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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東信國小是位於基隆市信義文教區校齡60多年的中型學校，學校環境優美，四面簇擁
著高聳的大樹，讓校區能享受城市中的濃濃綠意，同時最難得的是學校校區中矗立一棟
以外籍教師及英語教師授課需求規劃的英語村。英語教學一直是學校教學與行政規劃特
色，為了營造全英語學習環境，學校鼓勵學生進入英語村並以英語溝通，提升學生應用
英語的機會。本想在這種學習環境及氛圍中，所有孩子的學習成效應該有一定的水準，
但從這幾年學生參與英語學力測驗的成果分析，才發現雖然學校學生英語整體的平均學
力頗高，但是仔細從個別學生的成績分析，學生的英語成就有嚴重的雙峰現象，高成就
的學生很多，但是低成就需要協助的學生也不少，且兩者的差異頗大。這個現象讓我們
思考必須尋求解決雙峰現象策略，才能
讓所有的學生享受到學習英文的樂趣，並達到應有的成效，因此融入雲端平台，延
伸學生學習英語的時間，就成了研究團隊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嘗試在英語口說形成性評量歷程中，融入雲端平台-「班雲」，運用平台的虛擬
空間，進行英語口說差異性實作任務的設計，建立「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實作評量」
模式，提供不同的任務鷹架，給予學生適性的學習評量歷程。除此之外，並嘗試進行英語與資訊
科技的跨領域教學整合，讓學生能將在資訊課中所學的網路應用知識，真實的運用在英語學習中，
期盼藉此模式同時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與英語學習成效。研究者一方面與教師共同討論教學設
計，一方面蒐集研究過程與結果的資料，藉此了解「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
實作評量」模式的執行情形與是否真能提升學生的英語口說表現。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
下:
一、建構「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實作評量」模式。
二、了解「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實作評量」模式執行中產生的問題及解決方式。
三、了解「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實作評量」模式對於提升學生口說能力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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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語言學習與口說教學策略
(一)語言發展
在設計口說課程與評量之前，必須了解學生語言學習的發展歷程，才能有更好的安排。
早期行為學派的學者認為兒童如何習得語言提出兒童是經由模仿而學會說話的，因此成人
正向的回饋能鼓勵學生重複他們所聽到的語言，進而強化他們的學習。但是這個理論卻無
法說明兒童會說出他們從未聽過的語言。例如有些小朋友會說出「I goed」「I wented」「I
eated」等。因此喬姆斯基(Chomsky)「語言獲得裝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的理論提
供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他認為所有的孩子天生就有一種「語言獲得裝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可以透過這種裝置對他們從周遭所聽來的語言產生「意義 (make
sense)」，並且從其中找到自己可以運用的模式與規則。而這兩個理論的結合就是如布魯納
(Bruner)等理論學者所提出的社會互動觀點(social interactionist view)，也就是當孩童成為一
個積極的語言學習者，持續地藉由自己的投入學習了解語言如何使用時，這時成人的工作
就是提供豐富的語言環境，及調整自己的語言以呼應兒童的需求(Allott, Waugh, Anderson, &
Bennett, 2016)。因此對於教師而言，如何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提供足夠的語言學習環境，
及藉由自己呼應學生差異的「語言鷹架」，讓學生能更有效的學習。除此之外激發兒童溝
通的慾望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兒童階段溝通的慾望很強，因為透過強烈的溝通慾望可
以使兒童變成一個有技巧且熟練的語言使用者(Allott et al, 2016)，教師要善用這個時機。
學習口說牽涉到許多不同的技能和知識，在DfES(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中
Communicating Matters(2005)中的訓練教材中有提到口說發展的階段。了解這些階段有助於
對於口說語言發展及評量與支持是有幫助的。發展階段有(1)、了解和使用聲音和符號(語音
發展)、(2)了解和使用字彙(字彙發展)、(3)語言結構(語意)、(4)應用語言(語用)。在前面所
述 之階段中所提到的「了解和使用」可被視為語言的兩個面向，一個是接受性語言
(receptive language)和產出性語言(productive language) (Allott et al, 2016)，教師對於這兩種語
言學習的面向要關注其對於語言學習的影響，並確實在教學歷程中仔細觀察。
(二) 語言學習與社會互動
除了上述的語言發展階段外，對於在教室內如何安排學生口語學習歷程，也是非常重
要的。受維高思基(Vygotsky)影響的心理與教育學者宣稱「言談(discourse)」對於學習者
形成意義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強調口說語言和學習之間的關係，並宣稱「言談」可以促
進思考和學習。維高思基提到一個觀點，那就是思想並不全然在語言中表現出來，而是透
過語言存在而 產生的 。維高思基認 為所有 的口說都必須 是有社 會性或有溝通 功能的
(Corden,2002)。因此教師在教室中設計口說學習情境甚至是評量，都要注意給於互動的情
境，或合作的歷程，對於學生口說學習有正向的促進效果。除此之外維高斯基(Vygotsky)
和布魯納(Bruner)重視教與學的互動過程，特別關注社會化的言談、合作學習和知識建構
的連結。他們非常重視老師有效介入和搭鷹架策略的重要性。例如:
˙模式化(Modelling):給學生專家所完成的範例。
˙示範(Demonstrating):示範專家在完成任務所執行的過程。
˙在學生學習和實作的過程中給予支持。
剛開始時，學生需要很多的鷹架，到後來學生更為熟練之後就可以獨自操作(Corden,2002)
(三)口說評量
不論任何技能或內容範圍，口說評量可以在三個階段執行:教學前、教學中及教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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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階段可以提供師生對於學習經驗有更正確、更客觀的圖像(Folse,2009)。
1、教學前評量
在口說教學前階段，有很多執行前測的方式，例如你可直接與學生交談，藉此了解學
生口說的流暢度及發音情形，基於前測資料的發現，你可以將教學聚焦或忽略某些內容。
或者你可讓你的學生寫前測問卷，了解他們想聚焦於口說學習的哪一個部分，或者是想在
哪一個部分以錄音的方式進行(Folse,2009)。
2、教學中評量
所有優秀的口語教學者都會在他教學的歷程中不斷地對其學習者進行評量。對於教
師而言最明顯的回饋就是學生的表現。例如:他們有彼此對話嗎?他們在某些發音上有困
難嗎?有沒有學生因為不了解一些關鍵句如「Could you repeat that?」「Um,let me
think about that a minute.」而無法對談，他們對談時會輪流，還是會彼此打斷、干擾?
他們會因為文法使用錯誤而產生溝通困難的現象?基於上述教學間的評量發現，教師會了
解誰是最需要幫助的學生，哪些問題需要再次強調或重複進行，或是何時要再往下進行
活動(Folse,2009)。
教師在進行教室間觀察評量時，要避免直接在過程中指正學生的錯誤，除非你確認那
些較無自信或害羞的學生已經有足夠的安全感可以大聲在課堂中發言。當你的學生已經滋
養出「冒險(risk-taking)的學習態度，某些原本沉默的學生也都勇敢地說話時，老師當然
可以隨時進行「修正(correct)」的動作了(Folse,2009)。下面是一個老師在課堂以大聲回
應的方式進行修正的例子:
T: Where did you go last Saturday?
S: I go to the store.
T: You went to the store.(with emphasis on went)
S: Yes…I…I go to the store. I buy many thing.
(Folse, 2009, p210)。
有些學生你馬上修正他的錯誤，他能理解，這些學生有很敏感的耳朵。但也有些學生就
像上面那個例子，雖然老師大聲說出正確的答案，但是學生仍無法了解，這時就需要個別化
且私下的修正回饋意見。
3、教學後的評量
何時進行口說的修正回饋呢?答案就是整個單元活動結束後。最佳的策略就是「保留軌
跡(keep track)」，老師可以在腦中或紙筆紀錄學生在學習歷程中所發生的錯誤或困難。
在整個口說活動結束後，老師可以在黑板上寫出你的回饋，過程中不要寫出犯錯者的名字，
對於整個活動提出針對整組同學有幫助的3~5個建議。當教師把所聽到的錯誤句子寫在黑板
後要進行下列的討論:
教師開始寫You will have lucky.
T:我聽到有些人說You will have lucky.有人能說一下這個句子有甚麼問題嗎?
SA: You will be lucky.
SB: You will have luck.
T:的確有這兩種說法，但是這種(老師走過去把黑板上的 lucky畫X)就不可能。有沒有同學
可以用上面兩個正確的句子造句呢?
SB: If I eat twelve grapes, I will have good luck.
SA: If you eat the twelve grapes, you will be lucky.
(Folse, 2009, 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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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式口說評量(Formal Assessment)
在正式評量中老師可以針對發音(pronunciation)、流暢度(fluency)、和語言的正確性
(language accuracy)進行評量。
(1)發音(pronunciation)
考發音的方式之一，是讓學生大聲唸出內容並錄音，可以以句子或篇章的方式進行。
這個方式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確認學生所學的內容學生都能唸出來。但也有缺點這種測
驗方式，比較趨向閱讀而非口說，閱讀是一種更正式、學生會更小心作答的一種測驗方式。
有些學生會因為看到字而發音更為正確。或許這種學生在真正的口說測驗時，這些字會唸
錯，也或許口說發音正確的孩子，在這種閱讀測驗中的表現也會不如理想。所以這種測驗
方式，並不是純測口說(Folse,2009)。
(2)流暢度(fluency)
流暢度是指語言的傳達效果，並不需要全然的正確性。例如:說話者會不會為了找尋要
用的字而停頓? 說話者會不會為了要修正例如his,her這種有關社人際方面的訊息而停頓?
換句話說就是說話者能不能自然且不會因自我修正(self-corrections)或自我干擾(selfinterruptions)而導致在有停頓的情形下完成訊息的傳遞(Folse,2009)。
測驗流暢度的第一種方式就是在一段時間內學生能說多少字。例如:有5張圖，每次給
學生一張圖片，請他們安靜的看30秒，之後有一分鐘的時間自由說圖，他們的目標就是在1
分鐘之內說閱讀越好。第二種方法就是將張圖排好順序，並告訴學生他們有一分鐘去看這5
張圖，並告訴老師主角昨天發生了甚麼事?為了評量學生要將所說的話錄音。在第一個評量
方式中，因為圖是隨機的，所以學生不必管圖與圖之間的連結，但第二種學生就要注意圖
與圖之間的連結關係，並說出來(Folse,2009)。
評量者的評量方式:主詞-動詞的對應(subject-verb combination)、任何錯誤包含發
音、文法、字彙或內容。主動詞對應正確可以得2分，任何錯誤扣1分，這個測驗的最終分
數是主動詞對應分數減掉錯誤數的一半。
學生口說轉譯如下:
In this picture is man. Man is name John. John has a nice face. He is a good
person. I think people likes John because is good guy. John was wake up late
today because he was very tired. (Folse,2009,p217)
這個方式也有缺點，首先是流暢度並不等於主詞-動詞的對應正確，例如在日本更重要
的流暢度問題在於他們在句子前面都加一個「I think」，但是在他們的系統中可能認為會
加「I think」的人說英文更為流利，另一個問題是說話者的語助詞會估算為錯誤，但是很
多語助詞事實上不會造成溝通上的困難，因此如果把語助詞算成錯誤，而造成受測者分數
降低，也不符合流暢度的真正達到可溝通的意涵(Folse,2009)。
(3)語言的正確性(language accuracy)
每個人都同意學習者語言學習的正確性非常重要，但是我們要問自己的問題是，雖然
學習者犯了這麼多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他們的溝通會被打擾或阻礙嗎？評量正確性的方式，
就是以錯誤的數量為評量的標準，但是它的缺點是有些錯誤會有關語言使用的整體性，例
如：如果一個人說I goed 或 I was went，他可能在文章中會出現很多都是因為動詞使用
錯誤的情形，會導致他的分數很低，但實際上只是同一種文法錯誤(Folse,2009)。
以上有關學生口語發展的歷程及口說教學與評量的策略，都可以融入本教學方案的設計
之中，提升學生口說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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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作任務的設計思考
對於面對學生能力雙峰現象的英語教師而言，如何創造「沒有客人的教室」是重要的
使命，所謂「沒有客人的教室」就是每一個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都能有呼應其能力的學
習歷程，讓學生能因為在學習過程中，適當的挑戰引動其學習興趣，進而投入學習。因為
正常化教學規定，目前小學無法進行能力分組，因此在英語教學歷程中，所有的學生多是
使用同一個教材，如何在同一個教材的前提下，提供呼應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習歷程及學習
方法，是讓「教室無客人」的重要策略。因此在本計畫中社群教師朝著針對「聽、說、讀、
寫」四種語言技能，學習歷程進行分析，提供學生針對「同一個教材」，但經歷不同「練
習及表達」歷程的方式，讓不同程度的學生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下完成學習歷程。也希望
藉由這種方式，讓學生都能擁有完成任務學習的成就感，進而產生對英語的學習興趣，提
升英語學習成效。
要讓20位學生，在短時間內能進入不同歷程的自我學習歷程。而這種自我學習應該是
屬於哪一種形式的學習歷程?「行動載具」扮演的角色及介入時機為何?關於這個部分美國
緬因州貝瑟市的全國訓練實驗室(National Training Labs in Bethel, Maine) 所提出的
「學習金字塔」(learning pyramid)理論（如附圖1譯稿）給團隊夥伴很多啟示，如同下圖
所示，不同的課程設計方式，對於學生知識或概念學習保留的比例都不同，從圖中左方可
發現，學生單純透過閱讀、聆聽、觀看的學習保留的比例，均為低於50%，透過實作及合作
學習的設計，學生的知識與概念的保留比例提高至70%，但學習成效最高的就是以真實的任
務，進行設計、發表，知識與概念的保留率可高達90%，這點讓團隊教師十分驚豔，也多有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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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教學設計者而言，在教學的歷程中，是否提供足以讓所學知識保留，且轉化成
能力的歷程，是重要的關鍵。因此如何讓「行動載具」支持學生進入「不同的情境」進
行「合作的實作學習」，運用行動載具進行實作任務完成學習，強化學習的效果，是團
隊教師在設計「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實作評量」的思考原則，因此在設計教學
創新模式的歷程中，團隊教師特別設計「差異性的實作學習歷程」，讓學生運用平板電
腦進行「語言學習中聽、說、讀、寫」等實作任務學習歷程，讓學生達到知識保留最高
境界，提高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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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級教學中的差異性教學策略
為了讓教室裡沒有客人，融入差異性教學策略是必須的。當差異化教學發生在一個
教室時，教師須將所有的差異化要素，都放在教室內執行，這些主要的要素計為彈性時
間、場地及學生分組的運用，自我規範的學習活動(anchoring activities)，差異性的教
學模式及差異性的評量等(Adams & Pierce, 2010)，如能善用差異性策略，每一個教室裡
的學生就都能在自己的舞台中真實的學習。英語教學歷程中，擁有差異性的概念是非常
重要的。當你以更彈性的方式進行分組策略，你必須將自己的角色定位，成在你教室中
的教練(coach)或促進者(facilitator)。有時候你的學生會需要教練般診斷的支持給於
他一些教導。例如在寫作課時班級中的各小組，正在針對寫作內容方向進行討論，這時
你發現有一些學生，需要你格外的指導，才能完成任務，這時你就將這些學生帶到教室
旁進行教練診斷(coaching clinic)似的格外指導。有時候你的角色是在教室中各組的學
習工作促進者，身為一個學習促進者的角色，其任務在於能支持所有的學生，能在教室
進行最優的學習與思考歷程。有時候你可以提供學生完成指定任務的選擇機會，並跟他
們討論如何完成(Hollas,Betty,2007)。
成功的差異化教學，發生在一個教室將所有的差異化要素都放在教室內，這些主要
的 要 素 既 有 彈 性 時 間 、 場 地 及 學 生 分 組 的 運 用 ， 自 我 規 範 的 學 習 活 動 (anchoring
activities)，差異性的教學模式及差異性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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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協同行動研究。研究團隊包含校長、二位英語領域專長教師、一位資訊科技
領域專長教師。研究對象為本校五年級2 個班級，共計40位學生。在行動歷程中，研究成
員共同討論差異性教學策略，如何融入英語口語實作與評量，並進行英語文及資訊科技
跨領域協同討論，如何藉由雲端科技協助教師執行「差異性口語實作評量教學策略」，
提升學生的口語學習成效，發展「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實作評量」模式。研究
者藉由教學觀察及討論記錄、師生訪談、學生雲端平台錄影作品轉譯分析，了解「雲端
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實作評量」模式，對於學生提升口語學習成效的影響。

二、 研究設計
(一) 「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實作評量」模式設計
研究團隊以「雲端平台可同時提供每位學生自主學習機會的特性」、「英語口語實作任務
可提供學生熟練口說技能的機會」及「差異性教學策略讓不同程度學生均可提升學習成效」等
三個面向思考，「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實作評量」模式的設計方向，希望藉由三個面
向的整合，能設計出一個模式，同時能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並能解決英語學習雙峰現象，及
實作時間不足的問題，藉此提升每位學生的口語學習興趣與成效。基於上述的設計理念研究團
隊整合出如下圖「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實作評量」模式(圖 2)。

wj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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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動裝置及雲端平台的運用-雲端中的差異性學習站
首先在圖的左上方的「techology」，說明在這個模式中經異質分組的學生使用平板
電腦掃瞄作業單中的「QRcode」連結，進入教師所設計的差異性學習站，再根據學習站
中所設計的實作任務兩人一組，用平板電腦將彼此的口語實作任務作品錄影後 ，
「upload(上傳)」到「班雲」雲端平台中。每個學生可以看到自己看其他學生的作品，
以利修正自己的表現及互相學習。
2、實作任務與評量設計-分析口語學習鷹架提供技能練習機會
上圖中左邊的長方格中提出英語口說學習的三個面向:「讀出(read aloud)、說出
(say it)、描述(describe or talk about it)」。根據國小英語口說「學習表現」中提到有
關說出句子 5、6 年級第二階段的表現有「2-Ⅱ-6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語調說出簡易
句型的句子」及國中第三階段的「2-Ⅲ-7能作簡易的回答和描述」 1。依據上述的表現，
我們可以把口語表現分為基礎的「說出(Say it)句子」，和較為挑戰的「以句子描述
(Talk about it)」兩個階段。而比「說出(Say it)句子」更為基礎的能力為「重述
(repeat it)句子」，由上分析可知，欲培養學生有流利地「英語溝通口語能力」的學習鷹架
應有「重述(repeat it)句子」、「說出(Say it)句子」和「以句子描述(Talk about it)」
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就成為教師進行任務設計的重點。
3、沒有客人的口語學習任務設計-差異性教學策略的運用設計
本方案以「分組、學習內容、學習歷程及學習產出的差異」四個面向作為研究團隊設
計差異性實作任務的基礎。從上圖中看到教師以「異質性分組」的方式設計，學生依據其
表現分為「低成就組」、「一般組」及「高成就組」。不同組別所設計的「學習內容、學習歷
程及學習產出」均不同。由圖中可知「低成就組」學生的實作任務作業單中「有圖、聲音檔和
文字」提供學生參考，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可以點讀筆所提供的音檔，以「重述(repeat it)
句子」的方式完成實作任務。「一般組」學生的實作任務作業單中「有圖和一個完整句型範例」
提供學生參考，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學生要自行根據圖意，以「說出(Say it)句子」的方式
完成實作任務。「高成就組」學生的實作任務作業單中「有圖和問句」提供學生參考，在
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學生要自行根據圖意，以「說出(Say it)句子」或「以句子描述
(Talk about it)」的方式完成實作任務。若以維高斯基的 ZDP 來思考如何提供學生學習
鷹架發現，不同程度的學生所需要的鷹架都不同。
(二) 行動研究循環與教學與評量方案設計
本案之行動研究設計流程如下圖3。研究團隊先進行「跨領域對話」由資訊教師針對
「班雲」的功能跟英語教師分享，再由英語教師跟資訊教師說明「口語實作評量」與
「差異性雲端學習站」設計的想法。最後才確認教師先將「口說評量雲端引導圖」之差
異性設計放置雲端中不同位置，產生不同的學習站，再將網址轉為 QRcode 設計，藉由分
組的方式運用平板電腦掃描不同的QRcode 進入不同的教室。進行差異性的學習歷程。又
因「行動研究」的精神， 研究團隊配合學校評量設計三個實作循環，英語教師團隊依據
教材內容討論設計「口說評量雲端引導圖」，進入執行階段，執行完之後，再跟據執行歷程
及學生學習成效進行檢討討論，進而修正引導歷程及「口說評量雲端引導圖」的設計方式，
再進入另一個行動的循環，配合學校行事，本計劃一共進行了三次實作循環歷程。

1

本教學方案所運用之學習表現指標為 12 年國教英語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中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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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學習站教學模
式之初步構想

思考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學習站教學模式
一、思考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學習站口說實作任務架構。
二、討論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學習站教學模式的指導方式。

設計將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學習站教學模式介入口
說實作學習的教學方案。

教學評量方案

方案實施
同時進行研究觀察

討論實施情形

協同討論發展與修正。

研究小組會議。

一、 非正式訪談。
二、 文件蒐集:包含學生作品、教師反思記錄。

一、 資料分析。
二、 非正式、正式訪談。

雲端平台融入差異性英語學習站教學模式的教學方案完成

圖3圖 2「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實作評量」模式研究流程圖

為了解本模式歷程的執行情形及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擬配合學校評量時間設
計三個行動循環:第一次實作評量配合教材 U1+U2；第二次實作評量配合教材 U3；第三次
實作評量配合教材 U4。每次實作評量教師設計符合不同組別需求之「口說評量引導圖」，
提供不同的學習鷹架與學習任務，下表 1 即為團隊所設計的第一次實作評量的引導圖(表
1) ，讓不同學生能在一時間，以符合自己程度的方式進行口說評量。本次研究團隊配合
教材設計了三次的「口說評量引導圖」 (如附件1~3)上傳雲端，提供學生進行差異性的口
說評量與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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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行
動
循
環

表 1 第一次實作評量「口說評量雲端引導圖」
口說評量雲端引導圖以第一次評量設計為例

分組、評量模式與鷹架
低成就學生組
提供鷹架:文字、圖片和聲音檔

She is going to the bank .
She can get there by MRT .

She is going to the supermarket. He is going to the
They are going to the park.
hospital. They can get there by boat.
She can get there by
car.
He can get there by taxi.

(點讀筆聽)
學生完成任務:

He is going to the bakery.
He can get there by scooter.

Read aloud the sentences 讀出句

She is going to the library.
She can get there by bike.

子

一般學生組
提供鷹架:句型、圖片學生完成
Helen(She) is going to the
She can get there by

任務:

.
.

Say the sentences 依據圖
意說出句子
Helen(She) is going to the____.
She can get there by ______.

高成就學生組
提供鷹架:問句、圖片學生完成
任務:
Say the sentences and talk
are they going? How can
they get there? Talk
more, if you can. Who
are they?
Why Where do they go
there? And more …

about it
依據圖意說出句子並加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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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方式以非正式訪談、社群對話會議紀錄、學生在雲端三次口說
評量錄影及教學歷程所蒐集到的資料為主。依資料的屬性進行分類，進一步分析、詮
釋和描述現象，將以上資料進行三角檢測，以說明本教學模式對於學生口說學習成效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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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實作評量」模式的修正
在經過三次的行動循環後，根據執行過程教師團隊的討論，及學生錄影成果的分析，
研究者將原先所設計的模式進行下列的修正，修正後的模式如圖4。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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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組方式」的差異性策略的修正為根據口說表現進行「彈性分組」的循環歷程
從錄影的成果分析中發現，有多位學生被教師歸類為執行低成就組任務的學生，在
錄影時的流暢度及正確性都很高，可以在第二次錄影時，讓這類學生嘗試長第二種 SAY
IT 說圖的練習，進而藉由挑戰提升其能力。因此上述分組的修正增加在任務完成老師檢
視學生學習成效後，再進行彈性分組的歷程。
(二) 高成就組的任務內容、執行方式及表現成果進行策略修正
經過三次錄影資料分析發現，高成就組學生因應任務中所提供的問題，還是以回答
問題的方式逐步說出答案，並未達到教師團隊當初期待學生能應用所學的句型，以自己
的方式描述圖像的目標，檢討結果可能是以問題呈現是guide speaking 的引導方式，並
非 free talk 的形式，而且在英語教學歷程中，並未精確的設計有關說圖的課程，所以
學生並沒有這樣的經驗。

二、學生資訊關鍵能力的分析
(一)科技應用能力
1.使用平板電腦掃描進行網站的能力
本次課程5年級計有40人，100%的學生會使用QRcode 掃描器進行掃描，進入google
classroom 即進入不同的實作任務。
2.使用平板電腦進入 google classroom 錄影交口說作業的能力
本次課程5年級計有40人，有95%學生使用錄影功能上傳實作口說作品，了解發現未交作
品2人，均因使用點讀筆一邊聽一邊錄，導致錄影時間太長，超過 google classroom 可
上傳檔案的限制因此無法上傳，而因為使用google classroom 的錄影功能，在無法上
傳後學生所錄的作業就無法保留，這也提供本團隊日後在進行實作任務規劃時的參考。
3.使用平板電腦進入以切換視窗的方式進行多工處理的能力
本次課程5年級計有40人，有95%學生使用網頁切換多工執行的方式協助口說，經了
解發現就有困難的同學，因為較少接觸平板電腦的原因覺得有點困難。
(二)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次課程設計為語言技能的熟練與應用，因此較無解決問題之歷程，不過在執行
課程活動的歷程中，因為實作任務執行過程較為複雜，學生在進行實作的歷程中，對
於平板電腦操作比較熟練的學生，就會運用平板電腦本身的功能解決問題，例如在看
圖的時候，熟練平板操作的學生，就會運用螢幕放大縮小或移動的功能，讓自己看例
句或圖示的時候更為清楚。
(三)批判思考的能力
本次課程最後學生的實作作品均在平台上進行分享，在閱讀或觀看別人的作品時，
教師請學生依照評量規準，回饋同儕的作品，在過程中，學生提出自己根據規準評斷他
人作品的優缺點及自己的想法，100%學生均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大部分的學生均能以規
準進行評斷，例如「發音很標準、很順、有太多停頓」等，但並非全部學生均能根據規
準進行評斷，仍有5%的學生以「念得很好聽」等非關能力的用語進行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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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英語口語學習成效分析
因資訊平台提供差異性實作評量設計，讓高成就的學生能挑戰自己、一般學生作複
習、低成就學生有錄音檔及同伴為鷹架支持，團隊從google classroom 的作品及問卷及訪
談的資料以完成度 2 個面向進行分析。
(1)完成度：本次課程 5 年級計有 40 人、有 95%的學生使用錄影功能上傳實作口說作品。
其中第一次錄影的完成度較低，是因為實作任務的設計對於低成就的學生可以一邊聽一
邊錄，導致錄影的時間太長，超過可存取的大小，同時又因為五年級上課時，處理資訊
設備的時間始使用太長，導致進行實作任務的時間被壓縮，這些對於低成就的學生完成
作品有影響，因此之後在口說設計聆聽鷹架的部分，第二次修改成操作方式應改為聽完
再錄，不要一邊聽一邊錄，或可以馬上詢問幫助錄影的同學，效果改善很多。
(2)正確性：5年級有提交錄影的學生有38 人，有 6 位高成就同學，以直接看圖說的方式進
行實作任務，其中2 位同學的正確性均高，其他4 位均為少許錯誤的優等。有22 位同學一般
組同學直接看圖依造句型說出句子，只有2位同學有錯誤，其他均正確且流暢。有10名學
生以邊聽邊讀或是有問題問同學的方式進行，流暢度尚可，但是句型多有錯誤，尤其是單
數動詞加S 部分，對這部分的學生有一定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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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這次研究團隊所進行的「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口說差異性評量模式之行動研究」的設
計，對團隊教師的專業成長幫助很大，針對本教學方案實施後，相關問題討論及建議如
下:

一、問題與討論
(一)這個教學模式主要的功能在於運用雲端平台的導入，提供學生延伸英語口語學習機
會，並且運用雲端平台的方便性，讓英語教師同時能跨時空了解學生口語學習成效，
但因為本方式的協同方式在於共備，課程開始執行之後就沒有協同討論的機會，因此
在過程中，並沒有讓學生可以彈性分組的機會，因此如何在課程執行歷程中，增加教
師協同討論的機會是本方案後續改變。
(二)本方案在第一次錄影時低成就組的鷹架為點讀筆的音檔，但是因為音檔是從教科書
來的，長度都是整個句子，對於只有 1、2 個字不會的學生，無法提供及時的協助，
因此經過社群的討論，低成就的學生可以尋求同伴的協助，從錄影帶發現，從第二次
開始的確有些低成就的學生尋求協助，但尋求協的的方式及同伴幫助的方法，仍需要
老師指導，如何求助及協助的方式，都是英語老師日後指導的方向。
(三)從學生的學習歷程觀察，自由說圖的學習歷程要長時間培養，學生運用英語回應的
能力有逐漸進步的趨勢，可見只要給學生時間習慣這種方式，對跳脫機械性練習型
態的英語學習，會有很大的幫助。
(四)從學生的口說錄影作品中，呈現學生的學習成效頗佳，團隊教師認為提供鷹架是重
要的關鍵，因此只要思考符合學生需求的學習鷹架，就能提供學生自學的需求。

二、建議與改進
(一)本方案確實能同時提升學生資訊應用及英語口說的能力，執得持續發展。
(二)重新思考英語教師在這個方案與資訊老師的協同角色，英語教師可以積極運用雲端
的學生作品，提供學生修正的建議及重新分組的機會。
(三)了解自己的問題進而尋求幫助是學習的重要技巧，英語教師可針對如何求助及協助
的方式進行教學，提升學生的自我學習策略。
(四)英語教師的學習任務要跟教學歷程更緊密的連結，尤其是高成就組的說圖，要納入
平時教學時的內容，才能讓學生有運用所學自由敘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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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淑貞審查意見：
1.學校發現學生英語學習能力之雙峰現象，透過英語口說差異性評量模式的
建構，來提昇低成就組的英語學習成效，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並有效改善現
況，這本行動研究極具參考價值。
2.從附件圖件發現本研究差異性教學策略與評量模式的建議歷程，具相當的
理論基礎，建議補足第二章之文獻探討及參考文獻等資料，讓本行動研究可
以更為完整。
3. 本行動研究僅操作半年，作了二次的模式修正，對於學生學習歷程中的具
體改變都能清楚論述，同時也檢討教師在教學過程的角色、專業能力與教學
策略
，研究結果對本市實際口說英語差異化教學具示範效果，建議可以繼續執行．
讓本評量模式可以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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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口說評量雲端引導圖以第一次評量設計

分組、評量模式
與鷹架
低成就學生組
提供鷹架:文字、

She is going to the bank .
She can get there by MRT .

She is going to the supermarket. He is going to the
They are going to the park.
hospital.
She can get there by
They can get there by boat.
car.
He can get there by taxi.

圖片和聲音檔
(點讀筆聽)
學生完成任務:

He is going to the bakery.
He can get there by scooter.

She is going to the library.
She can get there by bike.

Read aloud the
sentences 讀出
句子

一般學生組
提供鷹架:句型、
圖片

Helen(She) is going to the .
She can get there by
.

學生完成任務:
Say

the

Helen(She) is going to the____.
She can get there by ______.

sentences
依據圖意說出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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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就學生組
提供鷹架:問句、
圖片
學生完成任務:
Say the
sentences and
talk about it
依據圖意說出句
子並加描述

Where are they going?
How can they get there?
Talk more, if you can.
Who are they?
Why do they go there?
And more …

附件二
分組、評量模
式與鷹架

口說評量雲端引導圖以第二次評量設計

低成就學生組
提供鷹架 :文
字、圖片和聲
音檔

Her favorite subject is music.
His favorite subject is English.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ocial studies.

(點讀筆聽)
學生完成任務:
Read
aloud
the sentences
讀出句子

His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

My favorite subject is PE.
Their favorite subject is Chinese.

Her favorite subject is
math.
His favorite subject is art.

一般學生組
提供鷹架:句
型、圖片

What subjects do they like?
What are their favorite
subjects?

He
His

.

She
Her

.

.
.
I
My

I like
.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entences
.

He
His
They

Their
Her

.

He
His

.
.

學生完成任務:
Say
the

.
Sh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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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據圖意說出
句子

高成就學生組
提供鷹架 :問
句、圖片
學生完成任務:
Say
the
sentences and
talk about it
依據圖意 說出
句子並加描述

Talk about the picture.
What do you see?
What are they doing?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at school?
What subject is too hard for you?

附件三
分組、評量模式
與鷹架

口說評量雲端引導圖以第三次評量設計

She listens to music after school.
They play sports after school.

He plays the piano after school.

I do homework after school.

學生完成任務:
Read aloud the

He reads books after work.

She surfs the Internet after school .
She watches TV after work.

sentences 讀出
句子

She walks the dog after work.
They walk home after school.

What do they do after school? What
do they do after work?

The girl
They

.

.

I
The man

My sister
My mom

.

My brother

一般學生組
提供鷹架:句型、
圖片
學生完成任務:
Say
the
sentences

.

.

依據圖意說出句
子

.
after work.
The girl

They

低成就學生組
提供鷹架:文字、
圖片和聲音檔
(點讀筆聽)

afte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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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10 sentences or more to describe all the people in this picture.
*Where are they?
*What are they doing?
*What do they do after school?
*What do they do after work?

高成就學生組
提供鷹架:問句、
圖片
學生完成任務:
Say
the
sentences and
talk about it
依據圖意說出句
子並加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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