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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大葉大學

法語教學上的應用

張靜心*

摘要

為提高學生學習法語的動機及自信，進而改善該語聽、說、讀、

寫的學習成效，本校歐旅學程自104學年起針對新入學法語組學生採用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教學法語。此教學法係由兩位創始者Germain及

Netten首次於1998年在加拿大以「密集法語」之名行之，2010年移植至

中國華師又以「神經語言學教學法」稱之。之所以名為「神經語言學教

學法」，乃因此教學法主要依據Paradis之「神經語言雙語理論」而來。

本校在試行一學年「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後，學生普遍在法語口語及書

寫的表達能力上有所提升，聽、說、讀、寫能力皆得以均衡發展，學習

動機及自信也有所提高，故此教學法值得應用於外語學習的推廣。

關鍵詞：內部語法、外部文法、外語習得、技能、法語、知識、神經語

言學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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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般在大專院校內法語專業學習通常會區分聽、說、讀、寫及文法

等不同的課程教學，譬如以本校歐洲語文學系（歐語系）法語組102級

畢業學生為例，一年級及二年級時每週各有12節法語必修課（聽力、

口語、閱讀及寫作各2節，文法4節）；三年級時每週有10節法語必修

課（聽力、口語、閱讀、寫作及文法各2節）；四年級時法語必修課則

降為每週4節。以部定一學期18週，其中扣除期中及期末考週，再加上

一節課為50分鐘計算，若將本系法語組102級畢業學生四年在學期間法

語聽、說、讀、寫及文法等必修課總節數換算為各科總時數，可得：聽

力、口語、閱讀及寫作每科在四年期間共修習186小時，文法則為265

小時。因此，歐語系法語組102級畢業學生四年在學期間法語必修課總

時數共有1,009小時，而且文法課程之比例在一、二年級時占了法語必

修課程的1/3，其學習總時數又較聽、說、讀、寫課程多了將近80小時

（Chang, 2016）。而學生在四年內修了超過1,000小時的法語，其學習

的成效又是如何？

本校歐語系法語組學生在畢業前皆須參加DELF B1級法語檢定考

試，1 但歷年來能通過此項考試的學生人數比率偏低，就以102級法語組

學生為例：本屆通過DELF B1級共有3位，佔法語組畢業生人數20位的

15%，其DELF B1級法語檢定考試各項語言能力分數及總分依其低至高

排列，請參見表1。

1 法語學習文憑（Diplôme d’Études en Langue Française, DELF）包含四項語言能力檢測：聽
力、口語、閱讀及寫作，單項分數滿分為25分，通過考試的標準是4項成績總和高於50，
且單項成績不得低於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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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得，總分分數落在0～25分者有3位，落在26～49分者有14

位，超過通過標準50分者只有3位，且總分分數最高者只有63.5分。

若從學生法語必修課程四年期間學習時數不低於1,000小時及其通過

法檢的結果來看，一則見不到學習時數和學習成效的正向關連（亦即語

言學習的時數不一定是學習成效的保證）；再則是從其法檢之聽力、口

表1 

本校法語專業學習102級畢業學生DELF B1級法語檢定考試各項語言能
力分數及總分

 學生 聽力 口語 閱讀 寫作 總成績（分）

 1 5    3    5    3    16   

 2 2    6    11    3    22   

 3 1    7.5 11    3    22.5

 4 4    6    13    8.5 31.5

 5 5    9.5 12.5 4.5 31.5

 6 7    11   7    7    32   

 7 3.5 7    15    7    32.5

 8 9    6    13    5    33   

 9 5    10    10.5 8.5 34   

 10 2    11    13.5 7.5 34   

 11 6    4.5 12    15.5 38   

 12 4    13.5 14    7.5 39   

 13 10.5 12    13    4    39.5

 14 6    8    10.5 15.5 40   

 15 6    16    15    3    40   

 16 5    20    9    7    41   

 17 6.5 19.5 10    6    42   

 18 14.5 15.5 12 17.5 59.5

 19 20 14.5 11 14.5 60

 20 9 22.5 13.5 18.5 63.5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大葉大學法語教學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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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閱讀、寫作四項成績來做比較（請參見表2），可以發現若以各測

試項目的平均值（12.5分）為標準來看，雖然口語及閱讀成績較佳，但

是學生在聽、讀、說、寫之間的表現十分不均等且落差太大 。

表2 

102級法語組學生法語DELF法語檢定各項成績平均分數表
 法語檢定DELF B1級 聽力 口語 閱讀 寫作

 20位學生之平均成績 6.55 11.15 11.58 8.3

因此，有什麼方式可以提高學生學習法語的動機進而提升其學習成

效並使其聽說讀寫得到均衡的發展？再者，近年來由於本校的政策，原

本的歐語系已轉型為歐洲文化與旅遊學士學位學程（歐旅學程），由於

後者為歐語、歐洲文化及旅遊的跨領域學程，故語言的學習時數已由過

去歐語系每週12節（10小時）調降至現今歐旅學程每週6節（5小時），

也因此，筆者認為在課程時數降低的情況下，應該要採取更有效率的教

學法，來提升學生的語言學習的成效。那麼有什麼教學法既可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進而改善學習的成效且又具有效率呢？

2 0 1 2年5月底、6月初，在一場由「日本法語教育協會」（L a 

Société Japonaise de Didactique du Français, SJDF）在東京所舉辦的研

討會中，筆者首次聽聞加拿大學者Germain講述「神經語言學教學法」

（Neurolinguistic Approach, NLA），從演講內容中得知此教學法可以提

升學生法語學習的動機與自信進而改善學習成效，也因此引發了筆者對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研究的興趣，之後更藉由相關文獻的閱讀得知此教學

法的實施成效，更讓筆者興起了在臺灣試行的想法。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即是加拿大的密集法語（Intensive French, FI）。

由於在加拿大各省或地區的教育部共同約定不使用approach（教學法）

這個詞，而只能用program（課程）（Germain, 2017），也因此密集

法語的兩位創始者Germain及Netten將他們所構思的法語教學法稱之為

Intensive French（密集法語）。密集法語首度在1998年9月於加拿大紐芬

蘭與拉布拉多省（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市區及郊區之各兩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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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六年級班級進行實作，2  之後很快遍及加拿大除魁北克省之外的10省

及3個地區（Germain, 2017; Germain, Netten, & Movassat, 2004; Germain, 

Netten, & Séguin, 2004）。根據密集法語官網的統計，1998至2016年為

止，大約有100,000個小五、小六的學童受益於密集法語課程。在透過密

集法語學習法語五個月之後，3 大約有40%～50%的學生具有基本的法語

溝通能力（請參見http://www.francaisintensif.ca/index.php/fr/）。

密集法語在加拿大境內實施了11年之後，中國華南師範大學（華

師）法語部也針對2011年9月入學後的學生全面施行密集法語教學法

語，並另將密集法語名為神經語言學教學法。當華師採神經語言學教

學法教授法語之時，就不再採分科教學，教授同年級之教師皆須協同教

學，亦不使用坊間的教科書，課堂上不論是本籍還是外籍教師均以法語

授課。華師課程安排主要是大一及大二為基礎法語課程，每周大約有

14～16節法語課程，每節上課的時間為40分鐘；大三及大四則是以全法

語上商務相關專業課程，也因此，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最主要實施的對象

為一、二年級的學生，其學習法語的各學期的教學時數大約是150～160

小時之間。

華師法語部的學生在接受了大約4個學期將近600小時的神經語言

學教學法學習法語之後，不但其專4考試高於全國平均值（張靜心，

2017），而且其口語及書寫的測試平均成績均高於另一所排名優於華師

之一本大學的法語部學生（Germain, Liang, & Ricordel, 2015; Germain & 

Netten, 2013）。由於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華師實行的成果具鼓舞作用，

因而引發筆者在本校試行的想法。如果神經語言學教學法使得華師的學

生在法語聽、說、讀、寫能力的學習得到均衡的發展，並且讓學生的口

語表現更為突出，那麼這一套教學法試行在本校的學生上是否也能產生

2  在密集法語產生之前，加拿大在小、中學法語學習主要透過兩種教學方式：沉浸式法語
（French Immersion）及基礎法語（Core French），大概有85%的學生選擇基礎法語學習
課程，但學習成效普遍欠佳，也因如此才有密集法語的構思及誕生（Germain, 2017）。

3 除了有「密集法語」（IF）之外還有「前密集法語」（Pre-IF）及「後密集法語」（Post-
IF）。「前密集法語」是針對在接受「密集法語」教學法之前就已學過法語的學童。前密
集法語主要學習的對象是四、五年級的學生，而密集法語的主要學習對象則為五、六年級

的學生。之後的「後密集法語」主要是為了國中到高中這個階段想要繼續學習法語而設計

的課程。密集法語的教學集中在一個學期五個月的課程內，大致上是每天有一半的課程是

法語課，而數學或一些特別課程如音樂或體育課則是以英語來授課（Germain, 2017）。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大葉大學法語教學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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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的教學成效？

貳、 教學方法理論基礎及其設計與實施

一、基本理論架構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之所以能在加拿大及中國華師取得成豐碩的成果

在於其理論是建立在神經科學上，並且其教學策略是以真實的溝通情境

為方法以達成二（外）語的語文素養為目標。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的兩位創始人Germain及Netten主要依據Paradis

之神經雙語理論（Neurolinguistic Theory of Bilingualism）來發展其教學

法論點（Paradis, 1994, 2004, 2009）。根據Cohen及Squire（1980）對於

失憶症病患（amenesic patients）所做的研究，陳述性記憶（declarative 

memory）及程序性記憶（procedural memory）是各自獨立的的記憶

系統（Eustache & Desgranges, 2012）。前者屬外顯知識 （explicite 

knowledge）後者屬內隱能力（implicit competence）。4 所謂的外顯知識

指的是有自覺的知識，譬如昨天晚餐吃什麼，或是知道臺灣的最高峰是

玉山等諸如此類需要學習的知識；而內隱能力是不自覺的或是自動的技

能，譬如騎腳踏車或是彈鋼琴即是內隱的能力（Eustache & Desgranges, 

2012）。簡單說來，與陳述性記憶相關的外顯知識就是一種「know 

that」而與程序性記憶相關的內隱能力就是一種「know how」（Cohen & 

Squire, 1980）。而且陳述性記憶建立的方式比較有彈性，但程序性記憶

建立的方式比較制式且固定（Paradis, 1994）。

Paradis之神經雙語理論指出了阿茲海默症雙語病患及失語症雙語病

患分別在陳述性記憶及程序性記憶受到損害，因此前者會喪失有自覺的

知識，然而他們造句的能力卻是不受影響的；而後者則會喪失不自覺的

技能，譬如他們可以說出一些單字，可是卻無法造出有意義的句子，然

而他們有自覺的知識是不受影響的。Paradis影響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兩位

創始者最關鍵的論述，在於陳述性記憶及程序性記憶沒有直接的關連，

4  另外有關內隱能力的描述請參見Schact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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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語言知識不可能轉換為溝通技能。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學生外語

文法學得很好，可是卻有著無法用該語作口語表達的窘境，因為文法的

學習靠的是陳述性記憶，而口說表達則是屬於程序性記憶的範疇。因此

Germain及Netten認為在二（外）語的學習上需要有兩套不同的文法：因

應程序性記憶特色的內部語法（internal grammar）及因應陳述性記憶特

色的外部文法（external grammar）。兩套文法明顯區別：在口語溝通時

主要使用內部文法不使用外部文法，外部文法的使用主要是在閱讀寫作

的學習階段。因此也可以說內部語法建立的是語言學習的路徑，主要屬

於習得（acquisition）的範疇，適用於（聽）說的習得；外部文法學習

的是語言的詞彙與規則，主要屬於學習（learning）的範疇，適用於語言

（讀）寫的學習（張靜心，2017）。譬如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教師不會教

學生法語形容詞的位置，因為法語形容詞在詞組的位置在口語是屬於不

自覺的習得。在書寫上，教師只會要求學生觀察形容詞陰性及複數的詞

形與陽性及單數形式有何不同，再請學生把推論的結果記錄在自己的文

法簿中，這個有意識學習的過程主要就是建立學習者的外部文法（張靜

心，2017）。正因有意識的知識不可能轉換為無意識的技能，因此神經

語言學教學法明確地區別口語與書寫，口語教學不應由有自覺知識（文

法規則）或書寫的模式開始，因為口語是屬於技能，技能的學習要用比

較直接、快速及有效的方式。而且列出一長串垂直式的字彙單讓學生學

習的方式無益於內部語法的建立，因為這種單字的記憶方式是屬於知識

的學習。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旨在每次都一定要用完整的句子，即使在回

答問題時，也不接受單字式的回答，因為如此就無法發展內隱的能力

（如自在及自然地溝通）。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相較於其他教學法，除了立基於神經雙語理論區

分兩套文法的之原創性之外，其第二項原創則是發展學習者二（外）語

之語文素養（literacy）。而所謂的語文素養就是使用語言或圖像去聽、

說、讀、寫、看、呈現世界及具有批判思想的能力（Germain, 2017）。

就神經語言學教學法的觀點，語文素養被視為一種不自覺的技能而不是

有自覺的知識，並且素養的發展是會有演進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著重於：(a) 口語的學習佔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b) 

閱讀一定是從一口語句子開始；(c) 寫作也是從一口語句子開始；(d) 所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大葉大學法語教學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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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三者的關係是先口語、後閱讀最後為寫作。因此神經語言學教學法

的教學模式是口語輔助閱讀，寫作在閱讀之後，因寫作的練習進而提

升學生閱讀的能力，也因閱讀能力的增加，口說能力得到強化的力量，

其主要教學進程可由圖1所示，Germain及Netten稱此種過程為「boucler 

la boucle」（環扣扣環∕in full circle），整個環則稱為「語文素養環」

（literacy circle）（Germain, 2017）。圖1實線所環繞的部分為習得及學

習新結構的過程，而虛線所環繞的部分則為使用或再使用之前在口語習

得或是閱讀學習所獲得之結構的過程。

圖1  語文素養環之口語、閱讀與書寫的關連

資料來源：Germain, C. (2017). L’approche neurolinguistique (ANL): Foire 
aux questions. Longueuil, Canada: Myosotis Presse.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或許會讓人認為是一種直接教學法（d i rec t 

method）。確實兩者有相似之處。例如兩者都不藉用母語的翻譯來瞭

解二（外）語的意思，而且兩者在教學上都盡量使用動作、圖片及語言

情境。然而，直接教學法在口語教學中將語言當作是一種描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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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卻將語言當作是一種溝通的工具。直接教學法中，

教師會說出周遭器物的名稱，描述物體，例如，在學與身體有關的詞彙

時，教師通常會用例舉的方式：「這是頭」、「這是眼睛」、「這是鼻

子」、「這是嘴巴」諸如此類的句子。然而神經語言學教學法不把語言

當作描述的工具，所以類似「這是什麼？」（Qu’est-ce que c’est?）或

是「這是……」（C’est…）的句子在神經語言學教學法中是不用的，神

經語言學教學法因其教學原則強調真實性（authenticity），說真實的句

子（authentic sentence），也就是把語言當作是溝通的工具，是用來傳

遞真正訊息，就如同我們平常在使用一般的語言一樣。所以教師都要從

與自身相關的事物開始教學，例如：「J’habite à Taichung.」（我住在臺

中），「Je suis professeure de français.」（我是法語老師），諸如此類

包含與教師相關的正確訊息的句子，如此才能提供給學生一個語言的模

式，讓學生來說時，學生也才能說出與自己相關的真實訊息。神經語言

學教學法不但在口語上要求教師與學生傳達真實與正確的訊息，以作為

說話者來彼此溝通與交流之外，5 在閱讀及書寫上也以真實的資料作為

依據。因此，做真實與真正的溝通以及傳達真正的訊息也可以說是神經

語言學教學法的第三項原創性。

二、教學策略及本校之教學單元

由於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明確地區別內部語法與外部文法兩種不同的

語文法，因此其教學原則在於語言的學習均始於口語，6 教師會以自身

為例給予學生範例句（modelling），利用有限的語言結構然後再透過

5  例如說有學生太矮不願意說出自己的身高，教師可以詢問他家人或是朋友的身高來代替。
又如果學生都不願意說，那他可以以這是一個秘密來拒絕回答。就舉在課堂上的一個實例

來說明：教師先表明她的身高後就問幾個學生的身高，但是其中有一位男同學可能覺得自

己太矮了，於是不願意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問老師法文如何說「這是個秘密」。教師教

了學生「這是個秘密」的法文說法：「C’est un secret.」，學生不斷地重複這一句話，忘了
就請教師再說，而學生最後也將這句話給記起來了。但不知是否漸漸隨著全班其他學生不

論高矮都將自己的身高說出之後，這個學生在次週上課時教師再問他這個問題時也把自己

的身高說出來了，而教師及其他的學生也很自然地對待，因為在教室裡師生是透過法語來

認識彼此，法語本身已不是學習的內容，而是一種溝通交流的工具。
6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的論述除了來自Paradis（1994, 2004, 2009）、Ellis（2002）及

Segalowitz（2010）等人的研究之外，也受Huc和Vincent-Smith（2008）關於第二外語學習
以口語學習為優先的影響，還有Vygotsky（1986）有關社交互動對語言學習的影響。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大葉大學法語教學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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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學生間相互不斷地問答來熟悉範例句的句型結構，進而不自覺

地在記憶裡建立此句型的路徑。因此，口語的教學在本教學法裡有8個

策略步驟。繼以口語之後的是閱讀，在這方面也有教學8個策略步驟，

且要注意的是，閱讀的主要句型是學生已經在口語習得的結構，且與

口語的教學屬同一主題。在閱讀之後的學習就是寫作的練習，在學生

進入寫作之前，教師會先「無意識地」喚起學生之前在口語習得及閱

讀學習到的一些範例句型及結構，7 然後再把與學生互動的句子列出，

經過8個策略步驟後（請參見表3），每個學生會完成一個「微計畫」

（miniproject），每一個學習單元大概包含3～4個微計畫及一個終計畫

（final project）。學生的寫作計畫也會要求同儕在班上閱讀，藉以強

化學生的閱讀能力。不論是口語、閱讀或是寫作的教學策略都包含了

流暢性（fluency）及精確性（accuracy），在口語中還包含了刺激聽力

（stimulating oral comprehension），這些策略可與其上之策略並行。也

就是說教師在教學時，可隨時應用表3中虛線以下的策略於虛線以上的

策略中。

此外，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每一單元都會設定一個主題（theme），

這個主題一定是與學習者自身有關，或是現實世界會產生的情境，然後

再配合這個主題造出第一句口語句，從這個口語句開始做練習，之後就

相同主題做過練習的口語句來做閱讀的練習，寫作的練習也是根據相同

主題練習過的口語句來做練習，在這個部分就可加入外部文法（文法規

則）的學習。而且為了發展學習者口說的流暢性及精確度，教師必定要

求學生在回答時要以完整的句子回答，並且糾正學生的每一個錯誤，然

而教師又要避免代替學生回答，譬如：教師提問學生：「Je suis tenace 

et efficace, ce sont mes deux principales qualités. Et toi, quelles sont tes deux 

principales qualités?」（我有毅力又有效率，這是我的兩項主要優點。你

呢？你的兩項主要優點是什麼？），學生若一開始在回答中同時也問了

一個他不會說的詞：「Je suis sympathique et ... comment dit-on幽默的?」

（我人好又……法文要怎麼說「幽默的」？），此時教師要對學生說：

「Tu es sympathique et drôle.」（你人好又幽默。），學生在聽完後則

7 此步驟稱之為「置入情境」（contex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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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教師的句子轉換為：「Je suis sympathique et drôle.」（我人好又幽

默。），教師絕不可以代替學生說：「Je suis sympathique et drôle.」

（我人好又幽默。），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質與狀況，神經語言學

教學法的教學就是在反應真實世界，做真正訊息的溝通與傳遞。

（1）教師（T）以己相關之例說出範例句（modelling） 
（2）T提問幾個學生（S）
（3a）T找幾個S問S
（3b）2S 在班級前示範
（4）S兩人一組互問
（5）T詢問S有關其搭檔（P）的答案
（4bis）重覆策略（4）
（5bis）重覆策略（5）
………………………………………
（6）流暢性（fluency）：T要S只說完整的句子
（7）精確性（accuracy）：T糾正S口語所有的錯誤
（8）刺激聽力（stimulating oral comprehension）：T隨

時提問S其他S剛做完的回覆
（1）置入情境（contextualization）：T將口語及要閱讀

的文章（故事）做連結
（2）T要S 預言故事內容（prediction）
（3）T大聲朗讀範例文章後，T淺問S文章內容
（4）T請S觀察：
 （a）聲音 & 寫法，或
 （b）語音現象 
（5）T舉例文中之某一文法規則，並要S找出類似例

子，進而從例子中推演出文法規則，再用自己的
語言文字紀錄在「自己的文法簿」（Self-grammar 
workbook）裡

（6）後閱讀（post-reading）：T請S作故事的延展
………………………………………
（7）流暢性 （fluency）：T使S注意文章的結構及各段

間的關連以便瞭解文章大意
（8）精確性（accuracy）：T請S注意文章句子的語調及

其音聲與拼法之關連的正確性
（1）置入情境（contextualization）：T 將口語及要閱讀

的文章做連結

口語教學策略
及進行的步驟

閱讀教學策略
及進行的步驟
（敘述文體）

表3 

口語、閱讀及與寫作教學策略及步驟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大葉大學法語教學上的應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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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要S預測文章內容（anticipation）：K-W-L（what 
I Know-what I Want to know-what I have Learned）
技巧

（3）T大聲朗讀範例文章後，T淺問S文章內容 
（4）T請S觀察：
     （a）聲音 & 寫法，或
     （b）語音現象 
（5） T舉例文中之某一文法規則，並要S找出類似例

子，進而從例子中推演出文法規則，再用自己的
語言文字紀錄在「自己的文法簿」裡

（6） 後閱讀（post-reading）：T請S找尋文章中沒有提
到但是S想知道與文章有關的問題解答

………………………………………
（7） 流暢性（fluency）：T使S注意文章的結構及各段

間的關連以便瞭解文章大意
（8） 精確性（accuracy）：T請S注意文章句子的語調及

其音聲與拼法之關連的正確性
（1） 置入情境（contextualization）：T提問S與將要寫

作文章相關的問題，S以口語中學到的結構作答，
T寫出正確的回答

（2） 有意識地學習文法：T點出一兩個有關聲音 & 文
字或語音現象的關連或一些拼寫問題

（3） 寫作：T請S用他們在口語中曾經使用的句子來寫
作文章 

（4） T在S寫作時提供單字正確拼法的協助，並確定文
章是否有啟承轉合及整體性

（5） S文章在T批改並由S自己訂正後，在堂課中請S朗
讀他們所寫的文章，之後並與其他S交換閱讀

（6） 後寫作（post-writing）：T鼓勵S在家書寫其他相
關文章，之後T請S朗讀他們所寫的新段落並全班
討論

………………………………………
（7） 流暢性（fluency）：為易於S寫作，T鼓勵S使用在

口語中曾經說過的句子，並不透過翻譯直接用法
文寫出句子

（8） 精確性（accuracy）：為了發展S使用語言的精確
度，T在學生要訂正書寫的錯誤之前，先用口語的
方式校正學生錯誤的語言結構

閱讀教學策略
及進行的步驟
（資訊文體）

寫作教學策略
及進行的步驟

資料來源：Germain, C. (2017). L’approche neurolinguistique (ANL): Foire 
aux questions. Longueuil, Canada: Myosotis Presse.



13

由於密集法語或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會做教學時數的計算，以便於瞭

解學生學習成效和學習時數間的關係，所以在經過簡算之後，本學程

法語組學生一學期大約可以有75～80小時的法語學習時數，一學年即

為150～160小時。不論是加拿大密集法語還是中國華師神經語言學教

學法，每一教學單元【包含3～4個微計畫（miniproject）及1個終計畫

（final project）說、讀、寫、說的循環學習】大約需要40小時。由於本

學程104學年9月入學法語組新生始採用神經語言學教學法，班級上課人

數大約是20人左右。經過104學年一整個學年將近150小時的教學後，已

完成4個單元（學習單元請見表4）。

表4

104學年本學程法語組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教學單元及每單元教學時數
 教學單元 單元名稱

 Unité 1 Unité préparatoire : je me présente
 （第一單元） （預備單元：自我介紹）

 Unité 2 Ma famille proche et éloignée
 （第二單元） （我的近親及遠親家庭）

 Unité 3 Mon alimentation
 （第三單元） （我的飲食）

 Unité 4 Mes vêtements
 （第四單元） （我的衣著）

之所以選擇這些單元，基本上可就加拿大密集法語或是中國華師神

經語言學教學法現有單元參考，再加入本地學生的學習特質來做改編，

而且這些單元雖然基本上都是獨立的單元，可是其先後的邏輯性在於

「由內到外」，題材的擇選均以學習者的角度出發，與其息息相關，是

他們所感興趣的，所以會先學習自我的介紹後，再學習與家庭成員、親

戚、朋友、同學到與日常生活相關的種種。

上文曾提及在神經語言學教學法中，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學習中可

能出現的正、反回答，教師都要預知準備給學生範例（modelling），因

為，神經語言學教學法的另一個重點是先給學生答案，學生才可能回答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大葉大學法語教學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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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問題，學生是不可能憑空去回答問題。例如，想要學生回答「Où 

habites-tu?」（你住哪裡？）這個問題之前，教師需要先在範例句的時

候建立：「J’habite à N...」（我住在N……。）。先給了學生這個範例，

教師才可以希望學生回答得出「Où habites-tu?」（你住哪裡？）這個問

題。神經語言學教學法之教學單元最主要的作用在於給予教師一個教學

上的依歸，所以凡使用神經語言學教學法的教師要謹記其理論（程序性

記憶和陳述性記憶無直接關連、內部語法及外部文法的區別等），遵循

其教學步驟及策略，但是教師要使用什麼樣的句型結構當做範例句是很

有選擇性的。例如，同樣的問題教師可以選擇以下三種問句結構的其中

之一：「J’habite à Taichung. Tu habites où?」（我住臺中。你住哪？）

或是「J’habite à Taichung. Où habites-tu?」（我住臺中。你住哪？）或

是「J’habite à Taichung. Où est-ce que tu habites?」（我住臺中。你住

哪？），「但是一旦選定三者之一後，在學生尚未熟悉或使用範例句結

構之前，不可以再使用其他兩句當做範例句，否則學生會不知所措，引

發學習上的困難」（張靜心，2017）。其實這對教師教學是一大挑戰，

因為要不斷地重複使用少量的句型結構，且某一結構使用之後就要堅持

下去，而且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教學上是儘量不透過翻譯而是使用大量

的圖片或圖像，在口語授課當中如果肢體動作可助於學生理解的話教師

也要盡量地發揮。8

上文也說過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教學上要避免例舉，儘量不使

用「C’est…」（This is…），例如：「C’est rouge, c’est jaune, c’est 

vert…」（This is red, this is yellow, this is green…）或是「C’est un livre, 

c’est un trousseau de clés, c’est un cahier…」（This is a book, this is a set 

of keys, this is a notebook...）的句型，因為在真實的對話中這類的句型

基本上很少出現。也就是說，神經語言學教學法不把語言當作是被研究

的工具（所以不會將文法列為一門課），而是將語言作為人與人之間互

動溝通傳遞訊息之用。因此神經語言學教學法與傳統教學法最大不同之

8 在口語教學時教師在剛開始容易碰到的問題通常是學生會想要教師做某個字詞甚至整個句
子的翻譯以便記憶。但是教師要避免透過翻譯來讓學生記憶單詞或句子結構。理由很簡

單，透過翻譯的記憶是屬於有自覺的學習，透過圖像動作來瞭解句子結構的意義之後再做

記憶，是屬於不自覺的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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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除了不會區分聽說讀寫等不同課程由不同教師來授課之外，再則由

於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很注重真實性，因此不會要求學生做角色的扮演，

學生只要做他自己即可，在課堂上不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是在做真實

訊息的傳遞與溝通。也因此，課堂上師生及學生間的互動大幅地增加，

每一個人都在瞭解自己和同儕，也因為如此，課堂的氣氛比較融洽，上

課不是被動的學習而是在做真正的溝通。尤其是對於不擅長口語表現的

亞洲學生來說，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提供了他們口說的機會，而且也培養

他們口說的習慣。9

參、 教學成果回饋

一、學生之寫作計畫

在上文中曾經提到過在每個神經語言學教學法之教學單元，大概

都是由3～4個微計畫及1個終計畫來構成。在104學年2個學期中，本

校歐旅學程法語組一年級學生總共完成4個教學單元的學習，在每一個

學習單元都會設計寫作文章來作為該單元的終計畫，因此筆者將每個

單元的終計畫稱之為學生的寫作計畫。第一及第二單元的學生寫作計

畫，只是很單純地以文字加上自己的照片做自我介紹，或是以文字介

紹自己的家人及朋友並配上照片，以A4大小的紙來呈現。然而，到了

第三單元之後，因為要培養學生閱讀能力，因此在閱讀時就會配合閱

讀加拿大Myosotis出版社所出版的類似繪本的小故事書，如Je fais des 
petits pas（Baine & Benoit, 2011）或是Une collecte réussie（Hollebone 

& Bergeron, 2011），所以在寫作計畫時就讓學生以繪本的方式來呈現

他們的文章，因此每位學生的寫作計畫就是以小冊子的方式來呈現並配

9 在一般的教學策略之外，教師在每一節課之始都會有所謂的「熱課活動」（warming-up 
activity）。這種課前課的時間大約是5分鐘左右。也就是教師進入課堂後會跟學生「聊
天」，詢問學生的日常或是一些特殊節日或事件的討論。雖然這種課前課時間不長，但學

生長時期「耳濡目染」下會能很自然地使用法語用不同的時態來「聊天」。課前課的時間

除了師生間的聊天之外，教師也可指定「當班小老師」（mini-teacher）來擔任教師的角色
帶動同學之間的互動。總之，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就是要學生在自然及真實(或接近真實)的
情境下來學習，因此在課堂上所有的教學活動就是要「去學校化」（deschooling）。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大葉大學法語教學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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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他們自己所繪的圖畫完成一個關於自己或同學在飲食及衣著習慣的

繪本（請參見圖2及附錄一）。學生的作品完成後也會交換閱讀（請參

見圖2），以完成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所強調之「語文素養環」（literacy 

circle）。

圖2  學生繪本作品及彼此閱讀同學的作品

二、檢視及分析學生學習成效

為了增加本系學生考照率，因此本系在學生歐語學習開始後的第

二個學期，即鼓勵學生報考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 LTTC）所舉辦的「第二外語能力測驗（基

礎級）（簡稱二外測驗）」（英文全名為Second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Basic, SFLPT-Basic）。其檢測程度相當於「歐洲語

言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L）基礎級A1～A2。SFLPT測試項目則包含「聽力」、

「字彙與用法」及「閱讀」等三項紙筆測驗，其中「聽力」又包含「單

句回應」、「對話聽解」及「短文聽解」各10題；「字彙與用法」則又

有30題的「單句填空」及10題的「段落填空」；「閱讀」則為20題的

「閱讀理解」，因此總題數為90題，每題均為「三選一」的選擇題，作

答時間約為60分鐘。至於其通過的標準為，若總分達60～95分，且單項

成績不低於13分，則達A1級的標準；總分達96以上，則達A2級（請參

見https://www.lttc.ntu.edu.tw/sflpt.htm）。本學程104學年度參與神經語

言學教學法學習法語學生共有7位同學於2016年5月29日至臺中考場參加

測試，其成績在當年6月中旬出爐，7位同學的測試單項成績及總分請參

見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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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位參與測試的學生，共有6人通過標準，其中有1位達A2級標準，5

位則達A1級標準。本系法語組參加考試7位學生達A2級的通過率為14.29 

%，達A1級的通過率則為71.42%，兩項標準之達成率均高於法語全體考

生10 之通過率（請參見表6）。

表5  

本學程7位學生之SFLPT（法語）成績一覽表
 學生序號 聽力 字彙與用法 閱讀 總分 通過級別

 1 32 26 38 96 達A2

 2 24 33 24 81 達A1

 3 25 29 26 80 達A1

 4 27 22 24 73 達A1

 5 31 18 18 67 達A1

 6 19 26 16 61 達A1

 7 25 18 12 55 未達A1

表6 

本學程法語考生及法語全體考生通過統計摘要

  達A2 達A1 未達A1

本系法語考生通過率統計摘要 14.29% 71.42% 14.29%

法語全體考生通過率統計摘要 7% 48% 45%

10 本次測試，法語全體考生共有203位。

值得注意的是，本學程法語考生不論是單項成績之總平均，還是總

分平均皆高於法語全體考生的各單項平均及其總分平均，其中又以聽力

的平均分數最為亮眼（請參見表7）。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大葉大學法語教學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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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學程除了有法語組之外，另外尚有德語組與西班牙語組，

每組修課的學生都是該語言的初學者。在這三組歐語教學中只有法語

組採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教學。這三組的學生在2016年5月29日皆有學生

報名至臺中考場參加自己語組的SFLPT考試。德語組有11位學生參加考

試、法語組有上述的7位以及西語組的6位。在德語組11位參加考試的學

生中有4位通過A1級，總分數分別為70、67、62及61分；西語組6位皆通

過A1級，分數各為77、74、70、68、66及61分。以下為該日本學程德

語考生及德語全體考生及本系西語考生及西語全體考生參加SFLPT測試

的平均成績統計摘要表。德語全體考生共有119人；西語全體考生為375

人。

表7 

本學程法語考生及法語全體考生平均成績統計摘要

 類別 聽力 字彙與用法 閱讀 總分

本系法語考生平均成績統計摘要 26.14 24.57 22.57 73.29

法語全體考生平均成績統計摘要 21.65 21.52 21.6 64.78

表8

本學程德語考生及德語全體考生平均成績統計摘要

 類別 聽力 字彙與用法 閱讀 總分

本系德語考生平均成績統計摘要 19.55 18.27 17.45 55.27

德語全體考生平均成績統計摘要 24.04 22.30 22.95 62.28

表9 

本學程西語考生及西語全體考生平均成績統計摘要

 類別 聽力 字彙與用法 閱讀 總分

本系西語考生平均成績統計摘要 20.71 22.14 28 70.86

西語全體考生平均成績統計摘要 25.08 22.96 27.48 75.52

若比較表7、8及9，本系德語組不論是在單項測試還是在總分的平

均分數皆低於全體德語考生；而西語組情況也類似，僅在「閱讀」此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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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平均分數稍微高於西語全體考生；反觀法語組學生不論是在單項測

試，還是在總分的平均分數均高於全體法語考生。也因此，我們認為神

經語言學教學法比起其他的教學法來說，教學成效可能更佳，不過這將

是另一項研究的主題。11

三、 問卷分析

為了瞭解學生對神經語言學教學法之反應，筆者在第二學期期末考

試的同時，針對參與法語課程的20位學生做了一份簡易的問卷調查（請

參見文末之附錄二）。問卷內容包含 6個問題：1. 在班上，學生說讀寫

是否不夠、足夠還是太多？2. 您上的法語課裡，有那些課程活動您比較

喜歡及比較不喜歡？3. 您覺得這種教學方式怎麼樣？4. 您在課後怎麼學

習法語？5.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您會想要再用過去學習語言的方法來學

習法語嗎？6. 是否有其他的建議？由問卷調查結果可知，除了少數學生

還在適應這種教學法，希望這種教學法能夠做一些調整之外，大多數學

生認為他們在說、讀、寫的學習是足夠的（問題1），而且有一半的學

生不願再回到過去學習語言的方式來學習語言（問題5）。受訪學生也

陳述此教學法的優點在於學習壓力比較小，不必強背單字，也沒有什麼

考試，又可加強口語的練習，而且班上師生或是同儕間的關係比較融洽

（問題3），也正因如此，學生比較會在課後主動學習，因為可以感到

學習法語的樂趣（問題4）。

肆、結論與建議

由於神經語言學教學法與傳統教學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實行上

也會碰到一些學生由於舊習所產生的困難。例如傳統的教學上很注重

「寫」這一部分，學生喜歡藉由視覺學習，彷彿是看到怎麼寫之後才知

道怎麼說。在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教學中若涉及到口語的部分，教師是絕

對不會寫成文字讓學生參考，因此要讓學生習慣在說的時候不要求寫成

11 同樣一群學生採不同教學法測試其教學成效。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大葉大學法語教學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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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需要費一點時間來改變。12 另外，有些學生對於沒有「課本」這件

事也會不習慣。但是，不論是加拿大的密集法語還是華師的神經語言

學教學法，都是只有教學單元可參考，未使用課本做教學。其實神經語

言學教學法為了避免學生學習上的一些不適應，在上第一堂課的時候，

教師就會先用師生可以互通的語言介紹神經語言學教學法一些基本的理

論，以及說、讀、寫的教學步驟，並且也會向學生說明神經語言學教

學法的一些特色，以及其與傳統教學法的不同處，一方面是減少他們對

此教學法的疑惑，堅定學習者的信心，再則是把學生納入一個「共同

體」，不論是教師還是學生，每一位都是這個「計畫」的參與者，讓大

家有「同在一艘船上」的感受，這種經驗其實也是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是

否可成功實施的要素之一（Germain et al., 2015） 。

至於有關教學單元的部分，在加拿大學習的期限因與其他課程調動

安排，所以在5.5個月完成，在中國大約需要一學年來完成8單元。然而

加拿大密集法語針對的是11、12歲的學童，所以在教材內容及課外讀物

都是對應其學習對象的心智。然而，從認知的觀點來看，華師及本校的

學生都是心智相對成熟的大學生，且其周遭的環境及其生活經驗也有所

不同，所以教材內容很自然地就會有不一樣的呈現（張靜心，2017）。

也就是說，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可以應用在學童上也可以應用在大學生

上，而且不論其母語（如加拿大的英語或是中國、臺灣的華語）與法語

語族的遠近，都適用。但是並不是每一學習族群都適用同一教材內容，

需要隨著學習對象的年齡、特質、生活經驗及周遭環境的不同做調整。

譬如適合學童看的課外讀物，或許大學生可以看個幾本，可是他們也會

需要比較適合他們心智年齡的讀物，這也是為什麼華師之神經語言學教

學法的一些閱讀教材是取材於網路上的文章再加以改編。而且，華師之

法語的學習單元並不完全與加拿大密集法語（IF）的學習單元相同。譬

如華師會用一些後密集法語（Post-IF）的單元來取代密集法語的一些單

12 104-1選讀法語的學生共有22位，其中有2位是外系3、4年級的學生且之前已經有學過一年
法文。正因為之前有用傳統學習法學習法文，因此對於一些學習習慣的改變更是困難。尤

其是其中一位很堅持要在上課時做筆記，結果錯失了聽說學習的訓練，在一開始比同儕會

一些法文，但30個小時之後不但在書寫上落後（犯比較多拼寫的錯誤），而且在口語上因
為比較依賴文字也失去原先比同儕會說的優勢，因為她在依賴其視覺的同時沒有發展其聽

力，在語言學習基本上聽不好大概就說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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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如：Post-IF II之「Les inventions」（發明）及「La publicité」（廣

告）教學單元。因此為了要配合大學生的學習，Germain及Netten將華

師所採用的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教學單元做調整及改編為成人版（adult 

version）。雖然，有所謂的成人版，但是教學的主題是否適合我們自己

的學生，還需進一步探討。

此外，神經語言學教學法與其他教學法的不同處，除了沒有聽、

說、讀、寫及文法等壁壘分明的課程區別之外，還有就是關於教師之擇

選。筆者曾經請教過Germain本籍與外籍教師是否要有一定的比例？他

說在加拿大所有的課程都是由一位本籍教師來擔任（學校法語教師通常

只有一位編制），在中國華師則是由三至四位本籍及法籍教師組成的教

學團體，兩種方式都可行。一位教師擔任授課教師的好處是沒有課程銜

接上的問題，多位教師授課則教師之間的協同性要很高 。根據筆者至華

師移地研究期間進班做教學觀察發現以及這一年來實際教學所得，雖然

教師是獨自教學或是數位教師協同教學皆可，但是一班參與授課的教師

仍不宜過多，否則就會出現教學銜接上的落差。然而，只有一位教師來

教學，也可能在教學內容上會比較單調，因此筆者認為每班有兩位教師

來協同授課是一種比較好的選擇。

最後，神經語言學教學法的教學原則是先從口語習得內部語法，

再發展學習者的語文素養及認知，並且強調真實性及學習的互動

（Germain & Netten, 2011），因此，教師的功能是幫學生建立正確的學

習模式，再透過不斷地練習且糾正學生的每一個錯誤，來達成學生能正

確且流利地表達法語的目標。由於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很強調真實性，因

此不會特別去區分本籍教師或是外籍教師的差異，學生要適應各教師的

口音，因為在真實的世界中本來就有不同的口音與腔調。而且，採神經

語言學教學法之授課教師，除了需接受神經語言學教學法理論及實務研

習之外，在教學上也必須遵守口語、閱讀及書寫等步驟的教學模式，並

且透過Germain教授的教學觀察回饋以修正在實際課堂上之未竟之處，

因此一位真正能抓住神經語言學教學法之精神的教師之培育並非一蹴可

幾，且愈有教學經驗的教師，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才有辦法調整自己的

教學方式，以符合神經語言學教學法之要求。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大葉大學法語教學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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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程法語組自104學年入學新生始實施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一

學年將近160小時的法語課程中完成4個教學單元的學習，雖然有一位

學生完全否定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因為這個學生一直排斥神經語言學教

學法的學習方式），但大部分受教的學生給予這教學法正面且具鼓舞的

回應。歐旅學程法語組在試行一學年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後，據筆者（教

師）的觀察學生普遍在法語口語及書寫的表達能力上有所提升，聽說讀

寫能力皆得以較為均衡地發展，班級上課氣氛也較融洽，學生的學習動

機及自信也有所提升，重要的是學生的法語程度與之前的學生相較亦有

相當程度地提高，尤其在口語的表現上。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本校實施

已有初步的成果，筆者深信此教學法可以帶給臺灣法語教學甚至是其他

外語教學新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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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ns les cours que vous avez suivis, quelles sont les activités que vous 
avez aimées et celles que vous avez moins aimées ? （您上的法語課裡，
有那些課程活動您比較喜歡及比較不喜歡？）

Ce que vous avez aimé 
（您喜歡的）

1.  同學互動問答（ex. 說同學穿著猜同學
是誰）

2.  師生互動式的練習
3.  會話練習/閱讀
4.  做小書，讀故事書
5.  都還蠻喜歡的
6.  對話
7.  Talking
8.  與老師互動
9.  對話
10. 有圖片解說的時候，較能搞懂內容。
11. 兩個人的對話。
12. 都喜歡
13. 和夥伴一起練對話
14. 穿衣風格、食材
15. 讀故事書
16. 我比較喜歡沒有文字跟圖片去猜老師
在說什麼

17. 所有的課程都覺得還可以
18. 上課口說較多
19. 我都喜歡
20. 讀書、互相問答

Ce que vous avez moins aimé
 （您比較不喜歡的）

1. 課堂寫作
2. 做小書
3. 作業呈現方式 ex. 小書、
繪本

4. 寫文章
5. No
6. 重複唸課文
7. 碎碎唸（用英文）
8. 太少寫字
9. 有時聽不懂。
10. 句子太長。
11. 重複唸課文
12. 沒有不太喜歡的
13. 沒有不喜歡的
14. X
15. No
16. 上文法
17. 沒有不喜歡
18. 文法太少、文書太少、
口說範圍很局限

19. -
20. –

1. En classe, est-ce que les étudiantes…. （在班上，學生……

  pas assez 不夠 assez 足夠 trop 太多

 …parlent 說 1 19 

 …lisent  讀 5 14 1

 …écrivent 寫 6 14 

附錄二、「神經語言學教學法施測問卷」

（施測日期2016/06/20，人數：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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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mment vous sentez-vous avec cette façon d’enseigner/ apprendre ? 
（您覺得這種教學方式怎麼樣？）

1. 考試少口語多

2. 不用死背單字，在學習上也不會有壓力。

3. 充份的口說練習

4. 唸文章 

5. 少一點緊迫感吧

6. 一直都很自在

7. C’est très bien. 多練習說話考試少很多，在對話中就能自然學到

 單字。

8. 遇上不懂同學和老師會幫忙

9. 久了習慣吧

10. 比較不會有一定要背起所有字的壓力

11.  氣氛好時

12.  一起閱讀

13. 一起閱讀故事書

14. 有時句子太長會記不起來

15. 唸文章

16. 不斷可以嘗試，講錯了也不用怕，不是跟著課本，感覺比較好。

17. 一起看故事書。

18. 沒，自在多但學習不多，落後的多。

19. 我覺得很自在

20. 剛開始不行，後來慢慢接受了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大葉大學法語教學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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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e faites-vous en dehors de la classe pour travailler le français ? （您
在課後怎麼學習法語？）

1. 整理課堂所學問句

2. 會利用空閒時間去租法國電影回家看

3. 複習筆記

4. 聽老師給的錄音，問同學

5. 聽法文歌，看法文電影ex. 小王子、自殺專賣店、香奈兒……

6. 聽歌

7. 和朋友練習

8. 閱讀文章

9. 聽 or 看法語片or歌

10. 使用字典 or 網路資源搜尋不會的單字或者動詞變化

11. 偶爾唸個一次上課內容

12. 複習當天教的內容

13. 上網學習

14. 多唸課文

15. 複習不熟的 

16. 看文章

17. 看影片、看單字書

18. 文法書練習、補習、聽歌、另訂購與法文課程有關的練習書

19. 複習上過的內容，查詢自己不會的單字並記住

20. 反覆看教課文，查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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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eriez-vous prêtes à retourner à votre ancienne manière ? （如果可

以選擇的話，您會想要再用過去學習語言的方法來學習法語嗎？）

1. 不會

2. 不太想

3. 不會

4. 不會

5.  No

6. 不會

7.  Nope, 現在這個法語不錯

8. 不會

9.  Non

10. 否，沒有太大的成效

11. 一半一半

12. 會想要用一些

13. 可以嘗試

14. 希望可以一半一半，一半使用過去的學習方法

15. 都行

16. 會

17. 會的，因為聽說讀寫可以有效提升學習力

18. 會，較有效果，學習到的較多

19.  Oui

20. 會

神經語言學教學法在大葉大學法語教學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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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vez-vous des remarques supplémentaires ? （是否有其他的建議？）
1. 問句太長可以當下寫再自己回去查以前學過的單字拼湊出正確的

 句子？

2. 目前無

3. 無

4. 老師加油

5. No

6. 對話課太少

7. 讓學生再多說一點 

8.  -

9. 可在課堂最後寫句子在黑板上嗎？

10. 有艱深字彙時，希望藉由拼寫來教導 

11. 課程能多一點

12. 沒有

13. -

14. 有時候句子會唸，但卻不知道句子的意思

15. No

16. -

17. -

18. 希望修改課程教法，多點書和句子，讓學生熟悉文法，而不是

 局限於口說

19. Aucun

20. 希望課後可以給課堂上的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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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Neurolinguistic Approach 
(NLA) in French Language Teaching at Da-

Yeh University

Ching-Hsin Chang*

Abstract

Since September 2015, the Bachelor Program for European Cultures and 
Tourism (ECT) at Da-Yeh University has used a Neurolinguistic Approach 
(NLA) with freshmen students of French to increase their motivation and 
self-confidence to improve their results in oral and written comprehension, 
and oral and written expression. The NLA (known in Canada as the “Intensive 
French program”) was conceptualized by two Canadians, Claude Germain 
and Joan Netten in 1998. It was then expanded in most of the Canadian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In 2010, NLA was implemented at the French 
department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The NLA is mainly 
based on Michel Paradis’ Neurolinguistic Theory of Bilingualism. After one 
year of implementing this approach with French learners of ETC, oral and 
writing proficiencies have increased, a better balance has also been developed 
among learners’ oral comprehension, oral expression, written comprehension, 
and written expression.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has become friendlier, 
student motivation and self-confidence have improved and, overall, students’ 
French level has increased. NLA seems to be a very promising approach that 
is worth recommending for the learning of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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