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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驗步驟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要探討 ICT 工具運用在國中英語教學及口語練習上的成

效。從研究過程中，提出利用資訊科技於英語口語練習的經驗及心得。本章將說

明 ICT 工具融入國中英語教學及口語練習實驗的研究過程，包括研究對象、研

究工具、研究步驟與研究資料收集。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北縣蘆洲國中的一位英文老師及其所任教的七年級學生為研究

對象，以協助進行融入教學的需求分析及研究。合作期間為一學期的時間，從 97  

年 2 月起至 97 年 7 月止。而參與實施融入教學的這位老師為女性，服務年資

為十三年，其參與這次的融入教學實驗是出於自願，並對於融入教學有充份的興

趣與期許，這位老師家中有電腦，平常會利用家中或學校的電腦上網，每週上網

時數為兩小時以上，且具備如文書處理軟體、簡報軟體、試算表、電子郵件，或

是上網搜尋資料的基礎電腦素養，但在此次研究之前沒有使用過 ICT 工具的經

驗，故研究前需要較多時間學習與試用此次的研究工具（eCard 系統）。這位老

師參與研究的動機，除了認為利用資訊科技來輔助教學是時代的需要外，另外也

想嘗試利用資訊科技來改變目前的上課方式，希望藉由新的教學方式及工具，來

解決現今學生學習英語興趣索然的狀況。 



 22

  在本研究中，參與的學生是這位參與老師所指導的導師班學生，班級人數為

35 人。這班學生為七年級的學生，英文程度為初級，而大多數的學生沒有使用

過 ICT 工具於英語學習的經驗，由於這次實驗需要在家裏做作業，故有先知會

學生家長，並讓學生家長從旁協助。 

 

 

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了能提供老師靈活教學及達到提昇學生英語口語練習機會的目的，

並考量雖然目前網路已很普及，但還是有些學生家裏沒有網路的情況，故設計了

一個能滿足研究目的及不一定需要有網路的 ICT 工具：eCard 系統，來作為本

研究主要的研究工具，此系統有記錄學生所有學習過程的功能（藉由 log 檔），

而在實驗過程中，本研究亦運用問卷、訪談、隨班觀察等方式，配合錄影、錄音

之轉譯資料，以作為研究之基本資料。 

 

  3.2.1 eCard 系統 

  eCard 系統為本研究為了達成研究目的：提供老師靈活教學、增進老師教學

成效及提昇學生英語口語練習機會，所開發的研究工具，系統分為伺服端（Server 

Side）及客戶端（Client Side），本小節就系統的架構做一解說，並說明伺服端及

客戶端的設計理念及運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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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系統架構與設計理念 

 

 

圖 3-1 eCard 系統架構圖 

 

  圖 3-1 為 eCard 系統的架構圖，由圖中可以知道，系統分成伺服端（Server 

Side）及客戶端（Client Side）。 

 

1. 伺服端包含了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及資料庫（Database） 

(1) 網頁伺服器 

  eCard 系統伺服端網頁（圖 3-2）主要有兩個功能，即製作教材與作業

評分功能。 

 

客戶端(Client Side)伺服端(Server Side)

Internet

資料庫(Database)

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

桌上型電腦

手機

iMac

筆記型電腦

平板電腦

隨身碟
(USB)

客戶端(Client) 老師

隨身碟
(一對多)

客戶端(Client) 
學生

ePass

eCard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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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eCard 系統伺服端網頁圖，左邊為 eObject、eCard 及 eLesson 的相關

功能表，右邊為已建立的 eObject 列表 

 

i. 製作教材 

  製作教材主要分成三個元件，分別是 eObject、 eCard 及 eLesson，

其順序也是製作一個教材的順序： 

 

A. eObject 

  最基本的單元，為多媒體的檔案，資料型態可以是圖片、影片檔、

聲音檔、文字、文字輸入框以及錄音元件，其中圖片、影片檔、聲音檔

及文字是用於單純的顯示，文字輸入框以及錄音元件則可接受外來的資

料輸入及聲音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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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Card 

a. 由多個 eObjects 物件所組成。 

b. 在版面編排部分，本研究在系統設計之初即與老師討論了較常用

的八種版面編排方式，並將這八種版面編排方式製作成樣板

（Template）（圖 3-3），所以老師在製作教材時只需選擇適合的

樣板，即可開始進行教材內容的設計，如此不僅能讓老師專注於

教材內容的設計，更可減輕老師的負擔並加速 eCard 的製作。 

 

 

圖 3-3 eCard 八種版面編排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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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Lesson 

  由一到多張 eCards 所組成，老師可依照教學的需要將 eCards 

組合成一個 eLesson，一個 eLesson 組成，也代表一個教材設計完

成。 

 

D. 分享功能 

  在 eCard 系統伺服端裏，老師可以利用系統所提供的功能很容

易地建立 eObject、eCard 及 eLesson，系統也設計了「分享」的功

能，讓老師們能夠互相分享所設計建立的 eObject、 eCard 及 eLesson，

減少老師們設計教材時的負擔。 

     

ii. 作業評分功能 

  在學生的作業評分部分（圖 3-4），系統也提供了簡易的步驟（例如：

錄音檔的連續播放、即時給評語）使得老師能夠容易地聽取學生的錄音檔

及給予評語（圖 3-5），系統在評分的頁面裏也顯示了學生學習過程相關的

統計資訊，可以讓老師跟研究者了解學生的學習過程，例如圖 3-4 的上面 

( Process: 1 2 3 4 5 6 7 … ) 顯示了這個學生點卡片的順序；圖 3-4 的中間 

( Elapsed Time: 387 seconds ) 顯示了這個學生做這張作業的時間；圖 3-4

的下面 ( Retry: 6 ) 顯示了這個學生做這張作業重錄的次數；圖 3-4 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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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Process: V L L L R R R P R P R R P P ) 顯示了這個學生這張作業的過

程，系統設定了幾種代號，R 代表錄音、P 代表播放錄音、L 代表聽老師

的例句、V 代表看了這張卡片；這些統計資訊不僅可以了解學生的學習過

程，還可以探究學生的學習心態，進而可以依照各別學生學習狀態的不同

再予以個別的指導及幫助。 

   

 

圖 3-4 eCard 作業評分功能及作業學習過程相關資訊畫面 

 

 

圖 3-5 eCard 系統另一種作業評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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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料庫 

儲存了所有老師設計的教材、學生的錄音檔及學習記錄檔。 

 

2. 客戶端分成三個部分，ePass 程式（圖 3-6）、eCardViewer 程式（圖 3-7）

及 隨身碟（USB 碟） 

 

 

圖 3-6 ePass 程式，主要功用為下載教材及上傳作業 

 

 

圖 3-7 eCard 瀏覽器（eCardViewer），作為顯示教材（作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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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Pass 程式 

  ePass 程式的主要功能為下載教材及上傳作業，藉由 ePass 程式，

老師可以將課程及作業下載到學生的隨身碟裏，學生也可以經由 ePass 

程式將作業上傳到伺服端。  

 

(2) eCardViewer 程式 

  主要功能為 eCard 的瀏覽器，用於顯示老師所設計的教材（作業）；

另本研究考量了學生家裏電腦作業系統的多樣性，故採用了有跨平台特

性的 JAVA 語言來設計 eCardViewer 程式，使得學生家裏不管用什麼

作業系統都可以正常來執行程式。 

 

(3) 隨身碟（USB 碟） 

  本研究在設計系統之初考量到有些學生家裏可能會沒有電腦，而有

電腦卻不一定會有網路，故在設計時以隨身碟當作儲存教材（作業）的

媒體，因其具有可攜性，所以只要將老師所製作的教材及系統相關程式

下載到隨身碟後，學生即可隨時隨地的做作業，即使家裏沒有電腦也可

以將隨身碟帶至其他同學家來練習，而家裏沒有網路也可以順利無礙地

完成作業，達到隨時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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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作業流程 

  eCard 系統的作業流程可參考圖 3-1，詳述如下：老師經由網路（Internet）

與伺服器連結，直接在網頁上設計編輯教材（作業）、批改學生的作業，然

後將要給學生的教材（作業）利用 ePass 程式下載至隨身碟（USB 碟）中，

學生回家後，只要將隨身碟（USB 碟）插入電腦（平板電腦、桌上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iMac…），然後執行 eCardViewer 程式即可瀏覽教材及做作業，

學生做完作業後，再帶到學校利用 ePass 程式將作業上傳到伺服端中。而

在下載教材及上傳作業的部分，本研究使用了一對多的 USB 裝置，並在 

ePass 程式上設計了可以自動下載上傳的功能，減少老師在這個部分的負擔，

而在媒介方面，未來更可以將 eCardViewer 程式移植到手機的平台上，學

生只要使用手機即可隨時隨地的瀏覽教材及做作業。 

 

4. 在 eCard 系統所使用的軟硬體方面，系統的主要硬體為伺服器一台（內含 

Apache 網頁伺服器及 Access 資料庫）；軟體方面，網頁程式是用 php 語言

所設計；而 ePass 程式是用 Virtual C++ 語言所設計； eCardViewer 程式則

是用 JAVA 語言所設計；因為 XML 語言格式便於交換及分析的優點，所以

所有的資訊，包含課程資訊及學生學生記錄檔等統計的資料，都是透過 XML 

的格式來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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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 系統於教材（作業）上的設計理念 

1. eCard 顯示功能 

  在使用 eCardViewer 程式顯示 eCard 時，所有的內容預設是隱藏的，

老師可以利用畫面上方的圖示選擇將這張 eCard 的內容全部展開或者將部

分內容顯示部分內容隱藏，這個設計使得老師能夠靈活教學，例如老師可以

只顯示音標及發音，讓學生說出這個單字的拼音。經過老師的實際教學的結

果對這部分的設計也給予正面的評價。   

2. 作業檢視功能 

  在學生的作業部分（圖3-8），為了避免學生有遺漏未做的作業，

eCardViewer 程式有一個方便學生檢視的設計：學生經由 eCardViewer 程

式底下圓形按鈕（這些按鈕也是換頁紐）的顏色變化（紅色代表此張 eCard 

裏的題目全部未做；橘色代表此張 eCard 裏尚有未做完的題目；綠色代表

此張 eCard 裏的全部題目都已做完）即可知道作業完成的狀態。  

 

圖 3-8 學生家庭作業畫面，藉由底下圓形按鈕顏色變化可檢視作業完成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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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業存檔及記錄功能 

  在作業存檔方面，為了讓學生不用擔心忘記存檔造成作業未能上傳的問

題，eCardViewer 程式設計時採用了「即時性的存檔」，學生在錄音或打字

輸入時程式會同步地做存檔的動作；同時 eCardViewer 程式也會記錄學生

做作業過程的每一個步驟（包含使用順序、使用哪些的功能、使用每一功能

的時間，使用次數…等等），這些學習記錄資料將有效地幫助老師及研究者

探究學生的學習行為及學習態度，進而可針對個別的學生做個別的輔導及幫

助；在學習記錄檔的格式部分，eCardViewer 程式使用 XML 格式（圖3-9）

來記錄這些資訊，XML 格式的優點是較標準化且是人較易了解的格式，便

於資訊的交換與分析，在學生上傳作業後，伺服端也會利用這個記錄檔將這

些學生的使用資訊呈現出來。 

 

   

圖 3-9 學習記錄檔（使用 XML 格式），記錄學生的使用過程及作業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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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業防弊功能 

  在作業的防弊方面，eCardViewer 程式將學生個人資訊寫進 XML 資料

檔裏，因此學生即使更改了作業的檔名也無法被伺服端所接受，因而可以防

止學生複製其他同學的作業。 

 

5. 獨立系統與自動作業 

  系統在設計時考量學生家裏不一定有電腦，而有電腦不一定有網路，所

以就把客戶端的程式及相關的課程作業資料設計儲存於隨身碟（USB 碟）

裏，因此即使家裏沒有電腦的學生也可以帶著隨身碟去別的同學家或網咖做

作業，而電腦即使沒有網路也可以順利完成作業；而為了要減輕老師下載教

材及上傳作業的負擔，本研究在 ePass 程式上設計了自動下載及上傳的功

能，老師只要將隨身碟插進電腦，系統即會自動進行下載與上傳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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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問卷 

  包括「老師資訊背景問卷」、「學生家中電腦配備調查問卷」、「學生英語

學習背景問卷」、「學生運用 ICT 工具於口語練習問卷」及「使用 ICT 工具

教學問卷」。 

1. 老師資訊背景問卷（附錄1）：主要目的在於了解老師使用資訊科技於教學

的現況及老師資訊科技素養的調查，如硬體設備操作、應用軟體使用方面的

能力，及其應用於教學準備工作方面的程度，了解老師是否有使用過相關的

資訊軟體來教學，並記錄老師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想法。 

2. 學生家中電腦配備調查問卷（附錄2）（為五點量表）：由於研究工具（eCard 

系統）需要在電腦上執行，所以此問卷旨在了解學生家中電腦的配備，以確

保學生在家中能順利運用研究工具（eCard 系統）來進行口語練習作業。 

3. 學生英語學習背景問卷（附錄3）（為五點量表）：旨在了解學生目前英語

學習的現況及英語能力的調查，以作為學生英語能力的依據。 

4. 學生運用 ICT 工具於口語練習問卷（附錄4）（為五點量表）：本問卷共實

施了前測跟後測，前測為學生做完第一課作業後實行，後測為學生做完第九

課作業後實行，旨在了解 ICT 工具對於學生英語口語方面的影響。 

5. 使用 ICT 工具教學問卷（附錄5）：旨在了解學生在老師使用 ICT 工具在

課堂教學後覺得此種教學方式的優點及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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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訪談、錄音 

  在學期初、中、末，對老師及學生進行訪談並錄音，包括「老師運用 ICT 工

具融入教學訪談」、「學生運用 ICT 工具進行口語練習訪談」。 

1. 老師運用 ICT 工具融入教學訪談：旨在了解老師在將 ICT 工具（eCard 系

統）融入教學經驗的情況與心得感想，包括學生學習的成效、師生間的互動

興影響、教學運用之滿意度與成效、對資訊融入教學的想法（信念）等，由

老師觀點記錄資訊融入教學帶給學生的影響並探究老師如何運用 ICT 工具

（eCard 系統）設計融入教學活動。 

 

2. 學生運用 ICT 工具進行口語練習訪談：旨在實際訪問學生在使用 ICT 工具

（eCard 系統）進行口語練習的過程與心得感想，並了解和記錄學生在使用

上遇到的問題及原因。 

 

  3.2.4 課堂觀察、錄影 

  除了從老師角度了解其在教學中使用 eCard的感想與心得之外，亦以客觀的

角度，在學期初、中、末多次隨班觀察教學情況，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過程予

以錄影記錄，以做為日後的研究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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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驗步驟 

  本研究分成研究前準備、ICT 工具（eCard 系統）使用教學及範例展示、使

用 ICT 工具（eCard 系統）教學準備、使用 ICT 工具（eCard 系統）教學實施

及分析資料檔等五個階段，五個研究階段的實施步驟分別敘述如下： 

 

1. 準備階段 

  廣泛的閱讀文獻及跟老師訪談作為研究的依據，了解目前國中英語教學

及英語口語練習的現況及合作對象的教學環境，並著手設計此次研究的研究

工具：eCard 系統。 

 

2. ICT 工具（eCard 系統）使用教學及範例展示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對老師及學生解說 eCard 系統的設計背景、功能和操作

方式，並以範例的展示一步一步地教導，示範之後讓老師和學生實際操作以

熟悉系統，期能讓老師和學生都能夠順利使用。 

 

3. ICT 工具（eCard 系統）教學準備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協助老師設計教學課程及課後作業，並準備隨身碟（USB 

碟）、耳機及麥克風，以使每個學生在電腦教室及家裏都能有完備的執行系

統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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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ICT 工具（eCard 系統）教學實施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老師開始在課堂上使用 eCard 系統教學並讓學生在家裏

利用 eCard 系統來進行口語練習，共實施了一個學期共九課，在研究期間，

對教學情況錄影存檔，並對老師及學生實施問卷調查及訪談，以了解 eCard 

系統融入課堂教學及對學生口語練習的成效。 

 

5. 分析資料檔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藉由 eCard 系統所收集的學生使用資訊，以及問卷、訪

談內容和課程錄影進行資料彙整及分析，以了解 eCard 系統運用於教學及學

生口語練習的成效，並作為未來融入教學的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