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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智能融入幼兒華語教學 

之課程設計與實施 

-以印尼慈濟幼兒園4~5歲幼兒為例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探討多元智能理論融入幼兒華語教學課程之可行

性與實施成效，研究者根據 ADDIE教學設計模式進行多元智能幼兒華語教學方

案設計，期待激發幼兒學習華語之動機並增強其學習之成效，研究者以多元文

化為華語教學主題，欲培養幼兒的多元化教育觀，讓幼兒能認識並且尊重各國

文化，啟發其跨文化認知能力。 

研究者在印尼慈濟幼兒園擔任華語教師，以任教班級的 25位 4~5歲幼兒為

研究對象，透過五次的教學行動循環，進行為期六週之教學實踐，搜集多種數

據，根據幼兒學習者的學習成果、研究者的教學反思、同儕觀察檢核等方式進

行三角驗證，作為研究信度和效度的依據。在每次的教學實踐後，經過質性分

析與檢討，研究者整理出在教案實施時所面臨之問題，向三位資深華語教師用

訪談的方式尋求答案，取得相關教學建議。 

研究結果指出幼兒學習者在多元智能學科領域下的華語學習反應，幼兒能

充分展現積極學習的態度，從他們熱絡參與課堂活動的行為表現，得知以多元

智能為取向之教學可提升幼兒學習之動機，增加他們對華語課程的參與度。在

教學策略方面，教學者要根據幼兒的學習特徵和幼兒的學習發展給予恰當的多

元智能發展項目，設計的程序都須經過多方思考與規劃後，再給予幼兒合適的

華語學習課程。一系列多元文化主題課程設計與實施，透過歌曲、影片、教學

活動、遊戲、學校環境設置等，能有效培養幼兒跨文化認知的能力，讓幼兒具

有國際視野，將世界與生活連接在一起。 

 

 

關鍵詞：多元智能、幼兒園、華語教學、課程設計、印尼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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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Multiple Intelligent Theory to 

Chinese Curriculu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4~5 Years Old 

Children-A Case Study of TzuChi Early 

Childhood in Indonesia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action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multi-intelligence theory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ourse for children. The 

researcher designs the multi-intelligent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gram according to the 

ADDIE teaching design mode, and hopes to stimulate children's motivation to learn Chinese 

and enhance children's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s the theme of 

teaching programs,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children's diverse educational concept so that 

children can recognize and respect the culture of each country and inspire thei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across cultures. 

The researcher is a Chinese teacher at the Tzu Chi Early Childhood in Indonesia. The 

researcher  took 25 young children aged to four to five years to study. Through five cycles of 

teaching action and had teaching study performed for six weeks duration. Collecting a 

multitude of data undergo triangulation for learners’ learning result, researchers’ reflection, 

and peer observers’ checklist, so as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research. After 

each teaching practice, after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review, the researchers sorted out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plan, and sought answers from three 

senior Chinese teachers in interviews to obtain relevant teaching sugges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young children show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s and 

enthusiasm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class activities. From the positive response of the children, 

it is learned that teaching with multiple intelligences can enhance children's learning, their 

motivation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also increases. The teacher should give appropriate 

multi-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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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and th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ren. The design process must be 

followed by multiple thinking and planning, and then the appropriat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courses for the childre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ulticultural theme 

courses can effectively develop the ability of children to communicate cross-culturally, so 

that children hav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connect the world with life. 

 

 

 

 

 

 

 

 

 

 

 

 

 

 

 

 

 

 

 

 

 

 

Keywords: multiple intelligence, early childhood,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urriculum design, Tzu Chi in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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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欲探討運用 Howard Gardner於 1983年提出多元智能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t）融入幼兒華語教學課程中，將多元智能理論概念結合幼兒華語教

學，以多元文化為主題開發建立多元智能華語之教學方案，預增強幼兒華語學

習之成效並激發幼兒學習華語之動機，培養幼兒的多元化教育觀，讓幼兒能認

識並且尊重各國文化，啟發其跨文化認知。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研究背景；第二節，研究動機；第三節，研究

目的與研究問題；第四節，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從 1978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隨之崛起，中國開始與國際接

軌，透過各種經貿、教育、學術、文藝、文化等社會交流活動，使世界各地掀

起了學習華語的熱潮，讓華語成為國際上熱門的第二語言（周慶華，2011）。 

在印尼本地約有 1000多萬的華人，是目前全球華人最多的國家，印尼的華

語教育歷史在 1950~1960年代是全盛時期，但在 1966年印尼歷經「九三○軍事

政變事件」，蘇哈托推翻當時的印尼總統蘇卡諾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改

變，印尼政府為了保護自身的印尼文化，當時嚴格實施「華文禁令」，禁止任

何關於中華文化的教育，並要求當時在印尼的華人全都改印尼的姓氏，並且禁

止使用華語，要全面使用印尼語交流，只能學習印尼文，因此讓華語教育被禁

止長達三十多年，導致至今大多數年輕的華人子弟不太懂華語，甚至完全不會

說華語。直到 1998年的「排華事件」發生過後，讓當時的蘇哈托總統下臺，結

束三十多年的權威統治，印尼政府逐步完善民主化及多元文化制度，開始著重

於經濟貿易的發展，為了與中國建立良好的關係，印尼政府開始對印尼本地的

華人提供開明的相關政策，也解除了「華文禁令」，讓印尼也興起了學習華語

的熱潮 （林琳，2008）。 

印尼慈濟基金會之緣起，最早由一群來自台灣的印尼媳婦和當地華人家庭

主婦，開始推動慈濟的慈善工作。印尼慈濟金會一路走來歷經排華的暴動與不

安，整治紅溪河水患及南亞海嘯亞齊修復，在這些期間讓許多在印尼當地的企

業家投入，打動了印尼當地居民與災民，體現慈濟「濟貧教富、教富濟貧」的

精神（慈濟基金會，2018）。雅加達在 2002年時遭遇到嚴重的水患，當時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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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西北部的卡布莫拉村，因為地勢較低又接近紅溪河出海口，導致該地區淹水

嚴重，村民長時間都泡在烏黑的髒水之中。印尼慈濟人得知後前往關心，看到

居民面臨這麼大的苦難，印尼慈濟人決定整治紅溪河，並且給居民一個溫暖的

家。印尼慈濟人帶動當地企業家與政府一起合作進行援助，不斷投入人力與物

資，讓河岸居民遷村，接著展開河流整治的計劃。為了安置這些貧困的村民，

慈濟基金會在雅加達金卡蓮村興建大愛村，設置義診中心及學校，在 2003 年首

次開辦慈濟教育事業，設立金卡蓮慈濟大愛學校，該校的教學服務對象以當地

的印尼人為主（許木柱、盧蕙馨和何縕琪，2012）。 

第二所印尼慈濟學校位於雅加達北部，在 2011年 7月創立並且開學，目前

設有幼兒園、小學部、中學部，分別以中文、英語、印尼文進行三語教學，是

為一所三語學校，大多數以印尼華裔為教學對象，具國際化師資，來自於菲律

賓、中國、台灣、美國、英國等國家的老師在此校服務。幼兒園的教學課程依

據印尼國家標準；小學部以劍橋國際小學教育系統 CIPP（Cambridge International 

Primary Program）；中學部為國際文憑組織 IBO（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認可的 IB國際學校。 

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 多元智能幼兒教育重要性 

在面對多元價值的時代，幼兒園教師必須要有新的思維與作為，因應時代

的需求，展開創新的教育理念（黃友楊，2007）。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

心理發展學家 Howard Gardner在 1983 年提出多元智能理論，Gardner認為人類的

潛能無限，人類的智慧是多元的，人類共有八大智能，分別為「語文智能、視

覺空間智能、邏輯數學智能、自然觀察智能、肢體動覺智能、音樂智能、人際

智能、內省智能」等八大項。多元智能的教育觀念是重視且平衡發展多元智

能，Gardner（1983）認為長久以來的教育往往只重視知識領域的發展，而忽略

了其他至智能領域的學習，如果以不同領域來觀察孩子，會發現每個孩子有屬

於自己的天賦，從學習的過程中發掘他們的興趣與適合的學習方式。 

幼兒的華語學習不只有語文智能的發展而已，應該朝元多的教學模式發

展，從教學中發掘幼兒的學習天賦，從各領域及智能中輔助華語的學習，培養

幼兒對華語學習之興趣。華語教師可以在安排華語課時，考量多元智能八項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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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內容，製造有利於智能發展之情境，讓每位幼兒的八項智能能獲得充分的

發展與可能性（王維國，2000）。 

二、 幼兒華語教育之國際化 

全球華語熱，國際間越來越多人開始學習華語，而學習華語的年齡層明顯

逐年降低。幼兒華語教育也要與世界接軌，讓幼兒運用中文培養國際視野。國

際文憑組織（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 IBO）是以發展全球情

境、培養國際情懷、尊重多元文化為創立宗旨的國際教育文憑組織。PYP（3~12

歲）兒童學習，包含了學齡前的幼兒，此階段教學目標鼓勵學生學習自己與他

人的社會文化、民族文化，並且培養他們的國際情懷（蔡雅薰，2017）。幼兒

華語教師要如何開發華語教案，有效運用華語教學培養幼兒的多元文化教育，

讓幼兒能增廣國際視野，讓幼兒與這世界建立連結，了解自己的文化並尊重不

同的文化。 

小康軒幼兒華語教材《Hello華語 Starter 》共有兩冊，每冊六課，共十二

課，教材內容選取幼兒自然習得語言時，最基本常見的詞彙與生活短語，提供

多樣可連貫的主題圖像與語言真實意義的理解，並能引發各種情境之討論。教

材中設計具不同人種的人物角色並且反映了變化中的世界圖象，充滿國際多元

文化的精彩，採用全球背景繪本式的圖文，讓各國幼兒在多語的學習的環境

中，對語言溝通產生有效的互動交流。此幼兒華語教材開發，考量國際學習標

準種種需求，在有限篇幅要能涵蓋最有意義且貼近生活的語言，教材的圖文設

計更精準巧妙了展現跨文化的精神。 

研究者編寫《Hello華語 Starter 1》教師手冊之第四課至第六課內容，此教材

以 IB小學項目的超學科主題為教學標準。研究者採用自編的第四課「今天是雨

天」與第六課「我會說中文」作為研究參考教材，此兩課內容充分展現多元文

化主題，採用此兩課能實際了解研究者編寫教師手冊的價值性，也提供本研究

主題相關之參考貢獻。研究者搭配多元智能理論與此自編教師手冊內容結合，

以認識多元文化為課程主題題材，設計多元智能取向之幼兒華語教學方案。 

三、 實際教學現場的省思 

研究者在印尼慈濟幼兒園擔任華語教師，慈濟幼兒園的華語課程以聽說讀

寫並進，每週只有兩、三個小時的華語課程，課程進度每週有不少的漢字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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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漢字書寫，由於時間緊迫，認讀的方式常以機械式認讀漢字為主，一個小時

的分配，前 30至 40分鐘認讀漢字及認識當週主題，後 20分鐘左右為寫當週課

程指定漢字。 

研究者在慈濟幼兒園已累積將近四年的幼兒華語教學經驗，研究者發現慈

濟幼兒園的華語課程大綱有豐富的主題內容，但每週有固定的漢字認讀及漢字

書寫量，華語課程的規劃常常著重於漢字認讀及漢字書寫的練習，由於教學時

間的限制，讓幼兒只是稍微認識主題內容，導致每週主題教學內容不夠扎實。 

慈濟幼兒園每年 10月份舉辦以認識多元文化為主題的國際週活動，各班會

有代表的國家，學生穿著各自代表的國家特色服裝並且準備該國傳統舞蹈表

演，各班教室需展示當地國家的特色建築、食物及國旗等。教師利用國際週當

週讓學生認識世界各國的文化特色。每年只有為期一週的時間舉辦國際週活

動，前三天是活動日，後兩天天為表演彩排及正式表演日，事實上只有三天的

教學課程，中文及英文教師們以中文及英文雙語搭配的方式教學，根據研究者

自身觀察與其他華語教師商討，發現幼兒只能認識自己班級所代表的國家，這

樣的時間過於短促，不足讓幼兒認識其他國家，有名的大國也不甚了解，更何

況是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方式去認識與理解多元文化，需要達到國際週教學目

標極為困難。下表為慈濟幼兒園國際週前後兩週的教學主題、漢字學習範圍及

漢字書寫範圍。 

表1-1：慈濟幼兒園華語教學範圍 

 

從表中可發現只有第二週和第三週主題為我的國家，漢字認讀範圍因應整

年度課本教材所設計，幼兒園使用之教材內容《妙妙樂園華文 1-4》也無和國家

相關之主題，所以教材難以和學校主題相結合。從學校規劃的漢字認讀和書寫

量，可發現中文主題教學的比例較少，又結合無和主題相關之中文詞彙，導致

幼兒在主題上的認知相對不足。 

週

數 

主題 漢字學習範圍 漢字書寫範圍 

1 我的感覺 水果、餅乾、蛋糕、果汁 中、門 

2 我的國家 

（健康與非健康食物） 

書、筆、尺、紙、聽、說、讀、寫 大、小 

3 我的國家（國際週） （複習） 複習 

4 我的生日（星期和日期） 城市、公園、海邊、動物園 日 、月 

5 我的生日（星期和時間） （複習）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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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幼兒園的幼兒在家使用的語言通常以印尼語或是英語為主，平時常以

印尼語或是英語作為溝通工具，在華語課時難免會興致缺缺，身為專業的幼兒

華語教師要如何提高幼兒學習華語之興趣，讓課室活動更加生動活潑，並讓幼

兒在有限的時間內習得華語，面臨的種種問題都值得去省思與探討。韓融衛

（2015）指出幼兒華語教學主要的目標為讓幼兒學習者喜歡華語讓幼兒快樂地

學習，從學習中培養學生對華語的興趣，在此部分華語教師扮演了很重要的角

色，教師要知道採用何種教學方式與教具來幫助學生有效學習，增加其學習印

象。研究者設計多元華語教學活動，來提升幼兒學習華語之興趣，在教學方案

中融入多元智能理論，讓幼兒透過學習華語的方式發展各方面的智慧與能力。 

了解慈濟幼兒園華語課程概況以後，發現教學現場所遇到的問題，為了解

決幼兒不足了解國際文化主題之問題，研究者決定製作以多元文化為主題的教

學方案，讓幼兒在國際文化週前兩週就開始進入相關多元主題課程，培養幼兒

的世界國際文化觀。透過多元學習途徑能培養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幼兒

學習華語能力，教學者將華語課程與實際生活相連結，教學內容與幼兒生活環

境相關，使華語教學活動更加有意義（鄭又慎，2013）。本研究在研究者自身

的班級中實施，以多元智能融入幼兒華語教學方案，促進幼兒華語學習及增進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做進一步行動研究與分析。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探討運用多元智能理論輔助幼兒習得華語之可能性，將多元智能

融入幼兒華語課程，欲增強華語學習之成效並激發其學習動機，研究者開發建

立多元華語之教學方案，以多元的方式增廣幼兒學習華語之經驗，根據本研究

結果提供具體的建議，供幼兒華語教師做為參考。研究者希望透過系統性的教

學設計為印尼慈濟幼兒園的華語教育提供以下貢獻： 

（一） 透過多元智能為取向的華語學習課程，提升幼兒在華語課堂上的參

與度與學習動機。 

（二） 設計多元智能華語課程以提升幼兒華語教師之幼兒華語教學成效。 

（三） 以多元文化為主題之華語設計教學方案，提升幼兒多元文化的認識

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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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問題 

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 以多元智能輔助下之幼兒華語習得成效為何？ 

（二） 關於設計多元智能為取向之華語課程活動方法為何？ 

有何有效策略?  

（三） 以多元文化為主題之華語設計教學方案，能否增加幼兒的國際視

野，提升跨文化認知之能力，其成效為何？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 多元智能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 

Howard Gardner於 1983年提出多元智能理論，他認為每個人具有多元智

能，人類擁有不同程度的多元智能，具有不同程度發展和組合搭配。八大智能

分別為「語文智能、視覺空間智能、邏輯數學智能、自然觀察智能、肢體動覺

智能、音樂智能、人際智能、內省智能」，他認為這八大項智能都是相同重要

且具價值性的（王國維，2006）。以下列出適合幼兒發展八大智能之操作型定

義（鄭俊模，2013）。 

（一） 語文智能：聽音跟讀、聽故事、簡易的提問、看圖片回答問題、認

讀漢字、漢語與圖片連連看、閱讀書籍、寫漢字。 

（二） 邏輯數學智能：數數、寫數字、聽數字拍手、倒數、關於數字的故

事或童謠、排列順序、分類、拼圖、猜測推理故事。 

（三） 視覺空間智能：顏色、形狀、繪本、圖片、象形文字、電視影片、

繪畫、塗顏色、地圖、製作美工、黏貼圖卡。 

（四） 肢體動覺智能：動、聽指令做動作、拍手、肢體傳達、比手畫腳、

模仿遊戲、角色扮演、製作手工、剪紙。 

（五） 音樂智能：拍打節奏、歌謠、合唱、聽聲音、猜聲音。 

（六） 人際智能：團體活動、小組活動、遊戲競賽、合作學習、打招呼、

角色扮演、傳遞對話、互動遊戲、師生間互動。 

（七） 內省智能：單獨做題、自我反省、表達想法與意見、表達自己的能

力（會/不會）、獨立創作、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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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自然智能：大自然分類、製作觀察日記、欣賞關於大自然主題之影

片或圖片、描述自然環境的變化、記錄天氣變化。 

二、 幼兒教育（ Early Childhood） 

美國兒科學會（AAP）將兒童的年齡區分為嬰兒（Baby）0~12個月；幼兒

（Toddler）1~3歲；學齡幼兒（Preschool）3~5歲；兒童（Grade Schooler）5~12

歲（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19）。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

（UNESCO）指幼兒教育是所謂的學齡前兒童的早期教育，幼兒進入小學初等

教育前所接觸的教育課程，學齡前兒童進入到幼兒專門機構，在幼兒的認知、

情意和肢體層面全面發展，利於未來的學習和造福社會打下良好的的基礎，幼

兒教育機構要培養關心社會、具有能力和負責任的未來公民（UNESCO, 

2019）。依照年齡段分為托兒所（Nursery）及幼兒園（Kindergarten），在印尼

慈濟幼兒園分為托兒所 N1（2-3歲）、N2（3-4歲）；幼兒園分為 K1（4-5

歲）、K2（5-6歲），本文提到的幼兒為幼兒教育階段 2-6歲的孩童。 

三、 華語教學（TCSL/TCFL） 

TCSL 即為 Te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以華語為第二外語；TCFL 為

Te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以華語為外國語之教學。舒兆民（2016）指

出華語教學是指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或外語教學之教育（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對象為外國人士或華語非為母語者，進行完善的華

語「聽、說、讀、寫」四項語言技能教學。 

教育部（2006）的相關法規中對華語教學設立為華語教師以華語為第二語

言的教學方式將知識內容及語言技能教授非以華語的母語者。以華語為第二語

言或外國語之教學，教學內容以培養華語之聽力、會話、閱讀、寫作及翻譯等

技能，學習關於中華文學及文化之知識。印尼慈濟學校為一所印尼語、英語、

華語的三語學校，印尼語為該校學生之母語；英語為第二語言教學；華語為外

國語言教學。 

四、 跨文化溝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跨文化溝通能力分為認知、情感、行為，認知面為了解認識多元文化社

會，關於文化的價值、語言與非語言的對話、認知系統、族群主義；情感方面

是在對跨文化的敏感性的能力，以全球化的視野提升跨文化溝之動力，理解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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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溝通的機會提升，跨文化的溝通、協調、人際關係的建立能力是需要具備

之能力；行為方面為有效具體實踐跨文化溝通能力（Dai & Chen, 2014）。本研

究幼兒跨文化溝通能力為學習跨文化認識與理解階段，讓幼兒了解不同國家、

文化、人種、地理位置的存在，運用口語表達對跨文化的認知，培養幼兒跨文

化溝通能力的認知面。 

五、 教學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in Teaching）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透過行動和研究結合為一，為了縮短理論和實務

的差距，透過實際的行動，改善實務中所面臨之問題並且改善當前工作的情

境。經由行動進行實際的工作研究，因應實際工作情境以反省和思考的方式，

改革或是創新來增進活動的品質(蔡清田，2000)。 

教育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in Teaching）是教育實務工作者在自身工作

中從事的一種研究方式，目的在利用自我反省的探究方式，使教育實務工作者

能改進其教育實務、對實務的了解、實務情境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在教育實務

中，行動研究常被用於學校的課程發展，像是教學專業發展、學校改革方案及

系統性的計畫與政策發展。教育行動研究主要的方法以螺旋循環的方式進行 

(簡紅珠，2000)。教師之省思是對於學習事件所遭遇的難題和採取解決方法的

過程，應該不斷記錄與反思，與相關理論進行批判性對話與辯證(王國維，

2006）。在教學行動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作為行動研究者運用取螺旋循環模

式，採「計畫」、「行動」、「觀察」、「反思」進行本次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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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有助於研究者凝聚研究焦點、修正研究方法，讓研究者能有更深

度的了解再進行研究。研究者根據研究地區、教學對象、使用之教學理論、課

程主題等文獻資料進行搜集、閱讀並分析整理，為了讓本行動教學研究能在各

個文獻與理論的基礎下融入並且順利進行。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印尼華語教育概況；第二節，幼兒語言認知與

學習；第三節，多元智能理論；第四節，幼兒的多元文化教育。 

第一節 印尼華語教育概況 

一、  印尼華語教育發展 

印尼有著千島之國之稱，具有豐富的民族風情、語言、宗教的國家，在近

代史上的印尼歷經了相當長又複雜的殖民時期，先後被葡萄牙、西班牙、荷

蘭、英國、日本等國家殖民統治，直至 1945年 8月 17日印尼才正式宣布獨立，

成立印尼共和國，但荷蘭政府直至 1949年才承認印尼獨立（苑洋，2018）。 

早期的印尼華語教育，在實施華語禁令以前，印尼當地人與當地華人有著

良好的關係，華人的生活習慣與當地印尼居民自然的融合，但華人還是保有獨

特的中華傳統文化（廖惠蓮，2012）。印尼華語學校的歷史源自 1860年印尼華

僑在荷屬東印度尼西亞巴達維亞創辦了「明誠書院」，華語師資基本上是從福

建沿海地區，落第出走的秀才，教學風格類似於私塾，教授的內容為四書五經

等，此為華語教育的歷史開端（苑洋，2018）。 

印尼華語教育有著濃厚的歷史過程，經歷了許多階段，不同階段有著不同

發展，二十世紀以來印尼的華語教育歷程，從興衰起伏中反應出印尼政治局勢

的變遷與同化印尼華僑的政策，隨著印尼政治格局的變化，印尼的華語教育經

歷了繁榮、衰敗和復興等不同階段。研究者根據 2006年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

系出版的《印尼華文教育與教學》一書整理出印尼華語教育發展歷史概況，了

解在印尼地區華語教育歷史發展的各種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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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印尼華語教育發展歷史概況 

年代 華語教育發展 

1901-1927 
1901 年巴城中華會館成立，在董事與橋界熱心人士的支持下，創辦

荷屬東印度公司第一所正規華僑學校-巴城中華會館學校，簡稱八

華。滿清政府為了爭取印尼華僑返國投資，關懷在印尼之華僑教

育，派人調查僑校，勸人辦學或是招收南洋子弟返國就學，直至辛

亥革命後，學堂停辦，學生返回印尼，後續國民政府設立僑務委員

會。隨著華僑勢力的擴張，僑校迅速發展。隨後荷印政府開始分化

華僑社會，成立荷華學校，使用荷蘭語教育，為了華僑子弟能效忠

荷印政府。 

1928-1945 
濟南學堂招收華僑師生，國民政府鼓勵華僑在印尼各地創辦僑校。

荷印政府方面開始嚴厲監控華語教育，取締教材、驅逐教師、限制

知識分子入境等。直到 1942年日本政府南侵，佔據印尼，實施恐怖

統治，所有華僑社團和學校全面禁止活動甚至解散。 

1946-1965 
1945 年日本投降後，印尼為了對抗荷蘭，從事國家政策需要華僑的

協助，僑校在老一輩的教育家和商人全力支持下，迅速恢復，華僑

學校及人數大幅增加。在印尼共和國成立後，限制僑校發展。1958

年印尼發生內戰，1959 到 1960 年各地掀起排華風潮，導致華校關

閉，1965 年九三〇事件，印尼新政府以中共捲入印共政變，宣佈與

中共終止外交，1965 年蘇哈托總統上台，印尼政府封閉所有親共之

僑校。 

1966-1980 印尼政府成立特種民族學校限制華語教育發展，印尼政府要求華僑

入印尼籍，華語教育被停止後，印尼華人子弟被迫接受同化就讀印

尼學校，但因為宗教信仰、家庭環境、生活習慣，讓華人要完全融

入印尼社會則是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 

1986-1998 隨著印尼經濟發展，印尼國內外環境因素，印尼政府放寬對印尼華

語教育的禁令，印尼華語教育放寬的起點，在於兩岸經貿的發展，

台商在印尼投資的緣故，印尼政府不再認為華語教育為威脅和建國

的阻力。 

1999- 嚴禁長達三十年的華語教育開放，1999 年後民選西瓦德政府執

政，對華人政策有了大幅度調整，而華語教育跟著復甦。 

資料來源：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2006）。印尼華文教育與教學（頁7-18）。

桃園市：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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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華語教育從長期的封閉走到初步的復興，至今已經到了蓬勃發展的現

狀，越開越多印尼人學習華語，印尼華人透過各種學習管道學習華語，研究者

整理自宗世海和李靜（2004）印尼華語教育現況，他們指出印尼華語教育形式

為四種，分別為家庭教師、補習班或補習學校、正規幼兒園和中小學、大學高

等教育。 

（一） 家庭教師 

家庭教師以老師為單位，家庭教師去學生家授課或是學生至老師家學習華

語的方式進行華語教育課程，學生人數可以是一對一，多者能為十幾位。 

（二） 補習班或補習學校 

補習班可以為機構辦理，補習機構請兩位以上的華語教師至機構授課，班

級數也為兩個以上，學生可能在學校下課後，至補習班學習華語。印尼華語教

育具有代表性或影響力的補習學校，擁有的條件通常為具有資金財力、充足人

力的宗教團體或是華人社區所成立機構，辦學理念如同正規的教育機構，具有

系統化的教學計劃。擁有專門師資，像是高學歷教師、經驗豐富的華校教師，

也有來自印尼海外的教師，像是中國大陸或是台灣的華語老師在補習學校授

課。 

（三） 正規幼兒園和中小學 

印尼的正規幼兒園和中小學教育分四種類型，一為教會創辦，以基督教團

體聖道教育基金會為例，在印尼各省市設立幼兒園、中小學分校；二為印尼當

地華人所創立，從幼兒園到高中的一貫教育；三為國際學校；四為台灣學校，

國際學校和台灣學校的華人子弟的學生居多，學生中學畢業後，出國就讀大學

的選擇常為美國、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或者是台灣。 

（四） 大學高等教育 

大學教育的特點是華語教師通常為印尼人士，具有高等學歷背景，大多曾

在中國大陸或台灣留學、進修。 

印尼華人占印尼全人口的百分之二，1990 年代後學習華語的人口隨著中國

經濟起飛而增加，小學、中學、大學和私人的語言中心不斷成長，在印尼的國

際學校也開始提供華語的學習課程。華語的教學課程在大城市中相當普遍，在

國際或是私人的大學高等中提供華語課程，只有偏僻的地區較缺乏教學設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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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隨著印尼和中國大陸經貿的頻繁，讓華語文教育重新受到重視，而有著

無限的發展空間。 

二、 印尼慈濟幼兒園華語教學現況 

印尼慈濟學校在 2011年位於雅加達北區創辦開學，是為一所印尼語、英

語、華語的三語學校，教學服務對象以當地的印尼華人居多，目前設有幼兒

園、小學部和中學部。慈濟幼兒園設有幼幼班小班（N1）、幼幼班大班

（N2）、幼兒園小班（K1）、幼兒園大班（K2），在慈濟幼兒園大部分以英語

及華語授課，印尼文課程只有中班和大班每週有半個小時的學習時間。學生的

家庭背景大部分來自於印尼華裔家庭，少部分的學生有中國或是其他國家的血

統，父母其中一方或雙方為非印尼籍的外籍人士。 

表2-2：慈濟幼兒園班級資訊 

班級 數量 學生年齡 班級人數 教師人數 上課時段 

幼幼班小班

（N1） 

4 2~3歲 14～15 人 3 人 8:15~10:15 

10:30~12:30 

幼幼班大班

（N2） 

6 3~4歲 18～19 人 3 人 8:15~11:15 

幼兒園小班

（K1） 

7 4~5歲 24～25 人 2 人 8:15~12:15 

幼兒園大班

（K2） 

7 5~6歲 24～25 人 2 人 8:15~12:15 

師資配置為幼幼班大小班各有一位英文、中文和助理教師，一班教師人數

為三名。幼兒園大小班配有各一位英文和中文教師。師資國籍來自於不同的國

家，來自於印尼、台灣、中國大陸、菲律賓、加拿大。幼兒園另外提供專門的

音樂、體育、英語和人文教育學科，由學科專業的教師授課，只有一位為加拿

大的英語外師，每週教授幼兒園大小班一小時的英語課程,人文教育學科是以華

語授課，其他學科皆為英語授課。慈濟教育理念是啟發良知良能、正知正見的

全人教育，學校不僅給予知識和技術性的教導，也要有感恩、尊重、愛護生命

及地球的人文教育（星洲日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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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慈濟幼兒園使用之華語教材 

班級 華語課時/週 華語教材 出版地 出版社 

幼幼班小班

（N1） 

1 小時/週 教師自製教材 無 無 

幼幼班大班

（N2） 

2 小時/週 彩虹華語教室（兩冊） 馬來西亞 PELANGI 

幼兒園小班

（K1） 

2.5 小時/週 妙妙樂園華文 1-4 馬來西亞 PELANGI 

幼兒園大班

（K2） 

3 小時/週 樂樂華文課本 1-4 馬來西亞 Hongsun 

Publishers 

各年級使用的華語教材不同，學校依據學生年齡給予不同程度的華語教

材，華語課程全使用簡體字教學，每週有固定漢字認讀及書寫的進度，另外教

師需製作關於當週主題的華語教材來補充課本教材之不足。 

慈濟幼兒園的華語老師需依照教學大綱授課，K1 和 K2 老師會依照主題用

不同的教材上課，並非依照課本一至四的順序上課。慈濟幼兒園的華語教師有

固定開會的時段，教師們共同討論每週的教學內容，幼兒園規定教師們教授的

內容範圍需一致，討論完後教師們撰寫各自的班級教案，由教師依學生程度能

力增減，並且製作額外主題內容教材或教具。 

學校教育標準依據印尼國家標準，雖然採三語教學，但還是著重於英語及

華語教育，每週設有不同的主題大綱，教師們需要依照每週主題大綱給予符合

主題的教學內容。由於印尼的新年每年都會往前移動，所以每年的年度主題大

綱會有所調整更動，一個學年共有四個學期，一個學期為期十一週左右，以下

為研究者依據慈濟幼兒園給予的教學主題製作成教學主題表。 

表2-4：2018-2019年度教學主題表 

週數 日期 主題 

1 2018/7/17-2018/7/20 我的身體 

（身體部位） 2 2018/7/23-2018/7/27 

3 2018/7/30-2018/8/3 我的身體（眼睛看顏色） 

4 2018/8/6-2018/8/10 我的身體（眼睛看形狀） 

5 2018/8/13-2018/8/17 我的身體（眼睛看數字） 

6 2018/8/20-2018/8/24 我的身體（耳朵和鼻子的功能） 

7 2018/8/27-2018/8/31 我的身體（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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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8/9/3-2018/9/7 我的身體（舌頭的功能） 

9 2018/9/10-2018/9/14 我的活動（我能做的） 

10 2018/9/17-2018/9/21 我的活動（自我安全防範） 

11 2018/9/24-2018/9/28 複習周（家長會） 

12 2018/10/8-2018/10/12 我的感覺 

13 2018/10/15-2018/10/19 我的國家 （健康與非健康食物） 

14 2018/10/22-2018/10/26 我的國家 （國際文化週） 

15 2018/10/29-2018/11/2  

我的生日（星期、日期、時間） 16 2018/11/5-2018/11/9 

17 2018/11/12-2018/11/16 

18 2018/11/19-2018/11/23 我的家庭（家人與職責） 

19 2018/11/26-2018/11/30 我的房子（房子的部分） 

20 2018/12/3-2018/12/7 我的房子（日常生活用品） 

21 2018/12/10-2018/12/14 複習周（家長會） 

22 2019/1/7-2019/1/11 我的周圍（各類社區） 

23 2019/1/14-2019/1/18 我的周圍 

（交通工具） 24 2019/1/21-2019/1/25 

25 2019/1/28-2019/2/1 我的周圍（社區幫手） 

26 2019/2/4-2019/2/8 我的夢想（職業日） 

27 2019/2/11-2019/2/15 動物世界（寵物和農場動物） 

28 2019/2/18-2019/2/22 動物世界（野生動物） 

29 2019/2/25-2019/3/1 （人文週） 

30 2019/3/4-2019/3/8 動物世界（海洋動物） 

31 2019/3/11-2019/3/15 複習（家長會） 

32 2019/3/25-2019/3/29 動物世界（昆蟲絕種動物） 

33 2019/4/1-2019/4/5 植物世界 

（植物的組成，生命週期） 34 2019/4/8-2019/4/12 

35 2019/4/15-2019/4/19 植物世界 

（水果，蔬菜） 36 2019/4/22-2019/4/26 

37 2019/4/29-2019/5/3 外界 

（太陽，星星，月亮，地球，天空，彩虹，流星，白天，晚

上） 

38 2019/5/6-2019/5/10 外界（江，河，湖泊，海洋，高山，瀑布，噴泉） 

39 2019/5/13-2019/5/17 外界（天氣，天災） 

40 2019/5/20-2019/5/24 複習 

41 2019/5/27-2019/5/29 （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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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兒語言認知與學習 

一、 幼兒學習者的語言認知發展 

人類語言的獲得是透過基因遺傳及生長環境的因素，經由先天和後天的發

展產生的交互作用而成。Dyson和 Genishi（1994）認為語言認知與發展有著密切

的關係，通常幼兒在四、五歲以前習得了基本的語言技巧。以英語為基礎語言

下，林蕙蓉（2006）指出幼兒的語言習得階段分述如下表: 

表2-5：幼兒的語言習得階段 

階段 說明 

語音學習階段 嬰兒出生後就開始牙牙學語，語音的學習是為了交

流，所以發出聲音，嬰兒本身是能理解大人所表達的

字句含義。 

單詞學習階段 幼兒一歲左右，針對某些詞彙能辨識與分別，他們能

命名地方、事物、個人及人物，也能口語呈現完整的

句式，稱為全句子（Holophrase）。 

累積大量詞彙階段 幼兒一歲半左右，當遇到新詞彙，他們能用猜測的方

式（fast-map）了解字義，本身具有將未知及已知詞彙

進行串聯結合，進而認識相關詞彙，逐漸累積龐大的

詞彙量。 

雙字詞和電報句階段 幼兒以雙字詞和電報句（telegraphic speech）展現，表達

的句子多為內容詞，少有功能詞和語尾變化。 

資料來源：林蕙蓉（2006）。兒童英語學習與文化背景知識輸入。國教之

友，58(1)，22。 

兒童的心理發展理論講述兒童的成長與發展歷程，也是設計幼兒的華語課程

的重要參考值，值得我們去了解與探討。Piaget在 1972年提出兒童認知發展理

論，透過兒童年齡的四個階段來辨識，兒童的語言發展來自於他們智力的發展能

力，兒童語言發展能力，在理解事物與表達事物間的複雜關係的速度取決於大腦

發展的快慢，以下概述兒童發展的四個階段（Sau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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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Piaget兒童發展四階段 

階段 年齡 思維表徵 

感知運動階段 

Sensorimotor stage 

 

出生~2歲 

幼兒以感覺動作來發揮其功能，對

於新的物體反射出新的反射運動。

幼兒透過體驗和與身體互動來認識

世界的知識。透過身體的發育來發

展智力，最後成為象徵性的能力。 

前運思預備期 

Pre-operational Stage 

 

2歲~7歲 

幼兒未能做出合乎邏輯的思考能

力，只能透過簡易的語言或是符號

來表達世界，這些符號取決與個人

想法，前運思預備期是完全自我的

時期，只能從一個角度來看待他們

周遭事物，不合邏輯思維的方式是

這個階段的關鍵因素。 

具體運作期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7歲~12歲 

合乎邏輯的發展階段，使用具體物

品來協助思考和反向思考，自我中

心思想會漸漸消失。 

形式運作期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12歲~成年 

大腦能靈活運用與思考、能夠理性

或是抽象的思考、合理假說驗證等

多方面思考，發展了內在價值與道

德判斷的能力。 

註：研究者整理自“Jean Piaget's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by Saul, 

McLeod，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implypsychology.org/piaget.htm. 

二、 幼兒第二語言之習得 

第一語言（First language）指的是人類一出生最早習得之語言，從父母、家

人和生活環境中習得，依照語言學習之順序，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為在

第一語言後學習的其他語言，包含外國語、外族語或其他方言等。母語和血緣

關係與族群認同有著密切的關係（鍾鎮城，2015）。 

莊琍玲（2003）的研究指出第二語言的習得是一個認知性的腦神經運動，

這項運動的成敗與情緒與行為反應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有不恰當的學習過程，

會帶給學習者焦慮與壓力。在學習第二語言的兒童，可能出現學習狀況不佳、

與教師溝通不良、無法表達自我感受等，當兒童在學習上感到挫折時，如果教

師無法及時處理這樣的情況，可能會導致兒童在第二語言學習上的挫敗。 

很多語言、心理和教育研究學家 Chomsky 、Owns、 Piaget和 Vygotsky等人

都提出了認知發展理論（Cognition Development），他們認為兒童在六、七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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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為人類認知發展能力最佳的重要階段。孩子與語言環境有適當的互動，在第

二語言的發展上會有相當程度的進展，提供第二語言的學習環境，透過自然習

得的方式，使用第二語言思考、溝通、閱讀、參與活動等，有效刺激幼兒在發

展第一階段的習得技巧與能力，像是聽、說、讀、寫或文化認知等（引自莊琍

玲，2003）。 

Chomsky（1995）提出「普遍文法理論」（Universal Grammar Theory）提出

兒童第一語言習得來自於大腦先天語言功能，因此兒童能自然習得第一語言，

但是成人學習第二語言不再能透過先天大腦的系統自然習得語言。該理論指出

首要兒童能快速掌握習得第一語言，而成人難以學習第二語言如兒童學習第一

語言般快速，並且達到與第一語言相同水平。次要為兒童所處的環境不同，學

習的差異不大；成人學習第二語言的成效，即使年齡環境相同，也會有極大的

學習差異。最後相對於成人，兒童不易受到情意因素影響（余光雄譯，

2002）。 

Krashen在 1980年代提出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中的五項假說，分別是為習得學

習假說（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語言監控假說（Monitor hypothesis）、

自然順序假說（Natural Order hypothesis）、輸入假說（Input hypothesis）、情感過

濾假說（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其中輸入假說特別指出要輸入何種內容可

讓學習者有效且順利習得第二語言，以下為五項假說之概述 （Krashen, 

1982）： 

(一) 習得學習假說（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 

此說法指的是第二語言有兩個獨立的表現系統，分別為「學習系統」與

「習得系統」，「學習系統」是具有意識過程的形式教學產物，讓語言成為有

意識的知識，像是語法規則等。「習得系統」是潛意識過程的產物，類似於兒

童在獲得第一語言時所經歷的過程。在目標語言中進行有意義自然互動與交

流，是在交際的行為中習得第二語言，Krashen覺得第二語言的「習得」系統較

為重要。 

(二) 語言監控假說（Monitor hypothesis） 

此假說解釋了「學習系統」與「習得系統」間的關係，定義了語言「習

得」對「學習」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學習語法的實際結果。根據 Krashen的說

法，學習系統扮演語言「監控器」的角色。當滿足三個條件時，「監控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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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編輯和糾正功能中起作用，第二語言學習者有足夠的時間處理，專注於

形式上或思考上的正確性，並且了解學習語言的規則。有意識學習的作用在第

二語言表現方面有所限制，根據 Krashen的說法，監控器的作用是次要的，僅用

於糾正與正常語音的偏差，並使語音更加圓潤。Krashen提出語言學習者在「監

控」使用方面存在個體差異，從中區分使用者級別分別為，過度使用者-常直使

用「監控器」的學習者；使用不足者-沒有學習或不願意使用有意識知識的學習

者；最佳使用者-適當使用「監控器」的學習者。對人的心理狀況進行評估後確

立他們屬於哪個群體，發現通常個性活潑外向的是使用不足者，而內向和完美

主義者是過度用戶，缺乏自信通常與過度使用監控器有關。 

(三) 自然順序假說（Natural Order hypothesis） 

自然語序假說指的是語法結構的習得可依循語言的「自然順序」，此自然

語序時刻預測性的。在學習母語時，呈現高度的類似性，像是英語對於語法中

ing 及 ed、be 動詞等的文法，部分語法結構在研究中並不總是完全相同，但

是在統計上顯示有明顯的相似性，加強了自然語言秩序的存在。但當目標是語

言「習得系統」時，是不強調語法結構的完全正確性的。 

(四) 輸入假說（Input hypothesis） 

如何進行第二語言習得， 輸入假說強調關注「習得系統」，而不是「學習

系統」。當學習者接受第二語言「輸入」時，學習者會延續著「自然順序」更

進，超越當前語言能力階段。例如：如果學習者處於“i”的階段，則當學習者

要接觸到 “i + 1”的級別，將語言可理解的方式輸入，進行語言習得。 由於

並非所有學習者同時具備相同的語言能力，Krashen認為自然交際輸入是教學者

設計教學大綱的關鍵，確保每個學習者都能吸收“i + 1”，輸入符合學習者當

前的語言能力。 

(五) 情感過濾假說（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情感變量」在第二語言習得的成效會「情感變量」所影響，這些變量因

素為個人學習動機、自信心和焦慮程度。有高動機、自信和良好的學習態度的

學習者，可以快速掌握第二語言習得的技巧。相反的低動力、較無自信或容易

產生焦慮的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時內心易產生心理障礙，而阻止可理解的

語言習得，影響第二語言習得的效率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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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Krashen的說法，第二語言通常以語言「習得」為主，以環境因素和第

二語言學習者獲得的語言層級而定。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時，會利用第一語

言做輔助，所應用的策略為學習者在為學第二語言規則語法時，轉而依賴第一

語言；缺少使用第二語言規則語法時，學習者直接用第一語言思考模式而形成

的句型；接續第二語言切換，兩種語言同步調整協調。 

Dulay與 Burt（1974）、Lamber（1976）的研究指出兒童同時學習兩種語言是

不易受到干擾的，也不會對智力的發展有所損害，而且用不同的時間學習兩種

以上之語言，學習的步調與過程相似。Ovando（1978）的研究顯示第一語言學

習不但不會阻礙第二語言的習得，學習者還可以利用第一語言的基礎來促進第

二語言的習得發展，正所謂正向的遷移（林蕙蓉，2006）。 

Krashen（1892）提出「平衡效應假說」（Balance effect hypothesis），此觀點

指出提早學習第二語言會因為學習者無法平衡而有害第一語言的發展，造成語

言延遲、語句混亂不清的現象，但事實上 Krashen覺得第二語言的學習效果不

佳，不全是來自於第一語言的干擾，而是來自於學習者的學習態度與情意因素，

內心佔了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如果學習態度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狀態，學習第二語

言的過程中是不會產生干擾，而且當態度正面，會產生正向遷移的作用。兒童學

習語言具有極大的敏感性，他們對於語言的感受力強、聽覺敏銳、心理障礙少，

所以對於語音、語調的模仿力十足。培養兒童良好的學習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兒童及早學習第二語言比成人佔了極大的優勢，在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更能讓

第二語言學習成果有良好的成效。 

三、 幼兒學習華語之特色 

華語為第二外語的幼兒學習者而言，華語是一個陌生的語言，在聽不懂、

看不懂的環境下，起初總是興趣缺缺，他們缺乏學習動機，是因為父母希望他

們學習華語的緣故而學習。學習華語如果缺乏學習動機和語言環境，將影響華

語學習的效益，導致華語教學效果極其有限。首先要了解幼兒的個性特質、學

習興趣、學習形態及認知能力等，設計適合幼兒學習的教材，發現適合幼兒的

教學方式與策略，啟發他們學習華語之契機。 

幼兒學習華語的過程中會有種種反應，教師在授課時發現幼兒的反應與特

質，影響華語理解的因素為下（韓融衛，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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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注力短暫 

幼兒難以長時間坐在椅子上專心上華語課，教師需要透過多樣化的活動不

斷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二) 零起點初學者 

完全是一張白紙的幼兒或是學習華語時間較短，學生不熟悉教師給予的課

堂指令，需要教師透過母語或肢體示範的方式解釋教學內容和活動規則等，主

要引導學生多加嘗試，給予鼓勵增加幼兒學習之信心，讓他們能持續學習華

語。 

(三) 學習認知發展成熟度 

認知發展理論之 2~7歲幼兒（前運思預備期），以自我為中心，其思維不

合乎邏輯，無法見及事物的全面性，他們本身對詞彙的理解有限，教師需要利

用豐富的實物教具和教學活動，提升幼兒的認知，讓幼兒見及事物的全面性，

讓他們快速理解教學內容。 

幼兒學習特徵與成人不同，因此設計課程需要以幼兒的相關理論進行多方

位的參考，面臨幼兒種種學習特質與困境，華語教師需要調整教學步調，提升

華語教學品質，發現各式教學策略，以生動活潑的方式給予華語為第二外語的

幼兒學習者一個適當的學習環境，增加其華語學習動機。以下為研究者根據各

個文獻資料所整理幼兒華語學習的動機及興趣因素： 

（一） 教材內容 

選擇適當的教材內容極為重要，幼兒的教材需要語境化和交際化，培養幼

兒的語言交際能力。教材體裁多樣，可採用兒童故事、話劇、歌謠、寓言故

事、笑話或詩詞等，教材的插圖也可引起幼兒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蘇文霖

（2006）研究指出兒童華語教材編制以 1.主題性、單元性；2.趣味性，引起學習

興趣；3.課文內容朗朗上口；4.教學內容要基本的華語學習要件，筆畫、筆順、

部件概念。教師設計及使用適當的華語教材，能增加學習者學習之效益。 

（二） 戲劇性 

張麗玉和羅家玉（2015）認為幼兒在生活中喜歡透過戲劇、模擬、角色扮

演和戲劇等方式與朋友們交際、溝通或是自我溝通。Smedley（2018）指出幼兒

在角色扮演中促進語言的習得，語言成為最重要的溝通工具，幫助幼兒思考、

行動和解決問題。在交際、說戲、扮演、遊玩的同時，幼兒進而會投入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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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發心情、同理他人，從他們生活的劇場中涵蓋許多未知的潛能與價值。幼兒

的多元感官能力是相當敏銳的，教師在解釋華語時，能多運用肢體動作來詮釋

語言，而非單單口頭傳達華語知識。林冠帆（2018）提出關於 TPR（Total 

Physical Response）教學法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動機，透過肢體語言的非

語言行為表達方式能直接解釋目標語，讓學生達到印象深刻的效果。 

（三） 遊戲性 

Appleton（1919）的生長活動理論（Theory of Growth）認為遊戲項目與身體

的生長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幼兒能促進身體各部位的機能運動，針對兒童的

遊戲能一起生長過程做分階段設計，每個階段有不同的遊戲項目，促進各階段

的生長發展，遊戲在教育和輔導的重要性。Mitchell（1934）在遊戲理論

（Theory of play）中提出遊戲是為了表現自我的能力，他認為人類是愛好遊戲的

生物，從人類的生理需求、心理、生命現象等方面，了解人類自我表現的動機

和需求是相當強烈的（引自舒兆民，2013）。從幼兒的遊戲過程中，可觀察出有

些孩子有強烈的自我表現行為，想爭取榮譽的心，贏得勝利。教師有效利用遊

戲的方式讓幼兒學習華語，提升幼兒學習者在學習華語之樂趣。 

（四） 歌謠韻律性 

歌謠韻文能讓幼兒拓展語言，從事華語教學時，融入華語歌謠，能激發幼

兒學習華語之興趣，將歌謠的功效擴展至各個層面。歌謠韻文教學適時加入音

韻的訓練，對於語言能力發展，助益相當大。胡潔芳在 2002年提出良好的歌謠

韻文教材須具備以下條件 1.主題鮮明、具體；2.簡潔流暢；3.音樂性； 4.易背誦

詩詞等。訓練之方法和教材難易，應根據學習者程度而調整（林蕙蓉，2006）。

透過華語歌謠能讓幼兒以多元的方式探索與認識華語語言及中華文化。 

（五） 情境性 

Vygotsky（1962）和 Halliday（1975）認為兒童在自然的語言環境中，有溝

通上的需求，自然而然使用語言，當語言在有意義且具功能性的情況下使用，

兒童自然就能習得語言。Owen（2012）幼兒教材提供圖文情境對話的方式呈

現，讓幼兒能進行角色模擬對話，將句型內容與情境結合，學習真實的語用

（張麗玉和羅家玉，2015）。韓融衛（2015）指出華語教師能設置一種真實的情

境，促進幼兒在環境下學習華語，像是透過教室的擺設、佈置等，能讓他們身

處於文字圍繞下的環境，教室周圍設置中文海報、標示、繪本、圖卡、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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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充分營造中文語境。教師可以設計閱讀角落，擺放繪本讀物，讓兒童能自

由翻閱，培養他們閱讀華文書籍的習慣，與同學們分享讀物，根據標示、字

卡、圖卡與教師或是同學溝通。 

印尼自從華語禁令的解除，開放與中國經商、貿易、交流等規定，隨著華

語熱潮，印尼的幼兒華語教語如雨後春筍般，越來越蓬勃發展。從中國或台灣

的外派華語教師日漸增多，隨之也展開相關的幼兒華語教學研究，對於關於印

尼幼兒華語教學之觀點，研究者整理自彭則翔（2012）提出印尼地區幼兒華語

教學之特點與實施幼兒華語之要件，作為本研究參考依據。 

（一） 印尼幼兒華語教學特點 

1. 印尼當地三語學校日益增多，很多華校從幼兒園開始推廣華語教語，

因應時代前進的需求，根據科學規律，符合人生語言最佳學習階段，

讓幼兒從小接觸華語，跟上學習華語之熱潮。 

2. 幼兒華語教育不同於成人華語教育，幼兒華語教育立足於幼兒掌握母

語之基礎上，從口語起步，以聽與說為主要教學。 

3. 華語課堂活動設計上，幼兒熱愛玩耍，他們從「樂中學、境中學」，

在娛樂中潛移默化的將華語知識吸收內化，讓幼兒在自然的狀態下習

得。 

4. 培養幼兒學習華語之興趣，幼兒啟蒙教育之成敗會影響日後學習華語

的積極性和學習效果，教師根據幼兒的身心發展，設定教學目標，利

用兒歌、歌曲、歌謠、繪本、故事、遊戲等方式，創造良好的教學環

境和學習氣氛，激發幼兒學習華語之興趣，讓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自

由探索、自然習得。 

5. 培養幼兒的華語能力，語音、詞彙、語言能力等。交際活動和語言的

實踐，是形成和發展華語能力的有效途徑，幼兒華語教學提供各種機

會，在口語中發展語音，在語言中體悟語法、在不同情境中自然使用

華語交流。 

6. 培養良好華語學習習慣，可促使語言和學習能力的發展，智力與素養

同步發展，打下良好的根基。課程要用多元的方式展現，象形感知、

對比觀察、感官並用等，利於培養幼兒學習華語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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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施幼兒華語之要件 

1. 設立幼兒園之教學目標與教學計劃，便於教學者日後有目的且規劃教

學工作，進而落實教學，反思教學成效。 

2. 學科課程設計，以語言為主題之教學，課程以主題課程設計為語言、

音樂、體育、科學、文化、數學等科目。 

3. 完備的備課制度，備課過程中，教師根據教學內容，把握幼兒學習特

點，設計適合幼兒華語學習之教學的活動。 

4. 課時的安排，以活動為主，根據幼兒年齡而調整課時，2~3歲教學活

動時間為 10~15分鐘；3~4歲教學活動時間為 15~20分鐘；4~5歲教學

活動時間 20~30分鐘；5~6歲教學活動時間 30~40分鐘。 

5. 幼兒華語教學的方法可以幼兒實作活動為主，強調聽、看、實作，教

學活動循序漸進，適時穿插遊戲，避免幼兒在學習上不可負荷。新舊

內容搭配，語言主題與各知識文化內容協調。 

根據以上文獻分析整理發現幼兒學習特點集中精力聆聽的時間較短，教師

需要設計多元的活動項目，觀察幼兒的學習特點，給予適當的教學活動。幼兒

教學活動的設計需相當多元，不局限於單純的華語語言活動，而是語言與各科

項目活動的結合，像是繪畫、音樂、勞作、文化、體育、科學、實驗、數學、

人文等。幼兒華語不再是單純的為學說話而說，而是要有效整合語言教學環境

和其他多元知識的結合與共同發展，幼兒華語從小開始，不僅能快速掌握一種

語言，更要為孩子的未來多方能力的發展訂立基礎。 

第三節 多元智能理論 

一、多元智能理論之定義 

早期幼兒教育理念，經常強調幼兒的教育是全面發展的，但實際上幼兒教

育最常被受重視的為語言或數理方面的學科知識。關於社會心理方面的幼兒自

我認知、自我價值、社交能力等，反而被忽略了（Jennings & Greenberg，2009）。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Howard Gardner於 1983 年提出多元智能理論 Multiple 

Intelligent （MI），他認為人的「智力」是在某種或多種情境下受到重視所產

生，或是解決問題、創作新事物而產出的能力，事實上每個人都具有多元智

能，只是每項智能發展的情形與程度有所不同。Gardner教授的八大智能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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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智能、視覺空間智能、邏輯數學智能、自然觀察智能、肢體動覺智能、音樂

智能、人際智能、內省智能」等八大項。他認為這八大項智能都是相同重要且

具有價值的。人類擁有不同程度的多元智能，具有不同程度發展和不同智能的

組合搭配。例如：常識、原創力、類比能力（2006，林宛瑩）。 

多元智能挑戰了傳統的智力（IQ）理念，IQ理念認為人類的智力是與生俱

來的，IQ理念與多元智能理論之論點截然不同。傳統智力觀點來自 1905法國 

Binet和 Simon等心理學學家所發展出的智力測驗標準（黃友楊，2007）。以語

言能力、空間推理及數學邏輯為核心進行測驗，從測驗的成績來取決人類的智

力高低為標準。（MI）的論點則是引用腦神經科學、心理研究及多元文化知識

發展與應用而產生的，需實際地操作與實驗才可取得結果。 

多元智能理論明確易懂且具親和力，多元智能理論不僅能在學校中應用，

更能貼近日常生活深入家庭之中，此理論與多文化理念相契合，多元文化受到

重視，反對以西方為主的學習偏見，尊重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理念，尊重個別差

異，以學生優勢智能為媒介，提升其較不足的智能。對於過度重視標準化的紙

筆測驗提出反省，強調給予學生運用多元的方式來評量學習成果，提出真實性

的評量觀念，有助於教學理論學者、課程規劃或教育實務工作者一個真正了解

每一位學生潛能的管道，透過情境中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王為國，2006）。 

表2-7：傳統IQ智能與多元智能比對表 

 傳統 IQ 智能 多元智能 

智能的產生

及依據 

智能=IQ=智能的發展程度 

IQ=MA（Mental Age）心理年齡

/CA（Chronologcal Age）實際年齡

*100 運用測驗的方法和客觀的統

計，所得到的數字。 

在某種或多種文化背景與情境

下、解決問題而或創作時所產出

的能力與潛能。 

智能特色 1. 人一出生就具有的，天生的智

能。 

2. 此智能是終身不變且單一化。 

3. 主要以語言能力、空間推理及

數學邏輯能力判別。 

1. 每個人都具有多元智能，具有

不同程度發展和不同智能的組

合搭配。 

2. 智能是可以經由後天教育培養

與開發的，發展的速率因人而

異。 

3. 歸類基本的八大智能，還是有

其他可能出現的智能。 

教學 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學。單一的

學習環境，著重語言及數學邏輯能

力的培養。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價值領域

的多樣化與豐富的教學資源與真

實的情境下的環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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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有限度測驗內容為本，運用單一可

量化，既有的問題進行智力測試。

（標準化的效度、機械式評分、選

擇式測驗） 

智能公平的評量（Intelligence-

fair），考量測驗內部建構跟其他

相關心理建構的依存關係,要運用

多元的方式評量，或是持續觀察

的方法得知結果。 

資料來源：研究者重新整理自鄭俊模（2013）。多元智能理論在韓國兒童漢語課

堂教學中的應用研究。山東：山東大學。 

二、多元智能類型與特色 

1983 年 Howard Gardner起初在《智力架構》（Frames of Mind）一書中，提

出七項人類所擁有的智能，之後又增加了第八項智能「自然觀察智能」。目前

被廣受討論與研究的為八大智能，分別為「語文智能、視覺空間智能、邏輯數

學智能、自然觀察智能、肢體動覺智能、音樂智能、人際智能、內省智能」

（王國維，2006）。後續也提出精神智能（spiritual intelligence）、存在智能

（existential intelligence）及其他可能存在的智能（candidate intelligence），他認為

每種智能都是獨立運作的系統，系統間會互相影響變化，最後即為我們所見的

智能表現（梁雲霞，2012）。 

研究者以八大智能為研究類型介紹，以下為關於八大智能的內涵、行為特

質、未來適合從事的行業之整理表格（Gardner，2000；王國維，2006；陳立

軒，2018）。 

表2-8：八大智能類型之內涵與特質 

智能類型 內涵 行為特質 適合從事之行業 

語文智能 1. 具有高度語言運用能

力，有效運用語言進行

口頭或是書面溝通，透

過語文智能達到指定目

標之能力。 

2. 有效將語音、語義、語

法、語用結合運用，掌

握文字、遵循語法規

則，對文字間的韻律與

內涵相當敏銳。 

1.善於使用語文能力表

達自我或是理解他人。 

2.喜歡閱讀、寫作、學

習語言詞彙、文字遊

戲、學習異國語言。 

劇作家、演說家、

律師、詩人、編

輯、記者、主持

人、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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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數學智能 1. 具有高度數學推理能

力，善於概念和抽象進

行思考，具有邏輯概念

及數字運用能力 

2. 善於歸納、演繹推理的

能力，以科學的方式來

探究問題。 

3. 運用實驗來發現問題並

推理找出適應的對策來

解決問題。 

1.對事物充滿好奇心、

喜歡預測、分析、處

理、解決問題，善於研

究推理。 

2.喜歡數學、算數、理

解抽象概念。 

數學家、科學家、

會計師、統計學

家、電腦工程師、

稅務人員、 

視覺空間智能 1. 常以三度空間思考，對

視覺空間、線條、色

彩、形狀等具有敏銳的

觀察能力。 

2. 善於創造內在空間世界

的能力。 

1.喜歡關於色彩豐富的

圖片、將事物視覺化、

立體化。 

2.喜歡設計、繪畫、創

作藝術品。 

導遊、室內設計

師、室內裝潢、建

築師、藝術家、畫

家。 

肢體動覺智能 1. 運用身體或是身上某一

部位來表達想法、感

覺、解決問題。 

2. 透過身體來思考獲得知

識，用身體創造或改造

事物。 

1.善於肢體律動、體育

運動、舞蹈、舞蹈創

作、演戲等活動。 

2.喜歡用觸摸、操作來

學習，樂於勞作、烹

飪、園藝等手作活動。 

運動員、舞者、演

員、工匠、雕塑

家、工藝家、園藝

家、廚師、外科醫

師。 

音樂智能 1. 具有創作、演奏、辨

別、欣賞音樂的能力。 

2. 善於透過歌詞創作、作

曲、對音樂進行分析等

能力。 

1.喜歡聽音樂、參加音

樂會、唱歌，樂於用韻

律和音調的方式學習。 

2.善於節奏、旋律、演

奏、唱歌等。 

作曲家、音樂家、

演奏家、歌手。 

人際智能 1. 善於觀察了解他人的情

緒、感覺、可能的想

法，懂得與他人合作相

處。 

2. 透過從他人提出的想法

來思考判斷事物的能

力。 

3. 知道如何與人互動分析

問題，解決人與人之間

的衝突，有各式的觀點 

1.喜歡與他人互動，從

人際互動中學習，提供

想法和接受回饋。 

2.樂於參與社團，透過

合作學習、小組遊戲、

同儕互動中思考與解決

問題。 

心理輔導師、心理

醫師、推銷員、公

關、行政主管、人

事、政治家。 

內省智能 1. 意識到自己的情緒、反

應、觀念、愛好與想

法，並且能有效的處

理。 

1.愛好設立計畫目標、

擁有屬於自己的空間、

有獨立的工作室可以獨

立工作、規劃、反省自

我 

心理學家、哲學

家、思想家、詩

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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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度思考自我內在的世

界。對自我負責，具有

省思的能力。 

3. 了解本身的優點與缺

點，認識自我，尋找方

式改變，從別人的意見

與行為中習得改變。 

2.撰寫日記，按照自我

的進度執行方案。 

自然觀察智能 1. 透過接觸大自然來思

考，對自然景物有敏銳

的注意力，探索生活中

的事物。 

2. 觀察辨認物種，辨識動

植物與環境的特徵，具

有分辨自然萬物的能力 

1.喜歡參與戶外教學、

觀察大自然，樂於紀錄

自然萬物的變化。 

2.願意飼養小動物或種

植植物、蒐集自然物

品。 

科學家、植物學

家、園藝家、海洋

生物學者、地質學

者、動物管理員、

獸醫師。 

三、多元智能理論在幼兒華語教學上之運用 

多元智能理論以兒童學習為中心，人類從嬰幼兒開始就擁有不同多元智能

的組合，不同優勢的智能將會影響幼兒的記憶力、學習力及對事物的理解能力

蘇芳柳(2006)。多元智能理論對於從事教育工作者，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特

別是幼兒教育工作者，幼兒教師應了解每一位幼兒的能力、興趣、愛好，從平

時的觀察與記錄中作為日後教學依據，依照幼兒本身的個別差異進行教學內容

的設計與修改，達成適性教學的目標，讓幼兒在不同領域中能有足夠的發展空

間。 

黃慧珍（2000）的多元智能海外中文教學課程經驗與應用中提到華語教師

設計多元智能華語課程時可參考之原則：（一）課程資料的收集：資料的收集

要涵蓋各個層面，兼顧學術和實用性。（二）社會資源之結合：善加利用社會

所賦予的資源，圖書館、教育機構、學校等都可成為重要的華語教材來源。

（三）多元化教學方式：嘗試各種教學技巧，搭配多媒體教材等，提升學生對

於各類型文化的鑒賞與吸收。（四）創造力的發展：發展創造力的思考，勇於

挑戰並且嘗試新事物，設計新的教學方案和輔助教具。（五）環境整合：多元

智慧不僅在課堂上，更要融入課後的家庭生活之中，運用在各個社會生活層面

上，讓新思維改革能與整體大環境配合。 

鄭淯心（2011）研究指出多元智能運用在漢字學習活動上，可透過看圖說

故事（語文）、畫藝術字（視覺空間）、拼漢字（人際）、肢體書空寫字（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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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運動）、尋找漢子（自然觀察）、童謠（音樂）等，這些活動都是容易執行

且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之活動，需以多元的方式來豐富當地的華語教學。 

黃慧珍（2000）及鄭俊模（2013）對八大智能提出各式華語教學課室活

動，研究者根據他們的研究，整理出以下適合幼兒的華語教學活動。 

（一） 語文智能 

1. 概念:運用學習華語的方式增加華語語言發展的能力，在幼兒的語言

學習上首先著重聽與說的發展，其次為漢字的認讀與寫字能力。在

聽與說上能有豐富的學習內容，讀與寫方面，使用較簡易的內容。 

2. 教學活動：聽錄音、聽音跟讀、聽故事、聽兒歌、聽詩歌、簡易的

提問、回答問題、看圖片回答問題、看圖說話、讀詞彙、讀句子、

唱兒歌、朗誦詩歌、認讀漢字、看華語影片、漢語與圖片連連看、

文字遊戲、閱讀書籍、寫漢字。 

（二） 視覺空間智能 

1. 概念: 幼兒精確地感知視覺世界，將自己所感受的視覺經驗進行設

計與創造。具有敏色彩、形狀、形態等觀察力，將眼前所觀察到的

事物以藝術的方式製作成藝術作品。 

2. 教學活動：顏色、形狀、繪本、圖片、象形文字、電視影片、藝術

欣賞、繪畫、塗顏色、創作想象、找顏色、地圖、製作美工、黏貼

圖卡、製作立體模型、積木。 

（三） 邏輯數學智能 

1. 概念: 善於解決問題、數學計算、邏輯察覺、推理歸類之能力。具

有辨別邏輯與數字的敏感力。 

2. 教學活動：數數、加減法、聽數字拍手、寫數字、倒數、關於數字

的趣味故事與童謠、打電話、排列順序、推理故事、解決問題、分

類活動、猜測遊戲、拼圖、找尋對應圖卡、尋找不同處、桌遊。 

（四） 肢體動覺智能 

1. 概念:展現在肢體律動、舞蹈、手工等活動，訓練大肌肉與小肌肉的

能力，能控制與理解身體律動能力，在思維與肢體之間搭建和諧的

橋樑，能把抽象的意義運用肢體動作的方式展現出來。 

 



 

29 

2. 教學活動:舞蹈律動、聽指令做動作、拍手、肢體傳達、比手畫腳、

體育活動、模仿遊戲、角色扮演、手語表演、書空寫漢字、背後寫

漢字、製作手工、折紙、剪紙、製作模型、積木。 

（五） 音樂智能 

1. 概念: 幼兒愛好音樂、歌唱、旋律，他們對音樂的變化、節奏、音

調具敏銳性，所以容易受到音樂、聲音及歌聲所吸引。 

2. 教學活動: 拍打節奏、使用樂器、歌謠、合唱、聽聲音、猜聲音、

欣賞音樂、朗誦。 

（六） 人際智能 

1. 概念: 培養發掘幼兒與他人的相處關係，懂得和同儕合作、和諧相

處、互相影響、激勵彼此，透過合作學習讓彼此成長。 

2. 教學活動: 團體活動、小組活動、遊戲競賽、合作學習、打招呼、

角色扮演、傳遞對話、互動遊戲、師生間互動。 

（七） 內省智能 

1. 概念: 能夠了解自己、表達自我的想法與意見、獨立完成工作或任

務。 

2. 教學活動：單獨做題、自我反省、表達想法與意見、表達自己的能

力（會/不會）、獨立創作、自由選擇。 

（八） 自然觀察智能 

1. 對動植物的觀察、辨識、分類的能力，對自然界、生物、天氣等具

有好奇心，能觀察、理解、欣賞大自然萬物。 

2. 教學活動：大自然分類、製作觀察日記、欣賞關於大自然主題之影

片或圖片、描述自然環境的變化、記錄天氣變化。 

學校需提供多元的學習機會，教師以幼兒為中心教學，發掘各個幼兒的內

在潛能，設計符合幼兒學習程度的學習課程、教學內容、活動與評量。幼兒的

學習發展會根據幼兒的年齡不同，而影響其學習吸收的能力，通常年齡較長的

幼兒，在各方面發展能力會優越年紀較幼的幼兒。 

第四節 多元文化教育 

一、 多元文化教育意義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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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觀點的產生與近代的種族衝突與社會運動的抗爭下逐漸興起，因

為不同族群間的相處，發現文化本身的差異而造成觀點的分歧進而發生種族衝

突。美國社會存在著黑白種族問題，在 19世紀末主張「黑白隔離但平等」

（Separate but equal），在學校、餐廳、火車上都會以黑白隔離的方式做出歧視

黑人的行為，經過各種抗爭與辯論後，漸漸主張「黑白融合」，在這段期間美

國的黑白種族對抗與衝突，使社會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簡成熙，2004)。澳洲

的「白澳政策」，導致澳洲社會代其他非白人種族之族群與文化的歧視與忽

視，也是歷經了種族抗爭，1966年開始漸漸開放，1975年「種族歧視法」在澳

洲的移民享有法律保障和平等的權利，可能以膚色、種族、宗教、性別等其他

因素歧視他人，直至 1990年代多元文化政策的提出，重新定義白澳政策結束後

的社會模式，讓社會正視不同種族和諧共處之事（陳鴻瑜，2014)。 

元文化教育教育者要理解多元化教育相關的哲學和定義，設計與實施民族

與和文化多樣性的有效教學策略，並做好多文化的準備計劃和實踐指南。多元

文化教育研究者 Banks（1989）提出多元文化教育之理念與意義（陳伶艷，

2000)： 

（一） 理想與概念的呈現 

多元文化教育指的是學習者無論屬於哪一個種族、國家、性別、社會階層

或文化特質都有享有受學校教育均等之機會。 

（二） 教育改革運動 

對於整所學校、教育理念和環境的改革，促使來自各種族、性別、社會階

層、文化的學生，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目標在於改善學校的教育環境，像

是學校文化、政策、政治化結構、正式和非正式之潛在課程，以平等的態度對

待所有群體學生。 

（三） 永不間斷的過程 

以社會公平公正、性別平等、反種族歧視、反殘障歧視，皆為致力於人性

改革之長期目標。雖然目前人類社會難以完全達成，但是要不斷朝向目標邁

進，藉此讓每個人都能成為具有多元文化觀，發展多元文化知覺，具有信念及

行動的能力。 

（四） 多元文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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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元文化課程的實施，使學生能認識和理解各民族與國家間所存在的

民情、習俗、想法、歷史文化等差異，致力於輸入多元族群和全球化觀點，並

且融合在本身的族群文化課程當中。 

（五） 承諾 

當族群彼此有適當的認知、理解及社會行動技能的培養，進而會反對種族

歧視、性別歧視或是各種形式偏見的存在。 

張建成（2000）指出多元文化教育的文化是相對的，不同地區有著不同文

化風俗習慣，文化沒有高低平賤之分，而文化不斷隨著民情而演變。從文化之

形態區分社會、組織、藝術、生活等形態，文化也包含語言、文化、禮儀儀式

等呈現。近期在美國的多元文化教育成為熱門的話題，其實很多人未能意識到

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為何要提倡多元文化教育，其實在這個全球化的時

代，國與國之間的頻繁且容易，國際的經貿合作、旅遊等，讓國家間關係日漸

密切，網路的進步達到天涯若比鄰的境界，人們更需要認識、理解和尊重各種

民族與國家文化的存在，促進彼此交流，搭建良好的跨文化溝通橋樑(中國教育

學會，1993)。 

隨著跨文化交流的頻繁發展，外國語言教學的目標起初強調語言使用的正

確性、適當性、精熟性，到近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之發展，因此各國外語教學

開始重視跨文化溝通能力的探討，將跨文化溝通能力視為外國語言教學的重要

發展項目(陳美如，2000)。 

王志強（2007）從跨文化溝通的觀點檢視，文化是個人、群體、機構、民

族的主要取向標準。文化的影響，決定人類的感知、思維、評價和行動。文化

價值取向取決利用何種文化行為方式及如何看待各種文化和文化事件發生的經

過。人類作為文化的載體，文化整體性，包括文化認同、階層認同和個人社會

化。人的文化整體性在宏觀面向，涉及關於某一文化一般的價值要求和行為要

求，決定人類的文化行為模式。個人的階層的認同感，決定個人對應出的社會

文化行為。從微觀面向，關於個人社會化過程，影響人類對於文化取向和文化

核心的接受與執行程度，以上影響國際間人類的跨文化溝通與跨文化理解能

力。 

Alexander Thomas（2010）認為確立文化價值取向是有助於國際間跨文化接

觸與跨文化理解的。但在確定某項文化的文化核心標準時，應該多加注意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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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整體性，使跨文化理解能符合文化普遍性和文化載體的特殊性，並執行

符合文化行為的回應。學生在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中，關於跨文化理解、文化

回應課程設計及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能力培養極為重要，提升學生的國際觀，

要從學生的洞察力開始培養，讓他們獨立觀察文化間的差異，教師可以利用不

同族群背景的文化特徵、先備知識或生活經驗作為教學的途徑，以提升學生的

跨文化學習動機和表現。 

二、 多元文化之幼兒教育應用 

在這個地球村的世代，幼兒提早學習第二外語，學習接觸本身自我文化以

外的知識和文化，關於幼兒世界觀之跨文化理解的研究，姜孟婕（2006）以台

灣幼兒園大班幼兒為研究對象，設計實施關於多元文化理解的繪本教學活動，

其研究結果顯示： 

（一） 多元文化知識內涵 

從種族的觀點下，人類的外觀特徵受到幼兒討論的焦點，以外型來作為分

類依據，人的膚色影響幼兒對種族的偏好因素，幼兒對於本身不同種族但相同

年齡的幼兒接受度較成人接受度高。從物質文化面，針對食物主題較有多元的

敏感性，對於其他物質文化的概念仍是模糊不清，文化差異容易受到幼兒的關

注，用生活經驗同化理解文化訊息。 

非物質文化台灣的幼兒對於歐美地區的節慶和語言有熱烈的回應，但對台

灣本土的傳統節慶卻不甚理解或感興趣。幼兒的宗教信仰來自於家庭生活經

驗，對文化的差異有片面化評斷之行為。 

（二） 多元文化知覺態度 

展現文化認同，自我與肯定自我能力的階段，少談論家庭、社會或是國家

方面之文化認同與歸屬感，幼兒在文化認同態度方面較缺乏。展現了文化尊

重：對不同文化的態度，歧視多於尊重，但也是會從欣賞的角度看到事物，非

將差異作為辨別優劣的唯一依據。幼兒及與文化的差異性須有劃分，文化融合

態度未盡理想，對於文化差異的情境下，人際問題表現消極，脫離文化情境對

人際策略提出正面做法。 

對於文化理解的三大因素分別來自於家庭環境、大眾媒體及生活經驗，這

三大因素皆具有實質上的影響力。國際幼兒園致力於做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

梁，採用多元的國際文化元素，運用豐富的活動，讓孩子親自參與和體驗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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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的異同，讓孩子擴展國際視野，以下為教育國際化進程中幼兒教育觀

（李成明，2014）。 

（一）國際化的幼兒教育理念 

為多元文化的整合，教育意涵為培育幼兒能包容與尊重各民族、宗教、生

活習慣、民俗風情、文化等。讓幼兒認識、學習、探究世界各地、民族、國家

的多元文化，開拓國際視野。國際化教育也少不了認識中華文化，充分讓孩子

學習中華經典與傳統文化。 

（二）國際化的幼兒教育環境 

舉辦國際節日，像是萬聖節、聖誕節等節日體驗活動，使幼兒充分瞭解西

方的文化內涵，感受國際多元化的理念。中、外籍教師雙語教學環境，全英語

的語言教育環境，營造全面國際化的教育內容和開放式的教育模式，讓孩子能

體驗到西方教育。多元的國際生活學習環境，來自多個國家及地區的幼兒，能

夠透過多元互動交流的方式，讓孩子在幼兒園的生活中充分學習多多元文化。 

（三） 幼兒教育課程 

幼兒在尊重、包容、平等、關愛、自由、積極的國際化氛圍中成長茁壯，

透過日常生活、體育項目、數學科學、語言、人文文化、藝術能力、社交禮儀

及情感等方面，開啓幼兒多元智慧，培育幼兒健全的人格。 

國際文憑組織（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 IBO）是為 3至 19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的連貫和系統性的國際教育組織。其教育目標為知識和

人格的全方位發展，激發學生終身學習的學習精神，滿懷對萬物的同理心與熱

情。國際文憑的價值觀，涵蓋一項「在全球背景下展開教育」，指的是提高學

習者對於語言和文化上的理解，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思想或是觀念的探索能力，

培養具國際情懷之世界公民。國際文憑學習者要努力將自己變成一位探究者、

思考者、交流者、知識淵博的人、堅持原則的人、胸襟開闊的人、懂得關愛的

人、勇於冒險、全面發展和善於反思的人，這些代表人類所需具備的廣泛能力

與責任，超越了學業成就和智力發展的範圍（IBO，2013）。 

國際文憑小學項目 IB-PYP（3~12歲），包含了幼兒園至小學的學習年齡

段，小學項目中有六項學科領域，分別為語言、社會學、數學、藝術、科學、

個人教育、社交教育和體育。此階段還設立六項重要且具特色的超學科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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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題目將會將當地地區和全球性問題有效的跨領域整合，學生在學習時能超

越學科領域原有的界限與世界中真實的事物連接起來。 

 

 

圖2-1：六大超學科 

註：研究者引自IBO-PYP六大超學科主題原圖 

（一） 我們是誰？（Who we are？） 

探究自我本質、信仰和價值觀，了解關於人類、社會、身體和心

理狀態的發展，人際關係的理解從家庭、朋友、社區生活、文化等，

懂得社會賦予的責任與權利，成為人的意義。 

（二） 我們身處在什麼時空？（Where we are in place and time？） 

關於時空的探究，像是地理位置、方位、時間，個人歷史自傳，

家庭和旅遊，發現人類的演變，從本土到全球化的觀點探討人類與文

明間的關係。 

（三）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學習如何表達自我觀點，從各個觀點、感受、大自然、文化、信

仰和價值觀等方面，進行全方位探究與發現，將會反思、延伸、增

加、享受創造力的過程與方式，具有審美鑒賞力。 

（四） 世界如何運作？（How the world works？） 

探究自然界與自然規律和原則，關於大自然和人類間的互動模

式，科技的進步對環境社會和環境的影響力，人類如何運用大自然來

進行科學的研究和探討。 

 

我們
是誰

我們身
處在什
麼時空

我們如
何表達
自己

世界如
何運作

我們如
何組織
自己

共享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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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們如何組織自己？（How we organize ourselves？） 

探討人類創造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間的互動與聯繫，組織的結構和

功能，社會的決策方式，經貿的活動造成人類與環境的影響。 

（六） 共享地球（Sharing the Planet？） 

探討人類和各種生物在分享地球的有限資源時具有的權利與責

任，社區內部間的關係能擁有平等的機會，用和平的態度解決各種衝

突。 

IBO的超學科學習概念其實是將多元智能、思考技能與知識學習等層面發

展進行結合，讓學習者能夠觀到這廣大的世界並且了解和實際生活能相互聯

繫。根據研究者編寫小康軒幼兒華語教材《Hello華語 Starter 1》教師手冊，第四

課「今天是雨天」和第六課「我會說中文」的探究計劃，根據學生年級給予不

同的探究概念與目標，一課涵蓋兩種探究主題，以下為探究計劃表： 

表2-9： 第四課「今天是雨天」-探究計劃 

四至五歲（K1） 

 主題一 主題二 

探究主題 世界如何運作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 了解各地的天氣變化 天氣影響自我情緒 

重要概念 變化、關聯性 思考、因果關係、關聯性 

相關概念 循環往復 自我表達、看法 

探究線索 1.發現世界的氣候；2.天氣變化與

差異 

1.天氣變化影響人類情緒；2.思考天

氣造成的情緒反應 

學習者目標 探究者、思考者、 反思者、思考者、交流者 

五至六歲（K2） 

 主題一 主題二 

探究主題 世界如何運作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中心思想 觀察各地每天天氣狀況 各地氣候帶給人類的影響 

重要概念 原因、變化、聯繫 變化、因果關係、思考 

相關概念 循環往復、時間概念 氣候差異、循環往復 

探究線索 1.全球氣候的循環與變化 

2.天氣隨著時間改變 

3.不同時間點的天氣狀況 

1.觀察並且表達各地氣候的異同 

2.了解自己所在地區之氣候 

3.人類面對氣候異同所產生的影響 

學習者目標 知識淵博的人、探究者、思考者 探究者、思考者、交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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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0：第六課「我會說中文」-探究計劃 

四至五歲（K1） 

 主題一 主題二 

探究主題 共享地球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 用語言或行動表達對萬物的愛 熟悉自己的國家和語言 

重要概念 反思、觀點、關聯性 觀點、關聯性 

相關概念 語言表達、關愛地球 自我認識、語言能力 

探究線索 1.認識和學習各國我愛你 

2.用語言表達心中的愛 

3.用行動表示環保愛地球 

1.熟悉自己國家的語言 

2.認識各國的語言、表達會與不會 

3.用各國語言打招呼 

學習者目標 反思者、交流者、 

富有同情心的人 

探究者、思考者 

五至六歲（K2） 

 主題一 主題二 

探究主題 共享地球 我們是誰 

中心思想 世界各國的文化差異 認識自己國家的飲食、文化習慣 

重要概念 形態、關聯性 形態、關聯性 

相關概念 文化認識、國際觀 自我文化認同 

探究線索 1.認識各國服飾 

2.了解各國飲食差異 

3.學習各國簡易的語言和歌曲 

1.了解自己的國家地區 

2.熟悉自己國家的飲食習慣 

3.認同自我的文化習慣 

學習者目標 知識淵博的人、全面發展的人、交

流者 

探究者、思考者、交流者 

從 PYP探究計劃中給予明確的教學目標與理想，含有全球性的中心思想、

研究概念、國際化的探究線索，積極培養學習者能成為探究者、知識淵博的

人、全面發展的人、思考者、交流者、富有同情心的人、胸襟開闊、富有同情

心的人。 

幼兒的一言一語都是在嘗試與人產生連結、和外在世界溝通，因此不能輕

忽語言對於孩子認知語言的成長。蔡雅薰（2014）提出兒童主題式教材編寫的

主題取決於詞語選擇語法結構功能和文化項目的結合，注意主題設定、應用、

結合多元智能理論、引導討論和學習評量。 

何文君和張鑑如（2008）提出關於海外兒童初學華語教材之初探，分析了

共五套兒童華語教材，分別為《遠東兒童中文》（My Chinese Book）、《快樂

幼兒華語》（My First Chinese Words）、《快樂兒童華語》（My Chines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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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Reader）、《輕鬆學漢語》（Chinese Made Easy for Kids）、《漢語樂園》

（Chinese Paradise）。關於國家與文化類的教材主題，對海外兒童來說，華語是

第二語言或是外語，教材內容有 1.我是中國人；2.我從日本來；2.你是哪國

人？關於中國文化的主題有 1.中國飲食-餃子、圓宵、粽子、月餅；2.年齡傳

說-十二生肖；3.中國新年-恭禧！給紅包；4.節慶-元宵節。 

林冠帆（2018）的研究提出關於華語教材對於文化課程的設計提到多元文

化主題課程的重要性，主題內容關於多元文分別為國家、中秋節、和聖誕節

等，其研究指出教師應該注重教學內容與文化之間的關係，設計教材時可以配

合節慶與當地文化結合。巫鐘琳（2008）多元文化是一個教育理念，經過多元

文化的課程設計讓幼兒了解自己的文化以外，培養自己對自我文化的認同，同

時也能用相同的態度平等看待各種文化。教師也須具備批判與反省性，在教學

活動中實現自我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 

在一系列的多元文化相關文獻與探討中發現多元文化的教育對幼兒來說也

是相當重要的，多元文化的教育觀從小開始培養，讓幼兒接觸世界的文化，以

尊重的態度面對各個文化，教師也須具備多元文化教育內涵，將多元文化理念

傳達給幼兒認識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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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針對幼兒學習者所設計的多元智能教學方案，研究者以 ADDIE的教學設計

模式作為教學設計的參考依據，研究者投入教學現場實踐教學行動，並運用螺

旋循環研究模式，進行五次的教學行動研究。以印尼慈濟幼兒園為研究場域，

研究者實際深入教學現場教學並參與觀察，透過錄影的方式記錄教學過程、拍

照記錄學生作品和活動過程，課後撰寫教學日誌與教學省思，請同儕填寫教學

檢核表。在多元華語之教學方案實施後，整理分析完成教師訪談問題，進行幼

兒華語教師的訪談，再將本研究所搜集的全部資料進行分析整理，最後撰寫研

究結果。 

本章關於研究方法與設計，一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幼兒華語教學方案設

計；第二節，研究設計與流程；第三節，研究工具。 

第一節 幼兒華語教學方案設計 

一、 教學設計方法  

本研究設計之教材依據 ADDIE的教學設計模式下完成，ADDIE的教學設計

模式為一套具有系統化的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ADDIE教學教

學設計模式共有五個階段，整體過程從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

(Develop)、執行(Implement)到評估(Evaluate)。各個階段的內容概述如下（王永

福，2019）： 

（一） 分析階段 

此為目標設定之階段，考慮學習者的背景與先備知識，確認教學目標，期

待多元智能教學方案能達到何種目標，研究者將進行課程目標、教學對象、教

學環境、現有資源、媒體、課程內容、教材、教學時間等分析。分析階段極為

重要，研究者從分析階段中避免產生課程目標設立錯誤、教學設計內容廣泛或

無法達到對象需求之問題。 

（二） 設計階段 

面對全新的設計課程，研究者需要在此階段搜集大量教學資料，選擇適當

的評估工具和媒體，整理規劃全新的教學課程計劃，像是課程大綱的擬定與課

程體系的規劃等。此階段需要反覆審視教學目標，將課程整體架構與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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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環相扣，研究者將多元智能的八大智能在搭配下規劃在華語課程之中，將數

位媒體與教學結合，策劃設計各種教學活動與評量。 

（三） 發展階段 

應用教學策略在研發的內容中，關於教學素材和教學方法的發展與製作，

在教學技術上之應用，像是課程表現形式、教學活動的開發、教學介面製作、

教學媒體的製作等。 

（四） 執行階段 

新設計之課程的執行階段，在實際的教學現場，將設計的教材付諸行動，

教學者對於課堂、學生及教學技術的掌握，進行實際的執行階段。 

（五） 評估 

對於教學後的評估，針對課程內容、課程方法、效果等進行評估，教學評

估將會反應未來的教學設計，提供未來教學進一步的提升與更正。 

 

圖3-1：多元智能教學方案之ADDIE教學設計模式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 

教學設計以系統化、科學化的方式來進行教學策略分析，以有組織有目標

的方式搭配學習理論，以實作學習理論的方式呈現出來的學習活動及過程，透

過系統化的過程，將教學方案能更有步調的方式設計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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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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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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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課程架構

•課程策略

•課程活動

設計
•開發教材

•製作課程
媒體材料

發展 教學實施執行
•教案內容

•教學策略

•教學成果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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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設計範圍 

研究者進行多元文化主題之華語課程施測時間規劃為 2018年 10月 8日至

11月 9日，進行五個星期，原先設計一週兩堂課，一堂課為 40分鐘，一共有五

大單元，除了最後一單元有三小單位，其餘皆為兩單元，最後一小單元因為班

級課程表的變動，無法在 2018/11/9（五）進行，而延後一週至 2018/11/16（五）

進行。 

課程實際施測時間為 2018年 10月 8日至 11月 16日，國際週的時間為 2018

年 10月 22日至 2018年 10月 26日。本週課程研究者搭配國際週的課程表給予

適當的華語課程，全部課時一共為 565分鐘，研究者依照當時實際情況更改課

時，以下為實際的課程資訊。 

表3-1：課程實施範圍 

週數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時 

一 2018/10/9（二） 8:30~9:10 1-1 國家位置 40 分鐘 

2018/10/11（四） 10:00~10:40 1-2 環遊世界各地 40 分鐘 

二 2018/10/16（二） 8:30~9:10/ 

10:00~10:30 
2-1 各國飲食及著名

料理 

60 分鐘 

2018/10/19（五） 11:00~11:50 2-2 日本與美國之健

康與不健康的食物 

50 分鐘 

三 2018/10/22（一） 

2018/10/23（二） 

8:15~8:45 

8:15~8:45 
3-1 國際週-認識「老

撾」遼國 

30 分鐘 

30 分鐘 

2018/10/23（二） 9:05~9:35（K1）  

10:15~10:45

（K2） 

11:45~11:15（N） 

3-2 國際週-環遊世界

各地 

30 分鐘 

30 分鐘 

30 分鐘 

四 2018/10/30（二） 8:30~9:10 4-1 我會說各國語言 40 分鐘 

2018/11/1（五） 8:40~9:20 

11:20~12:00 
4-2 我會說中文/英文/

日文 

40 分鐘 

40 分鐘 

五 2018/11/5（一） 

至 

2018/11/9（五） 

8:00~8:15 5-1 播報記錄天氣 每日 5 分鐘  

共 5 天 

共 25 分鐘 

2018/11/7（三） 10:00~10:40 5-2 各國的天氣狀況 40 分鐘 

六 2018/11/16（五） 8:15~8:55 5-3 各國天氣預報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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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內容大綱 

表3-2：教學內容大綱表 

單元 課程名稱 學習詞彙 句型 歌曲 

一、 

認識世界 

1-1 國家位置 印尼、泰國、中

國、韓國、日本、

美國、英國、法國 

A：「○○在哪裡？」 

B：「○○在這裡。」 

國家歌 

1-2 環遊世界

各地 

印尼人、泰國人、

中國人、韓國人、

日本人、美國人、

英國人、法國人 

A：「你要去哪裡？」 

B：「我要去○○。」 

A：「你是哪裡人？」 

B：「我是○○人。」 

你從哪兒

來？ 

二、 

世界飲食 

 

2-1 各國飲食

及著名料理 

果汁、壽司、三角

飯糰、拉麵、漢

堡、可樂、蛋糕、

甜甜圈 

A：「○○人吃什么？」 

B：「○○人吃○○。」 

1.國家歌 

2.你從哪兒

來？ 

 

2-2 日本與美

國之健康與不

健康的食物 

壽司、拉麵、咖喱

飯、三角飯糰、甜

甜圈、漢堡、薯

條、可樂、炸雞、

起司蛋糕。 

A：「○○健康還是不健

康？」 

B：「○○健康/不健

康。」 

三、 

國際週 

3-1 國際週-認

識「老撾」 

老撾、老撾人、老

撾文 

A：「你是哪國人？」 

B：「我是老撾人。」 

老撾-你好歌 

3-2 國際週-環

遊世界各地 

中國、日本、韓

國、泰國、印尼 

A：「你要去哪裡？」 

B：「我要去○○。」 

1.國家歌 

2.你從哪兒

來？ 

四、 

世界語言 

4-1 我會說各

國語言 

中文、英文、日

文、印尼文 

A：「我 會/不會 說 中文/

英文/日文。」 

B：「我也會。」 

各國-你好歌 

 

4-2 我會說中

文/英文/日文 

中文、英文、日

文、法文、泰文 

A：「你是哪國人？」 

B：「我是○○人。」 

五、 

世界天氣 

5-1 播報記錄

天氣 

昨天、今天、明

天、晴天、雨天、

颳風天、陰天 

A：「今天星期幾？」 

B：「今天○○。」 

A：「今天天氣怎麼

樣? 」 

B：「今天是○○。」 

天氣歌 

 

5-2 各國的天

氣狀況 

晴天、雨天、颳風

天、陰天、 

A：「○○（國家）的天

氣怎麼樣? 」 

B：「晴天/雨天/颳風天/

陰天。」 
5-3 各國天氣

預報 

晴天、雨天、颳風

天、陰天、開心、

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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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流程 

一、 研究方法 

(一) 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透過行動和研究結合為一，為了縮短理論和實務

的差距，透過實際的行動，改善實務中所面臨之問題並且改善當前工作的情

境。經由行動進行實際的工作研究，因應實際工作情境以反省和思考的方式，

改革或是創新來增進活動的品質(蔡清田，2000)。鼓勵實務工作者用研究與批

判的態度，在實務行動中進行反省，改進與解決教學所遇之問題，以利實務工

作者的專業成長（林芷嫻，2019)。王國維（2006）認為教育行動研究的批判解

放觀點是指重視自我意識反省與行動，主張學校教育的實務工作者，尤其是學

校教師能增進教育事務工作，具備因應教育事務工作情境的能力。教師之省思

是對於學習事件所遭遇的難題和採取解決方法的過程，應該不斷記錄與反思，

與相關理論進行批判性對話與辯證。研究者作為行動研究者，在行動研究過程

中採取螺旋循環模式進行本次研究，針對目前教學實務狀況，設計華語教學方

案，發展多元智能幼兒教學行動歷程，以螺旋式研究架構，步驟包含「計

畫」、「行動」、「觀察」、「反思」行動結果，從執行中觀察學生學習狀況

與結果，評鑑之後，調整規劃下一個循環之教案，透過每週不斷循環的歷程，

以改善並提升研究者華語教學品質。 

 

圖3-2：本行動研究螺旋循環模式圖 

註：研究者重新繪製劉育銘（2013）對 Lewin提出的螺旋循環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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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指的是觀察者深入至被觀察對象的生活中，實際參與被觀察對象

的日常生活，從中觀察研究對象之反應與行為(黃瑞琴，1994)。參與觀察研究

之過程，參與觀察者應該盡快將所觀察或訪問獲得之資料、影音檔案等，快速

筆記整理，檢視做搜集的資料正確及實用性，避免受到人類記憶力自然減退的

影響而使有價值之資料流失(蔡清田，2012)。 

參與觀察法分為直接觀察法和間接觀察法，直接觀察法是指觀察者直接到

現場，憑藉自己的感官直接感知觀察對象，直接獲得第一手事實資料，觀察者

不用任何儀器設備，直接隨堂聽課，直接記錄，但是觀察者會因為被觀察而表

現較不真實之行為；間接觀察法，觀察者不直接進入被觀察之情境，不和接受

被觀察對象互動，藉助觀察儀器來觀察現象，獲取事實資料，間接觀察突破了

直接觀察中的感官限制，透過儀器可日後重覆觀測和反覆分析(王文科和王智

弘，2018)。 

研究者在課程實施期間以錄影的方式記錄整個教學過程，請三為同儕根據研究

者的教學影片協同觀察，從影片中觀察研究者的教學過程和學生的互動反應，

依據研究者所提供之教學檢核表，了解教學檢核的內容給予客觀的教學評鑒，

同儕共同評估研究者教學的情境與學生學習的互動關係，並給予具體的教學建

議。 

(三) 文件分析 

文件分析為質性研究的一種資料搜集方法，透過相關文件的搜集與分析，

從中獲得研究結果。文件包含會議記錄、出版品、公文、信件、札記、日記、

照片、影片或是各種記錄，只要和研究目的有關之所有文件（謝文全，2009)。

文件分析與應用時需注意，鑒定資料的真實與精確性，依據資料本身的邏輯結

構和外在參照證據，確定搜集的資料可靠且適用。運用適當的人際關係與正當

管道，取得完整資料，避免不必要之偏差，依據研究目的有系統進行資料整理

與分析（黃國彥，2000)。 

研究者在課程實施期間以錄影的方式記錄教學，從教學中觀察記錄學生的

學習華語之特質與狀況，撰寫教學日誌、教學省思，記錄整體教學過程和學生

學習情況。研究者將本研究期間所搜集之教學日誌、課堂筆記、教學影片、教

學照片、同儕檢核表、訪談取得資料等進行搜集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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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分析 

1. 資料轉譯和建檔 

將所搜集到的非文字資料，從最原始的記憶媒體轉為資料處理媒體，幫助

研究者讀取了解並且分析行動教學之實際情況（林芷嫻，2019）。 

2. 資料編碼 

為了能詳細分析研究資料，研究者將搜集到的教學日誌、教學省思、教

材、教具、學生作品、同儕檢核表等，根據研究行動歷程與循環階段進行系統

性的編碼。 

表3-3：資料編碼表 

編碼方式 編碼意義說明 

TP1-1_教材_課程簡報 研究者設計多元華語課程 1-1教材 

（課程簡報、歌曲、相關影片） 

TP1_教具_圖卡 研究者使用多元華語單元一教具（圖卡、字卡、實物） 

TP1-1_S1W 單元 1-1之 S1學生作品 

TP1-1_教學反思 單元 1-1之教學反思 

20181008教學日誌 2018年 10月 8日教學日誌 

20181008教學影片 2018年 10月 8日教學影片 

R 研究者編號 

S1 學生編號 1（共 25位） 

S 多數學生，兩位以上之學生。 

T1 協同觀察同儕編號 1（共 3位） 

TP1_T1檢核 單元 1之 T1老師之教學檢核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自林芷嫻（2019）。極短篇融入華語教學的理論與實踐。臺北

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3. 資料檢核 

本研究運用性質研究法中的三角驗證，在研究中使用多元的方法取得研究

資料，Denzin（1989）將此研究法分為四大類型：（1）資料三角驗證：從各種

資料來源收集和取得證據；（2）調查人員三角驗證：有兩位以上不同觀察人員

或訪談人員參與研究，降低個人偏差；（3）理論三角驗證：同一個資料進行不

同理論和觀點的探討；（4）方法三角驗證：運用不同研究方法來研究相同的事

件(李政賢和廖志恒譯，2009)。三角驗證的使用在於運用多種方法搜集各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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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和來源資料，有力降低研究者之偏見(黃瑞琴，1994)。研究者透過教學日

誌、教學反思、學生作品、課堂錄影、訪談、訪談錄音等搜集資料，運用行動

研究、深度訪談、參與觀察、文件分析等方法進行本教學研究。資料來源分別

為研究者的教學記錄與反思、學生的學習作品與成果表現、同儕觀看研究者教

學影片後所填寫的教學檢核表。從研究者、指導教授、資深幼兒華語教師等，

以討論訪談的方式給予研究者建議和想法，避免研究者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 

二、 研究場域 

（一） 研究場域：印尼慈慈幼兒園 

（二） 班級名稱：K1 Grateful 

（三） 班級課表：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天 7點 45分進學校，8點 15分為

正式上課時間，下課時間為中午 12點 15分，以下為 K1 Grateful每日課程

表。 

表3-4：課程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 - 08:35 集合時間 Circle time 

08:35 - 09:05 圖書館 

Library 

中文 

Mandarin 

英文 

English 

英文 

English 

游泳/中文 

Swimming/Mandarin 

09:05 - 09:35 戶外遊戲 

Playground 

游泳/閱讀 

Swimming/Reading 

09:35 - 10:15 點心時間 Snack time 

10:15 - 10:45 音樂 

Music 

工作坊 

Workshop 

中文

Mandarin 

社區遊戲 

Community 

游泳/園藝 

Swimming/Garden 

10:45 - 11:15 體育 

Gym 

中文 

Mandarin 

11:15 - 11:45 數學 

Math 

人文 

Renwen 

科學 

Science 

美勞 

Art 11:15 - 12:15 印尼語 

Bah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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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室場域： 

教室備有一台投影機、一台電腦、音響、前方教學白板及後方兩面佈

告欄。 

 

圖3-3：K1 Grateful 教室場域圖 

三、 研究對象 

(一) 教學對象：四至五歲幼兒 

(二) 教學人數：二十五位（十三位男生、十二位女生） 

(三) 家庭背景：本班幼兒家庭背景父母大多為印尼華人，有二十四位幼兒父

母為印尼華人，只有一位幼兒的母親為中國人，父親為印尼華人。 

(四) 華語程度：此研究班級有八位幼兒從幼幼班小班（N1）、九位從幼幼班

大班（N2）開始學習華語，八位為慈濟幼兒園的新生。本班大部分幼兒

具有基本的華語能力，能聽得懂簡單的華語指令，具備簡易的漢字書寫

與認讀能力。 

(五) 學生資料：提供學生編號、年齡、性別、父母國籍、初學中文的年齡和

父母在家與孩童使用之語言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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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K1Grateful 學生資料表 

編號 年齡 性别 父/母國籍 初學中文之年

齡/年級 

父母在家使用之語言（順

序） 

S1 四歲 男 印尼華人 四歲（K1） 印尼語 

S2 四歲 男 印尼華人 三歲（K1） 印尼語/英文/中文 

S3 四歲 女 印尼華人 三歲（N2） 印尼語/英文 

S4 四歲 女 印尼華人 四歲（K1） 印尼語/英文 

S5 四歲 女 印尼華人 四歲（K1） 印尼語/英文 

S6 四歲 女 印尼華人 四歲（K1） 印尼語/英文 

S7 四歲 女 印尼華人 三歲（N2） 印尼語/英文 

S8 四歲 女 印尼華人 三歲（N2） 印尼語/英文/中文 

S9 四歲 男 印尼華人 兩歲 （N1） 印尼語/英文/中文 

S10 四歲 男 印尼華人 三歲（N2） 印尼語/英文/中文 

S11 四歲 男 印尼華人 三歲（N2） 印尼語/英文 

S12 五歲 女 印尼華人/中國人 出生 中文 

S13 四歲 女 印尼華人 出生 中文/英文 

S14 四歲 女 印尼華人 兩歲 （N2） 印尼語/英文 

S15 五歲 男 印尼華人 兩歲 （N2） 印尼語/英文 

S16 四歲 男 印尼華人 兩歲 （N2） 印尼語/英文/中文 

S17 四歲 男 印尼華人 出生 中文/英文 

S18 四歲 女 印尼華人 三歲（N2） 印尼語/英文 

S19 四歲 男 印尼華人 四歲（K1） 印尼語/英文 

S20 五歲 男 印尼華人 兩歲 （N1） 印尼語/英文 

S21 四歲 男 印尼華人 兩歲 （N1） 印尼語/英文 

S22 四歲 男 印尼華人 三歲（N2） 印尼語/英文 

S23 四歲 男 印尼華人 兩歲 （N1） 印尼語/英文/中文 

S24 四歲 女 印尼華人 三歲（N2） 印尼語/英文 

S25 四歲 男 印尼華人 四歲（K1） 印尼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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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流程與教學步驟 

（一）研究流程 

1. 確定研究主題 

研究者根據所在的教學單位印尼慈濟幼兒園，首先了解教學現況，閱

讀相關文獻資料和分析研究主題的可行性及價值性後訂立研究題目。 

2. 撰寫研究計畫 

分析整理文獻資料後，擬定研究背景與動機、規劃研究目的與範圍、

分析研究對象、設計研究方法，形成研究架構後，提出研究計畫。 

3. 分析整理文獻資料                                                                                                                                                                                                                                                                                                                                                                                                                                                                                                                                                                                                                                                                                                                                                                                                                                                                                                                                                                                                                                                                                                                                                                                                                                                                                                                                                                                                                                                                                                                                                                                                                                                                                                                                                                                                                                                                                                                                                                                                                                                                                                                                                                                                                                                                                                                                                                                                                                                                                                                        

依照研究題目，開始蒐集國內外相關期刊、文獻、學術論文等資料，

進而閱讀並且分析整理，做為後續研究問題、文獻探討及研究設計的參考。 

4. 多元華語教學方案設計 

研究者以 ADDIE 的教學設計模式作為教學設計的參考依據，從「分

析」、「設計」、「發展」、「執行」到「評估」。根據多元智能原理及

搭配慈濟幼兒園的課程，設計適合慈濟幼兒園 K1 幼兒的華語學習方案，教

材主題以小康軒幼兒華語教材《Hello 華語 Starter 1》教師手冊第四課「今天

是雨天」與第六課「我會說中文」作為研究參考教材。 

5. 行動研究 

研究者以行動研究法實施此研究，以螺旋式循環的步驟，步驟包含

「計畫」、「行動」、「觀察」、「反思」，「計劃」中包含確定教學範

圍、設計教學方案、準備教學材料；「行動」中包含實施教學方案、實踐

教學行動、記錄教學；「觀察」為觀察幼兒學習表現作品與成果、同儕參

與觀察，完成教學檢核表；「反思」為資料分析、反思教學、調整教學。

經過一次循環後計劃調整下週循環之教案，持續五個循環行動。 

6. 編制教師訪談問題 

研究者根據行動研究法及同儕檢核表取得之資料，針對多元智能方面

和教學狀況所面臨之問題，分析總結歸納後，編制幼兒教師訪談之題目。 

7. 幼兒華語教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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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向資深的幼兒華語教師進行訪談，訪談之問題為關於研究者在

實施多元教學華語方案時所遇困境，從中了解華語教師對多元智能融入華

語教學的實際應用與策略，整理討論教師們在幼兒華語教學上相關之建議。 

8. 撰寫研究論文結論與建議 

研究資料統計分析完成後，將研究結果予以討論，從研究目的與整體

的研究發現中統整撰寫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3-4：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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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步驟 

1. 初次教學行動 

課程 1-1教學分為五大部分，分別為暖身活動、主要課程、遊戲、歌曲、綜合

活動-美勞；課程 1-2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暖身活動、主要課程、歌曲、遊戲。

本單元佔最多比例的為視覺空間智能，讓學生認識國家的地理位置、國旗顏色與

圖案。其次為音樂與肢體動覺智能，運用歌曲增加國家名稱的記憶，搭配律動提

升課程的趣味性。 

表3-6：單元(一)認識世界-多元智能對應流程表 

課程名稱：1-1認識國家 

教學流程 主要對應智能 

（一）暖身活動：認識世界地圖 

認識海洋、陸地、國家領土。 

（視覺空間） 

世界地圖。 

 

（二）主要課程：認識國家與國旗 

認識國家的國旗、顏色與形狀。  

（視覺空間） 

顏色與形狀。 

 

（三）遊戲：貼國旗 

將國旗貼至正確的地圖位置。 

（視覺空間） 

空間判斷，貼國旗。 

（四）歌曲：國家歌 

請八位學生拿各國國旗圖卡， 

唱「國家歌」，舉國旗律動。 

 

（音樂、肢體動覺智能） 

唱「國家歌」律動。 

（人際）八位學生進行。 

（五）綜合活動-美勞：彩繪國旗 

學生選擇喜歡的國旗將國旗塗色。 

 

 

 

（內省、視覺空間） 

自由選擇，將國旗塗上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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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1-2環遊世界各地 

教學流程 主要對應智能 

（一）暖身活動：歌曲 

教師發下國旗圖卡，複習國家歌。 

（音樂、肢體動覺智能） 

唱國家歌、舉國旗律動。 

（二）主要課程： 

各國特色景點、建築與服飾 

1.利用情境的方式帶領學生環遊世界。 

2.介紹各國傳統的服裝及特色人物。 

 

（内省） 

老師介紹學生指定的國家。 

（視覺空間智能） 

國家的位置、特色人物或服裝。 

（肢體動覺智能） 

示範特色人物或服裝動作 

（三）歌曲：你從哪兒來？ 

「你從哪兒來？」的歌曲的律動 

學生分組和對唱。 

 

（音樂、肢體動覺智能） 

「你從哪兒來？」律動 

（人際） 學生分組對唱。 

（内省） 學生自由選擇國家。 

（四）遊戲：拍一拍 

教師說「國家」，請學生拍打對應的國

家景點；當老師說「OO 人」，學生要

拍打那一國的人物。 

 

（邏輯數學） 

判斷國家景點與國家人物的差別。 

（人際） 

用小組的方式進行遊戲。 

2. 再次教學行動 

課程 2-1教學分為四大部分，為暖身活動、主要課程、遊戲、綜合活動-學習

單；課程 2-2分為四大部分，為暖身活動、主要課程、遊戲、綜合活動-美勞。本

單元佔最大比例的為視覺空間智能和數學邏輯智能，透過主要課程讓學生認識各

國食物，認識「健康」和「不健康」的概念，透過遊戲和活動檢視學生是否能了解

並分類「健康」與「不健康」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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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單元(二)世界飲食-多元智能對應流程表 

2-1：各國飲食及著名料理 

教學流程                對應智能 

（一）暖身活動：歌曲、課程影片 

1.歌曲「國家歌」 

2.歌曲「你從哪兒來？」 

3.各國飲食影片。 

（音樂、肢體動覺智能） 

「國家歌」、「你從哪兒來？」 

（内省） 

學生選擇喜歡的國家，唱該國版本的

「你從哪兒來？」 

（人際）小組演唱。 

（視覺空間）本單元相關影片。 

（二）主要課程：各國飲食介紹 

1.介紹各國著名飲食及食物的簡報。 

2.用英文、印尼文、日文介紹異國食物

的名稱，讓學生學習用各國語言表達異

國食物。 

3.說明這些食物是否健康。 

（視覺空間） 

食物圖片。 

（語文） 

運用不同語言介紹各國食物。 

（邏輯數學） 

分辨健康和不健康的食物。 

（三）遊戲：吃什麽？ 

老師說「美國人，吃什麽？」，學生找

出美國食物的圖卡貼在餐盤上。 

（視覺空間） 

 食物圖片。 

（邏輯數學） 

吃什麼？對應的異國食物圖卡。 

（四）綜合活動-學習單：食物分類  

利用學習單進行分類，學生要將食物著

色，完成後用剪刀剪下健康與不健康的

食物，進行分類活動。 

 

（視覺空間智能）  

食物著色。 

(邏輯數學) 

分類健康與不健康的食物。 

（肢體動覺）剪刀剪紙、黏貼。 

（內省）獨立完成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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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本與美國之健康與不健康的食物 

教學流程                對應智能 

（一）暖身活動：歌曲、影片 

1.國家歌 

2.美國和日本版本的「你從哪兒來？」 

3.觀看關於日本人及美國人日常飲食的

影片介紹。 

（音樂、肢體動覺智能） 

歌曲 

（人際）小組演唱。 

（視覺空間） 

本單元相關影片。 

（二）主要課程： 

日本人及美國人的飲食習慣 

用「中文」、「英文」、「日文」介紹

中、日食物的說法，從中辨別健康與不

健康的食物。 

 

（視覺空間）食物圖片。 

（語文） 

運用中文、英文和日文認識美國和日

本食物。 

（邏輯數學） 

分辨健康和不健康的食物。 

（三）遊戲：美國、日本食物分類 

老師請學生挑選一張喜歡的食物圖卡，

學生回答手上的圖卡是否健康，再將圖卡

分類（日本、美國）。 

（視覺空間）圖卡。 

（邏輯數學） 

分辨健康和不健康的食物。 

（內省） 

選擇喜歡的圖卡。 

（四）綜合活動-美勞：日本、美國小廚師 

1.製作漢堡和壽司的勞作。 

2.學生自己決定要做的食物。 

3.發下材料，請學生自行完成。 

（內省） 

選擇想要做的食物。 

（視覺空間） 製作手工品。 

（肢體動覺） 黏貼。 

3. 第三次教學行動 

第三次教學行動為國際週當週，課表依據學校活動之課表配合安排，課程

3-1教學分為兩個教學流程，教學一為暖身活動、主要課程一（認識老撾）、遊

戲、主要課程二（認識老撾文）；教學二為，為暖身活動、歌曲、綜合活動-美

勞；課程 3-2分為四大部分，為暖身活動、主要課程、歌曲、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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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單元(三)國際週-多元智能流程對應表 

3-1：認識「老撾」遼國 

教學流程 （一）               對應智能 

（一）暖身活動：影片 

關於老撾當地特色影片。 

（視覺空間） 

本單元相關影片。 

（二）主要課程一：認識老撾 

認識老撾國旗、地理位置、老撾的當地

著名景點及穿著特色服裝的人物。 

（視覺空間） 

實物圖片。 

（三）遊戲：景點圖卡 

學生將老撾景點貼在老撾的地圖上。 

（視覺空間智能） 

    自然地理位置。 

（四）主要課程二：認識老撾文 

學習如何說老撾文，數字 1-10、日常用

语，請學生互動練習。 

（語文）你好吗？謝謝、再見。 

（邏輯數學）老撾文 1-10。 

 (人際)學生互動練習老撾招呼語。 

教學流程（二） 對應智能 

（一）暖身活動：複習老撾文 

複習如何說老撾文，數字 1-10複習日常

用语，請學生互動練習。 

（語文）你好吗？謝謝、再見。 

（邏輯數學）老撾文 1-10。 

 (人際)學生互動練習老撾招呼語。 

（二）歌曲：老撾-你好歌  

Sabai dee 你是哪國人？ 

Sabai dee 我是老撾人？ 

我會說老撾文，我會說老撾文 

Sabai dee 你是哪國人？ 

Sabai dee 我是老撾人？ 

 

（音樂、肢體動覺智能） 

音樂、律動。 

（三）綜合活動-美勞：製作國旗  

教師拿出老撾國旗，問學生看到什

麼顏色及圖形？教師示範如何製作老撾

國旗，將紅、白、藍色紙貼在老撾的國

旗上。請學生自行完成。 

 

（視覺空間）國旗顏色。 

（肢體動覺智能）動手黏貼。 

（內省）獨立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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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環遊世界各地 

教學流程                對應智能 

（一）暖身活動：國家歌 

出發前在教室唱國家歌，複習國家歌曲。 

 

（音樂、肢體動覺智能） 

（二）主要課程： 

（中國、日本、韓國、泰國） 

各班導覽活動，教師帶學生參觀不同

班級的教室布置。教師問學生要去哪

裡？給予選項(中國或韓國)例如：

「韓國」，到了韓國，教師介紹韓國

的國旗、建築、人物、教室的擺設，

學習韓文的你好。 

 

（内省） 

選擇想去參觀的國家。 

（視覺空間） 

各班實物、圖片。 

（語文） 

各國簡單語言。 

（三）歌曲：你從哪兒來？ 

1.參觀時依照參觀的國家，師生一起唱當

地的「你從哪兒來？」例如：到了中

國，唱中國版的「你從哪兒來？」。 

 

（音樂、肢體動覺智能） 

 

（四）綜合活動：到此一遊 

師生在景點拍照。 

 

（人際） 

全班合照。 

4. 第四次教學行動 

課程 4-1教學分為六步驟，為暖身活動、主要課程一、遊戲一、主要課程

二、歌曲、遊戲二，活動穿插進行；課程 4-2分為四大部分，為暖身活動、主要

課程、遊戲、綜合活動-學習單。 

表3-9：單元(二)世界語言-多元智能流程對應表 

4-1我會說各國語言 

教學流程                對應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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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暖身活動：歌曲  

播放「你好歌」，讓學生認識各國語言

的「你好」。 

 

 

（音樂） 

「你好歌」。 

（二）主要課程一: 詞彙教學 

1.運用「日文數字兒歌」，學習「日

文」的詞彙概念。 

2.老師請學生用手指頭數數，請學生分

別念出「印尼文」、「中文」、「英

文」的數字。 

 

（音樂） 

數字歌。 

（數學邏輯） 

手指頭數數 1-10。 

（三）遊戲一：分類故事書  

運用中文、英文、印尼文的故事書，介

紹這三種語言。請學生分組將書籍依照

語言來分類。 

(邏輯數學) 

分類不同語言的書籍。 

（人際) 

學生分組一同搜集書籍。 

 

（四）主要課程二：句型教學 

我 會/不會 說 中文/英文/日文 

運用 4-1簡報情境圖，認識「我會/不會

說中文。」。 

教師準備中文、英文、日文的「你好」，

問學生會不會說。練習句型「會/不會 說 

中文/英文/日文」的句型。 

(語文) 

「我會/不會說」。 

（内省)了解會不會說 

「中文/英文/日文」的你好。 

  
4-1簡報情境圖 

 

（五）歌曲: 各國你好歌 

運用教學簡報，教師教唱各國你好歌。 

（中國、美國、日本） 

(音樂) 各國你好歌。 

(肢體律動) 肢體動作。 

(視覺空間)  圖卡。 

4-1歌曲簡報 

（六）遊戲二：大家說「你好」 

同學分組上台，根據教師指令，例如：

教師說「法國人」，學生們要迅速親臉

頰並說「Bon-jour」，最快且正確完成

任務的學生獲勝。 

(肢體律動) 

各國打招呼方式。 

(人際) 

同學互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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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我會說中文 

教學流程                對應智能 

（一）暖身活動：歌曲 

1.複習各國打招呼的方式。 

2複習各國你好歌。分組上台演唱，學生

自己決定要當那一個國家的人，並且做

出那個國家的打招呼方式。 

（音樂、肢體動覺智能) 

打招呼、「你好歌」律动。 

（内省) 

學生決定要唱哪一國的你好歌。 

（二）主要課程：對話教學 

對話教學一（簡報情境圖 1） 

1.教師解釋簡報情境圖 1。教師準備中國人、

美國人、印度人圖卡，  A 學生：「你

好。」，B 學生：「我會說中文。」，C 學生

說：「我也會。」。 

對話教學二（簡報情境圖 2） 

2.教師解釋簡報情境圖 2。教師準備日本人、

中國人、美國人圖卡， A 學生：「Co-ni-

chi-wa。」，B學生說：「我會說日文。」，

C學生(點頭)說：「我也會。」。學生分組上

台演練簡報情境。 

（語文、人際）互相練習對話。 

（視覺空間）圖卡。 

 
4-2簡報情境圖 1 

 
4-2簡報情境圖 2 

（三）遊戲：國家配對-貼圖卡 

1.教師準備圖卡中國、美國、日本的圖卡。 

2.分組進行貼圖卡的活動，教師準備日本、

美國、中國的國旗，分成 3個區域。 

(邏輯數學) 

分類不同國家的代表物品。 

（人際) 

學生分組完成。 

（四）綜合活動-學習單：國家剪貼配對  

1.教師再次請學生將日本、美國、中國的人

物、飲食、國旗、語言進行分類。 

2.教師發下圖卡，請學生自己把圖卡剪下，

將圖卡進行分類。 

(邏輯數學) 

分類不同國家的代表物品。 

（內省） 

獨立完成作品 

（肢體動覺智能) 剪貼 

5. 最終教學行動 

最終教學行動課程 5-1教學為每天進行，一共進行五天，主要課程為觀察並

且播報每日天氣狀況。課程 5-2分為四部分，為暖身活動、主要課程一（詞

彙）、主要課程二（對話）、綜合活動-美勞。課程 5-3分為四部分，為暖身活

動、遊戲、主要課程（對話）、綜合活動-美勞。本單元主題為天氣，主要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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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智能發展學生本主題之華語能力，由於主題設計的原因只有本單元能設計

關於自然智能之發展課程。 

表3-10：單元(二)世界天氣-多元智能流程對應表 

5-1：播報記錄天氣 

教學流程                對應智能 

（一）主要課程:播報天氣 

教師準備大型圖表，藉由日期、星期、天氣，說明昨天、今

天、明天的概念。請學生完成一個星期的天氣記錄。 

 昨天 今天 明天   

日

期 

11月 5日 11月 5日 11月 5日 11月 5日 11月 5日 

星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天

氣 

天氣圖 天氣圖 天氣圖 天氣圖 天氣圖 

 

自然觀察 

視覺空間 

邏輯數學-星期 

音樂-星期歌、天氣歌 

肢體動覺 

内省 

 

 

5-2各國的天氣狀況 

教學流程                對應智能 

（一）暖身活動:聽聲音 

聽聲音辨識天氣。 

（音樂） 

辨別聲音。 

（二）主要課程一: 詞彙教學 

1.教師透過圖卡讓學生認識「晴天、雨天、颳

風天、陰天」，用肢體動作解釋這四種天氣。 

2.運用帽子、太陽眼鏡、雨傘、雨衣、雨鞋讓

學生體驗天氣。 

（視覺空間）圖卡、實物。 

（肢體動覺）肢體動作解釋天氣圖。 

（人際）師生、同學互動。 

（三）主要課程二: 對話教學 

A:今天天氣怎麼樣? B:今天是雨天。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簡報情境圖，問學生：「中

國在哪裡？」，請學生指出中國的位置。教師

問：「今天天氣怎麼樣？」 

（語文、人際）對話。 

（視覺空間）圖片。 

 

5-2簡報情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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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遊戲：各國天氣猜一猜 

將天氣圖卡反面貼在世界地圖上，請學生選擇

一個國家，讓同學們猜測是哪一個天氣，請學

生給同學們揭曉正確的天氣。 

（視覺空間）圖片 

（美國是晴天；中國是雨天； 

印尼是颳風天；日本是陰天。） 

（五）綜合活動-美勞：畫天氣  

1.老師先示範如何畫出晴天，再請學生輪流完

成簡易的天氣圖。 

2.每個學生可拿到兩張空白圖卡，依照自己的

喜好畫出兩種天氣圖。 

（視覺空間） 

用彩色蠟筆畫出天氣圖。 

（肢體動覺智能）畫出天氣圖卡。 

 

5-3各國天氣預報 

教學流程                對應智能 

（一）暖身活動：歌曲 

1.天氣歌。 

2.學生示範畫出四種天氣圖。 

（音樂、肢體動覺智能） 

天氣歌、畫天氣圖。 

（視覺空間） 天氣圖卡。 

（二）遊戲：貼天氣圖卡 

請學生觀察老師在世界地圖上貼的天氣圖，請

學生在世界各地貼上自己畫的天氣圖卡。 

（視覺空間）貼天氣圖卡。 

（美國是晴天；中國是雨天； 

印尼是颳風天；日本是陰天。） 

（三）主要課程：對話教學 

1. 教師講解簡報情境圖 1（雨天）。 

2. 教師根據小男孩的表情拿出心情圖卡（笑

臉/哭臉），表示開心與難過，請學生選出

小男孩的表情。 

3. 教師講解簡報情境圖 2（晴天），教師拿出

心情圖卡，引導學生回答，「開心」。 

4. 教師說「今天是雨天」和「明天是晴

天。」，拿著心情圖卡問(開心/傷心)。 

5. 教師準備「雨衣、雨傘、雨鞋、帽子、太

陽眼鏡」，練習句型，學生 A 說「今天是

雨天」、「明天是晴天」，B學生選擇要帶

的物品。 

（語文、人際）對話。 

（視覺空間） 情境圖。 

(内省)  天氣表達自我情緒。 

(邏輯數學) 

分類晴天、雨天物品。 

    

5-3簡報情境圖 1    5-3簡報情境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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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活動-美勞：觀察天氣 

老師帶學生到戶外花園去觀察天氣，學生畫出

當天的天氣及在戶外花園所看到的昆蟲及植物

等。 

 

（自然觀察） 

戶外觀察大自然。 

（視覺空間、肢體動覺智能） 

視覺體驗、畫圖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 檢核表 

檢核表是列出表現與結果的量測評核向度，檢核表的功能在於能直接觀察

焦點，讓觀察者預先對這些具體行為和特質持有心理準備的狀態。檢核表能引

導評量的注意力到所要觀察的向度上，是一種方便做判斷記錄的工具（余民

寧，2002）。檢核表屬於參與觀察的檢核研究工具，檢核表的設計需搭配觀察

課程的內容與指標，才能避免影響觀察紀錄的信度與效度。觀察前確立觀察對

象的特質、選用適合的觀察方式、課程設計與檢核表的設計能和所欲觀察的特

質與目的相配合，相關的觀察人員對於觀察的認知必須足夠，這樣所取得的資

料會是具有可信度、效度、參考性與珍貴性的（張玉佩，2009）。 

本教學檢核表提供同儕根據教學設計方案及觀察研究者教學影片後填寫，

提供研究者在教學時行為的診斷訊息，讓研究者了解教學時有哪些行為是需要

改進的地方，予以教學建議，留下紀錄資料讓研究者日後省思與整理。本教學

檢核表設計發展於科技内容教學知識（TPACK）的基礎下，Koehler和 Mishra

（2005）提出科技内容教學知識（TPACK），他們認為一位優秀專業的教師須

具備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CK）、教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PK）、科技知識（Technological Knowledge：TK）三者交集而成的知

能，兩者知能交集而成的知識也是須具備的（引自鄭琇仁，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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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科技内容教學知識（TPACK）架構圖 

註：研究者重新繪製“Using the TPACK Image,” by Koehler, 2011, TPACK.ORG. 

Retrieved from http://tpack.org. 

根據多元智能方案所設計的檢核表，從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

CK）幼兒的八大智能依依檢核，分以下三面向，首先根據研究者設計的多元智

能華語教學方案（Teaching Program：TP）給予評鑑，次為觀看教學影片後給予

研究者在教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PK）及科技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Knowledge：TPK）實際教學面向，結合 CK 八大智能領域後給予學科

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和科技內容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PACK）具體的評分。 

以下為研究者重新整理自鄭琇仁（2015）TPACK科技内容教學知識與本研

究檢核表相關概念。 

表3-11：TPACK科技内容教學知識表 

名稱 概念 

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CK） 

各個學科之專業知識，學生該學習的和教師該教授的教學

內容。本研究中檢核表所提之學科內容知識為八大智能，

語文、數學邏輯、視覺空間、音樂、肢體、人際、內省、

自然觀察。 

教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PK） 

教師在教學上所使用之教學方法、策略和課室管理等，這

些教學技巧與教學目標、教學評量和學生學習成效產生互

動之關係。本研究檢核表中主要面向，將教學方案分段評

科技知識

（TK）

學科內容

知識（CK）

教學知識

（PK）

科技內容知識 

   （TCK） 

學科教學知識（PCK） 

科技教學知識 

（T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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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暖身活動、主要課程、歌曲教學、遊戲教學和綜合活

動，評測多元智能搭配下各階段之華語教學成效。 

科技知識（Technological 

Knowledge：TK） 

對數位科技之了解，電腦軟體、網路資訊、電腦設備、數

位教材之應用等。本研究檢核表的其中一個面向，針對數

位教材使用與製作、網路數位媒體使用、影片、音樂、線

上搜尋引擎等資源的應用。 

 

科技內容知識

（Technol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CK） 

學科內容與科技產品間的關係。本檢核表中指的是在八大

智能中各個學科內容在科技知識下的運用成效。 

學科 

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學科內容與教學知識間的關係。本檢核表中指八大智能

「語文、數學邏輯、視覺空間、音樂、肢體、人際、內

省、自然觀察」中各個應用在教師在教學知識的展現與

成效。 

科技教學智能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TPK） 

在數位科技的輔助與配合下，像是數位教材使用與製作、

網路數位媒體使用、影片、音樂和線上搜尋引擎等資源的

應用，了解在教學應用方面之結果。 

科技內容教學知識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將教學、內容和科技三項結合，在特定的學科中融合了教

學策略與數位科技產品。 

資料來源：鄭琇仁（2015）。TPACK 華語師資培訓成效之研究。高雄師大學報，38，

95-122。 

本研究教學觀察檢核表之設計以三個面向，分別為教學方案設計（TP）、

教學知識（PK）和科技教學知識（TPK），此三面向與學科內容知識（CK）交

叉檢核，學科內容知識項目是與多元智能的「語文、數學邏輯、視覺空間、音

樂、肢體、人際、內省、自然觀察」八大項目整合。研究者請同在慈濟幼兒園

擔任華語教師的三位同儕觀看研究者所編制及錄製的教學方案和教學影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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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後填寫本檢核表，同儕的資料表如下（表 3-12）。檢核表評分標準為 5非常

容易；4容易；3尚可；2不容易；1非常不容易；NA本項目不適用此單元，檢

核表中總評項目中同儕可給予研究者在教學上更具體性之建議。關於本研究之

檢核表內容可參見【附錄七】教學觀察檢核表。 

表3-12：同儕資料表 

編號 國籍 年齡 教育程度/背景 華語教學資歷 

T1 台灣 32 學士/英語教育 印尼慈濟幼兒園 7年 

T2 台灣 31 學士/幼兒教育 印尼慈濟幼兒園 2年 

T3 中國大陸 36 學士/英語教育 印尼慈濟幼兒園 7年 

 

二、 深入訪談 

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透過面對面交流的談話，達到彼此意見的交換，這是

種單獨、個人的互動模式。訪問過程，訪談者要收集受訪者所回應的資訊，訪

談者可觀察受訪者的言行舉止，從中判斷受訪者的心理狀態。利用口頭的方

式，向受訪者提出研究相關問題，受訪者會藉由訪談的過程中得知受訪者的想

法、意見、信念、態度等，訪談要客觀收集事實材料，訪談研究法靈活多樣，

可按照研究的需求，向各式類型的人進行，從中取得多樣的資料（李政賢譯，

2006）。 

研究者經過研究結果的分析與整理後，在研究結果中歸納出關於研究者教

學上所遇到之疑問與難題，研究者製作訪問問題，運用網路電話和面對面的方

式向不同學校的三位資深幼兒華語教師進行訪談，訪談內容分為三個面向，分

別為幼兒教師華語教學經驗分享、多元智能取向華語教學的想法及對於研究者

實施多元智能教學方案所遇難題之建議，在實施教學方案所遇困難中，歸類出

科技内容教學知識（TPACK）中的學科教學知識（PCK）、教學知識（PK）及

科技教學知識（TPK）此三類問題，研究者再從幼兒華語教師的經驗分享與建

議，獲得本次幼兒華語教學研究上之疑惑。本研究訪問題目可參見【附錄八】

幼兒華語教師訪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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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研究者將本研究期間所搜集之教學日誌、教學反思、教學影片、教學照

片、同儕檢核表及訪談資料等進行整理與分析。根據行動研究法及同儕檢核表

取得之資料，針對多元智能方面和教學狀況所面臨之問題，向資深的幼兒華語

教師進行訪談，了解華語教師對多元智能融入華語教學的實際應用與策略，研

究者將整理討論資深教師們在幼兒華語教學上相關之建議。 

本章節為研究結果，一共分為三節：第一節，一致性分析；第二節，質性

分析；第三節，教師訪談資料詮釋與結果。 

第一節 一致性分析 

研究者將三位同儕所填寫的五個單元檢核表整合計算，檢核表評分標準以

三個面向 TP教學方案設計、PK教學知識、TPK科技教學知識，依照檢核項目

在八大智能學科內容下評分，5非常容易；4容易；3尚可；2不容易；1非常不

容易；NA本項目不適用此單元。研究者將五個單元的檢核表根據三個面向，使

用 Excel計算整理各個檢核項目及對應 CK八大智能之總平均值，運用 SPSS 23

分析各個檢核表面向之肯德爾和諧係數，了解檢核表的一致性數值，獲得三位

同儕在各個檢核表之可信度，肯德爾和諧係數大於 0.7表示具有較高之一致性，

可信度相對較高。 

表4-1：各單元肯德爾和諧係數表 

肯德爾和諧係數 TP PK TPK 

單元一 0.782 0.846 0.895 

單元二 0.651 0.883 0.875 

單元三 0.819 0.934 0.813 

單元四 0.623 0.718 0.838 

單元五 0.781 0.957 0.876 

從 SPSS 23分析各個檢核表面向之肯德爾和諧係數，從各單元肯德爾和諧係

數表（表 4-1）的結果顯示，單元二及單元四的 TP肯德爾和諧係數不及 0.7，三

位同儕的檢核結果不達一致性標準，取得信度不足，研究者將不討論單元二及

單元四之 TP面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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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為華語教學為目的，每項取得語文智能的平均值較高，去除語文智

能項目，以黃色表示除了語文智能外之其他三者較高平均值之智能；以藍色表

示為取得最低平均值之智能或項目。 

一、 單元一教學檢核表分析 

表4-2：單元（一）TP 教學方案設計檢核表 

 

面

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總平

均值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視覺 

肢體 

動覺 

音樂 人際 內省 自然 

觀察 

 

 

教

學

方

案 

設

計 

TP 

  
  

TP-1在本教學目標

容易明確表達。 4,0 3,0 5,0 4,0 4,3 3,3 3,0 NA 3,81 

TP-2在本教學活動

容易設計 4,7 3,0 4,3 4,0 4,3 3,3 3,3 NA 3,9 

TP-3在本教學課程

容易規劃完善。 4,0 3,7 4,3 3,3 4,7 3,3 3,0 NA 
3,76 

 

TP-4在本教學設計

中容易對應。 5,0 3,3 5,0 4,0 4,0 4,0 3,3 NA 4,1 

總平均值 4,4 3,3 4,7 3,8 4,3 3,5 3,2   

肯德爾和諧係數 0.782 

單元一教學方案設計，視覺空間智能取得最高平均值 4.7分；第二為音樂智

能 4.3分；第三為肢體動覺 3.8分，內省智能為取得最低平均值 3.2分。檢核項

目中，同儕認為在本教學設計中容易對應各個多元智能取得 4.1最高平均值；教

學課程規劃完善取得最低平均值 3.76分。 

表4-3：單元（一）PK 教學知識檢核表 

面

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總平

均值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視覺 

肢體 

動覺 

音樂 人際 內省 自然

觀察 

 

 

 

 

教

學

知

識 

PK 

  

 

 

PK-1容易結合學生的生活經

驗。 
5,0 3,0 4,0 4,0 4,7 3,0 5,0 NA 4,1 

PK-2容易和學生新舊知識連

結。 
5,0 3,0 4,7 4,7 4,3 3,3 5,0 NA 4,29 

PK-3容易用學生理解的詞彙解

釋本單元的教學內容。 
5,0 4,0 5,0 3,0 4,7 3,0 4,0 NA 4,1 

PK-4容易清楚說明活動規則與

實施活動。 
3,7 3,0 3,3 3,3 3,3 3,0 3,7 NA 3,3 

PK-5容易結合不同的評量方

法，評測學生是否理解本單元

概念。 
4,7 3,3 4,0 4,3 4,3 3,7 4,0 N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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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6容易提供學生表達自我想

法和自由選擇的機會，並且給

予適當的回應。 
4,7 3,0 4,0 4,0 5,0 5,0 5,0 NA 4,4 

PK-7進行暖身活動時，容易讓

學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學

習本單元課程。 
4,3 NA 5,0 NA NA NA NA NA 4,7 

PK-8進行主要課程時，容易讓

學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學

習本單元課程。 
4,0 3,0 5,0 4,0 NA NA 4,0 NA 4,0 

PK-9進行歌曲教學時，容易讓

學生在趣味中習得本單元歌

曲。 
4,3 NA NA 4,0 5,0 4,0 4,0 NA 4,27 

PK-10 進行遊戲活動時，容易讓

學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下

學習本單元課程。 
4,0 3,7 4,0 NA NA 4,7 3,7 NA 4,0 

PK-11 進行綜合活動時，容易符

合學生的程度，讓學生在趣味

中做勞作或學習單等活動。 
3,7 NA 5,0 3,0 NA NA 4,0 NA 3,9 

總平均值 4,4 3,3 4,4 3,8 4,5 3,7 4,2   

肯德爾和諧係數 0.846 

單元一研究者的教學知識，在音樂智能上取得最高平均值 4.5分；第二為視

覺空間智能 4.4分；第三為肢體動覺 3.8分，實際教學觀察中發現邏輯數學智能

反而取得最低平均值 3.3分。檢核項目中，同儕認為研究者較不足清楚說明活動

規則與實施活動所以取得最低平均值 3.3分。 

表4-4：單元（一）TPK 科技教學知識檢核表 

 

面

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總平

均值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視覺 

肢體 

動覺 

音樂 人際 內省 自然 

觀察 

 

科

技

教

學

知

識 

TPK 

  

  

 

TPK-1 容易使用適宜的數位

媒體材料（課程簡報、音樂

和數位影片），讓學生理解

本教學單元。 

4,7 3,0 4,7 4,7 5,0 3,3 3,3 NA 4,1 

TPK-2 容易結合教師自製的

數位媒體材料（簡報活動、

遊戲）解釋本教學單元，發

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4,7 3,0 4,0 4,0 5,0 3,3 3,3 NA 3,9 

TPK-3 容易結合線上社群媒

體（如：Youtube），讓學

生學習本單元內容。 
4,3 2,3 4,0 4,0 5,0 2,7 2,0 NA 3,5 

TPK-4 容易結合搜尋網站

（如：Google），讓學生學

習本單元內容。 
4,3 4,0 5,0 4,0 3,0 2,7 2,3 NA 3,6 

總平均值 4,5 3,1 4,4 4,2 4,5 3,0 2,8   

肯德爾和諧係數 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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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研究者的科技教學知識，在音樂智能上取得最高平均值 4.5分；第二

為視覺空間智能 4.4分；第三為肢體動覺 4.2分，在內省智能取得最低平均值 2.8

分。檢核項目中，同儕認為研究者容易使用適宜的數位媒體材料，讓學生理解

本教學單元，取得 4.1最高平均值。 

在單元一中 CK八大智能列中，三面向都是視覺空間智能、音樂智能、肢

體智能的發展最顯著，從單元一的檢核表分析出研究者能容易運用此三種智能

發展學生在本單元的華語能力。 

二、 單元二教學檢核表分析 

表4-5：單元（二）PK 教學知識檢核表 

面

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總平

均值 

語

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視覺 

肢體 

動覺 

音樂 人際 內

省 

自然

觀察 

 

 

教

學

知

識 

PK 

  

  

  

PK-1容易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4,0 4,0 5,0 4,0 4,7 4,0 4,0 NA 4,2 

PK-2容易和學生新舊知識連結。 
4,7 4,0 4,7 4,0 4,0 4,0 3,7 NA 4,1 

PK-3容易用學生理解的詞彙解釋

本單元的教學內容。 
4,0 5,0 4,0 5,0 5,0 4,0 4,0 NA 4,4 

PK-4容易清楚說明活動規則與實

施活動。 4,0 4,0 4,0 4,0 4,0 3,3 4,0 NA 3,9 

PK-5容易結合不同的評量方法，

評測學生是否理解本單元概念。 5,0 4,7 4,7 4,0 3,7 4,0 4,0 NA 4,3 

PK-6容易提供學生表達自我想法

和自由選擇的機會，並且給予適當

的回應。 
5,0 4,0 4,0 5,0 3,7 3,7 4,7 NA 4,3 

PK-7進行暖身活動時，容易讓學

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學習本單

元課程。 
5,0 3,0 5,0 4,0 5,0 5,0 4,7 NA 4,52 

PK-8進行主要課程時，容易讓學

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學習本單

元課程。 
4,0 5,0 5,0 4,3 NA NA 3,7 NA 4,4 

PK-9進行歌曲教學時，容易讓學

生在趣味中習得本單元歌曲。 4,0 NA NA 4,7 4,7 4,0 5,0 NA 4,47 

PK-10 進行遊戲活動時，容易讓學

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下學習本

單元課程。 
4,0 5,0 5,0 NA NA NA 4,3 NA 4,6 

PK-11 進行綜合活動時，容易符合

學生的程度，讓學生在趣味中做勞

作或學習單等活動。 
4,3 4,7 4,7 3,0 NA NA 5,0 NA 4,3 

總平均值 4,4 4,33 4,6 4,2 4,33 4,0 4,27   

肯德爾和諧係數 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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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研究者的教學知識，在視覺空間智能上取得最高平均值 4.6分；音樂

和數學邏輯智能皆為 4.33分；人際智能取得最低平均值 4.0分。檢核項目中，在

清楚說明活動規則與實施活動的項目與單元一相同取得最低平均值，但相較單

元一本項目提升 0.6分平均值為 3.9分。 

表4-6：單元（二）TPK 科技教學知識檢核表 

 

面

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總平

均值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視覺 

肢體 

動覺 

音樂 人際 內省 自然 

觀察 

 

科

技

教

學

知

識 

TPK 

  

  

 

TPK-1 容易使用適宜的數位

媒體材料（課程簡報、音樂

和數位影片），讓學生理解

本教學單元。 

5,0 4,7 4,0 4,0 4,7 3,3 3,7 NA 4,2 

TPK-2 容易結合教師自製的

數位媒體材料（簡報活動、

遊戲）解釋本教學單元，發

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5,0 5,0 4,0 4,0 4,7 3,0 3,3 NA 4,1 

TPK-3 容易結合線上社群媒

體（如：Youtube），讓學

生學習本單元內容。 
4,0 4,7 4,0 4,0 4,7 1,7 2,0 NA 3,6 

TPK-4 容易結合搜尋網站

（如：Google），讓學生學

習本單元內容。 
4,0 4,0 5,0 4,0 3,3 2,7 4,0 NA 3,9 

總平均值 4,5 4,6 4,25 4,0 4,33 2,7 3,3   

肯德爾和諧係數 0.875 

元二研究者的科技教學知識，在邏輯數學智能上取得最高平均值 4.6分；第

二為音樂智能 4.25分；第三為視覺空間 4.33分，在人際智能取得最低平均值 2.7

分。檢核項目中，同儕認為研究者容易使用適宜的數位媒體材料，讓學生理解

本教學單元，取得 4.2最高平均值。 

在單元二中 CK八大智能列中，整體以視覺空間智能、音樂智能、邏輯數

學智能的發展最顯著，從檢核表分析出研究者在單元二能容易運用此三種智能

發展學生在本單元的華語能力。 

 

三、 單元三教學檢核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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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單元（三）TP 教學方案設計檢核表 

 

面

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總平

均值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視覺 

肢體 

動覺 

音樂 人際 內省 自然 

觀察 

 

 

教

學

方

案 

設

計 

TP 

  
  

TP-1在本教學目標容

易明確表達。 4,0 3,7 4,0 3,0 4,0 4,0 4,0 NA 3,8 

TP-2在本教學活動容

易設計 4,0 3,7 4,0 5,0 4,0 4,0 3,3 NA 4,0 

TP-3在本教學課程容

易規劃完善。 3,7 3,3 4,0 4,0 4,0 4,0 3,0 NA 3,7 

TP-4在本教學設計中

容易對應。 4,7 5,0 5,0 5,0 5,0 4,0 4,0 NA 4,7 

總平均值 4,1 3,9 4,25 4,25 4,25 4,0 3,6   

肯德爾和諧係數 0.819 

單元三教學方案設計，視覺空間智能、音樂智能、肢體智能相同最高平均

值皆為 4.25分；內省智能取得最低平均值 3.6分。檢核項目中，同儕認為在本教

學設計中容易對應各個多元智能取得 4.7 最高平均值；教學課程規劃完善取得最

低平均值 3.7分。 

表4-8：單元（三）PK 教學知識檢核表 

面

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總平

均值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視覺 

肢體 

動覺 

音樂 人際 內省 自然

觀察 

 

 

教

學

知

識 

PK 

  

  

  

PK-1容易結合學生的生活經

驗。 
4,3 4,0 4,7 4,0 4,0 4,3 4,0 NA 4,19 

PK-2容易和學生新舊知識連

結。 
4,3 4,0 4,7 4,0 4,0 4,3 4,0 NA 4,19 

PK-3容易用學生理解的詞彙解

釋本單元的教學內容。 
3,3 4,0 5,0 4,0 4,0 3,7 4,0 NA 4,0 

PK-4容易清楚說明活動規則與

實施活動。 
4,0 3,0 4,0 4,0 4,0 3,7 4,0 NA 3,8 

PK-5容易結合不同的評量方

法，評測學生是否理解本單元

概念。 
5,0 3,0 5,0 3,3 3,3 4,0 4,0 NA 4,0 

PK-6容易提供學生表達自我想

法和自由選擇的機會，並且給

予適當的回應。 
4,0 3,7 4,0 4,0 4,0 4,0 3,7 NA 3,9 

PK-7進行暖身活動時，容易讓

學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學

習本單元課程。 
4,0 4,0 5,0 4,0 4,0 NA NA NA 4,20 

PK-8進行主要課程時，容易讓

學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學

習本單元課程。 
4,0 4,0 5,0 NA NA 5,0 4,0 NA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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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9進行歌曲教學時，容易讓

學生在趣味中習得本單元歌

曲。 
5,0 NA NA 5,0 5,0 5,0 NA NA 5,0 

PK-10 進行遊戲活動時，容易讓

學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下

學習本單元課程。 
4,0 NA 4,0 NA NA NA 4,0 NA 4,0 

PK-11 進行綜合活動時，容易符

合學生的程度，讓學生在趣味

中做勞作或學習單等活動。 
4,3 4,7 4,7 3,0 NA NA 5,0 NA 3,5 

總平均值 4,1 3,7 4,5 3,9 4,04 4,3 3,96   

肯德爾和諧係數 0.934 

單元三研究者的教學知識，在視覺空間智能上取得最高平均值 4.5分；第二

為人際智能 4.3分；第三為音樂智能為 4.04分；邏輯數學智能取得最低平均值

3.7分。檢核項目中，在進行綜合活動時，容易符合學生的程度，讓學生在趣味

中做勞作或學習單取得最低平均值 3.5分。 

表4-9：單元（三）TPK 技教學知識檢核表 

 

面

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總平

均值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視覺 

肢體 

動覺 

音樂 人際 內省 自然 

觀察 

 

科

技

教

學

知

識 

TPK 

  

  

 

TPK-1 容易使用適宜的數位

媒體材料（課程簡報、音樂

和數位影片），讓學生理解

本教學單元。 

4,3 4,0 5,0 4,0 4,3 4,3 3,7 NA 4,24 

TPK-2 容易結合教師自製的

數位媒體材料（簡報活動、

遊戲）解釋本教學單元，發

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4,3 4,0 5,0 4,0 4,0 4,3 3,7 NA 4,19 

TPK-3 容易結合線上社群媒

體（如：Youtube），讓學

生學習本單元內容。 
4,0 4,7 4,3 4,0 4,0 3,0 2,0 NA 3,7 

TPK-4 容易結合搜尋網站

（如：Google），讓學生學

習本單元內容。 
4,0 4,3 4,0 3,0 3,0 3,0 4,0 NA 3,6 

總平均值 4,2 4,3 4,6 3,75 3,83 3,7 3,3   

肯德爾和諧係數 0.813 

單元三研究者的科技教學知識，在視覺空間上取得最高平均值 4.6分；第二

為邏輯數學智能 4.3分；第三為音樂智能 3.83分，在內省智能取得最低平均值

3.3分。檢核項目中，同儕認為研究者容易使用適宜的數位媒體材料，讓學生理

解本教學單元，取得 4.24最高平均值。 

 



 

72 

在單元三中 CK八大智能列中，整體以視覺空間智能與音樂智能的發展顯

著一致，從檢核表分析出研究者在單元三能容易運用此兩種智能發展學生在本

單元的華語能力。 

四、 單元四教學檢核表分析 

表4-10：單元（四）PK 教學知識檢核表 

面

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總平

均值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視覺 

肢體 

動覺 

音樂 人際 內省 自然

觀察 

 

 

教

學

知

識 

PK 

  

  

  

 

 

 

 

 

 

 

 

PK-1容易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4,0 4,0 4,7 4,3 4,3 4,3 4,0 NA 4,2 

PK-2容易和學生新舊知識連結。 
4,7 4,0 4,7 4,7 5,0 4,3 4,0 NA 4,48 

PK-3容易用學生理解的詞彙解釋

本單元的教學內容。 
4,0 4,0 5,0 4,3 4,3 4,0 4,3 NA 4,29 

PK-4容易清楚說明活動規則與實

施活動。 
4,0 3,0 4,0 4,7 4,7 3,7 4,0 NA 4,0 

PK-5容易結合不同的評量方法，

評測學生是否理解本單元概念。 5,0 3,7 4,3 3,7 3,3 4,0 4,0 NA 4,0 

PK-6容易提供學生表達自我想法

和自由選擇的機會，並且給予適

當的回應。 
4,3 4,7 4,0 4,0 4,7 4,7 4,0 NA 4,33 

PK-7進行暖身活動時，容易讓學

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學習本

單元課程。 
4,0 4,0 5,0 4,0 4,3 4,5 NA NA 4,29 

PK-8進行主要課程時，容易讓學

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學習本

單元課程。 
3,7 4,0 4,3 3,7 4,0 4,3 4,0 NA 4,0 

PK-9進行歌曲教學時，容易讓學

生在趣味中習得本單元歌曲。 4,3 NA 4,0 4,7 4,7 5,0 NA NA 4,53 

PK-10 進行遊戲活動時，容易讓

學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下學

習本單元課程。 
4,0 4,0 4,7 NA NA 4,3 4,0 NA 4,2 

PK-11 進行綜合活動時，容易符

合學生的程度，讓學生在趣味中

做勞作或學習單等活動。 
3,7 4,7 4,0 3,0 NA 4,0 4,0 NA 3,9 

總平均值 4,2 4,00 4,42 4,1 4,37 4,3 4,04   

肯德爾和諧係數 0.718 

單元四研究者的教學知識，在視覺空間智能上取得最高平均值 4.42分；第

二為音樂智能 4.37分；第三為人際智能為 4.3分；邏輯數學智能取得最低平均值

4分。檢核項目中，在進行綜合活動時，容易符合學生的程度，讓學生在趣味中

做勞作或學習單取得最低平均值 3.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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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單元（四）TPK 科技教學知識檢核表 

 

面

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總平

均值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視覺 

肢體 

動覺 

音樂 人際 內省 自然 

觀察 

 

科

技

教

學

知

識 

TPK 

  

 
 
 
 
 
 
 
  

 

TPK-1 容易使用適宜的數位

媒體材料（課程簡報、音樂

和數位影片），讓學生理解

本教學單元。 

5,0 4,0 5,0 4,0 4,7 5,0 3,7 NA 4,5 

TPK-2 容易結合教師自製的

數位媒體材料（簡報活動、

遊戲）解釋本教學單元，發

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4,7 4,0 5,0 4,0 4,7 5,0 3,7 NA 4,4 

TPK-3 容易結合線上社群媒

體（如：Youtube），讓學

生學習本單元內容。 
4,0 4,0 4,7 4,0 4,7 3,3 2,7 NA 3,9 

TPK-4 容易結合搜尋網站

（如：Google），讓學生學

習本單元內容。 
4,0 4,0 4,3 3,0 3,0 3,0 3,3 NA 3,5 

總平均值 4,4 4,0 4,8 3,8 4,3 4,1 3,3   

肯德爾和諧係數 0.838 

單元四研究者的科技教學知識，在視覺空間上取得最高平均值 4.8分；第二

為音樂智能 4.3分；第三為邏輯數學智能 4.0分，在內省智能取得最低平均值 3.3

分。檢核項目中，同儕認為研究者容易使用適宜的數位媒體材料，讓學生理解本

教學單元，取得 4.5最高平均值。在 CK八大智能列中，整體以視覺空間智能與音

樂智能的發展顯著一致。 

五、 單元五教學檢核表分析 

表4-12：單元（五）TP 教學方案設計檢核表 

 

面

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總平

均值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視覺 

肢體 

動覺 

音樂 人際 內省 自然 

觀察 

 

 

教

學

方

案 

設

計 

TP 

  
  

TP-1在本教學目標容

易明確表達。 5,0 4,0 4,3 4,7 4,7 4,0 4,0 4,3 4,4 

TP-2在本教學活動容

易設計 4,0 4,0 4,0 5,0 4,7 3,7 3,3 4,7 4,1 

TP-3在本教學課程容

易規劃完善。 4,0 3,0 4,3 4,0 4,0 4,0 3,0 4,3 3,8 

TP-4在本教學設計中

容易對應。 5,0 4,0 4,7 5,0 5,0 4,0 4,0 5,0 4,5 

總平均值 4,3 3,7 4,2 4,6 4,58 3,9 3,4 4,58  

肯德爾和諧係數 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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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教學方案設計，肢體動覺取得最高平均值為 4.6分；音樂智能和自然

觀察智能為 4.58分；邏輯數學取得最低平均值 3.7分。檢核項目中，同儕認為在

本教學設計中容易對應各個多元智能取得 4.5最高平均值；教學課程規劃完善取

得最低平均值 3.8分。 

表4-13：單元（五）PK 教學知識檢核表 

面

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總平

均值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視覺 

肢體 

動覺 

音樂 人際 內省 自然

觀察 

 

 

教

學

知

識 

PK 

  

  

  

PK-1容易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4,0 4,0 4,0 4,0 5,0 5,0 4,0 5,0 4,4 

PK-2容易和學生新舊知識連結。 
5,0 4,0 5,0 4,0 5,0 5,0 4,0 4,0 4,50 

PK-3容易用學生理解的詞彙解釋

本單元的教學內容。 
4,0 4,0 5,0 4,0 5,0 5,0 4,0 4,7 4,46 

PK-4容易清楚說明活動規則與實

施活動。 
4,0 4,0 4,0 5,0 5,0 4,0 4,0 5,0 4,4 

PK-5容易結合不同的評量方法，

評測學生是否理解本單元概念。 5,0 4,0 5,0 4,0 4,0 4,0 4,0 4,0 4,3 

PK-6容易提供學生表達自我想法

和自由選擇的機會，並且給予適

當的回應。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PK-7進行暖身活動時，容易讓學

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學習本

單元課程。 
4,0 NA 5,0 4,0 5,0 4,0 NA NA 4,4 

PK-8進行主要課程時，容易讓學

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學習本

單元課程。 
5,0 4,0 5,0 4,0 5,0 4,0 4,0 4,3 4,4 

PK-9進行歌曲教學時，容易讓學

生在趣味中習得本單元歌曲。 5,0 NA 4,7 4,7 5,0 5,0 NA NA 4,9 

PK-10 進行遊戲活動時，容易讓

學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下學

習本單元課程。 
4,0 4,0 4,7 NA NA 4,0 4,0 NA 4,1 

PK-11 進行綜合活動時，容易符

合學生的程度，讓學生在趣味中

做勞作或學習單等活動。 
4,0 NA 4,0 4,0 NA NA 4,0 4,3 4,1 

總平均值 4,4 4,00 4,6 4,2 4,8 4,40 4,00 4,42  

肯德爾和諧係數 0.957 

單元五研究者的教學知識，在音樂智能上取得最高平均值 4.8分；第二為視

覺空間智能 4.6分；第三為自然觀察為 4.42分；邏輯數學智能和內省智能取得最

低平均值 4.0分。檢核項目中，在進行綜合活動時，容易提供學生表達自我想法

和自由選擇的機會，並且給予適當的回應取得最低平均值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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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單元（五）TPK 科技教學知識檢核表 

 

面

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總平

均值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視覺 

肢體 

動覺 

音樂 人際 內省 自然 

觀察 

 

科

技

教

學

知

識 

TPK 

  

  

 

TPK-1 容易使用適宜的數位

媒體材料（課程簡報、音樂

和數位影片），讓學生理解

本教學單元。 

5,0 3,3 5,0 4,0 4,7 5,0 4,0 NA 4,4 

TPK-2 容易結合教師自製的

數位媒體材料（簡報活動、

遊戲）解釋本教學單元，發

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4,3 3,3 5,0 4,0 4,7 5,0 4,0 NA 4,3 

TPK-3 容易結合線上社群媒

體（如：Youtube），讓學生

學習本單元內容。 
4,7 3,3 4,0 4,0 4,7 2,3 3,3 NA 3,8 

TPK-4 容易結合搜尋網站

（如：Google），讓學生學

習本單元內容。 
4,0 4,0 4,0 3,0 3,0 3,0 3,0 NA 3,4 

總平均值 4,5 3,5 4,5 3,75 4,3 3,83 3,6   

肯德爾和諧係數 0.876 

研究者的科技教學知識，在視覺空間上取得最高平均值 4.5分；第二為音樂

智能 4.3分；第三為人際智能 3.83分，在邏輯數學智能取得最低平均值 3.5分。

檢核項目中，同儕認為研究者容易使用適宜的數位媒體材料，讓學生理解本教

學單元，取得 4.4最高平均值。在單元五中 CK八大智能列中，整體以視覺空間

及音樂智能取得較高平均值，除了科技教學知識的面向，自然觀察智能也取得

較高之平均值，從檢核表分析出研究者在單元五能容易運用視覺空間、音樂智

能和自然觀察智能發展學生在本單元的華語能力。 

 

三、 小結 

研究者從三大面向統整五個單元的教學檢核表，TP1代表第一單元之教學

方案；CK_No.1 取得第一高分之學科智能；CK_No.2取得第二高分之學科智能；

CK_No.3取得第三高分之學科智能；CK_Last取得最低分之學科智能；TP_First

為取得最高分之項目；TP_Last為取得最低分之項目，括弧中的數值為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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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TP 綜合排行表 

 CK_No.1 CK_No.2 CK_No.3 CK_Last TP_First TP_Last 

TP1 視覺空間 

（4.7） 

音樂

（4.3） 

肢體

（3.8） 

內省

（3.2） 

TP-4 

 （4.1） 

TP-3 

（3.76） 

TP3 視覺空間  

音樂 

肢體（4.25） 

內省

（3.6） 

TP-4 

（4.7） 

TP-3 

（3.7） 

TP5 肢體（4.6） 音樂 

自然（4.58） 

邏輯

（3.7） 

TP-4 

 （4.5） 

TP-3 

 （3.8） 

在教學方案設計，同儕認為研究者在教學方案設計的音樂、視覺空間和肢

體動覺智能的學科知識層面獲得較高的評價，只有單元五涉及自然智能，自然

觀察智能在此單元取得較高平均值。同儕皆認為研究者在教學方案 TP-4能容易

對應八大智能，在 TP-3教學課程規劃完善上分數最低，課程規劃較不足。 

表4-16：PK綜合排行表 

 CK_No.1 CK_No.2 CK_No.3 CK_Last PK_ 

No.1 

PK_No.2 PK_No.3 PK_Last 

PK1 音樂

（4.5） 

視覺 

空間

（4.4） 

肢體

（3.8） 

邏輯

（3.3） 

PK-7 

（4.7） 

PK-6 

（4.4） 

PK-2 

（4.29） 

PK-4 

（ 3.3） 

PK2 視覺 

空間

（4.6） 

音樂 

邏輯（4.33） 

人際

（4.0） 

PK-10 

 （4.6） 

PK-7 

（4.52） 

PK-9 

（4.47） 

PK-4 

（ 3.9） 

PK3 視覺 

空間

（4.5） 

人際

（4.3） 

音樂

（4.04） 

邏輯

（3.7） 

PK-9 

（5.0） 

PK-8。

（4.4） 

PK-7 

（4.2） 

PK-11 

（3.5） 

PK4 視覺 

空間

（4.42） 

音樂

（4.37） 

人際

（4.3） 

邏輯

（4.0） 

PK-9 

（4.53） 

PK-2 

（4.48） 

PK-6 

（4.33） 

PK-11 

（3.9） 

PK5 音樂

（4.8） 

視覺 

空間

（4.6） 

自然

（4.42） 

邏輯 

內省

（4.0） 

PK-9 

（4.9） 

PK-2 

（4.5） 

PK-3 

（4.46） 

PK-6。

（4.0） 

在教學知識方面，同儕認為研究者在每一個單元的學科教學知識中音樂和視

覺空間智能獲得較高的評價，而數學邏輯智能取得較低的平均值。肢體動覺智

能、數學邏輯和自然智能根據不同單元課程目標而有所異同。同儕認為研究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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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知識方面，PK-7進行暖身活動和 PK-9歌曲教學中，容易讓學生在趣味中習得

華語。在 PK-2研究者容易將教學和學生新舊知識連結和 PK-6容易提供學生表達

自我想法和自由選擇的機會，並且給予適當的回應，取得較高的評價。PK-4容易

清楚說明活動規則與實施活動與 PK-11進行綜合活動時，容易符合學生的程度，

讓學生在趣味中做勞作或學習單等活動取得最低的平均值。 

表4-17：TPK 綜合排行表 

 CK_No.1 CK_No.2 CK_No.3 CK_Last TPK _ First TPK _Last 

TPK1 視覺空間

（4.5） 

音樂

（4.4） 

肢體

（4.2） 

內省

（2.8） 

TPK-1 

（4.1） 

TPK-3 

（3.5） 

TPK2 邏輯

（4.6） 

音樂

（4.33） 

視覺空間

（4.25） 

人際

（2.7） 

TPK-1 

（4.2） 

TPK-3 

（3.6） 

TPK3 視覺空間

（4.6） 

邏輯

（4.3） 

音樂

（3.83） 

內省

（3.3） 

TPK-1 

（4.24） 

TPK-3 

（3.6） 

TPK4 視覺空間

（4.8） 

邏輯

（4.3） 

音樂

（4.0） 

內省

（3.3） 

TPK-1 

（4.5） 

TPK-4 

（3.5） 

TPK5 視覺空間

（4.5） 

音樂 

（4.3） 

人際

（3.83） 

邏輯

（3.5） 

TPK-1 

（4.4） 

TPK-4 

（3.4） 

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音樂、視覺空間和數學邏輯獲得較高的評價；內省

智能較難展現，平均值較低。同儕皆認為研究者在科技教學知識 TPK-1能容易

使用適宜的數位媒體材料，讓學生理解教學內容。在 TPK-3容易結合線上社群

媒體和 TPK-4容易結合搜尋網站讓學生學習教學內容的平均值較低。 

蘇秀枝（2015）指出幼教工作者要懂得如何選擇、運用、整合科技與數位

媒體，並且要有效地整合在幼兒園的課程之中，利用電子白板、電子書、影

音、動畫等，以利培養幼兒媒體素養，幫助幼兒成為思考者與創造者。 

綜合以上的教學檢核表分析，檢核表結果顯示研究者在每一個教學單元中

運用的學科知識以音樂智能和視覺空間智能獲得較高的平均值，同儕認為研究

者容易將此兩項智能應用在本次的教學行動中。其他學科智能根據每個教案的

教學內容設定而有所差異，結果發現內省智能取得最低的平均值，內省智能跟

其他智能相較之下在本教學教案較不易讓幼兒發揮。 

鄭博真（2005）研究發現幼兒教師認為八大智能中的內省智能較難設計至

教學活動中，因為這個時期幼兒從自我中心逐漸學習社會化行為，如何設計和

從活動中引導幼兒表達自我等，相較其他智能內息智能較難體現。內省智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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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幼兒對自我的瞭解，意識自己需求，具備自律、自知的能力。同儕透過教學

影片觀察，並非真實在教學現場與幼兒接觸，也並非每個幼兒都會直接表達自

我的意識，所以在內省智能中較難觀察與了解當時幼兒最真實的情緒與想法。 

第二節 質性分析 

為了能詳細進行質性分析，研究者將搜集到的教學影片、教學日誌、教學

省思、教材、教具、學生作品和同儕檢核表等，根據研究行動歷程與循環階段

進行系統性的編碼。編碼方式及意義可參見【附錄九】資料編碼方式與說明。 

一、 初次教學循環分析 

（一） 教學實踐發現 

1. 教學環境設置與真實教具運用的重要性 

研究者在課程實施前一日佈置了色彩繽紛的地圖，環境的設置上讓學

生進入主題情境，發現學生的富含觀察力與好奇心，引起學習動機。學科

內容知識（CK）方面發展學生的視覺空間及肢體動覺智能，佈告欄上的

地圖帶給學生視覺享受和觸覺體驗，課餘時間學生會在佈告欄前仔細觀察

地圖，有些學生會觸碰地圖上的圖釘或是將圖釘放在他們想放置的位置。 

「S15：這是什麼？（指著佈告欄的地圖） 

R：這是世界地圖。 

S15：這是什麼？（指著地圖上的國旗） 

R：這裡是印尼、中國、日本、韓國、美國、英國、法國。（解釋地圖）」 

（20181008 教學日誌） 

真實且大型的地圖吸引學生們的目光，讓學生發出驚嘆聲。 

「R：看（指著佈告欄），這個是世界地圖。 

S：世界地圖。   R：（打開真實的世界地圖） 

S：哇！！！  

R：（拿著世界地圖）跟這個是一樣的。（佈告欄地圖）」 

（20181009 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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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1-2_教具_地圖） 

圖4-1：課程1-1暖身認識世界地圖 

2. 國家概念的展現 

本班印尼學生對印尼國旗有具體的概念了，在學科教學知識（PCK）

中反應本單元教學的視覺空間智能容易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當學生看

到印尼國旗時，都能夠回答「印尼」的稱呼，部分學生有其他國家的概

念，像是「中國、日本、美國、韓國」，因為家人或自己有國外旅遊或

是工作經驗；有學生有語言的概念，從課堂中的回應可發現學生具有國

家的意識。 

「R：這裡是？（手中拿中國國旗） 

S12：中國。     R：對! 這個是中國，很大。中國上面有什麼？ 

S：星星。        R：有幾個？我們一起數，一、二、三、四、五。 

R：有五個星星。有一個大的，有四個小的，所以是中國。 

S：中國。 

S19：爸爸去中國 

R：爸爸去中國工作。」 

（20181009 教學影片） 

「R：你知道嗎？（手中拿美國國旗） 

S23：America.     R：美國。 

S：美國。 

S23：They speak English. 

R：美國人說英文。」 

（20181009 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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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喜好的展現 

在學科教學知識（PCK）中反應教學的內省智能容易提供學生表達

自我想法和自由選擇的機會。課程 1-1 彩繪國旗時，學生能表達自己的

愛好，根據國旗的顏色、形狀或是已經認識的國家。多數孩子能表示自

己喜歡的國家，會使用「我喜歡印尼、美國、日本、韓國、英國、中

國」。進行課程 1-2 歌曲「你從哪兒來？」，在學科內容知識（CK）發

展學生的内省智能和人際智能，學生選出喜歡的國家，帶領組員一起唱

歌。大部分的學生能用中文句子表達自己的意願「我喜歡/要 + 國

家」，當老師問學生詢問喜好時，學生都能表達自己的想法。 

「R：老師會問誰喜歡美國？你可以舉手說我喜歡美國， 

然後你可以塗顏色。（在解釋後已經有此起彼落的表達聲） 

S12：我要美國、中國。 

S9：我要美國。（舉手） 

S8：我要印尼。 

S17：我喜歡美國。」 

（20181009 教學日誌） 

（TP1-1_S6S20W） 

圖4-2：課程1-1彩繪國旗 

（二） 教學省思 

1. 遊戲設計 

從教學反思和同儕檢核表的總評中發現教學設計方案（TP）TP1-1

貼國旗遊戲設計規劃的不足，研究者的教學知識（PK）在進行遊戲活動

時，不易讓學生在熟悉的方式下學習本單元課程，雖然學生知道遊戲規

則，但由於對教學內容的不了解，導致大部分的學生無法順利完成遊戲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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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國旗的遊戲設計，想讓學生猜一猜國家的正確位置，但事實上

大部分的學生未能掌握國旗的真正位置，都需要老師引導將國旗貼到

正確的地方，在這一方面缺少了挑戰性。」 

（TP1-1_教學反思） 

「1-1 遊戲活動有點困難，教師沒先介紹各個國家的位置，直接讓學

生用猜測的方式，學生會不知所措，還是需要老師指引才能完成遊戲，

缺少了一點趣味性。」 

（TP1_T2檢核） 

   （TP1-2_教具_圖卡） 

圖4-3：課程1-1貼國旗遊戲 

在遊戲的設計上應該多為學生考量，以大部分學生能力範圍內設

計遊戲關卡，才能有效達到遊戲學習的效果。未來的教學行動的遊戲

設計可調整成記憶力大考驗，先將圖卡放在正確的位置後，讓學生複

習能快速記憶，老師再將圖卡拿走，接著請學生進行貼圖卡的遊戲。 

2. 歌曲教唱 

幼兒學生喜歡唱歌，從音樂中培養學習華語的興趣，透過歌曲的教

學能提升他們學習華語之能力。在學科教學知識（PCK）中的音樂智能

和肢體動覺智能方面，觀察發現學生喜歡本單元設計之曲目，但研究者

在本單元歌曲教唱上，使用的策略與技巧需待加強，研究者給予學生上

台演唱的機會，但學生還未能完全掌握歌曲，歌曲活動進行時，基本上

是研究者演唱，再給予學生肢體律動提示。 

「1-1 第一次歌曲教唱學生們主動舉手要上台小組演唱，但上台後反而

開不了口，多數學生不清楚何時要舉起自己手中的國旗。」 

（TP1-1_教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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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暖身活動請學生上台演唱，可是在台上的學生不開口唱歌，或是

學生的聲音非常小聲，但大部分學生能掌握舉起國旗的時間點。」 

（TP1-2_教學反思） 

「影片觀察中發現，學生很喜歡兒歌的教唱方式，學生會主動上台表

演，建議只要增加歌曲的教唱次數，學生就能馬上朗朗上口。」 

（TP1_T2檢核） 

（TP1-2_教材_歌曲） 

圖4-4：課程1-1國家歌 

歌曲教唱上需要增加歌唱及律動活動之次數，讓學生熟悉歌曲旋律

與節奏，教師能使用一些歌唱教學策略，給予學生鼓勵與讚美，增加學

生歌唱的自信心與意願。 

3. 課程內容 

課程 1-2 研究者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中不易結合自製的

數位媒體材料（簡報活動）解釋本教學單元。實施初次教學循環的課程

發現研究者設計的環遊世界簡報（圖 4-5），雖然數位簡報具有足夠的

互動性，可讓學生自由選擇想先認識的國家，但國家的內容過於豐富，

導致在有限的時間內，研究者無法完整介紹每一個國家的特色景點與人

物，後面講述的國家只能大概帶過，學生在短時間吸收的能力也有限。 

（TP1-2_教材_課程簡報） 

圖4-5：課程1-2主要課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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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課程1-2環遊世界各地-簡報1-8頁 

「1-2 的簡報課程內容過於豐富，後面的內容無法清楚的介紹，學生

也無法長時間靜下來聽課，在時間不足的情況下，導致最後一個遊戲

活動無法進行。」 

（TP1-2_教學反思） 

「課程 1-1、1-2 新舊知識能有效的連結，初步認識國家以後，學生能

繼續認識景點和國家人物，但是 1-2 國家的內容太多了，應該刪減，

或是在後面的課程延伸說明，不必一次介紹這麼多個國家的景點與人

物。」 

（TP1_T1檢核） 

 

「1-2 課程簡報內容過多，學生無法全部記得，教師可以從重點介

紹，從學生比較有印象的國家開始，像是印尼、日本、美國、中國

等。」 

（TP1_T2檢核） 

同儕反應研究者在教學知識（PK）能將教學之新舊知識能有效的

連結，但 TP1-2主要課程內容應該減少國家介紹的數量，才能讓學生在

有限的時間內學習。研究者由於強調每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吸收的關

係，而疏於考量時間掌控與學生本身具備的能力。在國家的認識上，

大部分的學生並沒有先備知識，在大量的新知識下，難以有效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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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項新穎的內容。在遊戲活動的設計，應該靜態的學習後，增加動

態的學習活動，動靜的活動充分搭配下，學生才會持續專注學習。 

4. 課室管理 

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中，研究者能結合自製的數位媒體材

料（簡報活動、遊戲）解釋本教學單元，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在

(TP1-2_教材_課程簡報)的簡報，運用動畫圖示帶給學生無限的視覺趣

味，教師透過肢體解釋中國的舞龍舞獅、功夫熊貓、美國的牛仔等圖示

動畫，充分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致，但在學科知識（CK）肢體動覺方面，

讓學生過度模仿動作，幾位男孩站起來走動模仿，造成課室的混亂，當

這種情況出現時，教學育知識（PK）的課室管理方面，研究者需要適當

的管控課室的學習氣氛，這種情況要如何避免是需要有技巧和策略，才

能有效防止學生可能吵雜之情況。 

「介紹（TP1-2_教材_課程簡報）時，如果是關於學生喜歡的事物，

像是簡報中舞龍舞獅、牛仔、功夫熊貓等，他們會過於興奮，需要

適時管理課堂秩序與紀律。」 

（TP1-2_教學反思） 

「此班學生個性較活潑，教師需要適時管控秩序，會影響課程進行

的時間，在課室進行前應該先跟學生溝通，以免學生因為課程有趣

而太興奮，干擾教師進行課程的步調。」 

（TP1_T1檢核） 

「進行歌曲教學「你從哪兒來？」時，班上有特殊的學生，他堅

持要拿印尼國旗唱印尼國歌，導致時間不足，最後一個綜合活動

無法進行，綜合活動，研究者另找時間補上。」 

（20181011教學日誌） 

如果有特殊情況發生，像是學生的情緒化，造成研究者無法按照

教案授課，有何因應的策略和方法。研究者需要琢磨於課室管理之技

能，提升自身華語課室管理之能力，教學知識（PK）的課室管理中，

找尋適當之策略，提升教學環境與氛圍，讓每一位學生在良好的教學

環境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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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初次行動研究中，研究者透過教學日誌、教學省思、教學檢核表等

觀察，分析整理發現《單元一》課程的教學問題與課程設計不足之處，

調整修正第二次行動研究《單元二》之課程，課程內容設計簡報（TP2-

1_教材_課程簡報）八個國家介紹減少至五個國家，分別為「印尼、美

國、日本、法國、中國」。在進行課堂教學時，研究者有時要維持課堂

秩序，導致後面遊戲活動的時間較緊湊，根據學生的能力，在第二次教

學行動中，將課堂練習和綜合活動勞作的調整，將原本規劃的活動時

間，往後延長 15分鐘，期望解決教學時間不足之問題。 

透過同儕之建議與研究者的教學反思，在主要課程中發現，學生的

專注力不足，為了要讓動靜活動能適當搭配，下一次教學方案設計，科

技教學知識（TPK）中，課程簡報設計中把主要課程和遊戲活動互相穿

插，運用遊戲增加學生對教學內容的印象，達到學生持續專注學習的效

果。 

在本次行動中，研究者發現實施多元智能教學方案所遇之困境為

四，一為學科教學知識（PCK）音樂和肢體動覺智能方面，歌曲教唱策

略，教師如何提升本身的華語歌曲教唱技巧，有何策略可依循？二為教

師教學學科知識（PCK）在進行肢體動覺的活動時，面臨課室管理之問

題，面對學生過於興奮，而設計之課室無法按時完成。三為當面臨學生

干擾課堂，不按照指示完成學習任務，影響教學計劃，教師有何方式處

理？四為科技教學知識（TPK）中，教師如何將華語課程設計到教學簡

報中？簡報中如何呈現華語教學遊戲？ 

二、 再次教學循環分析 

（一）教學實踐發現 

1. 課程簡報遊戲設計的調整 

從教學循環一的課程省思中，研究者將 2-1 課程簡報內容和遊戲活

動經過修改和調整，學生首先認識國家特色食物，認識後進行當國的食

物圖卡黏貼遊戲，從中發現學生更能記住當下所教授之內容，正確完成

遊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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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活動改成認識一個國家的料理後，直接讓學生上台選圖卡，學

生能夠記得剛才所提及的食物，並且選出正確的食物。」 

（20181016教學日誌） 

 
圖4-7：課程2-1各國飲食及著名料理-簡報1-8頁 

（TP2-1_教材_課程簡報） 

圖4-8：課程2-1遊戲「美國人吃什麼？」 

研究者在學科教學知識（PCK）方面進行遊戲活動時，能容易讓學

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下學習，發展學生的邏輯數學、視覺空間及

人際智能，在檢核表中顯示獲得最高的平均值 4.6分，在科技教學知識

（TPK）上能使用適宜的數位媒體材料和自製教材，讓學生理解本單元

內容。 

2. 兒歌的展現 

在學科教學知識（PCK）音樂、肢體、自省和人際智能的發展，

《單元二》的暖身活動學生已經充分掌握歌曲的旋律，學生能展現內省

智能及人際智能選擇喜歡的國家版本「你從哪兒來？」並和同學們一起

小組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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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1-2_教材_歌曲） 

圖4-9：課程2-1暖場複習歌曲「你從哪兒來？」 

「經過教學者的詢問與引導，學生能表達我要 OO 國家，跟同學們

大方上台演唱兒歌，充分展現自省和人際智能，從影片中發現學生

們已經會這兩首主題歌曲。」 

（TP2_T1檢核） 

「R：我們要唱你從哪兒來？誰要唱？請舉手？（R 請 S16 上台） 

S16：我喜歡美國。 

R：請 S16 那一組的小朋友上台唱歌。（歌唱後） 

R：誰喜歡日本？ 

S10：（舉手）我喜歡日本。 

R：請 S10 那一組的小朋友上台。」 

（20181019教學影片） 

經過兩週多次練習國家主題歌曲，學生們都能掌握旋律並且唱出歌

詞，研究者利用課餘的時間讓學生練習，在後續的課堂上，學生能展現

演唱實力和自主的能力，充滿自信心地站在台上和同學們對唱歌曲。 

3. 數學邏輯智能的展現 

在學科教學知識（PCK）邏輯數學智能方面，健康與非健康食物的

主題能培養學生的邏輯數學智能，研究者（TP2-2_教材_課程簡報）中

觀察到學生能判斷食物的健康性，也有學生表達非健康食物只能吃一

個，不能吃多的觀念，展現出數學邏輯智能多寡的概念。 

「R：漢堡。健康還是不健康？ 

S：不健康。 

S19：好吃！ 

S：好吃！可是不健康。你吃太多了，會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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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9：一個。老師，一個。 

R：你可以吃一個。 

S17：不可以吃很多。」 

（20181019教學影片） 

 

圖4-10：課程2-2日本與美國之健康與不健康的食物-簡報1-8頁 

（TP2-2_教材_課程簡報） 

圖4-11：課程2-2日本美國食物遊戲分類 

4. 產生語言的好奇與探索 

從 2-2 日本食物的教學中，發現了學生對於英文的好奇心，研究者

在介紹美國和日本的食物時，介紹了英文和日文的說法，當介紹日本食

物的日文時，學生也好奇英文的說法。 

「學生能試著跟讀教師所解釋英文及日文的食物名稱，有學生看到三

角飯糰，用口語表達「三角」，發現了三角形的形狀，當研究者解釋

日文的三角飯糰念法，おにぎり Onigiri，S9 好奇詢問「英文」是什

麼？」 

（20181019教學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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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在學科教學知識（PCK）能培養學生的語文智能，從 2-1 的

簡報食物教學，研究者開始培養學生各種語言的觀念，學習如何用不

同的語言表達美國、印尼和日本食物，學生們最熟悉的語言順序為英

語、印尼語最後為華語，在認識這三種語言以外的其他語言的時候，

學生會好奇英文要如何表達。 

5. 做勞作的樂趣 

課程 2-2 綜合活動-美勞，教學者先示範漢堡和日本便當的做法，

再請學生自由選擇喜歡的食物，學生都能表達自己的喜好，從教學觀察

中發現學生非常喜歡這次的勞作活動。 

「當問學生『你要壽司還是漢堡？』，學生能用中文表達『壽司/漢

堡』。製作過程中，觀察出學生開心和興奮的神情，S19 在製作勞作

時大聲說了好幾次『好吃的漢堡包。』。」 

（20181019教學日誌） 

（TP2-2_S5S19W） （TP2-2_S20W） 

圖 4-12：課程 2-2 美勞作品-漢堡             圖 4-13：課程 2-2 美勞作品-日式飯盒 

在學科教學知識（PCK）綜合活動時，研究者容易符合學生的程

度，讓學生在趣味中做勞作或學習單等活動，發展學生的視覺空間、

肢體動覺和內省智能。 

（二）教學省思 

1. 教學内容的混淆 

教學中發現類似的內容，印尼泡麵和日本拉麵的差別，分別代表健

康與不健康的食物，但對於年紀幼小的學生來說，這兩者都是麵條，經

過解釋後，研究者發現學生還是難以區分泡麵和拉麵的健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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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中日本的『拉麵』跟印尼的『泡麵』容易混淆，學生覺得日本

的拉麵是不健康，研究者解釋拉麵裡有雞蛋、青菜、肉，是健康的食

物而泡麵沒有，在做 2-1 學習單的活動時，有些學生還是會說『拉

麵』不健康。」 

（TP2-1_教學反思） 

「印尼泡麵和日本拉麵造成學生判斷健康和非健康的食物，學生的理

解能力還不足，對學生而言這些都是麵類，教學者應該避免容易造成

學生模糊不清的概念。」 

（TP2_T3檢核） 

研究者在科技教學知識（TPK）使用適宜的數位媒體材料

（課程簡報），讓學生理解本教學單元的項目中，需要再調整

改進。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應該根據學生的心智年齡和發展

能力，以選擇避免學生容易混淆不清的內容，給予適當的教學

範例。 

2. 學生發展的差異性 

學習單需要學生使用剪刀將圖片剪下，黏貼分類健康還是不健康的

食物，有些學生不太會使用剪刀，剪圖片的速度會直接影響完成學習單

的速度，同時能力較佳的學生做完學習單後，可能會到處走動，影響其

他學生做學習單。 

「學習單活動，由於每位學生各方面發展能力不同，導致完成速度不

依，有些學生獨立性高，完成速度較快，當完成後，可能會跑去亂

玩，干擾整個課室的學習環境，為了避免此情況可請先完成的的學生

協助與指導較慢或是不會的學生，在學生互相合作下完成學習單。」 

（TP2-1_教學反思） 

（TP2-1_S4S6W） 

圖4-14：課程2-1綜合活動-食物分類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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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教學知識（PK）進行綜合活動時，能符合學生的程度，讓

學生做學習單的項目不夠理想。為了避免已經完成學習單的學生干擾同

學，下個循環有類似的教學情況時，研究者會請較有獨立性的學生幫助

其他同學一起完成學習單。 

3. 語言的干擾 

從 T2同儕檢核表中，T2提出對 TP2-2教學簡報的日語內容的建

議，《單元二》介紹了每一樣日語的食物說法，雖然學生復誦了研究者

的日語詞彙，但實際上學生無法在短時間內記得這麼多的語言，過多的

日語教學，可能會造成學習華語的負擔。 

「2-2 的簡報中，過多的語言可能降低學習華語的成效，日文對學生

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語言，在學生華語都還不會表達的情況下，增

加日文的學習，可能造成學習負擔，建議介紹 1、2 個日文的食物表

達方法，讓學生有日文的概念即可。」 

（TP2_T2檢核） 

在教學方案設計（TP）學科內容知識（CK）中，語文智能領域

設計不夠完善，導致語文學習的負擔，下一循環的教學內容中不必著

重其他語言詞彙的教學，應該著重於華語語言的學習內容。 

4. 學生注意力不足 

課程 2-2 介紹美國和日本食物時，發現介紹最後幾個日本食物時，

學生的注意力不集中，（TP2_教材_簡報）簡報介紹的時間過長，缺少

立即性的活動，在科技教學知識(TPK)方面，教學簡報的製作與設計，

需要調整與改善。 

「進行 2-2 日本食物介紹時，發現少數學生開始注意力不集中，美國

和日本的食物一共一次性介紹 10 種，對學生來說較鼓譟乏味，日本

美國食物的分類活動應該提前，或是增加具趣味性的活動在簡報

中。」 

（TP2-2_教學反思） 

對於與研究者而言，在教學知識（PK）方面，學生的注意力不集

中會明顯影響其學習成效，要如何解決學生注意力不集中之問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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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效的策略，可拉回學生的注意力，這成為研究者教學面臨之困境

之一。 

5. 圖卡教具的尺寸 

課程 2-2 遊戲活動發現研究者所製作的圖卡尺寸過小（TP2_教具_

圖卡），學生無法看清台上同學所分類的圖卡，反而會影響學習成

效。 

「圖卡上建議能製作較大的圖卡，學生才能看得清楚。」 

（TP2_T1檢核） 

「食物圖卡過小，台下學生看不清同學進行遊戲時所拿的圖卡，為了

讓學生們都能看清楚，建議教學者應該製作尺寸較大的圖卡。」 

（TP2_T3檢核） 

在科技教學知識(TPK)方面，教學檢核表中同儕們建議教具圖卡尺

寸要放大，研究者會將下個循環之教具圖卡尺寸調大，以利學生們學

習。圖卡教學是一種有效率又充滿趣味的教學活動，圖卡的製作品質也

是相當重要，依據使用目的來製作適合學習者學習的圖卡的尺寸大小，

選擇清楚、色彩鮮明的圖示。 

（三）小結 

本次教學循環中發現延長教學時間後，讓研究者和學生能有充足的

時間在本次的教學活動中，學生在充裕的時間下能有效的學習。學生們

在歌曲上明顯的進步，透過歌曲學習到國家的詞彙，對語言產生好奇

心，這次教學活動中富含分類的教學活動，能培養學生的數學邏輯智

能，在美勞活動中明顯觀察到學生對於美勞的喜愛。 

本次教學循環當中，發現到的問題，經過省思和檢討後，未來研究

者將會調整以下教學，首先關於其他語言詞彙的教學，以免造成其他語

言不必要之干擾；在簡報圖片的選擇上，避免使用容易混淆之圖片；在

製作教具圖卡方面，會以清晰且大型的圖卡呈現。 

這次的教學循環中發現的教學困境為二，一為研究者在教學知識

（PK）方面，當遇到學生失去注意力時，但授課內容未結束，有何對應

之策略？研究者發現學生容易失去注意力，是否有其他策略能改善或是

避免學生失去注意力的情況發生，如何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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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注於學習。二為科技教學知識(TPK)，教師如何運用科技網路的方

式，選擇符合幼兒學習者的影片和圖示？有何方法與技巧呢？ 

三、 第三次教學循環分析 

（一） 教學實踐發現 

1. 反應生活經驗 

在學科教學知識（PCK）方面，研究者發現運用視覺空間智能結合

學生的生活經驗產生連結。在 3-1 暖身教學活動中，學生觀看老撾的介

紹影 

片，從影片中初步認識老撾的地理、文化與特色，在影片欣賞的同

時，學生反應了自家的生活經驗。 

「R：這個是佛陀。 

S16：我的家有兩個。 

R：S16 的家有兩個佛陀。」 

（20181022教學影片） 

在科技教學知識（TPK）方面，容易結合線上社群媒體

（Youtube），讓學生學習本單元內容。透過影片引起學生的學習興

趣，學生從課室中所學所見之知識會直接反應他們所接觸的生活經

驗，當與自己的生活有所連結，他們會直接用語言表達展現，教材與

相關影片的選擇上，以貼近幼兒生活經驗的主題，更能有效讓教學與

學生的認知有所聯繫。 

2. 人際互動的展現 

在學科知識（CK）的肢體動覺智能和人際智能上，學生們在 3-1

練習老撾的日常互動用語的學習活動中，反應出對同學們對此活動的

喜愛，用老撾話跟同學們打招呼，加上肢體動作更顯此活動的趣味

性，也達到目標語言之目的，肢體動作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進行日常用語教學時，透過同學們的互動，再搭配肢體動作念出遼

國語言的招呼語，學生在活動中培養人際互動的能力。」 

（TP3_T3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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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中人際的展現不僅僅只有建立師生間的關係，學生間的互動

也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兩者間密切合作，有利於學生的人際智能發

展。 

3. 真實情境的體驗 

在國際週學校設計的情境中學習，學生參觀各班教室，觀察教室

中佈置的各國場景，從環境中學習與體驗。從前兩次的循環教學當

中，學生對國家已有了具體的概念，當國際週活動體驗當週，學生能

沉浸在環遊世界的氛圍中學習。 

「各國遊覽時，研究者詢問學生的意見，問學生想去哪一個國家？學

生能表達想法，首先我們去參觀了『韓國』與『中國』的教室，學生

能辨識不同的國旗，能表達我們所在教室的國家。」 

（20181023教學日誌） 

        

圖4-15：課程3-2參觀韓國 

運用帶領學生環遊世界的情景，提升學生對國際週活動的熱情，

學生能融入在國際週的教學設置中，情境學習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營造有利學生的學習情境，引發他們對於學習的慾望，在真實的

情境中學習，讓學習更有意義和價值。 

（二） 教學省思 

1. 課程設計與課室管理 

進行 2-1 主要課程認識老撾文時，請學生和同學們互動，用老撾文

打招呼，由於是新的活動體驗，學生難以控制自己興奮的情緒，在人

際智能上幼兒互動練習老撾文時，讓研究者調整他們互動學習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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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遼國日常用語時，學生們的互動時到處走動，造成課室的混

亂，很難進行下一句老撾文的教學，需要管理秩序才能進行下一句教

學，此時研究者立即調整，改成學生分組上台示範老撾文日常用語練

習，而非大家一同練習。」 

（TP3-1_教學反思） 

「練習老撾文的日常用語時，學生因為太開心，而到處走動選擇練習

對象，導致教師課程難以進行，此課程活動有需調整或重新規劃。」 

（TP3_T2檢核） 

在學科教學知識（PCK）的人際智能上，課程活動實施方法的調

整，為了避免學生在教室到處走動，干擾整體教學，教學活動會請學

生分組上台示範，教授完日常用語後，接著給予同學互動練習的時

間，這樣才能順利進行下一句的日常用語教學。 

關於學生運用各國語言打招呼的互動活動，為了有效管理課室整

體秩序，避免過多學生走動，選擇自己的搭檔，所以在下個循環的人

際智能教學中，調整以選擇性小組的方式上台練習。 

2. 國際週兒歌領唱 

課程設計安排為學生進行參觀各國教室活動時，學生能跟著老師

在各班唱「國家歌」和各國的「你從哪兒來」等歌曲，但實際參觀活

動的進行讓唱兒歌的效果不佳。 

「學生很興奮能到不同班級參觀，他們的注意力被周遭環境事物所吸

引，唱歌的意願很低，在教室裡唱了一次歌曲後，就不再唱了，學生

參觀時，需要維持現場秩序，避免他們觸摸各班作品，介紹時部分學

生會聽老師講述，但無法全部學生聽講，他們會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物

所吸引。」 

（TP3-2_教學反思）          

在學科教學知識（PCK）的音樂智能方面，國際週兒歌領唱的活

動應該改在教室外先進行，之後再入內參觀教室，研究者能給予學生

自行參觀的空間，探索他們想知的世界，老師再根據學生的狀況補充

國家的知識。參觀教學較難以控制學生的心思與行為，教師應該給予

學生更多空間，讓學生學習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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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本次教學循環體現提前實施國際教學主題，明顯提升學生對於國

家的認識，在進行國際週的參觀時，學生能表達國家的詞彙，具有具

體的概念，而非僅僅只認識自己所代表的國家，在教學知識（PK）方

面，能將學生對於國家的新舊知識有效連結。學生能沉浸在國際週的

學習氛圍之中，增加國際視野，樂於去學習與認識各個國家的特色與

文化。 

本次教學遇到的問題為學科教學知識（PCK）的人際智能設計活動

不夠完善，導致學生整體學習效果不佳，下一次循環將會有更多關於

各國語言人際互動的活動，研究者將調整教學策略，教師先示範，再

指定學生上台示範練習，避免課室混亂之情形。研究者欲了解之教學

問題為在教學知識（PK）方面，當教師進行教學活動時，學生情緒過

於興奮，造成課室混亂時，資深教師會如何處理這樣的情況。研究者

在進行新的教學活動時，常會發生這樣的情況，除了調整教學方式，

是否還有其他合適的策略能避免此情況的發生。 

四、 第四次教學循環分析 

（一） 教學實踐發現 

1. 數學邏輯之展現 

學生喜愛數數，華語的教學中搭配數學邏輯智能，更能增加他

們對於理解華語的興趣，本次教學設計認識詞彙日文、中文、英

文、印尼文，運用認識日文數字兒歌，手指頭數數，學生能理解老

師所表達的教學內容。 

「研究者請學生先念出中文的字卡請學生念數字，再請學生將手

指頭伸出來念出英文的數字，當研究者拿出印尼文的字卡，學生

能直接反應念出印尼文的數字。」 

（20181030教學影片） 

進行中文、英文、印尼文故事書的分類活動時，學生能展現他

們的邏輯智能，將相同語言的書籍歸類，從活動中評量學生是否理

解語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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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生可以迅速找到老師指定的語言故事書，有些學生還是

不清楚老師要的書，會拿自己想要拿的書。有些學生拿了非指定

的書，但是可以正確將其語言歸類。」 

（20181030教學日誌） 

 

圖4-16：課程4-1分類語言書籍 

在學科知識（CK）數學邏輯方面，數數及分類活動都能輔助

本次語言的詞彙概念，培養學生邏輯數學智能，從活動中評量各個

學生數學邏輯智能的發展優劣。 

2. 兒歌律動 

「各國-你好歌」搭配各國打招呼的動作，深受孩子的歡迎，

學生自己選擇想要的國家，拿著圖卡，跟老師歌唱各國版本的你好

歌。圖卡尺寸的改善，讓學生能拿著各國圖卡上台演唱歌曲並且清

楚展示給同學們看。 

 

圖4-17：單元（四）世界語言-圖卡 

「研究者與搭檔老師示範兒歌教學動作，請 S20 上台選擇要當哪一

個人，S20 選擇泰國人，研究者詢問台下學生，S9、S14、S23、S24

舉手說要當泰國人，上台自信演唱給同學們聽，研究者也詢問了其

他學生，有學生搖頭反應不要當泰國人。研究者發現 S11 很喜歡日

本，所以請他上台選擇時，他每次都會選擇日本。」 

（20181030教學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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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8：課程4-2各國「你好歌」教學活動 

學生們養成上台演唱的習慣，會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在選擇

時能清楚表達自己所要唱的歌曲，樂意表演給同學們看，此種律動

學習不僅能培養學生上台的自信心，在學科知識（CK）方面，能

反應出學生的音樂、肢體和內省智能的展現。有的學生在課室的行

為表現能觀察出他的國家喜好，每次自由選擇時，一定會選擇相同

的國家，充分展現了他的內省智能。 

3. 人際互動遊戲 

在各國打招呼遊戲中，大部分的學生能試著做出不同國家打招

呼的動作，透過遊戲活動讓學生練習各國打招呼的方式，增加學生

間的關係，在學科知識（CK）的人際智能上，學生在互動中學習

與成長，從學生的表現評量學生是否習得各國打招呼的能力。 

「各國打招呼的遊戲充分檢視學生是否掌握打招呼的肢體動作，

運用競賽的方式，增加遊戲學習的趣味性。」 

（TP4_T2檢核） 

「打招呼的遊戲能夠訓練學生的反應，透過肢體動覺智能展現對

各國打招呼的概念，競賽的方式有效培養學生的人際智能。」 

（TP4_T3檢核） 

     

圖4-19：課程4-1各國「你好」遊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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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是孩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透過和同學們互相競爭完成的

遊戲，更能增添學習的趣味，不僅帶給學生樂趣，還可以有效的學

習教學內容。 

（二） 教學省思 

1. 學生對遊戲理解的差異性 

書籍遊戲分類時，學生去拿研究者指定的語言書籍，再將其書

籍分類，依照學生的理解能力，理解能力佳的學生能完成任務，理

解力較差的不能完成任務，他們會選擇自己喜歡的書籍。 

「分類語言書籍，當學生對遊戲理解錯誤時，建議教師可以及時

調整此位學生的遊戲規則，繼續讓他將書籍分類，別執著他拿錯

指定語言的書籍，而要鑒定他們是否理解手中所拿之語言書

籍。」 

（TP4_T1檢核） 

在學科教學知識（PCK）數學邏輯方面，研究者遊戲規劃不夠

完善，無法讓每位學生在熟悉的狀態下完成遊戲任務，學生理解能

力的差異，讓遊戲不能順利進行，但為了能評量學生的數學邏輯能

力，應該適時調整遊戲規則，讓遊戲能具彈性與多樣性，設計不同

難度的遊戲，根據學生能力調整遊戲規則，讓不同的學生挑戰適合

他們的遊戲關卡。 

2. 學生的中文能力與理解力的差異 

在學科教學知識（PCK）遊戲設計上，讓學生發展數學邏輯和

人際智能，但課程 4-2 貼圖卡與國家配對的遊戲，因為學生中文能

力與理解力的差異，進行小組活動時，發現能力較弱的學生無法完

成遊戲任務。 

「貼圖卡分類的活動，進行時有點混亂，因為學生程度與理解

度不同，當下立即調整了遊戲規則，學生沒拿指定圖卡，我會

請他直接將圖卡分類，請他再回去取指定國家的圖卡，他並不

會去拿正確的，反而沒有任何行動，而缺乏了玩遊戲學習的目

的。」 

（TP4-2_教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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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尋找「美國、中國、日本」圖卡            圖 4-21：圖卡分類遊戲 

設計的遊戲不一定能讓每位學生順利獨立完成，為了不讓程度

較不足的學生失去玩遊戲學習的機會，教師應該給與每個學生參與

的機會，鼓勵他們去完成，教師適時調整遊戲內容，讓各種學生都

能在遊戲中學習與成長。 

3. 分組對話練習 

課程 4-2 主要課程的進行，發現學生較難獨立進行對話練習的

活動，進行對話練習時，他們不記得自己所分配到的台詞，進行角

色扮演，能讓他們進入對話的情境，對話的內容在本研究班級的學

生程度是無法短時間記得並且說出來。 

「4-2 主要課程分組對話練習比較困難，學生不認識漢字，也難

以直接記得中文句子，除非長時間練習，第一次教學是比較難讓

學生進行對話教學的練習活動，只能試著模仿。」 

（TP4_T3檢核） 

 

圖4-22：課程4-2對話練習 

主要課程對話教學的調整，請學生上台示範情境，試著演練對

話內容，教師在旁指導對話的句型，讓學生試著運用戲劇的方式，

練習本單元對話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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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習單 

綜合活動學習單之設計，未考量所有學生之能力，很多學生需

要老師的協助下完成學習單，像是剪圖卡等，過多的圖卡，學生未

能全部剪下黏貼，只有少部分學生能獨立完成本學習單練習，《單

元四》教學檢核表發現，研究者在教學知識（PK），容易設計符合

學生的程度，讓學生在趣味中做勞作或學習單等活動的項目上，取

得 3.9 最低平均值。 

「剪圖卡活動，有的學生還是不太會使用剪刀剪紙，需要老師的

幫忙才能加快速度，圖卡較多，有能力的學生能獨立完成，大部

分還需要老師的協助，」 

（TP4-2_教學反思） 

「課程 4-2 的綜合活動較困難，能力較好的才能全部完成，應該

降低分類的困難度，或是程度上的給予學生不同的挑戰。」 

（TP4_T3檢核） 

（TP4-2_S14W） 

圖4-23：課程4-2綜合活動-學習單作品 

學習單能夠檢視學生的學習能力，但學習單的設計可以依照學

生的能力給予不同數量的圖卡，應該有多種版本，根據教師對學生

的了解，依照學生的能力給予不同程度的任務。 

（三） 小結 

第四次教學循環中，本單元教學設計的遊戲、活動與數學邏輯

智能和人際智能比例較大，讓學生了解語言的不同和日本、美國和

中國的特色，從遊戲活動中發現學生的理解能力差異，造成遊戲活

動無法完全按照教學方案設計的規則進行，研究者設計綜合活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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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單的難度也無法讓每位學生都能獨立完成，研究者忽略學生本身

存在的能力差異性，造成能力較不足的學生未能完成課程目標。 

研究者所設計之活動，需要考量每位學生的能力，活動能設計

具差異性與多樣性的規則與方式，讓不同程度與能力的學生，都能

完成研究者所設計之遊戲與評量活動，以每位學生學習為目的，非

著重於能力佳且獨立性高的學生完成遊戲活動，卻忽略獨立性較低

的學生未能參與活動，遊戲活動與學習單評量需具全面性。 

研究者在學科教學知識（PCK）方面遇到的教學困境為二，一

為當進行教學活動時，發現有些學生華語能力不足，無法正確完成

指定任務，資深華語教師會如何處理面對華語能力較不足的學生？

二為華語教師是否教授學生對話句型，如何進行對話活動的教學課

程，有何教學策略？ 

五、 第五次教學循環分析 

（一） 教學實踐發現 

1. 自然智能的展現 

在學科教學知識（PCK）的自然觀察智能，學生透過每日記錄日

期、星期、天氣，能發展學生的自然智能，觀察每日的天氣變化。 

「每天記錄日期、天氣，能發展學生的自然觀察智能，運用觀察與記

錄的方式記錄每天的變化。」 

（TP5_T1檢核） 

        

圖4-24：課程5-1學生記錄天氣              圖4-25：課程5-1天氣記錄表 

從課程 5-1 的活動，在學科知識（PK）能發展學生的音

樂、肢體動覺智能、人際智能、數學邏輯智能和內省智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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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會唱誦天氣歌、做出天氣歌的肢體律動、記錄每日的日期、

運用小組合作的方式完成一週的天氣記錄表。 

2. 真實教具體驗 

在學科教學知識（PCK）的視覺空間和肢體動覺上容易結合學生的

生活經驗，研究者提供真實的教具，增加學生對於晴天和雨天的詞彙

印象，讓學生親自穿戴雨具體驗，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運用真實的教具雨衣、雨傘、雨鞋，能讓學生親自體驗下雨天的感

覺。」 

（TP5_T2檢核） 

「在介紹天氣詞彙時，學生能聽指令，將自己的帽子、太陽眼鏡拿出

來，展示給台下同學們看，我請一位學生拿出自己的帽子，他突然說

『我也有眼鏡』，表示他也想拿自己的太陽眼鏡戴給同學們看。」 

（20181107 教師日誌） 

   

圖4-26：課程5-2體驗雨天            圖4-27：課程5-3對話練習 

課程 5-3 主要課程對話練習，在學科教學知識（PCK）的邏輯數學

智能上，讓學生分辨晴天和雨天的差別，選擇所要帶的物品，學生能

展現內省智能，根據天氣的不同選出代表的心情與物品。 

3. 兒歌律動的展現 

在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的音樂智能與肢體動覺智能上，

使用適宜的數位媒體材料（音樂），讓學生理解本教學單元，運用天

氣歌的律動提升學習天氣的效果，學生能在趣味中學習。 

「天氣歌能讓學生快速學習天氣的中文詞彙。」 

（TP5_T1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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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5-3 暖身活動，學生已經掌握天氣歌，能上台演唱，並且用肢

體動作表演天氣歌。在歌曲上晴天和陰天的發聲有點類似，有學生想

表示晴天，卻發出陰天的聲調。」 

（20181116-教師日誌） 

記錄天氣圖表時，每天都會唱天氣歌律動學習天氣變化，每天的

唱誦，讓學生快速將歌詞和旋律記在腦中，產生餘音繞樑的效果。選

擇一首適合的歌曲，能讓學生對華語產生興趣，簡單的旋律與歌詞，

更能讓學生快速掌握學習內容。 

4. 遊戲式學習 

在學科教學知識（PCK）視覺空間的展現，用遊戲的方式學習各國

天氣，運用世界地圖與天氣圖卡，課程 5-2 研究者將天氣圖卡反面貼在

世界地圖上，學生能反應相當熱烈猜測各國的天氣狀況，課程 5-3 請學

生將他們所繪的天氣圖卡貼在世界地圖，將世界與天氣新舊知識能充

分連結。 

「R：誰知道日本在哪裡？請舉手。 

S17：我知道。（S 舉手） 

S17：在這裡。（指著日本） 

R：我們猜猜日本天氣怎麼樣？ 

S：陰天。（此起彼落聲音） 

R：請 S17 打開，我們來看看是不是陰天。（S17 揭曉天氣圖） 

R：對！叮咚叮咚！日本是陰天。今天日本是陰天。 

R：下一個。 

S：我要！我要！我要！」 

（20181107教學影片） 

「世界天氣猜一猜，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天氣圖卡在世界地圖

上，讓學生了解世界各地會有不同的天氣，是一個很好的新舊知

識連結。」 

（TP5_T3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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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8：世界天氣圖 

《單元五》的遊戲設計容易，學生們能掌握天氣猜一猜與貼手繪天氣

圖卡的遊戲規則，完成遊戲任務，遊戲的設計原則需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參

與了解遊戲規則，並且達到學習效果為目的。 

5. 繪畫展現 

在學科教學知識（PCK）視覺空間、自然觀察智能與肢體動覺智能

上，單元五活動設計有豐富的繪畫活動，讓學生發揮創意畫出課程內

容中的四種天氣形態，透過自然觀察智能到戶外觀察天氣與大自然的

變化。 

「進行貼各國天氣狀況圖卡時，學生能掌握自己手中所畫的圖卡，聽從

老師指令後，將圖卡貼在世界地圖上，並且說出該國家的天氣名稱。最

後孩子們去外面觀察天氣、植物，學生能畫出當天的天氣，有些學生會

跟老師分享他的畫作他們每一幅畫作一定少不了一個大大的黃色太

陽。」 

（20181116 教學日誌） 

               （TP5-2_S10S15S24W） 

圖4-29：課程5-2綜合活動-天氣圖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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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5-3_S5W） 

圖4-30：課程5-3綜合活動-戶外天氣觀察作品 

（二） 教學省思 

1. 課室管理 

研究者在教學知識（PK）課室管理規則，還是需要進一步調整改

進，課程 5-2 暖身活動，在音樂智能聽聲音辨識天氣狀況時，學生充滿

好奇心，想立即知道天氣聲音的結果，有幾位男同學離開座位，導致

研究者需要管理秩序，才能進行下一個天氣的猜測，學生容易受到其

他同學的影響，干擾到課室學習的氣氛。 

「放天氣聲音時，未料到學生會迫不及待走向前觀看電腦螢幕，

想馬上得知答案結果，在進行此活動前，應該先告知學生活動

規則，避免讓一些學生走向前，造成活動進行的混亂。」 

（TP5-2_教學反思） 

「讓學生聽聲音辨識天氣的變化是個很不錯的活動，但是學生

太興奮，所以讓活動難以在老師的掌控下學習。」天氣的學習

上，在教學內容設定下雨天會帶給人傷心的情緒，晴天則是開

心的情緒，但刻意指定學生哪一種天氣會有何種心情反應會造

成反效果，事實上學生能自己決定自我的情緒，下雨天他可能

也是很開心。 

（TP5_T1檢核） 

新的學習活動，常造成研究者未能在最良好的狀態下讓學生學

習，進行任何活動前，研究者應該事先想好可能會發生的狀況，提前

告知學生活動進行的規則，告知後較能避免此情況的發生，如發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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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應該想好解決對策，改善課室的學習環境。有何適當的教學策略

能讓研究者解決活動進行時，可能產生的課室混亂或吵雜的情形。 

2. 教學內容設定 

在教學方案設計（TP）主要課程規劃較不完善，教學內容與目標

的設定應該具彈性調整，才能將學生學科知識（CK）內省智能妥善發

揮。 

「課程 5-3 主要課程對話教學，在教學內容設定中下雨天會帶給人傷

心的情緒，晴天則是開心的情緒，但刻意指定學生哪一種天氣會有何

種心情反應會造成反效果，事實上學生能自己決定自我的情緒，下雨

天他可能也是很開心。」 

（TP5-3_教學反思） 

在教學中不去硬性規定學生應該選擇什麼選項，教師應該給予他

們自由發揮與表達的空間，在課程中引導學生應有的認知，對於他們

能自由選擇的時候，給與他們時間與空間，讓學生發展他們的內省智

能。 

3. 對話教學 

課程 5-3 主要課程學生間的對話教學，經過教學循環四的對話教

學，研究者調整後發現，學生對話教學的活動依然較難進行，學生需

要研究者引導句型，難以主動表達，台上的學生音量不足，台下的學

生對台上的教學較難產生學習興趣。 

「學生上台詢問，練習對話句型的活動較難，學生還是需要老師的引

導才能說出句子，活動進行時，台下無法參與的同學興趣缺缺。」 

（TP5_T3檢核） 

「課程 5-3 主要課程學生間的對話教學活動，學生 S9 經過老師指導

後，小聲的說出目標語言『今天是雨天』（圖 4-31），學生 S14 不

會用口語回應心情『傷心』，而是用肢體語言，用手指出表情圖卡，

再拿取要帶的物品，並不會主動用口語表達該物品的名稱。S9 也是

用相同的方式回應心情（圖 4-32）。」 

（TP5-3_教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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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課程5-3主題課程-對話練習1      圖4-32：課程5-3主題課程-對話練習2 

研究者在第五次教學循環中面臨之教學困境，如同第四次教學循

環，在學科教學知識（PCK）主要課程中的語文智能和人際智能上，如

何讓學生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學習。研究者要如何調整對話教學的

教學方法，是否有更合適的學習方式與教學策略，讓學生能順利進行

對話教學，還是這個年齡的孩子與中文程度還不適合用對話教學的活

動學習華語，研究者將向資深華語老師提出此項問題。 

（三） 小結 

第五次教學循環為世界天氣，天氣為本單元教學內容的主軸的新內

容，天氣與世界的關係，讓學生對於世界的新舊知識能有效結合，運用

自然觀察智能，讓學生每日觀察與記錄天氣的變化，學生能畫出四種代

表性的天氣圖示，展現出他們的視覺空間智能與肢體動覺智能。運用天

氣歌曲律動方式讓學生快速學習天氣的詞彙。本次教學循環設計方案內

容設計能符合學生的程度讓學生學習，研究者所遇到的教學困境不多，

發現到的困難與之前教學循環行動所面臨之困境類似。 

本教學循環所遇困境為二，一為課室管理，在教學知識（PK）方

面，研究者在進行新的教學活動時，發現學生興奮而離開座位，干擾接

下來的學習課程，資深教師有何適當的教學策略解決此狀況的發生，二

為在學科教學知識（PCK）方面，對話教學活動，是否有適合的對話教學

活動或者方法，讓學生學習對話句型。 

歷經了五次的教學研究循環，在每一次的教學當中發現到的問題，以及每

次改進之處，研究者用表格的方式整理出五次研究循環的發現、解決策略與結

果。下表為五次教學循環的發現與調整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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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8：教學循環的發現與調整進程表 

教學循環 問題發現 解決策略 調整結果 

初次 

《第一單元》 

1.課程內容設計過多，

（TP2-1_教材_課程簡

報）8個國家過於豐

富，幼兒學習力有限，

導致學習效果不佳。 

2.簡報中靜態活動過

長，幼兒較會失去注意

力。 

3.有時要管理課堂秩

序，所以設計的活動時

間不足。 

1.將第二單元介紹 8個國家的特色

料理的內容調整減少至 5個國家，

分別為「印尼、美國、日本、法

國 、中國」。 

2.簡報設計調整動態和靜態的活動

穿插搭配。 

3.將第二單元的課堂練習和綜合活

動之時間延長 15分鐘，期望解決

時間不足之問題。 

 

 

再次 

《第二單元》 

1.過多語言的詞彙教

學，像是印尼語、英

語、日語、華語等詞彙

的教學，影響主要學習

華語之效果。 

2.印尼泡麵、日本拉麵

的圖片混淆性。幼兒不

易分辨其健康性。 

3.教具圖卡過小，幼兒

不易清楚觀看圖卡上圖

示。 

1. 接下來的單元中適當篩選其他

語言教學，以免造成其他語言不必

要之干擾。 

2在簡報圖片的選擇上，避免使用

容易混淆之圖片 

3.在製作教具圖卡方面，會以清晰

且大型的圖卡呈現。 

1.簡報內容減少以

及勞作活動時間的

增加，解決了時間

不足的問題，在設

計的時間內完成單

元二之教學活動。 

2.簡報動、靜活動

的搭配，幼兒更能

專注於本單元之教

學內容。 

第三次 

《第三單元》 

日常對話教學時，人際

智能的活動設計不夠完

善，幼兒互動練習造成

課室混亂。 

調整遊戲規則，教師示範，幼兒分

組上台進行活動，避免大家一起進

行造成的混亂。 

圖示的選擇清晰，

幼兒能辨識研究者

所提供的圖示。 

第四次 

《第四單元》 

1.遊戲活動中發現學生

的理解能力差異，造成

遊戲活動無法完全按照

教學方案設計的規則進

行。 

2.綜合活動學習單的難

度也無法讓每位學生都

能獨立完成。 

3.語文智能中對話教學

的活動較難讓幼兒獨自

進行。 

 

1.活動需設計具差異性與多樣性的

規則與方式，讓不同程度與能力的

學生，都能完成研究者所設計之遊

戲與評量活動， 

2.對話教學的活動，以老師主導示

範教學，在旁輔助幼兒完成對話練

習。 

1.圖片放大改善

後，幼兒能清楚看

到前方白板上的圖

卡。 

2.人際智能遊戲的

遊戲規則調整後，

幼兒能有秩序地完

成遊戲活動與指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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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 

《第五單元》 

1.音樂智能，聽聲音猜

天氣的暖身活動，讓幼

兒迫不及待離開座位上

前看答案。 

2.語文智能中對話教學

的活動較難進行。 

1.應該在進行活動前說明課室規

則，避免幼兒打亂教學活動的規

畫。 

2.對話教學尋求資深教師之建議。 

本次教學循環設計

方案內容設計能符

合學生的程度讓學

生學習，研究者所

遇到的教學困境不

多。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 教師訪談資料詮釋與結果 

為實施以多元智能融入幼兒華語課程的研究結果，整理出《單元一》至

《單元五》的教學成果以及教學檢討，透過每週螺旋式省思檢討的方式，調整

下一個單元之課程，最後整理出教學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向各地區資深的華

語幼兒教師提出訪問問題進行訪問，取得其專業的幼兒教學策略與相關建議。 

一、 訪談問題與結果 

(一) 訪談對象之背景 

研究者訪問來自台灣及中國大陸的資深華語幼兒教師，在印尼及新加坡地

區已都有多年且豐富的教學資歷，下表為三位資深華語教師的教師資料表。 

表4-19：教師資料表 

編號 國籍 年齡 教育程度/背景 目前任教單位 華語教學資歷 

A 台灣 45 學士/幼兒教育 印尼泗水台灣學校

附設幼兒園 

印尼泗水台灣學校附設幼

兒園 12 年 

B 中國 36 學士/中國民族

舞蹈  

印尼雅加達慈濟幼

兒園 

印尼慈濟幼兒園 8 年 

C 台灣 41 學士/幼兒教育 新加坡 NTUC child 

care 

新加坡 NTUC child 

care15 年 

(二) 訪談問題與內容 

1. 幼兒華語教學經驗 

1-1． 您在從事幼教華語的生涯中，曾遇到什麼樣的教學困難？ 

A老師表示她剛接觸幼兒華語教學時，只在乎幼兒華語語言方面的發

展，著重於華語教學內容，而忘了幼兒本身的年齡發展，所以沒根據他們本

身的能力教學，而導致華語學習效果不佳。在幼兒教育工作的經驗及與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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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過程中漸漸了解印尼幼兒的學習發展狀況，選擇適合幼兒發展的華語

教學方式授課。 

B老師表示剛開始接觸到完全華語零基礎的幼兒會有溝通的困難，發現

需要用肢體語言的方式輔助，解決溝通障礙。她的繪圖的能力不強，當在做

華語故事講述或是解釋時，不能畫出語言的對應圖示，透過不斷地練習，在

課堂上常利用繪畫的方式解釋華語教學內容，以利提升自身簡筆畫能力。 

C老師表示在新加坡教學時，遇到母語非華語的馬來籍幼兒時，因為幼

兒完全聽不懂的情況，可能會不喜歡學習而產生教學困難。她會多思考設計

不同的教學方式，像是運用兒歌或是遊戲來提升幼兒的學習興趣，再用肢體

動作輔助教學。 

幼兒華語教師遇到幼兒華語零期點和溝通不良的現象，需要充分使用肢

體動覺智能的方式融入華語教學，示範肢體動作，讓幫助幼兒快速理解老師

所要表達的內容或是教學指令。葉碧琴（2011）提到肢體語言能在教學過程

中，教師用肢體動作來表達詞語，句子的意思，不需用口語反復解釋讓幼兒

理解，用肢體動作就知道教師所表達的意思，幼兒不但能直接吸收，而且印

象深刻。 

教學目標著重於華語語言的訓練，忽略了幼兒的發展，反而導致學習效

果不佳，零基礎的幼兒在學習上可能缺乏學習興趣，應該依據幼兒的發展搭

配多元趣味的學習方式來提升華語的能力。莊琍玲（2003）提出第二語言學

習法，要以幼兒階段性發展為需求，統整合適的第二語言教學方式，讓幼兒

的語言潛能在自然、輕鬆且具互動性的第二語言學習環境下被啟發，有效率

的持續發展與學習。 

1-2.您從事幼兒華語教學時，曾用過哪些有效的教學策略？ 

A老師表示幼兒喜歡音樂的學習方式，所以她常自編歌曲或是用兒歌律

動的方式讓幼兒學習華語。運用繪本教學具故事性與視覺化的方式引起幼兒

學習興趣，搭配肢體動作解釋故事內容，讓幼兒跟著學習模仿。 

B老師表示利用繪本搭配「靜思語五段式教學」，（1）活動體驗-設計

關於繪本故事主題的小活動讓幼兒體驗；（2）故事講述-利用誇張的動作及

製造特殊的音效，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呈現繪本故事內容；（3）省思-提出關

繪本內容的問題（4）靜思-關於自己與故事結合相關問題，幼兒自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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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活實踐-用靜思語總結繪本故事內容，跟幼兒構思將靜思語的理念實

踐在生活中，按照五個教學步驟讓幼兒理解華語故事的內容。 

C老師表示使用音樂和遊戲的方式進行華語教學，像是兒歌律動、指令

遊戲或任務型遊戲讓幼兒體驗參與。運用繪本故事，結束完用情境遊戲的方

式，提供繪本中的道具請幼兒表演。 

老師們都指出用繪本故事性的方式是相當有效的華語學習方法，從繪本

中可以涵蓋各項多元智能教學概念，教學的呈現方式需具趣味性與互動性。

鄭又慎（2014）將電子繪本與多元智能相結合的華語課程，能有效激勵幼兒

參與活動，建立互動和溝通的教學模式。Blaine（2018）在 TPRS教學中指出

教師要用趣味的方式讓幼兒學習，選擇幼兒喜歡的故事內容和角色，教師運

用戲劇化的方式呈現故事內容，用開放式的問題詢問幼兒，選擇幼兒熟悉且

與生活相關連結的問題，利用合適的音樂、影片來提升幼兒的學習動機。 

2. 多元智能取向華語教學 

2-1.您認為多元智能是否能有效提升幼兒在華語課堂上的參與度與學習動

機？ 

A老師發現教學活動如果靜態的活動過久易讓幼兒分心，應該動靜搭

配，透過多元智慧設計的各種活動可以提高他們的參與度。讓幼兒理解靜態

的華語學習內容，平時課室用語和目標語言可從各個活動中訓練。 

B老師認為音樂、聲音、身體律動、影片動畫等方式，特別能抓住幼兒

們的心，從他們的眼神和肢體行為反應中，明顯感受多元智能融入華語教學

能提升他們的華語學習參與度。 

C老師表示用以發展幼兒多元智能的思考模式構思華語課程，能創造更

多豐富有趣的華語課程，讓幼兒能更專注於華語的學習。 

三位資深教師都認同多元智能取向的華語教學是能有效提高幼兒在課堂

的參與度與學習動機，從幼兒的情意層面及行為表現能觀察出他們對於學習

華語的興致。鄭又慎（2014）的研究指出多元智能教學活動有更廣泛的設

計，可以激發幼兒的學習興趣，讓他們積極參與活動，幫助幼兒多元智能的

發展，進而喜歡華語。 

2-2.您平時較常使用哪些多元智能輔助您的華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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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老師常運用音樂智能（唱歌、聽音樂）、肢體動覺智能（律動、肢體

動作、美勞勞作）、視覺空間智能（繪本）。B老師表示常用音樂智能、肢

體律動（律動）、視覺空間智能（繪本）。C老師常用音樂智能、肢體動覺

智能，唱中文歌曲、跳舞、敲打節拍的方式。 

老師們表示最常使用音樂、肢體動覺智能和視覺空間智能融入在幼兒華

語課室當中，讓幼兒透過音樂、唱歌、舞蹈、繪本的方式學習華語。音樂智

能，可引起幼兒學習動機，從歌曲中提升華語能力，肢體動覺智能中肢體語

言可讓幼兒理解教學內容，甚至讓幼兒跟著模仿學習。針對於具體的事物，

無法用肢體語言充分讓幼兒理解的內容，教師配合視覺空間智能用色彩豐富

的圖片和實物達到華語學習效果。 

3. 實施多元智能教學方案時發現之問題 

PCK-3-1.您是否常用兒歌輔助幼兒華語教學？在兒歌的教唱上有何策略能

讓幼兒快速掌握學習內容？ 

A老師在兒歌的選擇上會找重複性高、節奏感強、輕快的歌曲。他常以

自編的歌曲，用吟唱的方式來吸引幼兒注意。建議唱歌跟跳舞有時不需要同

時進行，如果想強調幼兒的歌唱能力，可以訓練口腔運動來練習發音，平時

多去播放音樂，讓幼兒反復練習，從肢體語言的解釋來讓幼兒理解歌詞意

思，最後歌唱時可根據幼兒的狀況一句一句修正發音。 

B老師運用像是主題兒歌或自編兒歌，歌詞內容較為簡短。她會選擇具

有節奏感和韻律性的歌曲，搭配肢體可以讓幼兒快速掌握華語學習內容。她

表示教師的情緒也很重要，才會產生感染力。 

C老師認為教唱時要加上肢體動作讓他們理解歌詞內容，反覆練習他們

很快就能唱出歌曲。 

三位老師都常運用兒歌的方式教授華語，在歌曲的教唱技巧與策略上有

不同的想法。Çevikbas、Yumurtaci 和 Mede（2018）研究指出歌曲可以作為有

效的教學工具可以提升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詞彙量。隨著第二語言學習課堂的

發展，歌曲被學習者和教師視為具趣味性的元素，使用歌曲是能提供第二語

言兒童學習者趣味學習的管道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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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K-3-2.您是否教授幼兒對話句型，是如何進行對話活動的教學？有何方

法及策略？  

A老師表示閱讀繪本後、兒歌或歌謠後會使用對話式的教學，引導出簡

單的對話內容，針對於故事繪本的內容產生對話句型，使用 5W的對話句

型，例如在繪本中看到什麼？在哪裡？在做什麼？為什麼？你覺得怎麼樣？

引導出對話。幼兒間的對話，A老師設計情境以遊戲模式進行，例如兩位幼

兒打電話的遊戲或是小組進行支援前線的遊戲，練習對話句型。 

B老師學校無固定式的對話教學教材，平時的對話句型，通常由教師主

導詢問幼兒，像是 A:今天天氣怎麼樣？請幼兒回答。依照幼兒的華語程度給

予對話句型，華語已經相當成熟的基礎，幼兒是能透過戲劇跟角色扮演讓他

們練習對話。程度較差的幼兒，還是以教師主導的方式進行對話教學。 

C老師表示對話式的句型教學活動能增加孩子間的互動關係，有一些孩

子平常不太說話，但是給予同學間互動練習的機會，讓平時不愛主動發表的

孩子有了表達的空間與機會。利用故事或是情境演戲的方式示範句型，用分

組的方式，各組給予情境教具，讓孩子練習。組員的搭配相當重要，能力佳

的要和能力較弱的一組，華語能力較強的孩子能引導華語較不足的孩子，對

話句型與遊戲互相搭配，學習成效更好。  

Kalogirou、Beauchamp和 Whyte （2019）研究指出兒童比其他類型的學習

者都更喜歡戲劇，他們處在自己的想像世界中，在那裡他們可以扮演任何的

角色，教授語言句型時，戲劇是相當有效的學習策略。張麗玉和羅家玉

（2015）認為幼兒喜歡透過戲劇、模擬、角色扮演、戲劇等方式與朋友們交

際、溝通或是自我溝通。教師們在對話教學中設計角色扮演的活動，可以促

進幼兒華語的習得，幫助幼兒用華語思考、行動和解決問題 

PCK-3-3.當進行教學活動時，您知道有些幼兒華語能力不足，無法正確完

成指定任務，您會如何處理面對華語能力較不足的幼兒？ 

A老師表示請華語能力強的幼兒帶領，安排能力較強的幼兒在旁邊輔

佐，或是分組進行，以組的方式讓能力較弱的幼兒能學習。可能聽和說能力

較不足，針對不足的地方加強，給予幼兒較多時間學習，詞匯量的重複，增

加他們的學習能力。課程也會調整以遊戲、唱歌、律動或較吸引幼兒興趣的

教學活動為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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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老師表示基本上設定的教學目標，幼兒們都能完成，較少遇到這樣的

情況，如果面臨的話會先根據幼兒的程度，理解能力好的先來試試看，再換

能力不佳的來嘗試。 

C老師會請能力佳的幼兒輔導能力弱的幼兒，讓能力較差的幼兒在旁邊

觀看學習，最後才讓能力差的幼兒參與教學活動。 

老師們會利用幼兒發展人際智能的方式，以同儕帶領進行遊戲教學活

動，課室中中文老師只有一位，但是老師們可以找出幼兒小老師，以能力佳

的帶領能力弱的，用同學間互動的模式學習。 

教師在設計課程遊戲活動時，需考量幼兒的程度，進行差異化教學，懂

得利用相同的遊戲配合不同的難度關卡，讓各式幼兒挑戰學習。鄭少穎

（2006）提到遊戲活動設計原則，（1）目的性-教師要根據教學的內容和目

標進行合理的設計；（2）創造性-遊戲活動在課堂上展現生命力，教師能具

創造性設計遊戲活動，靈活處理教材內容與遊戲活動間的關係；（3）難度-

教師在設計時把握難度，使遊戲活動能激發幼兒的參與熱情，使課堂充滿挑

戰；（4）可操作性-設計形式簡單、易於操作，使每個幼兒都能樂於參加，

使每個遊戲活動能充分發揮效用。多樣性；（5）創造多種遊戲活動方法，

不斷設計新的遊戲，滿足幼兒的好奇心，持續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PK-3-1.在您的教學經驗中是否曾遇到幼兒打斷教學活動，影響原本教學計

畫？有何因應之策略？ 

A老師認為有時突發事件也是華語教學，根據事件狀況來處理，針對幼

兒來糾正他們的行為，課堂前需要建立規則，如果破壞規則，幼兒要知道會

有什麼樣的結果，會盡量用溝通的方式，如果是特殊的幼兒，會請教室的助

理老師協助，不然就是造成整體課室過度干擾。 

B老師曾經遇過突然幼兒嘔吐或大哭而打斷教學活動，他會請搭檔老師

幫忙處理，或是帶離到教室溝通或是安撫情緒，再繼續未完成的教學活動。 

C老師為了讓教學能繼續進行，通常會請其他老師協助處理那位幼兒的

行為。如果遇到情緒化的幼兒或是兩位幼兒在課堂上突然起爭執，也會當下

處理，讓其他幼兒知道教室的課室規則。 

教師的課室管理與班級經營的策略相當重要，幼兒教學課室中難免會有

突發狀況的產生，教師們根據不同狀況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會直接與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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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幼兒溝通，在溝通的同時，也是給其他幼兒受教的機會，了解教師的課室

規則。如果嚴重影響教學課程，授課教師無法當下處理時，資深老師們會請

協同教師幫忙帶離幼兒，避免剝奪其他幼兒受教育的權利。蔡淑桂（2004）

指出幼兒教師必須建構班級經營基模，從基本模式、策略與知能等，在班級

常規的訓練可以建立簡單易記憶之常規，使幼兒能夠容易做到，常規訓練著

重「個別指導」、「適時叮嚀」和「即時提醒」。 

PK-3-2.進行教學活動時，當幼兒過於興奮，造成課室混亂時，您會如何處

理這樣的情況？ 

A老師表示會用放音樂、唱歌、敲節奏樂器（大鼓）轉移注意力, 吸引

幼兒的注意。關於班級經營，平時要建立好班級常規，運用溝通或是懲處方

式處理。B老師會直接糾正幼兒們的表現，如果還是再犯，為了不影響課堂

秩序，會請搭檔老師帶製造混亂的幼兒們到教室外溝通，再跟全班幼兒溝通

剛才所發生的事件。C老師平時用拍手、口令等讓幼兒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運用華語手指謠的方式，讓幼兒靜下來，準備好下個階段的學習活動。 

設計幼兒覺得有趣的口令和手勢，有助於控制班級秩序，讓教學順利進

行，從中提高課堂效率。聲響是能吸引幼兒的注意力，課室混亂時教師運用

音樂、手指謠、唱歌、拍手、敲打樂器、常規訓練口令的方式吸引幼兒，讓

幼兒了解熟悉這些方式，當教師下指令時，幼兒能回到原本的位置上。施宜

煌和趙孟婕（2015）指出幼兒教師班級常規與獎懲制度的建立，教師用溝通

的方式讓幼兒理解，教師要理解幼兒想法，調整班級常規，使其達到共識而

穩定。 

PK-3-3.您從事幼兒華語教學時，如果遇到幼兒失去注意力時，但授課內容

未結束，有何對應之策略？ 

A老師表示通常都是靜態活動久了，幼兒就可能會分心，不注意老師聽

講，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他會將靜態活動轉為動態，像是玩一些小遊戲、唱

唱歌、讓幼兒動一動，最後再調整回靜態的學習。 

B老師會根據人數比例來調整，選一首動感歌曲，請孩子們一起瘋狂唱

歌跳舞，再突然將音樂關掉，幼兒們會靜下來，然後再繼續授課。如果一、

兩位幼兒已經分心，他會做出特殊的聲音引起那個幼兒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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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老師表示在課程的設計上要注意活動的時間搭配，避免超過了他們專

注的時間，當超過了，他會請孩子們起來動一動，跳舞、拍打節奏等，拉回

幼兒們的注意力後再繼續接下來的課程，讓課室的教學能彈性進行。 

幼兒幼兒的專注時間有限，把握他們專注的時機給予重要的華語教學知

識，教師利用不同的方法教學，避免幼兒要持續專注在靜態的學習，適時給

予機會讓他們活動一下。彭則翔（2012）指出幼兒的教學以活動為主，整體

課堂要不時轉換教學活動，每個活動時間根據幼兒年齡調整。活動以幼兒實

作為主，強調聽、看和動手做，教學活動循序漸進，適時穿插遊戲，避免幼

兒在學習上不可負荷。新舊內容搭配，語言主題與各知識文化內容協調。 

TPK-3-1.您如何將華語課程設計至數位教學簡報中？是否曾將遊戲結合至

教學簡報中？您如何呈現具有遊戲趣味性之簡報？ 

A老師表示會簡報的方式呈現繪本圖示，或是進行詞彙教學時，將圖示

插入簡報教學。在簡報中設計互動小遊戲，也會穿插背景音效至簡報中，增

添遊戲的趣味效果。但平時很少運用教學簡報授課，製作教學簡報的機會不

多，對於簡報製作的界面也較不熟悉，在製作簡報時會花費較多的時間，因

此較少額外製作簡報。 

B老師表示較少用數位簡報授課。曾經做過的教學簡報，運用網際網路

找適合的教學圖示或是 GIF趣味動畫，將圖示放置在教學簡報中，在簡報中

會穿插一些趣味小活動，像是連連看、圈選答案等，讓幼兒從活動中複習教

學內容，在遊戲中插入一些音效增加遊戲學習的情境效果。 

C老師表示很少用數位簡報教學，平時都用圖卡、字卡、學校提供的教

具授課，遊戲的方式都用真實教具或是圖卡，由於學校硬體設備有限，所以

不常用科技設備輔助教學。 

訪談發現幼兒老師們還是會簡單的設計，像是將圖片、繪本、聲音或動

畫插入簡報中，設計與同學互動的小遊戲，但資深幼兒教師們表示很少運用

數位教學簡報的方式授課，所以數位簡報製作的經驗也較少，只能做出一些

簡單的簡報內容。在教學上他們習慣使用真實的教具、字卡和圖卡進行華語

教學或遊戲活動。 

陳儒晰（2008）研究指出較年輕的幼教人員對於資訊科技的掌握能力較

佳，資訊素養表現較其他資深幼教人員佳，資深的幼教老師對於資訊科技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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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不善於運用多媒體教學與幼兒課室，但資深幼教老師不會排斥資訊科

技的接觸與學習，還是會嘗試多媒體教學應用，持著正面學習的態度。 

TPK-3-2.您如何運用科技網路的方式，選擇符合幼兒學習者的數位影片和

教學圖示？有何方法與技巧呢？ 

A老師較常用 YouTube來選擇與教學主題相符的數位影片，數位影片的

選擇上以符合幼兒年齡階段的學習影片，他會訂閱 YouTube幼兒相關頻道，

頻道會不定期更新，從頻道中可以找到最新穎的數位影片讓幼兒觀看學習，

在詞彙的教學上會選擇網路上適合的圖片，清楚表達目標詞彙的圖示，教師

容易解釋之詞彙，避免詞彙的誤解和混淆。 

B老師會從中國的幼兒教學網、學齡前網站選擇適合幼兒的影片和圖

片，讓幼兒複習漢字、詞彙、教學課程。根據符合教學主題的影片，像是動

畫卡通、科學教育類型影片。有時運用有聲故事，只有聲音沒有圖片的故事

讓讓幼兒學習，選擇簡短然後容易的故事，聽完後教師提問。 

C老師會用 YouTube找需要的影片，自己先看一次是不是適合幼兒，然

後使用自己的小投影機，上課時可以放給孩子看。他用 Google搜尋圖片，

搜尋到的圖片，他還是會先印出圖片做成教學圖卡。 

資深老師們較善用網際網路資源，利用線上影音網站、幼兒教育相關網

站、華語教學網站、搜尋引擎等，在網站的挑選上會以適合幼兒學習的主題

為範圍，充分利用線上資源找尋適合幼兒學習的影音、華語、圖示等資料，

運用這些資源來補充學校給予的教材內容的不足。陳儒晰（2008）指出幼教

老師認同資訊科技融入幼兒的教學活動的優勢，像是用網路資源、電子繪本

為教學素材，透過多媒體等聲光效果吸引幼兒並且提升他們的認知表現及學

習成就。 

 

二、 訪談建議 

研究者嘗試以多元智能融入幼兒華語教學，運用較多元豐富的華語設計課

程實施在自己的班級中，活動方案提升了幼兒的華語學習興趣，在課程的進行

過程中發現一些事件，從訪談中整理出資深教師在本教學方案和課室管理上的

教學策略與技巧提出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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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科教學知識（PCK） 

1. 兒歌律動教學 

兒歌的選擇以內容簡單、節奏感、韻律感之歌曲，當沒有符合學

習主題的合適歌曲，教師可以自己編詞曲的方式讓幼兒學習。教學時

可同時教學，用動作輔助歌詞內容，律動可以增加學習唱歌的趣味

感，唱歌和律動可以分開練習，只讓幼兒唱歌可以檢視幼兒是否掌握

歌詞唱法和旋律，搭配動作能幫助他們理解內容。 

2. 華語能力不足 

幼兒學習力和華語能力有所差異，活動設計目標要符合幼兒的能

力，遇到華語能力不足的幼兒，可以請能力較佳得先示範，再讓能力

較弱的幼兒模仿學習或是請能力好的帶領，增加互動學習的機會。王

芯婷（2012）認為在遊戲活動中兒童在人際社交發展上能認識新朋友、

帶領同學玩遊戲、跟組員互相幫忙解決問題、學習和不同的人相處，

從遊戲活動的整體過程中學習。 

3. 對話句型活動 

依據幼兒華語程度的設計，程度較基礎的幼兒，以老師主導發問

的方式進行對話教學，可以用繪本的方式帶出一系列的相關對話句

型，程度較佳的幼兒，教師能用角色扮戲，以簡單的戲劇方式呈現對

話內容教學，教師先示範，再請幼兒練習。 

（二） 教學知識（PK） 

1. 學習專注力 

靜態活動時間有限，當幼兒注意力不集中時，可以讓幼兒站起來

動一動，靜態和動態活動要互相配合，有此狀況時，依照失去注意力

之人數，選擇適合的動態活動，用拍打節奏、唱歌、跳舞等方式，等

幼兒的注意力回來後再接續未完的課程。 

2. 課室管理 

課室管理的技巧，教師平時建立班級規則，讓幼兒瞭解規定與獎

懲方式，統一實踐在各個教學中，幼兒因為情緒興奮，造成混亂時，

教師要適當的溝通或是用幼兒課室管理方式處理。出現個別幼兒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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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特殊生或是突發狀況時，教師能請搭檔的教師協同處理，和同學

們解釋剛才的行為，從事件中教學。 

（三） 科技教學知識（TPK） 

1. 教學簡報設計 

數位科技的進步，教師可以利用網路的各種資源，找到合適的資

料，依照教學目標設計任何一種適合幼兒學習的簡報內容。將合適幼

兒學習的圖示、趣味動圖（GIF）和音效在數位教學簡報中，簡報中設

計簡單的遊戲活動，讓幼兒透過數位簡報學習華語。 

2. 科技網路應用 

網際網路有著各種資源，對於幼兒學習者，教師能使用針對於幼

兒學習者的相關網站，挑選出合適的華語教學歌曲、影片、圖片等，

選擇有趣的影片，簡單容易的歌曲，色彩鮮明清楚的圖片等。教學也

能透過具有互動性的教學網站，讓幼兒學習。Hunter 與 Hall（2018）研

究指出越來越多教師使用社交網絡、線上資源和其他互聯網應用程式

來尋找教育資源，調查發現教師們在使用這些線上媒體的滿意度也相

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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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歷經了五次教學行動研究，從教學設計、實踐、反思到教學問題探討，研

究者將在此章回應本研究之三大問題，歸納與整理研究結論，並且針對多元智

能融入幼兒華語教學之課程設計提出相關建議。 

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研究結論與限制；第二節，後續研究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限制 

一、 研究結論 

(一) 以多元智能輔助下之幼兒華語習得成效 

慈濟幼兒園著重於華語語言的訓練，因為漢字認讀和書寫活動較長，趣味

的華語學習活動較少，導致幼兒學習華語的興致低，華語課程不單單只有語言

的訓練而已，應該在華語課程中設計多方位發展之智能，並且有效整合各項智

能。本研究課程相較於幼兒園本身的華語課程，透過多元智能為取向的教學方

案，研究者了解幼兒學習者在不同領域下的學習反應，從幼兒在課堂上積極學

習的態度及熱絡參與活動等行為，得知以多元智能為輔助的教學是可以提升幼

兒學習之動機，增加他們對華語課程的參與度。以下為本教學行動研究之幼兒

學習成效： 

1. 提升幼兒學習之動機 

從教學檢核表發現，研究者在進行暖身活動、主要課程、歌曲教學

和遊戲活動時容易讓幼兒在熟悉且趣味中習得華語，取得平均值皆在 4.0

分以上。研究者在進行歌曲教學時，取得最佳平均值 4.5 分以上，顯示研

究者在歌曲教唱的活動中最能讓幼兒提升學習動機，歌曲教唱上的學科

知識以音樂、肢體動能和人際智能三項取得較高平均值。 

2. 表達自我想法和自由選擇 

檢核表結果顯示研究者提供幼兒表達自我想法和自由選擇的機會，

並且給予適當的回應，取得約 4.3 分的平均值。研究者發現其實幼兒各有

所好，教師以幼兒為中心，給予幼兒自由選擇的權利，從中發展他們的

內省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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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兒歌律動學華語 

幼兒透過演唱「國家歌」、「你從哪兒來」、「各國你好歌」和

「天氣歌」的教學曲目中與同學互動演唱。檢核表顯示研究者進行歌曲

教學時，取得最佳平均值 4.5 分以上，歌曲教唱上的學科知識以音樂、肢

體動能和人際智能三項取得較高平均值，所以在本研究透過兒歌律動可

以發展幼兒這三項智能且容易習得華語兒歌內容。 

4. 新舊知識的連結下習得華語 

檢核表顯示研究者在各單元的新舊知識連結下容易讓學習者學習教

學內容，取得平均值約 4.4 分。在各單元的教學規劃，研究者設計相關聯

的跨文化主題從各國的名稱、地理位置、人物、食物、語言到世界天

氣，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擴展，讓學生能在已學中增加新知識。 

5. 在多元的課堂當中學習與實際應用華語，增加聽與說之能力 

教學上透過活動記錄、動態影片和靜態照片，研究者發現幼兒的兒

歌律動表演、美術作品（彩繪國旗、製作中、日式食物、繪製天氣

圖）、課堂學習單（分類食物、分類國家學習單）、課堂回應、師生和

同學間的互動關係等，充分檢視幼兒能透過多元智能的輔助學習華語。 

6. 幼兒的多元智能展現 

研究發現不同幼兒在各個智能的展現能力不盡相同，有些幼兒的音

樂智能較好，很快就學會歌曲並且上台演唱，有些幼兒邏輯數學能力較

佳，能迅速完成遊戲任務或學習單，有些幼兒肢體動能發展較快，懂得

如何剪紙、黏貼做出美麗的勞作。 

Ceylan（2018）幼兒在特定的多元智能領域取得優異的成績，並不代

表他們不會在其他領域取得進步，如果接受足夠的教育訓練，不擅長的

智能仍是能發展並提高水平。研究者認為每堂華語課程至少設計三至四

種以上的活動，從活動中涉及到各種多元智能的發展，使不同領域的孩

子都能激發他們學習華語的潛能，提升各領域的智能。從多元智能的活

動實施過程中，培養他們關於不同智能的學習智慧，並且發掘幼兒的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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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多元智能為取向之華語課程活動之方法及有效策略 

行動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以多元智能為取向之華語課程面臨之困難，從困難

中找尋多元智能為取向之華語課程活動的方法與策略。以下為研究者在執行教

學方案時所發現之問題與相關策略： 

1. 音樂智能中兒歌律動教唱 

音樂智能與肢體動能上，研究者在教唱新歌律動時，幼兒不熟悉旋律

與動作，導致活動一開始無法順利進行。幼兒經過多次演唱與練習後，發

現幼兒最喜歡兒歌律動的活動。從教學檢核表顯示，研究者在音樂智能獲

得 4.3 分以上的高平均值，第五次教學循環更是達到最高平均值 4.8 分。 

2. 面臨課室管理之多元智能 

從 TP2-1 主體課程、TP3-2 對話練習、TP5-2 暖身活動中發現，當研究

者在進行人際智能、肢體動覺和音樂智能的課堂活動時，容易出現研究者

面臨課室管理之問題。資深教師給予的方法為教學者平時需建立班級規

則，讓幼兒瞭解規定與獎懲方式，統一實踐在各個教學中。 

3. 視覺空間智能之運用 

檢核表顯示視覺空間智能取得約 4.5分的高平均值，表示本研究教學中

豐富的圖示、影片、圖卡、教學教具及環境佈置中，能充分運用視覺空間

智能發展輔助幼兒華語能力。 

4. 教學活動中邏輯數學智能的發展 

研究者發現在進行遊戲的教學活動時，較難讓幼兒迅速理解遊戲規

則，檢核表也顯示在清楚說明活動規則與實施活動上，第一次教學循環中

取得平均值最低達到 3.3 分。透過遊戲活動，幼兒能發展數學邏輯智能，

檢核表顯示相較於其他智能，邏輯智能取得的平均值最低，但隨著教學循

環演進，最後兩次教學循環提升至 4.0 分。進行邏輯數學智能活動的教學

時，需說明清楚遊戲活動的規則，讓教學活動可以順利進行。 

Cheep-Aranai和 Wasanasomsithi（2016）研究提出教師應該運用多樣化的遊戲

任務，從活動裡指導和鼓勵幼兒在人際溝通時，表現自我想法，從中促進幼兒

第二語言的學習、調整、想像力和創新，擴展他們的語言技能發展。根據本多

元文化主題之幼兒華語教學方案，具體能搭配的多元智能教學策略整理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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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言智能：華語教學活動、華語遊戲、漢字認識分類、回答華語問題、

認識各國語言。 

2. 邏輯數學：分類健康與不健康食物、數字、數數、分類各國特色人物、

景點、語言和食物、認識日期、星期。 

3. 空間視覺：認識世界地圖、圖片、影片、實物、彩繪國旗、勞作。 

4. 肢體動覺：肢體模仿、舞蹈律動、戲劇、勞作、剪紙。 

5. 音樂智能：音樂、唱歌、聽歌、猜聲音。 

6. 人際智能：小組演唱、各國打招呼互動遊戲、互動句型練習、小組遊戲。 

7. 內省智能：表達喜好、意願、個人完成作品。 

8. 自然觀察智能：記錄每日天氣、觀察各國天氣。 

遊戲對孩子來說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幼兒從玩樂中學習與成長，

讓他們在最自然的狀態下學習語言。多元智能搭配下的遊戲活動，使幼兒覺得

華語課不再是沈重的語言課程，而是充滿樂趣的休閒娛樂活動，是可以帶給他

們歡樂的遊戲，在過程中學習並且使用華語。幼兒學習者的情意相當重要的，

如果學習華語受到挫折或產生排斥感，就會導致學習華語的態度不佳，而嚴重

影響到日後學習華語的成效。 

(三) 以多元文化為主題之華語設計教學方案，提升幼兒的國際視野與跨文化

認知能力之成效 

透過教學方案的實施，跟研究者過去在慈濟幼兒園的教學經驗相比，讓幼

兒在國際週活動前認識國家，學習關於多元文化主題之華語教學，在課堂上有

國家概念的展現，有效讓幼兒有具體的世界全球概念。 

1. 國家認知 

在國際週活動當週，幼兒能立即進入學校所設計的整體教學環境當

中，學校周圍掛上了世界各國的國旗，幼兒能觀察周圍的環境，感受多

元文化的氛圍，有幼兒指著國旗告訴老師其國家名稱，也有幼兒一看到

國旗就開始指著國旗吟唱國家歌。 

2. 國家地理位置 

國際週參觀各班教室時，幼兒能說出要去的國家名稱，甚至表達

個人喜好。在課餘時間，幼兒會和研究者分享教室後方佈告欄上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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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地圖，表達印尼在這裡，老師的家很遠在那裡，充分表達空間地理

概念。 

3. 表現在日常生活中 

幼兒放完長假回到學校後，部分幼兒與研究者分享跟父母到國外旅

遊到訪的國家，像是韓國、日本、美國、中國、新加坡等，此時發現幼

兒對於國家的喜好程度來自於父母是否帶他們去過或是將旅遊的國家，

有幼兒在學校會突然說出日語的你好和謝謝。當學習交通工具的主題

時，提及到飛機的詞彙，幼兒也可以再次表達「我去+國家」的句型。 

每週他們能在教室選擇一本書籍借回家看，幼兒能將英文、中文、

印尼文書籍正確的歸類，並且表達所要借哪一種語言的書籍。李宛儒

（2010）指出教學關於文化觀點，需要注重多元文化差異，選擇兒童易

體會之教材，以跨文化差異的介紹為主要選擇標準，還要與兒童的生活

息息相關，引發好奇心，促使對文化的理解。 

在本次的研究中發現幼兒的國際視野明顯提升，他們充分將目標語言運用

在學校生活或是家庭生活中。在課程學習以外的時間，正是能評估幼兒平時學

習成效的展現，從他們無意間的分享於個人表現上，發現每個幼兒在本次多元

文化主題課程上所習得的華語，並展現出他們的國際觀，有效培養他們跨文化

溝通認知，能將這個世界融入在日常當中，將世界與生活結合。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進行文獻資料搜集、華語課程規劃設計及實施的過程中，受限於

時間、空間及主客觀條件等因素，影響研究過程有些未盡理想之處，所面臨種

種的限制，以下為本研究限制： 

(一) 在搜集文獻資料的過程中發現，關於印尼本地之幼兒華語教學與應用的

研究文獻較少，其他地區或是非幼兒華語的研究資訊甚多。關於多元智能課

程設計研究也以華語為母語之幼兒為主，華語為第二外語研究甚少。故本研

究會以既有的幼兒華語教學文獻、幼兒多元智能研究及其相關書籍為參考。 

(二) 設計多元智能教學方案時，研究者發現由於多元化主題內容設計的因

素，除了第五單元世界天氣能夠發展幼兒的自然觀察智能，其他單元較難設

計自然智能至其教學內容中，因此自然觀察智能的課程在本研究教學中相對

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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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於研究者本身還有慈濟幼兒園所安排的教學進度，要實施多元智能華

語教學方案是需要另外安排時間授課，可能會因為英語課程、學校課程的調

整而調動和多元智能教學方案之授課時間，並非每週都使用相同時段授課，

研究者也需要根據學習的內容及學校可利用的時間調整每個單元可使用的課

時，因此每週的授課時段與授課課時無法完全統一。 

(四) 教學對象背景之限制，本研究以年齡為四至五歲的幼兒為研究對象，父

母皆具有華人血統之印尼華裔，幼兒在華人文化的背景下成長，部分其父母

或是祖父母會說華語，大部分的幼兒在富裕的環境下長大，具有國際視野，

從小就搭乘過飛機至各國旅遊或是探親，因此本研究結果不一定完全適用於

非華裔之幼兒。 

(五) 教學對象為幼兒園幼兒，由於年齡的局限，教學測試後難以進行幼兒的

訪談研究，此階段的幼兒多數感受及標準可能不大合乎邏輯，在研究中可能

存在質疑，因此研究者從課程觀察及幼兒的神情、情緒、表現來評量學習的

成效及幼兒對課程的興趣。 

(六) 華語教學施測期間發現，幼兒會因為其身體狀況或是家庭因素影響出勤

率，請假天數多者可能三至四日，研究者無法完全了解缺席者的學習狀況，

此為無法控制之外在因素。 

第二節 後續研究與建議 

一、 後續研究 

（一） 多以多元智能理論為基礎的幼兒華語課程設計 

研究者本次課程設計著重在幼兒聽和說的訓練上，由於研究場域本身具課

程漢字認讀和書寫進度之緣故，沒能將關於國際主題之幼兒漢字認讀或是書寫

的部分納入本次的研究領域之中，以免增加學習者負擔。建議未來的相關研究

可以運用多元智能為理論基礎下，針對幼兒華語的漢字認讀或是簡易書寫的課

程設計。可以是短期或是長期的幼兒華語教學，教師都能多加嘗試以多元智能

的理念為發展的課程設計。 

（二） 多元智能之內省智能顯現 

研究者在設計教學方案時，發現內省智能相較於其他智能是較抽象的智能

行為，從幼兒的自由選擇、表達喜好、獨立完成作品中觀察此智能之發展。檢

 



 

127 

核表顯示內省智能取得的最低平均值約 3.0分，由於同儕並非實際參與教學現

場，也難以直接觀察了解幼兒在內省智能的展現，相較於其他學科智能，內省

智能的平均值較低。由於內省智能因素，建議未來在多元智能的研究上，能採

用直接觀察法，同儕在教學現場協同觀察，以利了解幼兒內省智能之發展。 

（三） 多樣性的幼兒華語主題課程 

本次研究主題只採取多元化主題為學習內容，主題的選擇可以更加多樣

性，以多元智能搭配關於幼兒華語教材的各式主題，了解關於其他主題知識上

所要注意的事項，不同的主題可能遇到不同的難題，可提供各地區華語教師在

進行其他主題的華語教學時作為教學參考。 

（四） 各地海外幼兒華語教師進行幼兒多元智能發展之教學行動研究 

本研究只針對印尼慈濟幼兒園的華裔幼兒進行行動教學研究，世界各地的

幼兒華語教師有著豐富多元的教學環境，能實際了解當地教學對象之需求，可

針對不同地區的華裔或是非華裔幼兒進行多元智能取向之華語教學行動研究，

未來提供更多不同地域性的幼兒華語教學研究資訊。 

二、 教育機構建議 

當教育機構或是學校舉辦關於特定主題的文化事件或活動時，像是本研究

中的國際主題活動，可以增加關於活動事件的華語教學課程，以多元智能的教

學方式，提前讓幼兒運用華語理解事件活動內容，在活動實施當下，進入學校

設置的環境下，迅速使用目標語言思考或是溝通。 

三、 幼兒華語教師之建議 

（一） 多元智能課程目標之設計 

幼兒華語課程設計應該以幼兒發展為基礎，根據幼兒的發展階段給予適合

的課程，從多元智能各個面向擴展學習，滲透至知識面、技能面、功能面、情

意面等讓幼兒能全方位的學習，達到每個單元所設定的學習目標。 

（二） 多元智能之課程內容設計 

華語課程內容以貼近幼兒的生活，從他們周圍了解的事物和興趣中選擇，

提高幼兒學習者學習動機。研究者在設計多元智能課程時，思考課程活動所能

涉及的發展智能，發現自然觀察智能較難設計至所有的教學單元中，自然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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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特定的教學主題呈現，建議教師在規劃多元智能教學時，考量大自然相

關之主題內容，才可順利將自然智能設計在華語課堂中。 

（三） 多元智能活動設計搭配 

華語課室有多樣的活動性課程，教師運用靜態和動態的活動搭配，靜態活

動（語言智能、空間視覺、自然觀察、內省智能）；動態（數學邏輯、音樂智

能、肢體動覺、人際智能），研究者發現如果靜態活動太長，學生會失去注意

力，建議教師在設計多元智能活動時要搭配歌唱、繪本、律動、遊戲、繪畫、

手工等，注意各個活動時間的掌控，讓幼兒能處於良好的學習狀態學習。 

（四） 多元智能遊戲活動之設計 

多元智能教學遊戲活動的設計大多涉及邏輯數學智能之發展，建議教師在

設計遊戲活動前，教學者需注意幼兒學習的差異性，設計適當的遊戲活動，在

遊戲活動進行前將規則說明清楚，讓幼兒能清楚理解並且順利進行遊戲活動。

Zebari、Allo和 Mohammedzadeh（2018）研究指出在教授語言課程之前，教師需

要了解幼兒在課堂的學習差異性，從性別中也具有明顯的差異，確定幼兒的差

異和喜好，此有助於教師能順利計劃並且執行課程。 

（五） 音樂律動之重要性 

研究者發現兒歌教學活動中音樂智能和肢體動能的重要性，幼兒對音樂旋

律是具敏感性，建議教學者選擇內容簡單、節奏感、韻律感之歌曲，多提供幼

兒聽音樂、唱歌和跳舞的機會。唱跳活動不僅能增加他們學習興趣，也可以直

接反應出幼兒學習華語的效果，像是幼兒是否能開口歌唱、正確使用肢體動作

達到理解歌詞內容的可能性。Pelayo與 Jose（2018）認為音樂可以作為語言技能

的培訓工具，可提供快速、有效且具娛樂性的活動，在教學中給予他們音樂訓

練可幫助啟動他們的大腦運作並且幫助兒童提高他們的語言能力。 

（六） 多元智能活動進行之課室管理 

研究者發現在進行動態（音樂、肢體動覺、人際智能）教學活動時，容易

發生幼兒情緒高漲造成課室混亂之情形，林冠帆(2018)提到高互動性的課堂容

易產生教學者難以掌控時間而影響學習者學習環境。研究者建議教師進行動態

教學活動，可能運用到人際智能、肢體動覺和音樂智能時，在教學活動進行

前，多加提醒與叮嚀幼兒活動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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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華語教師的幼兒教育專業之提升 

研究者本身專業背景並非幼兒教育，在幼兒專業度還是有不足之處，建議

非幼兒教育背景或非華語教學背景之海外教師，在工作中發現自我不足之處，

從自我的多元智能發展方向思考，研究者對於兒歌律動上較不擅長，針對本身

音樂智能及肢體動能上自修學習，建議教師能針對不足之智能多加學習，利用

自修的方式或是參與幼兒教師專業培訓等課程來提升教師自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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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單元一多元智能教學方案 

課程名稱 1-1： 國家位置 

教學目標： 認知方面： 

1. 認識我們所在的世界與國家。 

2. 了解「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泰國、中國、印尼」的地理位置。 

3. 認識各個國家的國旗的所代表的顏色與圖案。 

情意層面： 

1. 在課堂上主動學習，複誦教師所教授的詞彙與句型。 

2. 能夠主動回答教師的提問。 

3. 積極主動參與課堂活動，表達自我想法。 

4. 樂於完成課堂習題。 

技能方面： 

1. 具備探索與觀察世界的能力。 

2. 表達各國「印尼、泰國、中國、韓國、日本、美國、英國、法國」的名稱 

、國旗的顏色與圖形。 

3. 能正確表達問答句型「印尼在哪裡？」、「印尼在這裡。」 

4. 唱誦「國家歌」。 

教學時數： 40 分鐘 教學日期 2018/10/9(二) 

對應智能 課程說明與教學流程 時間 教學材料 備註 

 

視覺空間 

 

（一）暖身：認識世界地圖 

1.教師拿出一張世界地圖，初步讓幼兒認識我們所

在的世界，詢問幼兒這是什麽？ 

2.從世界地圖中認識海洋、陸地、國家領土。 

 

3分鐘 

 

 

真實地圖 

大型地圖 

 

教室佈告欄

大型地圖 

 

視覺空間 

 

（二）主要課程：認識國家與國旗 

1.教師拿出國旗圖卡，從印尼的國旗開始，從國旗

中觀察顏色及圖案。 

2.教師拿著印尼國旗，教師提問：「這裡是哪

裡？」幼兒試著回答，教師再給予解答「印尼」。 

3.提問關於國旗的顏色，教師：「這裡是什麼顏

色？」幼兒：「紅色/白色」，教師提問：「紅色/

白色是什麼形狀？」幼兒：「長方形」。 

4.以此類推，接續其他國家的教學。 

 

 

10分鐘 

 

 

各國國旗圖卡 

國家： 

印尼、泰

國、中國、

韓國、日

本、美國、

英國、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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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空間 

 

（三）遊戲：貼國旗 

1.教師讓幼兒用猜一猜方式，學習各個國家的正確

位置。教師提問：「誰知道印尼在哪裡？」幼兒上

台拿印尼國旗圖卡說：「印尼在這裡。」嘗試找出

印尼的位置，幼兒可能貼錯，教師再指引其貼到正

確的位置。 

2.句型：「印尼在哪裡？」、「印尼在這裡。」 

3.以此類推，猜一猜印尼、泰國、中國、韓國、日

本、美國、英國、法國等八個國家。 

 

 

5分鐘 

 

 

各國國旗圖卡 

 

 

人際 

音樂 

肢體動覺

智能 

（四）歌曲：國家歌 

1.教師教唱國家歌曲。 

2.請幼兒拿國家圖卡，唱國家歌，根據歌詞，當唱

到歌詞「美國」，拿著「美國」圖卡的幼兒要舉起

手中國旗、微微蹲下。 

頭兒肩膀膝腳趾（英文旋律） 

歌詞： 

美國、英國、法國、中國*2 

日本、韓國、泰國*2  印尼 

 

5分鐘 

 

 

各國國旗圖卡 

 

 

視覺空間 

內省 

（五）綜合活動-美勞：彩繪國旗 

1.教師示範將喜歡的空白國旗塗上顏色。 

2.請幼兒選擇自己喜歡的國家，可以彩繪 2~3個國

家。 

3.教師問「誰喜歡印尼？」幼兒舉手回答：「我喜

歡印尼」。教師問「印尼的國旗是什麼顏色？」幼

兒答：「紅色、白色」。 

4.當幼兒拿到國旗後將國旗塗上正確的顏色。 

 

  

空白國旗 

蠟筆 

 

提供國旗對

照組，讓幼

兒看國旗原

圖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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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1-2： 環遊世界各地 

教學目標： 認知方面： 

1. 認識世界各地的特色景點、建築。 

2. 了解世界各國不同的傳統服飾或角色。 

情意層面： 

1. 在課堂上主動學習，複誦教師所教授的詞彙與句型。 

2. 能夠主動回答教師的提問，良好的師生互動。 

3. 積極主動參與課堂活動。 

4. 善於與同學合作學習。 

技能方面： 

1. 認識各國景點，能正確用國家的名稱來表達其特色景點。 

2. 讓幼兒熟悉各國服裝，能正確使用詞彙「國家」+「人」。 

3. 能表達句型「你是哪裡人？」、「我是印尼人」。 

4. 唱誦「你從哪兒來？」的歌曲。 

教學時數： 40分鐘 教學日期 2018/10/11(四) 

對應智能 課程說明與教學流程 時間 教學材料 備註 

音樂 

肢體動覺 

（一）暖身：歌曲    

1.教師發下國旗圖卡。 

2.請幼兒唱誦國家歌 

3.複習各國名稱。 

5分鐘 

 

國家圖卡  

 

內省 

視覺空間 

肢體動覺 

（二）主要課程： 

各國特色景點、建築與服飾 

1利用情境的方式帶領全班的幼兒去環遊世界，

詢問幼兒要去哪個國家旅行？讓幼兒表達所想

去的國家。 

2.句型：「你要去哪裡？」 

「我要去印尼。」 

3.教師根據幼兒的想法作為介紹順序，運用課

程簡報介紹各地著名的景點或是建築。 

4.介紹各國傳統的服裝及特色人物，學習用詞

彙「國家」+「人」來表達不同國家的人。 

 

 

 

15分鐘 

 

 

課程簡報 

 

印尼-Monas、傳

統大房子；美國

-自由女神，英

雄人物；英國：

大本鐘，電話

亭，士兵；法國

-艾菲爾鐵塔；

中國-萬里長

城；日本-富士

山，和服；韓國

-地圖，韓國扇

子，韓服；泰國

-大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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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肢體動覺 

內省 

人際 

 

（三） 歌曲：你從哪兒來？ 

1.播放影片。 

2.教師教唱示範，依照曲子旋律編入歌詞，舉

例「美國人、英國人。」 

3.請一組幼兒上台，拿著想要的國家圖卡，教

師問：「你是哪裡人？」、台上幼兒回答：

「我是印尼人。」。 

4.對唱，台下幼兒唱「你從哪兒來？」，台上

同學「我來自印尼，我是印尼人，我是印尼

人，印尼人。」 

 

 

10分鐘 

 

歌曲影片 

 

 

 

 

歌曲： 

「你從哪兒

來？」

https://youtu.b

e/N5ZW18lXxhg 

歌詞： 

你從哪兒來？*2 

我來自中國。*2 

我是中國人。*2 

中國人*2 

 

 

人際 

邏輯數學 

 

 

（四）遊戲：拍一拍 

1.分組進行拍打特色景點及人物的遊戲。 

2.教師說指定的國家，請幼兒拍打對應的國家

景點；當教師說「國家」+「人」，幼兒要拍打

那一國的人物。 

 

 

10分鐘 

 

遊戲簡報 

 

 

判斷國家景點與

國家人物的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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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單元二多元智能教學方案 

課程名稱 2-1： 各國飲食及著名料理 

教學目標： 認知方面： 

1. 探索各國的日常飲食及著名食物。 

2. 發掘身處國家的異國品牌飾品與料理。 

3. 了解何謂健康與不健康的食物。 

情意層面： 

1. 在課堂上主動學習，複誦教師所教授的詞彙與句型。 

2. 能夠主動回答教師的提問。 

3. 積極主動參與課堂活動，表達自我想法。 

4. 完成課堂習題。 

技能方面： 

1. 具有口語表達各國食物的能力，短語：「國家」+米飯、麵條、蛋糕、麵

包。 

2. 用不同語言（英語、日語、印尼語）表達異國美食。 

3. 具判斷各國健康與不健康的食物。 

教學時數： 60 分鐘 教學日期 2018/10/16(二) 

對應智能 課程說明與教學流程 時間 教學材料 備註 

音樂 

肢體動覺 

視覺空間 

内省 

 

（一） 暖身：歌曲、課程影片 

1.歌曲「國家歌」，複習詞彙「國家」+「人」。 

2.幼兒選擇任一國家版本唱誦「你從哪兒

來？」。 

3.播放關於各國飲食的影片。 

4.教師根據影片提問，教師問：「看到了哪一些

食物？」。 

 

10分鐘 

 

影片 

 

各國飲食文

化 

https://youtu

.be/sns-

DymB0bw 

 

視覺空間 

邏輯數學 

語文 

（二）主要課程：各國飲食介紹 

1教師介紹國家飲食、著名食物及身處在印尼當地

的異國料理品牌的簡報。 

2.用一些英文、印尼文、日文來介紹異國食物的

名稱，讓幼兒學習用各國語言表達異國食物。 

3.介紹異國食物時說明這些食物是否健康。 

 

10分鐘 

 

課程簡報 

印尼-黃薑

飯、泡麵、

果汁；美國-

漢堡、薯

條、可樂；

法國-麵包；

日本-壽司、

拉麵、甜甜

圈；中國-包

子、餃子、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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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 

邏輯數學 

（三）遊戲：「吃什麽？」 

1.教師在白板上放各國飲食的食物圖卡。 

2.教師問「印尼人，吃什麽？」，幼兒要去尋找

印尼食物的圖卡放在空白的餐盤或是餐桌上。 

 

10分鐘 

 

食物圖卡 

課程簡報 

 

 

視覺空間 

邏輯數學 

肢體動覺 

內省 

 

（四）綜合活動-學習單： 

健康與不健康的食物分類 

1教師拿出本單元學習單，教師先示範分類各個國

家的健康與不健康的食物，示範同時詢問同學這

個食物健不健康。 

2.幼兒要將食物著色，完成後用剪刀剪下健康與

不健康的食物，進行分類活動。 

 

30分鐘 

 

學習單 

剪刀 

膠水 

蠟筆 

 

 

健康食物：果

汁、壽司、

三角飯糰、

拉麵 

不健康：漢

堡、可樂、

蛋糕、甜甜

圈 

 

課程名稱 2-2： 日本與美國之健康與不健康的食物 

教學目標： 認知方面： 

1. 從探索中了解日本人及美國人的飲食習慣。 

2. 從觀察中認識「日本」及「美國」食物的差異。 

3. 了解使用不同語言表達美式及日式食物。 

4. 了解詞彙「中文」、「英文」、「日文」的概念。 

情意層面： 

1. 在課堂上主動學習，複誦教師所教授的詞彙與句型。 

2. 能夠主動回答教師的提問，良好的師生互動。 

3. 積極主動參與課堂活動。 

4. 善於與同學合作學習。 

技能方面： 

1. 用中文詞彙表達食物「健康」與「不健康」。 

2. 用「中文」、「英文」、「日文」表達美式及日式食物。 

3. 表達詞彙「漢堡」、「壽司」。 

教學時數： 50 分鐘 教學日期 2018/10/19(五) 

對應智能 課程說明與教學流程 時間 教學材料 備註 

音樂 

肢體動覺 

人際 

視覺空間 

（一）暖身活動：歌曲、影片 

1.國家歌 

2.觀看關於日本人及美國人日常飲食的影片介紹 

3.教師進行簡單的提問。「日本人吃什麼? 」、

「美國人吃什麼? 」。 

 

5分鐘 

 

歌曲、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N-KcghF3oY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l9NPNR7j-A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N-KcghF3o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N-KcghF3o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9NPNR7j-A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9NPNR7j-As


 

145 

 

視覺空間 

邏輯數學 

語文 

 

 

（二）主要課程：日本人及美國人的飲食習慣 

1.教師運用簡報介紹日本及美國的飲食習慣， 

2.用「中文」、「英文」、「日文」介紹這些食

物的說法。 

3.從課程中辨別這些食物健康還是不健康。 

 

 

15分鐘 

 

課程簡報 

 

日本飲食「壽

司、拉麵、咖喱

飯、三角飯糰、

甜甜圈」 

美國飲食「漢

堡、薯條、可

樂、炸雞、起司

蛋糕」。 

 

視覺空間 

內省 

邏輯數學 

 

（三）遊戲：美國、日本食物分類 

1.觀察並且分類日本及美國飲食圖卡。 

2.幼兒挑選一張喜歡的食物圖卡。 

3.詢問幼兒手中的食物圖卡「健康」還是「不健

康」，幼兒回答，再將圖卡分類（日本、美

國）。 

 

 

5分鐘 

 

食物圖卡 

 

分類活動用簡報

呈現，圖卡將貼

在白板上。 

 

視覺空間 

肢體動覺 

內省 

 

（四）綜合活動-美勞：日本、美國小廚師 

1.教師示範如何製作日本壽司及美國漢堡。 

2.幼兒自己決定要做的食物。 

3.教師發下美勞材料，請幼兒自己動手完成。 

 

 

25分鐘 

 

美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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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單元三多元智能教學方案 

課程名稱 3-1： 國際週-認識「老撾」遼國 

教學目標： 認知方面： 

1. 讓幼兒了解「老撾」。 

2. 讓幼兒認識「老撾」的地理位置、國旗、景點、服裝、語言。 

情意層面： 

1. 在課堂上主動學習，複誦教師所教授的詞彙與句型。 

2. 能夠主動回答教師的提問。 

3. 積極主動參與課堂活動。 

4. 善於與同學合作學習。 

5. 樂於製作美術作品。 

技能方面： 

1. 用中文表達詞彙「老撾」、「老撾人」。 

2. 口語表達老撾國旗的顏色。 

3. 用老撾文表達「數字 1~10、你好、你好嗎、謝謝、再見」。 

4. 唱誦「我會說老撾文」歌曲。 

教學時數： 30分鐘 教學日期 2018/10/22（一） 

對應智能 課程說明與教學流程(一) 時間 教學材料 備註 

 

視覺空間 

（一）暖身：影片 

1.播放關於老撾當地特色影片。 

2.教師進行簡單的提問。 

 

5分鐘 

 

影片 

 

 

視覺空間 

 

（二）主要課程一：認識老撾 

1.認識老撾國旗。 

2.認識老撾地理位置。 

3.老撾的當地著名景點及穿著特色服裝的人

物。 

 

10分鐘 

 

課程簡報 

 

 

視覺空間 

（三）遊戲：景點圖卡 

1.貼老撾景點。 

2.請幼兒將老撾景點貼在老撾的地圖上。 

 

10分鐘 

  

 

語文 

邏輯數學 

人際 

（四）主要課程二：認識老撾文 

1.學習如何說老撾文,數字 1-10 

2.日常用语「數字 1~10、你好、你好嗎、謝

謝、再見」 

3.幼兒互動練習。 

 

10分鐘 

 

數字影片 

課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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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數： 30 分鐘 教學日期 2018/10/23（二） 

對應智能 課程說明與教學流程 (二) 時間 教學材料 備註 

邏輯數學 

人際 

（一） 暖身活動：複習老撾文 

1.複習如何說老撾文，數字 1-10、日常用

语。 

2.請幼兒互動練習。 

 

10分鐘 

 

數字影片 

課程簡報 

 

 

音樂 

肢體動覺

智能 

（二） 歌曲：老撾-你好歌 

Sabai dee 你是哪國人？ 

Sabai dee 我是老撾人？ 

我會說老撾文，我會說老撾文 

Sabai dee 你是哪國人？ 

Sabai dee 我是老撾人？ 

5分鐘   

 

視覺空間 

肢體動覺

智能 

內省 

（三）綜合活動-美勞：製作國旗 

1.教師拿出老撾國旗，問幼兒看到什麼顏色

及圖形？ 

2.教師示範如何製作老撾國旗，將紅、白、

藍色紙貼在老撾的國旗上。 

3.請幼兒自行完成。 

 

 

15分鐘 

 

色紙、膠水、

竹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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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3-2： 國際週-環遊世界各地 

教學目標： 認知方面： 

1. 認識各個國家的文化與特色。 

2. 辨別各個國家的異同。 

情意層面： 

1. 在課堂上主動學習，複誦教師所教授的詞彙與句型。 

2. 能夠主動回答教師的提問，良好的師生互動。 

3. 積極主動參與課堂活動。 

技能方面： 

1. 用口語表達國家的名稱，中國、日本、韓國、泰國、印尼。 

2. 表達句型，我要去「中國、日本、韓國、泰國、印尼、台灣」 

3. 唱歌曲「國家歌」、「你從哪兒來？」。 

教學時數： 30分鐘 （9:05~9:35）K1  

30分鐘 （10:15~10:45）K2 

30分鐘 （11:45~11:15）N 

教學日期 2018/10/23（二） 

對應智能 課程說明與教學流(一) 時間 教學材料 備註 

 

音樂 

（一）暖身：國家歌 

出發前在教室唱國家歌，複習國家歌曲。 

 

K1  

 

30分鐘 

（9:05~9:35） 

K2 

30分鐘 

（10:15~10:45） 

N 

30分鐘 

（11:45~11:15） 

 

 

 

 

 

 

 

語文 

內省 

視覺空間 

（二） 主要課程： 

1各班導覽活動，教師帶幼兒參觀不同班級的

教室布置。 

3. 教師問幼兒要去哪裡？例如：「韓國」，

到了韓國，教師介紹韓國的國旗、建築、

人物、教室的擺設，學習韓文的你好。 

 

教室擺設 

 

主要參觀

-中國、

日本、韓

國、泰國 

 

音樂 

肢體動覺

智能 

（三）歌曲：你從哪兒來 

參觀時依照參觀的國家，師生一起唱當地的

「你從哪兒來？」 

  

 

人際 

 

（四）綜合活動：到此一遊 

師生在景點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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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單元四多元智能教學方案 

課程名稱 4-1： 我會說各國語言 

教學目標： 認知方面： 

1. 認識並知道如何使用不同的語言打招呼。 

2. 認識並知道如何做出各國家打招呼的方式。 

3. 了解日本、美國、中國的文化差異與特色。 

情意層面： 

1. 在課堂上主動學習，複誦教師所教授的詞彙與句型。 

2. 能夠主動回答教師的提問，良好的師生互動。 

3. 積極主動參與課堂活動。 

4. 善於與同學合作學習。 

5. 完成課堂習題。 

技能方面： 

1. 能正確表達句型「我 會/不會 說 中文/英文/日文」。 

2. 了解及表達詞彙「中文、英文、日文、印尼文」。 

3. 能夠表達句型「我也會」。 

4. 唱誦各國「你好歌」歌曲。 

教學時數： 40 分鐘  教學日期 2018/10/30（二） 

對應智能 課程說明與教學流程 時間 教學材料 備註 

 

音樂 

 

（一）暖身：歌曲 

1.教師播放「你好歌」，讓幼兒認識各國語言

的「你好」。 

2.教師問幼兒知道歌詞中「co-ni-chi-wa」的

中文意思嗎？「co-ni-chi-wa」是日文「你

好」的意思。教師根據歌曲稍微介紹各國的你

好的說法。 

 

5分鐘 

 

歌曲 

 

 

 

音樂 

邏輯數學 

（二）主要課程一:詞彙教學 

1.日文：教師準備「學日文- 日文數字兒

歌」，請幼兒試著跟唱日文數字兒歌，唱完

後，教師說「這是日文」，請幼兒複誦「日

文」。 

2.教師請幼兒用手指頭數數，請幼兒分別用

「印尼文」、「中文」、「英文」念出數字。 

3.英文、中文、印尼文：教師拿出一本英文故

事書，指著書說「英文書」，再說出英文故事

書的書名，說「教師說英文」、「英文」請幼

 

5分鐘 

 

日文數字兒

歌 

英文、中

文、印尼文

的故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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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複誦詞彙「英文」。接著再拿出中文和印尼

文的故事書，用同樣的方式介紹「中文」、

「印尼文」。 

 

 

邏輯數學 

人際 

 

（三）遊戲一：分類故事書 

1.教師將中文書、英文書、印尼文書全部放在

同一區。 

2.請幼兒分組將書籍依照語言來分類。 

3.A組搜集中文書、B組搜集英文書、C組搜集

印尼文書。 

 

 

5分鐘 

 

英文、中

文、印尼文

的故事書 

 

 

 

語文 

內省 

 

 

（四）主要課程二：句型教學 

我會/不會說 

1.請幼兒看簡報圖片，教師請幼兒先觀察佈告

欄上的語言文字，問幼兒會不會說？例如：A

幼兒回答「你好。」教師說：「A幼兒會說中

文。」，B幼兒做出搖頭的反應，教師說「B

幼兒不會說中文。」。 

2.教師說明課本內容，課本上的男孩，指著中

文的「你好」跟大家說：「我會說中文。」。

請幼兒看著「你好。」跟著教師複誦，「你

好。」、「我會說中文。」。 

3.教師說明男孩看著女孩做出搖頭的動作說：

「我不會說中文。」。教師指著男孩，請幼兒

複誦「我不會說中文。」。 

4.準備中文、英文、日文的你好，問幼兒會不

會說。練習句型「會/不會說  中文/英文/日

文」。 

 

5分鐘 

 

教學簡報 

 

 

 

音樂 

肢體動覺

智能 

視覺空間 

（五）歌曲: 各國你好歌 

教師領唱各國你好歌。 

(小星星旋律)  

歌詞: 

你好、你好。你是哪國人？ 

你好、你好。我是中國人。 

 

10分鐘 

人物圖卡： 

中國人、 

美國人、 

法國人、 

日本人、 

泰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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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說中文。我會說中文。 

你好、你好。你是哪國人？ 

你好、你好。我是中國人。 

 

 

 

肢體動覺

智能 

人際 

 

（六）遊戲二：大家說「你好」 

1.教師說明不同國家的人是如何打招呼的，教

師和幼兒一起演示:中國人-揮手說「你好」；

美國人-握手說「Hello」；法國人-親臉頰說

「Bon-jour」日本人-行禮鞠躬說「Ko-ni-

chi-wa」；泰國人-合十低頭說「sa-wa-di-

ka」 

2.兩個人一組上台演練說「你好」，教師發下

圖卡，同一組的幼兒扮演相同國家人，做出打

招呼的方式，並說出其國家的你好。 

3.分組競賽的方式，兩組同學上台，根據教師

指令，例如：教師說「法國人」，幼兒們要迅

速親臉頰並說「Bon-jour」，最快且正確完成

任務的幼兒獲勝。 

 

 

10分鐘 

 

人物圖卡 

中國人、 

美國人、 

法國人、 

日本人、 

泰國人 

 

 

 

課程名稱 4-2： 我會說中文/英文/日文 

教學時數： 40分鐘  

40分鐘 

教學日期 2018/11/1（五） 

8：40~9:20 

11:20~12:00 

對應智能 課程說明與教學流程 時間 教學材料 備註 

內省 

音樂 

肢體動覺

智能 

（一）暖身：歌曲 

分組上台演唱「各國你好歌」。 

，幼兒自己決定要當哪一個國家的人，並且做

出那個國家的打招呼方式。 

10分鐘   

 

 

視覺空間 

（二）主要課程：對話教學 

對話教學一 

1.說明簡報情境，中國人迷路了，他不會說英

文，有個美國人向前幫他，他說：「我會說中

 

 

15分鐘 

 

課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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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 

人際 

 

文。」旁邊的印度人(點頭)說：「我也

會。」。 

2.教師準備具代表性的中國人、美國人、印度

人圖卡，教師請三位幼兒決定扮演的角色。 

3.請幼兒分組練習對話, A組幼兒要說：「你

好。」，B組幼兒說：「我會說中文。」，C

幼兒組(點頭)說：「我也會。」。 

對話教學二 

1.教師準備具代表性的日本人、中國人、美國

人圖卡，教師請幼兒決定扮演的角色，例如：

A幼兒拿到日本人圖卡，A幼兒要說：

「Conichiwa」，B幼兒拿到中國人圖卡，B幼

兒說：「你好。」、C幼兒拿到美國人圖卡，C

幼兒說「Hello」。 

2.幼兒示範演出簡報情境，A幼兒準備點菜，

看不菜單，A幼兒要說：「Co-ni-chi-

wa。」，B幼兒說：「我會說日文。」，C幼

兒(點頭)說：「我也會。」。 

 

 

中國人、美

國人、印度

人圖卡 

 

 

數學邏輯 

人際 

 

（三） 遊戲：國家配對-貼圖卡 

1.教師介紹日本、美國、中國的人物、飲食、

國旗、語言。 

2.教師準備遊戲圖卡，將日本、美國、中國分

成 3個區域，將圖卡解釋和分類。 

3.分組進行遊戲，幼兒將符合各國的圖卡進行

分類。 

 

 

15分鐘 

 

圖卡 

 

(1).中國

人、包子、

餃子、茶、

「你好」字

卡。 

(2).美國

人、漢堡、

炸雞、可

樂、

「Hello」字

卡。 

(3).日本

人、壽司、

拉麵、三角

飯糰、「こ

んにちは」

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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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邏輯 

肢體動覺

智能 

 

（四）綜合活動-學習單：國家剪貼配對 

1.教師再次請幼兒將日本、美國、中國的人

物、飲食、國旗、語言進行分類。 

2.教師發下圖卡，請幼兒自己把圖卡剪下，將

圖卡進行分類。 

 

 

 

40分鐘 

 

 

剪刀 

膠水 

各國圖卡 

圖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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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單元五多元智能教學方案 

課程名稱 5-1： 播報記錄天氣 

教學目標： 認知方面： 

1. 認識天氣變化，了解各地天氣的異同。 

2. 具有時間概念，了解不同時間點的天氣狀況。 

3. 分辨晴天和陰天所要帶的天氣用具。 

情意方面： 

1. 在課堂上主動學習，複誦教師所教授的詞彙與句型。 

2. 能夠主動回答教師的提問，良好的師生互動。 

3. 積極主動參與課堂活動。 

4. 善於與同學合作學習。 

5. 樂於完成美術作品。 

技能方面： 

1. 表達天氣的能力, 「晴天、雨天、颳風天、陰天」。 

2. 表達「日期、星期」的能力。 

3. 思考因為天氣所造成的自我情緒反應，表達「開心、傷心」。 

教學時數： 每天 5分鐘  

共 5天 

共 25分鐘 

教學日期 2018/11/5（一） 

至 

2018/11/9（五） 

對應智能 課程說明與教學流程 時間 教學材料 備註 

 

自然觀察 

視覺空間 

邏輯數學 

音樂 

肢體動覺 

內省 

（一）播報天氣 

教師準備圖表，藉由日期、星期、天氣，說明昨天、今天、明天

的概念。請幼兒填寫今日日期，觀察外頭的天氣，畫出今日的天

氣，做一個星期的天氣記錄。唱星期歌、天氣歌。 

 昨天 今天 明天   

日

期 

11月 5日 11月 5日 11月 5日 11月 5日 11月 5日 

星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天

氣 

天氣圖 天氣圖 天氣圖 天氣圖 天氣圖 

 

 

5分鐘 

 

星期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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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5-2： 各國的天氣狀況 

教學時數： 40 分鐘 教學日期 2018/11/7(三) 

對應智能 課程說明與教學流程 時間 教學材料 備註 

 

音樂 

（一）暖身活動: 聽聲音 

播放鳥叫聲代表晴天，下雨的聲音，風的聲音，用聲音辨識天

氣，引起幼兒的注意，問「這是什麼聲音?」 

 

5分鐘 

 

颳風天-風

聲；下雨天

-雨聲；晴

天-鳥叫聲 

 

 

視覺空間 

肢體動覺 

人際 

（二）主要課程一: 詞彙教學 

1.教師透過圖卡讓幼兒認識「晴天、雨天、颳風天、陰天」。 

2.晴天：教師指著圖卡中的大太陽，表示好熱，做出搧風、擦汗

的動作，說：「晴天」。請幼兒拿自己的帽子和太陽眼鏡。 

幼兒上台示範動作。 

3.雨天：教師透過圖卡讓幼兒認識「雨天」。教師拿出雨傘、雨

衣、雨鞋，請幼兒上台拿想要拿的物品。 

4.颳風天：教師用手勢和聲音做出颳風天，請幼兒一同示範。 

5.陰天：教師透過圖卡讓幼兒認識「陰天」。（陰天的圖片為烏

雲，太陽只出現一點點）教師指著圖卡的雲說：「很多灰色的

雲」（比出很多的手勢）、「一點點的太陽」（比出一點點的手

勢），說：「陰天」。 

 

 

10分

鐘 

 

天氣圖卡 

帽子、 

太陽眼鏡、

雨衣、 

雨鞋、 

雨傘 

 

 

 

語文 

人際 

視覺空間 

（三）主要課程二: 對話教學 

A:今天天氣怎麼樣? B:今天是雨天。 

教師引導幼兒觀察簡報情境圖，問幼兒：「中國在哪裡？」，請

幼兒指出中國的位置。教師問：「今天天氣怎麼樣？」，幼兒回

答：「今天是雨天。」。 

 

5分鐘 

 

 

簡報 

 

 

 

視覺空間 

（四）遊戲：各國天氣猜一猜 

將天氣圖卡反面貼在世界地圖上，請幼兒自己選擇一個國家，讓

同學們猜測是哪一個天氣，請幼兒給同學們揭曉正確的天氣。 

 

5分鐘 

 

 

天氣圖卡 

世界地圖 

 

 

視覺空間 

肢體動覺 

（五）綜合活動-美勞：畫天氣  

1.教師先示範如何畫出晴天，再請幼兒輪流完成簡易的天氣圖 

2.每個幼兒依照自己的喜好畫出兩種天氣圖。 

 

15分

鐘 

 

空白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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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5-3： 各國天氣預報 

教學時數： 40分鐘 教學日期 2018/11/16(五) 

對應智能 課程說明與教學流程 時間 教學材料 備註 

音樂 

視覺空間 

肢體動覺 

（一） 暖身活動：歌曲 

1.天氣歌。 

2.幼兒示範畫出四種天氣圖。 

 

5分鐘 

 

 

天氣圖卡 

 

 

視覺空間 （二）遊戲：貼天氣圖卡 

貼自己畫的天氣圖卡，請幼兒觀察教師在世界地圖上貼的天氣，

教師發下上一堂課幼兒畫的天氣圖卡，請幼兒貼各國天氣。 

   

 

 

語文 

視覺空間 

內省 

邏輯數學 

（三）主要課程：對話教學 

對話教學 

1.教師講解簡報情境圖 1（雨天），教師問：「今天天氣怎麼

樣？」引導幼兒回答：「今天是雨天。」 

2.教師根據小男孩的表情拿出心情圖卡（笑臉/哭臉），表示開

心與難過，請幼兒選出小男孩的表情。 

3.教師講解簡報情境圖 2（晴天），教師拿出心情圖卡，引導幼

兒回答，「開心」。 

4.了解簡報上雨天代表傷心、晴天而是開心、 

5.教師說「今天是雨天」和「明天是晴天。」，拿著心情圖卡問

(開心還是傷心)，幼兒自行選擇圖卡答案，試著回答原因。 

6.教師準備實物「雨衣、雨傘、雨鞋、帽子、太陽眼鏡」，隨機

挑選一位幼兒，幼兒 A說「今天是雨天」、「明天是晴天」，問

B幼兒要帶哪一個物品，B幼兒自行選擇答案。 

 

15分

鐘 

 

課程簡報 

情緒圖卡 

 

雨衣、雨

傘、雨

鞋、帽

子、太陽

眼鏡 

 

 

 

自然觀察 

（四）綜合活動-美勞：觀察天氣 

1.教師帶幼兒到戶外花園去觀察天氣。 

2.請幼兒畫出當天的天氣和在戶外花園所看到的昆蟲及植物等。 

 

 

20分

鐘 

 

 

彩色蠟筆 

圖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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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課程 2-2 學習單-健康與不健康的食物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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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教學觀察檢核表 

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學單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觀察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觀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說明 

1. 依照檢核項目在八大智能學科內容下評分，5非常容易；4容易；3 尚可；2不容易；1非常不容易； 

NA 本項目不適用此單元。 

2. 客觀敘述以質的方式敘述客觀事實，給予教學者回憶教學現場，不做主觀評價。 

3. 總評給予教學者評價與建議。 

面向 檢核項目 

學科內容知識 CK 

客觀敘述 語

文 

邏

輯

數

學 

視

覺

空

間 

肢

體

動

覺 

音

樂 

人

際 

內

省 

自

然

觀

察 

教學

方案

設計 

TP 

TP-1右列的多元智能項目，在本教學目標容易明確表

達。 
        

 

TP-2右列的多元智能項目，在本教學活動容易設計         

TP-3右列的多元智能項目，在本教學課程容易規劃完

善。 
        

TP-4右列的多元智能項目，在本教學設計中容易對應。         

教學

知識 

PK 

PK-1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項目，容易結合幼兒的生活經

驗。 
        

 

PK-2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項目，容易和幼兒新舊知識連

結。 
        

PK-3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項目，容易用幼兒理解的詞彙

解釋本單元的教學內容。 
        

PK-4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項目，容易清楚說明活動規則

與實施活動。 
        

PK-5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項目，容易結合不同的評量方

法，評測幼兒是否理解本單元概念。 
        

PK-6右列的哪一些多元智能項目，容易提供幼兒表達自

我想法和自由選擇的機會，並且給予適當的回應。 
        

PK-7進行暖身活動時，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項目，容易

讓幼兒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學習本單元課程。 
        

PK-8進行主要課程時，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項目，容易

讓幼兒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學習本單元課程。 
        

PK-9進行歌曲教學時，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項目，容易

讓幼兒在趣味中習得本單元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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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0 進行遊戲活動時，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項目容易讓

幼兒在熟悉且有興趣的方式下學習本單元課程。 
        

PK-11 進行綜合活動時，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項目，容易

符合幼兒的程度，讓幼兒在趣味中做勞作或學習單等活

動。 

        

科技

教學

知識 

TPK 

TPK-1 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容易使用適宜的數位媒體材

料（課程簡報、音樂和數位影片），讓幼兒理解本教學單

元。 

        

 

TPK-2 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容易結合教師自製的數位媒

體材料（簡報活動、遊戲）解釋本教學單元，發展幼兒的

多元智能。 

        

TPK-3 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容易結合線上社群媒體

（如：Youtube），讓幼兒學習本單元內容。 
        

TPK-4 右列的哪些多元智能，容易結合搜尋網站（如：

Google），讓幼兒學習本單元內容。 
        

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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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幼兒華語教師訪談問題 

幼兒華語教師訪談問題 

姓名  教育程度/背景  

國籍  目前任教單位  

年齡  幼兒華語教學年資  

一、 幼兒華語教學經驗 

1. 您在從事幼教華語的生涯中，曾遇到什麼樣的教學困難？ 

2. 您從事幼兒華語教學時，曾用過哪些有效的教學策略？ 

二、 多元智能取向華語教學 

1. 您認為多元智能是否能有效提升幼兒在華語課堂上的參與度與學習動機？ 

2. 您平時較常使用哪些多元智能輔助您的華語教學？ 

三、 實施多元智能教學方案時發現之問題 

（一） 學科教學知識（PCK） 

1. 您是否常用兒歌輔助幼兒華語教學？在兒歌的教唱上有何策略能讓幼兒

快速掌握學習內容？ 

2. 您是否常教授幼兒對話句型？是如何進行對話活動的教學？有何方法及

策略？ 

3. 當進行教學活動時，您發現有些幼兒華語能力不足，無法正確完成指定

任務，您會如何處理面對華語能力較不足的幼兒？ 

（二） 教學知識（PK） 

1. 在您的教學經驗中是否曾遇到幼兒打斷教學活動，影響原本教學計畫？

有何因應之策略？ 

2. 進行教學活動時，當幼兒過於興奮，造成課室混亂時，您會如何處理這

樣的情況？ 

3. 您從事幼兒華語教學時，如果遇到幼兒失去注意力時，但授課內容未結

束，有何對應之策略？ 

（三） 科技教學知識（TPK） 

1. 您如何將華語課程設計至數位教學簡報中？是否曾將遊戲結合至教學簡報

中？您如何呈現具有遊戲趣味性之簡報？ 

2. 您如何運用科技網路的方式，選擇符合幼兒學習者的數位影片和教學圖

示？有何方法與技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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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資料編碼方式與說明 

編碼方式 編碼意義說明 

TP1-1_教材_課程簡報 研究者設計多元華語課程 1-1 教材 

（課程簡報、歌曲、相關影片） 

TP1_教具_圖卡 研究者使用多元華語單元一教具（圖卡、字卡、實

物） 

TP1-1_S1W 單元 1-1 之 S1 幼兒作品 

TP1-1_教學反思 單元 1-1 之教學反思 

20181008 教學日誌 2018年 10月 8 日教學日誌 

20181008 教學影片 2018年 10月 8 日教學影片 

R 研究者編號 

S1 幼兒編號 1（共 25位） 

S 多數幼兒，兩位以上之幼兒。 

T1 協同觀察同儕編號 1（共 3位） 

TP1_T1檢核 單元 1之 T1老師之教學檢核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