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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合作學習法策略於大一英文課程─
以醫藥學系學生之學習歷程為例
胡文綺 *

摘

要

大一英文課程為高等教育中一項關鍵科目，此時培育的英文能力可奠定
未來學科基礎且影響長遠。本研究旨在探索醫藥學系大一英文課程中，實施
合作學習法(Cooperative Learning, CL)對英語學習之影響。合作學習法為一門
促進學習效果與應用能力的教學策略，具實用性、促進人際互動與提升學習
動機，且能整合語言能力。本研究的對象為選修大一英文的醫藥學系新生共
194 位。研究方法以文獻調查、課程設計、問卷、訪談等方法進資料蒐集分
析。研究發現：一、合作學習加強醫學生之學習深度；二、合作學習教學模
式之優點為促進課堂參與度與溝通分享內涵；三、合作學習法有應改善之
處。最終，本文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提升英語教學品質與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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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我國政府積極推動各種提升英文能力之改進方案與施政要點，目的不只
強化學生聽說讀寫能力，更朝向將英語作為媒介以進行國際化、全球化學習
與交流，培育學生具備批判性思考、積極參與和溝通等能力。值得關注的議
題是，我國學生的英文能力仍有很大進步空間，除了國際英文檢定考試如
TOEFL、TOEIC 的成績落後許多亞洲國家之外，語言的實用面也受到忽略，
比方我國大一英文課程通常強調的是篇章閱讀能力，教學方式多採文法翻譯
以及逐字解說(Chia et al., 1999；吳蕙宜，2004)，既沒有培養賞析能力和批
判性思考，也缺乏聽說能力之訓練，如此影響日後進階英文及相關專業科目
學習成效。儘管從醫藥大學學生的入學成績看來，其英文筆試測驗成績優
良，可惜實際上學生的口語溝通表達以及聆聽能力相較之下不足。況且，醫
學系學生認為分組報告與同儕互動，可以提升其英語能力，並且期望教師多
講解各國文化與背景知識以幫助文章閱讀理解(沈毓敏，2002)。
因此，該如何改善我國大學生英文應用能力的薄弱問題，乃為本研究動
機與方向，合作學習法(Cooperative Learning, CL)為一門促進學習效果與應用
能力的教學策略，常被使用於各學科領域如科學、自然、社會、音樂等，如
涉及英語教學則多為研究國小、國中、高中職以下年級。然而，國內相關大
學生之合作學習應用於英語教學的研究雖有不少，而研究者多採取學生小組
成 就 區 分 法 (Student Teams Achievement Divisions, STAD) 及 團 體 探 究 法
(Group Investigation, GI)。早期有韋金龍(1996)探究國內大專學生對共同學習
法(Learning Together)英語教學活動的看法。而其他領域，僅有洪武雄、廖世
傑、張文正、沈戊忠(2005)用共同學習法(Learning Together)設計醫學人文課
程及其成效評鑑。目前關於醫藥學系學生的英語能力應用狀況與共同學習法
(Learning Together)相關之研究仍較缺乏。普遍觀感認為醫藥學系的學生英文
能力應該屬於上乘，然而缺乏實證研究以理解醫藥學系學生的英文素養需要
與經驗，於課程中所學之英語溝通能力是否符合全球化趨勢所需程度，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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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面的領域值得探究，因此本研究期待更深入的探討合作學習法在影響醫
藥學系大一生的英語聽力與閱讀學習成效。

二、文獻探討
(一) 提升英語能力相關政策與發展
隨著教育改革進步，政府立意國際化、提升我國學生英語能力的政策也
愈顯具體。細數過往政府致力於提升我國學生英語能力的政策與改革，教育
部過去陸續規畫相關方案以提升國小、國中、高中職學生之英語能力，施行
政策含括：2001 年正式推動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英語教
育向下延伸至國小三年級之政策，務求從基礎紮根正式實施英語教學(教育
部，2001；薛雅慈，2012)；根據 2002 年開始推動的「挑戰 2008：國家重點
發展計畫(2002-2007)之下篇：十大重點投資計畫」，政府積極強調國民適應
全球化與國際化的能力，尤其針對英語能力的培養。計畫中提出大學和研究
機構應規劃專業科目的英語教學課程、招收國際學生、獎勵出國留學、獎勵
老師英語授課等建議，目的皆為將英語生活化，協助大專院校學生英語能力
和擴大國際觀(行政院，2005)。此外，從 2003 年開始的「補助技專校院辦理
國際合作與提升學生外語能力計畫申請要點」；2005 年起成立北、中、南英
語教學資源中心，整合教學資源與確保技職教育學習品質與英語師資(教育
部，2009)。各類措施包括營造英語生活環境、推動全民英檢、強化英語師資、
推動大專院校國際化、推推外國推學生、推勵國外留學，致力於提升我國學
生英語素養。另有，為了促進國內高中職學校與國外交流機會，培養多元學
習能力和國際觀，政府公布「教育部補助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際視野要
點」，不僅邀請國外學生來臺灣交流，更安排國內高中職生出國參與研習、
服務活動、和技能實習，實地增進學生的語言體驗和學習機會(教育部，2009)。
儘管在英語教學方面投入這樣的努力與人力、資源，我國學生英語的實
際應用面是所有政策推動者與現場教學者值得關注的議題之一。2003 年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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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長黃榮村指出提升國民英語能力是一個備受重視的目標，然而升學主
義影響之下，英語學習長久以來呈現出重視分數卻忽視實際應用的問題(黃榮
村，2003)。如此造成有些學生英文讀寫測驗成績優於聽說能力，口語表達的
水 準 甚 至 和 實 際 生 活 上 所 需 的 英 文 表 現 有 所 差 距 ； 陳 秋 蘭 (2010)的 研 究 發
現，各大學積極改善規畫英語課程與其內涵，近年已跳脫傳統的教導閱讀翻
譯方式，朝向「語言溝通」與「實際應用」兩方向。過去推動之英語教學方
案與政策成效不彰，可能原因為大學英語教學課程綱要與政策缺乏一致性和
測驗導向教學之故(陳秋蘭，2010)。目前我國不同部會包括內政部、教育部、
僑委會、行政院經建會皆有推動相關英語方案和計畫，然缺乏橫向整合與設
立國家級整合外語政策之單位，造成整體的外語政策和作法缺乏一貫性(戴浩
一、林麗菊，2011)。假若要落實培育我國大學生成為優秀國際人之必備英語
基礎能力，不外乎首先理解學生實際需要，設計適性課程與教學策略，進而
提供多樣且具學習意義的英語練習機會，協助學生提升英檢成績與應用能
力。

(二) 醫藥學系學生與英文課程
我國的英語教學缺乏實用導向的課程設計，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有限。
實際的英語教學課堂中，常見由複習單字與句型開始，示範過課文後，繼續
由教師帶領逐字逐句講解，這樣的教學法雖有某些程度學習效果(曹逢甫，
1992)，但是對於訓練學生臨機應變的對答能力，以及長篇文章閱讀理解與批
判反思能力較為不足。升學主義對我國學生影響深遠，使得學生對個人成績
錙銖必較，失去學習根本意義(秦夢群，2001)。甚而，從小到大學培養出來
的不是理性人、社會人、文化人或道德人，而是單面向的人(One-Dimensional
Man)，只強調部分學科知識面向卻於人文素養方面不夠完整(卓播英，2002)。
學 習 者 於 高 中 以 前 多 半 習 慣 競 爭 (Competition) 與 個 人 表 現 (Individual
Performance)，進入大學之後，可能開始面臨新的人際關係與學習模式—彼
此合作(Cooperation)。Johnson and Johnson(1988)認為學習者彼此合作是極為
必要的、也對學習效果極有益處，但是這樣的合作學習觀念卻常被忽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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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欲探討如何在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力過程中，除了加強知識面之
外，更能兼顧互相溝通、支援與交流的語言應用面。
醫學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學生醫療技能、知識以及人格涵養，因此醫藥學
系規畫相關課程必須確保學習效果，促進學習動機，重視學生培養自我學習
及終生學習的習慣(洪寶蓮、陳緋娜，2004)。大一英文課程也應如此規畫與
看待，並不應將之視為無關緊要的學科甚至營養學分而已。有些醫藥學系學
生或許因入學成績達到錄取標準，或家庭背景因素、社會期望進入醫學院校
就讀，儘管筆試成績優異，對於英語應用能力之培養尚未完備，尤其當面臨
到語言溝通與闡述的挑戰時，表現仍有進步空間。醫學院學生被期待的英文
能力包括：流暢閱讀英文專業文章、參加國際醫療會議、充實醫學新知、與
國外同行書寫英文信件等，因此對醫藥學系的學生而言，英語能力為一項溝
通工具(Medium of Communication)，有其實用意義與目的(Chia et al., 1999)。
有學者指出醫藥學系的學生期望習得的英語知識能兼顧生活化和專業
性兩方面內容。而且，課堂活動的設計需要增加師生互動以及小組合作學習
機會，以促進學習動機與樂趣(沈毓敏，2006)。此外，醫學院學生的英文閱
讀和句型結構表現明顯優於聽力，可採實用英文為授課核心，增加聽說練
習，協助學生確實使用英語溝通。此外，授課教師應多講解國際文化和背景
知識，可以幫助學習理解和英檢考試需要(沈毓敏，2002)。Lujan and Di Carlo
(2006)研究 166 位醫學院大一新生，結果發現其中 64%的學生偏好多元化學
習方式，學生期望獲得聽覺、視覺、動覺、書寫與閱讀感知能力的多方訓練，
而非僅是由教師單向講解課文內容傳遞給學習者。McLean et al. (2005)探究
178 位醫學院大一新生對於小組活動的看法，結果發現九成的學生的確在認
知、情感與社交領域中獲得分組活動帶來的學習意義，男性學生認為分組也
較容易建立友誼，女性學生認為分組活動促進不同背景的人可增加彼此互動
交流機會。
因此，如運用合作學習法改善過往英語教學傳統模式，可以促進學生實
際演練口語的機會，刺激應對溝通的反應、協助人際關係的建立。研究者認
為語言習得的實踐必須顯現於面對面溝通的成果，本研究欲探究合作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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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於醫藥學系之大一英文之可行性，且就研究結果提出得以讓醫藥學系學
生英語聽力與閱讀表現更上一層之參考依據。

(三) 合作學習法(Cooperative Learning, CL)
1. 合作學習之理論
合作學習法(Cooperative Learning, CL)受社會學與心理學理論的影響，可
應用之教學領域相當廣，自 1970 年代後，可謂為百家爭鳴的榮景，國外學
者紛紛研究合作學習並且發展出數十種不同的教學模式。首先值得釐清的
是 ， 當 討 論 到 合 作 學 習 法 ， 常 與 之 並 列 的 是 合 力 學 習 法 (Collaborative
Learning)，合力學習應用於大班或整組的學習，而合作學習法針對的是教室
內小組的交流活動(Johnson and Johnson, 1989)。合作學習法其涵意為教師將
不同能力與背景的學生分配至小組中進行有系統、有結構的學習活動，同組
成員共同努力分享責任與成果以獲得獎賞(Slavin, 1995)。合作學習可供教師
使用為一種教學策略，使學習者互相依賴、支持與分享，以達最高學習成效
(Johnson and Johnson, 1987)。林佩璇、黃政傑(1996)解釋合作學習法為推勵
學生藉由學習活動積極討論、擴展思考、推導高層次認知，目標為多元化發
展。教師規畫給學生之開放性、趣味性與挑戰性任務與作業，期望幫助學習
者成為其獨立發展的學習成果。合作學習法的優點除了增進學習者之間互
動，彼此協調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彼此了解、接納不同想法與思維模式；因
需要分工合作與責任共享，組員可同心協力解決問題；因此學者認為運用合
作學習法可提升學習效果(Slavin, 1995；Johnson and Johnson, 1989；鄧宜男，
2001)。
儘管合作學習具有許多優點，然而在施行此教學方法在課堂時，仍有許
多潛在困難需特別注意，如：小組意見分歧或爭論不休無法定案；內向低調
的小組成員可能較少機會表現；維持學生學習動機較困難，因每個人步驟可
能不一致；每組成員有的貢獻度較少或沒貢獻，推起其他成員不滿且影響整
組成績；因此，為避免合作學習法的負面效應，此時教師扮演角色很重要，
小組中權責分配問題、學生課堂參與動機，及教室管理問題皆為教師需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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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之挑戰(邱裕惠，2002；洪武雄等，2005)。
而對英語教學領域來說，有意義的語言學習應建構於社交情境中，學生
各自具備獨特角色與責任參與其中。經過活躍地反思與探究，學生彼此或與
教師之間進行文化和語言的練習。為推勵學生彼此增加互動、提供活躍的溝
通學習機會，合作學習法為英語教學一種常用策略。合作學習在英語教學方
面有許多優點，例如：小組成員之間交流豐富彼此的理解力、提供活躍的溝
通機會與彼此激勵的學習氣氛(Krashen, 1988)。
許多學者專家研究合作學習法後逐漸發展出不同的教學方式，主要目的
皆為促進小組內成員的語言理解、發展、回應的能力。近代較為著名且實用
的合作教學法大約有十種，包括共同學習法(Learning Together)、小組遊戲競
賽 法 (Teams-Games-Tournaments, TGT) 、 團 體 探 究 法 (Group Investigation,
GI)、小組辯論法(Constructive Controversy, CC)、拼圖法(Jigsaw Procedure)、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 Teams Achievement Divisions, STAD)、複合教學
法(Complex Instruction, CI)、小組加速教學法(Team Accelerated Instruction,
TAI)、合作學習結構法(Cooperative Learning Structures)、合作整合閱讀與寫
作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uctures Cooperative Integrated Reading and
Composition, CIRC) (Johnson, Johnson and Stanne, 2000)。Shaaban and Ghaith
(2005)根據 Johnson, Johnson, and Stanne(2000)的後設研究(Meta Analysis)中
針對合作學習法的整理，依照英語教學相關性分別歸納出十種不同合作學習
方法，以下表格參考國內學者翻譯將各個教學法註明中文專有名詞（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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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近代合作學習方法(Modern Method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Researcher
Developer

Date

Method

ESL/EFL Primary
Applications

Johnson and
Johnson

Mid 1960s

Learning Together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Culture

DeVries and
Edwards

Early 1970s Teams-Games-Tournaments Language Rules and
(TGT)小組遊戲競賽法
Mechanics

共同學習法

Sharan and Sharan Mid 1970s

Group Investigation(GI)

Writing, Culture

團體探究法
Johnson and
Johnson

Mid 1970s

Constructive Controversy
(CC)小組辯論法

Culture

Aronson and
Associates

Late 1970s

Jigsaw Procedure 拼圖法

Reading, Literature

Slavin and
Associates

Late 1970s

Student Teams
Achievement Divisions
(STAD)

Language Rules and
Mechanics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Cohen

Early 1980s Complex Instruction(CI)複 Social Skills, Culture,
合教學法
Reading, Writing,
Language Rules and
Mechanics

Slavin and
Associates

Early 1980s Team Accelerated
Instruction(TAI)小組加速
教學法

Kagan

Mid 1980s

Cooperative Learning
Speaking, Listening,
Structures 合作學習結構法 Reading, Writing

Stevens, Slavin,
and Associates

Late 1980s

Cooperative Integrated
Reading and Composition

None

Reading, Writing,
Spelling, Vocabulary,
(CIRC)合作整合閱讀與寫 Literature
作

資料來源： 包括 Shaaban and Ghaith (2005)、Johnson, Johnson and Stanne (2000)、時新英
(2005)、魏君容(2007)、王金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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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擬就研究目的之醫藥學系學生之大一英文學習歷程，採用合作學
習法中的共同學習法(Learning Together)作為課程教學架構，共同學習法由
Johnson and Johnson (1994)發展出，主要特色為將學習者依異質性分組，組
內成員需要具備團體技巧，分享共同資源與成果，此法重視成員之間的互信
互賴關係，而作業的分工以及獎勵的給予都是關鍵。由 Johnson et al. (1984)
闡述共同學習法具有下列五種基本原理以作為設計課程的基礎：(1)面對面增
強 交 互 作 用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 (2) 正 向 相 互 依 賴 (Positive
Interdependence)、(3)個人績效(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4)人際溝通與小
組技巧(Interpersonal and Small-group Skills)、(5)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
(Johnson and Johnson, 1994)。以下分五點說明共同學習法的教學原理：
(1) 面對面增強交互作用(Face-to-Face Interactions)
小組成員藉由面對面的溝通，經歷討論、解釋、聆聽與彼此幫忙，最終
整合個人意見以提出共識與結論，因為有共同目標，如此推勵學習者更努
力，所以學生能有機會學習尊重個別差異，並深度思考。
(2) 正向相互依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小組內成員明白自己與其他成員有著共同目標，體會到自己的表現會影
響到每個組員的成績，成員認知到任務的完成需要每個成員投入貢獻，必定
要相互幫忙協助，分享資源與知識，無形中彼此互相依賴，產生共同關聯，
建立生命共同體的觀念。
(3) 個人績效(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為了確保小組成員每位都平均參與，以免有人貢獻太少卻獲得相同成
績，教師需要確實針對每位成員的個人表現評分，或者進行隨機抽查，不能
允許一組僅有一位學生負責所有任務，而其他人得以依賴。每個人都要完成
個別任務以完成整體任務，因為小組成功代表每一個組員都成功，也知道誰
需要幫助和支持。
(4) 人際溝通與小組技巧(Interpersonal and Small-group Skills)
除了完成小組任務的目標之外，組員還需要達成有效率的團體合作與團
體技巧的練習，學生此時經歷人際關係的培養與互動，漸漸養成社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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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技巧包括：能明確理解小組任務、回應組員意見、執行小組工作、完成
教師指派任務，學生應從分組合作過程中觀察及互動中習得。
(5) 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
可由教師觀察小組內的表現，分析遭遇困難和解決途徑，給予小組意見
與提醒。或者，此團體歷程的機會讓小組成員有反思或檢討機會，幫助小組
成員彼此檢視與修正任務表現，確保每個成員都參與到任務過程，也共同慶
祝任務完成。所以不論在合作學習法中的個別表現、團體合作上或全班討論
上，學生藉此歷程檢討其所屬組別是否運作良好與具備合作能力(林佩璇、黃
政傑，1996；Johnson et al., 1984；時新英，2005；洪武雄等人，2005)。
2. 國內外運用合作學習法與英語教學相關研究
根據 Sachs, Candlin, Rose, and Shun (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學生
喜歡參與合作學習的任務，學生上課時也感覺較為自由與放鬆，用不同方法
學英文感受到的樂趣較豐富，小組討論帶給學生較多機會發言，參與英語課
程研究的 120 位學生多對合作學習的練習表示正面看法。秦翠虹(2002)研究
合作學習法對國小英語學習滿意度及成效，發現施行合作學習分組的學生，
其學習英語成就與人際互動滿意度表現優於對照組。結果顯示使用合作學習
法可增加學生英語練習機會、加深理解、增進學習氣氛與興趣。Shaaban (2006)
採用拼圖法(Jigsaw II)作為教學模式，儘管發現 44 位五年級學生於英語閱讀
理解與字彙獲得方面與對照組沒有顯著差異，然而學生的閱讀自我概念、閱
讀價值與動機皆有正向差異。時新英(2005)研究國中英文運用合作學習法的
效果，提出看法為學生經過溝通互動後有正向改變，學習態度較為主動、有
信心開口溝通，也較熟練使用英文功能句。其中還提出規畫合作學習的步驟
應該按部就班，先從熟悉內容開始著手，練習後仍需持續調整修改教學活
動，以確實幫助學習者將分組任務達成。
Ghaith and Yaghi (1998)觀察 318 位四~六年級的學生合作學習於英語教
學，結果發現運用合作學習法後，對學生習得英語的文法規則和用法有幫
助，也增進社交技巧與溝通能力，尤其對高語言成就者而言，在解釋給他人
理解的過程中，學生能夠加強組織與表達能力。Ghaith (2002)調查英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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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34 位大學生課堂生活評量，發現學生認同合作學習法對課業成就與人際
支援關係有助益，並大限度地發揮學習者之間積極的相互依存和成就。
Jalilifar (2009)研究 90 位選修通識英文的大學生，實驗教學採用 STAD 與 GI
教 學 法 ， 蒐 集 英 文 測 驗 結 果 顯 示 ， 學 生 之 間 正 向 相 互 依 賴 (Positive
Interdependence)關係影響彼此互助合作，為團體目標努力；且學生發現自己
的表現在小組中獲得認可、具有價值；也因為彼此解釋與幫助，小組成員之
間互動增加。蔡幸渝(2011)探討科技大學生的合作學習對其聽力和口語能力
成效，得到結果為合作學習組在聽力與口語表現顯著優於傳統講授組，並
且，經由合作學習法的正面影響，學生皆有較高學習動機與表現。
陳可芃(2005)的研究發現，高職學生經由合作學習的經驗，建立了以學
生為中心(Student-centered)的概念；閱讀能力低落的學生經由小組合作，其
閱讀能力有提升與改善；學生對閱讀篇章的內容更加容易理解；由彼此評分
與討論後，小組成員培養了批判性思考能力。蔡姿娟(2004)採用 Slavin (1990)
提出的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 Teams Achievement Division, STAD)研
究合作學習法在高三學生英語閱讀教學之成效。結果顯示，經過合作學習教
學法的學生在英語閱讀態度與閱讀理解測驗成績優於對照組，不僅面對面討
論可以聽見他人不同思考面與推論，也能加強表達能力。此外，其研究也發
現合作學習法推勵學生參與多向式交流表現，優於過去由教師為本位的教學
模式。吳蕙宜(2004)深究合作學習對大一英文閱讀理解成效，結果說明正向
的效果顯示在英文閱讀理解、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上，合作學習成效明顯
優於傳統講述式教學，而且困難度較高的閱讀文章對學生來說更適合此法。
魏君容(2007)發現大一英文閱讀課程學生閱讀理解成績表現、期中考與期末
考成績及推論理解與字彙、學習成效滿意度皆優於控制組。曾英燕(2010)調
查不同的合作學習法能否幫助大學生的英語閱讀理解力。在 155 位學生問卷
及訪談意見後，得到結論為實施合作學習能輔助閱讀理解以及降低學習焦
慮。因此建議在大學英文課中使用合作學習法作為學習的媒介，透過小組交
流意見以輔助學習成果且可啟發學習潛力。Leki (2001)訪談英語為第二外語
的學生，在使用合作學習法的課程中之經驗，由研究得知，學生對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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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感受不一，有學生認同該法帶來的小組學習意義，有的學生卻感受到壓力
與負擔。Duxbury and Tsai (2010)取樣 385 位來自美國和臺灣的大學生，探究
學習外語產生的焦慮感，結論認為使用合作學習對降低學生焦慮並無顯著關
係，但是合作學習可以幫助學生在課堂上較常使用目標語言，研究者認為教
學時導入合作學習法可以建造完整英語學習過程。Peterson and Miller (2004)
調查 113 位大學部學生於心理學課程之合作學習品質，發現小組成員的不同
背景與個性、對活動的目標認知差異及學習任務困難度影響其分組學習的品
質與感受。
由以上文獻得知，目前運用合作學習法為主軸以研究臺灣大專生的英語
學習歷程與表現相關資料不多，至於聚焦於醫學院學生英語教學相關的合作
學習法研究更付之闕如。進一步，綜合國內外研究發現，儘管合作學習法的
確在某些程度提升學習者的整體學習興趣、閱讀理解能力表現，然而合作學
習法在英語教學領域上，對學生溝通能力、減輕學習焦慮感、人際關係、測
驗成績等結論呈現不一致看法，因此本研究針對醫藥學系大一學生的聽力與
閱讀能力的合作學習法效益具有實用性之研究價值。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醫藥學系新生之英語合作學習經驗藉以理解學生英語
學習成效。以文獻調查、課程設計、問卷、訪談等方法進行資料蒐集分析，
以探討醫藥學系學生之英語素養能力與經驗，最終建構得以提升英語教學品
質與未來研究建議，研究問題臚列如下：
1.醫藥學系學生之大一英文課程學習歷程為何？
2.醫藥學系大一學生認為合作學習法促進英語能力之優點為何？
3.醫藥學系大一學生認為合作學習法的缺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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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選修大一英文的醫藥學系新生，來自醫學、中醫、牙醫、
藥學與其他學系。大一英文課程採能力分班制度，依照入學學測與指考成績
水準高低分為三級。而醫藥學科系大學生的大一英文課程規畫，多以文法、
閱讀理解為主，教學目標因教師設計而異，雖強調提升學生之英語文聽、說、
讀、寫的能力，筆試仍為主要測驗工具，並於學期末規劃全校統一英文測驗。
為了深入探究學生對英語合作學習的歷程與看法，研究者設定參與研究的對
象至少需具備中級或進階英語能力，足以負荷課程進度與理解課程內容，故
研究對象選自分級中最高的兩級，男性 102 位，女性 92 位，共計 194 位，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請參考下表：
表 2：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類別
性別
科系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男

102

52.58%

女

92

47.42%

醫學系

68

35.05%

中醫系

44

22.68%

牙醫系

19

9.79%

藥學系

57

29.38%

6

3.1%

194

100.00%

其他(運醫、風管、公衛)
總人數

(三) 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採用文獻調查、課程設計、問卷、個案訪談等方法進行實徵調查，
以蒐集客觀、多元化資訊。研究重點為探討醫藥學系大一新生之英文合作學
習經驗，強調由學生觀點剖析運用合作學習法於英文學習的過程與成果。首
先，文獻調查包括教育部過往推行之英文教育政策與要點，還有學校英文會
考規定、授課與評分標準與會議記錄，教學使用之原文教材，國內外合作學
習法相關文獻等。問卷為開放式，採用研究者自編之醫藥學系學生英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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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附錄二)，以了解學生對大一英文的期望和經驗。另外，徵求自願受訪
者，進行個案分析，探究學生參與合作學習法後的英語學習反思和意見之質
性資料。
1. 課程設計
本研究 採用合作學 習法中的共 同學習法 (Learning Together)作 為教學模
式架構，將學習者依異質性分組，意即將不同能力與背景的學生分配至小組
中以進行系統性、結構性的學習活動，學生需分享共同資源與成果，以訓練
社會技巧，此法強調成員之間的互信互賴關係，而作業的分工需公平，團體
分數及獎勵來自於成員的個人貢獻。據此，本研究於課程開始之前，依照期
初分組調查問卷(附錄一)將學生以不同年齡、性別、背景…等分組，每組約
4~5 人。例如，一組當中平均分配有男有女、個性外向者與內向者、有兄弟
姊妹者與獨生子女者、有的成員具有與他人小組合作的經驗而其他成員無此
經驗，以及據學生興趣的類型不同將其分組…等，務求小組內異質性較高。
此外，教師在授課之後給與各小組活動教材或學習單，小組則進行共同討
論、彼此訂正、一起學習的方式，共同完成分配的學習單或教材以達成該課
程 之 學 習 目 標 。 課 程 活 動 與 教 材 設 計 依 據 Johnson, Johnson, Holubec, and
Roy(1984) 說 明 之 共 同 學 習 法 五 種 基 本 原 理 ： (1) 面 對 面 增 強 交 互 作 用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2)正 向相 互依賴 (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3)
個 人 績 效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4)人 際 溝 通 與 小 組 技 巧 (Interpersonal
and Small-group Skills)、(5)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以下為詳細課程架
構：
(1) 課程開始前先進行暖身活動，提問讓學生回答，另增加相關短篇影
片播放供學生討論、抒發看法。
(2) 依照授課進度進入課程內容，課文講解後為個別填寫閱讀或聽力練
習題時間，之後教師給予正確答案與解說。
(3) 採用附錄一的問卷結果將 4~5 位學生異質性分組(林佩璇、黃政傑，
1996)。
(4) 依據當次課程主題設計小組活動(附錄三)，說明小組任務目標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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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給各組，給予分組題目後進行構思解答、彼此問答練習與互相記錄貢獻度。
(5) 教師巡視小組任務進度與組員參與度，適時給予提醒或解決困難。
(6) 開放機會給學生上台展示小組成果並斟酌加分。
(7) 教師最後給予整體成績與嘉獎表現優異組。
2. 問卷
問卷為開放式題目，蒐集學生之質性意見以分析合作學習法之優缺點，
及自我學習表現作評估。研究對象為 194 位，回收有效問卷為 173 份，項目
包括：對此課程滿意或不滿意之處、對此課程建議增加之處、建議刪除之處、
建議調整之處與評量自己於此課程的表現，詳細問卷內容請參考附錄二。
3. 個案訪談
由自願受訪者進行面對面訪談，共 7 位，主要訪談問題包括：
(1) 請說明於此課程的聽說學習經驗為何？
(2) 請說明於此課程的讀寫學習經驗為何？
(3) 對本課程分組活動心得為何？
(4) 對未來應用英語於不同場合的自我期許為何？
4.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將所有觀察和問卷採集的資
料中的特定字詞依照顏色畫記(Color Coding)，將內容分割、歸至不同種類
(Category)後分析，依照出現頻率高低並比照出關連性，最後回到文獻以進
行解釋與提出結論。

四、研究結果
就醫藥學系學生於應用合作學習於大一英文課的學習歷程調查後發
現：一、合作學習加強醫學生之學習深度；二、合作學習教學模式之優點為
促進課堂參與度與溝通分享內涵；三、合作學習法有應改善之處。本研究發
現，儘管過往培育大專生英文能力相關政策推動積極且經費與人力投入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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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惜提升聽力與閱讀成效卻不盡理想，因為若確實滿足醫藥學系學生需
求與理解其學習期望，考量學生能力差異施教，才是確保英文學習成效之關
鍵。從研究結果得知，醫藥學系大一學生聽力與閱讀能力之期望與看法，以
下分別呈現：

(一) 合作學習加強醫學生之學習深度
1. 擺盪於提升成績的方法或者快樂地學英文
我國學生習慣紙筆測驗的練習方式，且首要在乎的是學業成績。尤其對
醫學系學生而言，每一科目考試成績表現，對之後轉系選擇影響極大。而通
常期中、期末考試採用紙筆測驗，主要評量單字、文法與閱讀理解，若要執
行聽力與口說測驗有相當難度。此外，畢業英語能力鑑定條件也是學生關注
因素，以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學生為例，規定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 or TOEFL PBT)成績為 530 分，托福電腦測驗(TOEFL CBT)成績為 197
分，多益測驗(TOEIC)成績為 660 分，雅思(IELTS)成績為 5.0 分，劍橋英檢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成績為 FCE 以上，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及
格。故此，學生表示儘管上此門課程很充實、很愉快也有收穫，對開口表達
以及聽力的訓練變得較為有自信，認同學習語言之道乃是「實用」，不應只
採用紙筆測驗訓練。然而學生表示對於日後英文檢定測驗的成績仍有擔憂，
深怕自己能力不足，還是覺得若為了應付考試，熟讀參考書及多做模擬測驗
應該是努力方向。
故此，學生希望授課內容教導更多艱深字彙、給予更多文法說明，以便
日後通過英檢測驗。例如，期望由課程中多學習托福字彙以及文法，因學生
希望大學英文學得比高中的單字更多。除了課本標出的生字還有希望學更困
難的單字與片語。課堂中進行過的單字聯想、相關詞的活動，學生認為很實
用有效。總之，這些期望之主要目的，根據學生看法是為了征服英檢考試與
提升考試成績，有學生直接表示：「We want to fight against GEPT，所以希望
上更多單字以及用法…」(學生 No.1，個人訪談，101 年 12 月 26 日)。綜合
學生建議為了提升測驗成績而期待增加的教學內容包括：文法、片語、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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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作等技巧。可見學生仍舊受著測驗導向的影響，儘管認為合作學習的
過程很充實，例如「同學間對談中的臨機應變、批判反思能力」比較有練習
機會，學生感到「這樣(的學習)滿有意義，且與過往英文學習經驗不同…我
覺得上課這樣比較容易集中精神(學生 No.3，個人訪談，101 年 12 月 26 日)；
學生也表示：
「經過這樣合作後，下課之後也比較記得學過的知識(問卷，102
年 1 月 11 日)。可惜的是，學生必須面對考試成績的現實，學生知道提升考
試成績就是多做測驗題庫，傾向於機械性背誦文法，以求得高分。此外，因
為大學畢業門檻的要求，英檢測驗成績必須達到既定標準，也因故使得學生
不得不優先在乎英檢測驗成績。學生一面懷著如此矛盾的心情，認同合作學
習可加強英文學習深度，例如：學生表示需於課中或課後都能主動去蒐集相
關的英文網站和資料，依照自身個性與興趣而涉獵更多相關的英文知識，加
入英文寫作社群、上線欣賞英語歌曲與練習、錄製英文短片並分享給他人…
等(問卷，102 年 1 月 11 日)。有一位學生說：「合作學習的確有幫到，像是
我們要先讀懂，再問人看法，如果雞同鴨講我就要趕快想或上網找」(學生
No.2，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還有，學生認為：「回家要找一些句子
和字先準備好，不然上課時講不出來」(學生 No.7，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這些都證明合作學習促進學生互相依附的關係，且影響學生之後對
英語學習的興趣。再者，學生提到：「老師課堂中的提問，刺激了我必須去
真正的思考」
。
「以前很少有這樣合作，大家都是努力各自成績」(學生 No.4，
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5 日)。此外，學生說：
「我本來覺得自己英文不錯了，
可是當要交換意見或問問題時…就會卡住..」(學生 No.5，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
2. 期望藉課程培養應用性語言能力
研究結果顯示口說能力是學生首要在乎的一項，學生期望積極參與課堂
互動與更多機會開口練習，甚至上台演講機會，「I hope to be trained adept at
giving a lecture，可以訓練膽識及口說能力。」(學生 No.7，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Speaking ability in English is what we lack!」(問卷，102 年 1
月 11 日)。另一位學生反應僅訓練聽力還是不夠，應該增加口說的練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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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listening is a little boring, it could be changed into reading competition
just like what we did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semester. It’s more thrilling.」(學生
No.3，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5 日)。不少學生曾有出國旅遊的經驗或者未
來理想，因此學生表示希望自己的英語溝通能力可以達到通順流暢的程度，
學生表示希望藉由大一英文課程，可以培養溝通能力且與外國人交談沒有障
礙，或者期望習得秘訣以較易聽懂英文歌曲、新聞，還有輕鬆理解電影內容
情節。此外，學生建議課堂中想嘗試角色扮演(Role Play)機會，以促進更多
口頭語言練習。也期待教師介紹各國英文的口音差異與如何分辨。「藉由電
影 英 文 對 話 學 習 日 常 英 文 口 語 用 法 ， 讓 實 際 上 溝 通 的 能 力 增 強 」。 ( 學 生
No.7，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此外，因為學生過去英文學習經驗多
以簡短閱讀以及句子書寫為主，進入大學英文後，於此課程中發現閱讀長篇
文章具有挑戰性，不少學生對何謂文章寫作架構也不熟悉。另外，學生期盼
大一英文課可以提升自己英文雜誌或報紙閱讀能力、運用英文書寫電子郵
件、參與英文社交網站、上網瀏覽英文部落格…等。綜而言之，口語、聽力、
閱讀、寫作都是學生最期待獲得的英語能力。大一英文課程目標不應只強調
閱讀文章而已，測驗方式也不應僅使用選擇或者填空作為評量工具，醫藥學
系學生期待大一英文的經驗可以幫助自身提升語言應用的效果與功能，學生
在意的是如何將自己想表達的意思，用適當的英文表現在書寫與口語交談之
人際溝通上；而且也希望具備掌握理解各類文字的應用閱讀能力，以加強推
收知識的效率與廣度。例如，學生意見：「以前缺乏訓練口說能力…現在學
到比較實際、實用…我想這對口說和聽力，我(比)較有信心了」(學生 No.5，
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

(二) 合作學習教學模式之優點為促進課堂參與度與溝通分享內涵
1. 分組討論促進課堂參與
分組討論施行方式為：先給予課堂活動練習單，經分組討論後，學生輪
流上台說明各組討論的結果與看法，或者回答教師提出的問題，此時台下的
聽眾也可以提出問題或者給予建議。雖然一開始學生不太習慣此合作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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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畢竟學生過往訓練臨場反應的機會不足，有學生說：「在課堂上開
口回答太刺激了」(問卷，102 年 1 月 11 日)，少數學生表示要到台前發表還
是感到緊張，但是逐漸地經過多次練習，學生可以感受到開口說以及分組討
論的價值以及意義。這樣的練習協助學生更積極參與討論，因為每個人都有
機會上台發表，故學生認為這樣的緊張感可以促進專心度與準備程度。本研
究中有一特殊現象，一位學生於小組討論時常面顯恐慌，與同組成員的互動
趨近於零，僅勉強聆聽小組成員的意見，卻沒有參與的行動。經個別訪談後，
她表示：「自己的英文程度很差，無論如何還是不願意上台說話，看到講台
下的同學就感到很緊張，腦中一片空白...想說的說不出口」(學生 No.4，個
人訪談，102 年 1 月 15 日)。實際上這學生的英文讀寫能力皆優良，測驗成
績也屬於中上程度。估計其口說自信不足，因此對於這位特例學生，採用折
衷方式，先讓她做事前預備與草稿，允許幾天的時間練習與思考後，再讓她
上台演說。最後她的表現結果獲得同學讚賞，其自信心也逐漸恢復，之後課
堂參與態度也產生變化，與同學討論時更顯積極。一位學生認為，運用小組
報告的方式比較適當，她建議「用小組報告，可以讓大家合作，並發揮自己
有興趣有能力的部份。」(學生 No.2，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再者，
共同學習法基本原理中的人際溝通與小組技巧(Interpersonal and Small-group
Skills)符合此一研究發現，分組後的每個人不僅經歷任務的完成，而且練習
人際關係的培養與互動，逐漸的發展社交技巧與社會合作能力。例如，理解
任務方向、與組員交換意見、確實執行小組工作、完成指派任務等，學生觀
察與模仿彼此之間的互動行為，最終得以累積並學習人際關係的掌握。
2. 溝通交流與分享的收穫
除了討論課程主題，學生希望也可以討論一些自由議題，感覺更能認識
同班同學，也更有樂趣。合作學習法的優點之一就是提供學生互相交流與溝
通的機會，由學生意見得知，如果能夠認識與了解更多生活相關的話題會比
較有趣，學生說「學習語言本來就是要趣味性」(學生 No.5，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再者，學生表示合作學習的溝通機會，讓彼此更加熟悉也更
親近，討論時的氣氛也比較活潑，對之後的課堂活動任務也更有向心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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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表示，「原本害怕說出口，可是與同學熟悉了之後，變得比較敢表達自己
看法，這樣感覺很有成就感」(學生 No.2，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還
有學生說，合作學習可以「增廣見聞、增進同儕感情」(學生 No.1，個人訪
談，101 年 12 月 26 日)。其實「閱讀到英文很容易，但是聽說比較沒機會」
(學生 No.6，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合作學習法讓我們更多機會聽與
說。另有學生表示，在過往的英語課程中，很少有機會跟老師或者同學進行
深入交談，這門大一英文採用合作學習法，分組活動時使用推理故事、案件
評論與時事比較等文章教材，學生必須習慣與他人分享與討論，不只進行比
較、分析、推斷，還要練習猜測、舉例說明等，學生說：「這樣的訓練感覺
很有用，因為我學會了如何運用功能句表達我的看法，而且與別人交換看法」
(學生 No.5，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故此，研究結果映證了共同學習
法基本原理之一的面對面增強交互作用(Face-to-face Interactions)，基於共同
目標的推勵使學習者能合作於溝通、解釋和聆聽，不僅體驗了個別差異且進
行深度思考。

(三) 合作學習法有應改善之處
1. 分組討論話題應貼近生活面
學生希望分組討論的話題可以朝與自身生活經驗相關為主，因分組任務
的主題依照教科書內容規畫，主題包含：文學藝術(攝影名師、俳句詩聖)、
生態歷史(冰島環境特色)、地球科學(火山爆發、地震預測)、人類學(地球現
代人類遷徙、古代遺跡)、現代科技(基因改造、食品衛生、電子工程)、地理
文化(海岸風光、離島地形)、風俗民情(世界審美觀、生物推推力)、環境保
護(瀕臨絕種動物、熱帶雨林)議題，學生認為儘管課本內這些主題具有多元
文化價值，然部份與自己平日生活關聯不高的主題則較感到枯燥無趣。學生
希望使用除教科書之外的教學資源，如課外文章、電影欣賞、國外時事新聞、
音樂歌唱等，多數認為課本內容趣味度和實用度不高。
學生意見多數反映希望接觸有趣、愉快的主題，而學生最感到枯燥的是
要記錄分組結果、造句、記筆記、簡短回答和測驗練習。學生表示：
「We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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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 the exercise after the article, maybe we can discuss other projects close to
the lecture. We can have more time to learn something that can raise our
interests.」(問卷，102 年 1 月 11 日)。此外，學生建議希望增加除了討論之
外的活動，如分組遊戲、歌唱、歌詞填空、填字遊戲(Crossword)等。學生說：
需要「Some interesting games!!」(問卷，102 年 1 月 11 日)，還有「把遊戲與
課程結合比較不會想睡覺」(學生 No.7，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有
時候課本內容跟我們平日生活沒有關係，很難推起興趣」(學生 No.4，個人
訪談，102 年 1 月 15 日)。學生表示當接觸到與自身相關的主題時，興趣比
較高，而且會比較記得住，日後也較多機會應用。
2. 小組成員分工與指派
合作學習法原則以 2~6 人為一組，且將學生依據異質性分成不同小組，
同組成員共享責任與成績(Slavin, 1995)。然而，有部分學生希望可以 2 人一
組即可，因為 2 人小組的熟悉度、親密感較高，而且學生認為如此小組任務
產出成果較好。有的學生認為，儘管每個成員都有分配到任務，可是比較之
下還是有部分人較少機會發言和貢獻較少。有些個性內向者感到與組員互動
是一項挑戰，「It’s a little bit embarrassing when your partners are not your
acquaintances.」(學生 No.6，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
由以上分工遇到的挑戰，有的學生表示希望由教師分配任務給組員，例
如，「Let students form a group in fixed number so that we can know more about
others’ ideas.」(學生 No.2，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故此，為解決學
生面臨的分工困擾，每次分組活動時，增加一項欄位在練習單上，讓學生每
個人填寫各組組員個別貢獻程度，以確保每個人都有表現，爾後每組練習單
必須繳回以作為評分標準。從共同學習法基本原理中的個人績效(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來分析，研究發現若要落實小組成員的平均分工和參與，教師
需要觀察並監控個人表現以評分，或者採用隨機抽查的方式。儘管有多位學
生分組合作解決一項任務，但是每個人的個別績效與成果表現都需計算在整
體小組的表現中，務必達成小組的成功等於每個組員都成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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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答提問之壓力與挑戰
因合作 學習法中的 共同學習法 (Learning Together)間接影 響學生每個 人
小組中個人績效表現，每組成員無不感受隨時會被點名發言的壓力。研究結
果發現學生認為教師提問的問題數目太多，建議可以減少提問，給予充足時
間深度討論。有時候學生因為自身思考理解題目速度及書寫速度不快，造成
教師提問後，無法立即口頭回答，書寫答案時也需要多時間構思修改。另外，
學生對教師提問之問題感到難以回答，因為問題模式多需要學生批判思考或
闡述感想，許多學生對於此點仍有障礙，表示自己沒有什麼想法，例如學生
表示：「Sometimes we don’t have ideas about the topic…It’s difficult for us to
squeeze ideas out…」(學生 No.2，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另一位學生
表示：
「老師提出的問題好多，一直動腦筋好累啊…」(學生 No.6，個人訪談，
102 年 1 月 18 日)。還有一位學生認為與其討論時要理解他人意思，不如閱
讀篇章自行推收較快，其意見表示：「I don’t like to discuss. I prefer to just
study it.」(問卷，102 年 1 月 11 日)。另一位提到：「希望課本上的問題可以
不要理它，有時候就是沒有意見，還要想一些無謂的理由。課本每單元的
Warm up questions 不容易回答，我對那些問題沒有想法。而且在全班面前回
答問題感到緊張，深怕說錯了感覺好丟臉」。(學生 No.7，個人訪談，102 年
1 月 18 日)。
再者，學生部分意見不一致之處是學生對分組時間分配的看法。有學生
認為課程進度太快，例如當尚未完全理解推收課文內容就進行分組活動，有
種應接不暇之感。儘管分組活動承接之前課程內容，目的為了讓學生有深度
思考與交談機會，藉由彼此互助完成分組任務。有學生認為課文閱讀完畢
後，應該再給一點時間思考，進入分組活動時，也希望討論時間可以更拉長，
否則來不及做推論及結論。而另有學生認為討論時間給得太久，有時候很快
討論完畢就沒有事情可以做。根據觀察發現，少數學生的口語程度較高，其
基本英語水準應付分組討論話題游刃有餘，因此由構思到發表的過程不需花
費太多時間，很快即可討論出分組任務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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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問題為：(1)醫藥學系學生之大一英文課程學習歷程為何？
(2)醫藥學系大一學生認為合作學習法促進英語能力之優點為何？(3)醫藥學
系大一學生認為合作學習法的缺點為何？針對醫藥學系學生之大一英文學
習過程分析，由研究結果發現學習者期望以實用、生活化和趣味為主，同時
學生多期待課程能幫助自己顯著提升相關英文測驗成績。從研究成果中具體
的角度來看，學生認為合作學習法於英語學習有數項優點，包括：促進課堂
參與、活化互動交流與推起學習動機；合作學習法於英語學習之缺點則為應
答壓力帶來負擔、口語對談推發緊張感、分組成員公平性不一致。以下就研
究結果進行說明與建議，希望可供未來相關教學與研究做參考。
根據結果分析，學生大一英文學習偏好於實用、寓教於樂、生活化主題，
明顯可知學生的學習模式不再只是以尋求知識為目標，而欲在學習的過程中獲
得愉悅經歷，並且對生活上與自身相關的活動感興趣。因此，醫藥學系的學生
儘管英文成績表現較佳，學習態度與方式也較積極主動，由研究結果顯示，學
生真正關注的英文學習方法乃是快樂的，能推起共鳴的，例如探討目前社交網
站的蓬勃發展、愛情與推推力、高科技產品的創意、惹人憐愛的動物等議題時，
特別能推起學生熱情參與，增加學習滿意度。儘管英語教學的材料與策略日新
月異，本研究建議，規劃大一英文教材時盡量以貼近學生日常生活且具備創造
力、趣味性的主題做推導，且需增加小組合作與發表的機會。
此外，本研究探討學生對英文學習的期望可知，學生要的是現學現用的
語言能力，首要期望訓練聽與說能力，並且期待自己英文測驗成績進步。事
實上，學習語言的成效無法一蹴可幾，除了練習與模仿，並沒有速成的捷徑。
授課教師應當於課程開始前，概略說明大一英文與過去高中英文的不同之
處，以及學生應當具備的心理建設。例如，大一英文上課時數與高中英文相
比減少許多，課程內容與方向也不盡相同，學生應當認清自身學習責任，尤
其課後的學習與練習比起過往相比更顯重要。此時的英語學習已經漸漸轉變
為以自主學習為主，大一英文教師的責任為在課堂中盡量給予練習機會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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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題，提供多元化英語學習方式與活動，推勵學生進行自我探索機會，且
加強課後獨立學習時間。
再者，學生反應合作學習法於英語學習之優點為，促進課堂參與、活化
互動交流與推起學習動機，授課教師於備課時應思考如何將教室中容易變枯
燥的英語學習轉化為較為逼真的英語情境，並點綴若干激勵要素以推推學生
興趣。尤其對應學生未來實際運用英語來溝通的場合，例如國外同業交流、
參加國際醫療會議、進行醫學研究演講…等，以及迎接數位化世代的革新，
採用符合時代潮流的教學媒體與素材，較能確保學生的學習參與程度與推起
注意力。對於不熟悉數位教材的教師而言，可以運用簡單的短片或影音，或
者採用多元主題，例如推理解謎、個案分析、時事評論等，以推勵學生口語
練習。甚至可以開放機會給學生，讓學生依據每周課程進度與主題，自行蒐
尋英文相關影片、文章或笑話，經授課教師審核後，進行課堂欣賞與討論。
藉由學生角度可以獲得不少有用語言學習資源，形塑一個互動與積極交流的
學習環境。
最後，儘管合作學習法教學模式雖立意良好，學生之間的英語程度差異
問題，導致行時仍遭遇一些困難，例如：應答壓力負擔、口語對談緊張感、
分組成員公平性不一致等。有些學生批判思考與臨場反應的能力有限，需要
更長的準備時間，然有些學生卻認為討論時間給得太久，有時候很快討論完
畢就只能枯等。針對學生能力差異性，建議可以的調整方式為，除了小組討
論議題之外，另給予一短篇文章、任務或小測驗，提早結束分組活動的成員
可以各自閱讀或解題。此外，對於合作學習法的成員分工問題，每次分組活
動時，每位成員務必描述組員個別貢獻程度並彼此評分，且繳回分組活動練
習單以作為授課教師評分依據。本研究也建議有興趣的教師或研究者，針對
學生英文能力之差異影響，「差異化教學」之策略或能提供有用參考，也許
未來研究議題可以探究差異化教學與大一英文之間關係。
至今，一直有不少專家學者呼籲，應當致力改善大學生英文應用能力的
薄弱問題，(Chia et al., 1999；黃榮村，2003；吳蕙宜，2004；陳秋蘭，2010；
戴浩一、林麗菊，2011)，學生英語口語與溝通能力為迫切改善的努力方向(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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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敏，2002)。本研究認為，真正有效的英語教學應創造學生體會生活化、情
境學習經驗的機會。故教師需調整教學方式、課程教材且考量學生個別差
異，搭配多元化與數位教材、活動。此外，運用合作學習法與策略，由淺而
深，給予學生實用的語言練習機會。故盡量貼近學生感興趣話題與理解學生
看法為影響英語教育方案實施成效的關鍵，因此政策執行者宜重視課程目標
與測驗評量意義，規畫應用導向的英文課程，訂定相關英文應用能力訓練的
認證與教學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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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大一英文課程期初分組調查問卷
為了本課程日後分組活動的安排，請將符合自己狀況的選項打勾，謝謝。

1. 出生日期：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_歲
2. 性別：男

女

3. 開始學習英文的時間：學齡前，幼稚園，國小，國中，
高中，大學，其他__________
4. 家庭背景：無兄弟姊妹，有兄弟姊妹____位
5. 是否有與他人小組合作的經驗：有，無
6. 個性：外向，內向，看情況而定
7. 興趣：動態，靜態，其他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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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合作學習於大一英文課程學習歷程問卷
親愛的同學：
感謝您願意參與本研究調查，這份問卷目的為了解您對運用合作學習法於大
一英文課的經驗與想法，下列為開放式題目，請您盡量詳細描述並回答，您
提供的資料僅用於學術研究且完全保密。謝謝！

1. 性別: 男

2. 科系: ______________

女

3. 對大一英文課程運用合作學習法的滿意度：
(1).對此課程滿意或不滿意之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對此課程建議增加之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建議刪除之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9．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九卷第一期

(4).建議調整之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對此課程的自我評估(請勾選符合條件並補充說明)：
我於本課學習態度認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每次積極地參與課堂討論與活動，例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每次上課都認真聽講，印象最深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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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小組學習單(範例)Sample Group Worksheets
U.S. town bans small bottles of water (4th January, 2013)
The U.S. town of Concord in Massachusetts state has banned stores from selling
water in bottles that are smaller than one liter. Stores who sell the water will have to pay
a $50 fine. The new law is the result of a three-year campaign by local resident Jean
Hill. Ms Hill first told people about the idea at a meeting in 2010.…People buy 50
billion small bottles of water each year in the USA.
(Find full article from http://www.breakingnewsenglish.com/1301/130104-bottled_water.html)

ROLE PLAY
Instruction: after reading the article, whether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is new
law. Please provide 3 reasons to support your perspectives.
Role A – Environmentalist
Role B – Bottled water company boss
Role C – Local store owner
Role D – City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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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CL) on
the Enhancement of Medical Majors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Freshman English Courses

Wen-Chi Hu *

Abstract
Freshman English courses are fundamental and have long-term impact on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ve Learning (CL) is one teaching
strategy to enrich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is often used in various disciplines as well as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medical major students’ experienc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CL) in the Freshman English courses.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will be first-year students
selected from schools of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Dentistry, and Pharmacy in a
medical university.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literature review, courses development,
survey, and interview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original research are expected
to indicate meaningfu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of effective English instruction for medical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English programs in other field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1) achievements in English examination scores and practical purposes are students’
two major needs, (2) the benefit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clude active class
participation and in-depth interaction, (3)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Futur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and findings are provided in
the study.
Key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CL), Freshman English,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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