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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幼保系學生在幼兒英語教育中，是以何種英
語教學方法為主要觀點。本研究以南部一所科技大學四年制幼保系學生為
研究對象，由學生填寫 Beliefs toward EFL Teaching Methodologies(BETM)
(中文版) Likert 五點量表問卷。從 118 份有效問卷(Cronbach’s alpha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為 0.85)，經由敘述統計與 t 檢定的分析中發現，研究
對象的英語教學觀主要是以溝通教學法為主，不過在語言形成與精通英語
方式上還是認同聽說教學法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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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what English teaching
methodologies child care students will adopt in early childhood English
educ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child care students of a four-year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the southern Taiwan area. Participants needed to respond to a
five-Likert scale questionnaire, the Beliefs toward EFL Teaching Methodologies
(BETM). In total 11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t-tests. The Cronbach’s alpha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was
0.85.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mainly preferred th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to the Audiolingual Method, though some
items of the Audiolingual Method were preferred by the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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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he participants very highly agreed with the following two
descriptions: “the main function of a language is to interact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and “English teachers can design language activities with students
based on the students’ need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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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問題與背景

隨著國際貿易的頻繁，全球化的腳步急遽加快，國際語言－英語－已
成為和其他國家人士溝通的主要語言，並將是二十一世紀世界公民必須具
備的素質之一（教育部國教司，民 95）
。為了提高台灣的競爭力，以因應
全球化衝擊，提昇全民英語素養，讓本國國民能順利成為世界公民，英語
教育在政府的努力下，已於民國九十四學年度開始延伸至國小三年級（陳
木子，2003；教育部國教司，民 95）
。
在學前教育部份，對英語教育重視的程度更是熾熱。由於許多家長在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害怕自己的子女輸在起跑點，無法在未來的國際
社會與人競爭的心態下，紛紛將子女送往幼兒園或補習班學習英語（國立
台中師範學院幼兒教育系，民 91；劉豫鳳，2006；簡曉琳，民 92）
。幼教
業者在順應此風潮下，將幼兒英語教育視為主要行銷手法之一。標榜「全
英語」
、
「No Chinese」教學，以「雙語」
、
「全美語」等字詞來吸引家長，
以利招生的幼兒園，到處充斥（教育部，民 93；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幼兒教
育系，民 91）
。
不過，在一陣學英語熱中，幼兒英語師資是否符合幼兒發展需要，以
及師資是否合格，是目前仍有所爭議的地方（沈琇靖，2005；教育部，民
93）
。在學者專家的眼中，一位有效能的幼兒英語教師需要具備以下能力或
專業：
（1）瞭解喜歡幼兒，能提昇幼兒學習意願；
（2）具有幼兒發展相關
的專業知識與照顧幼兒技巧；
（3）豐富的英語知識，包含語言及文化等；
（4）
英語教學的專業技巧與知識；
（5）能配合英語與中文雙方文化，在母語的
基礎下，協助幼兒發展英語；
（6）依幼兒需求，設計吸引幼兒合適的統整
性課程與教學活動；
（7）幼兒教室管理能力；以及，
（8）具備教育專業精
神與倫理道德（郭秋勳、潘雅玲、汪令娟，2006；Curtain& Pesola, 1994）。
觀看國內，在目前幼兒英語師資上，可分為外籍與本國籍師資。外籍
師資佔 5%到 20%左右，本國籍師資比例大約在八成到九成（張湘君、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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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如、林葉真，民 91；龔如菲等，民 89）
。有關外籍師資，雖然其佔有語
言上的優勢，不過劉豫鳳(2006)指出外籍師資在敬業態度、工作穩定度、
教育素質等上有很大的問題，不容易為幼兒園所管理。在本國籍師資上，
沈琇靖(2005)指出，台灣幼兒園的美語教師大多數是英文相關科系畢業，
或者只受過英語教學訓練，只有少許接受過幼教相關課程訓練。換言之，
學齡前幼兒英語師資來源紊亂，對中籍或外籍教師的任用沒有建立檢測標
準，影響幼兒教育的教學品質（林婉綺，民 90）
。幼兒園的美語教師，雖
然具備有英語專業知識或者英語教學訓練，然而在瞭解幼兒發展或者設計
適合幼兒發展課程的訓練是不足的。
為了改變上述幼兒英語教育的現象，教育部於民國 93 年提出「學齡前
幼兒英語教育政策說帖」，並強調其對幼兒英語教育的一個前提、兩個堅
持、三種主張、和四項作法。在這說帖中，教育部希望幼兒英語教育應該
是以保護學齡前幼兒身心發展最大利益為前提；堅持依法行正常教學與尊
重研究專業；主張透過本國籍擁有合格幼兒園教師證照的教師，讓幼兒依
母語先、再國語、後英語的語言學習順序，藉由英語「融入式」教學，來
學習不同文化與瞭解國際狀況。簡單來說，教育部的幼兒英語教育的政策
是希望由本國籍合格幼兒教師，採融入式英語教學的做法，讓幼兒在其國
語及母語的基礎下，學習英語。
然而，雖然教育部希望由本國籍合格幼兒教師以融入式英語教學方式
教學，不過在幼兒英語師資上，英文相關科系畢業，沒有幼教相關課程訓
練的幼兒英語教師佔多數（沈琇靖，2005）
。究其原因，可能是社會大眾對
英文相關科系畢業幼兒教師的英文專業比較肯定，忽略了其他能力與專業
的重要性。此外，幼兒教師本身英語能力及對自己信心不足，讓這些合格
的幼兒教師對英語教學有所顧慮。陳志盛（2006）研究結果顯示，其研究
的幼保系學生對英語有恐懼感，並且其在運用英語學習策略上，低於一般
大學生水準；根據研究，英語學習策略的運用情形與英語能力成正相關
(Chen, 2005; Dreyer & Oxford, 1996; Oxford & Nyikos, 1989;Sheor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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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英語學習策略運用頻率越高、運用情形越好者，通常其英語能
力也是不錯的。
從上述所言，可發現在專家學者與教育部認定合格的幼兒英語師資的
條件中，幼保科系學生的大多數能力與條件，如幼兒教室管理能力、幼兒
發展專業與技巧等，已受到專業培訓，被規劃在目前幼保科系大學課程裡
（如：南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n.d.；國立台北護理學院嬰幼兒保育系，
n.d.）
；不過，其不足之處在於其英語能力與英語教學專業上。
在教學信念上，學者及實證研究顯示教師個人所抱持的信念將會影響
其教學行為。然而，在英語師資訓練上， Richards 和 Nunan(1990)指出在
雙語教學界上，大多只在傳授教學法和學習策略，很少去瞭解職前教師
（pre-service teachers）
，以及協助這些職前教師發展其自己的教學信理論，
瞭解其學習到教學的歷程。此外，Richards（1998）更進一步指出雙語師
資訓練上應該不只要傳授教學技巧，更要讓這些職前教師瞭解自己之教學
信念、教學態度和教學想法等。因為本論文第一研究者目前在幼兒保育系
任教，目前擔任幼兒雙語教學之課程，所以本研究是將從英語教學法的角
度，瞭解幼保系學生的英語教學觀，藉此協助幼保系學生，加強其英語教
學專業為本研究的目的。

貳、

文獻探討

因為本論文在探討幼兒保育系學生對英語教學法的教學信念，特別是
在以前影響這些學生學習的聽說教學法和現在教育部教學理念主軸之溝通
式教學法之研究。因此，以下的文獻探討是在教學信念和英語教學法這兩
方面做討論。

一、職前雙語教師英語教學信念之理論及相關實證研究
有關職前雙語教師英語教學信念之理論及相關實證研究上，Bailey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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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1996)在分析七位職前教師的自傳和其記錄，發現職前教師的教學信念
受到他們先前的語言學習策略和在師資教育中所學的知識所影響。
Numrich(1996)在樣本對象是以英語為母語的 23 位女性和三位男性的雙語
職前教師研究上，發現先前的語言學習經驗和其以前的語言老師，不管正
面或負面，都會影響其在教學的信念和實踐上。
在 Wang(2002)的個案研究上，其發現在其研究的九位高中在職教師其
英語的教學知識是建構在早期的英語學習經驗上。換句話說，先前的英語
學習經驗深遠地影響其在教學的專業上。在 Sugiyama(2003)深度訪談四位在
美國上 TESOL 碩士課程的日本籍英語教師上發現，其教學信念受到美國上
TESOL 碩士課程的影響，從教師為中心導向的雙語教學，漸漸轉換成以學
生為中心的教學導向。在國內方面，張碧玲(2000)研究國中英語教師對溝通
式教學法的傾向中發現，教學年資愈資淺的老師對溝通式教學法愈認同，
年資超過 25 年以上之國中英語教師最不傾向溝通式教學法的教學觀。在受
訓過程超過一星期者，其對溝通式教學法的教學觀愈認同。

綜合上述有關雙語教學信念相關的研究中可發現，雙語教師會受到先
前的學習經驗、語言學習策略、先前語言教師的教法、在雙語師資教育中
的專業訓練、教學年資等因素所影響。

二、英語教學法
英語教學法，是英語教師常聽到的名詞。從培訓英語師資的角度來
看，Larsen-Freeman(2000)指出習得英語教學法的益處有以下五點：
1.

協助英語教師了解他們從事的教學活動有何意義，讓他們清楚
了解為什要要這樣做並且知覺到他們在做什麼。

2.

因為英語教師瞭解他們自己在做什麼，所以他們可以選擇和他
們以前被敎時不同的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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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英語教學法的知識，可當作和別人做英語教學專業溝通的
橋樑。

4.

瞭解英語教學法可以和別人做專業溝通，以提昇自己英語教師
教學技巧，避免教學僵化，成為例行公事。

5.

瞭解英語教學法可以幫助英語教師建立自己教學方法的資料
庫，促進自己專業上的成長。

在 英 語 教 學 法 中 ， 常 聽 到 或 被 運 用 的 有 文 法 翻 譯 法 (the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直接教學法(the Direct Method)、聽說教學法
(the Audio-Lingual Method)、默示教學法(the Silent Way)、暗示感應教學法
(Desuggestopedia)、團體語言學習法(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肢體
反應教學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溝通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等等（Brown, 2000; Larsen-Freeman, 2000; Richards & Rodgers,
2001）
。雖然上述的英語教學法十分眾多，不過具有跨時代影響，影響台灣
英語教學的主要有文法翻譯法、聽說教學法、以及溝通教學法三種(Chen,
2005)。其中，聽說教學法和溝通式教學法是以訓練口語為基礎、教學理論
基礎健全的教學法。由於，目前的英語教學主流以聽說能力為主，因此本
研究的重點專注在比較幼保系學生對聽說教學法和溝通教學法兩種派別的
教學觀。探討幼保系學生目前的幼兒英語教學觀是受到以前聽說教學法的
影響為主，還是受到目前教學趨勢的溝通式教學法的影響為主。

（一）聽說教學法
聽說教學法是源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軍中語言教學法（the Army
Method）(Brown, 2000)。由於美軍後來加入世界大戰，需要大量外語人才
和盟軍做溝通，以讓戰事順利進行，所以在 1942 年和大學院校合作，成立
軍事特別訓練課程（the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 簡稱 ASTP）
；
在 1943 年時共有 55 所美國大學院校參與這套訓練課程（Richards &
Rodgers, 2001）
。由於這套課程在當時相當成功，後來再加入行為學派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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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語言學的觀點後，在 1950 年代這個課程變為聽說教學法。
在 1970 年代，台灣由於國際貿易開始盛行，亟需口語方面的人才，
因此聽說教學法開始被引進；由於聽說教學法的一些特質，比如教師教學
為導向、注重過度練習與記憶等，與傳統台灣教學方法雷同，所以在引進
後曾造成盛行(Chen, 2005)。
聽說教學法的教學目標在於讓語言學習者的所學的外語能力（如：英
語）能講的和外語母語人士（如：美國人）一樣的標準；為了達到這目的，
聽說教學法採用行為主義學派的觀點，認為唯有過度學習、反覆練習才能
達到這目標（Larsen-Freeman, 2000; Richards & Rodgers, 2001）
。此外，在
語言學上，聽說教學法則結合當時美國結構語言學派(structural linguistics)
的觀點，認為句子是一層一層的結構所組合而成，所以句型練習在聽說教
學法裡是常被用到的（Richards & Rodgers, 2001）
。
根據 Brown(2000)，Celce-Murcia (2001)和 Larsen-Freeman (2000)的敘
述，聽說教學法的特點可歸納如下：
1. 先上對話內容(dialogues)。
2. 模仿、過度學習、和記憶是聽說教學法的必要學習過程。
3. 語言技巧的教學順序是：聽、說、讀、 寫。
4. 一開始就要強調發音，發音是非常重要的。
5. 在初級課程，只交有限的字彙，而且這些字彙必須要出現在對話
內容裡。
6. 老師必須盡全力避免語言學習者犯錯。學習者一旦有錯立即改正。
7. 比較分析語音上的差異或者比較分析母語和所學語言的差異。
8. 立即強化良好的語言學習行為。
9. 太操控語言反而忽略了內容。
10. 經常使用 CD、錄音機等視聽器材。
11. 使用練習(drills)來讓學習者瞭解語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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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非常少或不做文法解釋。透過歸納法，多舉例子讓學習者認識文
法。
13. 禁止使用或很少使用學習者的母語。
聽說教學法在美國與台灣曾經極盛一時，不過後來由於被批評太過制
式化，沒有彈性，上課乏味，所學的口語無法到教室外面和人溝通，所以
現在不像以前那樣被強調著（Richards & Rodgers, 2001）
。儘管如此，像訓
練聽力、使用視聽設備、運用對話、全美語等聽說教學技巧在現在的英語
教學中還是常見的。

（二）溝通教學法
著重溝通能力的溝通教學法起源於英國應用語言學家對 1960 年代教
學法機械式語言教學的省思，開始強調說話者或寫作者在表達時，所要表
達的意義(meanings)和意圖(intentions) 的重要性(Howatt, 1984)。由於認同
這觀點，英國功能語言學派、美國社會語言學派及其他哲學思想家因此結
合，形成共識，發展出溝通教學法（Richards & Rodgers, 2001）
。換言之，
溝通教學法主張教導語言學習者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應
該 是 敎 語 言 的 首 要 目 標 (Richards & Rodgers, 2001; Savignon, 1997;
Savignon, 2002)。
雖說溝通教學法強調在溝通能力，不過其溝通能力包含了文法能力
（ grammatical competence ）、 社 會 文 化 語 言 能 力 （ sociolcultural
competence）
、言談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
、以及溝通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Richards & Rodgers, 2001; Savignon, 1997; Savignon, 2002)。
換言之，溝通不只是只有懂得字彙、文法能力，也不只是和人講話就是溝
通，溝通教學法的溝通能力包括了瞭解語言的社交文化意涵，詮釋信息，
使用語言的策略、方式……等等。
根據 Brown(2000)，Celce-Murcia (2001)和 Larsen-Freeman (2000)的敘
述，溝通教學法的特點可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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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和聽說教學法一樣都強調溝通的重要，不過溝通教學法的目
標是擺在溝通能力下所有各項能力，如溝通策略能力、言談能力
等，而不是單單只有文法能力或者語言學能力而已。

2.

在 其 語 言 的 教 導 是 要 從 實 用 性 的 (pragmatic) 、 真 實 性 的
(authentic)、以及功能性的(functional)語言這些觀點下去考量。

3.

不像聽說教學法比較偏重使用語言的準確度(accuracy)，溝通教學
法認為使用語言流利度(fluency)和準確度是相輔相成的兩原則。

4.

在其課堂上的教材是真實的，反映真實生活的情況。

5.

教師的角色是幫助學生溝通，糾正學生的錯誤到在其次。

6.

聽、說、讀、寫可以在適當時機可以同時教導。

7.

教師應該要能使用英語流利、恰當。

溝通教學法約在 1990 年代的時候被介紹進入台灣，其原因為在文法翻
譯教學法與聽說教學法之下的教學，學生的口語能力低落，在其課堂上所
學的英語無法應用在日常生活或走出教室(Chen, 2005)。由於溝通教學法強
調真實溝通的重要性，所以在目前台灣的英語教學上，已蔚為主流。像教
育部國教司（民 95）九年一貫課程大綱英語方面，就是根據溝通教學法的
精神下去訂定的。不過，雖然溝通教學法已成主流，溝通教學法還是有被
質疑的地方，例如說，對本國籍的美語教師是否適用，對已習慣文法教學
的語言學習者而言，溝通教學法是否有效等問題(Richards & Rodgers,
2001)。
綜合言之，聽說教學法和溝通教學法都是以訓練語言學習者口語表達
能力為主的教學法，不過其在理論上和實際運作上還是有所不同。聽說教
學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興起的教學法，其理論基礎包含了心理學
的行為學派和語言學的結構語言學派，以學習者運用外語表達能力能像當
地人那樣標準為目標；而溝通教學法是對聽說教學法的省思反動，其理論
結合了英國功能語言學派、美國社會語言學派及其他哲學思想而成，強調
訓練語言學習者實際溝通能力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在探討幼保系學生目

90

《南台人文社會學報》

第三期

前的英語教學觀是受到以前聽說教學法的影響為主，還是受到目前教學趨
勢溝通式教學法的影響為主。

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在於從英語教學法的觀點（以聽說教學法與溝通教
學法為主）探索參與本研究幼保系學生的英語教學觀。其次，本研究希望
能藉由比較參與本研究幼保系學生對聽說教學法和溝通教學法的認同傾
向，分辨其教學觀是以比較早期的聽說教學法學派為主還是以目前主流的
溝通教學法為主。並藉由此瞭解，對其英語能力提昇上與英語教學專業訓
練上能提供建議。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有以下兩項：
1. 參與本研究之幼保系學生的英語教學觀為何？
2. 其對英語教學法的觀點是以聽說教學法為主還是溝通教學法為
主？

（一）研究對象
由於受限於時間性與地域性，本研究之抽樣程序，係採用「立意取樣」
方式，以南部一所私立科技大學幼保系一、二年級全體 143 位學生為研究
對象。之中，一年級共有兩班，共有 92 名學生，二年級一班有 51 名學生。
全部都是女性，無任何男性同學。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用的工具為 Chen(2005)所發展出來的 Beliefs toward EFL
Teaching Methodologies(BETM) Likert 五點量表中文版問卷（見附錄一）
。
根據 Chen(2005)， 這份問卷項目是參考 Brown (2000)，Celce-Murcia
(2001)，Cook (2002)，Finocchiaro & Brumfit (1983)，Larsen-Freema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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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wood (1981)，Richards & Rodgers (1986)，Richards & Rodgers (2001)，
Savignon (1983)，Savignon (1997)等書目編寫而成。
之後，此問卷經過三位 TESL 領域專家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的 Dr. Diana Larsen-Freeman、New York University 的 Dr. Frank Tang、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Park 的 Dr. Thomas Yawkey，以
及統計學專家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Park 的 Dr. Ed
Yoder 提供專家意見修改後，並再經中英文版檢定後，最後以聽說教學法
與溝通教學法各 14 直敘性問題項目，全部共 28 個項目為最終版( Chen,
2005)。
此問卷是以 Likert 五點量表為主，受訪者在閱讀直敘性問題後，依其
想法，在非常同意(5)與非常不同意(1)之間作一選擇。在這之中，問卷項目
第一到第六為聽說教學法的語言與語言教學理論，問卷項目第七到第十二
為溝通教學法的語言與語言教學理論；問卷項目第十三到第十九為有關聽
說教學法的課程設計，問卷項目第二十到第二十六為有關溝通教學法的課
程設計；問卷項目第二十七項為聽說教學法的活動設計，問卷項目第二十
八項為溝通教學法的活動設計。
Chen(2005)在其調查台灣的學士後英語職前教師的教學觀的研究中，
其問卷的 Cronbach’alpha 值為 0.80。在本研究分析 118 份有效問卷裡，其
Cronbach’alpha 值為 0.85。因此，本問卷可說是信度與效度皆良好之問卷。
在比較聽說教學法與溝通教學法的差異下，聽說教學法共 14 個項目的
Cronbach’alpha 值為 0.77，溝通教學法 14 個項目的 Cronbach’alpha 值為
0.78，都在 0.7 以上，量表品質在可接受的範圍，所以可進行進一步分析比
較其差異。在更細項，聽說教學法與溝通教學法的語言學習理論與課程設
計的比較上，雖說在語言學習理論上（共 6 個項目）的 Cronbach’alpha 值，
其分別為 0.52 與 0.67，不過在課程設計上（共 8 個項目）
，其 Cronbach’alpha
值，分別為 0.75 與 0.73，在可接受的品質範圍。為了完整的比較分析，因
此在這研究，這兩教學法的語言學習理論與課程設計會一併做細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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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程序

本問卷收集時間在 2005 年 11 月份，屬於第一學期期間。資料收集的
方式主要是利用四、五十分鐘的時間，以班為單位，請研究對象同時填寫
本研究問卷以及另一研究問卷--Dr. Oxford’sDr. Oxford(1990)的 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7.0 Version) Likert 五點量表問卷。在填寫
問卷前，首先，研究者告其此主要為純研究，研究的目的是想要瞭解她們
英語教學的觀點，與其英文課業上的分數無關。另外，訪談者對其聲明英
語教學觀點無所謂標準答案，請依其自己的觀點對項目裡的敘述填寫其認
同度。最後，告知這些學生可以依其意願參與。若有參與，請其填寫英文
學習真實狀況，並請其填寫完整，以免成為無用資料。在發出的 143 份問
卷中，共有 119 份問卷回收，回收率為 83%。在檢視問卷時，並無問卷有
填寫單一答案（如 5、5、5、5、5）等情況發生。不過，發現其中一份問
卷漏填一頁，因此，實際上用做分析的有效樣本為 118 份。

三、

資料分析

在收集完樣本後，所有的資料輸入統計軟體 SPSS10.0 版中。之後，
針對研究問題一是採取敘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
。主要分析整
體英語教學法裡問卷各問題項目的平均數（Mean）
、標準差(SD)等數值。
針對問題二，主要運用推論統計分析（inferential analysis）
，以 t 配對
分配為主。探討參與此研究幼保系學生對聽說教學法與溝通教學法的教學
觀是否真有差異。另外，也會針對這兩個教學法的語言學習理論與課程設
計兩部分的差異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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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參與本研究之幼保系學生的英語教學觀為何？
參與本研究之幼保系學生的英語教學觀為何？

在經過 SPSS 10.0 版的統計後，參與本研究幼保系同學的英語教學
觀，見表 1。從此表，可以發現參與此研究幼保系學生認同的項目
（Mean≧4.0）共有 14 項。其中，最認同的觀點為第七項【語言主要的功
能是要讓人們溝通和互動】(M=4.54, SD=0.67)，其次為第 22 項【英語老師
可以根據學生的興趣和需要和她們一起設計課堂活動】(M=4.52, SD=0.61)。
在這些認同的十四項英語教學觀中，其中十項屬於溝通教學法，四項
聽說教學法。至於，其所不認同英語教學觀共有三項（Mean<3.0），分別
是第 17 項【學生的母語會影響學生學英語，所以課堂上不應該使用母語】
(M=2.42, SD=1.14)、第 13 項【英語教學的目標是要幫助學習者講得像英語
為母語的人士一樣的程度】(M=2.71, SD=1.14)、以及第二項【英語是英語
人士所講的話，而不是我們認為應該怎麼說(英語)】(M=2.98, SD=0.92)。
而這些教學觀都是屬於聽說教學法的教學觀。
簡言之，參與者雖然大都認同溝通教學法的教學觀，然而她們也認同
部分聽說教學法的觀點，尤其在多多練習英語，養成習慣，才能精通英語
上。另外，她們所不認同的英語教學觀，都是屬於聽說教學法。換句話說，
她們認為上課不應該排斥母語，並且她們認為英語應該是自己講的英語，
不一定要講英語講得和英美人士一樣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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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幼保系學生英語教學觀之平均數（
）及標準差（
）
本研究幼保系學生英語教學觀之平均數（M）
及標準差（SD）
聽說教學法
項

內容

溝通教學法
M

SD 項目

內容

M

SD

目
語言與語言學習理論

語言與語言學習理論

01 語言指的是口語，沒 3.58 1.06
有文字系統

07 語言主要的功能是

4.54 0.67

要讓人們溝通和互
動

02 英語是英語人士所

2.98 0.92

講的話，不是自己認

08 語言是用來表達自

4.47 0.72

己的意思的

定的
03 語言的學習是一種

4.45 0.67

習慣的養成
04 透過語言刺激反應

09 語言包含文法層面
和功能層面

4.00 0.81

10 和別人互動學習語

練習，
練習，可以精通語

言，而不是練習語言

言

技巧

05 用歸類語言的方式

4.31 0.75

3.63 0.79

比較容易學好語言

11 有意義和真實的互

3.68 1.17

4.48 0.64

動，語言學習可以獲
得進步

06 語言是層層結構所

4.29 0.60

組成

12 語言學習是嘗試和

4.22 0.79

犯錯的創造性學習
建構過程

課程設計
13 講得像英語為母語

的人士一樣的程度

課程設計
2.71 1.14

20 要幫學習者增加口
語和非口語的溝通
能力

3.86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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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先教聽力，再口語， 3.72 1.09

21 聽說讀寫可以從基

再閱讀，最後才教寫

礎課程就開始同時

作

教授

15 立即糾正學生文法

3.45 1.13

和發音上的錯誤

22 根據學生的興趣和

95

3.56 1.14

4.52 0.61

需要一起設計課堂
活動

16 多多練習英文才會

4.25 0.78

精通英文

分析學生需要，幫助 4.45 0.69
23 分析學生需要，
和其他人用英語互
動

17 禁止使用母語，因為 2.42 1.14

會干擾英語學習

24 教材課堂活動要反

4.48 0.65

應出真實生活的情
況和需要

18 老師要指導學生並

3.79 1.07

且掌控學習進度

25 有需要母語協助

4.24 0.81

時，母語應該可以用
在課堂上

19 要幫學生精通英

3.90 0.91

26 課堂活動設計應該

文，在課堂上一定要

以可以讓學生互動

作練習

溝通為主

27 聽力訓練、對話練
習、句型練習(活動
活動

3.75 0.75

4.32 0.75

28 角色扮演、探討語言 3.64 0.84
功能(活動設計
活動設計)
活動設計

設計)
設計

關於第一題研究問題英語教學觀，由結果可知，參與本研究的幼保系
學生認為語言是一種層層結構，包含文法層面和功能層面。語言是要用來
溝通互動的，透過真實互動、加上不斷練習才能精通語言。在課程設計上，
參與者認為英語教師應該和語言學習者一起設計以能溝通、互動為主的教
學活動，並且必要時要協助學習者和他人用所學語言溝通，有時可以用母
語協助。不過，她們也認為學英語並不是要講的和英美人士一樣標準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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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她們也反對全美語，不能使用母語的觀點。

一、 參與本研究之幼保系學生是以聽說教學法為主還是溝通
教學法為主？
教學法為主？
由第一題的結果，若從同意（Mean≧4.0）項目占各教學法的比例上
來看，溝通教學法(10/14)被參與此研究幼保系學生同意的比例高於聽說教
學法(4/14)。在進一步分析，從語言與語言學習理論及課程設計觀點來看，
此研究之幼保系學生同意溝通教學法的語言與語言學習理論(5/6)以及課程
設計(5/8)比例也是比聽說教學法的語言與語言學習理論(3/6)以及課程設計
(1/8)來得高。
另外，本研究從另一角度，以 t 配對分配檢定來分析這群幼保系學生
對聽說教學法與溝通教學法之差異。作法是將各教學法十四項的問題項
目，在假設各項問題題目權重相等下，將其加總後平均，取得平均值後，
經由這 118 份有效資料，在 95%信心水準下，做 t 配對分配雙尾檢定（見
表 2）
，其結果上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顯示這些幼保系學生對溝通教學法
。
的觀點同意度也高於聽說教學法（t=-14.303, df=117, p＜.001）
在更進一步分析下，針對其語言與語言學習理論及課程設計方面的比
較，利用上述方法驗證，其 t 值分別在語言與語言學習理論是 t=--9.881
（df=117, p＜.001）
，和在課程設計方面是 t=-12.546（df=117, p＜.001）
，顯
示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這些幼保系學生在語言與語言學習理論及課
程設計方面，也是比較同意溝通教學法的觀點（見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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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研究幼保系學生對聽說教學法與溝通教學法差異以 t 配對分配檢定
比較
教學法

Mean

SD

聽說教學法

3.64

0.47

溝通教學法

4.20

0.41

聽說教學法之語言部份

3.82

0.44

溝通教學法之語言部份

4.28

0.50

聽說教學法之課程設計

3.49

0.61

溝通教學法之課程設計

4.13

0.47

t 值（df=117）

Sig

-14.303

0.000

-9.881

0.000

-12.546

0.000

簡言之，在運用敘述統計與推論統計之下，本研究之幼保系學生其英
語教學觀比較偏向溝通教學法。然而要注意的是，雖然她們不認同聽說教
學法禁用母語、英語要說的和英美人士那樣標準、不能用自己的方式說英
語，不過她們也認同聽說教學法的一些觀點，特別是在同意語言是一種習
慣，所以要多多練習英語，英語才會精通上。
綜合研究問題一和二的結果得知，本研究之幼保系學生其英語教學觀
是以溝通教學法為主，不過也認同部分聽說教學法的觀點。其觀點和目前
教育部國教司（民 95）在九年一貫課程大綱英語課程所提的觀點一致。在
教育部國教司課程大綱的目標中指出英語教學應該要培養學生英語溝通能
力，讓其能運用於實際狀況中，而且英語教師要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方法
與興趣，讓學生能自動自發有效的學習。
另外，本研究幼保系學生的英語教學觀與 Chen(2005)研究學士後英語
師資班職前教師的教學觀類似，都是在比較同意溝通教學法的情境下，也
採用了部份聽說教學法的英語教學觀。因此，本研究之幼保系學生之英語
教學觀與目前台灣英語教學主流的教學觀並無太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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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 結論
（一）本研究之幼兒保育系學生其英語教學觀以溝通教學法之教學觀為
主，不過有些部份觀點還是認同聽說教學法的教學觀。
（二）與教育部國教司（民 95）在九年一貫課程大綱英語課程所提的觀
點相比，本研究之幼兒保育系學生其英語教學觀與其大致一樣。
（三）本研究之幼保系學生不認同在學英語上不准用母語，而且也不贊
同學英語要講的和英美人士一樣。
（四）本研究參與者認為語言包含了文法層面和功能層面，由層層結構
組合而成。語言主要的功能是要和人們溝通、互動，用來表達自己的意思。
（五）本研究參與者認為要學習語言的話，應該要透過有意義和真實的
互動，歷經嘗試和犯錯，透過不斷的刺激反應練習，養成習慣後，才能精
通語言。
（六）在課程設計觀點上，參與本研究的幼保系學生認為英語教師應該
要根據學生的需要和興趣，一起和學生設計教學活動，而這些活動是以能
互動溝通為主。如果學生有需要幫忙的話，英語教師要協助學生和其他人
做互動、溝通，必要時，母語可以在課堂上使用。此外，教材和課堂活動
要能生活化，符合真實的需要，不過，也要多多練習英文，這樣才能精通
英語。

二、 建議
（一）在大學英語課程：對幼保系學生教學上，應該根據他們的需要和
在大學英語課程
興趣，一起和他們設計以能互動溝通教學的活動為主。另外，在教材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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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要能以其生活經驗能活用的為主，多做練習，適當的運用母語，以增

加教學成效。
（二）在幼兒英語師資培育上：
在幼兒英語師資培育上：幼保系學生在英語教學觀和教育部國教
司（民 95）九年一貫課程大綱的教學觀一致，且與教育部（民 93）的「學
齡前幼兒英語教育政策說帖」所希望的幼兒英語教師資格最貼近。
（三）在未來研究上：
在未來研究上：本研究的樣本數太少，且只有單一學校幼保系學
生，所以可能無法推論至所有幼保系學生以及所有從事幼兒教育的人員。
因此，此後的研究目標應該擴大研究對象，如國內幼保系學生、幼教系學
生，在職幼兒老師等等。另外，可以進行相關質化研究以及改善幼保系學
生英語能力之行動研究，以加深豐富幼兒英語師資之研究成果，確保研究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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