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2020雙語與資訊融入教學研討會」議程 

日期：2020年 12 月 26日(星期六)上午 8:30～16:40 

地點：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村北棟 4F國際會議廳（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號） 

時    間 分鐘 流          程 

08:30～09:00 30 報    到 

09:00～09:10 10 
開幕式 

主持人：楊慶麟主任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09:10～10:00 50 
主題演講(一)：雙語教學專題 

主講人: 李 珀所長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10:00～10:20 20 茶     敘 

10:20～11:10 50 

主題演講(二)：資訊融入教學專題 

主持人：楊坤原教授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講人：林育沖校長 桃園市快樂國小、陳家祥校長 桃園市南崁高中  

11:10～12:00 50 

主題演講(三)：資訊融入教學專題 

主持人：楊坤原教授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主講人：林俊閎教授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連育仁教授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12:00～13:30 90 午餐及參觀校園 

13:30～14:30 60 

論文發表 A1 (3篇) 

雙語教學與應用 

地 點：全人 409 

論文發表 B1 (3篇) 

科技與資訊融入應用 

地 點：全人 415 

論文發表 C1 (3篇) 

學校行政與哲學思想 

地 點：全人 417 

論文發表 D1 (3篇) 

系統合作與學校輔導 

地 點：全人 418 

主持人：張淑慧教授 

與談人：林俊閎教授 

發表者：洪小萍 

連佳雯 

        曾如敏 

主持人：王保進教授 

與談人：吳昱鋒教授 

發表者：李國榮 

吳秀錦 

        林家家 

主持人：楊慶麟教授 

與談人：李逢堅教授 

發表者：張瓊友 

黃千珊 

        黃春嫺 

主持人：杜淑芬教授 

與談人：余振民教授 

發表者：張明嫻 

蔡章琦 

        石佳穎 

14:30～15:00 30 茶     敘 

15:00～16:00 60 

論文發表 A2(3篇) 

雙語教學與應用 

地 點：全人 409 

論文發表 B2 (3篇) 

科技與資訊融入應用 

地 點：全人 415 

論文發表 C2 (3篇) 

學校行政與哲學思想 

地 點：全人 417 

論文發表 D2 (3篇) 

正念練習與班級經營 

地 點：全人 418 

主持人；張淑慧教授 

與談人：林俊閎教授 

發表者：萬榮輝 

楊雅筑 

        鄧文旋 

主持人：王保進教授 

與談人：吳昱鋒教授 

發表者：楊萬教 

温政宏 

        廖  謙 

主持人：楊慶麟教授 

與談人: 李逢堅教授 

發表者：黃綱維 

楊明原 

        鄭友泰 

主持人：余振民教授 

與談人: 杜淑芬教授 

發表者：廖婉涔 

林紫薇 

        羅稀宸 

16:00～16:10 10 休 息 時 間 

16:10～16:40 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楊慶麟主任 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備註：論文發表者及發表論文篇名請見下一頁。 



2020雙語與資訊融入教學研討會論文發表次序 

 

            A 場次  主題：雙語教學與應用             地點：409 教室 

時間順序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13:30-13:45 

暨南國際大學 

特聘教授 

馬德里卡洛斯三世

大學博士候選人 

洪小萍 

José Luis 

García 

Gómez 

1.西班牙雙語（西英）教育政策與實務研析: 以公立中小

學 CLIL 教學計畫為例 

13:45-14:00 
淡江大學 

碩士研究生 
連佳雯 2.行動學習運用於高中英文單字教學之行動研究 

14:00-14:15 
政治大學 

博士研究生 
曾如敏 3.「KIRCU」教師自我管理能力在英語教學的運用之研究 

茶   敘 

15:00-15:15 
青溪國小 

校長 
萬榮輝 

4.Google Classroom 數位學習平台在國小英語補救教學成效

之研究 

15:15-15:30 
暨南國際大學 

碩士研究生 
楊雅筑 5.西班牙 CLIL 教學對台灣雙語教學之啟示 

15:30-15:45 
南港小學 

研發組長 
鄧文旋 6.行動學習輔助國小英語教學現況之探究 

  B 場次  主題：科技與資訊融入應用      地點：415 教室 

時間順序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13:30-13:45 
育英國小 

教師 
李國榮 1.翻轉教學促進國小六年級學生 BIG6 技能之行動研究 

13:45-14:00 
臺北教育大學 

碩士研究生 
吳秀錦 

2.以素養導向設計國小自然科遊戲式學習課程之研究—以 

桌上遊戲融入高年級動物分類教學為例 

14:00-14:15 
元生國小 

專任教師 
林家家 

3.營造雙語互動教學於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合作學習之行

動研究論文 

茶   敘 

15:00-15:15 
中埔國小 

總務主任 
楊萬教 4.國小高年級學生學習風格與多元智能表現之研究 

15:15-15:30 
中原大學    

碩士研究生 
温政宏 

5.國中自然領域教師應用IRS 即時反饋系統實施翻轉教學

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15:30-15:45 
臺中教育大學 

碩士研究生 
廖謙 

6.人工智慧語音辨識評量對學生英語口說能力與學習焦慮

之影響 



2020雙語與資訊融入教學研討會論文發表順序 

 

 

  C 場次  主題：學校行政與哲學思想類            地點：417 教室 

時間順序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13:30-13:45 
東安國小 

校長 
張瓊友 

1.從雙語教學試行的經驗-談臺灣雙語教學面臨的問

題與因應之道 

13:45-14:00 
永豐高中 

教師 
黃千珊 

2.新課綱自主學習課程的實務探究：以自我評鑑的觀

點 

14:00-14:15 
臺北市立大學 

博士候選人 
黃春嫺 

3.以杜威「開展一個完整的經驗」(Having an  experience) 

看體驗學習 

茶   敘 

15:00-15:15 
中原大學 

博士班學生 
黃綱維 

4.新移民子女文化資本、人際關係與學校適應之相關研究－ 

以桃園市龍岡地區國中生為例 

15:15-15:30 
大園國中 

總務主任 
楊明原 

5.桃園市國民中學校長火線領導、資訊文化與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 

15:30-15:45 
中山國小 

校長 
鄭友泰 6.108 課綱校訂特殊需求課程發展模式之研究 

       D 場次  主題：系統合作與學校輔導及正念練習與班級經營   地點：418 教室 

時間順序 
職稱 

姓名 論文名稱 

13:30-13:45 
興國國小 

代理教師 
張明嫻 

1. 一位導師運用系統合作協助 ADHD 兒童人際行為

輔導之歷程 

13:45-14:00 
大成國中 

輔導志工 
蔡章琦 

2. 攜手愛、迎向光：輔導志工團體的發展及其與學校有效

合 作的經驗 

14:00-14:45 
中壢國中 

教師 
石佳穎 

3. 資源班教師輔導情障生的輔導困境、需求及策略-輔

導背景有差異嗎?  

茶   敘 

15:00-15:15 
中壢高中 

特教教師 
廖婉涔 

4. 教師價值觀、復原力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以桃園市

高中生命教育課程為例  

15:15-15:30 
自立國小 

教師 
林紫薇 5. 正念訓練實施於國小校園之行動研究 

15:30-15:45 
富台國小  

教師 
羅稀宸 6. 正念練習實施於六年級生之覺察經驗 



 

專題演講 

  主題：雙語教育 Bilingual Education 

  主講人：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李 珀所長 

  





































 

專題演講 

  主題：科技自主三語交會 

  主講人：桃園市快樂國小 林育沖校長 

  











 

專題演講 

  主題：資訊科技融入學校教學 

  主講人：桃園市南崁高中 陳家祥校長 

  





























 

專題演講 

  主題：擴增實境於教育情境的應用 

  主講人：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林俊閎教授 

  













 

專題演講 

  主題：複合教學教室與後疫情時代的教學方法教 

        師、學生與學校的角色初探 

  主講人：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連育仁教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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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雙語（西英）教育政策與實務研析:以公立中小學 CLIL教學計畫為例 

 

洪小萍1 José Luis García Gómez2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特聘教授 

2
西班牙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學 人文學系：哲學、語言暨文學 博士候選人 

 

摘要 

 

   為因應全球化的國際社會，外文能力乃國際移動力及競爭力養成之關鍵要素，而英語作為一

種國際社會的溝通工具已成多數人普遍認同的現勢。國民擁有適切的英語能力被轉化成一個國

家的策略性資產，英語能力常被視為評估國家競爭力的指標之一。上述風潮促使眾多國家紛紛

提出具體的語言政策和措施鼓勵全民學習和使用英語，希冀透過英語能力的優化提昇其全球經

濟競爭力或國際地位。西班牙早於1996年即開始於全國試點式地推動雙語教育計畫，在2017-

2018學年度已有超過一百萬個公立學校的學生參與雙語教學方案。西班牙以CLIL為教學法的雙

語及多語教育政策發展在歐洲受到相當的矚目，且被當成參照樣本。本研究目的旨在解析西班

牙公立中小學雙語學校教育政策發展之相關議題，聚焦於中央及自治區層級採行之雙語教學的

政策、法制及執行等三個範疇，評估西班牙雙語教育政策之策略規劃、實踐作為與利弊得失。

本研究採文件分析法為研究工具，透過官方文件、政策白皮書、法令規章、相關研究及報告書、

統計數據、專書及學術期刊等文獻資料。預期研究成果為解析西班牙雙語教育政策之整體發展

脈絡及現況、不同自治區政府在教育體制內回應雙語教育風潮的相關因應策略與政策發展特色，

以及西班牙高等教育機構雙語師資培育制度之課程規劃、特性與發展現況。 

 

 

關鍵字：雙語教育; CLIL 雙語教學;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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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習運用於高中英文單字教學之行動研究 

 

連佳雯
1
 沈俊毅

2
  

1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2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 副教授 

 

摘要 

背景：英文單字是英文學習之關鍵，其為英語聽說讀寫能力之基礎，亦為大學入學考試所需之重要能

力。然而傳統講述教學，無法引發高中生對英文單字的學習動機，導致學習成就不佳，甚至對英文學

習失去興趣。因此，設計兼具互動性、即時性、便利性之行動學習模式，為高中英語教學領域亟待研

究之重點課題。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行動學習運用於高中英文單字教學之成效 

研究方法：採用行動研究設計，以台北市某公立高中三年級某班 40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行動學習採

用 Quizlet遊戲化單詞卡及 Quizizz線上即時回饋系統，結合 English Collocation Dictionary搭

配詞辭典應用程式，以手機為載具，進行一週三節課之英文單字行動學習。學習成效採用「英文單字

學習成就測驗」及「學習動機與態度量表」進行測量，以配對樣本 t檢定，檢視前後測分數是否具有

統計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40位高三學生接受「英文單字學習成就測驗」前測平均為 36.2分，經過行動學習介入後，

後測平均分數提升至 66.1分，並達顯著水準（t=10.4, p<0.001）。「學習動機與態度量表」前測平均

為 18.0分，後測平均提升至 21.3分，亦達顯著水準（t=4.9, p<0.001）。 

結論：本研究發現行動學習能有效提升英文單字學習成就及學習動機與態度，建議可採用此教學模式

融入高中英語常規教學中。 

 

關鍵字：英語教學; 行動學習;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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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CU」教師自我管理能力在英語教學的運用之研究 

 

曾如敏1 
1政治大學教育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自我管理能力在英語教學現場的運用，研究發現「KIRCU」能引發學生

學習興趣，具體達成英語教學的目標與成效，可做為推動雙語教學模式的參考。 

   首先，本研究教師採用「KIRCU」的模式，包括：自我認識(Self-Knowledge)、自我提升

(Self-Improvement)、責任意識(Responsibility)、自我競爭(Self-Competition)與不斷更新

(Constantly Updated)五階段，貫串學生學習歷程，關注學生的學習，運用「KIRCU」方法於教

學過程中，讓學生樂於學習，達成有效教學目標。 

   其次，本研究運用「KIRCU」於教學成效的分析，能具體看到教師有效改變自身的教學態度

與提昇自我管理能力，在教學上強調結合教師自我的精進，不斷自我更新與吸收不同的管理模

式，有效增進學生學習效能，提供教師未來在課程與教學變革的參考。 

    第三，本研究為研究者教學多年的經驗，結合科內教師的團隊合作精神，作為紀錄教學過

程、教學遇到的難題，與學生學習成果中所面臨的挑戰為探討研究檢證。 

最後，綜合本研究採用「KIRCU」教學模式的教師自我管理能力的改變，可以看出不同教學管理

模式變革推動的成效，提出雙語教學策略及教學輔導的建議。 

 

關鍵字：教師自我管理、國中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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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lassroom 數位學習平台在國小英語補救教學成效之研究 

 

萬榮輝1吳雅真2  

1
桃園市青溪國小 校長 

2
桃園市青溪國小 英語教師 

 

摘要 

 

近來，科技化時代數位學習平台的興起與蓬勃發展，不僅為校園學習帶來改變，更為差異化的

自主學習帶來另一種新的學習方式和成效。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探討應用 Google classroom數位學習平台於國小英語補救教學 (學習扶

助)，以及對接受扶助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之影響。本研究採行動研究，以桃園某國小六年級 16名

學習扶助班學生為研究對象，實施為期一學期的「英語基本學習內容」學習扶助(補救教學)課程，

首先利用「學習扶助平台之篩選測驗」、「Google classroom數位平台」及「學習扶助平台之成長測

驗」、「學生訪談」和「教師日誌」等研究工具收集資料，以了解教師如何規劃有效的數位學習內容

和學生學習成效的改變情形。本研究有三項研究發現： 

一、運用 Google classroom數位平台，結合 Cool English、Youtube、Quizlet及 Google 表單即

時回饋等系統，能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更有助於提升大部分學生英語學習成效。 

二、研究過程發展與建構出數位學習平台的有效補救教學二階段：第一階段運用 Cool English進行

基本內容學習外，再到第二階段結合 Google classroom數位平台實施 Youtube影音、Quizlet

字卡互動練習、Google表單即時反饋的有效學習模式，此模式可提供其他英語教師群或學校參

考運用。 

三、數位學習平台的運用，促進教師的教學角色自覺與轉換，由以教師中心的教學轉為以學生自主

學習的方式轉變。 

 

 

關鍵字：英語補救教學、Google Classroom、 數位學習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i7oCJ/record?r1=14&h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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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CLIL教學對台灣雙語教學之啟示 

 

楊雅筑
1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碩士研究生 

                                                                

 

摘要 

 

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化的趨勢，各國皆希冀培養具競爭力之國際人才，其中英語能力即扮演

相當重要的角色。臺灣為因應此浪潮，於十二年國教英語文的課程綱要中，開始強調培養學生

透過英語獲取新知。另一方面，臺灣也於 2018年底推動「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因此

雙語教學開始備受重視，其中，CLIL教學為中小學教育現場的主要推行模式。 

CLIL教學模式起源自歐洲，為因應雙語甚至多語學習的需求，至今已發展將近三十年，並

在世界各國蓬勃發展。其中，非以英語為母語之國家-西班牙在 CLIL教學發展初期就於中小學

開始推行，至今已累積多年的經驗，為 CLIL 實施和研究的歐洲領導者之一。 

然而，CLIL教學起源於歐洲，並在世界各處推行，研究者對於此教學模式如何在臺灣的英

語教學脈絡中獲得轉化與調適，存有好奇與疑問。基於上述之研究問題，本研究旨在了解 CLIL

在西班牙發展之背景脈絡，透過文獻與文件分析法，探討 CLIL教學在西班牙的實施情形，分析

西班牙 CLIL教學之教師培育、課堂設計、教材編輯中的特色、困境與挑戰，透過上述初步的研

究結果，為同為非英語為母語的臺灣，在中小學推行 CLIL教學時，提供參考與提醒。 

 

關鍵字：西班牙、CLIL教學、雙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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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習輔助國小英語教學現況之探究 

 

鄧文旋
1 
 

1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 研發組長 

                                                
 

 

摘要 

 

科技日益發展，面對當今網際網路與行動裝置普及的新世代，為拓展學生學習、科技應用、學習

者的學習能動性，教師運用行動學習輔助英語教學，能夠促進英語教學的品質且能夠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研究者服務學校（化名：快樂國小）之英語教師因為承接行動學習專案計畫，英語教師多運

用行動學習輔助英語教學網站與軟體等教學資源，研究者欲深入了解校內英語教師在課堂中如何應

用行動學習輔助英語教學，以及學生在英語課堂中應用行動學習之學習表現。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以研究者任教之國小英語教師為研究對象，藉由參與觀察英語教師使用行

動學習輔助英語教學方式及學生學習成效，為更進一步了解英語教師使用行動學習輔助英語教學之

教學目標及教學策略等，研究者對英語教師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並統整英語教師使用行動學習輔助

英語教學之教學方案等文件資料。預期研究成果如下： 

一、快樂國小英語教師使用多元且合適之行動學習資源輔助英語教學。 

二、行動學習輔助快樂國小英語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 

 

 

關鍵字：行動學習; 國小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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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學促進國小六年級學生 BIG6技能之行動研究 

 

李國榮1 胡憶蓓2  
1
台中市育英國小 教師 

                                                                 2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位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資訊科技融入國小六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進行翻轉教學，了解學

童 Big6技能之歷程和學習成效。研究對象為國小六年級兩班共 30名學童，男生 13名、女生

17名。本研究於 2020 年 3月至 6月進行為期 15週、每週 3節課之行動研究。應用之資訊科技

包含 ChromeBook、ClassDojo、Google Quiz、Quizizz、Kahoot、Google簡報、線上影片等軟

硬體。研究工具包含教學影片觀看習單、學童滿意度調查、學童訪談紀錄、小組分工紀錄表、

觀課教師回饋、教案設計、以及教學日誌等。 

研究結果如下： 

一、學童從預習影片開始學習自訂問題，並透過小組合作與討論，培養資料的搜尋能力、判讀

資料正確性、整理並摘要重點，製作簡報與上台報告。 

二、學童喜歡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活動設計，也喜歡小組合作可以共同討論、互相幫忙。 

三、此種科技融入教學模式，能激發學童學習興趣，培養學童在家自學的能力、課程資料呈現

較為系統化，以及應用分組與加分等班級經營功能。 

四、同儕教師認為此種科技融入之翻轉教學模式，亦適用於其他領域科目之教學。 

 

關鍵字：翻轉教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BI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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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素養導向設計國小自然科遊戲式學習課程之研究 

——以桌上遊戲融入高年級動物分類教學為例 

 

林仁智
1
 吳秀錦

2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教授 

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研究生 

 

摘要 

 

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素養導向，透過教學內容的選擇或教學方式的調整，培養領域素養與核心素

養。過去許多研究顯示遊戲式學習、桌上遊戲對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學習成效有正面助益，然而

新課綱實施不久，素養導向結合遊戲式學習課程之相關研究並不多。本研究依十二年國教課綱設計

動物桌遊作為教具，以素養導向設計遊戲式學習課程，預期增進學生學習動機、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研究以準實驗研究法進行，採方便取樣，以臺北市某國小五年級學生約80人為對象，實驗組以動物

桌遊進行動物分類教學活動，控制組則實施傳統教學活動。二組在學習前、後均進行學習動機量表

與學習成效測驗之施測，以分析不同教學方式的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實驗組

於活動後填寫心流經驗與學習滿意度之量表，以了解學生對於遊戲式學習課程之體驗與滿意度。以

SPSS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後，發現本研究設計之遊戲式學習課程，學生有良好體驗與學習滿意度，實

驗組學生之學習動機、學習成效均高於控制組，達到.05的顯著水準，證實本研究之課程設計能有效

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關鍵字：素養導向、遊戲式學習、桌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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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雙語互動教學於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合作學習之行動研究 

 

林家家
1
 楊坤原

2
  

桃園市元生國小1 教師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2
 教授 

 

摘要 

    英語溝通能力與團隊合作，是孩子與世界接軌、適應未來之重要因素，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強調「自發」、「互助」、「共好」基本理念，是培養孩子具有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之

核心素養，因此本研究主要以雙語互動教學探討國小學童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合作學習之教學成

效，所進行之教育行動研究。本研究以桃園市一所國小五年級之一個班級學生為樣本，採個案研究

法，蒐集教師教學札記、教學現場的錄音與錄影、學生訪談、單元評量前、後測結果等資料，進行

分析，以了解：國小五年級學生於實施雙語互動教學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合作學習，科學「學習

認知、應用分析、想像創造、探究技能、推理論證」(植物分類、生活中的酸鹼單元)之學習態度與

學習表現。 

由質性與量化資料分析結果發現： 

一、單元評量前、後測平均得分之 t 考驗呈顯著差異（p<.05），雙語互動教學於本領域合作學 

    習，可提升學生「學習認知、應用分析」學習表現。 

二、能逐步培養學生科學探究技能，如：小組討論、工作分配、搜尋解答、小組報告等。 

三、能提升學生學習態度、樂於學習。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利於促進國小學生「學習認知、應用分析、想像創造、探究技能、推理論 

    證」學習表現，可作為教學創新參考。 

 

關鍵字：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雙語教學、合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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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學生學習風格與多元智能表現之研究 

 

楊萬教 1 
1桃園市中埔國小總務主任 

 

摘要 

 

    至聖鮮師─孔子畢生致力於教育工作，他「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更是教育的至高

目標。教學要先瞭解學生學習特性，則更能增進學習效率，達成教學成效。「因材施教」乃在教育過

程中依據學習者不同的天賦資質，而給予不同的教導。其中「材」除了是指天賦資質，同時亦是指

學習者的學習特性，包含認知風格、學習風格、人格風格…等。而「學習風格」是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個人與學習教材、環境及人格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某種學習策略的偏好，對刺激慣用的反應方

式，具一致性和穩定性的心理特徵(王淑芬，2003)。因此，學生的學習風格為何？值得進一步探討

之。 

    1983年學者 Howard Gardner提出多元智慧理論，在教育界大放色彩，提供了發展的重要方

向，是值十二年國教推展之際，特別強調以學生為主體、教師應依學生不同需求而使用不同的教

材、方法來進行教學活動。嚴崑晉（2001)指出一個人若能得到父母、師長的鼓勵與支持，因「專

一」強勢智能，進而「廣博」其他弱勢智能，則其天賦潛能必能有發揮之時，其生命亦將是豐富而

多元的。對老師而言，瞭解學生多元智能的表現情形，進而提供優勢的發展，同時引導其弱勢的增

強，此乃一重要的課題。 

    本研究乃針對桃園市國小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共計 30位，以「Kolb學習風格量表」、「多

元智能特質觀察量表」為主要研究工具進行資料的收集，再以 SPSS系統套裝軟體進行相關統計分

析，彙整成為研究結論，藉以了解即將進入國中教育階段之學生，其學習風格及多元智能特質表現

的情形？以為教育相關人員、家長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學習風格、學業表現、多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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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自然領域教師應用 IRS即時反饋系統實施翻轉教學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The Effect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by Applying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n Flipped Teaching: A Study of the Science Teachers 

in a Junior High School 

 

温政宏  

中原大學  教育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自然領域教師應用 IRS 即時反饋系統實施翻轉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

響，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教育行政單位、應用 IRS 即時反饋系統或實施翻轉教學之

教師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為達成本研究目的，以國中八、九年級學生各兩班為研究對象，採用準

實驗研究法，每年級各一個班為實驗組，應用 IRS 即時反饋系統實施翻轉教學；每年級各一個班為

控制組，進行傳統講述式教學。本實驗為期一周，實驗結束後進行「學習成效測驗」之評量，涵蓋

「學習成就」與「學習滿意度」，在學習成就部分使用教師自編試卷進行前後測；在學習滿意度部分

將在教學活動之後經由問卷填答，以相依樣本ｔ檢定、獨立樣本ｔ檢定及單因子共變數分析進行資

料之分析討論。本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學習成就測驗的表現皆優於前測 

二、 應用 IRS 即時反饋系統實施翻轉教學的學習成效部分優於傳統講述式教學 

三、 不同基本變項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有所差異 

四、 不同年級在學習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關鍵字：IRS 即時反饋系統、學習成效、翻轉教學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x4RnS/record?r1=5&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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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語音辨識評量對學生英語口說能力與學習焦慮之影響 

 

廖謙
1
孔崇旭

2
陳志鴻

3
蔡育霖

4
 

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研究生 

2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 

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研究生 

 

摘要 

 

   在全球化時代，英語是全球性的國際語言。英語使跨界與跨文化的互動更為順暢，因此，發展與

強化英語口說能力是達到有效溝通的一種重要方法。然而，在英語作為外語（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的研究發現，以教師為中心及考試為導向的教學，容易忽略了學生的學習

需求，更因語言學習環境的不足而產生學習焦慮的現象。在過去的許多研究，已證實電腦輔助語言

教學（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CALL）可降低學習者英語口說的學習焦慮並促使學

習者更積極參與課堂活動（Cabrera-Solano et al., 2020）。 

   然而，透過CALL重複練習口說難以為學習者的英語口說表現提供即時的評估與指導（Wang, 

2020），語音辨識技術則提供了這一項優勢。因此，本研究採單組前—後測設計，結合語音辨識技

術，發展基於語音辨識式學習評量與回饋模式，應用於國小五年級英語口說課程。在學習活動結束

後，檢視學生在英語學習成就及學習焦慮之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人工智慧語音辨識評量與回饋

可顯著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並且降低其英語學習焦慮感。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融入其它的教

學策略或運用不同的回饋方式，以探討其對於學習者英語口說學習成效之影響 

 

 

關鍵字：語音辨識、人工智慧、英語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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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雙語教學試行的經驗-談臺灣雙語教學面臨的問題與因應之道 

 

張瓊友1 

1
東安國小 校長 

 

摘要 

 

 

    為了有效落實國際教育 2.0 之目標，並朝 2030 年雙語國家的理想邁進，目前各縣市都努力推動

「雙語教育」。就國際趨勢而言，以英語作為通用教學溝通語言，結合專業學科領域內容的雙語教學，

在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與 2030年雙語國家政策的推動下，勢在必行，加上新課綱的推動，教學現

場第一線教師正面臨新一波教育改革風潮，幾乎所有老師都需重新學習。 

    但進行雙語教學在實際上也面臨了雙語教學教師不足及教材匱乏的困境(教材不能滿足教學的需

要-真正具有學科特色的雙語教學教材是匱乏的，目前很少有學科類的英語教材內容可以適用)因此產

生了制約發展。另一個產生困境是對於教學方法的思考，雙語教學也必須要考量學科知識的教法需要

因應不同學習內容而有不同的。一般而言，英語教學是以生活情境的「語言教學與學習」為主，但是

雙語教學不論是採沉浸式或是配合 CLIL 雙語政策發展，其師資的專業領域需要以孰為重？倘以英語

教師本位能力為主，則恐缺乏學科類的專業知識，若以學科專業為主，則易產生英語能力優劣的教學

落差。 

    雖然目前有採行引進雙語教師(外師與中師共備課)，但是成效有限，特別是到了更高深更專門的

知識結構的狀態，到底以孰為重?是學科知識重要?還是英語學習(語言)重要?還是都重要卻都無法兼

顧?臺灣推動雙語教育的政策面與實務面都面臨不少問題，本文的目的即是以北部一所個案中學進行

雙語教學的經驗，反思臺灣實施雙語教學所可能面臨的問題與因應之道。 

 

關鍵字：雙語教學師資; 雙語教學教材; 雙語教學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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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自主學習課程的實務探究：以自我評鑑的觀點 

 

黃千珊
1
 

1
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 

 

摘要 

民國103年教育部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明訂普通型高中彈性學習時間可

安排學生自主學習，107年《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學生於修業年限內，自主學習合計

應至少十八節。在新課綱教與學變革中，為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具備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能力，教

師應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學習。自主學習課程除了是新課綱下新型態課程，111學年大學入學申請，有

八成五參採自主學習計畫。《總綱》亦規定各校對「學生自主學習」精神的保障與作法，應納入年

度課程計畫備查，並列入校務評鑑及輔導訪視之重點項目。民國108年《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實施

要點》訂定學校課程評鑑計畫，以結合相關專業人員規劃及實施學校課程自我評鑑。本文透過高中

生實踐自主學習課程的實務探究，以學校課程自我評鑑的觀點，主要在發現、解決課程問題，採「行

動研究法」探究方式，對學生、教師及行政團隊予以問卷調查法及半結構式訪談法，並對相關文件

加以分析，瞭解自主學習課程實施過程中學生需求、預期的成效與課程實施後真實情況之差異，以

促進學校行政單位及教師社群進行反思與對話，建構出適宜的模式，最後針對學校提出自主學習課

程參考改進的方向與建議。 

 

關鍵字：新課綱; 自主學習;課程自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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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杜威「開展一個完整的經驗」(Having an experience)看體驗學習 

 

黃春嫺
1
 

1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對我講述，我會忘記；示範呈現給我看，我可能會記得；讓我身歷其境地融入學習，

我將會理解。(Tell me, and I will forget. Show me, and I may remember. 

Involve me, and I will understand)  

(Kolb & Mainemelis, 2000；p2-3)  

 

 本文嘗試以杜威哲學著作《Art As Experience》中第三章〈開展一個完整的經驗（Having an 

experience）〉觀點，探究體驗學習的內涵。 

首先，從「什麼是經驗」為起點，約略說明古希臘、英國經驗主義、當代思想家與杜威對於〈開

展一個完整的經驗（Having an experience）〉的哲學觀點。其次，以開展一個完整的經驗觀點，嘗

試說明「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的教育觀點。「體驗學習」是 David Kolb(1984)在

其《體驗學習:體驗作為學習與發展的泉源》提出，強調經驗在學習過程中扮演的中心角色(Kolb 1984，

p41)。杜威認為經驗首先具有可感知的性質（aesthetic quality），在知性活動中，完整的經驗也

會具有可感知性質，實用性活動更是行動者當事人在行動開展的過程中，能夠首尾一貫掌握到某種意

義，在過程中不斷積累與開展，以產生興趣，使我們對於經驗產生新的期待與可能性。此看法呼應「體

驗學習」將學習定義為「通過經驗的轉化以創造知識的過程」，注重「知識是經驗的掌握和轉化的結

果」。 

最後，以杜威經驗與教育觀點，提出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務，不只要注意運用周遭環境條件，形

塑實在經驗的一般原則，還必須具體認識、運用現有自然社會環境，設法盡力萃取其中所有的要素，

以便有助於逐漸形成有價值的經驗（Dewey，1938：p35） 

 

關鍵詞：杜威、開展一個完整的經驗、體驗學習 

  



19 
 

 

新移民子女文化資本、人際關係與學校適應之相關研究－以桃園市龍岡地

區國中生為例 

  

 

黃綱維
1
 楊慶麟

2
  

中原大學企管系
1
 博士生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2
 副教授 

 

摘 要 

 

全球化與國際化趨勢下，桃園市因國際機場與工業區等地利之便，成為新移民移居與子女就學的

首要選擇；其中尤以龍岡地區周邊，新移民族群人數最為繁多，也因此成為研究新移民子女的重鎮。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市龍岡地區新移民國中學生文化資本、人際關係與學校適應之現況，分析不

同背景變項之差異及相關情形，並探討三者因果徑路關係。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以

桃園市龍岡地區新移民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普查該地區三所學校（龍岡、東安，龍興）之 450位新

移民國中學生，以「國中生文化資本、人際關係與學校適應問卷」為研究工具實施調查研究，研究期

程為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問卷回收後取得有效問卷 373 份，以描述性統計、平均數分析及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與結構方程模式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 桃園市龍岡地區國民中學學生文化資本現況呈「中低」程度表現。人際關係現況呈「中高」

程度表現。學校適應現況呈「中高」程度表現。 

二、 文化資本與人際關係有顯著低度正相關。 

三、 文化資本與學校適應有顯著中度正相關。 

四、 人際關係與學校適應有顯著高度正相關。 

五、 人際關係為文化資本與學校適應之中介變項。 

 

關鍵字：人際關係，文化資本，學校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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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民中學校長火線領導、資訊文化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楊明原
1
 楊慶麟

2
  

1桃園市立大園國民中學 總務主任 

                                                                           2
中原大學師培中心主任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市國民中學校長火線領導、資訊文化與學校效能之現況與相關情形，並分

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差異。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於 2017年 5月以桃園市 60所公立國中現職合格教

師作為研究母群體，回收問卷 722份。資料處理以描述性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

遜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桃園市國中校長火線領導、資訊文化與學校效能現況良好。 

二、在校長背景變項中，擔任校長總年資不同者，以及在該校服務年資不同者，校內教師知覺校長

火線領導及資訊文化的情形有所差異。 

三、在教師背景變項中，男性教師、擔任教師兼主任之教師、學校規模較小之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火

線領導、資訊文化與學校效能情形較佳。 

四、校長火線領導、資訊文化與學校效能彼此呈中度至高度正相關。 

五、依據研究結果編擬半結構式訪談問卷進行實地訪談，並將受訪者回覆進行整理。 

  本研究建議如下： 

一、高資訊文化的行政團隊可提升學校效能。 

二、校長宜多傾聽、給予教師關懷。 

三、教師宜提升資訊能力，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關鍵字：火線領導（firing-line leadership）；資訊文化（information culture）；學校效能

（school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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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校訂課程-特殊需求課程發展模式之研究 

 

 

鄭友泰
1
 楊慶麟2

  

中原大學企管系
1
 博士生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2 副教授 

 

摘要 

 

 

關鍵字：108 課綱校訂課程、融合教育、特殊需求課程 

 

 

  

一、研究重要性 

        108課綱的課程改革，落實全球「融合教育」的思潮，不再以障礙類別及安置類型作為課程

設計依據，針對部定領域課程，以「課程調整」原則進行教學；在校訂課程中輔以「特殊需

求」課程，以滿足特殊教育學生在領域課程中不足的部分。 

        目前國內對於學校課程發展研究甚多，唯針對特殊需求課程發展之學術與實徵研究鳳毛麟

爪。過去九年一貫課程時代，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為一獨立領域課程，並有領域小組專司課程研

發，至108課綱將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併入校訂課程之一，其課程發展受重視及落實程度有待觀

察。而特殊需求課程的運作與落實與否，是特殊需求學生是否能真正融合在主流社會的關鍵。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國民小學推動108課綱「特殊需求」課程的形成模式與困境。 

 （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的建議，供學校、教育行政人員、特教教師與後續研究之參考。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針對參與特殊需求課程發展之特教教師及主任、校長進行 

訪談。並以敘事取向的書寫方式，做為研究的進路。 

四、預期研究結果 

   （一）歸納校訂課程中特殊需求課程之理論與運作模式。 

   （二）瞭解現行學校擬定特殊需求課程之現況、需求與困難。 

   （三）提出校訂課程之特殊需求課程運作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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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導師運用系統合作協助 ADHD兒童人際行為輔導之歷程 

        

   張明嫻
1
  

1
桃園市立興國國小 教師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一位導師如何運用系統合作協助 ADHD兒童人際行為輔導之歷程。輔導團隊包

括研究者/導師和專輔教師，研究對象為一位 ADHD學生與其家長。本研究方法採用個案研究法，收

集團隊輔導個案互動一學年期間的歷程資訊。在互動歷程中，研究者/導師會依據兒童的行為狀況，

個別或結合專輔教師不定期與不定期與兒童或母親晤談，接著依晤談結果擬定或修正輔導策略，再

依據兒童的輔導進展作調整。具體研究資料有聯絡簿、行為改善評量表、輔導歷程中的晤談資料，

與母親及專輔教師之晤談資料及與所有參與者之結案會談資料。在資料分析時，研究者將輔導歷程

分為前、中、後期以呈現資料分析結果。研究結果顯示在輔導前期，主要輔導活動為建立合作同盟

關係，取得個案與家長合作，並訂定輔導目標，藉由訂定外在行為目標協助個案改善人際行為問

題；在輔導中期，師生溝通使個案正視自身人際問題、同時正向支持個案的優勢面向行為；在輔導

後期，則引導個案找尋人際互動的學習楷模並協助個案從人際回饋檢視自己的改善成效。研究結果

發現，在人際行為輔導歷程裡，導師需透過正向支持協助學生改善人際行為問題並化解家長歧見、

邀請家長及專輔教師與導師合作共同參與輔導歷程，才能有效的解決 ADHD兒童的人際行為問題。 

 

 

 

關鍵字: ADHD、系統合作、正向支持及人際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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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愛、迎向光：輔導志工團體的發展及其與學校有效合作的經驗 

 

蔡章琦1 杜淑芬2  

1
桃園市立大成國中 輔導志工 

2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輔導志工團體的成立、運作並與學校有效合作的經驗。本研究採個案研究

法，選擇北部某縣市已成立輔導志工團體的三所國中為研究對象，邀請參與成立或運作的8位領導者

進行訪談，包括1名主任、1名輔導教師、6名輔導志工。研究參與者均為女性，平均年齡為51.6歲，

平均輔導參與年資10.8年。本研究使用紮根理論分析方法進行資料分析，並運用三角驗證法以確保

研究的可靠性。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學校輔導人員成立輔導志工團體之積極動機是因為志工輔導學生具成效、學生願意向志工傾 

    訴、協助學生行為更穩定、並為個案輔導帶來新觀點。輔導志工發現他們能幫助學生步入正 

    軌、更穩定、非教師身份得到學生信任；而校方的認同與尊重、支持與信任、開放的態度和協 

    助，以及積極的支持與回饋，是志工致力於志願工作的基礎。 

二、輔導志工團體成功的重要因素為：學校與輔導志工團體的相互支持、信任與合作；強而有力的 

    組織領導者及熱誠有愛的志工；建立團體規範和完善的運作模式。 

三、輔導志工團體與學校有效合作的五點具體策略：持續的增能課程規劃與安排、輔導老師積極參 

    與個案研討或個案諮商之協助、安排需要長期陪伴的簡單和非危機的個案給輔導志工、來自學 

    生及校方正向回饋、賦能與支持，以及辦活動、聚餐凝聚向心力。 

   最後，研究者依據研究結論提出研究之建議，期待提供未來針對國中成立輔導志工團體的相關研

究參考。 

 

關鍵字：輔導/認輔志工、志願服務、有效合作、學校輔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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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班教師輔導情障生的輔導困境、需求及策略-輔導背景有差異嗎? 

 

石佳穎
1
 杜淑芬2

  

桃園市立中壢國中
1
 教師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2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資源班教師在面對情障生時所遭遇的輔導困境、需求及使用的輔導策略，並比

較有無輔導背景之差異。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取向，使用焦點團體訪談法，透過立意取樣邀請五名非

輔導背景與 7名具輔導背景等共 12名資源班教師參與焦點訪談，共舉辦四場焦點訪談。資料分析則

採紮根取向分析模式，並運用三角驗證法檢核信實度。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資源班教師面對情障生的輔導困境，包括輔導知能不足、角色衝突、無多餘心力時間、班級秩

序問題、普通班教師對特教的過度期待、家長態度消極、班級導師難合作、同儕之間缺乏合作

關係。其中，具輔導背景教師較少因輔導知能不足而感到困境。 

二、資源班教師面對情障生時的輔導需求，包括職責、工作內容分工明確、專家諮詢與協助、發展

跨專業合作、輔導知能充實與提升、以及校內對於資源班教師專業的支持與尊重。 

三、資源班教師面對情障生時的輔導策略，包括傾聽、同理與接納、理性溝通、陪伴及關心、行為

功能介入與正向行為支持策略、輔導原理與技術、以及系統合作策略。其中，具輔導背景教師

較為擅長輔導原理與技術的運用策略。最後，研究者針對師資培育、實務工作與未來研究提供

相關建議。 

 

關鍵字：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困境、輔導需求、輔導策略、資源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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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價值觀、復原力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以桃園市高中生命教育課程

為例 

廖 婉 涔
1
 楊 慶 麟

2
  

         1中壢高中 特教教師 

                                                           2
中原大學 教育研究所暨師培中心主任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市高級中學教師價值觀、復原力與教學效能之現況，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

相關、差異、結構方程模式適配情形，以瞭解教師價值觀、復原力與教學效能三者之間的因果關

係。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以108學年度桃園市14所公立高中，共96位現職合格教

師作為本研究母群體，分層隨機抽取教師填答，並保留67位教師之問卷填答結果作為研究樣本，以

「桃園市價值觀、復原力問卷及教學效能問卷」為研究工具實施調查。資料處理以t考驗、描述性

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結構方程模式法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結

果歸納如下： 

一、桃園市高級中學教師價值觀、復原力與教學效能之現況佳。 

二、在教師不同背景變項中，年資不同的教師，以及在該校服務年資不同者，校內教師價值觀及價 

    值觀的情形有所差異。 

三、在教師背景變項中，男女性教師在擔任職務之教師兼主任與組長及專任輔導之教師價值觀、復 

    原力與教學效能情形較佳。 

四、復原力與教學效能呈現高度正相關；價值觀與復原力呈現高度正相關；復原力與教學效能呈現 

    中高度正相關。 

一、復原力是教師價值觀與教學效能之間的中介變項，代表在復原力的中介效果下，可提升教師價 

值觀對教學效能的影響力。 

    最後，本研究依據上述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俾供教育行政機關、高級中學校長與教師，以及

後續研究者參考。 

 

關鍵字：關鍵字：價值觀、復原力、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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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訓練實施於國小校園之行動研究 

 

林紫薇1 杜淑芬2  

桃園市中壢區自立國小
1
 教師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2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藉由行動研究歷程，探討國小正念課程之實踐歷程，並分析學生正念覺察之相關經

驗，以探究行動者在行動歷程的反思與調整。研究參與者為研究者所任教之六年級班級學生，男生

9 人，女生 9 人。研究進行方式為每週一次，每次三十分鐘，為期十三週的正念課程方案教學。本

研究為行動研究，依循「計畫、行動、觀察、反省、修正」的行動循環歷程，來進行課程方案的調

整與實施。研究者採用錄影、觀察、訪談、文件資料等多樣方式收集資料，並用歸納的方式來分析

資料，經過資料蒐集、文本的詮釋與分析，本研究結果發現： 

二、正念課程實施是一種行動、反思、修正、實踐的歷程。 

三、透過正念課程訓練方案教學能提升學生感官覺察力。 

四、正念課程訓練方案的實施能促進學生內在感受、情緒與想法狀態的自我調控能力。 

五、動態正念練習可以促進重點關懷學生之專注與覺察學習效果並激發學習興趣。 

六、透過行動研究可以增進教師的正念覺察力與正念練習教學的能力。透過行動研究歷程，研究者

從中獲得專業成長與收穫。最後，依據本研究結論，針對教師教學與未來後續研究提出具體建

議。 

 

關鍵字：正念、正念課程、兒童正念練習、班級經營、教師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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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練習實施於六年級生之覺察經驗 

 

羅稀宸
1 
杜淑芬

2
  

1
桃園市立富台國小 教師 

2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藉由正念練習方案，增進6年級兒童的正念覺察經驗。研究者即為行動者，以桃園市

某國小為行動場域，執行並帶領為期八週的正念練習行動研究。參與者是行動者導師班的23名學

生，其中男生12名，女生11名，經家長同意參與本研究。行動方案包括每週五次的5分鐘靜心靜坐練

習；每週二進行正念水果飲食、週四綜合課程進行多元正念活動、週五進行正念行走練習，每次30-

40分鐘。研究者採用學習單、觀察、訪談、反思札記等方式收集行動歷程資料，並邀請兩位科任教

師為協同行動者，觀察與回饋學生課堂專注與情緒行為。 

行動研究結果如下： 

一、透過正念靜坐與正念行走練習，學生感官能力因此更加靈敏，自我身心覺察更加敏銳；專注力

方面更為提升與集中。。 

二、(正念練習的活動，可協助學生覺察情緒的來源，接納當下的情緒，讓自己更能以穩定平和的心

境來面對事情。 

三、學生可以將各項正念感官練習活動，應用至班級的人際互動與帶入家庭日常生活當中。 

四、行動者經由正念練習活動的帶領與共同學習，得以提升自身對尊重、同理的理解，並增進實施

與引導正念練習的相關技能。 

   結論指出行動者與學童透過正念練習活動，均經歷實踐、修正和反思覺察的經驗循環。文末針對

正念練習的實施與未來研究給予建議。 

 

關鍵字：正念練習、正念覺察、兒童正念練習、班級經營、導師輔導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