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端平台」融入「差異性說圖實作評量」

對提升5年級學生英語口說能力

之行動研究

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辦理106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國民小學

王佩蘭、陳曾文、林傳世



研究動機

如何在英語與資訊的統整課程中融
入「整合知識、技能、態度」、
「學習策略」、「情境化、脈絡化」
及「運用實踐的機會」等素養導向
的元素 雲端平台的虛擬空間，可否提供英語

口說差異性實作任務的空間，讓差異
性及延伸學習變成可能?

英語教師如何能在現有教材的限制下，能
藉由教材的延伸設計讓不同程度學生，挑
戰自己能勝任的學習任務，且在過程中可
以提供互相學習的歷程?



研究問題
•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 一、建構「雲端平台融入差異性說圖實作評量」模式。

• 二、了解「雲端平台融入差異性說圖實作評量」模式執行中產生的

問題及解決方式。

• 三、了解「雲端平台融入差異性說圖實作評量」模式對於提升5年

級學生英語口說能力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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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與實施

• 研究方法

• 本研究為協同行動研究。

• 研究團隊包含校長、英語領域專長教師、資訊科技領域專
長教師。

• 研究對象為本校五年級3個班級，共81計位學生。



研究設計與實施

• 研究設計

• 兩階段模式研究。

• 第一學期:「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差異性說圖實作評量」模式設計之先
鋒研究(Pilot Study)，對象1個班

• 第二學期:「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差異性說圖實作評量」修正後模式設
計。對象3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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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is going to the bank .    

She can get there by MRT . They are going to the park. 
They can get there by boat.

She is going to the supermarket. 
She can get there  by car.

He is going to the hospital.
He can get there by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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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can get there by 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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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n(She) is going to the____.
She can get there by ______.
Helen(She) is going to the____.
She can get there by 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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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就組的圖更聚焦，讓學生更能以
DIT的說圖策略表現



英語與資訊融入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英語口說說圖課程

1.指導學生運用DIT的策略進行說圖:

D-Describe it:

T:Students,what can you see?

EX: Danny and Irene are in London. Danny wears a blue

T-shirt and Irene wears a red one. They don’t wear shoes.

請學生依此策略說出在圖中所看到的人、物。



• I-Imagine it:

• T:Students,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that you can’t
see but related the picture.

• T-Talk about the story

• T:Students, would you tell me the story of the picture.
where is the place? Who are the people in the picture?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hat are they
doing? Why do they do it? How do they do it?

•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資訊教師指導學生進入班雲及拍攝指導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學生依自己的程度進入不同的學習站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學生開始錄影實作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監控學生實作情形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學生操作的情形



研究結果與討論

• 一、「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差異性說圖實作評量」
教學歷程與跨領域合作反思

• (一)DIT說圖策略教學反思

• 依圖例進行「圖示與口說語言」連結的示範:

• 說圖實作任務(Performance task)及反應模式(Response 

Format)的聽、說安排

圖4 C&C 教學模式設計理念圖

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科技應用、解決問題、批判思

考



一、「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差異性說圖實作評量」教學
歷程與跨領域合作反思

• (二)跨領域合作歷程反思:

• 讓資訊工具真實達到幫助領域學習的功能

• 跨領域合作需針對專業領域需求進行溝通

• 雲端平台支持個別化學習的特質，讓差異性學習成為可能性

研究結果與討論



二、學生說圖口說實作錄影作品分析:

• 本研究對象為502班27人、503班28人、504班26人合計81人，在進行
說圖實作任務前英語教師依據學生筆試加口試引導型口試的月考成
績，將學生分為高成就組C組(80分以上)、一般組B組(80~60分)、低
成就組A組(60分以下)三組。因每班的程度不一，故三班學生三組的
人數均不同。其情形如下:

• (一)502班: A組7人、B組4人、C組16人。

• (二)503班: A組6人、B組11人、C組11人。

• (三)504班: A組3人、B組4人、C組19人。

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與討論

A組學生總共有16名，佔7.4%，A組的說圖任務圖一共有
12個句子，經過錄影帶轉譯後發現下列情形:

從A組說圖的情形發現，A組學生有能力及會求助或C組夥伴學生十分
積極引導的學生計有9位，佔56%。為了提升A組學生挑戰自我，提升
學習成效的目標，對於任務的規定要更為具體，例如:要把說圖規定:

「1分鐘內完成唸讀」改成「1分鐘內完成12個圖示的唸讀」，用更具
體的規定引導A組學生積極嘗試。此外規定互學的規定「不會唸時一定
要請夥伴示範，不會的字一定要提問」等，引導A組學生提問，讓C組
學生可以成為A組學生學習的鷹架，提升其學習成效，達到延伸學習的
效果。



B組以句型說圖

中B組學生總共有19名，佔23.4%，B

組的說圖任務圖一共有3組問句，可
延伸出12個句子，經過錄影帶轉譯後
發現下列情形:

B組同學的圖跟A組相同，只是引導語更換為問句。從
B組學生的說圖轉譯發現，B組同學均依照實作任務完
成任務，且有2位同學已經有能力運用DIT策略進行說
圖，由此可見，日後可以提供B組同學進行任務的選擇，
如果想要挑戰C組題目者，可以轉換題目。或可以鼓勵
學生在說圖時，運用DIT策略進行說圖的變化。

研究結果與討論



C組以DIT說圖 C組學生總共有46名，佔56.7%

1. 有24位同學均符合期待，將基本句型融
入DIT說圖策略，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圖意。
並在說圖內容中，呈現不同既有的語言
能力，有些同學能以較複雜的句子呈現，
佔C組52%。

2.學生語言技能間的差異: 英語教師根據
月考及以Drill口試成績進行的分組C組
比例稍高，學生筆試及回答問題的口試
成績不錯，但從學生實作表現發現，47%
的C組同學無法順利用DIT策略進行說圖

研究結果與討論



關鍵能力的培養

• 科技應用能力

• 1.使用平板電腦掃描下載任務及進行網站的能力

• 本次課程5年級計有81人，100%的學生會使用QRcode 掃描
器進行掃描進入chrome下載實作任務圖示，並進入「班雲」
執行說圖的實作任務。



關鍵能力的培養

• 使用平板電腦進入「班雲」錄影遞交說圖口說實作作業的能力

• 本次課程 5 年級計有81人，有98%學生使用錄影功能
上傳實作口說作品。但在錄影的過程中發現有些同學會注
意到錄影的效果，例如被錄者的影像及收音，有些學生沒
有注意到這些錄影的注意事項，導致有些學生的錄影作業
再轉譯時，需要花很大的心力才能聽得清楚，所以指導學
生注意錄影效果也非常重要。



關鍵能力的培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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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人，有95%學生使用網頁切換多工執
行的方式協助口說，經了解發現使用電腦有困難的同學，
均因為較少接觸平板電腦的原因，因此覺得有點困難。



研究結論

• (一)本教學模式呼應素養導向元素的設計方向:「說圖」是一

種「運用所學語言進行表達的實踐任務」，「DIT說圖策略」是一種提供學
生如何運用「自己語言與思考」表達所見「圖示」一種策略與方法，同時
這次研究團隊提供說圖評量的圖示均以真實情境為原則。因此「整合知識、
技能、態度」、「學習策略」、「情境化、脈絡化」及「運用實踐的機會」
的素養原則在這次的設計中均有涉獵，但可惜的是其情境為虛擬情境，研
究者思考待學生擁有說圖能力之後，可將「圖」轉化成真實情境，例如自
己的教室，或跟自己生活有關的圖，例如自己家人或生活的照片等，如此
就更精確地呼應素養導向教學的設計方向。



研究結論

• (二)口說實作評量的教學與反應模式需要細緻的思考:在英
語課程中執行說圖策略教學歷程中針對實作評量的反應模式經過教
學觀摩及討論，修正為「台上進行說圖、台下進行聆聽評分」的反
應模式，讓在場的所有同學均投入學習。同樣的在資訊課的執行過
程中，低成就學生與高成就夥伴的合作互動模式也要更細膩的設計，
例如低成就學生如何提問方式，老師也可以設計，例如:第一種方式:
不會問到會再錄、第二種方式:請高成就組的同學唸一句跟唸一句、
第三種方式:一邊錄一邊問。引導低成就的同學練習發問。同時對於
A組、B組的錄音規範也要更明確，引導A、B組積極完成錄音任務。



研究結論

• (三)跨領域合作雲端平台確實可支持差異性英語學習歷
程:從這次學生的實作錄影作品發現，雲端平台及行動裝置掃描
QRcode設計，確實讓全班在同一時間內進入不同程度與方式的實作
評量任務，每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程度進行學習，這一點是在傳統
的教室中無法達成的。



研究結論

• (四)DIT策略的確是一種有效提升學生口語能力的學習方
法:先鋒研究中發現高成就的學生無法運用自己的語言能力自由描述
圖示。在研究中介入DIT說圖策略後發現，高成就學生計有56%均能
脫離制式句型練習的方式，運用自己的方式及語言進行圖示的描述，
可見此方式是指導學生高層次口說的有效方法。



研究結論

• (五)分組結果與學生實作表現有落差，凸顯以語言技能
「學習表現」呈現學生能力的重要性: 這次英語教師以學生月考
筆試及句型唸讀口試成績做為分組的依據，發現A組、B組的學生表現較無
差別，但C組(高成就組)學生的實作表現落差就比較大。其中有7位同學雖
使用DIT策略，但只能描述1~3句。且有15位C組的同學，在說圖時仍使用基
本句型進行說圖，可見筆試成績所呈現的「讀、寫學習表現」，無法全然
替代「口說學習表現」。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著重以「學習表
現」讓孩子知道自己的能力，在英語領域中因有「聽、說、讀、寫」四項
語言技能，必須讓學生理解自己在這4項技能中的學習表現，才能真正的了
解自己的英語文能力的優勢與弱勢，同時更凸顯「實作評量」的重要性，
因為很多「學習表現」是無法運用紙筆評量出來的。



研究建議

• 本研究所發展之跨領域「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差異性說圖實作評量與教學
模式」確實能提升學生資訊應用及支持差異性英語口說能力的發展，值
得持續發展。

• 可藉由本研究所發展之英語文與資訊之跨領域合作模式，再進一步運用
此模式發展「寫圖」等差異性寫作的實作教學與評量模式之研究主題。

• 可將本模式朝高度素養化導向發展，以主題或生活連結的方式進行，例
如:以「校園巡禮」的主題到校園真實的以英語描述校園及活動，或以
「學校或家庭生活照片導覽」主題介紹自己的朋友或家人。



研究建議

• 可將DIT的指導策略由教師拍成影片，放至雲端供學生平時也可學習，
讓DIT策略成為一個可運用雲端平台進行的自主學習教材，同時也可
以成為後續研究的主題。

• 本研究設計中有關實作任務及反應模式的差異性設計要再更精緻化，
尤其是對於A組、B組的實作任務需求要更具體，資訊課拍攝時的A組
與C組學生互助模式要清楚，讓A組學生的支持鷹架更多，才更能提
升A組的學習成效。

• 研究團隊所發展之「雲端平台融入英語差異性說圖實作評量與教學
模式」可跟本市各校英語及資訊教師進行分享其「素養導向元素融
入英語口說教學與評量的實踐歷程、差異性學習對於提升學生口說
學習成效及跨領域合作發展課程的可能性」等議題。



基隆市東信國小感謝您

期盼!在我們的努力下能讓孩子的
學習有不一樣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