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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國中生的英文做延伸教學，

利用資訊科技和行動學習，提供數位化教材

作為學校上課以外的輔助學習，內容包括(1)
以八大智慧的知識類別對課本單字做延伸，

以增加學生詞彙廣度的單字學習；(2)使用自
然發音法練習單字發音，讓學習者容易記憶

單字；(3)文法排序隨機重複訓練，讓學生熟

悉文法；(4)課本單字記憶遊戲，加深單字印

象；(5)閱讀理解力訓練，使用有效英文閱讀

方法更容易讀懂。學生透過我們的多元智慧

學習輔助系統，可以隨時隨地進行自主學習

或重複練習不同的教材內容，協助學生擴增

英文學習的廣度和深度，可以成為自學的工

具或老師有效的輔助教學工具。 

關鍵詞：八大智慧、自然發音法、文法排序、

記憶遊戲、閱讀理解力。 
 
1.前言  
英文學科在知識剛啟蒙的國中階段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若在這個階段學得好不僅是

為日後的英文能力打好基礎，也會是未來知

識建構上的一大跳板。目前傳統的講授教學

與學習正轉入數位學習的階段，教學設計與

數位平台更是密不可分，好的教學方法可以

讓數位學習帶給學生學習上正面的影響[1]，
因此將英文教材融入數位化學習是很好的做

法。 
現階段國中生面臨雙峰現象[2]，亟需補

救中低成就學生的英文程度，而補救方式不

可能讓老師重複上課教學，除了老師的時間

有限外，學生缺乏學習興趣或對課文內容感

到枯燥乏味而不專心上課也是主因[3]，因此

如何改善教學方式或相關教材來強化可學生

的學習意願變成需要探討的重點。此外，除

了成績優良的學生外，多數中學生對於新的

英文課程缺乏求知慾[4]，只為考試而學習英
文知識很難提升英文能力，為了改善這些問

題，已經有很多人提出新的方法輔助教師改

善傳統的上課方式，讓學生可以自主學習、

轉化枯燥的內容成為活潑的多媒體單元，以

及提供新的教學模式以訓練學生的語言能力。

我們這裡提出的研究方法是在這些基礎上從

原有的課本教材內容做數位化的延伸[5]，因
為數位化科技的應用對低成就的學生在積極

的學習態度上產生影響[6]。另外，智慧型手

機的崛起逐漸改變人的生活型態，使人的生

活產生了變化進而改變人的食、衣、住、行、

娛樂方式[7]，因為它帶來很高的便利性與人
性化的服務，諸如方便交易、遠距交談、休

閒、資訊服務，使人一天花在智慧型手機上

的時間也高於其他活動。因此數位內容若放

到智慧型手機的平台上可以增加隨時隨地學

習的機會，因為手機常帶在身邊，只要利用

零碎的時間就可以使得學習無所不在，因此

本研究使用手機版的網頁開發，適用於智慧

型手機、所有可以打開瀏覽器的網路裝置如

個人電腦、平板與筆記型電腦。 
國中教育採分科教育，所以有國文、英

文、數學、自然、社會等科目，對於英文學

科希望課程建構能與實際生活經驗相結合；

以學習領域合科教學取代現行的分科教學[8]，
所以英語教學朝向多元、多樣化，活絡轉化

為實際生活多采多姿的語言。教材每單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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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Howard Gardner八大智慧編寫[8] [9]，因
為學生所接觸的生活涵蓋各個不同的層面，

由單一面向認識語言容易造成認知上的不足，

因此多數英文教材融入生活經驗，善用情境

與對話當作課文內容。但是目前這些教材上

生活經驗的面向並沒有完全涵蓋八大智慧或

是只符合某一部分的智慧，因此如要擴充國

中生的智慧學習領域，可以運用涵蓋八大智

慧的學習教材。 
背單字是初學英文必備的過程，目前有

倡導快速記憶法來背單字，這種方法是對單

字取諧音，再對這個諧音與單字中文解釋造

出有趣的句子，使學生在背單字的時候背諧

音也背句子的雙重記憶來記單字，這樣背單

字會快速是因為能夠在聽到諧音或看到單字

記得它拼音的時候，聯想起整個句子也就想

起它的中文。但如果要說英文、寫英文，那

這樣的學習方式可能會造成混淆，因此我們

需要更有效的方式來幫助記單字。 
 未了改善以上的學習問題，本研究提供

多元智慧學習輔助系統成為老師輔助教學的

有效工具，透過自然發音法訓練[10]、教材單
字記憶遊戲訓練、文法排序訓練、閱讀理解

力訓練[11]來訓練學生單字發音、記憶單字、
文法以及閱讀能力。 
 
2.系統需求  
現階段國中教材製作包括兩個目標，分

別是單字的認識與文法應用。這是各個出版

社教科書的設計希望學生能夠達成的目的，

而認識單字的方法 容易的就是用背的，一

般正規的背誦方法通常較不吸引低成就的學

生，覺得對英文沒興趣就不會用心去背單字。

因此，我們的系統需要用新的方式吸引學生

的學習動機。 
在文法訓練上 大的問題是學生要知道

自己做得對不對通常需要老師批改，造成學

生自主學習的困難。即使是使用參考書，書

本的題目與練習是有限的，重複練習相同的

題目既無趣又無效果，或者邊際效益下降。

因此需要建置一套讓學生可以自主學習多元

內容，來重複練習文法的輔助系統。 

英文能力 重要的呈現，除了語言溝通

以外，莫過於應用在閱讀和書寫，尤其閱讀

是獲取知識 重要的技能，也是國中英文教

育的重點。閱讀能力的培養需要大量的閱讀

文章，而國中課業繁重大量壓縮可以閱讀英

文讀物的時間，所以閱讀需要策略、要讓學

生確實的讀懂文章才能提升閱讀的能力，不

只是讀完文章能夠回答一些問題而已，應該

要能夠實際運用所學到的內容。因此，輔助

系統需要提供有效的方式來提供閱讀練習。 
針對以上探討的需求，我們參考相關文

獻使用下列的方法進行研究，來設計我們的

多元智慧學習輔助機制，建置一個國中英文

的學習輔助系統。 
 
3.研究方法  
多元智慧學習輔助系統提供八大智慧單

字學習、自然發音法練習單字、教材單字記

憶遊戲、重複文法訓練、閱讀理解力訓練五

個功能 
3.1八大智慧單字學習  
八大智慧由 Howard Gardner提出，推翻一
般智力用智商認定個人所有領域的能力，

Howard Gardner認為智力應由八個層面組成，
分別是語文、音樂、邏輯、空間、身體、人

際、內省、自然，如表 1 所示。而完成一件

事是各種智慧的結合運作來做好這件事[9]，
英文課本的設計也不離開這個規則，教材內

容的目的在於透過英文去讓學生認識周遭的

事物，所以我們用八大智慧對課文單字、一

般單字做分類，讓學生了解並認識這些單字，

並且透過單字的學習對各領域有所認識。 
表 1八大智慧定義 

語文 對語文的聲韻、結構、意義和功能

的感覺敏銳，表現在口語表達技

巧、修辭技巧、寫作技巧以及語文

創造較佳。 

音樂 對節奏、音階和音色的感覺敏銳，

擅長對聲音的記憶分析或利用聲

音來創造音樂，表現在樂器的彈

奏、作曲與欣賞評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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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 善於邏輯推理、運用程式、找出規

則和因果關係以及解決問題，在數

學、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科學推

理、策略遊戲方面較擅長。 

空間 善於圖像思考或三度空間思考，在

沒有具體的物件時，能在腦海中產

生意象而讓這些意象發生互動的

關係，所以擅長構圖、重組物件、

轉換空間，在混亂區域中容易找到

定位。 

身體 部分或整體的身體的思考、表達、

運作能力，在操作或表演時作用於

四肢的靈巧性與技巧性。 

人際 同理心的能力，能夠傾聽別人、深

入別人的感情和思考，且能設身處

地替人著想並與他人建立成長性

的互動關係，善於團隊合作。 

內省 自我反思的能力，能夠瞭解自己的

優缺點、定位和目標，能夠有效的

自我調節及規劃自己的生涯，且能

意識到自己的內在情緒、動機、脾

氣和欲望。 

自然 能夠探索、辨別、培養、研究自然

界中個體、物種與生態的關係。 
 

3.2自然發音法練習單字  
學會英文單字的發音對單字的記憶有幫

助[10]，學習語言是從聽開始，然後會說再來

才是讀與寫。看英文應該與看中文會有一樣

的感覺，我們看中文會自動聯想起它的讀法

與拼音，唸英文也是一樣，所以若不從開口

說來學習，則不容易將語言學好[12]。我們採
用自然發音法的學習，用自然發音法的母音

與子音去找對應的單字，在唸這些單字的時

候就可以幫助記憶這些音，如果遇到比較長

一點的單字可以將這個字的音拆開，用同樣

母音或子音的字使用範例來學這個單字。 
3.3教材單字記憶遊戲  

數位遊戲可以增加學習者的學習興趣

[13]，我們提出從遊戲中學習的記憶遊戲，因
為數位遊戲可以增加學習者的學習興趣[13]，
藉由中文對照英文的方式讓學習者認識單字，

可以加深單字的印象也對作業產生興趣，並

利用遊戲增加學生用英文字母拼單字與記憶

單字的機會，使低成就的學生可以透過接受

較活潑的教學方式而對單字有所認識。 
3.4文法排序  
歸納國中英文課本教材的設計，主要目

標是文法練習與單字認識，前面學過的單字

和文法，在後面的課程會重新練習前面的文

法，所以文法練習在學科能力的比重很高，

我們提供文法重複練習的機制，讓學生可以

自主練習文法以提升學科能力。 
3.5閱讀理解力  
閱讀是提升知識的不二法門，也是學習

語言 重要的應用，舉凡看英文電子書、國

外雜誌與時尚網站都需要足夠的英文閱讀能

力，才能了解文章內容要表達的意思。而提

升與維持英文閱讀能力在於大量的閱與讀

[12]，我們以電腦科技的輔助來培養學生閱讀
策略的使用，以改善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11]。
我們以拆句法、單句的整句翻譯和單字英翻

中當作閱讀輔助。理解力的訓練有別於教導

學生如何快速的從閱讀文章中找到答案，而

是想辦法讓學生讀懂整篇文章然後才作答。

主要的目的是給學生信心，讓他們知道自己

有辦法讀懂英文文章，且在看到題目的時候

知道如何找到答案。 
 

4.系統架構  

 我們建置系統的前端使用 Html5、jQuery 
Mobile、jQuery mobile CSS製作網頁，這樣
的網頁規格會視手機大小而自動調整。

jQuery mobile 是 Javascript 的函式庫，將
Javascript打包使其做為網頁原件使用的時候
可以寫得更少做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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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端及載入資料部分使用 Ajax (非同步
的 JavaScript 與 XML 技術)，它可以使網頁
在不重新加載的情況下更新網頁本身，每一

個 Ajax 皆對應一個 PHP 檔案，在做加載的
時候會對資料庫做操作取得頁面資訊，網頁

在 PC上依然可以使用，但是 UI組件上會比
較沒那麼人性化，這是使用 jQuery mobile、
jQuery mobile CSS需要調整的地方。 
如圖 1 所示，系統主要是讓老師透過系

統指派題目給學生做練習，系統根據學生作

答的結果做統整紀錄學習的結果，讓老師可

以根據這個做教學補救。學生亦可自行使用

系統作練習但結果不納入統計。 

 
圖 1系統架構 

 
5.系統實作  
八大智慧單字如果只用在單字測驗或認

識單字上不容易提高學習動機，因此我們把

這些單字融入記憶遊戲，透過記憶遊戲讓學

生快樂學習，並且放到自然拼音裡面讓學生

認識八個領域的單字。 
5.1自然發音法訓練  

 

圖 2自然發音訓練介面 

如圖 2 所示，自然發音法訓練的方式是
將一個主要單字拆成幾個音節，在每個音節

中找同音節的單字和類似同音節的單字，使

用者要在這些音節單字中去點選單字，要點

出所有同音節的單字。系統按照完成比例計

算分數，當主要單字、音節單字被點擊的時

候會發音，學生就要判斷這些發音去選擇這

個音節中正確的音節單字。分數的判讀是給

予老師回饋，讓老師知道全班在那個音標或

單字的認識上有不足，在課堂上可以補充教

學。我們為了使學生更容易記憶單字，在自

然發音法訓練完成之後，會把剛才出現的單

字放入教材單字記憶遊戲中，讓學生記得剛

剛會發音的單字以增加印象。 

 
圖 3教材單字記憶遊戲訓練介面 

5.2教材單字記憶遊戲訓練  
如圖 3所示，我們定義 6x4個格子可以

翻牌，分為直接翻牌與輸入翻牌兩種，翻牌

翻到中文對照英文才算答對，在下方會配置

提示按鈕，點擊時會提示中英文對照表，而

學生要過關必須記得這些單字的位置與中英

文的對照。直接翻牌與一般記憶遊戲無異，

輸入翻牌則每個第一次翻牌需要輸入單字拼

法，系統會自動將這張牌翻開，然後學生再

去翻其他的牌。若不是中英文對應正確則牌

會翻回去，所以學生會因為不想輸入太多次

單字而玩起來比較小心，這樣也比較容易記

得單字。因為是比較輕鬆的遊戲，所以只有

遊戲過關記錄已完成，並不做其它的統計。 

 

圖 4文法排序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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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文法排序訓練  
這個訓練以複習文法為主，所以採用文

法排序的方式練習如圖 4 所示。學生利用點

選把適合的字填到適合的順序中，系統會判

定順序是否正確， 後會把全班的分數給老

師做參考，讓學生得分較低也就是較不熟悉

的文法給老師知道可以加強輔導。 

 
圖 5閱讀理解力訓練 

5.4閱讀理解力訓練  
介面如圖五所示，我們先讓學生閱讀一

篇英文文章，當中若有學生不會的字則有單

字翻譯，若是一個句子學生看不懂，學生可

以有兩種提示選擇，一種是拆句，另一種是

單句翻譯。拆句的概念是將原文用不同顏色

的區段，一段一段的呈現出來，呈現出來的

區段是照中譯的解讀方式或是名詞+動詞的
區域，讓學生可以根據這樣的循序導讀看懂

這句的解讀順序進而了解這句話的意思。 

學生也可以選擇單句翻譯，但是單句翻

譯有次數限制與記錄，非不得已才使用這種

方式解讀。唸完文章 後有選擇題的題目但

無選項，學生要在每個題目中選擇答案在哪

一句，這會先記錄起來以供 後比對學生是

否有抓到題目的重點， 後讓學生點擊”我讀
完了”的按鈕選擇題的題目才提供選項、作答
區及完成作答按鈕。在點擊完成作答按鈕後

會顯示正確答案並提示答案句的選項，此時

學生可以比對自己先前點選的答案句與正確

答案句是否一樣，可以檢討自己為何會選錯。

後會將學生讀完之前所點擊的翻譯句、學

生自選答案句、學生作答錯誤題、分數等提

交至系統，老師可以根據錯誤 多的題目、

多人看不懂的句子進行補充講解。 
 
6.評估方法  
自然發音法可以透過問卷詢問學生在單

字的記憶上是否有提升效果，或者在單字的

發音上是否更正確。我們在系統設置線上考

試，考題內容為顯示一個單字學生按錄音鍵

要記錄學生的單字發音，學生可以聆聽錄音

的結果並決定是否重錄，考試結束後將資料

記錄起來給老師評估學生發音是否正確。 
文法訓練的評估可以在練習前先對學生

做文法選擇題的測驗，然後進行重複文法訓

練功能讓學生練習， 後再做一次文法選擇

題測驗，檢視學生是否透過重複文法訓練功

能有較好的表現。 
閱讀理解訓練先把成績差不多的同學分

成兩批，一批進行一般的閱讀測驗後記錄分

數，另一批進行本系統的閱讀理解力訓練亦

記錄分數，將這兩組分數進行變異數分析檢

視結果是否後者優於前者，並讓同學分幾天

多做幾次訓練再做問卷，詢問使用這樣的輔

助系統對於閱讀測驗的理解是否有幫助。 
  

7.結論  
多元智慧學習輔助系統建構了八大智慧

單字學習、自然發音法練習單字、文法排序

訓練、教材單字記憶遊戲和閱讀理解力訓練，

可以改善國中教材不適於自主學習的問題，

並達到英文發音改善、文法熟悉、閱讀能力

提升的效果，老師可以透過這個系統來衡量

學生學習的狀況並作適合的學習輔助。未來

規劃請英文補習班老師與學校老師來使用系

統，實際測試系統對國中學生英文學習的成

效並做評估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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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extending the English learn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y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obile learning to offer digital text content in addition to regular 
learning in the school. Our system functions include (1) Use Eight-Wisdom knowledge categories to 
increase the variety of students’ vocabulary learning, (2) Use phonics to practice pronunciation of 
words to help memorize them, (3) Repeat grammar practices in random order, (4) Use memory 
games to improve vocabulary memorization, (5) Use effective reading methods to train students in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Using our Muti-Intelligence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to do 
self-study or repetitive practice of English learning,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English capability 
in breadth and depth. It becomes a useful self-learning tool for students or an effective teaching 
assistance tool for teachers. 

Keywords: eight wisdom categories, phonics, random grammar practice, memory game,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