。報告中發現兩人一組的

文章較短，但是比較有回應到文章主題的要求，文法的正確和複雜度也比較高。

Wigglesworth & Storch （2009）調查了合作寫作和單獨寫作文章的正確性（accu-

racy）、流暢性（fluency）和複雜性（complexity）。結果為合作寫作比起單獨寫

作對語言正確性（accuracy）有幫助。Dobao （2012） 比較了三組寫作的狀況發現

四人一組的文章比兩人一組和單獨寫作的正確性來的高。而單獨寫作的文章的長度比

合作寫作的長。就詞彙和句法複雜度來說，兩人寫作和四人寫作的複雜度是相同的，

同時將前兩種寫作跟單獨寫作比，複雜度也無異。

　未來此類研究的建議

　綜合以上所述，有不少的因素會影響合作寫作學習的成效。Storch （2011）指出

合作任務本身的性質、學習者本身的程度、溝通模式（面對面或者透過電腦）。有些

任務不適合剛開始學習二語的學生，例如文章重組。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時，則需

要在合作的組中，有一位程度較佳的學生，一起來從事合作學習。對於程度差不多的

學生，作者建議讓學生使用電腦寫作，線上的網路資源可以幫助學生解決因為討論寫

作而產生的問題（文法、單字、組織、句型等）。但是當學生能力不足以判斷線上寫

作資訊是否能正確地解答他們的寫作疑惑時，會需要教師的同在來當仲裁者解決問

題，雖說資訊時代，知識已可隨處查詢的到，但學習者最後還是需要教師來指引方向

（Storch, 2011）。除了教師的適時介入外。甚麼樣的因素會使學習者有好的語言相

關片斷，就成為重要的議題。

　另外，流行的wiki合作寫作議題。目前能確定的為面對面的合作寫作比起wiki合作

寫作，學習者的第二語言正確性較高。在此議題下，值得研究的有多少人一起合作在

wiki上寫作，和其他影響的因素，才能最佳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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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習本身是個黑盒子，眾多的理論對於如何解讀這個黑盒子裡的信號，提出了

他們的角度和看法。而如何解讀語言學習這件事，其實也隨著當時流行的心理學理

論，影響著研究者如何處理黑盒子裡的信號。語言學習主要在探討與學習者本身有關

的因素，及其如何影響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但是教學和學習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很

多語言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也會被教學法所影響。

　有不少的語言學習理論，值得語言學習研究者去關注。例如技能習得理論(Skill 

Acquisition Theory)、語言處理性理論(Processability Theory)、複雜性理論 

(Complexity Theory)等。本文作者選擇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Sociocultural 

Theory)來探討的原因，在於其理論常被用來解釋合作學習，及其對第二語言學習的

影響。而在合作學習中，最常使用的準實驗證據為合作對話(collaborative dia-

logues)。本文將從社會文化論來探討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寫作的重要性、限制及

未來研究方向。口說語和書面語是有關係的，特別是從學習的角度來連結這樣的正向

關係。

　什麼是社會文化論？為什麼合作對話在此理論中顯得重要？

　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為最常被用來解釋以學習者為中心（或由學習者發起）

　d.兩人一組或多人一組的語言相關片斷

　Dobao （2012; 2014） 比較兩人一組和四人一組的對話，語言相關片斷的頻率、

長度、解決問題的決策、及參語語言相關片斷的程度。比較起來四人一組的組別有比

較長的語言相關片斷，且較成功地解決語言問題，過程中有比較複雜且仔細的參與和

互動，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習者有較多的機會學習二語。

　e.使用母語進行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有幫助嗎？

　有。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針對母語的使用，對第二語言學習的影

響，做了有趣的實驗。實驗發現在合作學習時，使用母語可以幫助學習者控制學習任

務。而合作學習者比起單獨學習者，更能使用高層次認知來解決學習任務。也就是說

只有學習者知道自己該做哪些事時，他們才有辦法進行任務。使用母語也可以幫助合

作學習者了解生字的定義。但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並非要鼓勵學習者使用母語取代目

標語，來進行合作任務的討論。教師應該要了解學生在合作時，對話中有母語的出

現，為一種正常的心理過程，目的為開啟和維持口語的互動。

　若要使用數據來探討這個問題。Swain 和Lapkin （2000）調查了在合作任務中，

使用母語的量和學生寫作品質的關係。發現語言使用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者，使用

母語的比例（18%）比起平均以下的（25%）少。內容陳述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

者，使用母語的比例（20%）和平均以下的（22%），相差並不大。另外，程度較好

的組會使用較多的母語來討論推動合作任務（57%），而程度中等的組則使用母語來

查詢單字（45%）。作者也表達了此結論為根據少量的組別所做的報告，而這些數字

並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效果，故只能做為描述性的報告，並無法將這些結論，推論到

其他的學習者。

　f.其他關於語言相關片斷的考量

　Fortune 和Thorp （2001）提出研究者應多加注重語言相關片斷的價值（Value）

和屬性（nature）。價值（Value）為探討對話事件的長度的不同和對話者涉入語言

而言，高程度和剛開始學習的學生皆受益於語言相關片斷的使用。但剛開始學習寫作

的學生受益比較多。

　c.與母語人士互動，語言相關片斷的品質會較好嗎？

　會，但端視參與者的合作傾向。在Dobao （2012）的實證研究中，比較了兩組合

作學習教學法的語言相關片斷。一組為英語中級學習者和高級學習者；另一組為學習

者和英語母語人士的互動。最主要的觀察為語言相關片斷的本質和頻率。結果發現當

學習者和英母語人士互動後，詞彙相關片斷是比較頻繁，且較正確地解決語言問題。

但作者也提到，並非所有的學習者與英母語人士互動，都會有一樣的語言幫助。參與

者的目的和參與程度，皆會影響到合作傾向。而合作傾向會影響互動的本質和機會。

合作傾向比起合作團體整體的程度，更能讓學習者，透過語言相關片斷來學習第二語

言。

以跟學習者自行發起的語意形式（focus on form）有相關。在這類研究的方法論

中，語言相關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為最常見的分析單位。語言相關

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又為上述所提languaging的一種。語言相關

片斷的定義為學習者談論如何使用語言，提出關於語言使用的問題或者修正自己的或

他人的語言（Swain & Lapkin, 1998, p. 326）。合作對話中，通常除了語言相關片

斷，還會有其它非關談論語言使用的片段，例如學習者討論寫作任務如何達成或分配

工作或者偏離主題的談論。

　a.語言相關片斷會隨著對話目的及活動類型不同而改變其性質

　在William （2001）的報告中，分析了271個學習者在兩人互動的小組中，提出的

語言相關片斷。結果發現80%的語言相關片斷跟詞彙有關（字彙和拼音）。然而當學

習者身處在著重形式上（通常指句法）正確性的任務中時（例如聽寫和文句重組），

語言相關片斷的性質則會改變。當語言相關片斷的目的為著重在型態句法（morpho-

syntax）、學習者則傾向討論動詞構詞與時態、形容詞的一致、名詞性構詞和冠詞

的使用（Fortune, 2005; Kowal & Swain, 1994; Storch, 1997, 2008）。在Kowal和

Swain （1994）的實驗中，她們調查在聽寫活動中的224個語言相關片斷，這些語言

相關片斷為19位8年級生在法語沉浸式課程中所產生的。結果發現有72%的相關片斷

著重在正確度，這72%中有42%則與文法正確度相關。

　在Swain和Lapkin （2001）的研究中，則發現Jigsaw活動比聽寫活動，更能讓學

習者著重在正確性。像活動類型這種調節變項，也會影響語言相關片斷的量和質，在

其他報告中可以看見（Storch, 1997, 2008）。

　b.語言能力會影響到語言相關片斷使用的多寡嗎？

　會。Ammar & Hassan （2017）提出程度高的學生會有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原

因為高程度學生，有較優異的能力和溝通意願，因此會產出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而

相反地，為何學習者使用少數的語言相關片斷呢？可能的原因有：學生能力尚未發展

到能說出文法規則、在教室情境下不願意溝通或無法信任同學的觀點。 就實驗結果

的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的重要性。Vygotsky（1978）認為社會互動的產物為自

覺。也就是在合作對話時，促成語言學習的重要因素，是學習者對目標語使用的自

覺。而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發展目標語時，從口語的互動中，即可顯現出尚未成熟的文

法，及其待解決的語言問題。而Vygotsky認為教師（或學習者）與學習者透過合作

對話（口語的互動），來解決教師指派的語言任務時，會呈現出語言問題的所在，也

會讓專家（教師或程度較佳的學習者）提供必要的協助。在這互動過程中，正確的語

言知識即可被建構出來，解決二語學習的問題。二語學習者在互動過程中，也會自覺

到自身的語言問題，進而修正錯誤，學習正確的語言用法。而這樣的過程會讓學習者

進入潛力發展區，也就是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進而帶動

語言發展歷程。同時，在這樣的對話情境下，即構成認知教學（cognitive instruc-

tion）。Reid and Stone （1991）也說明認知教學是當學生需要知道知識時，即時

地給予教導，和一般課堂上的教學不一樣。在互動時提供的教學，可隨時隨地的建構

知識。社會文化論可解釋合作學習，而合作對話為這類研究的核心。

　許多學者將合作對話定義為使用語言調節來解決問題。從二語學習的觀點來說，合

作對話對應到了人和人之間為了解決語言問題而產生的對話。而另外有一詞跟合作對

話很類似：languaging。Languaging 一詞可定義為不間斷地使用語言來造新義的過

程（Swain, 2006, p.68）。Languaging除了包含合作對話，也同時包含了自我的對

話（Swain & Watanabe, 2012）。同樣的，languaging也是一種幫助二語學習的心

智歷程。

　合作對話與二語寫作的相關研究

　很多第二語言寫作的研究在探討學習者合作對話的特性和其對寫作的影響。常見的

寫作種類有：短文重構（Storch, 2008）、篇章編輯 （Storch, 1997）、文法聽寫

（Fortune, 2005; Leeser, 2004; Swain & Lapkin, 2001）和jigsaw （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等的寫作任務。

　大多數從合作對話的角度來探討二語寫作的研究，研究內容多半為討論哪些因素可

討論的程度。屬性（nature）則反應出第二語言互動資料的複雜度和解構語言互動資

料來確認對話事件的困難度。對話事件常有連續/不連續、不同類型的嵌入和重複等

屬性。

　g.第二語合作寫作對文章的影響

　Storch （2005） 比較了兩人一組和單人寫作文章的差異。報告中發現兩人一組的

文章較短，但是比較有回應到文章主題的要求，文法的正確和複雜度也比較高。

Wigglesworth & Storch （2009）調查了合作寫作和單獨寫作文章的正確性（accu-

racy）、流暢性（fluency）和複雜性（complexity）。結果為合作寫作比起單獨寫

作對語言正確性（accuracy）有幫助。Dobao （2012） 比較了三組寫作的狀況發現

四人一組的文章比兩人一組和單獨寫作的正確性來的高。而單獨寫作的文章的長度比

合作寫作的長。就詞彙和句法複雜度來說，兩人寫作和四人寫作的複雜度是相同的，

同時將前兩種寫作跟單獨寫作比，複雜度也無異。

　未來此類研究的建議

　綜合以上所述，有不少的因素會影響合作寫作學習的成效。Storch （2011）指出

合作任務本身的性質、學習者本身的程度、溝通模式（面對面或者透過電腦）。有些

任務不適合剛開始學習二語的學生，例如文章重組。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時，則需

要在合作的組中，有一位程度較佳的學生，一起來從事合作學習。對於程度差不多的

學生，作者建議讓學生使用電腦寫作，線上的網路資源可以幫助學生解決因為討論寫

作而產生的問題（文法、單字、組織、句型等）。但是當學生能力不足以判斷線上寫

作資訊是否能正確地解答他們的寫作疑惑時，會需要教師的同在來當仲裁者解決問

題，雖說資訊時代，知識已可隨處查詢的到，但學習者最後還是需要教師來指引方向

（Storch, 2011）。除了教師的適時介入外。甚麼樣的因素會使學習者有好的語言相

關片斷，就成為重要的議題。

　另外，流行的wiki合作寫作議題。目前能確定的為面對面的合作寫作比起wiki合作

寫作，學習者的第二語言正確性較高。在此議題下，值得研究的有多少人一起合作在

wiki上寫作，和其他影響的因素，才能最佳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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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習本身是個黑盒子，眾多的理論對於如何解讀這個黑盒子裡的信號，提出了

他們的角度和看法。而如何解讀語言學習這件事，其實也隨著當時流行的心理學理

論，影響著研究者如何處理黑盒子裡的信號。語言學習主要在探討與學習者本身有關

的因素，及其如何影響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但是教學和學習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很

多語言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也會被教學法所影響。

　有不少的語言學習理論，值得語言學習研究者去關注。例如技能習得理論(Skill 

Acquisition Theory)、語言處理性理論(Processability Theory)、複雜性理論 

(Complexity Theory)等。本文作者選擇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Sociocultural 

Theory)來探討的原因，在於其理論常被用來解釋合作學習，及其對第二語言學習的

影響。而在合作學習中，最常使用的準實驗證據為合作對話(collaborative dia-

logues)。本文將從社會文化論來探討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寫作的重要性、限制及

未來研究方向。口說語和書面語是有關係的，特別是從學習的角度來連結這樣的正向

關係。

　什麼是社會文化論？為什麼合作對話在此理論中顯得重要？

　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為最常被用來解釋以學習者為中心（或由學習者發起）

　d.兩人一組或多人一組的語言相關片斷

　Dobao （2012; 2014） 比較兩人一組和四人一組的對話，語言相關片斷的頻率、

長度、解決問題的決策、及參語語言相關片斷的程度。比較起來四人一組的組別有比

較長的語言相關片斷，且較成功地解決語言問題，過程中有比較複雜且仔細的參與和

互動，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習者有較多的機會學習二語。

　e.使用母語進行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有幫助嗎？

　有。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針對母語的使用，對第二語言學習的影

響，做了有趣的實驗。實驗發現在合作學習時，使用母語可以幫助學習者控制學習任

務。而合作學習者比起單獨學習者，更能使用高層次認知來解決學習任務。也就是說

只有學習者知道自己該做哪些事時，他們才有辦法進行任務。使用母語也可以幫助合

作學習者了解生字的定義。但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並非要鼓勵學習者使用母語取代目

標語，來進行合作任務的討論。教師應該要了解學生在合作時，對話中有母語的出

現，為一種正常的心理過程，目的為開啟和維持口語的互動。

　若要使用數據來探討這個問題。Swain 和Lapkin （2000）調查了在合作任務中，

使用母語的量和學生寫作品質的關係。發現語言使用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者，使用

母語的比例（18%）比起平均以下的（25%）少。內容陳述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

者，使用母語的比例（20%）和平均以下的（22%），相差並不大。另外，程度較好

的組會使用較多的母語來討論推動合作任務（57%），而程度中等的組則使用母語來

查詢單字（45%）。作者也表達了此結論為根據少量的組別所做的報告，而這些數字

並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效果，故只能做為描述性的報告，並無法將這些結論，推論到

其他的學習者。

　f.其他關於語言相關片斷的考量

　Fortune 和Thorp （2001）提出研究者應多加注重語言相關片斷的價值（Value）

和屬性（nature）。價值（Value）為探討對話事件的長度的不同和對話者涉入語言

而言，高程度和剛開始學習的學生皆受益於語言相關片斷的使用。但剛開始學習寫作

的學生受益比較多。

　c.與母語人士互動，語言相關片斷的品質會較好嗎？

　會，但端視參與者的合作傾向。在Dobao （2012）的實證研究中，比較了兩組合

作學習教學法的語言相關片斷。一組為英語中級學習者和高級學習者；另一組為學習

者和英語母語人士的互動。最主要的觀察為語言相關片斷的本質和頻率。結果發現當

學習者和英母語人士互動後，詞彙相關片斷是比較頻繁，且較正確地解決語言問題。

但作者也提到，並非所有的學習者與英母語人士互動，都會有一樣的語言幫助。參與

者的目的和參與程度，皆會影響到合作傾向。而合作傾向會影響互動的本質和機會。

合作傾向比起合作團體整體的程度，更能讓學習者，透過語言相關片斷來學習第二語

言。

以跟學習者自行發起的語意形式（focus on form）有相關。在這類研究的方法論

中，語言相關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為最常見的分析單位。語言相關

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又為上述所提languaging的一種。語言相關

片斷的定義為學習者談論如何使用語言，提出關於語言使用的問題或者修正自己的或

他人的語言（Swain & Lapkin, 1998, p. 326）。合作對話中，通常除了語言相關片

斷，還會有其它非關談論語言使用的片段，例如學習者討論寫作任務如何達成或分配

工作或者偏離主題的談論。

　a.語言相關片斷會隨著對話目的及活動類型不同而改變其性質

　在William （2001）的報告中，分析了271個學習者在兩人互動的小組中，提出的

語言相關片斷。結果發現80%的語言相關片斷跟詞彙有關（字彙和拼音）。然而當學

習者身處在著重形式上（通常指句法）正確性的任務中時（例如聽寫和文句重組），

語言相關片斷的性質則會改變。當語言相關片斷的目的為著重在型態句法（morpho-

syntax）、學習者則傾向討論動詞構詞與時態、形容詞的一致、名詞性構詞和冠詞

的使用（Fortune, 2005; Kowal & Swain, 1994; Storch, 1997, 2008）。在Kowal和

Swain （1994）的實驗中，她們調查在聽寫活動中的224個語言相關片斷，這些語言

相關片斷為19位8年級生在法語沉浸式課程中所產生的。結果發現有72%的相關片斷

著重在正確度，這72%中有42%則與文法正確度相關。

　在Swain和Lapkin （2001）的研究中，則發現Jigsaw活動比聽寫活動，更能讓學

習者著重在正確性。像活動類型這種調節變項，也會影響語言相關片斷的量和質，在

其他報告中可以看見（Storch, 1997, 2008）。

　b.語言能力會影響到語言相關片斷使用的多寡嗎？

　會。Ammar & Hassan （2017）提出程度高的學生會有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原

因為高程度學生，有較優異的能力和溝通意願，因此會產出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而

相反地，為何學習者使用少數的語言相關片斷呢？可能的原因有：學生能力尚未發展

到能說出文法規則、在教室情境下不願意溝通或無法信任同學的觀點。 就實驗結果

的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的重要性。Vygotsky（1978）認為社會互動的產物為自

覺。也就是在合作對話時，促成語言學習的重要因素，是學習者對目標語使用的自

覺。而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發展目標語時，從口語的互動中，即可顯現出尚未成熟的文

法，及其待解決的語言問題。而Vygotsky認為教師（或學習者）與學習者透過合作

對話（口語的互動），來解決教師指派的語言任務時，會呈現出語言問題的所在，也

會讓專家（教師或程度較佳的學習者）提供必要的協助。在這互動過程中，正確的語

言知識即可被建構出來，解決二語學習的問題。二語學習者在互動過程中，也會自覺

到自身的語言問題，進而修正錯誤，學習正確的語言用法。而這樣的過程會讓學習者

進入潛力發展區，也就是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進而帶動

語言發展歷程。同時，在這樣的對話情境下，即構成認知教學（cognitive instruc-

tion）。Reid and Stone （1991）也說明認知教學是當學生需要知道知識時，即時

地給予教導，和一般課堂上的教學不一樣。在互動時提供的教學，可隨時隨地的建構

知識。社會文化論可解釋合作學習，而合作對話為這類研究的核心。

　許多學者將合作對話定義為使用語言調節來解決問題。從二語學習的觀點來說，合

作對話對應到了人和人之間為了解決語言問題而產生的對話。而另外有一詞跟合作對

話很類似：languaging。Languaging 一詞可定義為不間斷地使用語言來造新義的過

程（Swain, 2006, p.68）。Languaging除了包含合作對話，也同時包含了自我的對

話（Swain & Watanabe, 2012）。同樣的，languaging也是一種幫助二語學習的心

智歷程。

　合作對話與二語寫作的相關研究

　很多第二語言寫作的研究在探討學習者合作對話的特性和其對寫作的影響。常見的

寫作種類有：短文重構（Storch, 2008）、篇章編輯 （Storch, 1997）、文法聽寫

（Fortune, 2005; Leeser, 2004; Swain & Lapkin, 2001）和jigsaw （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等的寫作任務。

　大多數從合作對話的角度來探討二語寫作的研究，研究內容多半為討論哪些因素可

討論的程度。屬性（nature）則反應出第二語言互動資料的複雜度和解構語言互動資

料來確認對話事件的困難度。對話事件常有連續/不連續、不同類型的嵌入和重複等

屬性。

　g.第二語合作寫作對文章的影響

　Storch （2005） 比較了兩人一組和單人寫作文章的差異。報告中發現兩人一組的

文章較短，但是比較有回應到文章主題的要求，文法的正確和複雜度也比較高。

Wigglesworth & Storch （2009）調查了合作寫作和單獨寫作文章的正確性（accu-

racy）、流暢性（fluency）和複雜性（complexity）。結果為合作寫作比起單獨寫

作對語言正確性（accuracy）有幫助。Dobao （2012） 比較了三組寫作的狀況發現

四人一組的文章比兩人一組和單獨寫作的正確性來的高。而單獨寫作的文章的長度比

合作寫作的長。就詞彙和句法複雜度來說，兩人寫作和四人寫作的複雜度是相同的，

同時將前兩種寫作跟單獨寫作比，複雜度也無異。

　未來此類研究的建議

　綜合以上所述，有不少的因素會影響合作寫作學習的成效。Storch （2011）指出

合作任務本身的性質、學習者本身的程度、溝通模式（面對面或者透過電腦）。有些

任務不適合剛開始學習二語的學生，例如文章重組。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時，則需

要在合作的組中，有一位程度較佳的學生，一起來從事合作學習。對於程度差不多的

學生，作者建議讓學生使用電腦寫作，線上的網路資源可以幫助學生解決因為討論寫

作而產生的問題（文法、單字、組織、句型等）。但是當學生能力不足以判斷線上寫

作資訊是否能正確地解答他們的寫作疑惑時，會需要教師的同在來當仲裁者解決問

題，雖說資訊時代，知識已可隨處查詢的到，但學習者最後還是需要教師來指引方向

（Storch, 2011）。除了教師的適時介入外。甚麼樣的因素會使學習者有好的語言相

關片斷，就成為重要的議題。

　另外，流行的wiki合作寫作議題。目前能確定的為面對面的合作寫作比起wiki合作

寫作，學習者的第二語言正確性較高。在此議題下，值得研究的有多少人一起合作在

wiki上寫作，和其他影響的因素，才能最佳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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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習本身是個黑盒子，眾多的理論對於如何解讀這個黑盒子裡的信號，提出了

他們的角度和看法。而如何解讀語言學習這件事，其實也隨著當時流行的心理學理

論，影響著研究者如何處理黑盒子裡的信號。語言學習主要在探討與學習者本身有關

的因素，及其如何影響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但是教學和學習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很

多語言學習的過程和成效，也會被教學法所影響。

　有不少的語言學習理論，值得語言學習研究者去關注。例如技能習得理論(Skill 

Acquisition Theory)、語言處理性理論(Processability Theory)、複雜性理論 

(Complexity Theory)等。本文作者選擇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Sociocultural 

Theory)來探討的原因，在於其理論常被用來解釋合作學習，及其對第二語言學習的

影響。而在合作學習中，最常使用的準實驗證據為合作對話(collaborative dia-

logues)。本文將從社會文化論來探討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寫作的重要性、限制及

未來研究方向。口說語和書面語是有關係的，特別是從學習的角度來連結這樣的正向

關係。

　什麼是社會文化論？為什麼合作對話在此理論中顯得重要？

　Vygotsky的社會文化論，為最常被用來解釋以學習者為中心（或由學習者發起）

　d.兩人一組或多人一組的語言相關片斷

　Dobao （2012; 2014） 比較兩人一組和四人一組的對話，語言相關片斷的頻率、

長度、解決問題的決策、及參語語言相關片斷的程度。比較起來四人一組的組別有比

較長的語言相關片斷，且較成功地解決語言問題，過程中有比較複雜且仔細的參與和

互動，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習者有較多的機會學習二語。

　e.使用母語進行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有幫助嗎？

　有。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針對母語的使用，對第二語言學習的影

響，做了有趣的實驗。實驗發現在合作學習時，使用母語可以幫助學習者控制學習任

務。而合作學習者比起單獨學習者，更能使用高層次認知來解決學習任務。也就是說

只有學習者知道自己該做哪些事時，他們才有辦法進行任務。使用母語也可以幫助合

作學習者了解生字的定義。但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並非要鼓勵學習者使用母語取代目

標語，來進行合作任務的討論。教師應該要了解學生在合作時，對話中有母語的出

現，為一種正常的心理過程，目的為開啟和維持口語的互動。

　若要使用數據來探討這個問題。Swain 和Lapkin （2000）調查了在合作任務中，

使用母語的量和學生寫作品質的關係。發現語言使用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者，使用

母語的比例（18%）比起平均以下的（25%）少。內容陳述部分，得分在平均以上

者，使用母語的比例（20%）和平均以下的（22%），相差並不大。另外，程度較好

的組會使用較多的母語來討論推動合作任務（57%），而程度中等的組則使用母語來

查詢單字（45%）。作者也表達了此結論為根據少量的組別所做的報告，而這些數字

並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效果，故只能做為描述性的報告，並無法將這些結論，推論到

其他的學習者。

　f.其他關於語言相關片斷的考量

　Fortune 和Thorp （2001）提出研究者應多加注重語言相關片斷的價值（Value）

和屬性（nature）。價值（Value）為探討對話事件的長度的不同和對話者涉入語言

而言，高程度和剛開始學習的學生皆受益於語言相關片斷的使用。但剛開始學習寫作

的學生受益比較多。

　c.與母語人士互動，語言相關片斷的品質會較好嗎？

　會，但端視參與者的合作傾向。在Dobao （2012）的實證研究中，比較了兩組合

作學習教學法的語言相關片斷。一組為英語中級學習者和高級學習者；另一組為學習

者和英語母語人士的互動。最主要的觀察為語言相關片斷的本質和頻率。結果發現當

學習者和英母語人士互動後，詞彙相關片斷是比較頻繁，且較正確地解決語言問題。

但作者也提到，並非所有的學習者與英母語人士互動，都會有一樣的語言幫助。參與

者的目的和參與程度，皆會影響到合作傾向。而合作傾向會影響互動的本質和機會。

合作傾向比起合作團體整體的程度，更能讓學習者，透過語言相關片斷來學習第二語

言。

以跟學習者自行發起的語意形式（focus on form）有相關。在這類研究的方法論

中，語言相關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為最常見的分析單位。語言相關

片斷（language-related episodes），又為上述所提languaging的一種。語言相關

片斷的定義為學習者談論如何使用語言，提出關於語言使用的問題或者修正自己的或

他人的語言（Swain & Lapkin, 1998, p. 326）。合作對話中，通常除了語言相關片

斷，還會有其它非關談論語言使用的片段，例如學習者討論寫作任務如何達成或分配

工作或者偏離主題的談論。

　a.語言相關片斷會隨著對話目的及活動類型不同而改變其性質

　在William （2001）的報告中，分析了271個學習者在兩人互動的小組中，提出的

語言相關片斷。結果發現80%的語言相關片斷跟詞彙有關（字彙和拼音）。然而當學

習者身處在著重形式上（通常指句法）正確性的任務中時（例如聽寫和文句重組），

語言相關片斷的性質則會改變。當語言相關片斷的目的為著重在型態句法（morpho-

syntax）、學習者則傾向討論動詞構詞與時態、形容詞的一致、名詞性構詞和冠詞

的使用（Fortune, 2005; Kowal & Swain, 1994; Storch, 1997, 2008）。在Kowal和

Swain （1994）的實驗中，她們調查在聽寫活動中的224個語言相關片斷，這些語言

相關片斷為19位8年級生在法語沉浸式課程中所產生的。結果發現有72%的相關片斷

著重在正確度，這72%中有42%則與文法正確度相關。

　在Swain和Lapkin （2001）的研究中，則發現Jigsaw活動比聽寫活動，更能讓學

習者著重在正確性。像活動類型這種調節變項，也會影響語言相關片斷的量和質，在

其他報告中可以看見（Storch, 1997, 2008）。

　b.語言能力會影響到語言相關片斷使用的多寡嗎？

　會。Ammar & Hassan （2017）提出程度高的學生會有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原

因為高程度學生，有較優異的能力和溝通意願，因此會產出較多的語言相關片斷。而

相反地，為何學習者使用少數的語言相關片斷呢？可能的原因有：學生能力尚未發展

到能說出文法規則、在教室情境下不願意溝通或無法信任同學的觀點。 就實驗結果

的合作對話對第二語言學習的重要性。Vygotsky（1978）認為社會互動的產物為自

覺。也就是在合作對話時，促成語言學習的重要因素，是學習者對目標語使用的自

覺。而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發展目標語時，從口語的互動中，即可顯現出尚未成熟的文

法，及其待解決的語言問題。而Vygotsky認為教師（或學習者）與學習者透過合作

對話（口語的互動），來解決教師指派的語言任務時，會呈現出語言問題的所在，也

會讓專家（教師或程度較佳的學習者）提供必要的協助。在這互動過程中，正確的語

言知識即可被建構出來，解決二語學習的問題。二語學習者在互動過程中，也會自覺

到自身的語言問題，進而修正錯誤，學習正確的語言用法。而這樣的過程會讓學習者

進入潛力發展區，也就是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進而帶動

語言發展歷程。同時，在這樣的對話情境下，即構成認知教學（cognitive instruc-

tion）。Reid and Stone （1991）也說明認知教學是當學生需要知道知識時，即時

地給予教導，和一般課堂上的教學不一樣。在互動時提供的教學，可隨時隨地的建構

知識。社會文化論可解釋合作學習，而合作對話為這類研究的核心。

　許多學者將合作對話定義為使用語言調節來解決問題。從二語學習的觀點來說，合

作對話對應到了人和人之間為了解決語言問題而產生的對話。而另外有一詞跟合作對

話很類似：languaging。Languaging 一詞可定義為不間斷地使用語言來造新義的過

程（Swain, 2006, p.68）。Languaging除了包含合作對話，也同時包含了自我的對

話（Swain & Watanabe, 2012）。同樣的，languaging也是一種幫助二語學習的心

智歷程。

　合作對話與二語寫作的相關研究

　很多第二語言寫作的研究在探討學習者合作對話的特性和其對寫作的影響。常見的

寫作種類有：短文重構（Storch, 2008）、篇章編輯 （Storch, 1997）、文法聽寫

（Fortune, 2005; Leeser, 2004; Swain & Lapkin, 2001）和jigsaw （Storch & 

Wigglesworth, 2003）等的寫作任務。

　大多數從合作對話的角度來探討二語寫作的研究，研究內容多半為討論哪些因素可

討論的程度。屬性（nature）則反應出第二語言互動資料的複雜度和解構語言互動資

料來確認對話事件的困難度。對話事件常有連續/不連續、不同類型的嵌入和重複等

屬性。

　g.第二語合作寫作對文章的影響

　Storch （2005） 比較了兩人一組和單人寫作文章的差異。報告中發現兩人一組的

文章較短，但是比較有回應到文章主題的要求，文法的正確和複雜度也比較高。

Wigglesworth & Storch （2009）調查了合作寫作和單獨寫作文章的正確性（accu-

racy）、流暢性（fluency）和複雜性（complexity）。結果為合作寫作比起單獨寫

作對語言正確性（accuracy）有幫助。Dobao （2012） 比較了三組寫作的狀況發現

四人一組的文章比兩人一組和單獨寫作的正確性來的高。而單獨寫作的文章的長度比

合作寫作的長。就詞彙和句法複雜度來說，兩人寫作和四人寫作的複雜度是相同的，

同時將前兩種寫作跟單獨寫作比，複雜度也無異。

　未來此類研究的建議

　綜合以上所述，有不少的因素會影響合作寫作學習的成效。Storch （2011）指出

合作任務本身的性質、學習者本身的程度、溝通模式（面對面或者透過電腦）。有些

任務不適合剛開始學習二語的學生，例如文章重組。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時，則需

要在合作的組中，有一位程度較佳的學生，一起來從事合作學習。對於程度差不多的

學生，作者建議讓學生使用電腦寫作，線上的網路資源可以幫助學生解決因為討論寫

作而產生的問題（文法、單字、組織、句型等）。但是當學生能力不足以判斷線上寫

作資訊是否能正確地解答他們的寫作疑惑時，會需要教師的同在來當仲裁者解決問

題，雖說資訊時代，知識已可隨處查詢的到，但學習者最後還是需要教師來指引方向

（Storch, 2011）。除了教師的適時介入外。甚麼樣的因素會使學習者有好的語言相

關片斷，就成為重要的議題。

　另外，流行的wiki合作寫作議題。目前能確定的為面對面的合作寫作比起wiki合作

寫作，學習者的第二語言正確性較高。在此議題下，值得研究的有多少人一起合作在

wiki上寫作，和其他影響的因素，才能最佳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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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3月至5月業務行事曆

　　3月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1月1日至3月30日

　　 補助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3月1日至3月31日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3月1日至3月31日

　　4月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4月1日至4月30日

　　5月

　　 補助學術研習營：5月1日至5月31日

　　全年度隨到隨審

　　 境外學人來臺訪問

　　 補助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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