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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劇場融入技術型高中餐飲英文教學對學生學習
動機及學習成就之影響
杜海寧

林志哲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讀者劇場對技術型高中餐飲科學生英語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之影響，並
透過實驗組與控制組之比較，來檢視其差異。研究對象為臺北市某技術型高中餐飲科二
年級學生共 72 人，採用準實驗研究設計，隨機分派成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課程內容均
以餐旅英文與會話課程之飲料服務與用餐服務兩單元為主題進行設計。實驗組採用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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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方式進行教學，控制組則維持傳統教學模式。教學實驗歷經八週共十六節課，於教
學前後施予測驗，再以單因子共變異分析探討英語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的差異，並佐以
小組討論紀錄與回饋評量。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在英語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上的表現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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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控制組學生。實施讀者劇場讓學生透過小組練習和團隊合作，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與學
模式，提供學習者能有更多嘗試機會與一個練習舞台，不僅可有效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
降低口說焦慮並培養人際互動的社會能力，也能顯著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
關鍵詞：技術型高中、英語學習動機、學習成就、讀者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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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Integrating Reader Theater into Hospitality
English Instruction o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Hai-Ning Du

Chih-Che Lin*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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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Readers Theatre strategies integrated into a hospitality
English and conversation class on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Using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is study involved 72
fourteen-graders who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eithe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r the control
group. The former adopted Readers theatre teaching, a performance strategy of a play or a
show, while the latter follow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all participants filled out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Test. Through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students’ responses and records, the results of one-way ANCOVA indicat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utperformed the control group for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advantages of Readers theatre over traditional models are that it utilizes a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 It includes more group practice and teamwork and allows students
to try and exercise, and in this study it showed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Finally,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further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for forthcoming studies.
Keywords: Vocational High School,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Learning Performance, Readers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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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低落，繼而希冀尋求改善方式，藉以提高

壹、緒論

學生的英語學習表現，進而讓學習者在未來
全球餐旅業在國際化潮流的趨勢之下，
已變成觀光市場的重要一環，致力拓展國際

職涯上能有更好的發展與選擇，此為本研究
動機之一。

觀光產業更是一直以來的目標，而餐旅產業
也是一項必須時時與人溝通的工作，若沒有
良好的英語溝通能力，將面臨無法建構良好
觀光環境的窘境（何糧朱，2012）。技術型高
中餐飲群係以培養未來進入餐旅及觀光兩大
產業的人才為主要目標，著重培育學生擁有
就業所需餐旅基本職能，以便適應未來職場

因素常見從智力與 非智力兩大觀 點 進行探
討，前者包含觀察能力、記憶能力、思維能力
、想像能力；後者涵蓋動機、興趣、情感、意
志、氣質、性格等要素（張春興，2013）。其中
，動機在非智力因素中為核心地位，其原因
有二，第一，動機為其他非智力因素的基礎
和前提；第二，其他非智力因素只有轉化成為

d

的快速變化（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其中

回顧歷來影 響學習者學習成就的相關

，餐旅英文會話是餐旅群學生所需培養的核

心基礎能力之一，期盼學生能具備職場基本

果。由此可知，若要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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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會話能力，因應日後餐旅業所需具備的

動機，才能對個體的各種行為產生作用和效
學生的學習動機為教師致力於教學的重要

溝通能力。

關鍵，如果學生能有較高的學習動機，則易

在技術型高中的餐旅群中，列為部定必

修的餐旅英文，在高一與高二各有四學期的
專業課程，根 據蕭 靜雅與蕭雅美（2007）研
究指出，國際觀光旅館對於餐旅業滿意度調

查中，認為實習生的英語溝通能力普遍不佳，
尤以「語言溝通能力」未達平均值，因此盼望

學生在校期間即可強化其英語會話能力，並
增加分組練習的實地演練，以精進其英語能
力。解文玉（2009）所做餐旅從業人員對於自

於從中激勵和引導，促使學生得以更加致力
於學習活動中 (Hofer, 2006)。史仟慧（2010）

研究顯示，在技術型高中任教餐旅英文之教
學 現 場，學生 對於上 課 缺乏 動 機 且 興 趣 缺
缺。研究者身處實際的教學現場中亦深有所
感，餐飲科學生對於餐旅英文與對話課程相
對缺乏學習動機，如何尋求改善之道，亦或
藉由不同的教學模式得以增進學生的學習興
趣，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二。

身在餐旅英文的使用能力與表現之研究，亦
獲得不甚滿意的結果，換言之，學生在應用
於餐旅業的英語習得成就普遍不足，若期待
這些學生往後能在餐旅業得以穩健發展，培
養 學生的基本餐旅英文溝通能力實為授課
教師的重要職責。研究者已任教於技術型高
中餐旅英文多年，同樣深刻認知到餐飲科學
生在餐旅英文與對話課程當中，學習成就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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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劇場為一種語言的教學策略，近年
來常運用於國小階段的英語教學研究，對象
多針對五、六年級學生，此係鑒於學生有至少
兩年以上的英語學習經驗，對於英語學習已
有基本的概念與基礎，較為適合實施讀者劇
場（林璟薇，2016）。臺灣傾向以考試導向為
主的教育方向，造成許多學生將英文當成課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貳、文獻探討

堂語言，出了教室後並不會想要使用英文，
對於英文課也缺乏學習興趣。林昌毅（2016）
指出，使用讀者劇場可以藉由聲音和表現變

一、 技術型高中餐旅英文與會話課程

化，幫助學生建立英文的學習動機；而不少
研究也顯示學生對於讀者劇場抱持正向態
度，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亦因讀者劇場的教
學方式而有所提升（林倚霜，2015；陳思穎，

2013；楊京儒，2014；歐于菁，2013；劉騏慶，
2015；Latrobe, 1996；Lewis & Feng, 2014；
Martinez, Roser, & Strecker, 1999；Morra &
Tracey, 2006；Tyler & Chard, 2000）。根 據

語科以語言修習為主，餐旅群學生在英語學
習的領域方面相較 於其他 群 科 多了餐旅 英
文與會話課程，藉以符應未來就業需求。根
據 技 術 型高中群 科 課程綱 要，餐旅 群 的 課
程 架 構 分 成 一 般 科目與 專 業 實 習 科目，其
中與外 語相關的包含了一 般 科目的英 文 與
專業實習科目的餐旅英文與會話（教育部，

2007）。一般英文科目為 12 學分，高一到高

d

Dornyei (1994) 的 外 語 學 習 動 機 三 層 次假

在 技 術 型 高中 各群 科 裡，除了應 用外

說，在學校的教育環境因素上，教師應讓學
生在 課堂上進行互動式活動（interactional

8 學分，為高一到高二修習，一週兩節課，一

jte
p

activities），增加開口練習外語的機會，方能

三均須修習；而專業科目餐旅英文與會話為

讓學生相互影響，藉以保持外語學習動機並

堂課 50 分鐘。

對學習成就有所助益。誠如前述，國內讀者

由表 1 可知，一般英文的課程目標是希

劇場多以國小高年級與國中生為研究對象，

望學生能培養語言溝通的能力、語言的訓練

甚少聚焦於技術型高中，是以了解讀者劇場

以及文法的運用和寫作，教材的內容也較為

可否也能在技術型高中階段激發學生的英

廣泛；相較之下，餐旅英文與會話課程的開

語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此為本研究動機之

設主要為培養學生的英文會話能力，以因應

三。

未來餐飲業工作為需求的基本能力，建立穩

綜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討讀者劇場融

入技術型高中餐旅英文與會話課程，對學生
英語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之影響，並透過實
驗組與控制組之比較，來檢視其差異。本研
究之待答問題有二：1. 接受讀者劇場融入餐
旅英文與會話的學生，其學習動機是否顯著
地優於傳統講述教學之學生？ 2. 接受讀者劇
場融入餐旅英文與會話的學生，其學習成就

固的英文基礎。換言之，教師在進行英文課
與餐旅英文與會話的課程，於課程的目標掌
握上也必須準確，才能更加精準的規劃課程
並進行適切合宜的教學設計，以利有效提升
學生各方面的英文能力（何糧朱，2012）。

二、 讀者劇場的內涵與教學
（一）讀者劇場的內涵

是否顯著地優於傳統講述教學之學生？

美國讀者劇場協會（Institute for Readers

Theatre）對 讀 者 劇 場 的定義為一種 表 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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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內容取自各種文學或是非文學題材，

達，讓觀眾想像出故事的全貌（Martinez et

運用口語表達和傳統戲劇演出的技巧，達到

al., 1999）。此 外，讀 者 劇 場 藉由將 學 生 分

娛樂、教導與勸化等功能（Adams, 2003）。

組，進行小組研讀劇本練習，到上台呈現的

Worthy 和 Broaddus（2001）表 示，讀 者 劇

這段過程中，學生可以藉此達成口語表達、

場是包含了重複的閱讀、大聲朗誦、戲劇呈

分組合作與人際關係、學習科目的知識應用

現、獨立練習以及群體朗讀的一種閱讀活動。

、增進自己的學習自信並建立自我認同等能

Morra 和 Tracey（2006）也認為讀者劇場為

力（Flynn, 2004）。

一種表演性的教學策略，在學習的過程用以
激發、影響，並娛樂學習者習得語言。

Coger 和 White（1982）進 一 步 指出了
讀者劇場包括（1）表演形式簡單；（2）表演
豐富化；（3）敘述者提供未隱含的訊息與劇

與傳統的戲劇呈現方式並不完全相同，讀者

情等三大特性，促使讀者劇場在教學上是一

劇場為一種簡易的劇場表演，由兩人或兩人

項可以簡便且易於實施的教學策略，不僅空

以上的表演者進行，劇本題材源於文本，演

間環境運用便利，對學生來說，不需要背誦

出 者不需 背 誦 其中的台 詞，手 持 劇 本 於 舞

台詞更可以提 升他們的學習動 機與學習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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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為戲 劇 的 表 演 方 式，但 是 讀 者 劇 場

台上透過聲音、語調、表情及動作來向觀眾

趣。透過表演者對於劇本內容的理解，運用

呈現故事 的情節，毋需道具、舞台佈景、聲

聲音與表情以及簡單的走位，讓觀眾發揮想

光 道具 等 設 計（Kellekher, 1997; Lorie, 1999;

像力刻劃故事的全貌，是一項準備簡單卻內

Shepard, 2004; Walker, 1996）。透過聲音的表

容豐富的教學策略。

表 1：技術型高中一般英文及餐旅英文與會話課程目標比較
課程目標

1. 增進英語文聽、說、讀、寫能力，以提升生活及職場溝通與獲取新知之能力。
2. 培養以英語文進行邏輯思考與創新之能力。
一般英文

3. 建構有效之英語文學習方法，以強化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之基礎。
4. 提升學習英語文之興趣並培養積極學習之態度。
5. 培養多元觀與國際觀，促進對不同文化之了解與尊重。
1. 培養職場的基本英語會話能力，以因應觀光餐旅業工作中基本需求。

餐旅英文與會話

2. 強化英語基礎及興趣。
3. 啟發學生自我學習、繼續成長或進修的動機。

資料來源：技術型高中 99 年餐旅群課程綱要（教育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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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者劇場的教學

多。劇本改編的內容可以由學生自行創作或

讀 者 劇 場 的教學流程，依 據 Liu 與 Hu

是教師進行改編（Rasiniki, 2003）。本研究

（2015）、Rasiniki（2003）及 Worthy 與 Prater

的劇本即為研究者將餐旅英文與對話的課

（2002）的分類與看法，將其分為七大步驟：

文進行修改之結果。

4. 分組和分配角色

1. 介紹讀者劇場

讀者劇場中，分組為一項重要的工作，

教師 事先以書面講 義或 是口頭介紹何
謂讀者劇場，讓學生對於讀者劇場有初步的
認識，明白接下來的活動步驟和如何操作。
藉由此步驟可以降低學生對於實施新教學法
的焦慮感，並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興

學生的分組和角色的配置是 影 響讀者劇場
能否順利的關鍵 之一。教 師 需要 讓 學生了
解合作學習的重要性，而在練習過程當中，
可以讓 學生輪 流 擔 任角色，或 是 教 師 指定

2. 決定學習目標與題材

d

角色亦可。

趣。

5. 學生進行排練及教師指導
經由讀者劇場的排練和練讀，學生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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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須找到符 合學生學習程度的文本
來實施讀者劇場。根據 Flynn（2018）指出，
當學生直接透過課堂上的課本內容進行讀
者劇場時，將會更強化他們對於課程內容的

認知和對該課單字的記憶。讀者劇場的題材
選 定 沒有 特 殊 限制，有些 老師 會 採用讀 者
劇場專用的素材；有些老師則採用該科課堂

本將會更加熟悉，也可以培養 學生自信，降
低學生的學習焦慮感。Walker（2005）提出
讀者劇場排練步驟依序包括：（1）初階念讀；

（2）輪流閱讀；（3）即時唸讀；（4）合作念讀；
（5）舞台讀劇。在以上念讀的過程當中，教
師可以依據學生的不同學習狀況適時調整難

的 課 文作 為 劇 本 的 內 容（Liu & Hu, 2015;

易度與內容進度。

Worthy & Prater, 2002）。

6. 表演呈現

3. 創作與改編劇本
國內大部分的 讀者劇場 課程常使用對
話式教材，旨在強調戲劇的演出而非文本本
身（Liu & Hu, 2015），但 必 須保 有 文 本 的
原有內容，如果更動太多恐怕會誤用了作者
當初著作的原意，在此前提下，表演者透過

透過前階段的培養和練習，此階段學生
漸 能 達 到流利的閱 讀 狀 態，這 時 便 可 訂定
讀者劇場正式演出的時間，讓教室成為一個
舞台，或是要在其他公開的場合演出，讓大
家一起欣賞學生的演出。在這期間，學生可
能會有些許的焦慮感，對於自身沒有自信或

聲音表現呈現內文意義（Adams, 2003）。另

是對上台恐慌，教師在學生練習的過程中應

方 面，根 據 Martinez 等人（1999）表 示，讀

適時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態，予以鼓勵與支持

者劇場中演出的劇本不應超出學生的程度太

，或 是 藉由同儕的相互鼓 勵來建 立學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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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英語、引發英語學習行為，構成學習英文

機。

的原因，並且期待自身在英語各項學習成果

7. 評量和檢討

表現的一種內在動力，激勵學生積極參與活

教師在學生完成演出後給予回饋和建

動並主動學習。由此可知，英語學習動機是

議，根據小組或是個別的參與度和整體表現

以動機為基礎，根據針對學習第二語言所存

回饋給班上，表演者也可以透過自評小組成

在的內在驅力，提升其學習該語言的強度和

員與自我評量，檢核自己的表現，讓自己在下

維持度，並可以持續學生學習英語的學習興

一次的表現可以有進步的空間。

趣與學習意願。

綜上所述，教師依照以上七項步驟，即
可有效進行讀者劇場的教學策略，而讀者劇

（二）英語學習動機的評量
Gardner 和 Lambert（1972）提出的語言

和挑戰，教師可以針對不同的學生適時的調

學習動機 理論是最為知名且歷史地位最為

整和進行監督，讓學生在不斷的練習和與組

重要的理論之一，他們將外語學習動機歸為

員磨合的過程當中，持續精進自己的學習狀

兩類：整合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

態。

和 工具性 動 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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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實施在不同的階段皆有不同的教學目標

整合 性動機係指學習者期望將自己融入於

三、 英語學習動機的內涵與評量

第二語言的群體，為了融入該團體而選擇使
用第二語言與其產生交流活動，渴望自己被

（一）英語學習動機的內涵

團體所包容和接納。工具性動機係指學生為

動 機為一個人 透過行為和表 達自身概

了工作、考試、未來個人發展的願景而引起的

念與思想 的展 現，在 成 功 和 失 敗 之 間 扮演

外語學習動機。根據研究顯示，臺灣的技術

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它可以解釋為何個體決

型高中學生外語學習動機的形成及維持，受

定要呈現某種行為，以及他們如何致力追求

工具性動機的影響頗大（羅筱雯，2017）。其

目標，和他們投入於該目標時間維持的長短

後 Brown（1987）指出外語的學習情境大部分

（Dörnyei, 2001）。英 語 學習動 機，是 指使

是這兩種動機相互混合構成，而整合性動機

人想學習且維持學習外語的原因（楊立婕，

與工具性動機皆為外在影響而產生的外語學

2015）。Gardner（1985）對英語學習動機定

習動機。爾後，Gardner 於 1997 根據該理論

義為「the extent to which an individual works

出版了衡量英語學習動機 AMTB（Attitude/

or strives to learn the language because of a

Motivation Test Battery）量 表，包 括 外 語

desire to do so and the satisfaction experienced

的 興 趣（interest in foreign languages）、想

in this activity」（p.10）。英語學習動機源自

學習的欲望（desire to learn）及 動機實踐的

學習者因對於學習英語過程中得到的滿足

強 度（motivational intensity）等 三 大 成 分

感，使學習者產生的行為驅力，驅使個體學

（Gardner, Tremblay, & Masgoret,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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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的興趣係指是指個人對學習外語的期待

學習成就向來是在教學現場最受到關

與渴望學習程度；想學習的欲望則指學習者

注的層面，無論教師、學生或家長都習慣將

對於外語的情感慾望；動機實踐的強度係指

學習成就當作學習者學習是否有效的指標之

落實學習外語的持續力。

一。學習成就意指學習者在經過一段時間的

另 方 面，Dörnyei（1994）指 出 能 引 發 外
語 學 習 動 機 分 成 三個 層 級，由 上 而 下分為

學習後，所得到的學習結果或是具體學習行
為改變的狀態（丘子容，2017）。就學業性角

語 言 層 級（the language level）、學 習 者 層 級

度來說，學習成就為學生在經歷學習活動後

（the learner level）以 及學 習 者 情 境 層 級（the

，在學校學習所獲得的知識，教師對學習者

learning-situation level）。語言層級如同 Gardner

實施評量測驗，從測驗的成績得到學生的學

提 出的整 合 性 動 機 與工具性 動 機；學習者
層 級包含了自我 效 能 感 及學 習 信心（語 言

由此可知，學習成就係指學校考試成績以及
由學業成 就 相關測 驗 上 所 獲 得 的分數，或

d

焦 慮 感），如 同 AMTB 想 學 習 的 欲 望 成 分

習狀況和達到的學習成就（郭生玉，1996）。

；學習情境層面為團體的動機因子，這意味

（Dornbusch, Ritter, Leiderman, Roberts, &

Fraleigh,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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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要讓學生「一起」學習，而非個人式的吸收

指學生在學校學習中所 獲 得之知識與 技 能

知識。對於青少年來說，除了將課程學好，他

們往往更加在意是否得到同儕的認同，因此，

（二）學習成就的評量

讓他們學習如何相處合作是一件重要的學習
（Dörnyei , 2001）。

葉重新（2011）指出成就測驗為學生接

受教學或是訓練後，用以測量所得到的結果。

因此，本研究即根據技術型高中教學現

成就測驗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包括（1）標準

場學生面臨之學習問題，採用已被廣泛使用

化 成就 測驗；（2）教 師自編成就 測驗；（3）

的 AMTB 量表之外語學習興趣及想學習的

欲望（學習信心 / 語言焦慮感）等兩項內涵，

並納入 Dörnyei（1994）外語 學習動 機 的學
習者層級 與 學習情 境 層級 之概 念，彙 整 成
英語學習動機三大面向，包括外語學習興趣
、學習信心及同儕凝聚力，藉以測量學生在
參與讀者劇場之前後於英語學習動機上的
表現。

四、 學習成就的內涵與評量
（一）學習成就的內涵

行為 觀 察；（4）作 業 考 察；（5）其 他 方 式。
學習成就為教師所希望學習者習得的目標，
也可協助學生明白教 師 對他們學習的 期待
（Wager, 2003）。學習成就除了對於教師是
一項參考指標，也是對於學生、學校以及校
外溝通學生學習情況的一項重要工具。參採
前述 Dornbusch 等人（1987）對學習成就概
念之界定，並考量目前教學現場紙筆測驗（如
：段考）仍為學生最在意也是立即可見的成
就結果，因此本研究採用教師自編成就測驗
的方式進行評量。其中，自編成就測驗即為
學校某一次段考考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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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讀者劇場與英語學習動機、學習
成就之相關研究
林璟薇（2016）以國小六年級學生為對

學 習 當中。Lewis 和 Feng（2014）以特 教學
生為對象，結果同樣顯示讀者劇場也會對特
教學生產生正向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
由此可知，實施讀者劇場對於提升學生

指出，讀者劇場融入英語教學設計不僅有助

英語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應有所助益。然過

於提升國小六年級學生之英語學習動機，亦

去研究對象多為國中及國小階段學生，鮮少

對學生之英語口說能力有正向影響。林倚霜

見及針對技術型高中場域所做之研究，而國

（2015）以國中七年級學生為對象，同樣 探

中、國小和技術型高中的教學及學習型態本

討讀者劇場對英語學習之影響，結果發現，

不相同。再者，讀者劇場是為增進學生的口

讀者劇場除能顯著提升以英語為外語學習

說能力，而餐旅英文與會話的教學目標亦期

者之英語學習動機，也能顯著影響以英語為

盼學生能擁有基本的餐旅對話能力，不難發

外語學習者之閱讀理解能力。任珩（2016）

現，二者所欲達成之目的一致。惟回顧 歷來

同以讀者劇場來研究大學生英語學習表現，

文獻，同樣尚未見及讀者劇場應用於餐旅英

結果顯示，讀者劇場對其英語學習動機有顯

文與會話課程及其實務教學上。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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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研 究 讀 者 劇場 融 入 英 語 教學成 效，結果

著的正面影 響。此外，吳淑惠（2016）、林倩

究希望能將讀者劇場的理念實際應用於技

如（2017）及 Chou（2013）等人 則 將 讀 者 劇

術型高中餐旅英文與會話課程，藉由實施讀

場應用於國中及國小教育階段之低成就學生

者劇場來達到提升技術型高中學生英語學

進行補救教學，結果一致指出，讀者劇場的

習動機及其學習成就之目的。

教學策略有助提升中小學低成就學生的學習

動機及學習成就，接受讀者劇場融入教學之

參、研究方法

學生在口語流暢度、英語學習成就、英語自
我效能及英語學習動機等表現上皆有顯著
進步。

一、 研究對象
本研 究對象為臺北市某 技術型高中二

Corcoran 和 Davis（2005）以國 小中、

年 級學生共 72 名，自研 究者所任 教 之二年

低年級學生為對象研究讀者劇場融入英語

級班級中挑選兩個成績及性質相仿的班級進

教學成效，結果指出，接受讀者劇場之學生

行教學實驗，並隨機分派其中 1 班為實驗組

在 學 習態 度、自信心及 閱 讀 流 暢 度皆有 顯

（34 人），另 1 班則為控制組（38 人）。

著進 步。Tsou（2011）同以 讀 者 劇 場 探 討 國
小學生的學習成效，結果發現，讀者劇場實
驗組不僅在閱讀正確性、流暢度及筆試成績
都優於控制組，且讀者劇場的實施讓學生更
有意願和班級互動、進行團隊合作，享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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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設計與架構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不等組前後測
設計」，自變項為「教學模式」，實驗組接受
讀者劇場，控制組則未接受實驗操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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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共八週的餐旅英文與對話課程教學活

（二）分組討論與練習

動，每週兩節課，共計 十六 節課。依變項為
研究對象在接受實驗之後，對其在英語學習
動機及學習成就上的影響，以「英語學習動
機量表」、「學習成就測驗」後測成績作為指
標。另採質化資料如：小組討論紀錄表、小組
互評表來輔以回答研究問題。實施教學與量

各組進行相互討論與角色特質等練習。
在確定角色分配與負責之台詞後，開始進行
合作念讀、朗讀劇本並反覆演練。在小組練
習期間，教師將進行巡視，提供協助，讓分組
活動能順利進行。各組亦同時填寫小組討論
紀錄表。

表施測均由同一位教師擔任，並控制兩組教
學地點、教學內容、教學進度與教學時數等

（三）小組演出發表

干擾因素。本研究實驗設計如表 2。

朗讀，並在語調、咬字甚至台風的排練穩定
後，將依序上台發表。每一組均觀賞各組的

d

三、 實驗處理

在各組不斷練習各自角色之台詞與合作

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的教學內容 與課

演出並給予評分於小組互評表上。

堂節數是相同的，不同的只在教學方法與教

（四）讀者劇場評量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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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流程，比較如圖 1 所示。不論實驗組或控
制組，皆以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綜合活動三

在各組評比與表演結束後，小組相互討

階段程序進行教案設計。惟實驗組之教學實

論並填寫小組互評表。此外，教師也適時請

施係依循前述文 獻探討中所得的讀者劇場

各組派代表發表對於自己小組表現與對其他

七大教學步驟來詳加設計，而因學生程度需

組的回饋。

要教師引導，故由教師進行教材選定及完成
劇本設計，是以教學實施精要為五項步驟，

（五）教師做總結並交代下次的作業與小
考內容

本研究各單元教學流程如下：

教師將對學生的呈現做出總結和評論。

（一）全班授課
在首次實施讀者劇場前，先介紹何謂讀

交代相關的作業，以及可能會進行小考的範
圍或習題。

者劇場，以利實驗組明白之後的讀者劇場該
如何進行與運作，並告知學生每回會有讀者

四、 教學內容

劇場的應用劇本作為輔助教材，也同時進行

教學內容係配合學校原本所用教材（龍

異質分組，以便學生後續進行小組練習與排

騰版餐旅英 文與會 話第三冊的兩個教學單

演操作。之後教授每單元時，教師依序帶領

元）。實驗組使用的教材除原有 課本外，再

學生閱讀課文、講解單字與片語、句型，最後

加上研究者編制的讀者劇場劇本。在劇本編

以初階念讀和輪流念讀之方式進行課程內

制上，研究者依照兩個教學單元內容，分別

容對話的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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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本研究實驗設計模式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O1 O2

X

O3 O4

控制組

O5 O6

O7 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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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表示實驗組接受讀者劇場教學模式
O1、O5 英語學習動機量表前測
O2、O6 餐旅英文與會話學習成就評量測驗前測
O3、O7 英語學習動機量表後測
O4、O8 餐旅英文與會話學習成就評量測驗後測

圖 1 本研究實驗處理所採用讀者劇場與傳統教學單元流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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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飲 料 服 務（Beverage Service）與 用 餐 服
務（Service during the Meal）為主題，將其
對話改編為劇本形式，共計 6 篇劇本（包括

量表編修歷程如下：

1. 專家審查

Ordering Whiskey、Ordering Beer、Ordering

本量 表 原始編 修 有 26 題，經由邀 請 6

Cocktails、Ordering Wine、Ordering After-

位對學習動機具學術研究經驗或教學實務

meal Drinks 及 After-meal Service），並委請

經驗之專家學者進行內容效 度專家審查作

校內其他任教英文之教師協助檢視，促使劇

業，依專家審查共識結果，本階段未有刪題，

本符合學生程度並確定內容適切性。

僅針對各試題內容依審查意見進行修正。

2. 項目分析

五、 研究工具

依據前階段專家審查修正之試題內容，
本研究採用「英語學習動機量表」、「學

選取 70 名技術型高中餐旅科學生進行預試，

d

習成就測驗」作為前後測依變項測量工具，
質性資 料則由研究者設計小組討論紀錄表

並以項目分析考驗量表個別題目的可靠度及
適切性。本研究採用極端組檢驗法（取總分
最高分與最低分的 27% 作為高分組與低分

、角色唸讀及排練情況。紀錄表上也可依據

組，以了解各題的 t 值（又稱 CR 決斷值），

每位成員給予自己的評價，了解組內投入讀

以值不顯著或小於 3 者列為刪題標準）及同

jte
p

（用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包含角色分配

者劇場的小組合作情形）及小組互評表（用

質性考驗法（採用校正後的試題與總分相關，

以提 供小組成員對彼此的合作情形進行省

以相關係數小於 .3 者列刪題標準）進行分析，

思，也可借鏡他組的回饋了解自己團隊的優

結果如表 3。

缺點）來加以說明學生學習表現。

（一）英語學習動機量表

本量表係參採 Gardner 所發展 AMTB

量表之外語學習興趣、想學習的欲望（學習

由表 3 可知，本研究「英語學習動機量

表」M11 及 M12 兩題之 CR 值為未達標準，

故予以刪除。其他 24 題 CR 值皆高於 3 且與

總分之相關亦達 .3 以上標準，故於本階段全

信心 / 語言焦慮感）及 Dörnyei（1994）外語

數保留。

學習動機之學習者層級與學習情境層級概念

3. 效度分析

加以編修而成，總計 21 題，包括「外語學習
興趣」、「英文課自信心」、「同儕凝聚力」三
個向度。量表採 Likert 氏五點量表方式計分，
由「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依序分別給
予 5 分至 1 分。累加各分量表題目得分即為
本量表之得分（反向題則反向計分），分數愈
高代表英語學習動機愈高，反之則愈低。本

為瞭解量表題目的適切性，依項目分析
刪題後之 24 題，在因素分析轉軸方式中，以
直交轉軸最大變異法萃取因素負荷量，以因
素負荷量大於 .50 為選題標準。在第一次分
析結果的五因素中，第五個因素因僅有一題，
故將其刪除，接續進行第二次因素分析，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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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英語學習動機量表預試之項目分析結果彙整表
CR 值

修正後試題與總分相關

題號

CR 值

M1

6.874

.641***

M14

4.978

.583***

M2

8.625

.651***

M15

8.084

.742***

M3

6.545

.579***

M16

5.745

.608***

M4

6.475

.717***

M17

7.275

.735***

M5

5.108

.501***

M18

6.560

.684***

M6

3.581

.422***

M19

7.303

.713***

M7

7.035

.616***

M20

10.746

.837***

M8

4.275

.564***

M21

6.355

.720***

M9

4.666

.597***

M22

6.417

.612***

M10

5.234

.618***

M23

5.521

.587***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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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題號

修正後試題與總分相關

M11

1.695

.357***

M24

5.903

.564***

M12

1.434

.282***

M25

5.244

.646***

M13

6.164

.543***

M26

4.823

.460***

*p < .001

得的四個因素中，第四個因素同樣只有兩題

而予以刪除，最後進行第三次因素分析，獲

得與理論相符之三因素結構（如表 4），累積
解釋變異量達 69.23%。

（二）學習成就測驗
本研究之學習成就測驗為學校段考試

卷，以餐旅英文與會話第三冊龍騰 B 版第一
單元與第二單元所提供之對話、單字、片語、
例句等內容作為試題編擬之重要依據，測驗

4. 信度分析
採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係數檢視全
量表及分量表之信度。「外語學習興趣」、「英
文 課自信心」及「同儕凝 聚力」三個分 量 表

題型包括「字彙配對」、「對話題」、「閱讀測
驗」及「單字填空」等四大類，共計 40 題，總
分 100 分。

之 Cronbach α 介於 .93 至 .94 之間，總量表

試卷為研究者任教學校之教授餐旅英

Cronbach α 為 .94，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

文與會話之應外科教師共同依 據單元教學

內部一致性信度。

目標及單元教材內容之雙向細目表所進行編
製，試題範圍為前述龍騰版技術型高中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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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量表轉軸後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內容

外語

英文

同儕

學習

課自

凝聚

興趣

信心

力

M1

我期待上餐旅英文課。

.705

M2

我期待我可以用英文在餐旅英文課進行溝通。

.606

M3

我對於學習餐旅英文有興趣。

.860

M4

餐旅英文課，開口說英文給我樂趣。

.724

M24 餐英課的小組練習，同學的互相幫助，讓我願意花時間來練習餐旅英文。

M10

說好。
上餐旅英文課時，如果老師請我在全班面前朗讀英文對話時，我有信心可以
說好。

d

M9

上餐旅英文課時，如果老師請我在全班面前用英文回答問題，我有信心可以

上餐旅英文課，如果要與同學上台一起在全班面前朗讀英文對話時，我有信
心可以說好。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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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

.569
.889
.929
.798

M13 我有信心可以把餐旅英文月考考試考好。

.735

M14 上餐旅英文的英語會話部分，我有信心可以把它運用到未來餐旅相關行業。

.751

M19

餐英課的小組練習，同學的互相幫助，讓我有勇氣在全班同學面前用餐旅英
文表達。

M15 餐英課的小組練習，同學的互相幫助，讓我渴望把餐旅英文學好。
M16
M17
M18

餐英課的小組練習，同學的互相幫助，讓我可以和同組同學學習餐旅英文的
單字和念法。

餐英課的小組練習，同學的互相幫助，讓我可以和同組同學學習餐旅英文的
句子的語調。
餐英課的小組練習，同學的互相幫助，讓我有勇氣在老師面前用餐旅英文表
達。

.566
.768
.810
.800
.718

M20 餐英課的小組練習，同學的互相幫助，讓我有動力學習餐旅英文。

.762

M21 餐英課的小組練習，同學的互相幫助，對我的口語溝通能力有幫助。

.773

M22 餐英課的小組練習，同學的互相幫助，讓我有小隊的歸屬感。

.844

M23 餐英課的小組練習中，同學的互相幫助，讓我體認到團隊合作的精神。

.817

M25 餐英課的小組練習，同學的互相幫助，讓我體認到用英文溝通的快樂。

.612

M26

餐英課的小組練習，同學的互相幫助，對我的餐旅英文課的學習沒有任何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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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與對話課本第三冊教材第一單元與第二

需改採「詹森 - 內曼法」（Johnson-Neyman）

單元。本測驗在編製完成後，亦經由應用外

進行實驗結果之差異分析（吳明隆，2009）。

語科英文組教師共同審題之作業程序，以確

質性資料的處理則使用樣版式分析法（林金

保測驗及試題的品質。

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小組回應內容
根 據理論將討論內涵進行概念化的分類編

（三）質性資料蒐集

碼，編碼方式以 G 加上數字代表小組編號，

資 料的蒐集主要以研 究對象在每單元
學習歷程中所持續填列完成的小組討論紀錄

接著將分類結果加以詮釋，並反覆檢視修訂
後，再加以表達佐證。

表及小組互評表等回應內容，除進一步了解
實驗組學習者在實驗處理前期與後 期對於

肆、結果與討論

讀者劇場的看法，亦據以輔助說明讀者劇場
對學生之外語學習興趣、英文課自信心及同

一、 讀者劇場有助於提升英語學習
動機

六、 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英語學習動機」

jte
p

d

儕分組練習等不同面向表現之可能差異。

前測與後測之得分摘要

本研究量表統計數據以單因子共變異分

析（One-way ANCOVA），先針對實驗組與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英語學習動機」量

控制組前測階段數據進行組內迴歸係樹同

表前後測成績的平均數及標準差，詳見表 5。

質性檢定，確認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英語學習
動機及學習成就之分佈情形沒有顯著差異，

（二）英語學習動機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
性檢定

再進行共變數分析。惟若不符合組內迴歸係

進行共變數分析前，研究者透過「組內

數同質性之假定，即不適合進行共變數分析，

表 5：「英語學習動機」得分摘要之敘述統計
實驗組 （N=34）
前測

控制組（N=38）
後測

前測

後測

M

SD

M

SD

M

SD

M

SD

外語學習興趣

3.47

.57

3.98

.74

3.75

.73

3.88

.64

英文課自信心

2.97

.63

3.70

.55

3.72

.59

3.20

.63

同儕凝聚力

3.47

.74

3.96

.46

3.47

.74

3.96

.46

總分

3.30

.55

3.88

.44

3.57

.66

3.6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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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係數同質性」來確認是否適合進行共變
數分析。由表 6 可知，在外語學習興趣向度
上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斜

macro for SPSS 軟體進行後續分析。

（三）外語學習興趣之共變數分析檢定
排除共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後，自變項

基本假定，因此適合進行共變數分析。然而，

對依變項的影響效果檢定若達顯著水準，表

在英 文課自信心、同儕凝聚力二向度，以及

示學習者的後測會因教學方法的不同而有所

整體英語學習動機中，其同質性考驗已達顯

差異，共變數分析檢定摘要如表 7 所示。在

著水準，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斜率不同，

排除前測差異的影響之後，實施讀者劇場的

不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因

實驗組在外語學習興趣 [F（1,69）= 21.40, p

此不適合進行共變數分析，需使用「詹森 - 內

< .001] 面向呈現顯著水準，「調整後平均分

曼法」進行差異分析（吳明隆，2009），因在

數」結果顯示實驗組高於控制組（如表 7），

不同質的兩組之情況下，「詹森 - 內曼法」可

顯示實施讀者劇場有助於提升學習者英語

將其情境拉為同質，繼而得以從事進一步之

學習動機之外語學習興趣。

d

率可視為相同，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

方面，實驗組的外語學習興趣顯著高於

果。本研究採用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 Hayes

控制組，此結果支持了讀者劇場能有效提升

與 其 團 隊 於 2013 年 所 研 發 的 PROCESS

學習者的外語學習興趣（許嘉真，2012）。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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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與分析，使其所獲數值更能符合真實結

表 6：英語學習動機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摘要表
構面

平方和

外語學習興趣

.110

自由度

平均值平方

1

.110

F值

顯著性

1.16

.284

英文課自信心

1.04

1

1.04

6.47

.013

同儕凝聚力

1.09

1

1.09

10.35

.002

267.32

1

267.32

7.32

.009

總分

表 7：實驗組與控制組之外語學習興趣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前測 - 後測）

組間
（教學方法）
誤差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2.035

1

2.035

21.40

.000

6.559

69

.095

註：調整後平均數：實驗組 4.12，控制組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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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劇場與傳統講述的教學差別在於以學生

據兩條組內的斜率與截距，並繪製成圖 2 所

為中心的教與學模式，並給學生進行上台發

示的兩條迴歸線，以詹森 - 內曼法分析考驗

表的機會，對於學習者來說，是一個需要透

結果之組內迴歸相交點與差異顯著點得知，

過不斷的自我練習和團隊反覆演練的學習歷

「英文課自信心」前測分數在 4.18 以下時，

程。除此之外，要融入角色和情境也是和傳

兩組後測分數呈現顯著差異，且實驗組學生

統講述法不同的地方，對於實驗組的學生而

高於控制組學生。由此可知，使用讀者劇場

言是一種新的體驗和活動。此結果也從學生

於技術型高中餐旅英文與會話課程，對於動

進行的小組紀錄中獲得證實：

機程度後段到中上程度的學生，有助於減緩

• 「每一次被要上台練習和表達整組練習、

英文課焦慮感，增進學習者信心。
經由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英語學習

發 揮 想 法，覺 得 英 文 很 有 趣 很 好 玩。」

動機，透過「詹森 - 內曼法」發現在「英文課

（G2）

d

自信心」部分，相較於控制組，讀者劇場對於

• 「看到這一組的表現很搞笑，很精彩，想

在英文課自信心高的學生沒有太大之影響。
然而，對於低信心程度到信心程度中上的學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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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最高分。」（G4）

」
• 「如果英文課也可以這樣上一定很有趣。
（G5）

生而言，相較於傳統講述教學法，使用讀者
劇場則可達到降低該課焦慮感而提升其信心
的 效 果，Corcoran 和 Davis（2005）以 國 小

• 「我覺得可以演戲很有趣」（G6）

低年級生為對象亦有相同發現。本研究對象

• 「可以用這種方式上課覺得英文很好玩，
希望之後可以繼續，覺得很不錯。」（G7）

雖有不同，但也可呼應讀者劇場有助於建立
低學習自信學生之學習動機。特別是開口說
英文的焦慮感為研究者在教學現場發 現的

（四）英文課自信心之詹森 - 內曼法分析

問題，透過讀者劇場，學習者表示可以克服

在「英文課自信心」面向之分析結果如

對說英文的恐懼。此現象可從學生進行的小

表 8，兩條組內迴 歸線的方程式為：實驗組

組紀錄中獲得證實：

Y=2.7+0.36*X；控 制 組 Y= 0.94+0.7*X。依

• 「有人本來不敢說英文的，可是他這一次

表 8：英語學習動機量表「英文課自信心」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實驗組

控制組

兩組迴歸斜率

0.36

0.7

兩組迴歸截距

2.7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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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圖3

英語學習動機量表「英文課自信心」向度之詹森 - 內曼法分析圖

英語學習動機量表「同儕凝聚力」向度之詹森 - 內曼法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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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英語學習動機量表「同儕凝聚力」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實驗組

控制組

兩組迴歸斜率

0.26

0.64

兩組迴歸截距

3.05

1.34

說得很大聲很有自信。」（G3）

聚力」面向，相較於控制組，同儕合作動機偏

• 「覺得開口說英文沒有那麼恐怖。」（G4）
• 「覺得演戲演幾堂以後，說英文比較不會

教學後，獲得正向助益。換言之，讀者劇場能
有助學生積極參與團隊合作，透過同儕的鼓
勵支持，增進學習活絡之氣氛，此與過去的

d

沒信心。」（G5）

低 到中上程 度的學習族群 在 接受讀者劇場

• 「雖然有組員還是怕站在台上表演，可是
起碼她有比以前有自信很棒！」（G6）

研 究 發 現 相一致（如：馮 伊 薇，2009；Tsou,

2011），雖然此些研究多以小學高年級為對

jte
p

象，但從本研究結果可知，讀者劇場的小組

• 「我們組變得越來越放的開，有自信，繼
續保持。」（G7）

合作亦有助改善於技術型高中餐旅群學生之
同儕凝聚力。
讀者劇場的小組練習為該教學策略的特

（五）同儕凝聚力之詹森 - 內曼法分析

在「同 儕 凝 聚 力」面 向 之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9，兩條組內迴歸線的方程式為：實驗組

Y=3.05+0.26*X；控 制 組 Y=1.34+0.64*X。

依據兩條組內的斜率與截距，並繪製成圖 3
所示的兩條迴歸線，以詹森 - 內曼法分析考
驗結果之組內迴歸相交點與差異顯著點得
知，「同儕凝聚力」前測分數在 4.04 以下時，
兩組後測分數呈現顯著差異，且實驗組學生
高於控制組學生。由此可知，使用讀者劇場
於技術型高中餐旅英文與會話課程，對於後

段到中上程度的學生，能促進其同儕凝聚力，

色之一（Flynn, 2004）。學習者在正式的上

台演出前，需要透過小組一同討論劇本、角色
分配、練習台詞的流暢度與人際互動溝通等
等過程，學習到團隊合作的精神，也因為同
儕的相互合作與鼓 勵，增加了學習動機。此
結果亦從學生進行的小組紀錄中獲得證實：

• 「一開始組員不願意表達建議，聲音過小
，但後來這幾次都有進步。」（G1）

• 「我們組流暢度和團隊默契都還不錯，而
且我們很認真的在準備。」（G2）

• 「喜歡大家一起練習跟上台的感覺，比較

有助增進英語學習興趣。
經由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英語學習
動機，透過「詹森 - 內曼法」發現在「同儕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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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行，每次都有新梗。」（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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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整體總分之詹森 - 內曼法分析

• 「看到別組的評分可以一起討論有哪需
要改進，讓我們更好，一起加油！」（G4）

在「整 體 總 分」面 向 之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10，兩 條 組 內 迴 歸 線 的 方 程 式 為：實 驗 組

• 「跟大家討論很搞笑，很有趣 !」（G5）

Y=2.42+0.45*X；控 制 組 Y=0.97+0.74*X。依

• 「覺得一起討論跟練習的感覺很棒！大家

據兩條組內的斜率與截距，並繪製成圖 4 所

互相幫忙。」（G6）

示的兩條迴歸線，以詹森 - 內曼法分析考驗結

• 「喜歡小組一起活動的時間，不會可以一

果之組內迴歸相交點與差異顯著點得知，「整
體英語學習動機」前測分數在 4.28 以下時，

起討論再問老師。」（G7）

表 10：英語學習動機量表「整體總分」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0.45

0.74

2.42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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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迴歸截距

控制組

d

兩組迴歸斜率

實驗組

圖4

英語學習動機量表「整體總分」之詹森 - 內曼法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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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後測分數呈現顯著差異，且實驗組學生高

（二）英語學習成就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

於控制組學生。由此可知，使用讀者劇場於技

性檢定

術型高中餐旅英文與會話課程，對於整體英
語學習動機後段到中上程度的學生，能提升其
整體英語學習興趣。

進行共變數分析前，研究者透過「組內
迴歸係數同質性」來確認是否適合進行共變
數分析。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英

經由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英語學習

語學習成就」前測總分未達顯著水準，表示

動 機，透過「詹森 - 內曼法」發 現，就「整體

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數據斜率可視為相同，符

英語學習動機」而言，實施讀者劇場的實驗

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如表 12

組在整體學習動機偏低到中上程度的學習族

所示。

群有顯著正向的幫助，此與林倩如（2017）研
究發現讀者劇場有助提升部分學生英語學

（三）英語學習成就之共變數分析檢定
排除共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後，自變項

之教學策略確實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動 機

對依變項的影響效果檢定若達顯著水準，表

有所助益（Lewis & Feng, 2014;Tian & Wu,

示學習者的後測會因教學方法的不同而有所

2012）。

差異，共變數分析檢定摘要如表 13 所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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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習動機的結果可相呼應。綜 言之，讀者劇場

排除前測差異的影響之後，實施讀者劇場的

二、 讀者劇場有助於提升英語學習
成就
（一）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英語學習成就」
前測與後測之得分摘要

實驗組在英語學習成就 [F（1,69 = 21.40, p

< .001] 面向呈現顯著水準，「調整後平均分

數」結果顯示實驗組高於控制組（如表 13），
顯示實施 讀者劇場 有助於提 升學習者之英
語學習成就。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英語學習成就」前

後測成績的平均數及標準差，詳見表 11。

經由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英語學習

成就，透過共變數分析 發現，在英語學習成
就方面，實驗組的英語學習成就顯著高於控
制組。此與過去研究結果相符一致，顯示讀

表 11：「英語學習成就」得分摘要之敘述統計
實驗組 （N=34）
前測

總分

控制組（N=38）
後測

前測

後測

M

SD

M

SD

M

SD

M

SD

68.91

17.84

75.58

14.76

49.36

23.07

55.94

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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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英語學習成就測驗之組內迴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構面

自由度

平均值平方

F值

顯著性

199.89

1

199.89

2.58

.113

5263.95

68

77.41

平方和

組間迴歸係數
誤差

表 13：實驗組與控制組之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前測 - 後測）
df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319.959

1

319.959

4.041

.048

5463.849

69

79.186

組間（教學方法）
誤差

d

型 III 平方和

jte
p

註：調整後平均數：實驗組 67.69 ，控制組 63.01

者劇場在透過不斷地反覆演練下，除可增進

；其次，在英文課自信心、同儕凝聚力與整體

學習者興趣與信心，同時對學生的學習滿意

英語學習動機上，讀者劇場對於本身具有極

度與團隊合作能力亦有相當程度的提升，進

高的英語學習動機者影響不大，但能有效增

而促使學習成就 進 步成長（吳淑 惠，2016；

進大部分（動機低至中上）學習者的學習動

Chou, 2013）。

機，代表讀者劇場對於以往長期接受講述式
教學之技術型高中餐旅群學生而言，是一個

伍、結論與建議

能夠增進英語學習動機的良好策略。再者，
根據讀者劇場教學的小組紀錄表與互評表

一、 結論
依據本研究發現與結果，歸納整理結論
如下：

中，了解多數學習者對於讀者劇場抱持正向
的學習態度，認為此種上課形式不同於以往
的傳統講述，因而感到有趣；不再對開口說
英文那麼焦慮而沒有信心；以及享受在小組

（一）讀者劇場 有助於提高技術型高中餐
旅群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
本研究在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各構
面英語學習動機後發現，在外語學習興趣上
均達顯著差異，證明讀者劇場以劇場表演的

一起討論和演出的過程，更可以印證同儕的
認同是激勵青少年學習的重要動機之一。由
此可知，讀者劇場對於技術型高中餐旅群學
生在學習餐旅英文與會話課程的英語學習
動機上有所助益。

方式進行教學，帶給學生較多的刺激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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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者劇場 有助於提升技術型高中餐

學生在小組討論中找到自我認同感，藉由適
性分組，使不同程度的學生都可以各司其職，

旅群學生的英語學習成就
本研究在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各構
面英語學習動機後發現，實驗組學生之英語
學習成就優於控制組，且達到顯著差異，也
就表示讀者劇場能有效 提升技術型高中餐

參與整個學習的過程，有助提升其人際關係，
建議未來教育工作者可多施以讀者劇場融入
教學策略，強化學生的人際互動重要能力。

（二）讀者劇場可使用於補救教學策略

旅群學生的英文學習成就。
本研 究 結 果 顯示，實 施 讀 者 劇 場 對於
改善中後段學生的自信與同儕互 動表現 尤

二、 建議

為顯著，換言之，讀者劇場教學策略能有效
根據本研究教學實驗結果，提出下列具
學應用參考。

的學生群之學習動機。在透過小組合作，以
及 同 儕 的互 助 學 習之下，處 於中 後 段 的 學

（一）善用讀者劇場教學策略來提升學生

生群 其 學習動 機 因而獲 得 有 效 提 升。此與
過去研 究指出讀者劇場用於補 救 教學的確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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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動機及成就

提 升中後段 缺乏自信心及 對 課堂有焦 慮 感

d

體建議，以供學校現場教師作為未來實務教

本研究結果指出，接受實施讀者劇場教

學的學生，在英語學習動機及成就表現皆有

顯著提高，因此，建議英語科教師，尤其餐旅
群在進行英語會話課程中，可適時融入讀者

劇場的教學策略，讓學生透過小組練習和團
隊合作，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方式，給他們

一個嘗試練習的舞台，有效增進學生的學習
興趣與成就、降低口說焦慮並培養人際互動
的社會能力。

有助提 升後段學習者的學習動 機之觀 點可
相呼應（林倩 如，2017；Corcoran & Davis,

2005）。因此，教學者在未來實施補 救教學

的同時，可將讀者劇場納為教學策略之一，
讓學生在互動與互助的過程中，建立其學習
信心以及學習動機。

（三）實施讀者劇場應有效掌控同組同學
合作相處的情況

同儕合作是讀者劇場教學策略的一大

起初，在研究者任教之餐旅英文與會話

特色，但本研究在實際教學的過程發 現，實

課程中，大部分的學生在開口說英文較有焦

驗組中有少數同學在讀者劇場實施過程中參

慮感，又因在意其他同學的想法，而無法自在

與度偏低，從旁了解是因異質性分組的組員

的表達和練習會話，透過讀者劇場發現可以

並非自己平時相處的好朋友而產生之情形，

改善這樣的情況實為一大突破，建議未來教

透過與導師的溝通與私下與該同學約談與鼓

育工作者亦可嘗試此策略於一開始對於該語

勵，方有些許改善，因此，此點乃是身為教師

言較缺乏信心的班級當中。另方面，讀者劇

在引導讀者劇場時需格外注意的地方。

場透過小組合作和同儕互助之運作機制，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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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讀者劇場應定期調整組別與座

（如：商管群）的技術型高中學生之有效性，
期可更加瞭解讀者劇場在不同教育階段不同

位，維繫互動品質
本研 究將實驗 組的學生進行異質性小

科目及不同對象實施的可行性。

組進行讀者劇場，以利每組的英語程度盡量
均等。為使組員熟悉讀者劇場的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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