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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圍的IBM資訊融入英語教學分享 竹圍國小  王淑玲

I think we are aiming to the

Best in 

Managing language teaching & learning!

創新英語教學平台

發明是無中生有，發現是已然存在，但經由開發過程探究出來；而所謂創意，我想應

是加上巧思，經過有意義的應用，能帶來學習的附加價值，而且有賴創意者自發性的持續

投入，這也就是竹圍國小藉著與IBM企業公民部門(Corporate Citizen)合作，引進校園IBM 

Reading Companion網路閱讀同伴繪本素材的源頭。這個網路學習平台開啟了老師與學生之

間的立體式多樣化的溝通橋樑與傳授新知的媒介。因為有趣，因為新鮮，因為師生勇於嘗

試，所以我們帶領孩子從做中學--從一開始的七嘴八舌、電腦恐懼症，到後來的漸漸理出頭

緒、熟能生巧，並從中享受樂趣，得到成就感，即便是偶有的網路線短路，也可以從中臨場

變通，亦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經驗。小朋友可以從接觸、摸索、到老師逐步引導，以不同的策

略、因材施教的循序漸近，提供給孩子另類的學習管道。

在孩子的學習階段，培養興趣、增強自信，才有勇氣邁向未來；與生活經驗結合的情意

學習，也才能讓孩子溝通無礙。每一天的日子與學生互動，其實就是一個個故事的串聯，如

果教師的課程設計一成不變或很機械化，孩子興趣低落就會學不好。因而，教育應該要激發

孩子的學習動機，培養其興趣，讓孩子勇於嘗試，並樂在學習，然後再從情意方面加以推

展，務使學習與生活經驗相結合，以達到溝通的目的，確立孩子在生活上的各項能力，當然

更不忘要在孩子成長的路上給予不斷的祝福。

網路繪本閱讀同伴

「IBM 閱讀同伴」計畫利用線上英語學習平臺，改善英語發音、激發學習興趣、增加識

字能力。其特點包含:

 竹圍國小首度引進「IBM 閱讀同伴」線上英語學習平台，讓小朋友們可透過閱讀同伴

機制伴讀及指導，提昇英語聽讀能力。 

 「IBM 閱讀同伴」重在改善學生英語發音、激發英語學習興趣、以及增加英語識字能

力等三大方面，初步實驗已有超過 60%的提昇。 

 可正利用該平台的「造書機」Book Builder功能，製作「淡水 F4 繪本」到「閱讀同

伴」全球書庫中，以便台灣學生進行友善閱讀，並將淡水四大特色美食宣傳至全球。 

竹圍國小的學校願景是站在淡水河向世界Say Hello!為朝向校本目標邁進，我們

深知縮小小學英語程度差距的重要性！而因緣際會，能因由「IBM 閱讀同伴（Reading 

Companion）」全球英語教學軟硬體資源捐贈，讓竹圍國小的小朋友們就近接觸更多更廣的

英語資源，和全球受贈學校同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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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同伴」是 IBM 針對英語教育所開發的的線上平台，該平台後端使用創新的語音

辨識科技，能透過網路「聽取」使用者的英語發音，並提供個人化回饋，讓使用者在培養基

本閱讀技巧時，能同時練習及調整發音。另外，「造書機（Book Builder）」功能，可讓使

用者自由創作新書、增加學習樂趣；目前書庫內已有超過 216本繪本，依難易程度區分為四

級，使用者可依自己的能力和學習速度，選擇合適的繪本學習。另外，由於「閱讀同伴」建

構於網路平台，學生可隨時隨地使用，小朋友不僅可在學校或圖書館上網練習，也可以外借

耳機及麥克風設備回家練習。 

IBM「閱讀同伴」除了可讓學生逐字閱讀、認識英語單字，老師也能從學習紀錄表，掌

握小朋友針對特定單字發音的評估與進步情形，有效提昇英語教學品質，也讓老師更能掌握

及追蹤每位小朋友的學習狀況。此外，為善用 IBM「閱讀同伴」，結合臺北縣英語活化課

程，我們引進北臺科技學院應用外語系職前教師協助，以大手牽小手的方式，帶領學童進行

英語強化學習。小朋友在大專志工一對一的互動過程中，透過 IBM「閱讀同伴」逐步認識英

語單字，甚至是句子的發音，並配合著繪本裡小熊貓的指引，與圖示的搭配，進行繪本的閱

讀，加乘學習效果。 

由於現有繪本中，僅有少數符合台灣學生學習經驗，因此我們想利用造書機，製作一本

具台灣風味的繪本到 IBM「閱讀同伴」全球書庫中，以便台灣學生經由熟悉的內容，進行

友善閱讀。利用該平臺的「造書機」功能，製作「淡水F4繪本」到 IBM 閱讀同伴全球書庫

中，將淡水四大特色美食宣傳至全球。「淡水 F4（Food of four types）－Fish Ball（淡

水魚丸）、Plum Juice（酸梅湯）、A-Gei（阿給）、Iron Egg（鐵蛋）」等四個淡水特色

美食，加上錄音上傳，就可以形成一本簡單的淡水 F4 繪本，如果成功納入全球書庫，更可

以為台灣的淡水及特色小吃，進行宣傳與國民外交！

小朋友們可透過閱讀同伴機制伴
讀及指導，提昇英語聽讀能力。

選擇適合自己興趣與程度的英
語繪本，小朋友自主延伸閱讀
學習。

老師們可透過「IBM 閱讀同伴」
的教師專屬介面，掌握學生的學
習進度，適時加強輔導。

竹圍國小小朋友自製F�網路繪
本童書，介紹淡水四大名產-阿
給、鐵蛋、魚丸湯、酸梅汁，也
是一種另類的小小國民外交。

竹圍國小小朋友自製F�網路繪本
童書，介紹淡水淡水風情，歡迎
大家都到淡水一遊。

給予小朋友學習上不斷的鼓勵，
增強自我學習自信，孩子也能從
中得到令人欣慰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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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融入教學之嘗試

在新世紀中，我們的教育理想是希望學生能了解資訊及特

色，與對人類所可能產生的無限影響，養成愛好學習、獨立學習

的好習慣，並能主動尋求資訊進行學習活動；透過獨立學習的能

力，發展與同儕進行合作學習的精神。

學校行政於推行資訊融入教學中，執有牛耳之推動力量，應

持續協助建設資訊教育基礎環境，包括硬體、軟體、規格的建

制，與環境的維護與運轉。逐步規劃建置校園有線與無線共構的

資訊網路環境，方便師生連上資訊網路，傳輸教學資料與學習資

訊，以達成「班班上網路」的目標。

協助教師備置可進行教學準備與實施教學的資訊科技設備，便於教師利用電腦製作教學

素材，處理課程相關事宜，促使「師師用電腦」，增加資訊設備使用效率。初期階段，為解

決資訊設備之不足，可考量「活動式資訊車」之配備，加強教師於教學使用上之運用。以竹

圍國小為例，各班推動資訊融入教學之設計上，需有單槍、電腦連線配備，為彌平電腦教室

之頻繁使用之需，竹圍國小利用資訊種子學校經費，製作活動式資訊車七部(含分校一部)，

每一部資訊車，內涵實物投影機、單槍、筆記型電腦、DVD player、喇叭、放影機等設備，

提供教師課堂上使用。

另外，鼓勵教師融合資訊科技於學校本位課程中，創新學習典範教學模式，發展具學校

特色的教學資源，結合「九年一貫課程」，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除持續強化學生基本資

訊科技能力外，並融合資訊科技於學科領域課程中，例如，利用廣播結合英語教材，透過媒

體製作特性，使英語領域有豐富的數位化學習資源。竹圍國小訓練廣播小D.J.，學習Gold 

Wave 錄音軟體的節目製作，在全校竹圍之英廣播電台 Bamboo Family節目中，以雙語播音

方式，強化全校英語學習活動的推展。全校小朋友在廣播小D.J.引領中，參予有獎徵答活

動，提供幸運小朋友透過多媒體設備，將自己的聲音傳播到校園中的機會，是難能可貴的學

習經驗，有助於增進小朋友對資訊融入教學的接受度與親合力提昇。同時，我們亦結合社區

資源，與IBM電腦公司企業公民部合作，進行IBM閱讀同伴網路繪本閱讀計劃。

基於以上可行策略，應可進一步考量，建置共通的資訊流通機制與開放的教育平台，發

展整合素材庫，提供班級，甚或是校際間，共享網路教育智慧財。建置網路資源，共創共享

之開放教育平台，發展整合各校之教學素材庫，設立各領域學習資源網站，訂定教學活動設

計與學習資源內容的審查、登錄、交流與分享機制，鼓勵學生上網學習加油站等，以進一步

活化師生們教與學的資源交流與分享。

另外，持續培訓與支援老師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活動，鼓勵將資訊融入各科教學能力，

納入師資養成教育及教師遴聘標準。普遍推動教師資訊基礎素養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技能之

培訓，引導網路學習落實到學校與教室，並永續經營，同時積極納入資訊融入各科教學的內

容，以應教師遴聘時，養成教師資訊融入各科教學的能力。

竹圍之英廣播電台Bamboo 
Family 校園雙語廣播節
目，也是校園內資訊融入教
學的另一個雙向學習平台。 等

優

教
師
組─

竹
圍
國
小  

王
淑
玲

石門國小英語小偏方.indd   181 2010/3/8   上午 11:37:41



1��

臺北縣英語教學 (學習 )小偏方

徵文比賽優選作品集

臺北縣英語教學 (學習 )小偏方

徵文比賽優選作品集

本校致力於參予資訊種子學校發展教學特色，成立教師專業社群教學小組，發展多元教

學模式，透過新五四研習課程引領，希能逐步提昇學校資訊教育的水準，包括培訓教師，分

享及傳播本身經驗，評定校內資訊教育的表現，形成學習型組織，共同拓展資訊融入教學之

各種教學模式。

新學年度，我們將嘗試推展國際間學校學生之互動交流，開啟與美國加州、愛荷華州學

子e-mail聯繫往來的平台，使更符應本校願景站在淡水河口向世界Say Hello的目標朝進。學

校逐步結合社區，形成親、師、生共同學習社群，為提推動資訊融入教學進行中執行方案。

綜合以上資訊融入教學推動模式之策略方案，下列幾項自我之檢視，將作為未來持續執

行資訊融入教學模式之參考方向：

一、對學校行政：學校教師已具備上網之資訊能力，透過學校網路平台知識交流、各項教

學活動，提供網路即時性、高互動的溝通，激發教師資源共享之觀念，推動資訊教

育，發揮親、師、生教與學功能。

二、對教學現場教師：資訊科技不斷的更新，資訊的新知是需要不斷的進修與吸收，身為 

教師應不斷思慮如何運用現代科技，有效推展資訊教育，輔導學生不斷朝向未來認知

成長 ，如此才能培養具有競爭力的學生。

三、提出實務方面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推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仍有賴學校行政層級積極

性介入宣導；教師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應運用相關學習理論為基礎；教師應善用資

訊科技工具特性實施融入教學以達成事半功倍之成效；學生資訊能力的培育有助於教

師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應用。

四、增加重點學校與一般學校資訊推動人員的編制，以利管理研發資訊教育的推展。

相互勉勵

有這麼兩個博君一笑的笑話： 

*  Patient: I feel so nervous. This is my first operation.

Doctor: I know just how you feel. It’s my first operation, too. 

*  老師希望剛入學的新生小朋友自己和家人討論為自己選出一個英文名字。經過討論

後，爸爸希望孩子多聽多看，從身邊的資訊中選一個自己想要的英文名字。結果，      

孩子告訴爸爸所選出來的英文名字是------Hello, my name is H1N1.(只因為打開電視，

每天都可以聽到H1N1的播放。)

就在致力於提升教學品質的同時，筆者認為我們也毋須太過給自己壓力，畢竟很多學習

是一種師生同步的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任何一位醫師都有上手術台的第一次經

驗，任何人也都會從熟悉的資訊中吸收，逐步嘗試，

然後接受成為自己的東西，再從經驗中累積實力，而

教學這門課，無庸置疑當然也是適用這一番道理，且

讓我們相互勉勵，然後，我們可以勇敢的說出：I think 
we are aiming to the Best in Managing language 
teaching &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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