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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融入英語教學實務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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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林淑媛 

臺北市興雅國中英語教師 

政治大學英語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 

 
前言 

最近國內最重大的一波教育改革——國

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於民國八十九年開始

實施。其中，為配合國家長遠發展計畫，與世

界並駕齊驅，「資訊教育」是課程計畫裡六項

重大議題的首位（教育部，2001）。「資訊科技

融入各科教學」是課程實施的重要一環，自課

程改革前，有心研發的民間公司以及校園內熱

情創意教學的教師即搭上資訊科技列車，利用

電腦、網路進行教學方式的變革。以英語科為

例，英語教學雖為人文教育，但利用科技產物

提升英語教學效能，運用多媒體教材刺激學生

學習興趣，都是近年英語創新教學趨勢之一。

但在課堂實務操作過程中也凸顯許多問題，以

致許多英語教師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視為畏

途，或學生學習未達期許的目標。本文除了提

供具體可行的辦法讓一般非電腦專長的教師

參考；更從英語教學專業的立場——而非電腦

科技專業人員的角度——提出優點、問題、需

求與建議，讓科技專業人員參考改進，在各方

專業人員的互動與努力下，英語教學與科技研

發相互伴行，實現課程總綱裡「人文與科技合

一」的教育理念，達成英語教學效能與目標。 

 

壹、校園與社會資源結合的效益 
網路教學是突破時空限制的教學利器，民

間公司及學術單位已普遍開發、應用。但是，

國民中小學的資源與經費短少、教師教學事務

繁重，要獨立製作網路教學課程，困難重重。

民國八十八年作者與民間公司合作攝製網路

英語教學，很欣喜的感受到科技專業與教學專

業各司其職，互動合作的效益。（林淑媛，2001） 

    科技產物，如錄音機、錄影機輔助英語教

學多年。電腦普及後，民間出版公司或 CAI

發展中心學校開發光碟教材，價格便宜，較傳

統錄音帶更省空間，攜帶方便，學生更容易學

習。若教室內有電腦設備可供播放，更是支援

教師教學的得力助手，也減少教師費時費力的

板書。又因文字與聲音雙重刺激與連結，學生

辨認字彙並拼讀的能力也大為提升。 

九年一貫課程實施，教科書開放民間出

版，出版社提供教學資源光碟、學習單光碟、

題庫系統給教師使用。傳統英語教學，教師製

作大量教具、閃示卡、圖卡以刺激學生連結語

言學習，費時費力，器材堆棧佔用龐大空間，

浪費資源等缺失都因科技產物而改善。網路盛

行之後，科技公司拍攝教師教學影片於網路播

放（圖 1），主要訴求是學生也可以在家上課，

讓家長安心，更勝一籌的是容易存取，不必攜

帶、保存一堆光碟片。（林淑媛，2002a） 

 

圖 1：網路教學。 
語教室，www.ruby.com.tw 徐薇英

 

另外，線上題庫與測驗，包含單字、文法、

老師教學實況錄影 

http://www.chere.id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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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力、翻譯等，學生可以隨時下載練習並可立

即對答評分（圖 2）。這些功能也都是容納量

有限的光碟片望塵莫及的。還有一些網路公司

設計線上或電話與英語教師對話或問題解

答，加強英語口語練習，線上批閱寫作練習

等，讓英語聽說讀寫綜合能力得以全面線上訓

練。當然這些都必須付費註冊才能使用。國內

外不少大專院校或學術單位也提供類似的線

上服務（如：淡江大學 IWILL 智慧型互動式英

語學習環境），免費讓教師與學生利用（白琇

寶，2001），但限於人力與經費，尚無法提供

真人同時線上互動學習英語。 

 

圖 2：線上測驗。百位階梯教學網，
100teachers.com.tw www.

 

目前已有網路公司與學校合作，引進美國

部分校園行 之多年的系 統化教學（ System 

Approach）的理念與模式（Gary J. Anglin，

1991），提供全套的電腦輔助學習系統，除前

述教與學的輔助功能外，最重要的是透過電腦

系統紀錄、追蹤學生的學習狀況，彙整出學生

的學習曲線，而學生也可依個別程度差異自行

調整學習步伐，即使在家也可複習與練習。 

    過去的大班教學，教師無法一一掌握學生

的個別學習狀況，提供及時的補救教學，或依

學生能力進行個別化與適性化的學習進程。而

繁複的作業批閱與成績評量在在使教師的教

學效能大打折扣，也損及學生受教品質。如

今，利用電腦網路系統化教學，過去用錄音

帶、錄影帶、CD 播放教材內容，讓學生跟著

讀誦的機械性訓練由電腦執行；以學生為學習

中心（learner-centered），學生自行受測，讓電

腦系統判斷晉級或重學；學生繳交作業也由電

腦公告、記錄與追蹤催繳等。因電腦代替執行

這些繁瑣工作，教師所多出來的時間，就可全

心全力規劃課程，輸入系統內，以及對學生個

別化輔導與指導等專業的教育活動。當然，即

使是個別化輔導也可利用電腦視訊系統親見

耳聞，突破空間限制，達到師生互動的效果。 

就作者親臨該教學現場發現，學生皆能自

動學習，秩序良好，教師遊走於各個學生之間

給予鼓勵與關懷或及時的指導。而較內向害羞

或學習進度較慢的學生也因面對群眾的壓力

減輕，得到老師較多的關懷指導，學習效果也

相當良好。 

這套教學系統勢必要改變學校傳統的軟

硬體設備與行政體系（Gary J. Anglin，1991）。

學校首先要花一筆經費調整網路伺服器、改變

行政運作模式與改變教師傳統教學習性的訓

練，是否能在國內校園內普及，尚須觀察一段

時間。另外，實際是否達到英語教學目標，也

需再做長時間的追蹤研究。 

 

貳、教師自製教學教材或學習系統 

    近年來，教師資訊素養日漸提升，在教科

書未全面開放民間出版業者編輯前，不少教師

就已經自製教學多媒體教材在教學上使用，加

深加廣學生學習、提升教學效能、刺激學生學

習興趣。國內許多文教單位或政府教育部門也

舉辦多媒體教材比賽，鼓勵學校教師參賽，優

秀作品由教育部或教育局採購，放在教學網

（如台北市教師研習中心「多媒體教學資源中

心」）供社會各界使用，或分享到各校園裡（林

淑媛，曾啟峰，2002）。 

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之後，教師得依專業自

主選編教材（教育部，2001），教科書不再是

唯一的教學教材，教師更可引進社會資源，擴

大學生學習範疇，改變傳統教學策略。教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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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比往日更寬廣、彈性、創新。教學素材與媒

體的整合就是一個非常可行的方向，突破教科

書僵化，無法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困境。因為

教師最清楚教學需求，所編製的教學內容最貼

近實際教學現場，彌補科技公司出版的教學光

碟或網路教學內容不足，費用也比民間研發的

教材更低。 

自從「教師資訊素養能力檢定」、「師師有

網頁」的政策（2000）執行之後，許多教師已

有自己專屬的網站，資訊能力較優秀的教師也

自編線上測驗系統（圖 3），突破傳統教學評

量的實施方式，創新多元評量的方法（陳明

終，2000）。 

 
圖 3：教師自編線上測驗系統， 

興雅國中曾啟峰老師 
163.21.42.19/w58021 

台北市
http://

 

老師若經營得當，繁雜的小考、成績登

錄、宣告通知等工作都可依教師自己實際個別

教學需求而有系統的整理分類，提升教學效

能。與前述引進民間業者的系統比較，雖略遜

一籌，但更動校務系統的阻力小，費用少，也

較貼近教師教學的習性，值得鼓勵教師們依個

別專長，團隊合作創新，改變教學策略。這也

是九年一貫課程提升教師教學效能的理念。 

 

參、課程設計與資訊教育 

    一般非電腦專業養成的教師即使對電腦

操作生疏，以「教師資訊素養能力檢定」的檢

測項目：Word、Excel、 Outlook Express、Internet 

Explorer、PowerPoint 等基本常用的 office 軟體

就足夠教師在教學上靈活展現。 

英語科可資運用的教學媒體與活動琳瑯

滿目，教師可適當取之。若設計的活動可與電

腦媒和，而自身的資訊能力足夠，則可自行指

導學生進行學習。例如要求學生英語短文寫作

（圖 4、圖 5），過去是紙筆作業（paper work），

現在則可要求學生用電腦打字，傳給老師。 

圖 4：用數位相機拍攝家中客廳結合寫作。 

     台北市興雅國 112 班吳函霓（2002） 

 

利用電腦與網路遞交作業有幾項好處： 

一、減少紙張浪費，符合環保。 

二、減少老師作業堆棧的空間。 

三、電腦記錄交件時間，教師易於掌握。 

四、利於學生保存與檔案評量（portfolio  

assessment）。 

五、方便學生媒體資源整合，應用於發表。 

當然，在學生交件前一定要施予「網路倫

理」的機會教育，告誡學生要先掃毒，引用資

料要註名來源出處，尊重智慧財產權等，這些

都是資訊教育必定要上的一課。一般教師也應

該要有這樣的基本認知，隨時督導學生，使網

路病毒的傷害減到最低的程度。而學生的優秀

作品也可以成為教師編寫教材的來源，給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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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更高層的肯定。學生運用電腦老師教的技能

靈活應用於各科的學習才是統整學習（林淑

媛，2002b）與多元智慧的展現（Gardner, 

1993；Lazear, 1999；戴維揚，2001）。 

過去，學生上台報告都是畫大字報，如

今，利用網路蒐集資料已非常普遍，在電腦上

編修並製成簡報發表相當容易，也比做傳統大

字報省時省力，又易於保存，也是實現多元評

量的理想與幫助學生學習檔案的建立，同時讓

孩子學習操作資訊媒體也是必備能力之一，符

合九年一貫所要培養學生十大基本能力之「表

達溝通與分享」、「運用科技與資訊」、「主動探

索與研究」。（圖 5） 

 

圖 5：結合攝影機、影像擷取軟體，英語口述

 

興雅國 112 班郭俐妤（2002） 

發表。

台北市

 

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學的另一重大意義

是「知識管理」與「終身學習」。在當今知識

爆炸時代，懂得蒐集所需的資料、分辨、整理、

消化、建構為自己的知識體系並應用，是各科

教師在設計課程時要培養學生的一項重大能

力，也才符合知識經濟的要求。我們在教學現

場常發現，學生從網路各處複製資料、貼上自

己的作業單內完成報告，充其量叫做堆棧資

料。各科教師有責任指導學生篩選、組織報告

內容，提出個人見解或心得。即使學生不靠網

路而是從書報雜誌剪輯而來的資料，這些資訊

教育也都是課程設計裡重要的一環。 

 

肆、反思與改進 

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學是要求每位老師

教電腦嗎？若是如此，則嚴重踐踏各科教師的

專業，也損及學生的受教品質。這是目前「資

訊科技融入各科教學」的偏執。特別是年輕一

輩的教師重電腦多媒體技巧而輕忽教學的本

質。例如某位自然科學老師在個人教學網站上

建置有趣的科學實驗動畫與互動遊戲，教孩子

「氫加氧會變成水」，是漂亮的多媒體傑作。

花費精神製作這套教學系統無可厚非，但是，

「孩子學習的目標在哪裡？」是電腦技能？還

是會結合氫與氧變成水？可以讓孩子在實驗

室輕鬆動手操作的實驗全由電腦動畫瓜代，就

是本末倒置的教育模式，就像電子雞永遠也無

法讓孩子深刻內化尊重生命的道理是一樣的。 

    台北市興雅國中自然科教師團隊拍攝課

本各單元實驗，編輯成電腦多媒體教材，讓學

生實驗前看過後再進行實際演練，以減少實驗

過程中的危險與意外，並於段考前再用媒體教

材複習，這樣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才是兼顧自

然科教學目標與資訊融入教學理念，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才有意義。 

    同樣的道理，英語教師的專業就是英語教

學，一定要清楚英語教學的目標，妥善規劃「英

語教學」課程、教材教案，透過適當的活動設

計與輔助教材（teaching aids）達成教學目標。

即使電腦輔助教學，電腦程式設計得再完美，

可以組合資料庫創造豐富的句子，但是就組不

出「She is a handsome girl.」（Emma, Jane Austin）

如此洗鍊而饒富玩味的句子。因為，語言是無

盡創意發展的。國內外各大專院校提供線上批

閱作文（如： The Purdue University On-Line 

Writing Lab、淡江大學 IWILL）就教學現場的

英語老師反應，一篇十分鐘可以改好的作文在

系統上卻要跑兩小時。而常常是一個句子可以

有許多種寫法，創意無限， 電腦系統卻無法

辦到。語言的學習，特別是發音時嘴型的示範



與模仿、非語言性交際（none-verbal  

communication）的肢體動作表達都需要真人

演示，即使網路或光碟內容以有趣的卡通動畫

呈現，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仍不足以取代教師

親自演示的效果。因此，以科技技術日新月異

的速度，要改進系統是絕對辦得到，但是「資

訊科技」並非教學萬靈丹，各領域的專業素養

與教學目標，電腦仍是無可全然取代的。非電

腦專長的一般學科教師應要有自信在自己的

教學專業領域，有心自學電腦應用軟體或更高

一層的程式設計亦可，或尋求教學伙伴，請教

具有電腦專長的教師（不一定非得電腦老師不

可）等，都是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可行的路。切

勿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而設計課程，本末倒

置。在校內，學生的電腦能力就由電腦教師負

責，其他領域的教師可與電腦老師統整或協同

教學，致志達成自身專業領域的教學目標，分

工合作才是教育之福。所謂「術業有專攻」，

道理在此。 

    「科技與人文合一」的另一觀念是「去電

腦化」！由各科老師編輯教材，委交科技專長

老師或專家利用電腦與科技軟硬體配備完成

多媒體教材後，讓一般教師與使用者不必費時

費力開啟電腦點選程式等一堆複雜動作，就直

接可以輕鬆操作影音設備（如 DVD、CD 

player）播放，各司其職，分工合作才能提升

各科教學效能。 

    目前資訊科技開發出來支援英語教學的

軟硬體設備真是琳瑯滿目，但仍有一些改進之

處。以目前作者觀察到的狀況如下： 

二、即使網路學習較光碟優，也因收費高，而

無法普及於學生在家學習。 
三、聽力測驗目的在測驗學生聽得懂，而非打

字能力。應把填答方式改為選擇題方式讓

學生移動滑鼠點選正確答案，而非字母逐

一輸入，干擾聽力反應。 

四、聲光炫麗效果絕佳的光碟或線上學習大多 

缺乏各科專業教育人員的投入，教材內容

貧乏或無法貼切運用到教學現場。與教學

專業人員合作，定期或不定期更新題庫與

教學資源，才有測驗、鑑別的意義。 

 

結論 

    拜科技進步之賜，英語教學較往日更活潑

創意；學習英語也不受時空限制，時時處處可

學。但是，語言是人際互動的產物，教師引導

學生語言的訓練仍有不可被取代的地位。資訊

科技融入英語教學的意義就在於透過個別專

業相互合作，讓科技提升英語教學效能，讓英

語教學需求刺激科技資訊進步。套句廣告詞，

「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人文與科技才有合

一的接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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