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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中文摘要
學習社群在鼓勵外語自學上似乎是一個很有潛力的實務理念與理想，但是在研究上
尚未受到足夠的重視。本案的實務目標在為外語自學提供學習社群之藍圖：期待由
教師實務社群進展到師生共組學習社群，最後由學生自行發展屬於自己的學習社
群。而研究上則希望藉重活動理念深入分析各種學習社群發展與運作的困難與挑
戰。資料蒐集採質性的個案研究方法，以觀察、訪談為主要資料來源，筆者在這些
活動中都是扮演參與觀察者的角色。第一年研究重點放在社群的啟始點，特別是教
師社群之互動狀態與共識之建立，作法是集合有志之士(教師)，一起思索外語自學
如何在我們所面臨的學生特質與學校環境中建立；研究上則在學習社群的起點經驗
上透過活動理論的分析希望獲得重要啟示。第二年一面持續經營與觀察教師社群，
一面了解師生共組學習社群的挑戰，方法是交錯比對兩個師生共組學習社群的經
驗：第一個機會是大學部同學在服務課程中設計發展與體驗外語自學活動、第二則
是七位研究生參與英語學習歷程敘事研究的經驗。獲得的結論包括：(1)就教師社群
而言，本案支持 Wenger, McDermott, and Snyder (2002)的說法，學習社群可以不需要
有太多型式上的限制，一旦把「人來人往」視作是常態，大家共同關心的焦點議題
就是促成社群之所以為社群的穩定力量。(2)就師生共組學習社群的經驗而言，活動
理論突顯出師生雙方所真正關心的議題可能並非是同一件事。如此，師生共同組織
學習社群的理想可能就很難真正實踐。這些重點為今後自學社群研究的基礎，有待
在實務、研究與理論方面繼續發展。
關鍵字: 外語自學、學習社群之發展、師生共組學習社群

ABSTRACT
Forming learning communities has been advocated as a potential way to encourage
autonomous language learning; however, there has not been sufficient research on such a
view. Moving toward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language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a
Taiwanese university, this project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challenges involved in
light of Activity Theory. A blueprint was developed to establish a teacher’s community first,
then a teacher-learner community, and finally a community owned by the students. The
focus for the first year study was the teacher’s community; in the second year, two cases of
teacher-student communities were documented and analyzed. The conclusions from both
studies support Wenger, McDermott, and Snyder (2002)’s view that critical element of a
learning community is not a fixed physical structure, but some shared concerns. It is thus
necessary to examine what shared concerns there are in the T-S community to make it work.
This key finding will serve as the basi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Keywords: autonomous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learning communities, teacher-student
forming learning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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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目的、重要性
筆者工作的學校有某一個學院非常鼓勵英文自學，他們打通一個完整樓層作為國際
村，將外籍學生與本地學生分成一個一個的家族，定期聚會互動。剛好我的大一英文課程
帶的是這個學院的學生，我在課堂上詢問他們狀況，學生馬上笑得有些揶揄，他們丟給我
一個說法：「外國人不夠，而且他們是來學中文的，不會跟我們說英文。」
這課堂裡簡短的對話，其實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首先，學生回答時的嘻笑態度讓我
覺得他們多少有些事不關己。原來，自學是「學校」(一個權威族群)一廂情願的事情，怎
麼做都不討好。自學當然是學生自己的事，為什麼他們卻在一旁冷眼笑看師長們的忙碌? 讓
人不免有些惱怒。但是，為什麼會是學校師長們甚至是學校某個單位主導，而不是讓學生
自己去做? 這豈不是與自學的初衷有所出入?
鼓勵外語自學在大學的確有其重要性。同學們常常上了大學之後，不知道如何訂計畫、
如何利用時間、怎麼掌握讀書要領，有的同學期待教授像過去的老師一樣牽著他的手，告
訴他什麼時候該做什麼事讀什麼書，也有同學真的以為大學是由你玩四年的，在沒有老師
強力監督的狀況下，漸漸放下了求學的心。Benson (2001)強調，教學與學習活動對學習自
主能力的養成有很重要的影響。以筆者對大一新生的觀察看來，過去為了考大學老師們的
過度照顧、為他們安排每一天每一個時段的學習活動，可能是很多大一新生不知如何學習
的主因。通常大一學生在期中考後就明白自己過去的讀書方法是有問題的，面對教授們的
要求，不得不做修正，但是還是有很多學生完全不知道怎麼辦。好在 Benson 也說，學習自
主能力是可以藉適當的教學條件來培養的，因此該如何引導成為重點。
自學一般都以個人認知或心理為討論焦點，最早最廣為人知的 Holec (1981)定義，認
為自學是個人掌控自已學習的能力。以能力稱的話，有人有，有人會沒有，老師們(權威人
士)還得給他們那個空間，讓他們去掌控自己的學習，好像學生其實是被動的。另一方面，
自學似乎有學生必須獨立，不能靠任何人的意涵。但是，衛考斯基的社會文化學習理論(SCT)
則認為學習是社會化的結果：所有的學習首先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然後才在個人心
中發酵內化。同儕間的互動可以讓學習者覺察到自己的優缺點，知道有採取某些行動的必
要，由觀察別人也可以了解自己的目標該如何設，慢慢找到方法策略，知道如何利用週遭
的資源等等。這樣的想法似乎比較符合老師們在學校裡觀察到的現象，同儕的確有很大的
力量，動機就明顯會受週遭學習風氣而影響。
筆者想起來幾年前在各地以焦點訪談(focus group)大學生，問他們學校提供的自學活動
有哪一些及他們最喜歡的是哪一些 (見拙著 Chao, 2005)，當時學生面對我的問題也是彼此
面面相噓、揶揄的笑，然後在細問之下，才一個接一個告訴我學校提供的活動有哪些哪些
狀況。我發現雖然學生習慣冷眼旁觀，習慣用嘻笑的態度看待學校的自學措施，但是若讓
他們與同儕坐在一起平心靜氣地檢視學校的自學資源，他們會朝正面的方向互相影響，看
出身邊的學習機會以及學校的用心，慢慢脫離那種滿不在乎的心態。因此，如果可以有組
織地發展外語自學社群，創造良性的學習風氣，讓他們真正感覺自己才是外語學習的主導，
應該對鼓勵自學有實質的助益。1990 年以來外語自學文獻的確也漸漸有支持這樣想法的聲
音(Benson, 2001)，特別是 Geddes (2002), Little (2000, 2001),以及 Littlewood (2002)都提出實
際案例討論其功效。
基於這樣的想法，本研究的目的在以三階段的設計逐步將社群的概念應用在外語自
學，並且進一步以活動理論(Engeström, 1999; Lantolf & Thorne, 2006) 仔細分析其關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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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理論特別重視社群經過種種互動而從衝突到協調到轉變原來方向的過程，它可以幫助我
們正視問題與困難，並且了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社群發展歷程。根據筆者過去研究經驗，
社群發展模式不是線性的，在各個階段都有某些事件啟動發展模式，個別成員如何在不同
的狀況下發展自我是研究的重點。首先，不論是教師或者學生，社群成員來自四面八方，
要能夠融合成為一個團體，並不容易。初期之懷疑、不信任、觀望及事不關己的態度，是
可以預期的挑戰。經過第一階段的演變，第二階段有哪些與自學相關之社群發展與挑戰? 已
經發展之社群是否有能力推進到成就(Performing)階段(Tuckman, 1965)，當真正以社群支援
自動自發學習的時候，第三階段社群如何發揮功能? 值得特別注意。成員如何經過各種事
件，漸漸形成共識與社群歸屬感，而能將社群運作方式及文化傳承下去，自有其關鍵。若
能詳實分析全部過程，將可以提供今後以社群鼓勵自學之參考。
剛好設於本校之北區大學外文中心與筆者主持之創新外語教學研究中心有計畫開發數
位外語學習工具，創造外語自學的文化與氛圍。根據過去研究，筆者認為以社群的方式經
營，會是可行的辦法，因此希望藉此機會，結合老師與同學的力量，一起來打造一個理想
的外語自學環境，希望長時間深入研究外語自學與學習社群議題。持續筆者過去的研究，
採用衛考斯基社會文化學習相關理念，特別是活動理論，作為分析學習社群以及自學之重
要理論基礎，並且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在建設外語自學社群的三個階段探索學習社群在外
語自學上的關鍵議題，以下首先討論相關文獻。

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重要參考文獻之評述
以下探討文獻中對外語自學的定義、常見型態、社群概念用在外語自學的觀念、實際
案例、與挑戰。
外語自學的定義與範圍
翻開自學相關的專書，會發現百家爭鳴，學者們各有看法。前面提到大家熟悉的 Holec
(1981)定義，後來經過學者由心理、技術操作、政治等各個角度做考量 (Benson, 1997)。
Benson (2001)更在教育改革、成人教育、學習心理學、政治哲學內找到自學的理念源頭。
文獻上相關的指稱辭包括 self-access (Gardiner & Miller, 1999), learner autonomy (Littlewood,
1996), self-instruction learning (Dickinson, 1987), self-directed learning (Carver, 1984), 甚至
learner-centered instruction (Tudor, 1996)等等都屬於類似的主張。相關討論包括學生的個人
特質(納入學習心理與學習型態方面的文獻)、學習支援及訓練(納入學習策略方面的文獻)、
課室內的教學活動設計 (Scharle & Szabó, 2000)、電腦運用(納入電腦輔助語言教學的文
獻)、老師的角色(甚至老師本身的自學)、文化的影響 (Palfreyman & Smith, 2003)、以及自
學中心其他實務面的經營管理等等，似乎無所不包。Candlin (1997)就說自學是 「在語言與
學習方面自主，特別是生活(層次)。」(出自 Palfreyman & Smith, 2003, p. 3)。提到生活層次，
範圍就明顯過於廣闊，自學這個理念難免讓人覺得可能過於龐雜，意義變得疏散。
而本案所關心的範圍則是希望藉由社群激發出學生對自己外語學習的責任感，讓他們願
意也知道如何掌握機會為自己的外語學習作努力。也就是從實務操作出發，探討不同社群
如何合力達成鼓勵自學的目標。
如何引導? 常見型態與挑戰
自學的文獻中，學習活動的組織方式，多以老師應該扮演的角色為討論方向，而在實際
活動方面的討論則以自學圖書室以及一對一諮詢輔導等方式討論最多 (Voller, 1997)。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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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感興趣則是高學習自主類型，真正鼓勵及協助同學們培養自主學習能力，並希望在老
師們現身不多的狀況下，由同學們自行決定投入、自行調整自己的學習、最後獲得自己努
力的成果，養成自學的習慣及方法。
筆者(Chao, 2005)經過調查大專院校的英語自學活動狀況發現國內的英語自學活動大致
不出五個類型，下分十個項目：
1. 自學資源類型：學生可以使用學校提供的免費學習資源，例如圖書資訊、線上學習、或
者主題演講。
2. 自我檢測類型：藉著競賽或者模擬考試的機會作自我檢測，能夠經由與他人比較的機
會，對自己的進修情況有所了解。
3. 諮詢服務類型：利用老師或者程度較好的同儕所提供一對一的諮詢服務，解決個人的學
習問題；包括老師諮詢或寫作中心、同儕諮詢服務。
4. 自然接觸類型：藉著休閑娛樂或者服務他人的自然接觸機會，活用自己的語言能力；包
括近年常見的英語特區以社會服務項目。
5. 學習社群類型：藉著小組互動的方式，彼此鼓勵，互相約束，以達成個人的學習目的；
包括學生自組的社團、學校訂定政策支援鼓勵的讀書會、以及國際性的學習社群如 Toast
Master 等。
以上的這項研究也歸納出學校推廣外語自學至少有以下六項工作與挑戰：
挑戰 1：學生態度 事不關己的態度，應該是自學的最大障礙。如何能讓學生覺得外語
學習是他自己的事，主動找尋目標，進而利用各種學習機會，是一大挑戰。
挑戰 2：學生的訓練 學生的自學是否能夠持續會是成敗的關鍵。我認為藉由同儕的力
量，互相支助是可行的辦法。挑戰是如何訓練一群學生帶頭組團?
挑戰 3：老師們的支持 自學是需要老師的支持的，老師有必要了解學生在自學些什麼
東西，與學生多加互動，隨時有機會作真誠、感性、鼓勵的經驗分享談話、造成學習
風氣與共識，都會是助力。如何讓老師們參與也是一大挑戰。
挑戰 4：外籍人士的訓練 外籍人士也需要有訓練，他們必須知道如何與學生互動。如
果是為加強口語能力，同學們喜歡有新鮮感、有外國人的活動，學習社群、外語特區
都不錯。但是，要有願意主動接近學生的外籍人士、學生自己也必須覺得有信心 (例
如一般系所的同學常說不要有英文系的同學在場)、最好有同伴相陪等等。學生對自己
沒有信心，如果外籍人士自己也是年輕學子，初來乍到，也不知道如何與本地學生互
動，自然無法有任何互動。因此，外籍人士也必須有訓練、有共識。學校裡的外籍同
學固然是資源，我們也必須注意他們的中文學習需要，訂定遊戲規則及透過適當情境
的設計，讓雙方都有說目標語言的機會。
挑戰 5：資料的整理有特定目標的人(例如要考試)，講究有系統，因此自學圖書室、電
腦練習題很受歡迎，他會主動去使用這些資源，學校採購這一類的軟體，應該不會是
浪費。但是資訊的整理、加強宣導會是關鍵，例如告知外語自學室有哪些資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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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訂定讀書計畫，如何安排時間等等。
挑戰 6: 訊息的傳播 學生常常是不知道自學資源的存在。若要讓同學們知道外語自學
資源的存在，甚至造成自學風範，必須特別作設計，例如參考商店新開張週年慶，製
造人氣，舉辦有獎徵答、特價優惠或贈送禮品的方式，也許可為。
面對這些工作與挑戰，筆者認為有必要進一步了解學生的需要，並且策劃與執行都必須
有學生及老師的參與。如果善加利用學習社群的概念，應該能夠設計出真正對學生來說具
有新鮮感、有幫助的活動。
社群的概念用在外語自學
專研自律學習、學習動機與求助行為的學者發現，學生的自制力最為重要，其中的關
鍵之一就是要有具體的目標 (Gillette, 1994)，學生也必須要相信自己有成功的希望，才有可
能主動學習(Zimmerman & Bandura, 1994)。萬一自制力不足，是否能夠以群體的力量支持
自學，文獻上的討論與筆者所觀察到的案例似乎都指向正面的答案。
教育文獻上，學習社群的運用方式，有許多模式，包括有班級社群，也有團聚幾個班
級而成的組合社群 (e.g., Felman, et al., 2000)；更有結合學校以及社區資源，力求對社會有
貢獻的學習社群 (e.g., Merz & Furman, 1997)。近年來，組織學習的觀念因為 Peter Senge
(1994)，Lave and Wenger(1991)，以及 Wenger(1998)幾本書籍的暢銷，在工商業界造成熱烈
反應。還有許多提供英文學習的商業網站，例如據說很受台灣上班族歡迎的 Global English
dot com 以及 englishtown dot com，最近都以提供網路學習社群作為號召。甚至有些教學軟
體，例如 Tell Me More，也推出以組織網路社群的方式，支援學習者，一掃過去教學軟體必
定是孤單學習的刻板印象。可見社群學習在我們這個以網路延伸生活以及學習範疇的現代
社會是非常重要的觀念。學習社群的觀念，已經在國內外教育以及工商界，受到相當大的
重視。
學習社群的概念，是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對僵化教學體制的批判為其源頭。過去
的哲學總是把學生看作是承受個體，以第二外語習得(SLA)而言，最明顯的就是在分析語言
互動時，重視輸入什麼(input)，回收什麼(output)。建構主義則認為學生都有能力主動學習
他想要的東西，而且很多時候他必須自己去建構屬於他自己對事情的見解，例如對語言文
化的深切認知，再怎麼有系統，有些東西就是沒辦法教，必須待同學們由經驗中自己去體
會；就算在課堂裡說了，學生沒有那個經驗就是沒辦法了解怎麼一回事，學到的只是沒有
用的死知識。
早期的建構主義，為認知理論的延伸，重視個體主動建構認知的歷程，不談情境文化
因素在學習過程中的影響，晚近的社會建構主義，特別將認知功能重新定位在社會､文化
及歷史的情境中(CTGV, 1996)，認為學習就是社會化的過程。以語言學習而言，除了目標
語言的人如何看待他們身邊的人事物之外，本國文化以及同伴之間的互動以及行為態度表
現，也同樣對學習者具有深刻的影響。
學習社群一般認為可以藉著團體的力量，不但給予個人豐富的學習資源，而且又能提
供心理上依靠。例如，Reeves (1993 in Jones 1998) 發現很多自學的學生半途而廢，其原因
是缺乏同伴與互相鼓勵的對象。因此，在他第二階段的研究中成立了電話服務(help-lines)
及互助學習小組。之後，半途而廢的狀況有了很大的改善，顯示同伴的重要。Bielaczy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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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ns (2000)指出學習社群的目的在激勵一股學習的氣氛與文化。為達到這樣的目的，社
群活動一方面必須照顧到個人需要，另一方面又必須凝結團體的力量與智慧。以長時間，
藉著社群活動發展出屬於這個團體的共同語言(discourse)與歷史，慢慢形成特有共識與文
化，促進團體以及個人的成長。社群讓大家不但可以有機會在同儕間分享知識技能，還能
藉由觀察前輩(不見得是老師，即便有「老師」人物在場也是社群的成員之一)或者其他學員
的作為，提昇自己。學習社群的兩個特徵，一個是在團體的互動激盪下學習成長，另一個
則是提供會員心理支柱，可以在學習者需要的時候，鼓勵學習者繼續努力，使得學習環境
變得豐富而有人情味。另一方面，團體的規章約束能夠產生微妙的力量，促使願意接受的
學員，以認真負責的態度進行學習活動，這些特質應該對鼓勵自學有所幫助。
學習社群類型雖然存在於校園之間，但在外語自學文獻中，近年才在開始以互相依靠
(independence)的概念討論同儕互動合作以及師生協商的學習模式對自學的重要 (Benson,
2001; Palfreyman & Smith, 2003)。這些主要是受蘇俄學者衛考斯基學說的影響，而外語自學
領域中討論相關概念最多的是 Little (2000, 2001)，另外 Geddes (2002), Littlewood (2002)等
人也都有專文報告。
外語自學社群的案例
在語言教育界，希望藉由社群的力量鼓勵自學的例子目前還不是很多。在此討論幾個
筆者熟悉的案例，包括美國的 National Writing Project 教師成長實務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台灣也有的 Toast Master 國際演講社群、以及筆者先前研究的北部一所 S 大學自
行建立的自學社群的經驗，期能得到本案可用之啟示：
案例一：NWP
美國的 National Writing Project (下稱 NWP) 是一個在文獻上多有討論與研究的學習社
群(詳見 Lieberman & Wood, 2003 的專書)。它的組成社員，都是英文寫作老師，目的在藉由
社群的運作，達成教師自修以及教學改革的目的。社群有一套嚴謹的社員訓練以及選拔制
度，經過千辛萬苦得來的社員資格，讓老師們首先就覺得參與這個學習社群是一項殊榮。
其次，暑期中的全國集訓裡，資深學員不斷的以各種活動，以及徽章等象徵物品，向新學
員強調社群歷史，榮譽，並且示範如何發揮團體學習的力量以及分享學習經驗。經過一個
暑假的集中訓練之後，新社員回到教學崗位，還有後續的聯繫與支援，包括不定期的分社
學習活動，刊物心得分享，以及為了延續薪火，新生代選拔與訓練的共同責任與義務等。
根據 Lieberman and Wood，參與的老師對這個學習社群有深刻的認同感以及好評，這個社
群也的確在美國的寫作教育上發揮出相當大的影響力(天下雜誌「教出寫作力」專刊有針對
NWP 特別的報導，2007)，其附帶的榮譽象徵，對參與老師的個人職涯有直接幫助，也讓
這個社群有生生不息的發展機會。
案例二：TM
遍佈全球的演講學習社群 Toast Master (下稱 TM) 也有經過多年國內外之經營努力而累
積下來的規章制度以及組織規模，但是屬自願參加性質，並沒有 NWP 社群的榮譽象徵。
筆者(國科會 2005 年計畫)曾針對 TM 在台灣的分社是否能激勵會員作有品質有深度的外
語自學，做過研究。主要以質化個案研究的方式，到三個分會活動現場實際觀察，並以面
對面訪談了固定參與 TM 社群的兩個社會人士及十位科技大學的 TM 社群成員，蒐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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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動現場參與觀察的經驗，讓筆者很強烈的感覺 TM 好像一個宗教團體，他們有共同的
語言，例如 fellowship 是個常常掛在嘴邊的字眼。他們有共同的價值觀，例如會很認真地
與訪客聊天，認為尋求新會員是大家的責任。他們也有視為理所當然的規定，比方在演講
完，不需要以謝謝收尾，與主持人握手後下台等等。這些情況顯示，這個團體的確有屬於
自己的文化以及社群意識，傳承時也會交給新人。
在制度上 TM 完善，每一個 TM 社群雖然制度與進行活動的過程類似，但是並不一定都
能帶給每一位會員滿意的收穫。接受筆者訪談的社會人士馬莉小姐因為在香港工作的機
緣，經歷了當地 TM 社團集中精進的訓練過程，使她無法接受本地 TM 社群社交活動偏多
狀況。另一位真真老師則因為個性開朗活潑，喜歡交朋友，在重視社交以及社群意識的 TM
社群中如魚得水。而某科技大學的同學們也能夠因為 TM 的社交互動而獲得工商業者的人
脈幫助，這是他們在別處得不到的益處。這樣看來，一般的 TM 社會團體可能比較適合重
視社交以及人際關係的人，也就是說它可能只適合某些特定學習型態及具備特定目標的
人。因為不同的 TM 團體可能對社交與學習各有不同程度的重視，例如大專院校內的 TM
社群可能就會真的比較重視英語演說能力的提升，因此貨比三家，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團體，
是必要的。
案例三：S 大學
另外一個筆者深入研究過的語言領域的自學社群是北部 S 大學的案例。此處將詳細說
明此案例，因為它對本案之設計有重要的啟發。S 大學整個外語自學活動的出發點，是為
了幫助同學有效利用外語自學圖書室的資源，期望將過去單打獨鬥的自修方式，化為強調
互助合作的學習社群。每學期的工作由期初小組長的招募工作展開。有意帶組的小組長必
須訂定自學主題，設計提案，交由中心審核。如有不足之處，中心人員會輔導修正。小組
長的來源，大部分是有外語自學圖書室工讀經驗的學生。首先工讀同學的審核就十分嚴謹，
工作態度以及外語學習經驗都在考量的範圍之內，經過口試而被錄用的同學一定是中心能
夠放心交付任務的人。他們在外語圖書室扮演的角色包括教材的整理、介紹、諮詢服務等
等，有時候也幫忙設計海報、翻譯學習教材，因此光是擔任工讀生就有很多的學習機會。
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他們對外語視聽教材有相當的熟悉度，知道有哪些教材可以使用，
也比較容易作成進修計畫。在中心工作團隊的鼓勵之下，很多工讀同學會將自己的進修計
畫提出來組成自學小組。非英語的其他外語，由於中心沒有專業人員可以幫忙審核計畫，
因此必須有校內外語老師的推薦才能提出，但是據工作團隊指稱，中心對英文以外其他外
語小組的鼓勵以及照顧並未因此而減少。
一旦小組提案通過錄用，中心便代為張貼宣傳海報，展開招募組員的行政程序。每一
個小組只有 5-7 個名額，登記額滿，各組即展開每學期共計 20-24 小時的小組活動。九十二
學年度第一學期一共有兩個梯次的報名，第一次有十三個小組，第二次則有五組，容納了
來自全校各系 100 餘名同學的參與。其中小組名稱，例如 Be Friends with FRIENDS 以及「見
譯勇為:口譯練習小組」，以及其後的廣告詞都是由小組長設計的，還必須將小組長的資歷
列出，以吸引有興趣的同學參與。工作人員表示，通常告示一貼出來，很快就會額滿，可
見很受學生歡迎。
小組活動開始之前，主任會親自給予小組長適當的訓練，包括建立自學精神的共識，
以及如何有效帶領團隊自學的技能。關於自學共識的建立，中心希望傳達給小組長的是學
習社群的基本理念。所謂學習社群，是成員平等，互相包容幫助，成員中每個人都必須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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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任務，並非由小組長獨大。有奉獻，也有收穫，大家才能一起為共同的學習目標努力。
所有成員都必須主動，而不能等候小組長決定到底要進行什麼樣的活動。因此，所謂的小
組長，其實也是小組成員之一，小組長有奉獻的機會，也一樣有經由其他成員的奉獻而獲
得學習的機會。也就是說，小組長不必辛苦地準備每一次的活動內容，而是應該採取民主
的方式，由全體成員共同協調決定如何輪流分擔學習工作任務。因此第一次小組見面是非
常重要的時刻，小組長要傳達自學社群理念，各組也必須訂定屬於他們自己的責任歸屬以
及必要的獎懲，以鼓勵大家一起努力，目標是每一位同學都能養成終身受用的外語自學習
慣。
由於考量到中心沒有師資，但是有豐富的視聽學習教材，工作團隊嘗試將學習社群的
觀念運用在這個環境。學習過程當中，並沒有老師、主任，也沒有工作人員監督，完全由
學生自主學習，主要靠的就是小組長對教材的熟悉，以及將學習社群的觀念帶到各組中，
形成團體的共識。工作團隊僅在背後扮演支持的角色，例如設計整個活動的進行方式、事
前對小組長的訓練、並且承擔組成小組所需的行政程序、過程中也提供諮詢，讓同學們隨
時可以將問題帶到中心，與工作團隊討論。中心另外訂有獎賞辦法，以維持制度，並鼓勵
同學持之以恆(例如，全勤的人會在期末得到一張獎狀)。重要的學習評估是期末時小組成員
必須合作將學期中的活動內容資料整理成結案報告以及心得說明，也就是採取所謂的
portfolio assessment。沒有做到的小組，就沒有辦法再報名下一梯次的活動了。同學們因為
不捨，都會努力完成。中心也鼓勵同學在學期活動進行中，就有計畫的收集資料，才不會
造成額外的負擔。這個學習社群有非常完善的活動設計，甚至把共識的培養，人員的訓練，
以及評量輔導都考量進去了，的確比起一般的自學活動更有系統。
這個外語自學社群缺點是它是純學生社群，並不沒有 TM 與 NWP 的社交與協助職業
生涯的功能，可能是學校內部的自學社群的必然狀況，如果不刻意與外界聯繫，學校社群
可能就只能滿足階段性的個人學習需要與目標。另外，這個社群能夠照顧到的學生人數，
限於願意帶組的小組長人數，並不很多，每學期約 100 餘名學生受惠。此外，優秀的小組
長總有畢業離開學校的一天，難免造成青黃不接的狀況。另外據工作人員說，也有發生小
組長不適任的情形，特別是沒有經過工讀的養成過程，或者社群共識不足的小組長。因此
訓練並且徵募可用之小組長是中心很重要的工作內容。
S 大學外語自學社群給筆者一個很大的感觸就是工作團隊(包括行政人員與主任)在背
後的努力是不能缺少的。這個學習社群案例的起始點是該校語言中心面臨危機：團隊在總
總不利的狀態下，發揮專業創意，以行動向學校證明，中心的存在有為學生創造外語學習
機會的價值。其成功可以歸納為一個重要因素— 這個工作團隊本身就是一個自學社群。由
開始的活動設計、鼓勵同學參加、審核計畫、招募成員、訓練帶組技巧，建立自學社群共
識、過程中注意各組的進行狀況、提供必要諮詢、最後又要求報告，全部過程都需要不斷
的努力、學習、協調。如此工作團隊雖非老師教授，實際上本身就是一個自學的楷模。同
學們表示工作團隊對學生的關心，表現在行動中，也在外語自學圖書室四處生意盎然的海
報，以及刻意營造的自學氣氛中，真正帶動了學校整體的自學動機，難怪 S 大學的受訪同
學對自己學校的外語自學措施給予高度的肯定，讓別的學校的同學羨慕不已。
這三個案例雖然都是以學習社群為型態，但是也各有其特色。NWP 範圍廣闊全美各
地，能夠對每個參與的個人提供豐富雄厚的學習資源。最大的特色參與該社群對個人而言
是榮譽。S 大學的社群成員單純，但由於是封閉式的學習社群，其隱憂就是學生之間的能
9

力與認知不足以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任何一個學習社群都受限於成員的經驗背景 (Chao,
2001)，如果成員經驗背景強，那麼會員可以被提升的機會也會大些，但是學習社群若有不
足之處，也可以向外尋求學習的機會，擴展視野，以彌補所缺，怕的就是同學們不向外問
問題、尋找答案，或者不知道應該問問題。相對來說，TM 社群為開放式，成員中外皆有
且來自各行各業，甚至有希望訓練自己演講能力的外籍人士。學習目標是演講以及領導能
力，因此以培養口說能力為主，屬於動態的、經驗式的學習方式，再加上各種規章以及晉
級制度都已完備，可供長期學習，這是一般大學的自學社群所無法提供的。但是因為以領
導能力為其第二目標，明顯重視人與人之互動，也有流於社交的危險。另一方面，由於學
員們來去自如，是否能夠有長期績效，端看各人的自制力，這些則是其隱憂。
綜觀這三個學習社群，發現社群共識的培養，在這幾個社群都是重要的工作。仔細思
考，的確共識是社群與其他合作學習方式的最大不同。會員們不是只隨口說說一齊學習而
已，他們首先要能夠接受社群的目標: 也就是 NWP 的寫作重心、TM 的演講訓練以及領導
能力培養的大方向，而 S 大學社群則是小組長提案的學習目標。訪談的時候，有同學表示
不喜歡 TM 是因為它以練習演講為目標，不符合自己的個性以及目標。如此，可以想見 TM
就不會成為這樣同學的外語學習助力。接著是價值觀的謀合，可能是藉著社群圖騰，向新
社員灌輸觀念，例如 NWP 強調的社群歷史與榮譽；TM 大會裡的特屬語言、旗幟、精神標
語；S 大學語言中心明白跟學生說明自學意義不在靠老師，強調小組互相合作，這些都是
在尋求價值觀的謀合。學習社群都是希望參與的人愈多愈好，但是實際上只有能夠接受這
樣價值觀的人，才會願意久留。例如，如果不能接受 TM 如宗教團體般的運作方式，這樣
的人可能就留不下來。除此之外，還得看社群實質的表現：目標以及價值觀念可能在會員
特質的組合之下，又可能會出現不同的分身，個人一定要看到了自己可以接受的好特質，
才會願意投入。馬麗小姐的情況，最能在這方面給予我們啟示，她的香港 TM 經驗，讓她
看出來台灣的 TM 社團在實質上有所不同，重視社交活動多過學習，所以她比別人似乎有
更多的猶豫。要在總總因素都能與個人目標相吻合的狀況下，這個學習社群才能對個人有
所幫助，過與不及，都不能讓人得到益處。
學習社群的挑戰
的確，雖然文獻上對學習社群的理想討論不少，現實執行時，卻不一定如此這般美好。
首先，個人特質不一定能夠接受或者配合社群文化。Dewey (1938) 強調學習成效是個人人
格特質以及學習環境互動的結果。Feltovich, et al. (1996) 也指出當學生能夠投入學習，通常
是因為他能夠在人我之間找到共通之處，而學習社群的本身也能將團體中的多元特質維持
在適當的平衡點上 ( “maintain a healthy diversity,” p.41)。這樣的平衡應該不是一件容易作到
的事, 可以想見的是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溝通才可能達成。其次是社群的規定架構的問題，
Vrasidas and McIsaac (1999) 的網路學習社群研究發現，規定不當反而會讓大家覺得負擔太
大，無法承受。另外如果積極而有社群學習經驗的會員人數太少，也無法帶動氣氛。Schaps
(1998)表示如果社群當中，大部分會員的目的不在學習，那也不可能有效果。他的研究發現
當以社群作為號召時，很多學生與老師會誤以為重點在 「相親相愛」，造成老師對學生的
要求降低，學生也把學習置為第二。更有甚者，Fingeret (1982, 1983) 以質的研究方法，探
討 40 位有識字問題的成人對基本認字的學習觀念與態度時，發現學員們認為會認字很好，
但是有可能被原來的朋友視為叛離，也就是會被原屬社群裁定出局，為此他們對學習認字
感到非常不安。有這樣的心結，當然對學習會是一大阻礙。試想如果一個學習社群中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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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人都有這樣不安的心結，怎麼可能鼓勵自學?
由以上的文獻探討，可以看出雖然利用學習社群引導自學，在理論上有厚實的基礎，
在實務上也有成功案例，也似乎對鼓勵外語學習具有潛力，但是其中還有很多的問題有待
發掘解決。筆者曾就網路遠距課程中的互動情況指出六個影響個人在網路社群中的學習要
件(如下)，包括
一、個人必須認同於社群，認定有參與的意義
二、個人必須認定學習，而非社交，是參與社群的目的
三、個人對學習內容的掌握，必須與社群中其他成員相近
四、個人與社群有共同關心的困難或議題，能夠得到其他成員的支持
五、個人對社群提供的學習資訊，能夠採開放的心去接受；而社群也有能給予個人需
要的特別資訊以及學習機會
六、個人願意也有能力向其他成員表達自己的需要(Chao, 2001)
其中每一項都可能造成個人自學與社群互動間的不協調。因此，一般以為學習社群必定溫
暖的看法，其實是值得懷疑的，有必要對它的運作與互動生態進一步作深入了解。
活動理論
關於社群衝突(contradiction)，衛考斯基社會文化理念延伸出來的活動理論(Cultural
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CHAT)對此特別著重，強調衝突對社群發展的重要性 (Basharina,
2007)。此學說最具影響力的現代學者是 Y. Engeström (1999, Engeström & Miettinen, 1999)，
外語教學界則以 Lantolf and Thorne (2006)為代表人物 (特別是 Thorne)。CHAT 的分析單位
為人類活動，所謂活動指的是一群人在一個團體之內因為想要完成一個共同目標，達到一
個成效，而採取的種種互動，特別是會對個人心理層面有影響的互動。此理論強調社群中
衝突所帶來強而有力的人類互動行為，包括大家想的是一套但是做的是否又是一套，知道
的是一回事但是行為表現是否又是另一回事，個人利益與團體目標是否有不同，理想與現
實是否一制，內化是否等同外顯行為等等。在想法子解決這些衝突的過程中，學習得以發
生，個人的觀念、互動關係、實際活動得以轉變，也造成團體的新發展、新走向。活動理
論不將研究與實務分開，強調在實務中了解社群成員的動機與多層次聲音(“multivocality”,
p.212)，並對眾人的知覺轉變過程(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onsciousness)作深入探討，希望
藉研究對實務的發展及觀念的啟發有正面的影響，因此很適合本案建構外語自學社群的研
究性質。畢竟學校推行外語自學可看作是眾人意識互動的結果，參與的人包括學生、教師、
行政人員等等，每一個人可能都有自己的動機與立場，他們分別是如何看待外語自學活動
的，其中有沒有互相衝突之處，如有，社群如何解決這個衝突，轉換一個大家都能夠獲益
的目標(transformation)，這類的思考最適合用 CHAT 來做分析。
過去種種研究固然已經對學習社群有些了解，但是文獻上尚未有從頭到尾實踐一個外
語自學社群建設工程的報告。如能確實執行並將過程紀錄下來，以活動理論詳細分析，相
信會有對實務及理論有更完整且深入的了解。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結合學生與教師成立
外語自學工作社群，取法現有學習社群的發展模式，以三階段方式實踐外語自學社群之理
想，在過程中以活動理論詳細分析深入探究以學習社群促進外語自學之關鍵所在。
（三）研究方法、進行步驟及執行進度。請分年列述：1.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2.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3.重要儀器之配合使用情形。4.如為整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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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請就以上各點分別說明與其他子計畫之相關性。5.如為須赴國外或大
陸地區研究，請詳述其必要性以及預期成果等。
研究方法
本案以質性個案與敘事研究方法為主要工具。個案研究的目的在了解某一個現象，希
望藉由過程、事件、參與人物的態度、深入分析一個概念 (Gall, Borg & Gall, 1996, 2007)。
由於本案研究問題，著重於了解學生與老師社群在外語自學發展之各個階段的經驗與觀
感，質性個案研究最為合適。以下研究方法討論參考 TESOL Quarterly 個案研究的文章規
範，力求完整周延。
研究環境
本研究之環境為北部地區的一所國立大學，其外語學院也同時負責教育部北區外語中
心之運作，所開設的多種特殊及稀有語種是特色之一，具有為國家培養外語人才的責任。
學校近年來積極朝頂尖大學之目標發展，非常重視學生的外語能力之培養，學生畢業必須
通過外語能力之檢定，高層也在多種公開場合中表示外語自學資源建立與提供具有急迫性。
外文中心是該校提供各系所外語教學的主要負責單位，具有專兼任中外籍教師約十數
名。筆者並非其正式成員，但有擔任一門課程。所以能取得進入現場的機會，是因為前一
年度參與規劃外語自學中心，同時筆者主持的研究中心也有相關任務。由於外語自學中心
地處偏遠，使用率不高，筆者自願幫忙提出解決方案，主任甚為歡迎。筆者與中心大部分
的老師還算熟識，老師們知道我的出現是幫忙性質，也表示歡迎。
研究程序
本案以學習社群的活動作為分析單元，特別希望蒐集到各個時間點上可能因為立場不
同而形成的觀念衝突狀況，並追究成員如何解決問題與衝突，並藉著這樣的過程了解學習
社群、社群的互動與運作特質。原定採取三年三階段學習社群的發展模式，其中包括三種
社群，A 是啟始社群，以老師為主；B 稱作學生領航社群，由師生共同發展一個學習社群；
C 則是傳承社群，由學生獨力繼續下去，老師的影響不再。三社群並非線性發展，而可望
是環環相扣，互相支援。但由於經費取得只有兩年，於是這兩年僅鎖定 AB 社群。表一則
是本案兩年的研究目標一覽表。除了這裏報告的研究外，附錄一也列出在這兩年完成，與
本案相關的碩士論文。
表一、本案兩年度研究目標簡表：
階段別

計畫年度

研究重點

重點社群

第一階段

2008-2009

教師啟始社群之建立

教師啟始社群

第二階段

2009-2010

師生社群之發展與挑戰

師生共創社群

以下是各階段的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介紹：
第一階段，外語自學社群的建設：教師啟始社群之建立
第一階段研究重點放在社群的啟始點，特別是初始教師社群之互動狀態與共識之建
立。初始教師社群之成立是希望集合有志之士，一起思索外語自學如何在我們所面臨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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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特質與學校環境(context)中建立，研究上也希望在學習社群的起點上獲得進一步的啟示。
這個階段的研究遵循的是 Wenger, McDermott, and Snyder (2002) 「實務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 CoP)之觀念引導。「實務社群」指的是專業組織當中(例如企業或學校)一群具有共
同關心課題或者共同使命的人，他們自發性地藉著持續地互動，大家一起加深對這個課題
的知識與專業技能(此定義參考 Wenger, et al., 2002, p. 4)，因此也是學習社群的一種。
筆者在促成專業學習社群的目標引導之下，一方面刻意製造機會，以「創新教學研究
中心」之名把志同道合的同仁們圈成一起，另一方面也積極參與外語學院內的研究專案，
以爭取與同仁們一起工作的機會，有機會以成員的身分參與各項學習活動。一段時間之後，
才特別選定四位對外語自學有興趣的成員作為資料蒐集的對象。
選定的四位老師皆為女性，在校專任年資從兩年、四年、十年到二十年不等。其中一
位是美籍，其他三位與筆者都是台籍。三位是外文中心的老師、一位跟筆者一樣是英文系
的老師。筆者與這些成員集思廣益、分頭進行或參與各項屬於大學英文及自學活動的規劃
工作。這個社群也具有教師專業進修的功能，一起探索如何面對外語自學的挑戰、如何帶
領學生社群培養共識、一起實際參觀其他學校、以及邀請專家學者講述國內外大學的外語
自學措施的經驗並實際指導準備工作，目標除了能夠提出具體外語自學方案之規劃，並期
望帶動外語教師的社群意識與研究風氣，也有機會延續筆者過去幾年在教師專業發展團隊
的研究與努力。
理想上，社群成員彼此間要有社群內的緊密聯繫，也希望在以後的階段也能夠與學生
產生跨社群的合作，當遇到困難時可以互相討論，彼此支援。但是，要能夠達到這樣的合
作，並非容易之事，觀念與立場的融合是關鍵，這個階段的發展，可以探討學習社群的起
點問題，例如社群是如何發展起來的、如何走過初步的不確定跨入穩定的發展，這就是本
階段研究希望能夠探索的焦點。
此階段的學生社群原預定藉著服務學習課程同步展開。經過兩個學期希望能夠培養約
十位同學正式成為領航社群成員，繼續在下一階段協助發展實體與數位學資源數位教材及
進行自學活動。 所謂服務學習課程，乃零學分每週一個小時，每學期一共 18 個小時的服
務性質必修課程，同學自九十六學年度起必須在畢業前修習兩個學期。本案相關的老師利
用這個服務學習課程的機會，原定將在各自行選定的外語自學範疇，帶著學生發揮創意。
筆者為本案所開設的服務課程，取名為「外語自學資源管理與活動領航」
，其宗旨明列兩個
觀點：以學生的觀點看來，希望帶領同學們了解自己的需要、探索如何搜尋整理外語自學
資源、如何集合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努力，以達成個人學習目標。站在老師們的立場，則
需要學生扮演軍師提供創意，討論如何設計出新鮮有趣的活動，讓外語自學資源(數位與實
體)發揮出最好的功能。我們稱參與這門課的同學就是外語自學的領航員，有機會影響學校
外語自學的未來發展。課程將分主題分組的方式進行，由筆者、教師團隊與學生以小組會
談的方式開始，接著分工合作進行各項工作與任務，定期集合討論，最後成果分享與工作
檢討。藉著這個課程，我們希望能夠培養一群領航社群成員，幫助後面持續的自學工作。
一方面與同學們進行規劃，另一方面也藉著實務經驗不斷地檢討改進，以便累積智慧作為
今後運作的重要參考。
第一階段的研究著重在教師學習社群的起始點與共識之建立。研究問題訂為：
1. 初始教師社群的成員中有哪些不同的價值系統或角色立場? 這些不同的價值系統如何
影響社群的運作與外語自學規劃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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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社群中之各種價值系統如何在一段時間之內經過種種事件，逐漸衍生出共識?
社群如何發展機制(規則)，走過社群融合過程，以達成鼓勵自學的工作目標? 這些機制
是否對各人專業發展狀況有不同的助力?
此階段之社群有哪些挑戰? 如何克服?

第二階段，外語自學社群的建設：師生社群之發展與挑戰
第二階段開始，由師生討論實際進行方式，師生開始共同執行自學相關的工作，使同
學們能真正自動自發地參與能夠增進外語學習成效的各項活動，並期望完成設計發展數位
或實體自學資源之基礎工作。社群將固定聚會，如有需要也將邀請相關學者提供諮詢與建
議。
如前所述，以學生為主的領航社群之建設在前階段已經試驗性的同步展開，以便在第
二階段一開始就有學生成員的參與，使外語自學方案規劃得更為完善。理想中，此時應有
老師們熟識且對自學有興趣的學生成員可以組成師生社群。這個社群的目標有三：(1)參與
設計規劃自學方案、(2) 發展實體與數位學資源數位教材 (3) 培養興趣與技能，帶動下階
段的學生自學社群。以研究目的而言，重點則包括深入了解台灣學生的學習經驗與背景，
其次了解師生共組學習社群之相關問題與挑戰。除了前述服務課程的學生團體之外，另外
還追蹤一個八個研究生與筆者一起合作的師生社群，這個團體的目的在學習自學相關的理
論與研究，可以與前述大學生為主的師生社群作比較。
而這個階段研究關心的焦點是教師與學生合作社群的在立場上、互動過程及雙方在協
調之下如何促進自學之發展。因此，第二階段的研究以發展與挑戰為題，研究問題訂為：
1. 師生合作設計與發展自學，是否有不同的價值系統或角色立場? 這些不同的價值系統
如何影響整體發展運作與成效?
2. 各種價值系統如何在一段時間之內經過種種事件，逐漸衍生出社群互動的特殊面貌與
培養出共識?
3. 社群如何發展機制(規則)，走過社群融合過程，以達成學習目標? 這些機制是否對各人
學習狀況有不同的助力?
4. 此階段之社群有哪些挑戰? 如何克服?
研究資料來源
本案各年度研究資料來源主要以觀察與現場紀錄、訪談、文件資料之分析為主，筆者
的角色都是參與觀察者，並依計劃向教師或學生成員進行訪談，問題分別集中在成員的背
景資料、經驗談、以及回顧與檢討，老師與學生分別進行。此外，每一個社群活動，相關
的會議、研討會、參觀活動、重要談話，研究人員都會作現場紀錄。
老師訪談的部分，主要是前述四位老師，全數邀請納入訪談的對象，由筆者親自訪談，
同時彼此之間的互動與討論內容及各項相關文件也將詳實蒐集與紀錄，寫成現場紀錄，並
鼓勵老師紀錄發展歷程，以便有足夠的資料多方了解(triangulation)成員的轉變。
學生社群的部分則由研究生助理幫忙追蹤觀察與訪談，依實際情況選擇具代表性的學
生三到五位，詳細了解其外語學習背景、需要及參與社群之過程與觀感。會談內容亦將以
全部錄音、部分錄影的方式收集，研究生每月也會選擇兩次小組會議在現場觀察，紀錄 field
note，擇重要事件逐字謄寫，以方便後續之分析。若有學生成品及期末報告也將列作研究
資料予以蒐集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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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本案採質性個案研究常見的 Interpretation 分析方法，主要是以反覆螺旋及環繞的方式，
先做標示(coding)，再由資料中解析、比對並且歸納出重要議題 (Gall, Borg, & Gall, 1996; Yin,
1994)。資料蒐集後將先聽過選取重點謄寫，接著盡速先做初步分析，如有不足尚可在適當
時候進行補強訪談。同時，將採用活動理論架構 (Engeström, 1999; Engeström & Miettinen,
1999; Lantolf & Thorne, 2006)，解讀各階段個人觀念與團體之發展狀況，以便進一步了解藉
由社群概念鼓勵外語自學之關鍵。這比對分析之架構，可以了解成員中不同的角色立場或
價值系統在一定時間內如何經過種種事件及彼此間的協商，逐漸賦予社群特殊風貌與成
果，也能顯現出關鍵。最後在適當的時候，結果會送交參與研究的人員，請他們做檢視
(member checking)，以增進本案分析之可靠性。
活動理論
CHAT 對社群活動及每個(或類) 個體展現的意識採取的是整合性(holistic)的思考，但
Engeström 的重要貢獻之一是以圖示表現社群活動的分解概念，讓研究人員得以對照分析社
群中每一個(或每一類)個體、了解其方法、目的與社群的互動關係。如圖二所示，活動的分
析可由了解一個主體(Subject)出發，深究其背景、價值觀、個人定位、目標等等概念。個人
的目標通常在所處社群框架下運作。所以能與人成為一個社群(Community)，目標必須與其
他人有相同之處，在社群有形無形、成文不成文的規則(Rules)下，各司其職 (Division of
Labor)地達成共同之目標。但是因為背景不同，每個人的思維模式與方法(artifact or
mediational means)可能不逕相同，表面上可能同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下活動，實際上其作為
(object)及最後的結果(outcome)卻會有異。以 CHAT 作分析架構，可以指出各人差異及組織
中之衝突(contradiction)，並且了解社群如何面對各人差異走過轉變之過程(transformation)，
形成特有的面貌。

圖二、Engeström 活動理論分解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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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論
第一階段，外語自學社群的建設：教師啟始社群之建立
第一階段研究著重在教師學習社群的起始點與共識之建立。研究問題為：
1. 本案初始社群的成員中有哪些不同的價值系統或角色立場? 這些不同的價值系統如何
影響社群的運作與外語自學規劃之成效?
2. 社群中之各種價值系統如何在一段時間之內經過種種事件，逐漸衍生出共識?
3. 社群如何發展機制(規則)，走過社群融合過程，以達成鼓勵自學的工作目標? 這些機制
是否對各人專業發展狀況有不同的助力?
4. 此階段之社群有哪些挑戰? 如何克服?
關於每個個案的分析，在此暫時不做細述，僅呈現整體初步分析結果，以下依研究問題分
別做答覆。
研究問題一、本案初始社群的成員中有哪些不同的價值系統或角色立場? 這些不同的價值
系統如何影響社群的運作與外語自學規劃之成效?
首先呈現從成立(2007)至今(2010 年)，這個社群共同參與的重要事件，包括
1. 2007 六月成立，成員簽文件共同成立研究中心
2. 2007 文山研討會：共同招待來訪的 Hayo Reinder (自學專家)
3. 2007 Steven Thorne 讀書會 (一連三個月的讀書會，最後一天 seminar)
4. 2008 創造力教育研討會共同發表 (詳見拙著 2009)
5. 2008 十二月 Faridah Pawan 教授來訪
6. 2009 四月 Paul Matsuda 讀書會 (一連九個月的讀書會活動，另有報告可供參考)
7. 2009 香港三所大學自學中心參訪 (本案主持人與三位共同主持人，詳見參訪報告)
8. 2009 部份成員參與向校務發展委員會申請之成立「大學英文課程規劃研究小組」
，完成
研究報告。內容：檢視「大學英文」課程授課綱要的成效
9. 2010 David Little 演講會，共同招待貴賓 David Little 教授
10. 2010 於台灣科技大學研討會共同發表 project-based learning (見附件摘要)
11. 2010 參與文山研討會與 Leo van Lier 教授研讀會 (自學理論專家，見附件報告)
12. 2010 部份成員參與向校務發展委員會申請之成立「大學英文課程規劃研究小組」
，完成
研究報告。內容：修改「大學英文」課程授課綱要以符合新時代的英語教學環境與學生
特性
實質成就：
1. 2009 年暑假，成員們決定各自在課堂中進行專案教學(project-based learning)之研究，
並且一同發表論文。
2. 兩次研討會分別以團隊名義發表「創意英語教學」與「專案教學」主題相關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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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一位助理教授順利升等成為副教授，隨後並且擔任行政職。
一位美籍講師決定在 2010 年暑期出國開始修讀博士學位，且受 Paul Matsuda 讀書會
影響，決定走第二語言寫作方面的研究，同時對自學方面文獻產生興趣。
一位講師 (本案共同主持人之一) 因為香港行之密切討論，決定以海外遊學為研究目
標。

初始社群之成型其實始於 2007。當時筆者工作之外語學院希望筆者帶領一個研究中心，
於是我在外文中心與英文系召集了一群老師，成立『創新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當時院裡還
要求中心成員最好背景多元，於是也找了院內的西班牙語、德語老師共襄盛舉，校外的幾
位在他校任教的朋友也一併邀請。但是一旦社群開始學習行動，很清楚地其他系所與學校
的老師並不參與或者無法持續參與。外校的老師是因為交通因素，而其他外語語種的校內
老師，則因興趣不高。他們表示願意把名字「借」給筆者，助我滿足行政要求，但其實在
一起學習這件事來說興趣不高，也從未出席活動。探其原因，這些外語老師的背景大多以
外國文學為主，與語言教學距離較遠。初期其實還有研究生參與，但是他們來過一兩次之
後很快地也不出現了。也有背景相符的老師，因為個人興趣不強，而終告消失。兩位外籍
講師，雖然固定參與活動，初期也都有論文發表，但是在最近之 project-based learning 會議
發表上告缺，其中一位接著因為家庭因素離開學校，另一位則因並非英語教學背景，參與
上似有困難。基本上，以先前的參與狀況看，兩位是肯定參與意義的，但是個人因素有時
並不容易掌握。大約一兩年之後，基礎會員(core members)變得非常固定，就是那五六位來
自英文系與外文中心的副教授、助理教授、與講師，成員背景變得非常單純，皆是對英語
教學創新與研究相關議題有深厚興趣的人，彼此間互相扶持的狀況也愈來愈明顯且密切。
具體來說，
「大學英文」課程是筆者與這些老師們共同的經驗，也是本案設計自學活動
的基礎。在全校大部分學生都必須經過「大學英文」洗禮的狀況之下，英語自學活動由「大
學英文」課程開始做思考與規劃自是理所當然。從 2007 年六月開始正式成立研究中心到
2010 年十月結案報告之此刻，明確的活動案一共有十二個項目 (詳見前面所列的重要事
件)，包括以「創新外語教學研究中心」為名，自發性的群體學習活動，例如對外發表如何
在大學英文課中鼓勵自學與進行創意教學的論文 (第四與第十項)、參與「大學英文課程規
劃研究小組」的研究工作(第八、十二項)、以及香港參訪 (第七項)：本案主持人與共同主
持人共四人在 2009 年六月參觀了香港幾所著名大學的外語自學中心之硬體環境、活動規
劃、資料之建立與管理，了解其他學校自學中心運作狀況，並且建立更具體的共同目標與
共識。
這些不同的價值系統如何影響社群的運作與外語自學規劃之成效?
首先，如前所述，真正價值觀念非常不同的同仁很快地就離開或者從未真正參與社群
活動。而成為社群成員的老師們，都在教一門通識『大學英文』課程，且對在這門課中鼓
勵自學是有共識的，這點可以由對外發表的論文，得到證實，所有七位發表人都不約而同
地表示鼓勵自學是進行創意教學的主要理由。然而，原先筆者非常希望經由這些老師的合
作，設計規劃出正式課程之外的外語自學活動，這個願望一直很難進行。原因是老師們的
觀點主要以『大學英文』課程為框架，活動設計也是以教室為場域。再加上所有成員當時
都沒有職權可以在正式課程之外之外語自學的行政項目下發揮出力量。不在其位，不謀其
事，也是自然的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能夠發揮的與討論空間就是『大學英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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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的自學活動。因此，倒不是不同的價值系統影響社群的運作，反而是現實面的考量，
職權的問題。
另一方面，成員在同樣關心的議題中各自有專長反而形成更多的互相學習的機會。例
如，團隊中有成員對專家與初學者認知現象之不同有興趣的、有衛考斯基社會文化學習理
論的信眾、也有對第二語言文化如何用在教學方面的概念有研究的人、更有第二語言寫作
領域有濃厚興趣者，這些不同的觀點，隨時都可增加談話討論的趣味性，提供解決問題的
不同方法。
研究問題二、 社群中之各種價值系統如何在一段時間之內經過種種事件，逐漸衍生出共識?
以下第二與第三研究問題的回應方式，在此採用活動理論的架構作為呈現，也就是以四
向度分別說明本研究的發現，包括個人主導因素(Agency), 催化要素(Mediation), 目標
(object), 規則與分工(Rules and Division of Labor), 與社群(Community)：
個人主導因素(Agency):自身價值體系與角色立場不同會讓社群成員做自我撿選。雖然這
樣的學習社群，知道的同仁都認為極有意義，但是真正留下來成為社群成員的人，彼此之
間共識感高、背景也類似。很清楚顯示，自我必須在學習社群當中看到發展自我的機會，
也知道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也就是說必須要有機會「取」(take)，也就是社群中的他人可
以提供學習機會，也有機會「給」(give)，個體可以貢獻的機會，否則很難留在這個社群之
中。這個狀況有如個人與社群都必須發出一定的頻率，才能相互溝通。例如，當筆者邀請
其他語種的老師參與本社群時，很快就會發現他們對語言教學的概念與受過英語教學教育
的同仁在何謂語言教學、如何進行等問題方面，有很不相同的見解，例如，後者強調溝通、
希望鼓勵自學，而前者可能非常注重單字的累積與老師對語法的講解。雙方頻率不對，就
自然無法進入這樣的社群。後來留下來的成員，其實是同中有異的狀況，同樣在英語教學
的領域中，各自有一片自己的天地，足可以給予社群其他成員新觀點，也能由他人身上取
得新知。
此外，這「取」與「給」其實是很自我為中心的，也不一定與學習目的相關，例如尋求
友誼與陪伴的，也可能成為個體選擇參與這個教師發展社群的理由。學習社群的主持人可
能不能太過執著於學習目標或者過於功利(目標)取向，而忽略成員們情感方面的需求，畢竟
像這樣的非正式的、自發性的學習社群必須靠個人選擇投入，與學校教育多少有些強迫的
性質非常不一樣。個體在參加學習社群的初期時，必然不斷地探詢其他成員與自身的價值
體系、角色立場是否能搭配，不可能強求。
催化(mediation): 公領域行政體系在學習社群中可以扮演催化的角色。這個社群發展史當中
有幾個公領域扮演催化角色的時機：一是在社群的起始點，當時是由行政體系促成這個教
師學習社群以「創新外語教學研究中心」之名成立，正式提供了初期社群互動的理由。之
後我們雖然因經費缺乏而失去了這個「名正言順」
，但是因為長期培養的好情誼，加上又陸
續向學校正式申請了兩個讀書會，同時我又邀請大家一起在兩個教育研討會中發表，大家
體認到必須向這些單位負責(也就是另一個公領域扮演催化角色的機會)。有了承諾，大家不
得不努力以赴。這些公領域行政體系提供的機會，使得大家必須一起工作、一起準備，在
短暫的時間與共同的空間中緊密互動，自然形成密切的交流狀況，而公領域也成為非常重
要凝聚社群意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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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公領域提供的目標與約束(例如交稿期限)，使得社群成員必須在緊密的時間與空間
中互動，對社群形成催化作用，這狀況在香港參訪時期特別明顯。香港一週的參訪，四位
老師排除了所有的工作，飛到香港，心中只有這個學習社群、這個參訪、與這個研討會，
四人一起參訪、又各自在研討會中參與場次，體會外語自學在香港、在國際間的發展狀況，
同時又每天撥出一個小時深入討論如何將所見所聞與台灣的環境做連結，原先老師們對自
學並不如筆者這麼有興趣，但經過這番討論與密集互動，變得非常有興趣，因此不論是個
人學習或是社群發展都有非常令人滿意的成果 (詳見香港參訪報告)。這個經驗顯示在公領
域行政體系尋找適當的參與機會，對促成社群發展應該是有利的。(註一)
(註一: 話雖如此，筆者也注意到，並不是所有公領域的要求都有機會成為發展學習社群的契機。如果只是因為行政體系的要求，缺乏其
他的元素，例如共同的目標或相互契合的工作場域，則不見得對形成類似這樣的教師學習社群有幫助。筆者同時期也另外帶領了一群五
個外語語種的老師團隊，進行數位學分課程之建製，這個團隊的互動主要是行政體系的要求，並不像前述社群般的自主，因為我們各自
的語種不同，跨語種的合作除了行政因素，似乎並沒有其他的理由。因此數位學分課程的團隊雖然有兩三年的合作關係，並沒有培養出
自主學習的共識與機緣，情感上的聯繫也較為薄弱。固然兩次對外舉辦發表會的時候也讓成員有大家一致對外的感覺，最後是否能夠發
展成學習社群，仍有待後續機緣。)

研究問題 3. 社群如何發展機制(規則)，走過社群融合過程，以達成鼓勵自學的工作目標? 這
些機制是否對各人專業發展狀況有不同的助力?
這裡回應這個題目的方式，使用 Activity Theory (AT)作為理論架構，以 「規則」
、
「分
工」 與「社群」(Rules, Community, and Division of Labor)三個面向做組織方法。
規則：社群之間相處談不上規則，但是在 [分工] 的概念之下大家願意互相幫忙是非常
明顯的。基本上各項聯絡事項都由筆者負責，但是成員的確在不成文的社會規則約束下互
動。舉例來說，Littlewood 來訪時，剛好筆者所屬之英文系開會，所有成員都必須開會去，
筆者變得必須單獨請講者吃飯。好在這個團隊中來自外文中心的老師願意幫忙，開車的開
車，能陪吃飯的陪吃飯，最後還有其中一名成員出計程車費送講者去機場。之前的講者來
也都是大家互相幫忙扮演主人的角色，這樣的團隊互助模式，使得講者都有人招呼，而我
們各自應負責的教學工作也都不致於有所耽誤，這樣跨系合作關係在一般系所非常少見，
但在這個團隊是理所當然，互相支援的慣例已經成形。
這樣的慣例是怎麼形成的? 時間在社群發展過程中有自有其重要性。早期大家是因為
行政命令而結合，這是比較表面的結合，事實上並沒有合作。爾後，我們開始集合眾人之
力向研討會投稿，對內對外以團隊的形式出現在研討會、寫文章。這些長時間的互動促進
人與人之間的好感，而大家所遵守的所謂規則，其實很難清楚定義，主要還是一個職場專
業人士應該有的禮貌，例如：遲到早退甚至不出現，團體不會給予責罰，但是當事人可能
會有愧疚的感覺等等。
社群: 一起去研討會對外發表論文的時候，我們明顯有社群的感受。個人的目標與社
群的目標結合。談話中成員表示當我們以群體方式出現的時候，似乎更能引起注意，有機
會互相學習，心理上也有伴，感覺比一個人去發表時後好。
本社群的學習經驗是否帶動老師們對鼓勵學生組織社群進行自學，這樣的轉移，倒不
是特別明顯。但是，兩次的研討會論文發表，我們都環繞在各人如何以課堂活動引導學生
自學這樣的主題。也就是說，老師們本來就已經希望引導學生自學，社群的經驗讓大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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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分享彼此在教室中進行的活動，可以說是互相鼓勵、彼此慰勞的性質居多，間接也有
機會帶動學生自學。
以上這些討論僅只為初步結果的呈現，仍有待筆者以文獻與資料為本，進行分析、整
理與討論。可以確定的是這一年的研究，讓筆者領悟到應該以水性特質(fluid)看待學習社
群，這樣的靈感來自 Wenger, McDermott, and Snyder(2002)，也就是說學習社群其實不需要
太多人事時地物範圍的限制，人來人往可以當作是常態，但是當這一個群體有特殊任務或
活動的時候，我們會看到成員會聚集起來，完成這個活動。因此，成員所關心的焦點議題
其實就是促成社群所以為社群的穩定力量。如 Wenger, McDermott, and Snyder(2002)所言：
In fact, in a fast-moving knowledge economy, these domains are often more stable
and enduring than specific projects, jobs, products, or even businesses. Business
units are constantly being reorganized. Projects come and go. Teams are
assembled and dispersed. Given such flux in the formal organizatio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offer an underlying layer of stability. They provide a
welcome “home for identity” where practitioners can connect across
organizational and geographic boundaries and focus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merely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tise to meet a specific goal. (p. 20)
也就是說，學習社群中的人有所變化應是常態，但是社群所關心的議題 (文中以 domain 稱)
永遠是中心，這個中心是成員之所以認同於這個社群的原因(“home for identity”)，這議題也
將永存於社群中，超越任何一個個體的存在。這個想法，筆者覺得很有意思，當我們不把
學習社群想成是一個完整的、具有實質界線的群體，比較容易看到學習社群在組織中的存
在與運作。就像在本案中成員的進進出出，除了我們自行刻意一起參加或舉辦的活動(例如
研討會發表與香港參訪)外，在不同的時間點內有的成員參與這個校際研究案、有的成員參
與那個行政委員會，但是不論如何，當我們聚在一起討論時，成員心目中是相信身邊這一
群人都具有鼓勵外語自學的共同理想、共同理念，當這個中心概念的穩定性是確定的，社
群就是存在的，雖然型態倒不一定有具體形象，也並不是所有的成員同時都得參與同一個
活動，這群人才叫做社群。我個人覺得這個社群中心議題的觀點應該可以為自學社群帶來
重要的啟示，值得繼續思考與發展。
第二階段，將學生帶入焦點：師生自學社群之發展與挑戰
第二階段的目標是將學生帶入焦點，探討師生自學社群之發展與挑戰筆者基本上從兩
個方面進行：(一)原來設定的服務學習課程、(二)筆者與八位英語教學研究生合作的敘事研
究。這兩個經驗的比較與分析，可以產出研究問題的答案，也可以提供師生共組學習社群
的重要參考概念。首先，先介紹這兩個經驗的場域與人物。
1. 服務學習課程。依照計畫書筆者在 97 學年度兩度開設服務學習課程，第一群學生
對活動映象良好，其中約十位筆者按照計畫做了多次的訪談及資料蒐集工作，但是發現同
學們仍舊缺乏主動的態度，僅企圖滿足課程要求，而非真正有心利用這個機會做語言學習
上的進修。第二學期約有三十人之多，因為課程時間選在中午時間，不致耽誤他們修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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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課，但是學生的旁觀性質更為明顯，一副「看你搞得出什麼東西」的模樣，作業也是
討價還價，大部份同學也僅做到最低要求。服務學習課程的狀況，讓我感覺是否我所設定
的自學研究的方向需要做修正。是不是學校提供的自學活動真的過於一廂情願，學生根本
沒有需要? 鼓勵自學之結果必須是學生主動進行學習活動，老師或學校單位頂多可以提供
契機，學生必須接手繼續為自己製造學習機會，就像前述教師社群的經驗一樣，老師們對
大家一起學習的機會是感激的，而學生如果只是虛應事故，當然沒有自學可言。
事實上，這個經驗正好符合 Wenger(1998)指出社群是自動發展出來的，如果刻意扶植，
結果一定不盡人意，他建議應該由已經成型的群體中鼓勵他們發展為學習社群，而非刻意
把不同族群放在一起，期待他們發展。這個經驗給了筆者很多感觸。
2009 年六月初，筆者與三位同仁訪問香港自學研討會並參觀香港三所大學的自學設
施，希望能得到更進一步的啟發。這次的參觀活動，很明顯的是香港這三所大學皆以極大
的人力物力來經營自學中心，但是執事者多半以實務建置為主要思考，在理念論述方面甚
少著墨，整個建置經驗所得到智慧感覺甚為瑣碎，較難移轉到其他的文化場域。例如參訪
同仁一致認為除非學校增加經費人力，不然我們的自學中心是沒有辦法與香港大學抗衡
的。這樣的結論，具簡化議題疑慮，且沒有辦法指出一個重要改進的方向。
參訪時候我們詢問使用自學設施的學生背景如何時，得到的回應是大陸來港的學生佔
了非常多數。他們一方面很好學，另一方面常常逗留在此是因為冷氣房提供了很好的休息
場所。其中一所公立大學也將自學中心開放給週遭的居民，因此有很好的使用率。也就是
說，重點不在學校、老師做些什麼，而是使用者、是學生。他們在想什麼? 他們的需要是
什麼? 他們做什麼? 這個觀念真的是關鍵，學生才是主體。我雖然知道這個道理，但在實
際執行的時候，仍舊是以我設定的自學形式出發，這可能是很多學校、老師在所謂鼓勵自
學時會犯的觀念上的錯誤。這並不是說我們不能做什麼去影響他們，而是應該由他們的世
界出發，看他們的需要。我決定放棄我的服務課程的設計，另找機會讓學生覺得他們可以
真正決定，而非只是聽命於我。
同時，2009 年六月底，我自認需要對自學以及語言學習者的自我概念培養更深刻的理
論基礎。於是，我前往美國參加 PSU 應用語言學研討會一連四周的課程。其中 Leo van Lier
的 Ecological perspective 及學習者的 self, agency, and identity 議題最讓我感興趣，知道這一
系列的理念可以把自學太過實務細節導向的作法提升到觀念上的指引。回國後我在研究所
開了一門這樣的課，繼續與研究生一同研究這個議題，於是有機會與七位英語教學研究生
的發展一個深入了解學生學習背景的敘事研究。
2. 與八位英語教學研究生合作的敘事研究。2009 年九月開始(至今)，筆者帶領八位政
大英教所碩博士生研讀 self, agency and identity 的理論基礎與研究，也學著用 narrative
inquiry 在其中七位台灣研究生的敘事文本中發現語言教與學之新意義。其出發點是文獻上
對所謂的自學與 agency 已有非常多的理論闡述，然而到底語言學習者 agency 具體的表現是
什麼，則似乎並不是那麼清楚，特別是在我們台灣的 EFL 環境中，英文學習機會與環境一
向被認為如果不是貧瘠也比不上一般的 ESL 環境，到底在這樣有限的語言環境中，現在已
經是英教所的研究生從小到大是如何利用周遭人事物所組成的 affordances 發展自己的英語
程度，是我們的研究目標。
本研究遵循 Clandinin and Connelly (2000) 的敘事研究方法，參照 Karlsson (2008) 的萬
花筒概念，分三組分析七位英語教學碩博士生的英語學習自傳文本，重心分別為地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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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 agency/identity 之互動。初步分析結果，簡單說來包括：
1.
地方：本研究搜集的七筆敘事資料中，六位在中小學期間都有同時在補習班與
學校接受英語教育的狀況，這現象顯示學習環境的可能衝突，甚至是對學校英
語教育不信任的普遍現象。
2.
人：七筆敘事資料都呈現了學習者對主導自己英語學習的長期且強烈的慾望，
包括接受與拒絕身邊父母老師親人的協助，以及如何選用學習資源等。
3.
時間：雖然危機點與高峰期各有不同，七筆敘事資料都呈現出大學階段的重要
性，個人(語言)認同的轉變在此時期發生，與國內的教育與考試制度結構相關
結論：英語學習明顯循生命軌跡與重要事件緊密結合，雖然是 EFL 環境、雖然學習機
會貧瘠且比不上 ESL，英文學習與個人生命發展接近的深刻程度，在這七個人的故事中非
常明顯。
啟示：站在老師身分而言，透過本研究分析七位英語教學從業人與研究生從小到大的
英語學習經驗，讓我們深刻感受到學習者之自我在整個語言學習過程的重要性：明顯不是
老師們教什麼，學生就能接受什麼，原因之一是生命中有太多更重要的事件正在同步發生，
但是當然也不是從此以後我們就不用管學生的學習了，因為故事中我們身邊的人，包括家
人、老師、(特別是)朋友提供的經驗，教育機構的制度，在各方面都帶給我們深刻的省思，
形成了今日的我們。老師在學習與情感上的扶持以及注意整體教育制度下帶來學習經驗品
質，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在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之主編 Prof. Leo van Lier 來台訪問時我們曾對其作發表
並受到重視(見附件 van Lier 教授來訪詳情)，目前 van Lier 教授也列名為作者之一，參與整
個研究團隊之運作。受到 van Lier 教授的特別指導，投稿 AAAL 研討會的摘要已經被大會
接受，將在 2011 年三月底在芝加哥發表。另外，也將在 2011 年八月假北京外語大學舉行
的 The 16th AILA World Congress 中，發表其他相關的發現。
以上這個經驗有太多豐富之處，仍有待書寫成文：
1. 這是一個創新的研究生養成經驗，包括理論與研究的結合、研究方法的學習、學徒
制與學習社群的經驗、以及國內外理論與經驗的撞擊。例如，與 van Lier 的合作經
驗(見附件 van Lier 教授來訪詳情)，讓團隊師生了解到國內學者如要得到國際學術
圈的重視，首先必須自立自強，不但了解別人的論述也提出自己的經驗，態度是不
抗不卑的對話，而非自己矮化自己，這點非常重要。
2. 藉由學習社群中的說故事經驗，不但研究生了解了自己與自己的語言學習過程，釐
清了自己進入英語教學這個領域的目標，也增進彼此的了解，獲得很好的友誼，這
八位研究生與筆者明顯成為一個獨特的學習社群，也持續在這樣的深厚社群情感中
獲利。
3. 以自學概念來說，這些研究生經過何種努力、如何在人生的這一個時間點匯集在這
個英語教學研究所教室? 這些真實故事，提供了我們對台灣地區學生的英語學習經
驗更深入的了解，很豐富的思考素材。
第二階段的結果與發現
研究問題 1. 師生以社群模式合作設計與發展自學，有哪些不同的價值系統或角色立場?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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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不同的價值系統如何影響整體發展運作與成效?
這個研究問題之解答，筆者根據(1)服務學習課程和與(2)七位英語教學研究生合作的
敘事研究兩個經驗的比較來做成以下的分析結果：
服務學習課程的學生來自不同系別的大學生，外語自學不是他們真正的專業，真正有
興趣的人是老師我。於是，這個經驗就像是本文開始的時候所描述的狀況，老師我呈現
一頭熱的狀況。學生們所希望的只是拿到這個學分，因為雙方在促成自學的不一樣立場，
使得沒有辦法以合作的方式、師生共組學習社群的方式達成我希望達成的目的。進一步
分析，我其實也對學習外語這件事情沒有切身的需要，我希望他們自學，但是我其實並
不想跟他們自學，我的立場是老師，他們的定位就是學生，我並不想跟他們一起進行學
習活動，這樣想來，我跟這些學生是不可能組成學習社群的，失敗也是必然的結果。
研究生的研究其實也是一門課，但卻是一個成功的鼓勵自學、達成師生共組學習社群
的經驗。首先他們是英語教學研究生，這門課是選修，不是非修不可，因此他們對老師
我所關心的自學議題是有興趣的，誠如前面討論提到，Wenger 等人(2006)認為學習社群
所以成為社群並不是形式，而是共同關心的議題，他們選擇此課，就多少滿足了這個條
件，我和他們有共同關心的議題。而且，我也對這裡面的學習機會，包括與 van Lier 的
互動，充滿興趣，我基本上把自己設定在他們一樣的學習立場，跟我在服務課程的老師
心態非常不一樣。
但是開始的時候，其實研究生也並非積極主動，我也一樣有給他們設定作業，如同服
務學習課程中，我也設定了非常明確的課業規則，特別是當我注意到服務學習課程中的
學生的心態並非如我所希望的主動積極。研究生的課，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閱讀討論之後，
也就是他們對議題產生了進一步的認識的時候，他們提出想做敘事研究，老師我也覺得
是個好主意，於是不再堅持我原先設定的作業，研究生的社群自學心理才真正開始起飛：
我們共同商量每一個步驟該怎麼走怎麼進行，所有步驟是大家認為合情合理本來就應該
要做的，並非因為老師我規定才做。於是，我們才終於達成較符合理想的學習社群運作
模式。
這兩種經驗經過比對，產生了令人驚訝的結果，原來師生共組學習社群，雙方都必須
誠實地檢視彼此所真正關心的議題，強迫不是最好的辦法。
研究問題 2. 各種價值系統如何在一段時間之內經過種種事件，逐漸衍生出社群互動的特殊
面貌與培養出共識?
服務學習課程的互動學生之間，第一學期只有八人還有機會認識不熟的人，但是第二學
期人數變成有三十人之多，雖然有採取分組的方式做討論，接觸的時間並不是全學期十八
週都跟同樣的一群人互動，因此原來不熟識的一整個學期也還是無法變得比較熟識。另一
方面，師生間也多少有對立的狀態，我ㄧ直鼓勵學生多做，而學生則一直努力做到「大概」
「剛好」就好。
研究生的部份則不然，首先人數上第一學期七人，第二學期八人，都算是小群眾。我們
上課的時候大家圍著一個圓桌而坐，所有的人都是面對面的談話，毫無遁形的機會。開始
的時候的確有同學比較不想讓其他人知道太多自己的事情，但是因為讀各人的故事的時
候，發現無法了解，自然在課堂中有所討論，一討論下來根本無法藏匿些什麼，於是所有
的同學變得掏心掏腹，所有與英語學習相關的生命細節都呈現在全班的眼前，而且反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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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深入的訪談、共同經歷了很特別的學習經驗，且長達一年之久，學生之間建立了非常
深厚的情誼，真有如兄弟姐妹一樣。和我雖然仍有師生之感覺，但也是與一般師生不同，
我先生今年八月份去世的時候，能出現在喪禮的同學都出現了，於公於私都有很不一樣的
情誼。
研究生團隊的確有很多先天的社群特質，是前面的大學生團隊所無法擁有的，包括共同
關心的主題、共同的專業、系所人情歷史、人數、討論環境等等，這些都不是為了一個學
期的修課而勉強聚在一起的大學生所能夠擁有的，因此在形成共識上，研究生團隊的確有
比較多的優勢，可以將原來的生疏，發展到後期的深厚情誼。
研究問題 3. 社群如何發展機制(規則)，走過社群融合過程，以達成學習目標? 這些機制是
否對各人學習狀況有不同的助力?
學習目標的達成方面，服務學習的大學生社群基本上就是採用老師的規則，他們並沒
有因為自己學習的需要一起發展與老師的規定不同的機制。研究生則很明顯的從報告議題
的設定、資料的搜集方法(例如決定以中文講述歷史)、每週討論的重點、決定根據不同焦點
再度進行訪談，這些步驟很大部分都是某一個學生成員提議，我跟其他學生認可或者做適
當的修正，然後大家一起進行。對新進研究生而言，開始的時候比較不習慣老師不作明確
指示，但是後來也都能夠接受。其中一位開始比較不適應的同學，再下一個學期又修了我
的另一門課，最初一兩週我請大家發表感想，她還說，
「希望自己很快就能像上學期一樣能
夠提出有趣的見解」
，這表示她對自己的表現是滿意的，慢慢地能夠認同這樣的師生社群學
習模式。至於是否對不同的學生有不同的助力，還有待進一步分析。
研究問題 4. 此階段之社群有哪些挑戰? 如何克服?
以上回應各研究問題的時候，已經就師生學習社群的挑戰作了說明，包括師生是否能
夠真的對學習內容有共同的需要或興趣? 是否是共同關心的主題? 是否可以具備適當的客
觀條件，包括人數、討論座位的設置、共同的專業、系所人情歷史等等。
綜合以上的討論，似乎直指一件重要的議題，是否來自不同系所的大學生與老師之間
組成學習社群來設計外語自學活動這件事情，根本上是不可能做到的夢想? 也就是說，基
於種種原因，也許包括大學生的學識、經歷、年齡與認知程度，跟老師都有相當的距離，
老師變得必須指導，而非與學生一起學習? 但是，這樣的結論筆者不太願意接受，我寧可
相信是還沒有找對方法，而不認為是一件做不到的事情。Wenger(1998)建議應該由已經成
型的群體中鼓勵他們發展為學習社群，而非刻意把不同族群放在一起，期待他們發展，這
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結論
這兩年的研究在學習社群應用在外語自學方面，包括老師的專業社群以及師生學習社
群兩種場域，雖然細節部份仍待進一步資料分析，筆者覺得的確有令人想像不到的發現。
首先，本研究同意 Wenger, McDermott, and Snyder(2002)的說法，學習社群其實不需要太多
人事時地物範圍的限制，人來人往可以當作是常態，且成員所關心的焦點議題其實就是促
成社群所以為社群的穩定力量。以水性特質(fluid)看待學習社群，在教師實務社群中特別有
啟發，不需要被人、被行政單位所制定的界線所綑綁，比較能夠符合現實情況，也真能夠
鼓勵大學老師以議題共組社群。當我們不把學習社群想成是一個具有實質界線的群體，比
較容易看到學習社群在組織中的存在與運作。就像在本案中成員的進進出出，但是當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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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在一起討論時，成員心目中是相信身邊這一群人都具有鼓勵外語自學的共同理想、共同
理念，當這個中心概念的穩定性是確定的，社群就是存在的。這個社群中心議題的觀點應
該可以為自學社群帶來重要的啟示，值得繼續思考與發展。
其次比對兩種師生社群經驗，也產生了令人驚訝的結果，原來師生共組學習社群，雙
方都必須誠實地檢視彼此所真正關心的議題，強迫不是最好的辦法。關於此點，Activity
Theory 特別能夠讓研究人員專注了解場域中不同的人是否意念上真的完全一致，藉此研究
人員可以反覆檢視，力求實情的呈現。
計畫成果自評
(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是否適合
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本案兩年分老師社群與師生共組社群兩個面向進行研究，藉著兩方的貢獻以及文獻的
釐清，了解自學社群的生態發展與運作，達到規劃外語自學社群藍圖的目的。研究內容符
合原計畫的架構，同時在理論探索與研究目標方面因為經過多方的思考與討論，更加深入
與細緻，成果應該有很好的學術與實用價值，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本案之最終目的在發
展線上外語自學社群，其特色是在 SCT 理論與研究的架構下以三階段的方式進行，實務上
希望建構學生自學社群，也希望參與的老師本身先有學習社群的經驗，以充分了解其中的
運作原理，帶入教學。研究上，除了希望進一步了解學習社群運作的潛力與挑戰，也藉機
深入了解網路世代的特色與需求，納入設計考量範圍。目前已經發表一篇期刊論文，專書
篇章一篇、已經被接受的期刊摘要有一篇、研討會摘要兩篇，都正在寫作中。

附錄一、與本案相關著作
 The “Chengchi Viewfinder Group” (Chin-chi Chao with Gin Chang, Jui-chuan Chang,
Ming-Hung Hsieh, Tsai-ying Hsieh, Chia-yi Huang, Yu-ming Hung, Sin-Yin Lee, Wenhsiung
Tsai, and Leo van Lier) (2011, accepted) Becoming a multicompetent professional in an EFL
context: A multi-layered narrative inquiry.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AAAL conference.
March 27-29, 2011.
 The “Chengchi Viewfinder Group” (Chin-chi Chao with Gin Chang, Jui-chuan Chang,
Ming-Hung Hsieh, Tsai-ying Hsieh, Chia-yi Huang, Yu-ming Hung, Sin-Yin Lee, Wenhsiung
Tsai, and Leo van Lier) (2011, accepted) Places, people, and identity shifts over time: A
multi-layered narrative inquiry on language learning affordances of an EFL context.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AILA Conference (16th World Congres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ugust
23-28, 2011.
 Chao, C. (Abstract accepted). Hegemonic Implications of the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Special Issue for
2011.
 Chao, C., Yang, Y. F., & Huh, Keun (2010). The Path Less Taken: Insights in teaching
creatively and teaching creativity with technology. In Joy Egbert, C. Chao, J. Nelson, Y. Yang,
S. Yildiz, and V. Stevens (Eds). CALL in limited technology context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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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o, C. (2009). Dimensions of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in TESOL: Views from Eight
Language Teachers from Taiwanese Higher Educati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33(3),
147-181. (AHCI) (師大英語教學期刊)
 招靜琪&政大外語學院創新外語教學研究中心成員 (2008 年 10 月 20 ~ 21 日、23 ~ 24
日)。外語教學中所謂的「創新」
：意義與實踐方向探討。政大創造力教育國際研討會。
 招靜琪 (2009. 4. 8 11.20am-12.20pm) Supporting Self-access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Social Networking-- Towards a Virtual Learning Community. 輔仁大學英文系主
辦英語教學與自主學習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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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Creative Language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
Case Study of Two EFL Teachers 創意教學: 兩位英語教師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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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L University Students’ Expectations toward Online Learning:
Focusing on Low Achievers 英文學習者對線上教學的期待：探究低
學習成就者之看法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rough
Weblogs: The Case of Six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透過部落格發展跨文化溝通能力: 六位台灣國小學生之個案研究
A Case Study of an Investigation of Five Undergraduates’ Hypertext
Reading Strategy Use 大學生網路閱讀策略調查之個案研究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a Language Learning Community: A
Study on a University-based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Club in
Taiwan
解析英語學習社群：國際演講協會與大學生英語自學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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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410-H-004-126-MY2
邁向外語自學社群：以活動理論探究三階段外語自學社群之關鍵
2009 年六月一日到六月五日 2009 年參加香港自主學習研討會報告書
計畫主持人與報告人：招靜琪

參訪人員：招靜琪副教授、葉潔宇副教授、劉怡君助理教授、林翰儀講師
活動名稱：Independent Learning Association Conference 2009
會議主題: Independent Learning: Building on experience, seeking new perspectives
活動主辦：English Language Centre -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活動網站：http://independentlearning.org/ILA/
時間：2009 年六月 1 日到 5 日 (含研討會前之參訪行程)
地點：香港理工大學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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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410-H-004-126-MY2
邁向外語自學社群：以活動理論探究三階段外語自學社群之關鍵
2009 年六月一日到六月五日 2009 年參加自主學習研討會報告
計畫主持人與報告人：招靜琪
目標
2009 年六月一日到六月五日筆者協同三位大學老師(本案協同主持人)與筆者至香港參
加以 Independent Learning Association 為名的 2009 年自主學習研討會。其中有兩大研究意
義與目的：第一是希望將逐步成型的教師社群，從老師們自己的學習，具體地往促進學生
外語自學的目標進行。筆者的想法是老師如果不能體會自學社群的真意，如何能夠設計自
學社群? 另一個研究目標則是進一步鞏固教師社群的基本成員。本案期中報告指出學習社
群的核心，除了活動設計之外，就是基本成員的品質與數量了，他們能在社群中產生帶頭
的作用。經過這次參訪，希望能夠讓這三位老師們了解國際外語自學的研究狀況，彼此學
習分享心得，進一步在本案進行學生的自學社群實際設計、運作、研究時，能夠齊心協力，
努力達成目標。研討會的前一天是參訪三間學校的自學中心，由參訪到研討會的經驗，相
信能夠更進一步獲得對學習社群關鍵的了解。
人員
香港參訪的成員包括兩名隸屬傳統英文系的副教授 (筆者招靜琪與葉潔宇)，與屬於本
校外文中心的助理教授及講師各一名 (劉怡君與林翰儀)。這幾位老師的專長如下：
 招靜琪：英文系副教授，也是本研究案的主持人，對學習社群與外語自學有多年的研
究與實務經驗，強調以社會文化理念為研究之骨幹。
 葉潔宇：英文系副教授，也是語言課程小組的召集人，在英語教學理論與實務方面有
多年的研究與教學經驗，主要研究特別著重在英語教學的文化議題，可以以文化的角
度幫助本案的進行。
 劉怡君：外文中心助理教授，研究也以社會文化理念為骨幹，強調以社會服務賦予語
言學習之真實經驗與情感，進而產生自學之意義與目標。
 林翰儀：外文中心資深講師，多年來參與本校外語自學中心的運作，也對自學主題非
常感興趣，特別能夠在本案學生自學社群實際運作方面提供諮詢。
出發前的準備
出發之前除了原教師社群一直在進行的讀書會之外，我們四人也有過兩次約一個小時
的聚會，做好以下的準備：
 筆者已經將本研究案建立外語自學社群的目標，與老師們作過說明。
 選出與本案直接相關、知名研究人員主講、及筆者個人較感興趣的場次。時間表與摘
要已經列印出來與老師們分享。但是筆者也強調老師們可以參與自己有興趣的場次。
因為以社群的角度思考，個人必須在社群中看到自己的需求能夠被滿足，否則無法成
為社群。因此老師們有必要依照自己的需求參與這次的參訪與研討會。
舉例來說，英文系與外文中心各有經常被討論的相關問題，在老師們心中形成疑
問，相信在這次的參訪中應該也有機會了解他山之石：
 英文系：近年學生們的英語素質提升，加上校方擬降低教師教學基本時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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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研究能量。面對這些外在變因，本系是否有必要做語言訓練課程之調整?
如果是，該如何調整? 其中一項建議是專業課程(文學、語言學、英語教學) 結
合語言課程，這是不是一個不錯的選擇?
外文中心：如何經營自學中心、提昇其成效?

我們預訂將在訪港期間每一天撥出至少一個小時的時間做討論與心得分享。相信這項
討論會是凝聚四人的重要學習時間。

關於參訪目標
本次的參訪目標主要是以 the Independent Learning Association 為名，香港理工大學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下稱 PolyU) 主辦的 2009 年自主學習研討會。研討
會的時間是 2009 年六月三日到八日，會前六月二日(星期二)有三所大學外語自學中心的參
訪活動，包括香港理工大學 (PolyU)、香港城市大學 (CityU)、與香港科技大學 (UST)，正
好符合本案所需，所以舉團參加。筆者在 2004 年參觀過香港科技大學的設施，特別是他們
的線上外語自學諮詢系統(VELA)，可以說是舉世第一個這樣的設計，經過這幾年，是否有
新發展，值得期待。
研討會本身的歷史，自 2003 年起每兩年舉辦一次，過去曾在澳洲、紐西蘭、與日本舉
辦，場次非常盛大與豐富，以時間表來看，一連三天的議程、同時段最高有九個場次的發
表，規模遠超過國內任何一個相關的研討會，外語自主學習的主要研究者(包括 David Little
與 Phil Benson) 幾乎全員到齊，是極具指標性的研討會。
內容上，本次大會的主題 Independent Learning: Building on experience, seeking new
perspectives，非常符合本研究案創新的精神，徵稿的範圍，也與本案關切的項目有密切關
係，包括：
 自主學習的評量 assessment in self-directed learning
 自主學習與師資教育 autonomy and teacher education
 教室中的自主學習 autonomy in the classroom
 終身學習者的培養 developing life-long learners
 線上學習 e-learning initiatives
 學習者與老師的經驗 learner and teacher experiences
 自學中心的經營 managing independent learning centres
 自主學習與自選學習 self-directed and self-access learning
這些豐富的場次可以讓與會的老師們依自己的興趣做選擇，相信可以賦予本案啟發性的作
為與觀念。以下報告研討會的情況。
與會經驗與報告
六月一日 (星期一)
下午三點飛機，約八點鐘到達下榻的飯店，準備參加明日上午九點的自學中心參訪活動。
六月二日 (星期二)：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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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點鐘我們到達 PolyU 位於 A 幢三樓的集合地點，報到之後，我們分到 B 組，路線是
先參觀香港科技大學 HKUST`、然後轉城市大學 CityU、最後回到理工大學 PolyU。分組後
隨即與來自全球各地約二十位與會學者上車，前往第一個參訪點 HKUST 的自學中心。
HKUST 自學中心是『呂』字型空間，第一個印象是它與 2004 年筆者第一次自行參訪時的
規模變大了，由一個空間變成兩個相連的空間，第一個空間以英語教材為主，包括進門先
是一個櫃台區域，有如圖書館的櫃檯工作在此進行，另外有一個類似吧台的空間，上面有
一兩台電腦，老師們可以就著電腦快速帶學生找答案，然後是電影與教材陳列與使用區、
中間是三個沙發區、四周沿牆陳列有圖書與講義區、而第二個空間則是其他外國語言教材，
一樣有圖書、電腦、討論桌、沙發區、兩個討論小間、加上一個開放的舞台小間四周放置
電腦。最特別的是第二個區域裏有老師的研究室。整體而言開放感十足。
City U. 自學中心是左右兩個空間，以走道連接，型似『呂』字，但兩空間置左右，而非上
下。由於位於地下室，整個空間都沒窗戶。左邊的空間又分三個區域，包括(1) 三個供小組
互動的小房間，一間以豆豆袋為椅、兩間是小圓桌、全部都有電腦與投射銀幕。(2)四個一
字排開有如太空控制站的電腦座六個，可供學生個別使用(3)可坐六至八人的沙發座加上電
腦與電視銀幕，當時有老師在帶活動。右邊的區域包括一個櫃檯、教師諮詢小間、一間電
腦教室(電腦沿牆排列、牆上有各式各樣的標語與說明)、講義圖書間加上小桌與電腦。政體
而言，麻雀雖小、功能齊全。
Poly U. 是弓型的空間安排。進門是一個櫃台區、旁邊有老師專用的教材製作與圖書小間、
櫃檯面是展示空間、旁邊也有影印機、透明玻璃後面是寫作中心的隔間、穿過沙發、閱讀
與討論桌、書架、就是另一個開闊的空間、最後有諮詢區(Help Desk)，另外有一系列的小
房間左右排列六個，只有小桌一張，電腦與平面電視各一，可供學生小組互動之用。整體
也是開放感十足的設計，由於位於頂樓，還有露天平台可供學生活動。
有趣的觀察與討論包括：
1. 教師與學生空間的重疊：UST 的第二個空間除了一般常見的學生電腦、討論桌、沙發之
外，最引起注意的是六間老師研究室就在旁邊。雖然擔任介紹的 Mark 老師說，這是臨
時性的安排，這些老師不見得是與自學中心的運作相關，我們四人對老師的研究室與學
生自學中心連成一氣，有一番討論：站在老師的工作立場來講，這樣的安排的確造成老
師工作分量增加的擔心，但是站在學生的立場應該是很好的事情，我們想到可以以值班
老師掛牌的方式作區分，讓老師們仍有屬於自己的空間與時間。
2. 服務社會的觀念：UST 的自學資源也開放給社會人士使用，這件事我們覺得非常特別，
也引起我們一番討論，政大既是國立大學，如果能夠這樣做，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
3. Portfolio: 由 basic level portfolio 開始到進階式, 可以經過一番設計作為引導學生的方
法，PolyU. 的 portfolio 比賽也引起我們的興趣。其中的 feedback 的提供，如何能讓學
生不把老師當做唯一的 audience (「這樣就不是自學了啊? 」)，scaffolding 的過程都需
設計。
4. 活動的性質：辦什麼活動似乎有關係，活動很熱，但主辦者不一定可以拿出英文變好的
成果報告。我們提到演講比賽、說故事比賽通常是最好的同學參加，無法造成學習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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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好的比賽似乎是組團參加的活動，如歌唱比賽，如果要有更好的學習效果，可以
規定在歌唱前必須解釋這首歌的背景，形成內含很多語言型式的比賽。
5. 以權利作為獎賞：當學生參加中心活動幾次，就可以在下一次的活動報名期間取得優先
的權利，或者可以有 proper certification 的方法，得到某種 credit, 這樣的想法也很有趣。
6. Help Desk 的安排，在 PolyU 放在最裡面的空間，說是可以保護學生的隱私，為什麼有
這樣的問題? 這是不是反應主事者對語言學習的 ideology，找老師是不可見人的事情嗎?
7. 人力的投入：這幾所學校在人力投入上都非常驚人，動輒數十位老師與助理，非常令人
吃驚，我們討論到以學長姐擔任 teaching assistant 的可能：是否可以不要老師出面這麼
正式的方法，而是以大手拉小手的概念發展 personal relationship，促進 social means for
learning
8. 標語的使用，三所自學中心的牆上常有各式標語，包括學習策略與使用方法的標語、強
調 Enjoy 學習的概念，對此我們也有一番討論，提到標語可以合理化一些行為，例如鼓
勵學生向上努力的標語，可以讓「努力學習」在同儕間成為應該被接受的行為，進而發
展成學習風氣。最好的張貼標語的地點其實是學生必須等候的地方，例如電梯、車站等
位置應該都不錯。
9. 書籍的擺設，包括有考試用書、娛樂性質的英文書、普羅大眾用知識性書籍(如 Time)、
電影的 scripts、及電影原箸，甚至學生可以借回家閱讀。PolyU 書籍教材的 color coding
做得非常好，值得學習。另外，外國語言教材不外乎德法西，與國內的狀況差距不大，
明顯有偏頗的情況。本校外語學院院務會議的討論與信世昌教授 2009 年六月在政大的
演講都指出這個問題，國內學者可能比香港學者先看到這個外國語教育語種偏頗的問
題。
10. 自學中心的投資焦點：香港的學生所以願意使用自學中心主要是因為地點適中、空間舒
適，吸引比較多的使用者是來自大陸內地的學生。我們政大的自學中心則比較沒有這樣
的條件，特別是沒有地利可言，因此使用率一直無法提升。我們的特色資源其實是國際
交換學生多，可惜這已經不在中心的職掌之下，且礙於各單位畫地自限、互不來往，掌
握國際學生的行政人員不願意配合外語教學，幾乎沒有辦法以公權力設計任何可以讓本
地與國際學生互動學習的機會，這部份並非我們四人能夠解決，但是有機會我們希望能
夠提出相關的建言。
經由以上的討論，我們抽出兩個問題焦點，期待做深入的討論與研究。
ISSUE 1: 如何獎勵、鼓勵學生使用自學中心的資源? Certificate + priority 甚至加上 Portfolio
的方式我們覺得很有為。
ISSUE 2: 理想(帶動學生學習)與現實(教師工作量)之間的拉扯，Levels of learner autonomy
and levels of teacher scaffolding.
六月三日 (星期三)： 研討會第一日
8:00 全員早餐會報：回顧昨日的參訪並規劃今日的參與場次
9:45 開幕典禮與 keynote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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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正式在上午 9:45 分舞獅之後開始，以舞獅方式開場令人印象深刻，來自全球的與會
者坐滿四五百人的禮堂，也是非常壯觀。
舞獅之後馬上是第一場 David Little 的 keynote 演講。Little 屬愛爾蘭都柏林大學，多年來在
外語自學領域扮演舉足輕重的觀念領導角色，由他開場非常合適大會的主題。Little 的討論
主要是在歐盟的語言分級系統與 Portfolio 的制度建立。
以下的場次由各位與會者自學選擇參加。姓名顯示的是參與那個場次的老師。
12:00-12:40
林與葉 Rm Y301 (P. 23) Lucy Cookder: The Assessment of Learner Autonomy: Where is the
autonomy?
招與劉 Rm Y302 (P. 24) Chuk Joanne & Yim Ping: A theoretical model of student-teachers’
autonomous development
14:20-15:00
劉 Rm Y302 (P. 33) Irina E. Averianova: Attention: Electronic Discourse!
葉 Rm Y303 (P. 34) Debbie Corder: A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learner
autonomy interdependent?
林 Rm Y304 (p. 35) Izumi Kanzaka: Fostering learner autonomy through a short-term study
abroad program
招 Rm Y306 (p. 36) Garold Murray: Language, Learning, Life: Mature Learners’ Stories
15:20-16:00
全員 Rm Y306 (p. 47) Sara Toogood & Peter Voller: Bambook Scaffolding and Riggling:
Approaches to support language autonomy
16:20-17:00
葉 Rm Y301 (p. 50) Jean Young & Christoph Alexander Hafner: S
招劉林 Rm Y302 (p. 51) Autonomy and autonomies in TESOL Teacher Education: Fantasy and
reality
17:20-18:00
全員 Rm Y301 (p. 19) Invited: Philip Benson: Language learning and autonomy in the age of
‘new liter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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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月四日 (星期四)：研討會第二日
8:00 全員早餐會報：回顧昨日並規劃今日的參與場次
9:30-10:30
全員 ST111 (p. 17) Keynote 2: Claire Ellen Weinstein: Strategic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Merging of skill, will and self-regulation
11:00-11:40
劉招 Y302 (p. 61) Latricia Trites & Ju Mei Tseng: Multi-dimensional co-teaching/reflection
model for on-the-job teacher training
葉林 Y304 (p. 63) Jodie Stephenson Sakaguchi: Autonomous learning journal
12:00-12:40
劉 Y304 (p. 69). Sara Cotterall: Border Crossings: Identity and Learner Autonomy in an
Australian University
招 Y305 (p. 70). Alice Chik: Exploring spaces of learning through language learning histories.
林葉 Y302 (p. 72). Voyce Li & Alfred Lee: E-learning initiatives in ELC: Pedagog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4:20-15:00
劉 Y402 (p. 80). Juliana Chau: ePortfolios for independent language learning: Episodic
innovation or lasting reform?
林 Y403 (p. 81). Lee Atkinson: Promoting dialogue, reflection and learner responsibility in the
classroom
招葉 Y408 (p. 82). Xuesong Gao: Chinese netizns debating the best ways to learn English in
China
15:20-16:00
葉招 Y302 (p. 84) Peter Collins & Hiroko Suzuki: Teacher perspective shifts on learner
autonomy: An analysis
林劉 Y402 (p. 91). Dean Fisher: Integrating ePortfolios into English Language Courses to
Support Independent Learning
16:2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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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員 Y301 (p.20) Invited 2: Cynthia white: Inside independent learning: Old and new
perspectives
17:00 – 19:30
全員在學生餐廳集合，討論到晚上七點半才回飯店休息。
六月五日 (星期五)：研討會第三日
8:00 全員早餐會報：回顧昨日並規劃今日的參與場次
10:00-10:40
葉劉 A302 (p. 104) Andrew Morrall: A program for develop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nline (PolyU 系統)
招 Y301 (p. 105) Marina Chavez Sanchez & David Gardner: The validation of self-access
centers
林 Y304 (p. 109) M. E. Llaven-Nucamendi: Autonomy in learning languages: What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stand by autonomy in language learning
11::00- 11:40
葉 Y302 (p. 114) Radhika O’Sullivan: Structured autonomy within school experiences in teacher
education.
劉 Y303 (p. 138). Nae-Dong Yang: The Language Learning Project for Developing Autonomous
Learners
林招 Y305 (p. 115). Maija Tammelin, BeritPeltonen, & Pasi Puranen: The role of the ubiquitous
tutor in fostering independent learning
12:00-12:40
葉林 Y301 (p. 119). Chien-Yu Lin & Rebecca L. Oxford: Developing autonomous learners in
the digital realm: Exploring digital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from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招 Y302 (p.121) Claudia Kunschak: Autonomous teachers for autonomous learners
劉 Y403 (p. 128). Felicity Kjisik & Leena Karlsson: Whose story is it, anyway? Sharing
histories of language learning
12:40 -34

由於中午以後就要搭機回台了，今日我們只參與到 12:40，之後我們是在香港機場作最後的
討論。
與會心得與收穫
為了瞭解老師們的心得，筆者特別用以下的題目，希望老師們提供回應：
1.
2.
3.
4.
5.
6.

7.

參觀自學中心的感受：什麼是你原來不知道或者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什麼是你原來知
道但沒有這次的深刻感受?
參與會議的感受：哪幾個場次讓你印象深刻? (不論好壞) 為什麼深刻?
經過這次的參訪，你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與最大的改變是什麼? 對你今後的工作或態
度(不論教學或研究)會有什麼影響?
以這次的經驗來思考如何鼓勵學生的自學，你覺得我們應該要注意哪些重點?
你覺得這次我們四個人一起出門的經驗，有哪些還可以做得更好? 例如事前的準備?
會議中間的討論? 會議之後的討論?
站在你個人的專長領域，有哪些收穫? 例如：以招靜琪而言，這次的經驗來思考學習
社群的概念，有哪些收穫? 以葉老師而言，這次的經驗來思考英語教學與文化的概念，
有哪些收穫?
你的總體感受為何? 對未來的期許是什麼(不論是個人的還是團體的都好)?

招靜琪的心得
1. 參觀自學中心的感受：什麼是你原來不知道或者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什麼是你原來知道
但沒有這次的深刻感受?
參觀三所學校，比過去只有參觀一所學校的經驗更為豐富。我現在知道香港的 SAC 除
了硬體建設外，人文特色也有充分發揮出來，而我們台灣尚有很多可以努力的地方。特
別是政大本身的特色，有待發掘與發揚光大。
2. 參與會議的感受：哪幾個場次讓你印象深刻? (不論好壞) 為什麼深刻?
這次隔了五年才又有機會參與香港的自學研討會，我覺得社會文化理念已經是既有的觀
念，在很多場次中都已經是 take it for granted。我自己覺得沒有選錯很多場次，不論好
壞，都有刺激到我的思考。看到大頭們普遍用到我所閱讀思考中的理念，例如 learner
history/story, identity, new literacies, popular media (Phil Benson), project-based,
portfolio(David Little)等，感覺還滿開心的，也有提到社群概念是未來的走向的(Cynthia
White)，也與我自己想得相距不遠，我想整體而言，我從這次的研討會及同伴們得到很
多信心，知道自己 on the right track，非常開心。真的就是要趕快寫作了!
3. 經過這次的參訪，你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與最大的改變是什麼? 對你今後的工作或態度
(不論教學或研究)會有什麼影響?
如前所述，我會更有信心地往前走。另外，同伴們給我的提示是要設計出步驟，不論是
reflection、critical thinking 或是 portfolio, 我通常很懶得思考這些步驟問題，比較注意形
而上的理念，所以我不是好老師，同伴們的觀點非常有幫助，我會比較下來一點(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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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注意設計問題、注意步驟。
4. 以這次的經驗來思考如何鼓勵學生的自學，你覺得我們應該要注意哪些重點?
除了理念，步驟問題也要顧。
5. 你覺得這次我們四個人一起出門的經驗，有哪些還可以做得更好? 例如事前的準備? 會
議中間的討論? 會議之後的討論?
我個人覺得很好，很多事情是無法事前設計的，這次跟我一起與會的三人自有足夠的專
業思考能力，我覺得需要尊重他們，而果然她們也並沒有讓我失望。我自己有時候會很
急著地把自己的想法說出來，修養有待加強。只要有耐心地聽完別人的話，感覺都很有
收穫，要有耐心點，別人才會願意分享啊。
6. 站在你個人的專長領域，有哪些收穫? 例如：以招靜琪而言，這次的經驗來思考學習社
群的概念，以葉老師而言，這次的經驗來思考英語教學與文化的概念，各有哪些收穫?
最大的收穫是星期四晚上的談話，大家幫我比較分析了讀書會與這個四人小組參與國際
研討會的經驗，讓我了解讀書會其實沒有我想像中的成功，也有很多很棒的學習社群心
得，過去我曾嘗試在我所接觸的不同族群中建立學習社群，但都沒有這次在這麼短的時
間下卻這麼有成效，比較之下其中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我覺得非常有收穫。
7. 你的總體感受與今後的作為?
參與國內外任何一場研討會我從來沒有感覺這樣充實豐富過，真的從頭聽到尾，一點都
沒有打折扣，也不覺得想偷懶。由學術成長、友誼培養各個角度思考，都非常棒。我相
信今後我們四人會有更多的良性互動，大家一起努力真的很開心。
林翰儀的回應
1. 參觀自學中心的感受：什麼是你原來不知道或者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什麼是你原來知道
但沒有這次的深刻感受?
由於自己曾負責自學中心一段時間，對於自學中心該有的設備教材，可舉辦的學習活
動，以及師生和行政人員等所扮演的角色及會面臨的問題等略知一二，因此這次參訪香港
這三所大學自學中心，主要想了解目前其它學校的做法，看是否能截長補短。其中 UST 色
彩鮮豔的家俱，和教師研究室設立於自學中心之內的做法，予人耳目一新及師生互動佳的
印象。而 City U 豐富的教學資源(如: 教師和助理製作編排的分類學習單，以及生動有趣的
學習活動設計-Lessons on Demand)；PolyU 的 Speaking & Writing Assistance Programs 以及競
賽性質的學習活動(如：e-Portfolio 比賽)等，都可以做為我們政大自學中心的參考。此外，
雖然我知道政大自學中心向來人力、經費不足，但沒想到和這三所大學比較起來，我們真
的很”克難”，專業訓練(含老師及行政人員)也不足，應該很有改善的空間！
2. 參與會議的感受：哪幾個場次讓你印象深刻? (不論好壞) 為什麼深刻?
原則上毎個場次不論好壞都可以學到一些東西，其中我個人最喜歡的是 Autonomous
Learning Journals 的簡報發表，因為講者提供清楚實用的學習單與資源分享，並利用這些活
動設計對自學的理念及實用之結合做了充分的展示；加上 presenter 本身簡報技巧的熟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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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使得這個場次令人印象深刻。幾個大師級如 David Little 及 Claire Ellen Weinstein 的博
學及風範也令人敬佩，所分享的理念及實做案例說明都可以做為我們教學研究的依據。
3. 經過這次的參訪，你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與最大的改變是什麼? 對你今後的工作或態度
(不論教學或研究)會有什麼影響?
我發現自己很喜歡和志趣相投的老師同事一同參加研討會、討論及心得分享，而由同行
老師的討論回饋中不僅可以學習新知，也能促進自己的思考批判能力；加上在短期之內聆
聽多場不同主題的論文發表，感覺上像讀了很多本書，得到很多的啟發和經驗驗証，這些
對我個人今後的教學和研究都有很大的助益。從這次的參訪，我確定自己在教學上的方向
和努力是正確而實用的，也會在師生互動及自學能力的培養上持續的改進加強；而在研究
部份，我也找到一些新的想法和議題，相信可以做為今後個人幾個研究重點，使得研究方
法多樣化及成功發表論文等。此外，有關文化議題雖是個人興趣所在，但之前一直沒有深
入探討的機會，此次由於其他老師及研討會的啟發，我想今後無論在研究或教學都可以將
文化議題做較深入的討論。
4. 以這次的經驗來思考如何鼓勵學生的自學，你覺得我們應該要注意哪些重點?
我認為應先了解學生的動機目標，之後協助學生結合志趣相投的人組成學習社群，同時
利用各種與生活結合的學習活動(如 project-based activities, e-Portfolio 等)，幫助學生從過程
中學習，從做中學，進而體驗到自主學習的樂趣而培養終身學習的能力。
5. 你覺得這次我們四個人一起出門的經驗，有哪些還可以做得更好? 例如事前的準備?
會議中間的討論? 會議之後的討論?
這次的經驗出乎我意料之外的有趣和充實，雖然事前我們沒有機會做完整的討論，個人
對整個行程也沒有全盤的了解，但實際上卻讓我受益良多。行程中我們四個人定時或不定
時的討論和分享總有讓我意猶未盡之感，而過程中大家互有默契的彼此照應，更讓我期待
下次一起出門的機會！
6. 站在你的專長領域，有哪些收穫? 例如：以招靜琪而言，這次的經驗來思考學習社群的
概念，有哪些收穫? 以葉老師而言，這次的經驗來思考英語教學與文化的概念，有哪些收
穫?
我個人對各類教學法、教材設計製作、科技融入教學，及自主學習都有興趣，因此這次
在研討會中也多半選擇這類主題參加。相信對今後的研究主題、方法及論文寫作發表都有
幫助；而在教學部份，我會融入學習社群(含實體及 web-based)的概念與創新自學活動設計，
以補足上課時數不足的缺點，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終身學習的能力。
7. 你的總體感受為何? 對未來的期許是什麼(不論是個人的還是團體的都好)?
很慚愧這是我第一次出國參加國際研討會，但這次有機會與其他老師朋友到香港開會並
和各國的研究人員或學者見面討論，非常感謝招老師的安排，以及葉老師及劉老師的照顧
和啟發，我期待自己未來能在類似的研討會發表，也希望能再和三位老師一起參加這種研
討會，因為大家互相照顧、合作分享的感覺真的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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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潔宇心得
1. 參觀自學中心的感受：什麼是你原來不知道或者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什麼是你原來知道
但沒有這次的深刻感受?
參觀三校自學中心，讓我了解到此三校自學中心人力與物力的龐大浥注，足見三校對語
言教學之重視。其中UST的自學中心還開放給校外人士，而且不需要任何證件就可使
用，發揮了大學教育對社區的使命及教育功能。硬體設備方面，除了相關設施外，還注
重椅子的形狀及配色，刻意營造出悠閒明亮的學習環境，用心良苦。老師研究室與學生
學習區域相互結合，讓學生與老師有更多的互動機會。此外，他們還有很多鼓勵學生的
方式，例如學生參與活動次數達到七次以上，對中心所舉辦的的語言學習活動就有優先
權報名。CTU的自學中心軟硬體設備具佳。參觀時，給參觀者關於中心的檔案夾包括中
心一年的活動設計，檔案評量方式等，自學中心擁有一套發展成熟的學習體系。其中
student helper重在參與及學習經驗而非打工收入，令人印象深刻。此外，他們並設計許
多獎勵學生自學的獎狀獎牌，提高學生的榮譽感及學習動機。自學中心的牆上除了有新
的活動公佈外，亦有一些關於學習方法及策略的海報，提醒學習者注意事項。Poly U則
設計很多學習者的入門單張及把教材做程度分類，讓學生一開始就知道學習方向及重
點。介紹老師更提及他的help desk的安排，選擇角落，因為該地點相對可以保持學生的
隱私。此外，PoliU的自學中心的小組活動室的門上貼有一些使用規則，雖然老師們知
道學生有時不符規則使用，但他們說，貼出規則比硬性執行規則更能激勵學生自我管理。
2. 參與會議的感受：哪幾個場次讓你印象深刻? (不論好壞) 為什麼深刻?
六月四日11:00am – 11:40am Autonomous Learning Journals Workshop主持人分享他所設
計的learning journal，包括五種活動，(1)由Self-talk開始暖身，讓學生理解reflection (反
思)的重要性，(2)藉音樂學習英文，(3)利用錄影帶學習英文，(4)利用多益學習英文，(5)
利用新聞學習英文。每項活動老師都設計暖身活動，再進入活動主軸，最後再讓學生自
評，而且每項活動都介紹不同的相關網站及其語言的難度，由淺入深，讓學生接觸不同
的自學題材。該項設計並沒有太多人力的投注，而是由老師用心的獨力完成。其思慮之
縝密，及對學生及教學之認真，令人感動。六月四日2:20pm -3:00pm Chinese netizens
debating the best ways to learn English in China論文發表前曾與發表者有一些互動，了解
到其學習背景為武漢大學英文系畢業，英國華威大學英語教學碩士，比利時魯汶大學人
類學碩士，及香港大學應用語言學博士。其特殊的學習背景讓他對於網路上英語的學習
現象發生了興趣，該論文討論網友之間彼此提供訊息，討論學習英文的方法，或是習英
文方式的迷思，此種民間自我形成的學習討論讓學派出身的英語教育者從另外一種思維
看待英語學習，十分有趣。
3. 經過這次的參訪，你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與最大的改變是什麼? 對你今後的工作或態度
(不論教學或研究)會有什麼影響?
此行最大的收穫是發現香港有群篤信自學的英語教學學者，已經投入了許多心血在這塊
園地，也改變了我對英語自學老師所參與的程度，對自學的影響及成果有一番新的體
認。我希望這次的經驗讓我能夠幫助我的學生及我周圍的老師更了解這塊英語教學重要
及值得開發的園地。
4. 以這次的經驗來思考如何鼓勵學生的自學，你覺得我們應該要注意哪些重點?
這次經驗讓我了解自學的時代已經來臨，而相關的科技也讓學習者能夠在自己有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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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自我學習，但是我認為學生必須了解此一學習方式的重要性以及其與終身學習的關
連性。如果我們有很多很具體的實例，讓學生能夠入門並獲得成就感，造成學生能夠呼
朋引伴到自學中心學習，使自學在學生當中形成一種風氣，甚至是一種時尚，那麼自學
才能夠成功。如果自學只是屬於一種小眾的學習方式，則相關人力物力的投入就不能發
揮其應有的功效。
5. 你覺得這次我們四個人一起出門的經驗，有哪些還可以做得更好? 例如事前的準備?
會議中間的討論? 會議之後的討論?
這次四個人雖然都是英語教學領域的，但各自有自己的興趣，所以研討會的場次，有時
候大家選擇同一場次，有時分散選擇有興趣的場次。在會後一起分享加上招老師的專業
指導，讓我們對於自學這塊領域有了新的體認。因為事前大家都忙於自己的課業，對於
研討會場次的選擇討論結果決定依個人興趣選擇，但由於僅能由發表人的題目及biodata
來判斷，故難免有與預期內容不盡符合之處。但總整體而言，不論所聽到的是相同或不
同的場次，會後的討論往往讓我們思索到更多面向的問題，或者本校將來自學中心的發
展遠景，甚至讀書會的成效，彼此腦力激盪，暢所欲言，如此不拘形式的學習經驗似乎
也不需事前做太多的準備。
6. 站在你的專長領域，有哪些收穫? 例如：以招靜琪而言，這次的經驗來思考學習社群的
概念，有哪些收穫? 以葉老師而言，這次的經驗來思考英語教學與文化的概念，有哪些
收穫?
就文化的角度來看這次英語自學研討會，在自學中心參訪方面，特別請教UST的一位老
師，較常使用自學中心學生的背景，他提及大陸來的學生因為經濟方面的考量(自學中
心免費使用)，較常使用自學中心。另外，香港本地學生，尤其是商學院的學生，一方
面因為課業較忙，另外一方面認為自己英文已經夠好了，所以較少來自學中心。事實上，
可能有些學生對於學習也有不同的定義，台灣學生或者部分香港學生可能還拘泥於傳統
的學習概念，認為學習一定要由老師在旁邊不斷的指引，甚至認為需要付費才能真正學
習到知識。相對於大陸的學生，由於經濟的考量反而能夠善加利用自學中心，成為自主
學習者。所以我認為在自學尚未形成風氣之前，老師實在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老師需
要改變學生的學習概念，並引導學生進入自學園地，認識自學環境，並建立其自學也可
以成功的信念。當學生能夠實地熟悉環境並有所收穫時，他們可能就會口耳相傳。此外，
老師也可以刻意設計活動，讓學生來到自學中心以小組方式探索中心的寶物，當作正規
學習的一部分。在老師引進門之後，學生領略到自學的樂趣之後，他們自然就會來自學
中心修習了。
介紹香港自學中心的老師都不約而同的提到亞洲學生特別喜歡獎狀、學習護照等鼓勵的
方式，這可能就是亞洲人的特性吧。事實上，自學中心也可以利用此一學生的喜好來設
計一些學生可以彼此炫耀的小禮物，來吸引學生。現在許多大學課程相對緊縮，然而語
言教師又憂心學生的基礎語言能力，所以在語言教師間如果能夠形成一種共識，認為語
言學習部分是可以經由學生自學來完成的，那麼老師們自然願意在這塊領域投注更多的
心力，也能說服相關單位在軟硬體的投資。
7. 你的總體感受為何? 對未來的期許是什麼(不論是個人的還是團體的都好)?
這次我們去香港的一行人，都是同事也都參加同一個study group，但又各有各自的有興
趣的領域，故在研討會的參與從行前、研討會後的討論等等，都有很好的默契，也相互
學到了許多各種經驗與個人看書學習或者是個人參加研討會的結果是很不一樣的。希望
39

以後有更多類似的團體學習機會，會激發出更多不同的討論及心得。
劉怡君老師 (採訪談方式回應，部分內容仍待轉寫)
1. 參觀自學中心的感受：什麼是你原來不知道或者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什麼是你原來知
道但沒有這次的深刻感受?
原來我對自學中心的想法是學生用 drills 戴耳機自己在那裡自學，去參觀了以後有很多
事情讓我很 surprised. 比方說老師的辦公室與學生空間是在一起的，讓我覺得老師是
accessible 的。還有空間是很舒服的，如果那個地方是讓學生很喜歡去，我覺得就成功了二
分之一了。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自學中心裡面有人專門在那裡輔導學生，而且都排好
了時段，我相信學生會比較願意去。我們政大的自學中心目前好像只有在 Writing Center 的
部份有類似這樣的操作方式， 其他是沒有的，也就是說學生如果去那裡準備 GEPT 或托
福，有問題的話是沒有人能夠回答問題的。還有學生除了在自學中心自修外，他們還有組
成 clubs，我覺得那也非常有趣，如何把自學與 situated context 結合，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光是一個人在那裡跟電腦對話、或者是打字練習，我覺得那樣子不夠的，如果是靠同
儕的力量，比如說組成一個英文的 club，可以在自學中心討論或研讀，那我覺得是自學中
心成功的關鍵，而且也會讓學生喜歡自學。因為你要自己去聽，我覺得那真的需要動力，
否則一偷懶我就不去了，但是如果有同儕，就是有固定參加社團的時間，那會不會自己的
力量在那裡自學是不夠的，大家一起去可以讓學習的過程充滿了樂趣，會滿期待跟同學見
面討論的。所以就是自學中心裡面應該是可以說話的，可是我所知道的自學中心是很安靜
的，你不能說話、也不能吃東西，會讓學生覺得你進去其實是很孤獨無聊的。香港的自學
中心傢具的擺設一進門就是聊天用的沙發，不是 booth,與我們的很不一樣。我心中理想的
自學中心不是只為了程度不好的學生，應該是跨越考試的，所有的人都可以參與，程度好
的同學可以討論小說、戲劇，這樣自學中心才是充滿生氣的。還有就是編輯自學的課本，
我很羨慕香港的大學可以做得到。
2. 參與會議的感受：哪幾個場次讓你印象深刻? (不論好壞) 為什麼深刻?
好的印象：
 Claire Ellen Weinstein 她給我的感覺是很札實，我覺得她的東西是很基礎的東西，
可以用在各式各樣的環境，我覺得她真的毫無隱藏。
 Phil Benson: New literacies, 他其實也是並不完整，但是比 White 的感覺好，有指
出新方向，我們也瞭解這東西仍在進行當中，我覺得他的回應比較專業。
不好的印象：



White, 她給與會者太多的期待，但到最後完全沒有被滿足，覺得被騙了，讓我甚
至對她的學術成就很質疑。
Toogood 等人讓我覺得他們在賣東西，根本不是學術發表，我覺得很失望。

3.

經過這次的參訪，你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與最大的改變是什麼? 對你今後的工作或態
度(不論教學或研究)會有什麼影響?
最大的改變，我去之前我比較 anxious, 第一天我也覺得我是個 outsider，但經過討論，
去之前的我跟現在的我是不一樣的劉怡君。以前我沒有想過把自學帶進來，但是現在我對
自學的感想有很大的不一樣，在教學上今後會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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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這次的經驗來思考如何鼓勵學生的自學，你覺得我們應該要注意哪些重點?
1. 階段性帶領
2. 課程教材之設計
(待轉寫處理)

學習社群研究上的收穫
這次的四人小組參訪與研討會活動，對筆者的學習社群研究有非常多的啟示，由於尚
待完成正式的研究論文，目前僅作淺談。
首先，老師們心態上與先前我所合作過的小組成員非常不同：因為三位老師覺得筆者
所給予的、付出的非常多，所以他們打一開始就覺得要回饋的壓力很大。這聽起來比較像
是中國人的處事原則，也就是出自詩經的：投我以桃，報之以李。投桃報李，投珠報玉的
原則，非常有趣。(朋友間的禮尚往來或相互赠答)。
過去在 VGC 團隊中談的，比較多不成功的經驗，有些跟我們合作的老師們覺得學習
社團是我們研究人員的 project, 所以很容易 drop out. 我們覺得參與學習團隊是對他好，但
是老師們看不到，他不覺得。
這次出國參加研討會這件事則不同，很明顯的機票、住宿由筆者的研究案負擔，而且
礙於規定，我還必須讓她們當我的 co-researcher, 他們覺淂又是一個獲利點，這是第一步良
性互動的開始。因為是很清楚的重大獲利，他覺得一定要努力地回饋，所以在研討會期間
幾乎是照三餐討論、結果就算部份場次品質不好，我們大家的討論也可以找到屬於我們的
意義，變得很有收穫，這讓老師們發現又是一個獲利點。如果研究人員只叫他要參加，要
他討論，那一樣討論不起來，因為他們沒有為我製造研究 data 的責任，他自己很忙也有自
己的研究要顧。
獲利這件事很關鍵，參與者一定要馬上感受到很具體的利益。
另一個關鍵是 commitment，國科會是一個獲利點，也製造了一個很嚴重的 commitment.，
因為他給錢，就要所謂的 “hold us accountable,” 大家要寫報告。因此老師們願意談、願意
花時間寫，甚至有人壓力大到起水泡。而我能得到的研究資料就變得非常豐厚，與前幾年
的經驗非常不同，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學習社群的經驗。
還有一個重點是因為出國，四位老師得以放下學校中的一切。新無旁鶩地在研討會中聽講、
討論、切磋。充裕的互動時間，共同專注於一個事件，這也是這個學習社群能夠成功的重
要關鍵，這些都有待另外為文詳細分析與說明。
Friday, June 19, 2009 After the trip to HK
自學：從老師的自主學習思索學生的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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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香港的時候，第三天上午有一個 invited workshop，本來我們都報名了，四人都很不
想去。因為想一定會叫我們分組討論。翰儀這學期也在參與所謂的教學精進計畫，說主辦
單位把他們當學生要他們做 presentation 與 reflection，很煩。
這件事顯示出我們老師們雖然都使用小組，也都要求學生要反思，但是我們自己無法忍受
這樣被要求。是不是因為老師們已經太熟析這些方法? 知道對方葫蘆裡賣的是什麼藥，我
可以應付，但是無法 enjoy 這樣的制式學習活動? 可以問問看。
這次旅行最好的地方應該是討論。今日劉老師還要我去訪問她，因為她說她需要有人跟她
談話。
葉老師也說不需要太多的事前準備與設計，找到氣味相同的人，自然覺得有收穫。
這樣的想法當然是比較舒服的，但放在學生身上似乎不可，因為我學到的是要給學生架構，
告訴他我要他反思什麼具體的問題。
這裡面其實有更重要的問題。我想一般人都是喜歡我們的方式，找到了一群志同道合的朋
友，找一個主題、共同參加一項學習活動，天南地北，毫無拘謹的談話，這真的是自學。
學生則不成。因為我們希望他們學到東西，光是聊天，只是浪費時間。
我們不相信他們會好好的自動自發的學習。
而且我們有一套固定的內容，一定要他們學起來，而且是在此時此刻學起來，以後你就知
道重要了。
當別人用這樣的方式框架我們自己的學習活動的時候，我們的感覺是非常難受的。覺得不
受尊重 (翰儀)、覺得又是那一套我們都用在自己學生身上的東西。
學生所以可以這樣做，因為他們需要被教育。
前後兩件事放在一起想
1. 學生可能自己都認定需要老師的指導，他不相信自己有能力處理、掌控自己的學習行
為。所以需要多一些來自老師的控制與指導。
所以我通常不被認定是很好的老師。
但是，也有很能夠處理自己學習的學生，看情況應該給予較自由的學習規範，股勵他們自
己發展成學習社群。
2. 老師可不需要，他清楚自己的目標，相信自己有能力處理、掌控自己的學習行為。所以
師資教育工作者就不應該以學生的方式對待老師，需要有另一套更開放的方法、更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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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空間。我的方法就比較合適這樣的族群。
但是，當我們在學習一件新東西的時候，我們還是很希望有專家指導。
該用什麼方式鼓勵自學應該是看事件決定，非常的 situated.
下次上大一外文的時候，我就來個自己選擇。
一組：你希望我給多些架構的，我給你課程表
二組：自己有清楚的目標，可以自己訂定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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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之二)

2009 年六月 22 日到七月 17 日參加
美國賓州州立大學語言習得中心舉辦
2009 Summer Institut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PSU
計畫名稱：邁向外語自學社群：以活動理論探究三階段外語自學社群之關鍵
國科會編號：97-2410-H-004-126-MY2

計畫主持人與報告人：招靜琪

參訪人員：招靜琪
活動名稱：2009 Summer Institut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活動主辦：美國賓州州立大學語言習得中心 (Penn State Center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
活動網站：http://outreach.psu.edu/programs/applied-linguistics/index.html
時間：2009 年六月 22 日到七月 17 日
地點：美國賓州州立大學 (Penn State University, P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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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2009 年 6 月 22 日 到 7 月 17 日本案主持人招靜琪赴美國賓州州立大學 (PSU)
參加為期四個星期的 2009 Summer Institut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活動。
本次參訪，共計達成五項目標：
I.
以外語自學理論之精進為目標，研習六大主題課程
II.
訪問十位世界頂尖語言教育研究學者，了解學術出版經驗與現狀
III.
發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
IV.
參訪美國賓州州立大學語言教育研究中心
V.
建立學術人脈，促進學術交流
以下分別就各項活動做細部說明：

I. 以外語自學理論之精進為目標，研習六大主題課程
各修習課程介紹如下，另請見附件一之與會證明：
1. APLNG 597E - Technology, Mediation, and Second-Language Development
(Instructor: Steven L. Thorne,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This course explored the theoretical an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f Internet-based
technologies in a wide array of language education contexts. Course activities included critical
discussion of established as well as emerging Internet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position tools. We also considered research and exploratory uses focusing on synthetic
immersive environments and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s. Course readings included
technology-related research drawing from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sociocultural and activity
theory, cultural studies, and educational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Participants were expected to
exit the course with a broad 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uses of technology and w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hrough a variety of course activities, to focus on specific empirical, theoretical,
and/or pedagogical contexts that relate to their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specializations.
2. APLNG 597K - Language as Symbolic Power
(Instructor: Claire Krams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anguage is generally taught as a tool for communicating and exchanging information, for
referring to the world, and for expressing one’s feelings. It is also taught as connoting or indexing
social and cultural mind-sets, identities, and worldviews. But its constitutive, performative power
as a symbolic system is often overlooked i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yet from Facebook and
MySpace to the current uses and abuses of language in political and marketing discourse, the
performative dimension of language is gaining in importance in our everyday lives. It is often not
so much what one says that is important, but that one has said it and made oneself visible and
recognized by others. This “performative shift” (Yurchak, 2006) raises questions for language
educators and prompts us to rethink what the goals of language learning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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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urse took the symbolic power of language as its central concern. It explored the impact of
sign-making and sign-using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ymbolic self; the symbolic aspects of culture
(face, footing, style, image schemas, and metaphoric projections);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through literature; and the symbolic dimensio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online (frames,
timescales, and hyperreality). It attempted to develop the notion of symbolic competence proposed by
Kramsch (2006, 2008) and Kramsch and Whiteside (in press) to capture the more intangible and
powerful aspects of language use and their effects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ourselves and others.

3. APLNG 596C - Self, Identity, Agenc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ction-bas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structor: Leo Van Lier,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goal of the seminar was to explore, describe, and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interrelated
constructs of self, identity, and agency o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e constructs were
defined from a semiotic-ec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illustrated through classroom and contextual
data. Throughout, an integr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were pursued.
We examined major cultural, historical, social, cognitive, and educational models of self,
identity, and agency, and study their relevance for language learning contexts. Related constructs
such as motivation, autonomy, and engagement were also addressed, both in terms of their
conceptual underpinnings and the adequacy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commonly used to
investigate them.
Materials for the seminar consisted of key readings that illustrate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he issues, illustrat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settings, includi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bilingual environments, the 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movement in Europe, and other practices and initiatives in Latin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that have been documented empirically and conceptually.
Participants were invited to share data and experiences from their own work and study
settings. Participants who took the course for credit were required to submit a paper that discusses
the topic of the seminar in relation to their own area of work and study.
4. APLNG 596G – Second Language Conversations
(Instructor: Johannes Wagner,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This course introduced basic concept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with a variety of examples
from second-language talk (primarily ESL). The introductory part covered such issues as
transcription; aspects of sequentiality; repair, correction, and uptake; word searches, delays, and
problem solving; and theorie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learning.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e
participants should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at conversation analytic
methodology is able to investigate, as well as experiences with the analysis of interactional data from
second-language talk.
5. APLNG 497A – Second-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Instructor: Karen E. Johns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and Paula Golombek,
University of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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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ed in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on second-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this seminar
explored teacher lear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eachers’ careers; the process of
teacher socialization that occurs in classrooms, schools, and the wider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where teachers work; and the creation and viability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ies
through pre- and in-service activities. The seminar was organized aroun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epistemologies that have informed the knowledge base of second-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2) What are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hat have shaped our views of teacher learning?
(3) What are the institu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at impact teacher learning and language
teaching? (4) What are current innovations and reform movements in second-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6. APLNG 497G –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Pedagogical Imperative
(Instructor: James P. Lantolf,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SLA researchers have wondere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sic research conducted to
develop a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ally grounded understanding of SLA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
Some have suggested that there need not be any direct or even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while others feel it is important to attempt to make research and theory
relevant to practice. The issue to be addressed in this course was that sociocultural theory must,
by necessity, be relevant to educational settings. This is the pedagogical imperative. The PI
requires that education be the activity of artificially and intentionally promoting development.
This is achieved through praxis or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Vygotsky argues that the true test of a theory does not take place in the experimental laboratory,
but in practice where theories meet the world and where the world meets theories. The course
examined Vygotsky’s argument with regard to L2 education. The crux of the argument was that
instruction must be based on a well-organized conceptual (i.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that must be presented to learners in ways that obviate the need for them to struggle to
figure out the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that enable users to make meaning through the language.
The more complex the concept or principle (e.g., aspect, mood, lexical knowledge, metaphor), the
more explicit instruction must be. The pedagogical challenge is to make explicit knowledge
accessible to learners in ways that can be internalized and connected to practical communicative
activity (e.g., using the language in other educational and everyday activities). Vygotsky also
argued that the only good instruction is that which leads rather than follows development. This
notion he formulated as the well-known, but often misunderstood,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The course considered how conceptual knowledge and social mediation in the ZPD promote
language development.
(Note: All wording was originally provided by the instructors, but the tense was changed by the
author of this report.)

II. 訪問十位世界頂尖應用語言學暨語言教育研究學者，了解學術出版經驗與
現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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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計畫主持人與研究團隊在PSU研習期間，就三個目的訪談了十位來自美、加、澳
等世界頂尖學者:
1. 分享計畫主持人及研究團隊國科會計畫成果，並聽取國際知名學者回饋與意見。
2. 邀請頂尖研究學者們分享，在教學、研究與服務的專業發展歷程；一路走來，當中最關
鍵的人地時事物啟發與學習為何?
3. 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分享他們在學術論文寫作與發表之歷程與經驗，以及對年輕學者的建
言。
以下為受訪學者、服務學校、訪談時間、訪談地點、訪談學者與研究團隊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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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與研究團隊就學術論文寫作與發表訪談十位來自美、加、澳等世界頂尖學者:
1. 圖一、Dr. Tim McNamara,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June 30, 2009 Cafeteria, PSU)

2.

圖二、Dr. Steven L. Throne, Penn State University (July 1, 2009 Willard Hall, PSU)

3.

圖三、Dr. Leo van Lier,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1, 2009 Brill Hall,
PSU)

4.

圖四、Dr. Claire Krams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July 1, 2009 Starbucks, P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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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五、Dr. Alister Cumming,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July 3, 2009 Brill Hall, PSU)

6.

圖六、Dr. Lourdes Ortega,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July 14, 2009 Brill Hall, PSU)

7.

圖七、Dr. Suresh Canagarajah, Penn State University (July 14, 2009 TESOL Office, P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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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圖八、Dr. Karen E. Johnson, Penn State University (July 15, 2008 Sparks, PSU)

9.

圖九、Dr. Jim Lantolf, Penn State University (July 16, 2009 Willard Hall, PSU)

10. 圖十、Dr. Elana Shohamy, Tel Aviv University (July 17, 2009 Willard Hall, P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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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發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
筆者與研究團隊以與會者身分獨獲大會安排，於98年6月27日之每日論壇(Forum)中發
表國科會專題研究之成果。論壇主持人Dr. Alister Cumming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教授特別邀請五位應用語言學主要國際期刊論文的主編，
親自聆聽我們的報告並做評論，這五位與談人的加持，突顯本團隊研究議題的重要性，吸
引了來自世界各國學者及全美各地的研究生120人參與，針對「期刊論文發表」此一議題，
熱情迴響並提出他們的經驗與建言。原計畫進行1 小時的論壇 (7:30-8:30pm)，由於與會人
員提論及熱烈討論，欲罷不能，整個論壇在9:10pm 過後才正式落幕。由於參加論壇的聽眾
為來自世界各國的學者和研究生，在論壇發表後，尚有相當多的時間與機會(研習課程前、
中、後)與我們團隊對話與互動，增加了團隊研究成果的能見度，提昇論文的品質，為國際
期刊所接受的機會也將大幅地提高。以下為此行發表論文之英文摘要與發表後之合影。
“Have you been able to I ”: Multilingual Writers’ Experiences in Scholarly Publications
(A presentation at Penn State University, June 27, 2009)
PRESENTERS: Yi-Hsuan Gloria Lo (駱藝瑄), National Penghu University; Chin-Chi Chao (招
靜琪),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ui-Chin Vicky Yeh (葉惠菁),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Scholarly public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for the academia world wide,
which is also an essential part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how junior scholars in Taiwan learn to write for publication. Moreo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these novice scholars negotiate with various target discourse
communities both locally (in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ly. An in-depth case study is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above issues.
This study intends to document the processes and tensions experienced by junior EFL scholar’s
learning to write for publication during their years of individual engagement in publication in a
doctoral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 and in their subsequent publishing practices upon returning
to be novice professionals in language education departments in Taiwan as they participated
individually and collaboratively in different layers of the peripheries (Lave & Wenger, 1991).
Grounded in theories of postmodernism, this study will employ collaborative narrative
inquiry mediated by three young scholars to capture the complexities of learning to publish across
hidden and subtle social, political and linguistic boundaries. Major methods of data collection
will include collaborative narrative inquiry through conversations, dialogue journal exchanges,
and inspection of relevant publications and documents. Gee’s discourseanal (1999) serves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four interconnected issues proposed by Casanave &
Vandrick (2003): (1) situated writing practices within multiple academic communities (2)
invisible challenges, (3) identity and voice, and finally (4) power and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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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dings show that junior TESOL scholars have to position themselves toward multiple
academic communities while they engage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They also have to overcome linguistic, socio-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圖11、筆者與研究夥伴在論文發表會後與論壇主持人及五位SSCI期刊主編留影:
論壇主持人(後排右1): Dr. Alister Cumming,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論壇與談人(前排右至左依序): Dr. Claire Krams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Dr.
Diane Larsen Freeme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r. Nick Ell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r. Leo
van Lier,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Dr. Suresh Canagarajah, Penn State
University

I.V. 參訪賓州州立大學語言教育研究中心
賓州州立大學語言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Language Proficienc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簡稱 CALPER) 是美國的教育部設立的語言教育資源中心，它以研究開發外
國語教育用的各式教材為主要任務。另有Penn State Center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則為
CALPER中心下所成立的語言研究中心，旨在進行語言相關之研究，此次2009 Summer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就是由Penn State Center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 來籌辦，而
該大學之應用語言學研究所(Penn State Department of Applied Linguistics)的博碩士學生也有
機會取得中心的獎學金，而投入兩個中心的教學或(暨)研究工作。
社會服務(經由CALPER)、研究(經由Center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與教學(經由研究
生之投入) 三者間正向互利共生的運作機制，也為該校應用語言學研究所的師生提供了最
有利的成長環境，促成校內外學者攜手跨領域合作，相互提攜、互助研究，讓美國賓州州
立大學成為孕育世界頂尖的語言教育研究學者的搖籃。這兩個中心特殊之處就在於幾乎所
有的研究員都是應用語言學與語言教育的頂尖學者。在主任Prof. Lantolf領導之下，他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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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考斯基的社會文化學習理念，在整個學術領域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包括Lantolf、Joan
Kelly Hall在社會文化學習理論之建構與推廣方面、Suresh Canagarajah (前任TESOL主編)在
社會語言學與語言政策方面、Steven Thorne在科技與語言教育方面、Karen Johnson 與Paula
Golombek在師資培訓與在職教育方面等等，個個都非常有成就，且在全世界非常有影響
力。社會服務(CALPER)、研究(Center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與教學金三角的互動運作
模式，也使得中心成為研究學者及第一線的語言教師之間最佳的對話橋樑。理論與實務、
職前與在職、研究與教學、大學與中小學間的連結、對話與互動方式，是本研究案追尋的
實務社群的真實呈現。
參觀語言教育研究中心本身的硬體建設，倒沒有讓人有驚艷的感覺，它只是一個簡單
的三人辦公室加上一個陳列各項著作與出版品的房間，它的隔壁就是TESOL的總辦公室，
雖貴為領導全球TESOL研究之中心點，其實也是非常簡單，看起是個實實在在的工作區域，
非旨在歌功頌德。但是，參觀硬體建設的具體收穫在出版品，筆者帶回了帶回與研究主題
相關之參考著作目錄，並選購兩片光碟片，分別為【動態測驗評量】(Dynamic Assessment)
及【教師專業成長】(Teaching Heritage and Domestic Language Learners in LCTL Courses)，
可供研究與教學參考使用。有關該中心的更詳盡的簡介，請詳見網頁
http://calper.la.psu.edu/ 。

圖 12、參觀 CALPER 及其出版品之展示

V. 建立學術人脈，促進學術交流
這次活動前後兩期約有兩百多位來自全球各地的學者與研究生參與，大部分的講者及
與會者，都被安排在 Brill Hall 住宿，一連四週每日早餐都在一起，有非常多的機會交流與
建立學術人脈。筆者的斜對門住的是 Dr. Leo van Lier, 每天早上六點鐘就聽到他出門跑步，
接著七點鐘會在樓下的咖啡室取用咖啡，順便可以就前一日的課程或討論內容作當面請
益。Dr. Lourdes Ortega 每日只要有空，就會在大廳抱著筆電寫作，用功的程度令人佩服。6
月 29 日我們團隊發表論文之後，學者也紛紛在行進間給予鼓勵並做非正式討論。有天一打
開宿舍門，Dr. Claire Krams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正好抱著衣服經過，她親
切的停下來跟我討論論文，一聊就是一個小時，這些非正式的互動畫面讓筆者在閱讀與寫
作時候，很清楚地感受這國際學術族群的具體存在。筆者因此得以在 2010 年 5 月 28 日到
6 月 4 日邀請到 Leo van Lier 在文山研討會做主題演講並舉行為期一週的講座(Seminar)，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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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究生與學者製造與國際學者互動的機會。相關細節，請另參考 Leo van Lier 來訪結案
報告。
附件、與會證明

July 28, 2009
National Chenchi University
64 Sect 2 Chin-nan St.
Taipei, Taiwan 11672
Republic of China
This letter shall serve as an official notification of Dr. Chin-Chi Chao participation in the 2009 Summer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The institute was held at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i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on
June 22 through July 17, 2009.
During the Institute, Dr. Chao attend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following classes:
APLNG 597E - Technology, Mediation, and Second-Language Development
(Instructor: Steven L. Thorne,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APLNG 597K - Language as Symbolic Power
(Instructor: Claire Krams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PLNG 596C - Self, Identity, Agenc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ction-bas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structor: Leo Van Lier,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LNG 596G – Second Language Conversations
(Instructor: Johannes Wagner,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APLNG 497A – Second-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Instructor: Karen E. Johns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and Paula Golombek, University of Florida)
APLNG 497G –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Pedagogical Imperative
(Instructor: James P. Lantolf,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Sincerely,

Cindy
Cindy Stearns, Conference Planner
225 The Penn Stater Conference Center & Hotel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Park, PA 16802-7002
phone: 814-863-5133; fax: 814-863-5190 CAS81@outreach.p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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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邀請目的
外語自學的概念在語言教學界非常受到矚目，特別是台灣與其他亞洲地區學校，均熱
中於藉著電腦自學軟體或者課外自學活動，增加學生自我學習語言的機會與效能。國人一
向重視英語與外語學習，近年來在教育部主導的提升外語能力方案之經費挹注之下，各大
學也陸續設置了外語自學中心、英語角（English Corners）
、寫作中心、學生外語自學社群
等等設施與活動，在外語自學活動設計與實務方面有很好的創意表現。
外語自學熱方興未艾，然而，以台灣為場域之外語自學理論性探討與研究目前較顯缺
乏。自學一般認為是西方概念，台灣學生與外語學習者對這樣的概念接受度如何、是否適
用，均有待深入的討論。缺乏在地審思的結果，實務上可能格格不入卻不自知，也無法有
所突破與創新。另一方面，經由實務的審思進行理論的探討，國內學者也將有機會回饋國
際學術社會，研究思維與方法也可以更發揮創意。
基於以上的想法，我們認為有必要在外語自學之理論與研究創新方面加強，本案邀請
Leo van Lier 教授來台主持為期一週之講座，目的在針對三個外語自主學習之基礎概念：學
習者的自我概念（Self）
、自我認同感（Identity）與自主觀（Agency），探討它們如何影響
語言學習經驗，也希望國內的學者與研究生有機會與國際學者面對面交流，達到知己知彼、
精益求精的目的。。
Leo van Lier 教授為美國 Monterey Institutes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之教授，其著作包括
The Classroom and the Language Learner, Introducing Language Awareness, Interaction in the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The Ecology and Semiotics of Language Learning。van Lier 教授經
常在國際重要期刊發表論文，包括 TESOL Quarterly, Applied Linguis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Th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Language Awareness, Le
Français dans le Monde, Signos, and Applied Language Learning。他目前是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的主編，也擔任其他期刊的編輯委員，包括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pplied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Awarenes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and Sintagma，以及 Springer 出版集團教育語言學類叢書之總編輯，為英語教學
界著作等身之重要學者。

圖一、van Lier 教授講課姿態
藉由 van Lier 教授的專業帶領，本講座力求理論與實務的結合，重點放在以語言符號
生態觀點（a semiotic-ecological perspective），探討社會與文化環境（即台灣）如何形塑學
生在學習語言時的自我觀念，如何影響個人的外語自學經驗與效能。講座教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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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悉語言符號生態觀點（a semiotic-ecological perspective）下，外語自我概念（Self）
、
自我認同感（Identity）與自主觀（Agency）之重要理論基礎與研究議題。
2. 培養辨證思維，了解自我在教室內外語言學習環境扮演的角色。
3. 依與會者需要，探討相關研究設計與方法之適切性，例如敘事研究法、CHAT（活
動理論研究法）、個案研究法、日誌記事法、行動研究等。
4. 深入討論相關理念在台灣地區實踐之適用性與挑戰。

貳、 執行情形
◎ Leo van Lier 教授來台訪問時程表
時間

活動

主題及講義

5 月 27 日
（四）

抵達台灣

認識環境

5 月 28 日
（五）

【講座一】17:30–19:30
主題：Introduction,

¾

overview of the topic

[理論闡述]

a) Concepts of self, identity, agency
b) Research trends
¾ Readings: Block, 2007; Norton, 2006;
van Lier, 2010
[理論闡述] 講題：The Ecology of Language

5 月 29 日
（六）

【講座二】
「第九屆文山國際學術研 Learn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討會：面對數位世代英語教
學之挑戰」發表主題演講、
座談

5 月 30 日
（日）

參觀訪問

參訪故宮、市區觀光

5 月 31 日
（一）

1. 參訪高雄文藻外語學
院、上下午兩場演講

1. 高雄文藻演講：
z 時間：10:10 am–11:40 am
講題：The Review Guideline for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時間：13:10 pm–14:40 pm
講題：The Latest Research Development

z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 【講座三】18:00–20:00 政大英文系研究生團隊之發表，題目： How
is developing English proficiency related to
self, agency, and identity in a context where
English is not used in daily life? – A narrative
inquiry on seven 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history
z

Brief report on Publishing topics from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20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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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6月1日
（二）

活動

【講座四】17:30–19:30
主題：Case Studies: Alice

主題及講義
z
z
¾

Discussion
Planning ahead
研究專題：Narratives re-construct

¾

Jigsaw: on group: Alice in US; 2, A in
France 1; 3; Alice in Fr 2
Readings: van Lier 2005; Alice
研究專題：Narrative project

(Kinginger)
6月2日
（三）

【講座五】17:30–19:30
主題：Agency in the
classroom

6月3日
（四）

【講座六】17:30–19:30
主題：Case stories from

6月4日
（五）

experience; our students,
ourselves
【講座七】17:30–19:30
主題：Qualitative research;

6月5日
（六）

Designing research and
proposals
離開台灣

¾
¾

¾
¾

timeline –construct, present, write, share
a) In groups: divide classroom extracts:
analysis
b) Comparison: locating agency
Readings: van Lier, 2008
研究專題：Writing up narrative research

¾
¾

Readings: Karlsson
個別會談

¾

研究專題

¾

a) Literature resourcing
b) Wrap-up
¾ Readings: Zimmerman
師生五人親至機場送行

參、 成果與績效評估
本次活動可以分三期說明，第一是近一年(2009.7-2010.5)的【準備期】、第二是講座第 1-2
天的【理論闡述期】、第三是第 3-7 天的【研究專題期】。

(一)、
【準備期】
2009 年的六月份，主持人招靜琪老師與英文系與外文中心同仁赴香港參加外語自學研討
會，這次的參訪經驗非常有意義，我們在會前、會間、與會後的討論非常深入豐富，同仁
們對自學的興趣與重視因之提升。但是，我們共同的感覺是亞洲地區的學者似乎比較重視
外語自學的實務，例如如何建立自學室與如何使用電腦等等實用課題，在理論與研究方面
似乎較為薄弱。
2009 七月份，主持人招老師赴美賓州州立大學，與應用語言學與英語教學大師級的學者，
包括 Lantolf, Claire Kramsch 與 Leo van Lier 等幾位教授針對衛考斯基社會文化學習理論
(SCT)最新發展之觀察與解讀，作近距離地討論。幾位學者皆以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為討
論焦點，認為是彌補了傳統 SLA 所忽視的 Language Socialization 之過程，也對今後語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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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理論與研究發展有深刻的影響。
其中 Professor Leo van Lier 是美國蒙特立國際研究學院之教授，在第二語言學與教育語言學
中可謂是學界泰斗。他所著作的專書包括
z The Classroom and the Language Learner (1988)
z Introducing Language Awareness (1995)
z Interaction in the Language Curriculum (1996)
z The Ecology and Semiotics of Language Learning (2004)
部部皆對全世界語言教學人士具深刻的影響力。他在學界中重要期刊與書籍經常有文章發
表，也編有【語言與教育百科全書】，目前也擔任 SSCI 期刊的編輯委員，同時更是質量皆
備、重量級刊物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的主編以及 Springer 出版公司教育語言學群書主
編。特別是 2004 年 van Lier 提出的「語言學習之生態學」
，是近年來頗受第二語言教學學
界重視的學說之一，引發很多迴響。Leo van Lier 教授讓筆者對語言學習者之 Self, Agency,
and Identity 這三個議題產生了興趣，認為語言學習之生態理論，可以彌補亞洲地區外語自
學理論不足的問題，作為相關研究的基礎。
2009 九月份，筆者開始在英文系英語教學碩博士班，開了一門新課，叫做『語言學習者自
我概念專題』
，七名碩博士生跟我一起深入研讀這些概念。十二月份課程結束，大家意尤未
盡，2010 年二月份新學期同班人馬再加上一位新同學(一共八位)，又繼續以 Strategies and
Style 的課程上課，學習如何處理蒐集到的語言學習者敘事資料。我們非常高興 van Lier 教
授答應五月底來台提供一個星期的講座，題為 Agency, self, and identity in language learning:
Approaches to research in practical contexts，幫助我們釐清一些重要的概念，指導我們的論
文。這次的活動希望有比較多的時間與 van Lier 教授做近距離的互動。因此一連七日的活
動，除了 van Lier 教授的演講，也安排了本系英語教學組碩博士班同學們的論文發表時間。
學生跟筆者在會前緊鑼密鼓地分析、解讀資料，期待 van Lier 教授來訪時與之討論。

圖二、van Lier 博士來訪前有長達一年的準備期

(二)【理論闡述期】
講座第一與第二天 van Lier 博士以演講方式將相關理論作重點提示，參與學生成員由於精
讀過 van Lier 博士的學說，這兩次的講述提供了複習與重新思索提問的機會。細部說明如
61

下。
Seminar Day 1: May 30, 2010
重點：語言符號生態觀點（a semiotic-ecological perspective）下，外語自我概念（Self）、
自我認同感（Identity）與自主觀（Agency）之理論基礎與研究議題。
The first day Leo discussed three papers:
Norton, B. (2006). Identity: Second language. In K. 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5 (2nd ed.) (pp. 502-507). Oxford, England: Elsevier. (Attached)
Block, D. (2007). The rise of identity in SLA research, post Firth and Wanger (1997),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1(Focus Issue), 863-876
van Lier, L. (2010). Agency, Self, and Identity in language learning. In O’Rourke, B. & Carson,
L. (Eds.). Language learner autonomy: Policy, curriculum, classroom --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David Little (pp. ix – xviii). Bern: Peter Lang.
Two handouts:
Leo gave us (1) a tentative agenda of the whole seminar and (2) a handout comparing the three
papers. (attached)
What happene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bove three papers, the purpose of the first day seminar is to give
an overview of many of the related terms: including identity, self, agency, autonomy, motivation,
willingness to speak, positioning, footing, border crossing, imagined community, a third place
versus a third space etc.
Leo's approach is sociocultural,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way scholars in the cognitive
camp (e.g., Dörnyei) would handle the topics. He talked about the turmoil between two different
theoretical camps in TESOL (cognitive and social) since the early 1990s. He himself is more
willing to think about the learner and their activities in a poststructural way (referring to Block,
2007). He does not assign different terms to fix boxes, but to understand these concepts as
recursive, interactive, and relational, acknowledging the multilayerness of the experiences and the
struggle between stability and change that one has to go through in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ocess thinking versus the more limited classification thinking is very
interesting. Relationship of power is one of the suggested issues that he thinks we could develop
papers here in Taiwan to be published in the world. Cognition + emotions is supported by various
authors in the west. Leo said we might find Asian philosophy to support it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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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It is fascinating listening to him talk about the changes that the field is experiencing and the
conflicts and turmoil among different theoretical camps in TESOL (cognitive and social). The
final point on process thinking and classification thinking is very inspiring.

Seminar Day 2: Wensan Conference, May 29, 2010
講座第二天是文山研討會，Van Lier 教授針對語言學習生態學做了一番精闢的說明。
Prof. Van Lier’s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BSTRACT
This presentation looks at language learning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n approach that
focuses primarily on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on the creation of a variety of
learning opportunities. Important pedagogical principles in an ecological approach are context,
relationships, agency, motivation and identity. Each of these concepts will be examined and
illustrated from a practical and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ecology, practice and theory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and they are dynamic and emergent, never finished or absolute. Both are
based on principles that are powerful and enduring, once teachers and learners make them their
own.

CC's Note
The rain pours cats and dogs outside as I walk into the conference hall a few minutes before 9am.
All three keynote presenters are already there preparing for their ppts, while the room is quickly
filling up with expecting conference attendees.
At 9:30, after the formality needed for starting a conference, our first keynote speaker, Prof. Leo
van Lier, is ready to talk. His topic is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my notes:
To show that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th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A quote by Kurt Lewin is
shown: There is nothing more practical than theory.
Ecological concepts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 relationships (mutuality, engagement, collaboration)
- context
- emergent patterns,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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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lity
- value
- critical perspective
- variability and diversity
- agency (action, perception, interpretation)
- Identity and motivation
How do we document quality learning? Pay attention to when rather than what!
Leo then uses his own transcript data and video clips to show the level of learner agency
observed in various classrooms from the world, including one from a high school linguistics class
where students initiate and engage in an argument on whether or not animal language counts as a
language. Leo says in order to encourage learner agency, the teacher's interaction with the
students has had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nstraining, releasing, constraining, and releasing.
Leo ends his presentation with a quotation from Maria Montessori:
The greatest sign of success for a teacher.. is to be able to say,
"The children are now working, as if I did not exist."
My thoughts:
1. When Leo says, the teacher's interaction with the students has had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nstraining, releasing, constraining, and releasing, I was thinking about the project that my
graduate students are going to present to Leo on Monday (May 31): How much of it is learner
agency? Well, it was hard to push the project ahead at first, particularly with some of the MA
students. Reasons: They are not used to thinking as a narrative inquirer, since a lot of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kind of thinking encouraged by the research method course they are taking at
the same time, including the stages of ambiguity that they have to put up with and try to go
through before we could arrive at our findings. Students did not have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and perhaps not much trust in me either yet.
What I did was listening carefully to their thoughts and then transforming their voice into more
academically sounded language for them as a demonstration for what they could do with their
own views. I also assigned them to groups so that MA students work with PhD students, hoping
that they would feel safer. I am not sure how my “constraining, releasing, constraining, and
releasing” really feel to them. Might be interesting to find out.
2. Leo says kids’ asking for help is a big deal, but here in Taiwan it is actually quite a common
thing for students to ask help of one another. Maybe this is a cultural difference? But our
students’ asking for help has to be situational – it has to be don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here
there is no risk or that no loss of face i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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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 our context, the high school linguistic class conversation would be have done in Chinese. I
believe it works just as well in terms of learner agency. Just that it would be hard for some
teachers to accept such discussions in L1 since it is supposed to be an “English” course.

(三)、
【研究專題期】
第 3-7 天的重點在前揭語言符號生態觀點之下，
z 培養辨證思維，了解自我在教室內外語言學習環境扮演的角色。
z 依與會者需要，探討相關研究設計與方法之適切性。
z 深入討論相關理念在台灣地區實踐之適用性與挑戰。
Seminar Day 3: May 31, 2010
第三天是師生研究案之發表，van Lier 博士聽後大表讚許，決定將後面的課程設定為幫助
我們正式對外發表此篇論文。

圖三、論文發表與討論
Presenters (in alphabetical order)
MA: Anita 謝采縈, Athena 李星瑩, Chiayi 黃佳儀, Emily 洪郁閔, Oliver 謝明宏
PhD: Gingin 張菁菁, Joe 張睿銓, Ken 蔡文雄
Presentation Title
How is developing English proficiency related to self, agency, and identity in a context where
English is not used in daily life? – A narrative inquiry on seven 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history
Abstract
Learner agency, provisionally defined as “the socioculturally mediated capacity to act” (Ahearn,
2001:112), adds a distinctiv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to the relatively individualistic yet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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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notion of learner autonomy (Benson, 2000; Little, 1999, 2004). Having been
increasingly explored in the field of 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 (Thorne, 2005; van Lier,
2004, 2008; Hunter and Cooke, 2007; Lantolf and Pavlenko, 2001; Lantolf and Thorne, 2006),
agency adopts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learning by providing a means by which a
language learner actively procures affordances, or action potentials, from his or her immediate
environment (van Lier, 1996, 2004). Nevertheless, there has been little concrete conception of
how agency, as a relational construct (Lantolf and Pavlenko, 2001), is influenced or limited in a
context where the language is not used in daily life. This study aims to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a by revealing how agency is enhanced, constrained, and
ultimately transformed in an EFL environment such as Taiwan’s.
In Fall 2009, seven TESOL graduate students found themselves sitting in a course to study Prof.
Leo van Lier’s perspectives of self, agency, and identity in a Taiwanese university classroom.
Questions that immediately came to mind included: As language learners, what have taken them
to this point of time? How do the concepts of self, agency, and identity apply to them as language
learners? They developed narratives on each of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history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interviewed one another in class and in groups for nuances of what they had
experienced and how they felt. In Spring 2010, with a new class member from the Philippines
came serving as a coresearcher, the eight of them plus their professor worked on analyzing the
data. They were informed by Clandinin and Connelly (2000) and inspired by Karlsson (2008) as
they worked in three groups to analyze the same narrative data set focusing on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crucial affordances that emerged from the data, in a way similar to turning the
kaleidoscope.
The three turns of the kaleidoscope and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the analyses can be
described (in simple terms) as:
(1) Landscape or places: Every turn of place created a new set of rules to be followed and new
goals to be achieved, which then moved the individual to becoming a different self.
(2) People and relationships: Although it is clear that the self mostly made the choice, there are
also cases when one chose to make others decide for them (i.e., being passive learners).
(3) Temporality or identity shifts caused by incidents, people, contexts in different time frames:
Most people developed totally different concepts of language learning during college/university.
College seems to be a critical moment for English learning for these narrators, which may have a
lot to do with the nature of Taiwanes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systems, and examinations.
The analyses as in three turns of the kaleidoscope clearly reveal the dynamic and contingent
complexity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EFL learners’ lives,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ir contexts.
The study also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t role that English and English learning could play in the
learner’s life, even though EFL environments are often considered more deprived than ESL
environments. As conclusion, these TESOL graduate students will share with the audience their
pedagogical insights derived from this study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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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 Note
It was an amazingly exciting day for the students yesterday. I was with them the whole afternoon
helping them get ready for the presentation for Leo. There seemed to be too much to do with so
little time left. Students were very nervous. In the room which we usually had class in, groups
gathered around computers talking, working, and getting ready. I helped one of the groups with
their language, having them clarify what they tried to say, and I downloaded some pictures for
them to use in the ppt. At 4pm I went off to meet Leo at the train station, so I myself had not seen
the whole presentation before Leo saw it.
We actually did not start the seminar until a bit later than 6:10, because Leo and I had to be back
from the station and then we spent some time waiting for Joe, one of the class presenters, to come
back from his teaching. Once when the presentation started, the seven PhD and MA students took
terms providing details to their parts of the work. I was really, really surprised by the high quality
of performance that these students were able to pull off. In fact, all of them were able to articulate
their thoughts clearly and provide good support for their arguments. You could clearly see the
in-depth analysis that they went through to arrive at their interesting findings. They were really
successful in impressing Leo -- So much so Leo thought it would make more sense to dedicate
the rest of the seminar to this project! A lot of possible developments and some possible
theoretical frames were then discussed. Leo repeated several times that the work is really, really
good.
I honestly had not expected them to be so good, and I am certainly very proud of them because
they did it mostly on their own! One student said, "I can't believe that he actually likes our
presentation!!" Their eyes were sparkling and excitement were lingering among all of us as we
called it a day!
Tomorrow each of the students is going to put their narratives onto a big poster, in art form or in
text and talk about it as an exercise to distill. We are not going to do the readings as Leo had
previously planned now, and I could see that everybody in the class liked this idea very much. I
am sure it is going to be more exciting as the seminar moving on to the next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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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 Day 4: June 1, 2010
Van Lier 博士認為論文應加強呈現敘事資料，而非過度重視文獻之鋪陳，於是要求大家以
圖表呈現並說明自己的故事。

圖四、以圖表講述敘事資料
CC’s Note
Day 4, the agenda changed. We are not discussing the readings anymore. The student project is
the focus.
Leo wanted the students to stick to the data, i.e., their narratives, so they were asked to create a
poster and tell their own story in class today. Each of the seven narrators showed up with a poster:
Most were hand-drawn with color pens; one was a computer generated graphic, while another
was a series of family and personal photos. After each story, Leo opened floor for discussion and
questions. Sometimes the questions asked for clarification, sometimes there was a bit
analysis when the audience saw a pattern.
Telling their own stories is something we are very familiar with, but I think pictures helped a lot
in the audience's comprehension because of concreteness. They also reveal a lot more emotions
which were not clear before. I knew all about this,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students draw!
I sensed that, perhaps with Leo as the audience, the stories were told a bit differently. In the past
the stories were told and discussed in Chinese because at one point we realized the story tellers
and listener felt very differently with the two languages. But, this time the stories and
responses sounded just as natural and sincere as in Chinese, perhaps because of Leo, a real
audience that they are comfortable with. Also, there seemed to be more mention of native
speakers -- perhaps having to do with what Leo said to be interesting. I think this picture telling
activity to Leo really added a new dimension to the data that we already had.
It is also interesting that while one person was getting ready to present, all the other people would
be busy helping out: some were taking pictures, others were making sure the tools work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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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vironment was ready. I think there is a clear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is group.
At the end of the class, Leo talked about what to do for the following three days. Students are
going to collaboratively construct a timeline for this study for the two semesters: What we did
and when. Then, Thursday we will return to theoretical frames. Finally, Friday the students
will develop an abstract for AAAL. I can tell students really like what they are experiencing with
Leo, and that is very good.

Seminar Day 5: June 2, 2010
第五天 Van Lier 博士要求大家將一年來研究的發展程序以時間軸的方式表現出來，接著分
析脈落並細說研究問題。

圖五之ㄧ、合力重組研究時間軸

圖五之二、分組細說研究問題

CC’s Note
It was raining again last night. The temperature dropped to 20 degrees C. I was wearing two
layers of light sweaters. What a surprise for May in Taipei! It actually felt a lot like going to
conferences or attending graduate classes overseas. Obviously, Leo brought us the overseas
graduate school atmosphere quite thoroughly!
I was busy teaching the whole day. At 4pm, an MA student came to have me sign her off for
graduation. I did not have time to sit down with her, so we walked uphill while talking. That
worked out well: She got to hand in her papers, while I could go join the seminar team for
constructing a timeline.
When I entered the room around 4:30pm, Oliver, Emily, Mandy, Anita, and Athena (all five MA
students) had already created half of the timeline on the big white board in front of the room.
They were still trying hard by putting their heads and memories together: What did we do that?
What happened afterwards? I saw colors, lines, texts, and figures being used to indicate who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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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did what that changed the project's path of development. Big labels "Angels" indicates a period
of silence at earlier stages, and hesitation in the middle when the team seemed to experience a
period of not knowing what to do (Joe later said, "we talked a lot but could not write."). I helped
out a few things here and there. Among the six of us, gradually a magnificent timeline started to
take shape, stretching across the big white board and dat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981
semester (September 2010) up to Leo's visit in June 2011 now. A moment later Leo and PhD
students arrived too. Joe asked, "when did that (the timeline) happen?" Obviously he was
surprised by the beautiful timeline stretching in front of him.
Leo asked the students to provide a bit introduction to the timeline. Oliver led the way, while the
others helping out and filling in gaps. I was really happy to hear this because a lot of what they
did behind the scene was told, including their struggles and shifting of directions in the middle of
analyzing their data in each of the groups.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 had a chance to know.
After the timeline was presented, Leo led the students to identify four layers of work we are
doing:
Layer 4: Publishing -- Meaning | Metalevel |Implications| Usefulness
Layer 3: Framing -- Consolidate | Structure | Organize
Layer 2: Timeline -- Finding our way | "puzzle"| Exploring
Layer 1: Stories -- N N N N N N N N (i.e., 7 narratives)
We did Layer 1 on Day 3; we do Layer 2 today (Day 4), and we will do Layer 3 tomorrow (Day 5)
and Layer 4 on Day 6.
Moving toward Layer 3, Leo had the students write a question tha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addressing or they wanted to know. Then, they talked to one peer to transform two questions into
one. A few moments later, each pair of students wrote on the two small white boards what they
came up with.
Here are the four questions:
Emily & Mandy:
From our data, we often come up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Everyone is unique.” But what’s so
special about this? And how can those EFL learners resonate with our narratives, which may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ir experiences?
Oliver & Gin:
Understanding and relating who I was through who I am to who I will be in the ecological
context we have been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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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 Athena:
How could our understanding of ourselves lead others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as EFL
learners/teachers and how could the process of seeing others understand themselves lead us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Anita & Joe:
Why do we want to speak English well and worry if we cannot?
As homework, the students need to 'merge' these 4 questions into one (the ‘structure’). They will
also need to write a one-page abstract using these questions.
As the last activity of the evening, the class took a picture in front of the great timeline.
Later, in an email to the class, Leo wrote -> Thank you, Kenneth, Prof. Chao and everybody,
>
> I have to say, I am very excited to be a part of this project, and i am grateful to you all for
allowing me to contribute to it. Awesome!
>
> See you tomorrow,
>
> Leo
-----Original message----From:van Lier, Leo A. <lvanlier@miis.edu>
Date:Wed, 2 Jun 2010 19:01:02 -0400
Subject:Re: Leo's Seminar Day 4: June 2, 2010
Thank you for your thoughts, Chin-chi.
For me, of course i was not part of that long two-semester process, but seeing the time line unfold
and the description/comments was very instructive. i think it was also instructive for the
participants since it led them to "reconstruct" the process and come closer to a metacognitiv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They were thinking through it as they recollected the various steps. At the
same time this will help when starting to put it into a more formal genre.
It was interesting to see how at certain points during the research there were periods of apparent
lack of progress, with "angels flying," "silence," contrasting conceptions and so on. Just
examining this process itself is very illuminating.
I thought the four statements that were produced are very productive and central to the task ahea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how the abstract / summary pages turn out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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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s Seminar Day 6: June 3, 2010
第六日主題是如何將我們的研究發展成論文並且分析我們研究的優勢。博士生張睿銓、蔡
文雄、張菁菁、碩一謝明宏、英文系助理教授黃怡萍、外文中心副教授黃淑真、外文中心
助理教授許麗媛等七位師生也分別與 van Lier 博士約談，利用白天的時間針對個人之研究
做個別諮商。

圖六、van Lier 博士與本案主持人招靜琪老師帶領學生討論中
CC’s Note
Another incredible, amazing evening -- Leo helped us start a paper!
Today students came in with their short summaries (a.k.a. abstracts, research narratives). Three as
a group: One read directly from her writing, the other two took notes. Their reported their peer's
summary, not their own, while I played the role of a secretary trying as hard as I could to put
what I heard on the white board. Leo wrote on his notepad. Later Leo circled things from the
white board to reveal cycles of development and emotional shifts that he found in this new run of
research narrative: moving from politics and parental pressure at earlier stages, to becoming
aware of a critical view on English learning but not being able to do much, to making choices that
led to now.
Then we pulled out the paper structure that I had provided to class before Leo came, which has
assigned parts for each group of students to develop but students had not been able to do so for
many reasons. Using it as a starting point, Leo started to voice an introduction and a structure for
our paper while on a different computer Ken typed verbati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lluminate practices of English teaching as they are current
unfold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s well as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n ever
increasing pressure to learn English in many countries like…. In order to address this urgent and
pressing issue, a group of graduate students designed a research project the circumstanc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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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English study develop in particular settings.
In this study, a group of seven graduate students (say who) took the initiative to document their
own learning with the initial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t forces, challenges, and
constraints surrounding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Eng within a context of the pressures of Eng as (a
global lang?)
[insert:
over the period of 2 semesters’ work, the grad students engaged in a number of data gather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which we will briefly outline in the into
To begin with, all the students wrote a history of their learning, including a number of revisions
(less detail ..Keep for method), engaged in mutual discussions, dialogue, cycles of ref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nd study of relevant literature. Subsequently, the narratives were used to initiate
in-depth analyses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a variety of experiences that were encountered. In
this paper, we document in detail the processes of investig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 variety of settings.
Lit Rev
Keep ecology for later
As this project evolved, a number of key issues were identified. These include… (gov’t policies,
educational practices, parental pressure, …)
1. 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
[include only: general… overall non-linear nature of the process; avoid redundancy]
Start with
1. global Englishes, political (Pennycook Canagarajah…) lang policies;
2. socio-cultural theory ; ecology perspectives
3. identity and agency (Halliday did NOT… meaning potential) … autonomy and motivation
4. subsection on narr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multiple case studies
Provisional ques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lit. rev., we formulated our research questions as follows:
Methodology:
THE timeline (cyclical nature with verbatim examples of the narratives)
We started out our investigation by formulating… which we later sharpened/ defined/ …
PSEUDONYMS -- use the original Chinese names
3-part
two kinds of direct quotes: how to signpost e.g. in the diagram, we will use the … in 3 levels…
in the 1st level, we shall call NAR (narrative), just tell the story without analysis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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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half-page summary of (7) – all started …, sequence (elem -> jr. high…)
DETAIL:
then go through them using their own voices (topics), In Emily’s case, … salient snippets of
history
the 2nd level we shall call RES (research), analyses of time, place, people; crisis points, ‘pie’mutuality/directionality/reciprocity,
the 3rd REF (reflection) --> do as a discussion section of a paper
sum up what it all means (as professionals)
Discussion (= typical academic paper); ‘playing the game without knowing so’; [bring back lit
rev];
Implications:
How this can be applied…
this narrative will be useful for…
wish to promote an understanding of…
Reflection: non-representativeness, rationale/ choices made
(LvL’s help 6/04: create phrases to connect parts)
Later on, he pointed out the selling point of our paper which should go to the INTRO:
a unique, very innovative way of investigating a particular slice of reality (contextualized
research); through very participatory…; combining narratives and reflections togethe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at reality means… relevant to any other settings in which…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the end we were simply full of appreciation. Speechless!!
Cc’s Thoughts
Looking at what Leo has been doing with the students, I am learning a lot about -1. Being ready! -- It has indeed been a good experience, but it would not have been this way if the
students had not done enough homework. They had read many of Leo's work and had done a
study that allowed them to get Leo's attention and engage in meaningful interaction with Leo. My
understanding of Leo's style in the PSU classroom also helped me as their professor to see how to
get them ready. But, funny that I forgot to prepare myself and my own wor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the VGC group could spend some time with him during this visit? And my own work
too.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I could show Leo my work as my students did? I guess we
had our opportunities in PSU. The problem is at that time we had not read enough and did not
know enough about Leo. Next time when there is a chance like this I must remember to get
myself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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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ing a professor -- Leo's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students and the activities that he conducted
in the classroom are all very instructive for me. On the one hand, students are comfortable with
him, willing to follow along and wait to see how things unfold. Leo makes me feel that there is a
lot I need to learn in order to become a good professor. On the other hand, I am learning a lot
about teaching just by watching the class on the side. I had my college freshmen class fill out a
big timeline for the activities that we had done for the whole school year on the blackboard
yesterday. When the timeline started to take shape in front of everybody, you could really see
sparks on the kids' eyes -- Everyone was surprised by the amount of interesting things that we had
done in class!! This is a good activity for reflection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I also had Emily
demonstrate how to do language learning narratives with my college freshmen classes. With a
self-created graphic in front of them, these 18-year-olds could tell their stories in English just as
well as my graduate students. Another opportunity to collect data from them! It was always a pain
to interview college freshmen about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Now, I finally have a
productive way!!

Leo’s Response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thoughts and reactions. I am glad we saw further progress and
directions. Very often it is really hard to start a paper, and we spend a lot of time staring at a blank
screen. Once we get started things may flow more easily, even though further blocks may come
down the road.
I will finish going through your earlier document and make some notes for tonight. Let's hope the
momentum will be great!!
See you later. I'll be working in my room till I hear from you.
Leo
On Jun 3, 2010, at 6:00 AM, van Lier, Leo A. wrote:
Hi all,
Thank you for another intense evening of thought and action. I will go through the earlier draft (I
must remember from now on to ALWAYS scroll down!!) this evening and tomorrow morning,
and hopefully make some notes that I can share.
Gin asked me about information regarding news and conferences in global languages etc., and i
thought of the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list that i am a member of. Since perhaps several of you
would like to sign up for that, i include the information that my colleague Francis Hult, who runs
the list, sen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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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them to go here and scroll down to the section on subscribing:
https://lists.sis.utsa.edu/mailman/listinfo/edling
There are fields where they can enter name and e-mail address. Then they should click the
subscribe button.
<<<<<
I find it a useful list to be informed of news, conferences and publications about global language
issues all over the world. I do recommend it.
Good night, and please do get some sleep, even if only for a couple of hours.
See you tomorrow,
Leo
Leo's Seminar Day 7: June 4, 2010
最後一天學生開始分組寫作，van Lier 博士則慷慨提供相關文獻資訊。

圖七、學生圍繞在 van Lier 博士身旁尋找文獻
The last day was basically a work session. Students first brought in night market dishes for Leo to
try. We were just eating and chatting along and did not actually get started until after 6pm.
Then, student groups were assigned to different sections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Global Englishes, policies, Asia context -- Joe & Oliver
Taiwan -- Anita & Athena
SCT, Ecology -- Kent & Emily
Narrative inquiry -- Gin & Oliver
Each of the groups then took turns huddling around Leo and his computer to get articles and
suggested references. Gradually, all class members came sitting close around Leo in order not to
76

miss out on important information. We also made sure that we understand how Leo thinks each
section of the article should be developed,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when the writing actually
starts adjustments will be necessary.
When it was close to 8pm, students presented gifts to Leo, in appreciation of his kind help and
instruction over the past one week, including some specially designed T shirts, a banana flash
disk, a story book on our university, a university bag, etc. They also wanted Leo to sign their
ecology books: One by one Leo patiently signed their books and took photos with the students.
Even the camera girl Terri, an undergraduate freshman, got a photo.
After photos and everything, three students, me and Leo went take a walk at the Shi-Ling night
market, just to experience the atmosphere, until way over 10pm. Earlier today we also went to
Dintaifung for dumplings http://www.dintaifung.com.tw/en/index.asp
The Confucius temple, Taipei
http://english.ct.taipei.gov.tw/ct.asp?xItem=1083616&CtNode=29451&mp=102142
And, a temple that is right across a small street for a medical doctor.
http://www.baoan.org.tw/ENGLISH/index.html
Three students and I are going to see Leo off early morning at the airport, and we will continue
our class meeting at our usual classroom next Monday to discuss a writing schedule.
CC’s Thoughts
This experience has been really awesome. Many people benefited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from
Leo's visit, including -1. the eight graduate students
2. me
3. many of the faculty members who had one-on-one conferences with Leo
4. the camera girl, Terri, Most of the time she was not interacting with the group, but this
experience was inspiring. She might get into TESOL, she said to me last night.
AND
5. My DVGC group -- Although they were not able to join us in Taipei, all three of them (Diana,
Vicky, Gloria) have been following very closely to what happened everyday.
What an experience! There is no way I could thank Leo enough for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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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師生與 van Lier 博士課後合影
Email after the seminar
Van Lier 博士回到美國後繼續承諾將協助我們發表論文。
-----Original message----From:van Lier, Leo A. <lvanlier@miis.edu>
Date:Mon, 7 Jun 2010 00:00:43 -0400
Subject:back in the USA
Hi, all,
I got back safely yesterday.
I very much enjoyed my time with you last week, and hope that by now you have come up with a
great name for the group :-)
If you need me to, i will think of some suggestions once my brain is back - I think it is still flying
in the air!
Thank you again for all the presents, for the inspiring stories and discussions, the food, and the
pictures!
About the project, a book i have here is called Identity and story: Creating self in narrative (2006).
The editors are McAdams, Josselson and Lieblich. I remember that you also mentioned a book
with Lieblich, was it the same one?
If a different one, I will see if there might be som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information in the one I
have here.
Keep up the good work!
For now, I better catch up with some sleep.
Miss you all, and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Leo
-----Original message----From:van Lier, Leo A. <lvanlier@miis.edu>
To:cchao@nccu.edu.tw <cchao@nccu.edu.tw>
Date:Thu, 10 Jun 2010 02:24:17 -0400
Subject:the Japan g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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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ally and totally LOVE your project and your group and i am committed, so if it can be done at
all, I'll be back!!
Whatever happens, I will do what I can to help with the success of your study.
Take care
Leo

肆、問題與困難
本次活動英文系賴惠玲主任、英語教學組各位老師、以及系辦公室行政助理(特別是銀姿)
提供了最大支持、支援與配合，順利解決所有大小問題與困難，使得寫報告時的今天幾乎
難以回朔到底有哪些問題與困難，令人感激。

伍、影響評估
本次講座不論在理論與研究方面預期對參與的國內學者與研究生會有重要啟發。與會學者
與本系英語教學組研究生能夠如此近距離與大師接近，且成功地讓 van Lier 博士看到我們
的研究實力，承諾將持續性地傾囊相助，可以預期此次活動的影響深遠。台灣英語教學期
刊也成功邀請到 van Lier 博士賜稿並擔任編輯委員，相信對台灣英語教學期刊國際化的目
標也會是一大助力。

陸、未來相關建議／檢討
本次活動的特色是事前的準備，與會老師與研究生不是空著腦袋聽演講，而是對來訪學者
及其學說至少有文字上的認識，而且擁有正在進行的研究可以與來訪學者做深層的互動，
有機會問深入的問題，作最好的表現。這樣的努力，使得本次活動在本系研究生的養成教
育方面，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此外，本次研討會與講座從籌辦到完成，主任、系內其他英語教學相關老師與辦公室則適
時地提供諮詢與協助，這樣的模式很適合本次的主辦老師。數年前主辦老師也曾籌辦研討
會，但當時剛剛拿到學位進入國內學術圈，自己的研究尚未發展，對國內研討會文化亦一
無了解，沒辦法達到最好的效果。對照本次主辦老師能夠在系內充分授權與個人研究取向
引導之下達到研討會的圓滿成功，建議今後研討會應以資深老師為主辦人，或者搭配新進
教師，以充分利用這個機會，一方面提攜新人，另一方面可以提升系上國際學術地位的機
會。

柒、學者對本校建議
Van Lier 博士此行對本校、本系、以及英語教學組研究生的研究表現皆留下深刻印象。最
後的建議可以一句簡單的 “Keep up the good work!” (繼續努力) 做代表，其對師生過去一年
來所付出之努力的肯定，意義深遠，彌足珍貴。

79

無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7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招靜琪
計畫編號：97-2410-H-004-126-MY2
計畫名稱：邁向外語自學社群：以活動理論探究三階段外語自學社群之關鍵
量化
備註（質 化 說
明：如 數 個 計 畫
本計畫實
實際已達成 預期總達成 際貢獻百 單位 共 同 成 果、成 果
成果項目
列為該期刊之
數（被接受 數(含實際已
分比
達成數)
封 面 故 事 ...
或已發表）
等）
期刊論文
1
1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論文著作
研討會論文
2
2
100%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件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國內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參與計畫人力 博士生
（本國籍）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理

6
2
0
0

6
2
0
0

100%
100%
100%
100%

1

1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100%
100%

期刊論文
論文著作

國外

專利
技術移轉

人次

篇

研討會論文

2

0
2

專書

1

1

100%

章/本

申請中件數
已獲得件數

0
0

0
0

10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0
0
0
0

0
0
0
0

100%
100%
100%
100%

人次

碩士生
參與計畫人力 博士生
（外國籍）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理

摘要已被接受，尚
在寫作中。

與 Joy Egbert 合
作編書。

舉辦 2009 文山研討會，並邀請 van Lier 教授來台講學，促進國際交流與合作
其他成果
(無法以量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理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力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益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列。)
成果項目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量性)
課程/模組
電腦及網路系統或工具
教材
舉辦之活動/競賽
研討會/工作坊
電子報、網站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量化

0
0
0
0
0
0
0
0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本案兩年分老師社群與師生共組社群兩個面向進行研究，藉著兩方的貢獻以及文獻的釐
清，了解自學社群的生態發展與運作，達到規劃外語自學社群藍圖的目的。研究內容符合原
計畫的架構，同時在理論探索與研究目標方面因為經過多方的思考與討論，更加深入與細緻，
成果應該有很好的學術與實用價值，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本案之最終目的在發展線上外語
自學社群，其特色是在 SCT 理論與研究的架構下以三階段的方式進行，實務上希望建構學生
自學社群，也希望參與的老師本身先有學習社群的經驗，以充分了解其中的運作原理，帶入
教學。研究上，除了希望進一步了解學習社群運作的潛力與挑戰，也藉機深入了解網路世代
的特色與需求，納入設計考量範圍。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目前已經發表一篇期刊論文，專書篇章一篇、已經被接受的期刊摘要有一篇、研討會摘要
兩篇，都正在寫作中。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學習社群用在外語自學是很多學者認為可行的想法，但是怎麼達成，特別是在台灣的學生
身上是什麼樣的狀況，都有待釐清，尚需很多研究。本案的貢獻就在開始正視這個議題，
不論在實務上或研究上均有其意義與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