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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現今實際的中學教學現場中，

大多數學校並不允許學生於上課中使

用平板電腦或是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

置輔助學習。甚至有的英語課堂中，

教師會禁止學生使用電子辭典隨時查

找單字，以避免學生利用電子辭典偷

玩遊戲。傳統的講述式教學課堂，時

常可見學生在上課時打瞌睡、發呆放

空等現象。 

因此，在英語課堂上如何用吸引

人的教學法吸引學生們對於英語學習

產生學習動機及興趣值得深思。研究

者於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於某職業學

校擔任英語檢定社團課兼任指導教師

時帶領初級英語檢定班學生利用行動

裝置學習英語之實際教學經驗，提出

在行動學習上的實際教學實踐案例，

並針對此教學實踐進行反思與分享，

期能提供中學英語教師應用行動學習

於教學歷程之參考。 

二、行動學習在課堂上的應用 

隨著科技的進步，現在的社會已

經進入了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的時

代，加上高速無線網際網路的迅速發

展，人們更是可以隨時隨地的利用手

機連上網路獲取資訊。行動學習

（Mobile Learning）乃是透過行動載

具：如個人數位助理、行動電話等，

進行電子化學習（Clark，2000）。行動

學習乃是透過行動載具與無線網路的

傳輸，讓學習者可以透過數位平台來

學習，並藉由行動學習本身具有的行

動性、不受地域限制性，可以充分滿

足現今學習者的學習需求（Peters, 

2007）。行動學習使學習者可以在任何

時間、任何地點進行學習，以同步或

非同步的方式取得所想獲得的知識

（吳明隆，2011）。 

透過行動學習的無所不在學習特

點，可讓學習活動呈現出不同於傳統

課室的面貌。在行動學習的課堂上利

用行動通訊技術，學習者可以使用平

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易於攜帶的行

動裝置，隨時隨地進行學習。讓學習

不在只是學生坐在教室裡，桌上放著

教科書，老師在講台上拼命講課，學

生動手猛抄筆記的這種傳統學習印象

與方式。 

在行動學習的情境之中，學習者

的學習行為應該要是自發性的，且焦

點在於達成學習任務，並幫助學習者

提升自我學習能力(Fernandes&Rocha, 

2009)。行動學習的最終目的是讓學生

在出了課堂之後，仍然能使用課堂上

所學習到的行動學習方式，在任何時

間地點做自發性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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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歷程－行動學習的實際

教學實踐 

根據 Chang, Shen 和 Chan（2003）

的歸納，行動學習活動可分為室內個

人行動學習、戶外個人行動學習、室

內合作行動學習，以及室外合作行動

學習等四種類型。在本研究之行動學

習中，研究者乃採取室內合作行動學

習的模式進行此教學實踐。茲將實施

背景、教學目的、設計理念、應用程

式、教學活動流程及焦點訪談，敘述

如下： 

(一) 實施背景 

研究者於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時

受邀至某國立高職擔任該校英語檢定

社團指導老師，參加此社團的學生皆

為有意願考過全民英檢初級，並對英

語學習居有一定學習動機，人數共 12

位男女學生(7 位高一、5 位高二)，上

課時間為每隔周三下午社團課，一學

期共上課十次，每次 2 節共 20 節。 

(二) 教學目的 

幫助參加英語檢定社之學生通過

全民英檢初級初試及複試，並提升學

生利用行動裝置自學英語的能力。 

(三) 設計理念 

本教學活動，係以資訊融入英語

檢定考試準備的方式進行。首先，就

教材內容上，以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

驗 中 心 (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網站上之初級英檢考古

題及研究者所提供之仿間參考書之全

民英檢坊間考題。內容係以考題練習

後檢討文法及查找單字及背誦的方式

進行。就資訊融入而言，以智慧型手

機無線上網、利用手機 App 應用程

式，實施行動學習的教學，期能利用

資訊融入教學，改變過去以傳統式講

述法的英語教學模式。 

(四) 應用程式 

1. 「單字筆記」APP 

該 APP 為智慧型手機安卓系統之

免費應用程式，功能類似電子字典，

但可以一次查大量單字，特色有:字典

多國語言支援、支援匯出單字功能、

方便的整理和複習方式、支援雲端存

取、點擊單字及時發音等。本 APP 主

要使用方式為讓學生大量鍵入練習英

檢考題後所圈選出之不會單字，該

APP 一次全部翻譯查詢後，在匯出至

「Quizlet -博學多文字卡式學習利器」

APP 中背誦。 

2. 「Quizlet -博學多文字卡式學習利

器」APP 

該 APP 為智慧型手機之免費應用

程式，支援 ios 及安卓系統。功能類似

電子版的單字卡，但又而外具備多樣輔

助學習的小遊戲。該應用程式具備學習

模式，可利用字卡輸入文字及圖片檢視

單字記憶力；配對遊戲模式，可在單字

海中利用有限的時間配對競賽；並具備

18 種語言的自動文字發音，手機連網

取得資料後更可於離線時使用，只要有

了手機便是一個可以隨時隨地帶著走

的可發音電子單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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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學活動流程 

為能符合行動學習的教學理念，

以期達到有效教學之目的，且讓教學

活動能順利進行，詳細說明教學前、

中、後步驟如下： 

1. 教學前 

第一次上課便告知同學，以後英

檢班上課時老師准許學生拿出並使用

自備的日常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並詳

細說明課程中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機

與規則。皆下來請學生下載本課程要

求使用之 App 應用程式。 

2. 教學中 

(1) 首先請學生練習考古題，並在作

答中圈出任何自己不懂中文意思之英

文單字。 

(2) 作答完畢後，研究者一題一題進

行解題並同時要求學生使用「單字筆

記」APP 鍵入剛剛圈選出之英文單字。 

(3) 解題完後，請學生將剛剛輸入「單

字筆記」APP 的英文單字利用 APP 之

一次翻譯功能全部轉換為具有中譯及

英文例句的單字解釋。 

(4) 將「單字筆記」APP 翻譯後的檔

案存檔匯出至「Quizlet」APP 

(5) 檢討完後給同學們時間使用

「Quizlet」APP 做單字卡學習。 

(6) 下課前讓學生們使用「Quizlet」

APP 的做分組拼字遊戲競賽。 

 

3. 教學後 

學生可在任何地點使用「Quizlet」

APP 背誦單字，教導學生放學回家

後，利用等公車、坐火車等零碎時間

使用「Quizlet」APP 拼字模式記憶背

誦英文單字。 

學生平時亦可利用此兩個 APP 在

平常學校正課所使用的英語課本及英

語雜誌上，並達到精熟英語字彙及提

升英語學習興趣的功效。 

(六) 焦點訪談 

在一學期的社團課結束後，研究

者在歷經一學期的實際行動教學後，

透過焦點訪談，訪談了四位學生及一

位學生家長，以了解他們對於本次行

動學習課程的感受。 

四、 研究結果－反思與回饋 

很多教師聽到行動學習運於教學

時都會懷疑：行動學習真的能提高學

生的學習效能嗎？學生會不會拿出手

機就在玩遊戲，反而不按照老師指示

學習呢？課室的秩序不會混亂嗎？究

竟成效為何？ 

研究者在歷經一學期的實際行動

教學後，透過焦點訪談，訪談了學生

及學生家長
i
針對本行動學習教學的

前、中、後的想法，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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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前，聽到老師說要用這樣的上

課方式，有什麼樣的感受與想法？ 

S1:「很新穎，覺得很新鮮，用有趣且

不同的方式背單字。」 

S2:「感受的話...應該是覺得挺不錯的

吧畢竟上課可以正當的拿出手機~

然後用手機幫助學習也挺新鮮

的，平常手機都拿來玩遊戲或查點

資料而已。」 

S3:「剛開始知道有這種 App時覺得學

習方面應該不長久，而且感覺沒有

像課本那樣有較多重點能常常翻

閱或擁有較多的題材來學習。」 

S4:「覺得很有趣，因為和過去學習英

文的方式不同，但還是會有些擔

心，畢竟是自己從未試過的方式。」 

P1:「我剛聽到 S1說要用手機查單字做

為上課學習，一直以為是孩子在騙

我，因為當時 S1 才剛買手機不

久，對它正處於新鮮期，一直沒離

手的。所以就禁止他帶去學校使

用，因為在我們當爸媽的年代(五

年級生)都是用字典查單字，不然

就是快譯通。」 

(二) 教學中，感受如何?覺得有幫助還

沒幫助？可否提升你對於學習英

文的興趣？ 

S1:「有幫助，非常方便，只要事前 key

入單字，就能省下做字卡的時間。」 

S2:「有時候覺得真的會很有幫助啊，

對於想真正認真學英文的人，這是

很方便的程式，可是如果無法抗拒

手機的其他遊戲的誘惑的人，就會

造成反效果！」 

S3:「實際接觸之後發現並不像當初所

想的一樣，且學習就是要想不同的

方式來讓自己印象深刻而不是死

背。而且 App 內還有許多不同的

選項，還能透過遊戲的部分讓自己

練習，也增加了對學習英文的好

感！」 

S4:「覺得學習變得更快速也更輕鬆，

和以往填鴨式的教育差很多，在輕

鬆的學習下也讓我會更積極的學

英文。」 

P1:「經過老師的證實是真的上課要使

用，我就準許他拿手機去學校了。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有這麽方便的

軟體，既然可以有效率的使用，又

是在老師的課堂上，我就比較放

心，效果能事半功倍何樂不為！」 

(三) 教學後，是否還會繼續使用這堂

課老師所使用的行動學習方式，

為什麼？ 

S1:「會！英語雜誌會用這樣的方法去

記生字，但學校的課本可能比較沒

辦法，因為通常課內的單字都要和

課文一起記，考試時才會比較有印

象，反而是用在無範圍的單字補

充，會覺得用 APP比較方便！」 

S2:「若有需要的話，我覺得我本人比

較適合用筆記本的方式，雖然可能

比較沒有手機 APP 來得詳細，但

是我覺得我自己比較容易分心，所

以才這樣選擇。」 

S3:「課程結束後我還是會使用這個

App。因為現代人常常花時間在使

用手機上，因此讀書的時間也減

短，但如果在通勤時或者閒來無事

的時候，都可以使用它多記幾個單

字，這樣也能多少有些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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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還是會喔，因為這樣學英文也變

成是自己的習慣了，畢竟手機幾乎

都不離身，這樣學英文是最貼近生

活最便利的。」 

P1:「以後仍然會支持這樣的學習方

式，很有效率也很令人放心。」 

本研究最後的實際成效：在一學

期的社團課結束後，12 位學生全數通

過了全民英檢初級初試，並具備應用

課堂中所學 APP 應用程式於課堂外的

行動學習能力。 

五、結語－行動學習應用於社團

課程之可行性評論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

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

者」，分為三大面向：「自主行動」、「溝

通互動」、「社會參與」。三大面向再細

分為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精

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

執行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

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

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

民意識」、「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

元文化與國際理解」。其中「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此項目中的核心素養具

體內涵便是學生要能具備善用科技、

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

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

動關係的能力（教育部，2014）。 

十二年國民教育上路實施後，資

訊教育已然成為當前教育改革重要趨

勢之一。而在資訊融入教學的策略與

方法中，「行動學習」更成為當前學界

與實務界關注的重要議題。 

本文以研究者自身教學經驗，提

出行動學習應用於英檢社團教學的具

體實例，在此實例中，研究者透過智

慧型手機及教學用 APP 應用程式的使

用，引導學生精熟英文單字並提升學

生對於英文的學習興趣，最後使學生

全數通過全民英檢初級考試。 

由此可見，雖然此行動學習教學

實踐在前期時，受學生及家長些微質

疑。不過在教學中，普遍受到學生及

家長的認同，後期更使學生全數達成

教學目標，通過英檢。研究者試歸納

其成功的原因可能如下： 

一、因英檢社團為自願參加性

質，學生願意放棄參加吉他社、熱音

社等休閒娛樂性熱門社團，而選擇參

加以英語檢定考試準備為主的英語檢

定社，可見學生本身的英語學習動機

就高。 

二、班級人數少，小班教學使教

師容易控制使用行動裝置時的場面，

較能避免學生偷玩手機遊戲等不專心

學習的情形發生。 

三、教師所選用之教學 APP 應用

程式本身設計精良，吸引學生願意花

時間學習並使用。 

四、本課程非學校正課，教學進

度較為彈性，教師無趕課壓力，學生

也更能花時間操作行動裝置反覆練

習。 

透過此研究的研究結果，研究者

發現行動學習是可以成功融入社團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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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因此，研究者推測，行動學習

是可以進一步嘗試融入到高中職平日

英文科正式課程之中的，唯有以下幾

點需要克服： 

一、學生是否具備可使用之行動

載具，在本研究中，學生使用之行動

載具，不論是平板或是智慧型手機，

皆是學生自備的。若學生因個人或家

庭因素，沒有足夠堪用的行動載具可

以運用行動學習時，學校能否提供適

當的行動載具供學生使用，將會是一

大難題。 

二、學校設備是否能充足支援教

師教學，在本研究中，學生使用行動

載具連線上網乃是透過少部分有辦上

網吃到飽的同學分享行動網路給沒有

的同學。這在人數較少的社團課程可

以勉強使用，但是一旦運用在正式課

程，班級人數較多時。學校是否建置

網速充足的無線網路環境，是行動學

習是否能在一般課室環境中成功的重

要因素之一。 

三、教師是否具有使用行動學習

之意願，學校正課不若社團課程，平

時教師教學有段考進度壓力，是用行

動載具教學會比傳統講述式教學法耗

時費力，教師們意願會是一大關鍵。 

四、學生的學習意願，學生雖然

普遍覺得行動學習的方是很新穎、吸

引人的方式。但是對於容易分心的學

生來說，在大班教學的教學環境之

中，教師沒有辦法確保每個學生使用

行動載具都真的有用在學習上，若是

遇到學習意願低落的學生，利用行動

載具做偷玩遊戲等非學習上的使用，

教師將難以掌握。 

綜上所述，在現今行動學習的教

學研究上，仍有相當多的研究空間在

未來可以進一步實驗。本研究乃初探

性的教學實踐，在過程之中仍有許多

不足及研究限制，未來希望能在研究

方法上做更精確地的實驗操弄，以得

到更具有信效度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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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學生的訪談結果將以代碼「S」來表示，S1 為高一男同學、S2 高二男同學、

S3 為高一女同學、S4 為高二女同學；家長的訪談結果將以代碼「P」，P1 為高一

男同學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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