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清華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讀書會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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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簡介
一、目的
使小組成員熟悉質性研究的理論、方法及了解如何應用理論及方法做英語教
學的相關研究，幫助小組成員提升個人的研究能力以及在英語教學上提出貢獻。

二、成員簡介
導讀人姓名

系所

學號

身分

張銪容

人社院 / 外語系

--

助理教授

召集人姓名

系所

學號

身分

楊敏

人社院 / 外語系

100042602

碩士生

組員姓名

系所

學號

身分

蔡宜珊

人社院 / 外語系

100042610

碩士生

林嶽峙

人社院 / 外語系

9942610

碩士生

陳怡伶

人社院 / 外語系

100042607

碩士生

羅伊廷

人社院 / 外語系

9842601

碩士生

柯若博

人社院 / 外語系

100042421

碩士生

張亦晴

--

--

好朋友

註:開學後有兩位同學新加入讀書會，不在原本的名單上。

三、進度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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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導讀人

討論內容

2012-03-26

18:30:00 ~
20:30:00

人社
B303

張銪容

質性研究簡介及
俗民誌法

2012-04-11

10:00:00 ~
12:00:00

觀察法及研究道
德

2012-04-16

18:30:00 ~
20:30:00

訪談及敘說研究

2012-04-25

10:00:00 ~

資料分析

12:00:00
2012-05-07

18:30:00 ~
20:30:00

質性研究寫作

2012-05-16

10:00:00 ~
12:00:00

英語教學中的質
化研究

選讀的書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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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行方式
本讀書會選讀質化研究的書籍及期刊文章，每一次讀書會前，小組成員必須
先在家預習分配到之文章，每一次讀書會時由導讀人先導讀，接著小組成員輪流
分享文章，最後大家針對文章或相關議題一起討論。每一次讀書會由一位小組成
員負責記錄及寫心得，幫助讀書會成長改進。
五、其他
(1) 讀書會成員可在秘密臉書社群上互動、發表心得。
(2) 如不能出席讀書會，必須先打電話告知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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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讀書會內容進度、心得感想、可改進之處
一、第一次讀書會 (101.03.26)
時間: 2012 年 3 月 26 日 (星期一) pm6:30 ~ 8:30
地點:人社院 B303 教室
導讀人: 張銪容
成員: 蔡宜珊、陳怡伶、林嶽峙、羅伊廷、楊敏
記錄人:蔡宜珊
1. 讀書會進度內容：質性研究與俗民誌的意涵、起源與研究原則
Geertz, C. (1973).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Ch. 1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pp.3-30). New York: Basic Books.
Ramanathan, V., & Atkinson, D. (1999).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2 writing

research: A critical guide and review. Applied Linguistics, 20,

p.44-70.
Erickson, F. (1986). Qualitative methods in research on teaching. In M. C.
Wittrock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3rd. ed. (pp.119-161). New

York: Macmillan.
2. 討論記錄：
這次的讀書會當中我們探究質性研究(qualitative study)與質性研究中其中一
種研究方式，俗民誌研究(ethnographic research) 的意涵、起源與研究原則，並討
論了從事質性研究可能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式。
（一）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study)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上學期我們所學
的量化研究是一種實證主義(positivism)，其前提假設主要奠基在只有一個真理之
上，故研究方法就是利用複雜與精密的研究設計來求得此一真理。從測試、歸納與預
測當中，量化研究得以了解所欲探求的變因以及變因之間的關係。而研究學者對於研
究的過程與結果必須盡可能保持客觀的態度。相反地，質性研究是一種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對於質性研究者來說真理是多重事實所建構而成，沒有所謂的客
觀，因為研究者必須以主觀或多種主觀的觀點來詮釋研究資料。而研究的目的就是為
了要發現、了解並詮釋複雜的人類經驗。
儘管質性研究與行為研究一樣採用豐富描述（或稱厚實描述, thick
description）的策略來分析，質性研究與行為研究最大的不同在於質性研究嘗試從行
為者的觀點(emic perspective)來詮釋行為者當下行為背後可能代表的意涵。行為研
究者所觀察到眨眼睛的動作，對質性研究者而言則是探究眨眼睛背後的原因與意圖。
因此，眨眼睛不再只是生理現象，而有可能是給與暗示、嘲諷或排練等各種意涵。為
了瞭解行為背後的原因，厚實描述就能提供當下行為場域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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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對以下幾個有興趣了解時就可採用質性研究：(1) 事件的特殊面向，而非
尋常的性質或概述；(2) 在特定事件中，對特定行為者的意義；(3) 在自然場合之下
可觀察到的行為，卻因邏輯上或研究倫理上的考量無法進行量化研究的實驗控制；(4)
無法藉由量化研究找出特定的因果連結，或是發展中理論的變因僅於調查研究(survey
study)和實驗中發現。
而質性研究可幫助回答一些特定問題，諸如在特定場域之下會發生什麼社會行
為？這些行為發生的當下對行為者有什麼意義？這些事件對他人有什麼特別意義？相
鄰的場域會受到該場域什麼樣的影響？而回答這些問題將有助於我們發掘日常生活中
忽略的細節、了解活動的具體細節、該事件對行為者的意義，並藉由不同背景的比較
釐清在該特定背景之下發生了甚麼事情。
（二）俗民誌研究
俗民誌研究(ethnographic research)主要源自於民族誌(ethnography)與人類學
(anthropology)。
（中文用語對於 ethnographic research 和 ethnography research
沒有清楚區別，在此暫譯 ethnographic research 為俗民誌研究，ethnography
research 為民族誌，實際上兩種用語在中文混用）。民族誌即人類學對文化的研究，
著重於對人類行為的文化詮釋。其特色是研究者對某一族群長期與完整的觀察，藉由
理論進行分析，並試圖從行為者的角度詮釋。
俗民誌研究(ethnographic research)與民族誌(ethnography)的區別在於俗民誌
研究只針對個人對某一特定文化事件來從行為者的角度詮釋，而非全面性的文化研
究。俗民誌的觀察期間較民族誌短，因此俗民誌必須採用多種資料收集的方式
(triangulation)來理解研究主體。常見的資料收集方式諸如針對團體成員互動的影像
做訪談(stimulated recall interview)、田野筆記(field note)、書寫文件、課堂觀
察等。其中以三個第二語言寫作的研究為例，Carson 和 Nelson (1996)在自然的環境
下進行研究、採用多種資料收集方式並以分析歸納的方法(analytical induction
techniques) 分析資料；Atkinson 和 Ramanathan (1995) 亦採用多種資料收集方式進
行文化描述(cultural description)、採用探究式研究(inquiry-guided research)；
Spack (1997) 則是針對自己其中一個學生進行長期、多種的資料分析，並提供精確的
研究方法和詳實的描述。
俗民誌研究曾被批評無法提供概要的結論(generalizability)，然而此種研究應
著重於特殊性(particularizability)而非概括性，藉由俗民誌研究發現不尋常的現
象。此種研究應與其他相似的主題卻在不同背景、情境之下相比較，以彰顯研究主題
之全貌。其次，俗民誌研究應採取不嚴謹的立場進行研究。研究者可以預設研究議題
和理論，然而其角色只是幫助研究者進行研究，研究者不能因為預設了研究議題和理
論就阻礙了預設之外的發現。
3. 心得感想：
第一次的讀書會讓我了解了質性研究和俗民誌研究的全貌，儘管相關研究文章閱
讀不多，此次的討論能幫助我們掌握何時應該用此類研究、研究的預設立場以及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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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的原則有哪些。
4. 下一次會更好：雖然不用投影片報告，不過發現簡單的大綱講義可以幫助大家討論
與抓到重點，建議下次的導讀人可以準備。

二、第二次讀書會 (101.04.11)
時間: 2012 年 04 月 11 日

(星期三 ) 10: 00 ~ 12: 00

地點: 人社院 B303
導讀人:

張銪容

成員: 陳怡伶、楊敏、林嶽峙、蔡宜珊、羅伊廷
記錄人: 羅伊廷

1. 讀書會進度內容:
I.

Emerson, R. M., Fretz, R. I., & Shaw, L. L. (1995). In the field. Ch. 2 of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pp. 17-38).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II.

Spradley, J. P. (1980). Doing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pp. 53-84).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II.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98). Code of Ethic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t:
http://www.aaanet.org/committees/ethics/ethcode.htm
2. 討論紀錄:
本次的讀書會我們主要著重於如何做觀察、寫觀察筆記與上述行為的
注意事項。在首篇文章中提出了觀察的兩種模式：刻意與自然，當觀察者
越了解所觀察的領域時，在這兩種模式間轉換就會越嫻熟。此外，不同的
寫作(寫觀察筆記)風格也被作者視為重要的技巧。在作者介紹完基本概念之
後，寫觀察筆記得注意事項也被提出，包含了 how, when, where 等幾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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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針對寫觀察筆記，作者也給了一些建議供觀察者參考，例如：(a) jot down
details of what you sense ate key components of observed senses or interaction,
(b) avoid making statements characterizing what people do that rely on
generalizations, (c) jot down concrete sensory details about actions and talk, (d)
jot down sensory details which you could easily forget but which you deem to be
key observations about the scene, and (e) jotting can be used to signal general
impressions and feelings even if the fieldworkers id unsure of their significance
at that moment.
第二篇文章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重點區塊: (A) doing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B) making an ethnographic record, (C) making descriptive
observations. (A)區塊論述了 ordinary and participant observer 的六大不同之
處以及參與者的種類和定義，(B)區塊介紹了三個在做 ethnographic record
的三個原則以及 fieldnotes 的特性，(C)區塊說明了 descriptive observations 的
架構，其中提到了 “grand tour observations”與 “mini-tour observations”的差
別及運用。
第三篇文章主要列出了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對研究者
的規範與注意事項。此外，研究者也同時被賦予了責任，例如:研究者必須
保證不會對被研究的對象造成任何傷害，也要創造機會給之後的研究者繼
續去多了解其領域，更要向大眾保證不會誤用實驗資料及結果。最後作者
提到五點相當實用的 anthropological applications：(1) inform the purposes,
potential impacts, and source of support for the work, (2) utilize the results of
their works appropriately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3) make carefully
considered ethnical choices, (4) know the qualifications, capabilities, and aims,
and (5) alert to the danger of composing anthropological ethnics, and to proper
demands of hospitality, good citizenship and gues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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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這三篇文章提供給我們一些關於在做質性研究 observe
participants 時所需注意的事情，更提點了研究者的身分定位及責任所在。
3. 心得感想:
這次的讀書會讓我學到做質性研究中很關鍵的一門學問，那就是要如何實
地去觀察與做筆記。研究者除了要清楚自己的研究主題與角色定位之外，
還要時時提醒自己以受試者的權益與福祉做為優先考量，而這也是研究者
所必須遵從的基本規範。
4. 其他:
這次的主題讓我讓我回想到以前去作教室(課堂)觀察的經驗，在讀書會後，
我才發現自己以前所到注意的面向太窄，所做的筆記也不夠詳實與準確，
真的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希望能運用這次的所學，精進自己以後在做
這類方面研究的技巧。
三、第三次讀書會 (101.04.16)
時間: 2012 年 04 月 16 日

(星期一 )

6 : 30 ~ 8: 30

地點: 人社院 B303
導讀人:

張銪容

成員: 陳怡伶、楊敏、林嶽峙、蔡宜珊、羅伊廷
記錄人: 陳怡伶

5. 讀書會進度內容: How to interview and do narrative inquiry
Spradley, J. P. (1979). Interviewing an informant & Asking
descriptive questions. In Theethnographic interview (pp. 55-68 & pp.
78-91).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Seidman, I. E. (1998). Interviewing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for researchers in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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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6
6. 討論紀錄:
本次的讀書會我們主要著重於如何去訪談。Spradley 和 Seidman 的文
章都清楚提出在做訪談時該做哪些事情以及有哪些事是需要避免的。首先
Spradley 的文章透過比較 friendly conversation 和 ethnographic
interview 來幫助讀者了解在進行 ethnographic interview 所需注意的幾
個重要元素。有別於朋友間的對談，在做 ethnographic interview 時，做
為採訪的人要有 explicit purpose，然後不斷的進行 ethnographic
explanations 和 ethnographic questions 來達到訪談的目的。
Ethnographic explanations 指的是要清楚告知受訪者計畫和訪談的目
的、當需要錄音或做任何筆記時也須得到受訪者的同意以及要鼓勵受訪者
不要因為是在採訪而避免使用專屬於他們領域裡的 terms。而 Ethnographic
questions 則是指透過問 descriptive, structural 和 contrast
questions 來得到所需的資料。本篇主要著重於如何問 descriptive
questions，因為此類的問題有助於收取大量有關於受訪者語言的 data。採
訪者可以先從問一些 grand tour questions 來抓出大方向，而後再進一步
問一些較特定的問題(mini-tour questions)、example questions 和
native-language questions 以獲得有關計畫中所需的 data。除了這三個
要素之外，另有三點需要注意。第一點是通常一般朋友之間會有輪流的對
話，但這類的訪談，採訪者與受訪者之間輪流的對話是不對稱的。採訪者
往往扮演詢問的角色，而受訪者則是在分享經驗回答問題。第二點是採訪
者必須不斷的表現出對受訪者所說的話是感興趣的且真的不瞭解，藉由這
樣做可以讓受訪者更願意表達。第三點則是要盡量鼓舞受訪者去詳述
(expand)他們要說的話。
關於 Seidman 的文章則是提供了多項關於做 interview 所需注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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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第一點是採訪者要盡量說少一點，把時間留給受訪者。第二點是當聽
不懂的時候或想知道更多的時候，則要詢問，但要注意不要因此而過度刺
探受訪者的隱私已造成不舒服。第三點是避免問引導性的問題(leading
questions)，因為這樣將影響所得資料的準確性。第四點則是不要打斷受
訪者說話，取而代之的是聆聽然後記下受訪者所說的話(key words or
phrases)。也不要急於問下一個問題。當發現受訪者沉默時，要先等待和
當確認受訪者沒有要說話時，在進行下一個問題。第五點是要隨時注意受
訪者的表情或笑聲。例如：在不該笑的情況下而笑，那這代表事情不單純，
採訪者需做進一步的詢問。這就如 Parker 所說的 “A laugh can be a cry
of pain, and a silence can be a shout.” 最後一點則是在做訪談時，
有時是需要相信直覺。當感到有所疑問的時候，要主動的詢問。第七點則
是提到在做訪談前採訪者可以先準備 an interview guide，但在訪談中不
能讓這東西主導一切，大部分訪談所問的問題都應該要根據受訪者所給的
回應(based on participants’ talk)而向下做延伸，而非依賴事前所想
的問題。
簡言之，這兩篇文章提供給我們一些 guidelines 關於在做質性研究訪
談受試者時所需注意的事情，和大致上一個 ethnographic interview 所需
涵蓋的元素。
7. 心得感想:
這次的讀書會讓我學到在做質性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環，那就是要如何去訪
談別人。除了要和受訪者維持良好的關係(rapport)，在訪談中還要不時的
注意受訪者的反應，才能進而提出好的問題。此外問問題的技巧真的不是
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這需要不斷的練習。因為問題如果問得不好，不但受
訪者不能理解，也無法得到所需的回答。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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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主題讓我回想到上學期我當受試者的經驗。第一當時的採訪者在訪
談我的初期，他的確問了許多 descriptive questions 而後才慢慢的進入
主題。第二每次在訪談時，採訪者都會清楚點出訪談的目的。第三則是採
訪者總是表現出有興趣的樣子，讓我願意不斷的去表達。
四、第四次讀書會 (101.04.25)

時間: 2012 年 04 月 23 日 (星期 ) 10:00 ~ 12:00
地點: 人社院 B303
導讀人: 張銪容 教授
成員: 蔡宜珊、羅伊廷、林嶽峙、Bob、陳怡伶 同學
記錄人: 林嶽峙 同學
1. 讀書會進度內容:
How to collect qualitative data and interpret it.
Article:
(1) Wolcott, H.F.(1994),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Data:
Descrip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Ch.2
 Useful Analogies: wide angle
 Important general points: “always keep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n mind.”
 Ways to organize and present description
 Ways to approach analysis
 Ways to approach interpretation
(2) Greetz, (1973), Note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
An example of data interpret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討論紀錄:
 Ways to organize and present description
 Ways to approach analysis
 Ways to approach interpretation
3. 心得感想:
透過本次讀書會，我發現質性研究的資料收集，難的不在於收集很多
資料，而是難在如何詮釋資料，研究者必須從平凡無奇的言語、行為
看出當地居民文化特色，甚至連結過往歷史和前人的研究發現，進而
延展文獻脈絡與研究價值核心。然而，我也發現，質性研究的撰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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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並非那麼制式化。這次，我們讀到一篇主講『鬥雞比賽』的文章，
其實暗喻了當地 Bali 區民為展示自身價值與文化認同感，喻情感(或
情緒)於比賽之中。和一班所讀的量化研究期刊，非常不同。
4. 下一次會更好:
平常大家面對研究都非常嚴謹，所以讀書會討論時也不例外。但，其
實，我們可以更輕鬆以對，腦力激盪出不同的思考模式。
五、第五次讀書會 (101.05.07)
時間: 100 年 5 月 7 日 (星期一)
地點: 人社院 B303
導讀人: 張銪容

18:30 - 20:30

成員: 蔡宜珊、林嶽峙、陳怡伶、羅伊廷、楊敏
記錄人: 楊敏
1. 讀書會進度內容:
本次讀書會主要探討質性研究的寫作方法，包含如何開始寫作以及持續寫作。
 Wolcott, H.F. (2001) 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 CH 2&3
(Getting going & keeping going)
 Wolcott, H. F. (1994).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data:
Descrip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Sage. Ch 13
(Qualitative inquiry)
2. 討論紀錄:
延續前四次讀書會的主題，此次讀書會我們討論質性研究的寫作方式－如何寫
作以及寫作的時候的注意事項。Wolcott (2001)的建議對質性研究的初探者有
實質的幫助，包含
 How to begin: 了解自己喜歡在什麼情境下寫作（例: 在辦公室、吹冷
氣、抱著貓咪、咖啡香），建立理想的寫作環境，以及固定時間寫作。
 Follow a writing plan: 開始寫作前，先計畫好寫作目的、目錄或大
綱、寫作的內容、作者的視角及寫作風格。
 When to begin: 先擬一份草稿或者大綱再進入現場研究，以幫助研究
者發現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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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o begin: 有兩種方式，一是從個人的角度(personal account)
出發描寫，包含研究動機，另一種是純描述(description)，描述看、
聽、觀察到的事實，不加入個人註解。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分析和解釋的不同處是前者傾向以有
系統的(科學方法)分析檢視資料，後者依賴研究者的直覺、經驗和情感
(more humanistic)來解釋資料。在質性研究中，資料的呈現要用哪一

種方式端視研究目的而定。針對質性研究的初探者，Wolcott (2001)建
議使用較多的分析(analysis)。
 The problem of focus: 當無法決定研究目標時(要研究什麼)，可以找
擅長邏輯分析的同儕聊一聊、試著用 freewriting 腦力激盪更多想法等。
 Problems of sorting and organizing data: 當分析和整理資料時遇
到困難，可以試著減少分類。另外可以問自己：「真的只是分類嗎？」、
「是不是已經加入個人註解了？」
開始寫作之後，必須要保持寫作的習慣。想達成這個目標的不二法門是不害怕
寫錯或寫得不好。Wolcott (2001)提供質性研究的初探者了七個持續寫作的秘
訣。
 Stay with it: 分配時間、設可以達成的寫作目標、將寫作當成第一優先












事項。
The expanding handing file approach: 在電腦裡建立、分類、管理資
料夾，將每個章節的資料放在自己專屬的資料夾中，需要的時候可以馬上
找到。
Keeping up the mountain: 寫作暫停時，可以暫停在卡住的地方，下次
回來先複習修改前面寫好的當成繼續寫作的暖身，或者可以暫停在文思泉
湧之處，下次回來能夠馬上接上。
When it’s time for details, get them right the first time: 利用
style sheet 一開始就將細節都處理好，例如引用格式、拼字、標點符號、
註腳等，如此一來方便日後查詢。
Keeping track of references: 引用別人時，必須遵守各領域引用的規
範，避免只是列出作者名字、日期、頁碼，而是能夠真正地讓讀者知道引
用的內容及引用的原因（我引用這篇文章因為它支持我的論點）。
Keep track of bits and pieces: 另外用一本筆記本記錄下有趣的引言、
刪掉的段落、可能包含在研究中的主題、理論、格言等，需要的時候可以
參考。
Getting feedback: 請 reviewer 幫忙審查自己的研究是否包含足夠並洽
當的細節、清楚說明研究問題、合理並且完整的描述、分析和解釋。或者
可以請對方大聲將自己的文章唸出來，由於每個人說話的語調、方式都不
同，聽到對方卡住了或者唸的不太順，可能代表自己必須修改文章，使文
意更清楚地傳達給讀者。

最後，Wolcott (2001)提醒質性研究的初探者，寫作時必須緊扣研究目的，循
序漸進的刪除不需要的資料，只留下與主題相扣、真正需要的資料。寫作時可
以舉例支持自己的論點，並且提供充分的細節，讓非專業讀者也可以了解文章
的主旨和內容。除了以上的建議之外，Wolcott (2001)質性研究的初探者別忘
了寫作時 Shaping ideas before crafting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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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得感想:
今天的讀書會讓我學到質性研究的寫作方法，印象最深的是「找出自己喜歡的
寫作方式、時間、地點，寵愛自己的寫作需要」
、
「偉大的作品往往始於亂七八
糟的草稿」以及「草稿是給自己看的，所以不用擔心寫得不好」。我覺得這些
寫作的建議不只可以用在研究上，平常的寫作也很受用，例如讀完 Wolcott 的
章節之後，我發現自己寫 Paper 大意(summary)的時候不只是速度加快了，也
更能放心開放的寫，寫完之後重新看一遍，發現結果出乎意外的好呢。
4. 下一次會更好:
建議報告的時候講重點即可，盡量刪除冗詞贅字，方便同學迅速抓到重點。
六、第六次讀書會 (101.05.16)
時間: 101 年 5 月 16 日 (星期 三 ) 10:00 ~ 12:00
地點: 人社院 B303
導讀人: 張銪容
成員: 陳怡伶,楊敏,Bob Cuckler,蔡宜珊,林嶽峙,羅伊廷,張亦晴
記錄人:張亦晴,Bob Cuckler
1.

讀書會進度內容:
Chang, Y. & Kanno, Y. (2010). NNES doctoral students in English-speaking

academe: The nexus between language and discipline. Applied Linguistic, 31(5),
p.671-692.
Cho, S. (2004). Challenges of entering discourse communities through
publishing in English: Perspectives of nonnative speaking doctora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
3, 47-72.
Harklau, L. (1999). Representing culture in the ESL writing classroom.
In E. Hinkel (ed.),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p.109-13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nno, Y., & Stuart, C. (2011). Learning to Become a Second Language
Teacher: Identities-in-Practic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5(2), 236-252.
McKay, S.L., & Wong, S.-L.C. (1996). Multiple discourses, multiple
identities: Investment and agency in second-language learning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 student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6”(3), pp. 577-608.
2.

討論紀錄:

今天主題 Focus 在 Identity 上面.不論是 Teacher’s identities 或是 Learner’s
identities, 都可以從不同的質性研究上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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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 負責的文章在講觀察數位在美國攻讀博士的台灣學生也許因為專研的學科不同而
對自身的英語能力擁有不同的學習心態.
Juliette 的文章是篇對在美國長住的 ESL 學生在 ESL 的教室碰到的一些困擾來進而顯
示出老師在教導一個 ESL 課程時應該要更細心注意學生心理對文化不同的反應才不會
讓學生太過反彈.
Cherrie 報告的文章在於探討一位新的 student teacher 在教學時是一邊從他的教學
來找到他的 identity,在這過程中 practice and identity 是互相影響的.而研究這是
觀察兩位 student teacher 並交叉比對來完成這篇研究.
Linda 的文章重點放在 how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can affect one’s English
learning instead of one’s motivation. 這篇說到並不是所有英語學習者都是因為
缺乏學習動力才無法學好英文而是因為他們有多重的或是有限的社交身份或地位進而
影響他們的學習.這也是從兩位非美籍的女性做質性研究而得到的結果.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I took away from this meeting:
1) Topics for qualitative (or quantitative) studies are often born out of the
recognition of a gap in the literature, something which is unaccounted for by
current assumptions or currently prescribed theories. So by finding a gap, a
researcher can potentially challenge current assumptions or currently
prescribed theories.
2) Given the limited space allocated to scholarly articles in any given academic
journal,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er sensibly cull from the bevy
of collected data those data which are most pertinent to the research questions
of his/her study.
3) Written accounts of the findings of qualitative studies should have a highly
parallel structure across topic headings (and always with one’s research
questions in mind) so as to systematically and powerfully make one’s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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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製作的講義
第一次讀書會 3/26
講義製作:楊敏

講義製作:蔡宜珊

18

講義製作:陳怡伶

19

第二次讀書會 4/11
講義製作:羅伊廷

20

講義製作:陳怡伶

第三次讀書會 4/16
講義製作:陳怡伶

21

講義製作:蔡宜珊

22

第四次讀書會 4/25
講義製作: 林嶽峙

講義製作: 柯若博

23

第五次讀書會 5/7
講義製作:楊敏

24

講義製作:林嶽峙

25

第六次讀書會 5/16
講義製作: 柯若博

講義製作:林嶽峙

26

講義製作: 羅伊廷

講義製作: 蔡宜珊

27

講義製作: 陳怡伶

註:由於每個人製作風格不同，講義的格式及篇幅沒有規定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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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讀書會照片
小組成員正在分享文章，大家手上拿的為
同學製作的講義

討論氣氛輕鬆熱絡

邊吃喝邊討論是常有的事

小組成員分享閱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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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對本校讀書會之建議
大致上運作順利，感謝學校給我們機會舉辦讀書會，我們收穫良多。小小建議是
希望讀書會可以提早到一開學就可開始進行，這樣可以辦比較多次讀書會，也可
以避開期中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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