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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假设理论在艺、体专业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杨 旗
(黄山学院外语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输入假设”在艺、体类大学英语教学中具有重要意义，教师一方面要注重输入的可理解性，另一

方面也要注意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因素，并对学生的摄入状况进行适时监控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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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输入”是外语教学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外语

教学使用哪一种输入取决于教学对象。输入值需随

着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改变而调整。2007年《大

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体现了教育部对大学英语

改革的总体思路。“无论是主要基于计算机的课程。

还是主要基于课堂教学的课程．其设置都要充分体

现个性化，考虑到不同起点的学生，既要照顾起点

较低的学生，又要为基础较好的学生创造发展的空

间；既能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又能培养

他们较强的实际应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既要保

证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的英语语言水平稳步提高，

又要有利于学生个性化的学习．以满足他们各自不

同专业的发展需要。”[116近几年来。“输入”在大学英

语教学中的研究已开始吸引越来越多外语研究者。

如，田晓燕分析了教学系统设计和建构主义教学设

计的特点，提出兼收并蓄的主张；翻1日寻明认为在二

语环境中，纯粹的阅读并不能成为词汇习得的最重

要途径，而无论是否附带阅读，以词汇为中心的任

务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p]zz嗡暴丽颖从二语习得

角度，通过对课堂外语教学在提供有效输入、输出

及互动等机会方面的作用进行了一项实证调查。证

明了在中国环境中外语课堂教学的地位不可取代；瞪Ⅲ

杨旗以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为主线．提出输入一

摄入一输出是一个完整的语言教学系统。在该系统

内，虽然每一个环节都是语言习得中不可缺少的重

要链，但输入前的i值确定以及对输入的摄入均在

大学英语教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嘲坶

可遗憾的是很少有教师把研究触角伸向高校

中艺术、体育类学生。如何借助于不断丰富的语言

教学理论来构建艺术、体育类学生的大学英语教学

策略已成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因此，

应以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为基础．结合艺术、体

育专业学生本身的特点．探讨输入假设理论在艺

术、体育专业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二、输入假设理论

英国语言学家Stephen D．Krashen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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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中提出“语言输入假设”(Input Hypothesis)

理论，该理论由五大假设构成：习得／学得假设(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监控假设(the

Monitor hypothesis)、自然顺序假设(the Natural Or-

der hypothesis)、输入假设(the Input hypothesis)、情

感过滤假设(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这五

大假设构成了Krashen的二语习得理论框架。在

Krashen看来，可理解性输入是二语习得的唯一条

件，输出是输入的自然结果。

根据Krashen的理论。习得和学习是两个独立

的语言表达系统，两者之间不能相互转化。由于学

习者按照略高于自己当前语言理解水平的“可理解

性输入”去习得语言，习得过程中必然遵循可预测

的先后顺序去掌握语言规则。如果用i代表学习者

的当前水平，那么理想的输入应该是i+l，而不是i+

0或i+2。并且由于学习者在学习动机、态度、信心等

情感方面的强度不同，由此会影响对“可理解性输

入”吸收的量，进而造成语言习得的差别。

圈l二语习得输入假设模式m

Snow和Hoefnagel-htihle发现，课堂上可理解

输入的数量不能决定二语习得的速度：嘞。31而

Seliger却发现课堂输入的数量与成绩有重要关系。1W／16-$1

Fillmore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输入的数量和质量均

对习得速度产生较大影响。f籼

三、艺术、体育专业学生

大学英语教学评价体系的现状

1．终结性评价对大学英语教学的负面影响

目前对大学英语教学的评价。忽视了艺术、体

育专业学生现有的英语语言水平、特有的学习风格

等因素．仍采用传统的终结性评价模式。终结性评

价以分数作为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把注意力放在

考试的结果上而忽视了学生学习的过程或过程中

的心理因素等。这种“以考试定终身”的评价方法并

不能全面的、科学的、公正地提供关于学生能力的

信息．尤其是在现行的大学英语分级考试体系制度

下。虽然相对其他专业的学生．艺术、体育专业学生

只要求过大学英语三级。但高校中仍然存在着一味

地追求“三级过级率”的现象。对艺术、体育专业学

生采取以分数或“三级过级率”作为教、学标准的终

结性评价方式，不仅不利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树立学生学习自信心，而且

会使教学活动受到限制，更加使学生对英语学习失

去兴趣。

2．艺术、体育专业学生大学英语学习中存在的

普遍问题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艺术、体育专业学生是一

个特殊的英语学习群体。由于艺体生所学专业的特

殊性，国家对其文化课的要求也相对低。对我校07

级所有艺体类254名本科生进行高考成绩统计分

析发现，只有26人英语成绩有效，其余学生的入学

英语成绩均为0分。表1是采用sPss(11．5)数据分

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表l 07级艺体生高考英语成绩描述统计表

表l的样本数虽然只有26。但从中发现其均值

仅为35．7385．这一数值客观地反映了我校艺体生

入学时的英语水平现状。相对别的专业来说。艺术、

体育专业学生属于英语学习中的“弱势”群体。在高

中学习过程中，’他们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放在美

术、音乐、体育等课程上．从而忽视了文化课的学

习，尤其是英语的学习，英语基础更是薄弱。但是，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一些教师在英语语言输入过

程中忽视了艺术、体育专业学生的当前水平。违背

了i+l原则，使大多数艺术、体育专业学生在大学英

语学习中丧失了学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极大地降

低英语学习效率。甚至更严重地造成了学习者在心

理上的焦虑。

四、输入假设理论在艺、

体生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的原则

1．输人原则

按照Krashen的观点。理想的输入应具备四个

特点：1)可理解性(comprehension)。这是语言习得的

万方数据



第4期 杨 旗：输入假设理论在艺、体专业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117．

必要条件和关键；2)既有趣又有关联(interesting
and relevant)，即输入内容不仅要有情趣，还要有一

定的意义，这样才能激发学习动机，从而更容易被

理解和吸收；3)非语法程序安排(not grammatically

sequence)，即二语习得不同于二语学习。不是依靠显

形教授语言规则和针对这些规则所进行的系统练

习(零语法的教学方式)；4)要有足够的输入量(i+

1)。语言输入既不能超出学习者的理解i+2，也不能

太接近学习者的理解水平i+0，只有i+l的输人才能

发挥作用。

艺体生从入学时开始在语言知识的“储备”上

存在着缺失，即i值小于其它专业的学生。因而可理

解性是课堂教学中的关键。为此。我校从09级开始

在艺、体专业实行零起点教学模式。即从大学英语

预备级开始授课。我们从09级和07级各抽取样本

数254名，采用SPSS(11．5)数据分析软件，对听力、

阅读、翻译、完形和写作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如下：

表2两次测试独立样本t检验

Lcwmc’s Test for

Equality af 川for BImlity ofMeans

Variances

．736．391-16．389 506 ．000-6．6909．408拍-7．49305-5．88884

比
-16．389 5∞．623 JD00-'6．6909．40026-7．49306-5．磺贼}3

．2S8．611-9．193 506 ．000-4．7579．51753—5刀464-3．74111
RC

--'9．193 50lj37．000-4．7579．51753-5．77466-3．74109

10．666．001-3．016 506 ．∞3一．2677．011877-．4421l一舶332
C

—3．016 482．860．003一．2677．08877一．44213一．093∞

42．186．000-15．050 506肿0—3．8209．25388-4．31965—3．32209
T

-15．050 480．919．000-3．8209．25388-4．31971-3．32202

32．136．000-9．755 5％删的一2．97“j05ll一3．57582-2．37693
W

--9．755 461．631．000-2．9764．30511—3．57596-2．37680

表2为两次测试独立样本t检验，该表显示，听

力和阅读理解的Sig．分别为．391和．61 1，说明前两项

方差相等。由于09级的成绩高于07级，故均差为

负值，分别为一6．6909和-4．7579。该行中的双尾t检

验显著性概率均为．000(<．05)，从95％的置信区间

也可看出两数之间不含有零，由此得出，前两项成

绩差异显著。后三项完形填空、句子翻译、写作的方

差齐性检验sig．分别为．001、．000和．000，说明它们

的方差不等，表中显示双尾t检验概率值从．003一．

000，均远小于．05的水平值。而95％的置信区间也显

示两数之间不含有零，据此得出后三项的两次测试

结果差异也同样十分显著。

表3总成绩描述统计表

表3为两个年级总成绩描述统计表，N表示所

采集的样本数，07级和09级的均值(Mean)分别为

57．4114和66．4094。据此可以推论，在注重了输入

的可理解性后。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

的提高，且进步差异显著。

2．情感过滤原则

对于学习者来说．情感因素能够对学习产生重

要的影响。尤其会在心理上产生焦虑情绪。学习者

的主导情绪状态大致分为三种：积极情绪状态、中

性的情绪状态和消极的情绪状态。从心理学的角度

来说，当人处于消极的情绪状态时，认知活动便趋

于停止，其效率也大大降低。Krashen(1981)指出：语

言是在“过程”中循序渐进地获得“结果”。让学习者

获得大量的可理解性语言输人，通过情感因素对输

入的过滤，使输入变成习得语言知识，激发他们内

在的学习动力。这样的话，英语学习者在学习中的

焦虑越少，在学习中有效输入的知识就越多，学习

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由于艺、体生是一个特殊

的英语学习群体。教师要特别注意观察其在课堂活

动中的心理状态。对其进行必要的情感教育。教师

应该意识到评价语、分数、等级等对学生自信心和

学习热情的影响，鼓励学生将所学的英语知识灵活

运用到自己的专业知识中来，激发良好的学习动

力，适当地调节学生自我控制的学习过程。在学习

动力和兴趣爱好的推动下，学生更愿意积极主动地

利用多媒体的诸多优势进行学习与交流．情感将会

是支撑整个教学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

3．监控原则

输入的最终结果是要看所输人的信息是否被

吸收，只有被吸收的输入才有助于学生的英语学

习。语言习得中必须有摄人。摄入可理解性输入是

为了能更好输出，它如同人的“胃”部功能，若“摄

冀爱j=麓一盏{i
重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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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不好，输入的再多也促进不了机体的发展。为

了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摄人，Krashen提出了监

控假设理论，指出：监控行为的产生必须满足三个

条件。即学习者有足够的时间、考虑纠错、了解规

则。教师在实施监控学生的摄入状况时也需要在这

三个方面予以注意。Brown对于可理解性输入与摄

入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输入是指分

配给长期记忆储存的所有输入材料的子集(subset)，

如读书、听对话、看电影等；摄人是指长期储存并日

后可以“回忆”(remember)。二语习得者通常是潜在

地获得了大量的输入，结果却只有少部分可以成为

摄入。【1唧1

因此，在对艺体生制定的教学计划、课程设计

中，不能一味地讲进度，而忽视了学生的“摄入”，尤

其是对那些几乎是零起点的学生。任课教师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英语课堂来监控学生的摄入状况，另一

方面也要参与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如英语朗诵、

英语演讲比赛、网络查阅英语学习资料、英语角

等)，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来实施监控。让学生

“了解教师的教学目的与要求、确立学习目标与制

定学习计划、有效使用学习策略、监控学习策略的

使用情况、监控与评估学习过程”。111M

五、结语

输入是大学英语教学。尤其是艺术、体育专业

学生英语教学中的关键。它与摄人、输出构成了一

种互为补充的良性循环。在艺术、体育专业学生的

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注重输入的可理解性，注

意艺术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因素，同时还要

对学生的语言输出进行适时监控与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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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Input Hypothesis to th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Artistic and Physical Ma．iArusticana ysical

MaiorsYangQ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 245041，China)
Abstract：The theory of Input Hypothesis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the

artistic and physical majors．On the one hand the teacher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the comprehensible input

in the teaching．but on the other he／sh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udents’feeling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ir studying，monitor and adjust the students’intake propody according to the their intake．

Key words：input hypothesis；comprehensible input；affective filter；,monitor,in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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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郝玉娟.HAO Yu-juan 浅析输入假设理论对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的启示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5)
    输入假设是语言学家克拉申二语习得理论的核心部分.本文将重点讨论输入假设理论对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的影响,以期为我国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研究

带来启示.

2.期刊论文 梁爱民.LIANG Ai-min "可理解性输入"与"最近发展区" 概念支架类型研究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0,20(4)
    "最近发展区"理论是由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Vygotsky)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是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可理解性输入"是由美国语言

学家克拉申(Krashen)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输入假设理论中提出的,是二语习得理论的精髓.对比、整合研究发现:"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理论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虽然Vygotsky 用"语言内化",而Krashen 用"语言习得"来描述语言知识的获得,但二者均强调"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可以说Krashen 的"可

理解性输入"最完美地诠释了"最近发展区"的理论内涵.对"可理解性输入"与"最近发展区"的相似性、有效的语言输入、恰当的概念支架类型进行研究是

很有必要的.

3.学位论文 钟晶 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及语言的经济运行——对语言输入和输出的研究以及该研究在英语教学中的

可行性应用 2006
    基于克拉申的输入假设和斯温纳的输出假设以及中国英语教育的现状，本文意在通过讨论中国环境下语言输入与输出的不平衡，从而加深对语言和

语言习得的理解并希望能找出在中国环境下提高英语教学质量的方法。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儿童自然地、毫不费力地习得母语越来越感兴趣。同时，由于第二语言习得和外语教学的需要，语

言学家们试图将母语习得的理论运用其中。因此，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随之迅猛发展起来。起初，二语习得的研究主要是涉及语言输入与二语习得的关系

，其中克拉申的二语习得理论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他的监察模式是个综合性理论，包括五个相互关联的假设：习得和学习假设、自然顺序假设、监察假

设、输入假设和情感过虑假设。其中输入假设是核心。他认为可理解性输入才是语言习得的唯一来源而输出只不过是习得者一个可能的输入来源。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单有可理解性输入对二语学习者获取更高水平的语言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因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二

语习得研究领域开始对语言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斯温纳提出的可理解性输出假设表明二语习得者的语言输出有助于促进他们流利和准

确地使用语言。她提出可理解性输出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二语习得，即它的三个功能：假设验证功能、注意/触发功能和元语言功能。她指出二语习得是

个双向交际的活动过程，同时二语习得为学习者获得输入和提供输出创造了一条途径。因此，作者试图将克拉申的输入假设和斯温纳的输出假设结合起

来。

    本文作者不仅回顾了有关语言输入与输出的研究，同时还强调了要将二语习得中的语言输入与输出运用到中国环境下的英语教学。在中国外语教学

中存在一个极度矛盾的现象，外语学习的输出，即成果与外语教学的输入或付出不对称，始终都处于耗时低能的状况，不过克拉申的可理解性输入理论

和斯温纳的可理解性输出理论或许为中国外语教学打开了另一扇门。在某种程度上，语言输入和输出间的关系与英语作为外语或二语教学时教和学之间

的关系相似。按照经济运行的机制，假若其它情况相同，语言输入的变化会对语言输出造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语言学中的经济原则同样可以在我国英

语教学中得到体现。如果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能有效地建立，同时也能确认各种变量，那么有意调节我国英语教学中语言输入和输出间的不平衡也是可能

的。

    本文作者首先提出问题然后为接下来的讨论清除了一些疑团。概述了一些相关的二语习得理论并且对诸如语言习得和学习，英语作为一门外语和英

语作为第二语言，语言教和学这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接着作者介绍了该论文的理论基础，即源于克拉申监察模式的输入假设和斯温纳的输出假设。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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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基于克拉申和斯温纳的假设从心理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环境下英语教学中影响语言输入和输出不平衡的因素。接下来将前面讨论和

分析的结果运用到我国的英语教学中并提到一些建议。最后对全文作了总结同时指出不足和有待提高之处。

4.期刊论文 黄敏娥.HUANG Min-e Krashen的二语习得理论与母语在外语课堂的使用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6)
    母语在外语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是外语教学研究中长期存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尝试将Krashen的输入假设、情感过滤假设与外语课堂母语的使用情况相

结合,论证大学外语课堂适度使用母语有助于提供可理解性输入,降低学生的情感过滤,从而增加学生对所输入知识的吸入.

5.期刊论文 王烈琴.WANG Lie-qin 论克拉申的i+1语言输入假说与中国的外语教学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23(3)
    语言输入是语言学习的首要条件.外语教师决定着课堂外语输入的质量与教学效果.外语教师对语言学习理论了解与掌握的很大程度影响其教学方法

的设计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从理论上客观地介绍克拉申的i+1输入假设的理论基础与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讨论输入假设对外语教学的指导意义,同时表达

了对假设的质疑.

6.学位论文 崔玉兰 谈借助图像进行听力教学 2002
    随着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办厂,中国人与外国人面对面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我们的社会需要大量既能听得懂英语

,又善于表达的各类人才.而且,2003年高考将把听力部分计入总分,这对高中英语教学产生很大影响,使得提高学生听力水平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目前,中

国中学英语教学界对听力的研究还是个空白,该文通过实验研究,将探讨一种提高学生听力水平的新方法.作者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借助图像是否能提高

听力教学效果?2)借助图像进行听力教学是否可行?该文以克拉申教授的输入假设模式为理论基础,通过对高中二年级六十名学生的听力教学实验,得出如

下结论:1)借助图像进行听力教学使听力内容成为可理解性输入,促进了语言习得.2)借助图像有助于提高学生学好外语的信心.3)借助录像光盘等进行听

力教学,能为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交际情景,听力材料更接近现实生活,避免了磁带录音材料的弊端.4)通过观看英语电影及电视剧,加深对目的语国家文化

的了解,从而促进语言学习.5)借助图像进行听力教学使得学生获得成功感,使得听力训练成为一种快乐,一种享受.借助图像进行听力教学,将语言习得理

论引入英语课堂,使枯燥乏味的学习活动变得形象生动起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虽然中国中学生掌握英语的主要来自于语言学习过程,但是语言习得

是不可缺少的补充.语言习得与语言学习相结合,既大量输入又强化记忆,这才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学好英语的有效途径.另外,该研究只是利用现代技术进行

英语教学的初步尝试,该领域由于计算机网络的不断发展将会有更广阔的前景,网上视听资源共享,个性化教学正在一些学校成为现实.

7.期刊论文 赵丹丹 "输入假设"理论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24(6)
    教师话语在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外语课堂中学习者获得可理解性输入的主要来源.可理解性输入在很大程度上能促进教学

,教师应给予重视.文中提出了一些关于如何运用输入理论提高教师话语、促进教学的建议.

8.学位论文 祝晓庆 输入——输出理论的课堂应用——留学生英语课堂教学实验研究 2007
    本论文将 Krashen 的输入假设和 Swain 的输出理论结合起来，将其应用于亚洲留学生的大学英语精读教学中，通过一项实证研究证明本文提出的

“反思——提问——调整”式方法能改善留学生的大学英语教学。随着近年来到中国留学的学生人数的增加，留学生的英语教学日益成为提高各高校竞

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在实际教学中发现的问题，本文提出要增加留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帮助其回忆巩固原有的语言知识，并调整课堂的输入

难度，以提高留学生的英语水平。本文综合考虑输入和输出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提出了“反思——提问——调整”的教学方法，并通过教学实验证实

了其可行性。

    运用这一方法，学生在学习每个单元之前都会围绕该单元的主题展开英语写作训练。学生可以使用各种方法解决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并可以在文章

中以批注的形式向老师求助。通过学生的作文，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语言水平，熟悉学生的生活背景，从而能在课堂上结合课文来解决学生的问题，帮

助学生系统地复习语言知识，并将新知识与学生的生活背景结合起来，提高语言输入和英语教学的质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 36 名三年级留学生作为受试对象参与了这个为期 3 个月的教学实验。在实验前后，分别有一个测验，以通过对比证明新的教

学方法帮助实验组提高了英语成绩。此外，对实验班的调查问卷结果也表明新的教学方法能有效解决目前留学生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部分问题。实验结果

表明：

    1) 在课前写作中，学生积极运用各种方式解决写作中的难题，提高了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并产生了对英语知识的需求。

    2) 通过英语写作，学生不同程度地巩固了其原有的知识。

    3) 实验班的学生比对照班的学生在课堂上获得了更多的可理解性输入。

    4) 实验班的测验成绩最终高于对照班，说明“反思——提问——调整”教学方法对提高留学生英语教学有一定帮助。

    此次实验结果不仅表明“反思——提问——调整”的教学方法能提高面向留学生的英语教学质量，而且对中国整体英语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

9.期刊论文 徐方.Xu Fang 短时记忆、外语听力理解与输入假设 -国外外语教学2005(1)
    本文通过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评估短时记忆对于以英语为外语的我国学生听力理解的影响以及探讨改善短时记忆是否能对提高可理解性输入起到重

要作用.作者对实验资料及数据进行皮尔逊积矩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短时记忆是听力理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句法的短时记忆在

提供可理解性输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0.学位论文 王礼善 中学英语教学中学生的情感因素对可理解性输入的影响 2005
    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克拉申提出的“输入假设”和“情感过滤假设”是其“监察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分支。克拉申主张学生习得语

言时，不但需要大量的信息输入，而且输入又必须是可理解性的。即“i+1”理论。根据克拉申的观点，“i”指学生的现有语言水平，而“i+1”则意味

着略超出学生现有能力的输入。只有在可理解性输入的基础上，习得才有可能发生。克拉申认为“i+1”是最佳的输入模式。

    但有了可理解性输入，学生未必能完全习得所输入的语言。可理解性输入还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克拉申认为学生的主要情感因素如动机、态度、

焦虑及自信是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障碍。情感过滤程度越高，对语言的吸收能力越低，反之亦然。

    但这两个假设主要是针对在自然条件下学生习得二语或外语的情况。但在中学英语课堂教学环境下“i+1”中的‘1’到底把握到什么程度才能证明

是可理解性输入?针对复杂情况，学生的不同情感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可理解性输入?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本研究拟通过大量的文献分析、调查

问卷和课堂教学实验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为使本研究能涵盖样本总体的普遍规律及可靠性，笔者抽取本人所任课的高三(5)班(59人)及高一(14)班(56人)两个普通班作为随机样本，并对高三

被试在英语听力，完形填空，阅读理解三方面进行了课堂实验。实验以2003年全国高考英语听力材料、2004年全国高考完形填空及2003年北京地区春季

高考的阅读材料测试成绩为参照系数，对高三年级现行使用的三种复习材料进行对照测试，资料的统计计算结果显示了听力、完形及阅读材料可理解性

输入的基本界线和范畴；同时，在界定了可理解性材料输入的基础上，在两个年级样本中就英语学习动机和自信两种情感因素进行了访谈，并在访谈的

基础上根据文秋芳(2002)学习者因素调查问卷，制定了“英语学习动机和自信”的调查问卷。用该问卷在以上两个年级中分别进行了前测与后测。在高

一年级，将前、后测的成绩与第一学期及第二学期的期中英语考试成绩进行相关及对照分析；在高三年级将前、后测的成绩与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高考诊

断性考试成绩进行相关及对照分析，并将两个年级的分析结果加以综合，判断出动机与自信对可理解性输入的影响程度，进而分析出情感因素影响可理

解性输入的具体程度，即学生的情感因素每增加1％，其学习成绩就会增加5％(“焦虑”除外)。

    经过横向个案分析，本研究还发现，英语成绩高的个案，其动机和自信的程度也高，并且二者的差距不大；但英语成绩较低的个案，其动机和自信

的程度都低，而且动机的程度远远低于自信。这说明英语学习成绩低的个案虽然有较高的自信，但他们缺乏英语学习的原动力。同时，本研究还通过实

验及多种个案分析发现，如果学生的情感因素激发到百分之百的程度，一般来讲，就会有91.5％的可理解性英语输入信息被学生的内部机制所吸收。如

果有差异，可理解性英语输入信息也会在90％到95％的范围内被内部机制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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