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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反饋系統應用於國小三年級學生修辭教學
之行動研究
*李育懃 **歐陽誾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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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辭是強化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重要關鍵，然傳統修辭教學多流於枯燥形式，教材
內容亦無明訂統一標準，致使師生易為之卻步。故本研究嘗試透過即時反饋系統應
用於修辭教學，結合其功能優勢及特性，藉以解決傳統修辭教學所不足之處，進而
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與成效。本研究以國小三年級一個班級的 21 位學生為研究對
象，採行動研究的方式，在研究過程中，透過教師日誌、同儕教師觀察記錄、學生
訪談、學生問卷、成就測驗等資料蒐集，進行量化與質性分析。本研究之主要發現
包括：（一）即時反饋系統應用於國小修辭教學的實施歷程包含：選擇適合學生學
習的修辭、進行系統化的教學設計、結合即時反饋系統多元化功能、實施課程、應
用即時反饋系統進行評量、修正教學及分析教學成效。（二）應用即時反饋系統於
修辭教學能培養學生正向修辭學習態度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三）學生肯
定應用即時反饋系統於修辭教學的學習經驗。
關鍵詞：即時反饋系統、修辭教學

*李育懃，高雄市仕隆國民小學教師（本文通訊作者）
**歐陽誾，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電子信箱：ohiyuolg1234@gmail.com
來稿日期：2015 年 1 月 29 日；修稿日期：2015 年 7 月 13 日；採用日期：2015 年 8 月 10 日

- 77 -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An Action Research on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Applied to Rhetoric Instruction for Third Graders
* Yu-Chin Li ** Yin Ou-Yang

Abstract
Rhetoric is the key to enhance student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However, both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deterred from rhetoric easily due to the traditional
boring and monotonous teaching methods. By applying the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d

this study aimed to solv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furthermore,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and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adopted 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The subjects were 21 third graders in a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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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teaching journals, observation records of peer coaching, students’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attitude questionnaire and achievement test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clude: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n rhetoric instructi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teps: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rhetoric for students, to design the systematic curriculum, to use
the diverse functions of the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to carry out the curriculum, to
conduct the evaluation with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to modify the instruction, and to
analyz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2)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n the rhetoric instruction can enhance students’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rhetoric learn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3) Students showed positive affirmations toward th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rhetoric with the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Keywords: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rhetoric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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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時 反 饋 系 統 （ Interactive Response

壹、前言

System, IRS）它結合影音、圖像、簡報、
競賽、評量統計，除了可以使教師在教學

撰寫文章時，為了使讀者更能意會內

方法上更靈活外，透過答題器可使每位學

容，除了運用文字劇情來建構故事，更會

生皆能與教師、教材及同儕互動，利用評

使用修辭來表達情緒。因此，修辭的習得

量結果的統計，更可使教師明確掌握學生

對作者而言將有助於提高文句應用和情感

的學習狀況，即時給予回饋與修正，以提

表達的能力。胡性初（1998）提到修辭能

升學生學習成效。另根據研究，IRS 在教

提升閱讀能力、增強理解能力、促進賞析
能力，進而從富含修辭的內容中被牽引出
相對應的情感與意境。杜淑貞（1991）指
出若要提升國小學生國語文程度，並對作

殊的互動性（Mula & Kavanagh, 2009）。同
時，有研究顯示 IRS 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
的積極態度和參與度，也能提升學生的專
注力（林凱胤，2014； Erika & Richard,
2008 ； Sally, Arianne, David & Robert,

d

文能去熟生新，對章句能加以經營鑑賞，

學上之所以能帶來成效，原因之一乃其特

就不能不傳授修辭。鄺綺暖（2013）認為

在聽、說、讀的教學目標中，了解語意是

（2008）的研究顯示學生認為 IRS 的使用
可使其對課程內容更易理解。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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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一環，要聽懂別人說的、讀懂別

2009 ）。 Abram、 Scott、 Linda 與 Cynthia

人寫的，說出別人聽得懂的，寫出別人看

William、Katherine 與 Valerie （2007）也

得懂的，都和修辭有很大關係。然而當前

提到 IRS 能協助教師對於學生的反應加以

國小教師在面對枯燥的修辭教學，容易掉

分析，進而能更注重學生學習需求，並將

進生硬背誦、過度依賴教本的泥淖中。

結果的分析作為未來教學修正的參考依

再者，除了九年一貫有訂定修辭學習

據。

目標外，未來國語文學習趨勢亦脫離不了

當前教師除了基礎的本職學能之外，

修辭，包括寫作、閱讀理解測驗、日常生

更應與時俱進的培養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

活運用等，顯見修辭學習的重要性與必要

中的能力，尤其是教學內容普遍較為乏味

性。但過去教師在進行修辭教學時往往會

的國語科，教師更應善用科技以激發學生

遭遇到困境，包括教學教材不足、教學內

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而

容紛雜、教學方法守舊、教學工具固定、

希冀學習成效能有所增長，因此，本研究

教學評量誤用等（教育部，2011）。而江惜

欲探討應用 IRS 於國語修辭教學時，對國

美（1998）認為語文教學應是一門藝術，

小三年級學生修辭學習態度與修辭學習成

教學活動應是有趣的、活潑的，而不是靜

效之影響，期能藉由科技融入修辭教學的

態的、抄寫背誦的。王世英（2005）強調

過程，精進修辭教學知能，提升學生學習

如學習要有成效，必須引起學生的學習動
機，激發並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這時教
學科技媒體的使用便是促使教學教材與教

修辭的態度與成效。本研究欲達成目的如
下：
一、瞭解教師實際運用 IRS 於修辭教學的

學活動生動有趣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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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學生運用 IRS 進行修辭學習後，
其在修辭學習態度上之影響。

的並不在於傳達艱深的學說理論，而是透
過適切的教學方法，讓學生能理解並正確

三、探討學生運用 IRS 進行修辭學習後，
其在修辭學習成效上之影響。

使用修辭，使學生對於文句的寫和讀能從
平鋪直述、口說無心的反應，進階到能妙

四、探討學生透過 IRS 學習修辭的看法。

筆生花、心有戚戚的境界，就如同張春榮
（ 2005 ） 強 調 修 辭 教 學 者 重 實 務 、 貴 活

貳、文獻探討

用。而國小教師在進行修辭教學時，應當
把焦點置放在實用與欣賞。

修辭在文學中一直佔有一席之地，教
育部在編設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時，亦將修

二、修辭格的種類與選用原則
修辭格是修辭教學中的核心，因此在

進行修辭教學研究前，實有必要對其做深

了解修辭教學後，便必須進一步認識修辭

入詳盡的探討，以掌握明確的研究方向。

格。就名稱來看，「修辭格」又稱為「修辭

以下將先針對修辭及修辭教學予以闡明，

技巧」、「修辭方式」（蔡宗陽，2001），亦

再透過對 IRS 相關面向分析來了解其應用

有稱「語格」、「辭藻」（沈謙，2002）。而

於修辭教學之優勢，最後搜羅相關實證研

就其定義而言，黎運漢和張維耿（1991）

究，藉以強化 IRS 應用於修辭教學來提升

認為修辭格是為了使說話生動有力而運用

學生學習態度與成效之可行性。

的固定方式或格式，它具有一定的構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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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能力的培養目標明訂其中，因此在實際

式，有特定的表達功能。劉鳳玲和邱冬梅

一、修辭及修辭教學之意涵

（2010）表示修辭格是人們在長期的語言

「修辭」一詞的定義，因所探討層面

活動中總結出來優化言語的固定模式。雖

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吳正吉（1991）將修

然在定義上各家自有論述，但可以確定的

辭視為調整文辭表情達意的方法、設計文

是，修辭格的核心作用在於優化辭句，是

辭優美形式的技巧，而能使作者內心的思

一種使思想情緒能生動有力被表達出來的

想情感精確生動表現出來。杜淑貞

特殊格式。

（2000）認為修辭是使用語言文字作為符

修辭格的種類雖多，但在國小教學中

號，來傳遞概念與意象，以表達內心訊息

當以最基本、最重要的為主；再者，就教

的一門藝術。而所謂修辭教學，旨在輔導

材選用而言，當以教科書最佳，以課文中

兒童瞭解文學寫作技巧，認識遣詞造句修

出現的修辭進行講解，兒童最容易接受，

飾文辭的方法，培養其欣賞與寫作的能力

而老師在進行課文內容深究時，就是實施

（林君鴻，2005）。陳麗雲（2009）指出修

修辭教學的最佳時機。因此，本研究綜整

辭教學是透過生動的教學，讓學生於遊戲

林彥佑（2009）、蕭東瑞（2010）、謝萌茹

或生活中領悟修辭妙用，使學生能喜愛並

（2009）、鄺綺暖（2013）等針對國小修辭

活用修辭。

格使用分析研究，歸納出國小常用的修辭

就國小教學現場而言，應強調針對某
一教學目標所進行的一種教學過程，其目

格計有譬喻、類疊、擬人、摹寫、感嘆、
設問、排比、映襯等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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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修辭格的選擇會因學習階段的差

適合三年級的排比、映襯等二種修辭格刪

異而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參閱相關學者

除，留下合計共有譬喻、類疊、擬人、摹

之建議，以做為選定適合國小三年級學童

寫、感嘆、設問六種常用、穩定且較無爭

修辭教學內容的參考依據，例如張春興

議的修辭格，作為本研究進行修辭教學之

（1996）提出依據 Piaget 的認知發展期理

修辭格項目。

論，國小三年級學生適值具體運思期階

本研究參酌相關學者文獻（黃麗貞，

段，對於複雜邏輯和抽象思維仍尚未發

2004；董季棠，1992；蔡宗揚，2001；關

展；張春榮（2005）分析「修辭格教學序

紹箕，1993）及教育部（2011）「修辭教學

列」提出國小一~三年級適合學習的修辭格

示例報告」，將選用修辭格之涵義及功用綜

包括比喻、擬人、誇張、雙關、類疊；接

合整理如表 1，並透過例句配合說明：

著再考量本研究者實際教學經驗後，將不
表1

d

本研究選定修辭格之定義及功用分析表
涵義

譬喻

利用一般人較熟悉、具體、
淺顯的事物來比擬另一件較
抽象、陌生的事物。
同 一 個 字 、詞 、 句 出 現兩
次，連接或是分開，重複地
使用。
寫 作 時 ， 將物 當 作 人 來描
述，使它們具有像人類一樣
的動作或感情。
將 對 事 物 看到 、 聽 到 、聞
到、摸到、吃到的感覺，用
文字加以形容或描寫出來。
寫作時，把表現內心情感的
聲音描寫出來的修辭法稱為
感嘆。
想要表達意思時，有意將敘
述語句改成詢問的口氣，使
人思考，激起讀者閱讀的興
趣與好奇心。

功用

例句

在把事物說得更清楚明
白，將感情表達得更生動
豐富。
在於加強語氣，增添語言
的節奏和旋律。

‧媽媽把青菜絲、肉
絲和大蝦子堆得像
一座座小山
‧有的面帶笑容，有
的表情威武

在於使文章表達更生動，
想像更豐富，文句內容更
具親和力。
在透過感官，觀察並描寫
出具體的反應，使讀者感
同身受。
適當使用可以使文章富有
情感，而且變得生動。

‧外頭的鳥兒在唱
歌，外頭的陽光在
招手
‧紅黃白綠的各色美
食

作用在凸顯主題，刺激思
考，吸引注意力，使文章
更為生動有餘味。

‧夜市裡應有盡有，
你想吃什麼？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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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類疊

擬人

摹寫

感嘆

設問

‧我們家小美今天比
公主還要漂亮呵！

學、問答、搶答等活動，學生透過答題器回

三、IRS 在教育上的應用

饋之評量結果，讓學生立即知道對或錯，教

IRS 是透過電子載具讓學生可以即時反
饋資訊給老師的一種教學應用系統。透過

師亦可以針對統計結果檢視學生學習狀況，
或是做為教學修正的參考依據。

IRS，老師可以事前自行設計問題來進行教
-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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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結果顯示 IRS 的應用對於教師教學

Shuster & Shuster, 2007）。

與學生學習均有正向成效，以下透過相關

3. 改善班級學習氣氛

文獻的分析與綜整，針對學生學習及教師

傳統修辭教學多是老師講，學生聽，

教學兩面向，藉以了解 IRS 應用於教育的

是一對多、單向溝通的學習方式。而使用

優勢，茲說明如下：

IRS，學生不只是聽，還可以透過答題器給
予回應；此外，其支援多種教學模式，譬

（一）就學生學習而言

如搶答、投票等，增進學生彼此間的互

1. 強化教學的互動性
Sharples （2000） 提到成功的教學要
有雙向互動，教師可以根據學習者的實際
需求和能力與其互動，診斷出學習的問題
與未能理解的部分，進而調整自己的教學
內容。王緒溢等人（2001）提到 IRS 在教

人，2001）。
4. 提升學生的專注力
學習是否能夠持續進行，注意力的維
持便是關鍵。在教學的過程中，當學習者
的角色只是訊息的被動接收者時，其注意
力很容易被其他高刺激性、有趣的訊息所

d

學上之所以能帶來成效在於其特殊的互動

動，使得課堂氣氛更為活絡（王緒溢等

性。廖世傑、吳錫金、黃崑巖與陳偉德
（2007）也提到課堂中有八成的學生可能

時，便是一種「分心」的行為，因此為了
強化學習，教師可以透過適當的教學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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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答錯出糗、本身較害羞、未專心聽課

吸引，可是當這樣的訊息並非是教學內容

等 而 選 擇 沉 默 ， 但 使 用 高 互 動 性 的 IRS

後，大部分的學生（80%）能利用答題器
將答案立刻傳送給教師，以表達個人想
法。

此外，IRS 另一個能提升學生互動性

的 原 因 在 於 其 具 有 匿 名 機 制 （ Stowell &
Nelson, 2007）。意指透過匿名的互動過

程，能影響內向學生的參與意願，會降低
他們的負面學習情緒（如焦慮、羞恥
等）。

來引起學生的注意力，而 IRS 的使用確實

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專注力（林凱胤，2014;
Gok, 2011; Hay, 2012）。
5.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學習如果只是無意義的抄寫或死板的

背誦，這樣的知識很容易在心智訊息的處
理過程中被遺忘，因此有效的學習其最終
的目的應在於學會某一知識後，透過知識
的習得來建立成就感、強化自信，並在如
此心理的支持下，將知識長存於腦海，而

2. 提升學生學習的積極態度和參與度
Bruner 認為學習的最佳動機就是對教
材本身發生興趣，必須先喜歡學習，願意
學習，而後教學才有效果（張春興，
2009）。因此，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生的

在 IRS 應 用 的 研 究 中 ， Kaiser 與
Wisniewski （ 2012 ） 、 陳 家 慧 與 譚 寧 君
（2008）發現將 IRS 融入教學時能有效提
升學生的自信心。

課堂參與度對於其學習成效有必然的影

（二）就教師教學而言

響。而根據研究，將 IRS 融入於教學中將

1. 協助教師配合學生反應給予即時性的回
饋

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的積極態度和參與度
（Camey, Gray, & Gray, 2008; Conoley, 2005;

Gok（2011）研究後認為利用 IRS 教師

Mula & Kavanagh, 2009; Preszler, Dawe,

可以清楚知道學生的反應，而藉由這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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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教師可以立即從中引導，進而結合課

二、實施場域

程內容進行教學；此外，學生亦能藉由教
師給予即時的回饋而感受到其對他們的意
見 和 學 習 的 關 心 。 Siau 、 Sheng 與 Nah
（2006）提到學生不僅可利用 IRS 提供意
見、回答問題，更能從教師即時的回饋而
強化對教學內容的理解。由此可見，IRS
可藉由立即呈現學生反應，而使教師給予
即時性的回饋，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感受
與表現。
2. 協助教師即時掌握學習者的學習狀況，以

就教學環境而言，本研究進行之學校
為高雄市某公立國小，普通班 17 班；就學
校生態而言，學校目前編制內教師有 29
人，平均年齡 40 歲，男女比例為 1：2；就
研究情境而言，實施之環境為研究者任教
之班級，課室桌椅安排採扇形排列，配有
固定式單槍投影機、布幕、桌上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和 IRS 一套。

三、研究者背景

為省思、修正或進行補救教學參考依據
一套有效的教學流程並非是線性的，而

師即為研究者本人，資訊融入教學資歷合

d

是要不斷循環的，換句話說，教師在進行教

本研究進行教學設計與教學實施之教

學時並非起始於教學目標的確定、學習者的
分析，而終結於課程結束後的評量，而是必

單槍使用及電子白板教材設計與融入教學
等。在修辭教學方面，研究者修辭教學方

jte
p

須透過學生在課堂上的反應、評量來分析其

計十二年，相關經驗包含電腦教材設計、

對於教學內容的理解程度，進而加以修正教
學目標或教學方式。Conoley（2005）、Siau

等人（2006）提到 IRS 的使用能協助教師對
於學生反應結果的分析，進而能更加注重學

法著重於直接講述，教學內容多以教科書
範文為主，資訊融入則配合教科書附贈之
電子書進行教學。

四、同儕教師背景

生的學習需求，並將結果的分析作為未來教
學修正的參考依據。

在本研究中有三位同儕教師，分別有

二至八年不等的中年級教學資歷，同時亦
均有多年修辭教學與資訊融入教學之經

參、研究設計與實施

驗，其要務為協助觀察研究者在運用 IRS
於修辭教學的過程中，針對教學內容、師

一、研究方法

生互動、學生反應及教學效率等給予回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將行動歷程
規劃為計畫構思階段、行動階段、資料蒐
集階段、反省與修正階段，於第一循環階

饋，以作為教學修正之參考依據。

五、研究對象

段透過教師日誌、教學錄影、學生訪談、

本研究對象為研究者任教學校三年級

同儕教師觀察，進行教學省思與修正，接

學生，年齡在九到十歲之間，全班共計 21

續第二循環階段的教學實施，同時亦輔以

人，分別是男生 11 人、女生 10 人，並分

教師日誌、教學錄影、學生訪談、同儕教

為五個小組，每組四至五人，男女各半。

師觀察等教學回饋，再進一步了解修正教

研究對象對於 IRS 都沒有操作經驗，亦無

學策略與教材後學生的學習成效。

接觸正式修辭教學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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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研究工具

編製，共分為「修辭教學課程內容」、「修

研究工具包括教師日誌、教學錄影、
同儕教師觀察回饋表、學生訪談大綱、學
生學習意見調查問卷、國小學生修辭學習
態度量表、修辭學習成就測驗，說明如

辭教學師生互動」、「學生學習反應」、
「教師教學效率」等四個觀察向度。同儕教
師根據教學錄影，進行檢核並給予質性意
見，以做為教學修正之參考依據。
（四）學生訪談大綱

下：

針對五個小組各抽取高學習成就學生

（一）教師日誌
教師日誌乃是教學者（即研究者）於
教學活動實施結束後，透過文字記錄自己
教學過程之文本資料，內容乃針對教材設
計 、 教 學 活 動 、 學 生 反 應 、 IRS 應 用 狀
況、學生學習成效、班級常規等進行記

行二次團體訪談，第一次之訪談目的乃做
為教學者修正教學的參酌依據；第二次訪
談目的在於了解學生對於利用 IRS 進行修
辭學習的整體觀感，以及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對自我學習成果的看法。

d

錄、整理與分析，並加以反思，以做為教

一位與低學習成就學生一位，共計十位進

學修正之參考依據。

（五）學生學習意見調查問卷
為了解學生對使用 IRS 學習修辭之看

法，研究者自編一份「IRS 融入修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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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錄影

教學錄影在本研究中有兩種作用，其

一是協助教學者跳脫當下教學情境，以全
面且完整的檢視自己的教學過程；其二是
提供給同儕教師協助進行觀察，並給予教
學者各項修正建議與回饋。

學生學習意見調查問卷」，共分為「教材呈
現 」、「內容學習 」、「學習興 趣」三個 分
項，共計 26 題，採六點量表，學生根據每
個題項題意描述，勾選符合自我感受的選
項，最後再依其所勾選之意見來進行分

（三）同儕教師觀察回饋表

析，以了解學生之看法。各向度例題如表

本研究之同儕教師觀察回饋表乃參考江

2。

心怡（2012）、陳怡伶（2012）之檢核表所
表2
學生學習意見調查問卷各向度例題
向度

題數

例題

教材呈現

7題

我喜歡老師利用即時反饋系統來呈現修辭教學內容。

內容學習

6題

老師使用即時反饋系統敎修辭讓我更容易學習修辭內容。

學習興趣

13 題

我喜歡老師使用即時反饋系統進行修辭教學。

學習態度，研究者參考江心怡（2012）、陳

（六）國小學生修辭學習態度量表
為了解學生在進行修辭課程後之修辭

怡伶（2012）之態度量表編製「國小學生
修辭學習態度量表」，包含「修辭學習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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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修辭學習意向」、「修辭學習效果」、

修正後進行預試，在經過項目分析及主成

「未來面對修辭的態度」四個面向。採六

分 分 析 後 ， 保 留 30 題 ， 整 體 量 表 α 值

點量表，所得總分越高，代表對修辭學習

達 .94，顯示內部一致性良好。各向度定義

態度越正向。本量表初稿經七位專家審查

與例題如表 3。

表3
國小學生修辭學習態度量表各向度定義與例題
定義
題數
例題
指學習者對於某一修辭學習活動或 5題 我喜歡學修辭。
學習任務，表現出自願性的專注、
參與、積極等正向心理狀態。
修辭學習的意向
指學習者對從事修辭學習時所抱持 9題 老師在教修辭時，我都
很認真聽講。
的正面或負面觀感，以及反映其學
習意願。
修辭學習的效果
指學習者於修辭教學後對其自我完 13題 學完修辭後，我更瞭解
成學習目標的程度與成就之判斷。
如何正確判斷有譬喻修
辭的句子。
未來面對修辭的態度 指學習者在經過修辭學習後，對未 3題 如果考試的題目加入修
辭，我有信心會答對。
來修辭所抱持的一種持久性的心理
狀態與行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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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向度
修辭學習的興趣

七、教學設計與實施

（七）修辭學習成就測驗

本測驗內容共分成「修辭理解」、「詞

彙聯想」、「修辭比較」、「修辭分析」、「文
章賞析」五個部份。初稿經七位專家審查
修正後進行預試，於預試測驗回收後，分
析各題目之難度與鑑別度，初步挑選鑑別

度 .25 以 上 ， 或 難 度 .20~.80 之 間 的 題
目，最後選定正式題目 21 題，總得分為一
百分。將保留之題目以再測信度考驗其信
度，所得積差相關係數為 .82，p< .05 達顯
著水準，顯示本成就測驗具有良好之信
度。
最後成為正式測驗，而因前測與後測
使用同一份測驗，為避免學生產生記憶與
背誦的效應，故除了前後測相隔三週外，

本教學活動中每一種修辭格設計為二

節課，六種修辭格共計十二節。本研究以
三年級南一版國語文課文為範文進行教材
設計，在活動安排上採由易而難，由具體
到抽象的方式，教學活動分別為「圖像聯
想」、「修辭定義介紹、句型結構講解」、
「實作練習」
，並透過 IRS 內建之簡報功能
呈現教材，再搭配多項教學功能（如投
票、搶答），同時參酌文獻所論述之相關修
辭教學方法設計活動，引導學生透過課
文、圖片進行自我思考與練習，以期望學
生能對修辭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及賞析能
力。教學流程如圖 1。

同時後測將各題型中之題目順序採隨機方
式重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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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一

發展活動二

綜合活動

【圖像聯想】

【修辭定義介紹】

【修辭比較】

【修辭評量】

【句型結構講解】

【圖像聯想造句】
【九宮格聯想造句】

圖 1 教學流程圖
量結果，藉以評估學生對當次修辭教學之

（一）教學流程
修辭運用的目的在於透過具體化的文
字敘述，並結合讀者實際經驗來表情達
意，因此，「聯想」對作者或讀者來說便極

1. 詞彙練習
透過情境題，請學生依照題目找出適
合的修辭詞彙，並使用答題器選按正確選
項。例如：聖誕樹上的燈泡，好像許多

d

為重要，故在進行修辭教學時可以透過圖

學習成效。詳細說明如下：

片來進行學生聯想力的訓練。本研究透過
呈現數張貼近生活經驗之圖片進行討論，

），眨呀眨的。

2. 短句練習

即呈現四句不同修辭效果之短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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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運用想像力以引起動機，接著講

（

解修辭之概念性定義，並運用 IRS 將電子
書課文畫面擷錄下來講解該修辭句型結

構，使修辭教學融入課文，再刻意呈現二
個有無使用修辭的句子，以培養其辨析修
辭運用的能力。

最後請學生完成「圖像聯想造句學習

單」及「九宮格聯想造句學習單」，並結合
IRS 投票功能，請學生針對完成之修辭造

句進行投票，一方面透過同儕回饋以強化
學生成就感，一方面可透過投票結果來檢
視學生學習狀況，以做為教學者是否需澄
清錯誤之參考依據。

學生針對修辭句型結構進行分析，再依題
意判斷正確答案，同樣使用答題器進行選
答。

3. 短文練習
中年級之修辭教學著重在認識與欣

賞，故透過設計短篇文章，再由學生從中
找出修辭技法，以培養其賞析之能力。
4. 圖像練習
最後透過圖像聯想以整合學生詞彙使

用、短句練習及短文修辭辨析等能力。即
請學生根據圖片線索，配合所欲評量之修
辭種類，選擇相對應之修辭短句，同樣利

（二）修辭評量

用答題器給予回饋，教學者（即研究者）

本研究欲利用 IRS 特殊的評量機制，
藉以確實掌握學生當下的學習狀況，進而
給予立即的錯誤澄清，因此在每一種修辭
教學結束後，針對教學內容依序設計詞

根據學生回饋結果進行講解與複習。

八、資料處理與分析
（一）質性資料

彙、短句、短文、圖像之修辭評量，並請

本 研 究 透 過 「 教 師 日 誌 」、「 教 學 錄

學生利用答題器回答，再透過系統統計評

影 」、「 同 儕 教 師 觀 察 回 饋 表 中 的 文 字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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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 」、「 學 生 訪 談 大 綱 」 等 質 性 資 料 的 蒐

則。文字資料之編碼及其意義對應如表 4。

集、整理，所有資料採用質性分析為原
表4
文字資料編碼對應表
資料類別

資料編碼

代表意義

教師日誌

J-1030412

教師於 103 年 4 月 12 日所記錄之教學狀況

教學錄影
同儕教師觀察回饋表
學生訪談

V-1030412
T-A-1
S1-02

教師於 103 年 4 月 12 日所進行之教學錄影
同儕教師 A 第一次進行的觀察回饋
第一次學生訪談時座號 2 號學生所說的話
「國小學生修辭學習態度量表」，並針對各

（二）量化資料

向度得分進行人次、百分比統計。

1. 同儕教師觀察回饋表中的項目檢核

3. 修辭學習成就測驗

d

針對三位同儕教師之回饋表，除將其

質性之文字意見進行分析外，同時對於每
節觀察檢核結果，以評量項目出現次數除

填答修辭學習成就測驗，並將前、後測成
績，進行相依樣本 t 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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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總觀察次數進行平均，取得量化資料。

於課程實施前及三週後，分別請學生

2. 學生學習意見調查問卷及國小學生修辭
學習態度量表

於課程實施結束後，請學生填答「IRS

融入修辭教學學生學習意見調查問卷」及

為確保本研究之信效度，在研究中採

用資料三角檢證，經由使用不同資料進行
交叉檢核，用以增加資料間的相互效度檢
驗。三角檢證矩陣如表 5。

表5

三角檢證矩陣

研究問題

源資料來源

教師在運用 IRS 於修辭教 教師日誌 教學錄影
學，其實施歷程為何？

學生訪談

同儕教師

觀察回饋表 見調查問卷

學生在透過 IRS 學習修辭 教師日誌 學生訪談

學生學習意 國小學生

後的學習態度為何？

見調查問卷 修辭學習
態度量表

學生在透過 IRS 學習修辭 教師日誌 學生訪談

學生學習意 修辭學習

後的學習成效為何？

見調查問卷 成就測驗

學生對教師透過 IRS 進行 學生訪談 學生學習意
修辭教學的看法為何？

學生學習意

見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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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學生亦有同樣的建議，因此，為避免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影響教學成效，故於第二階段將上課節數
由二節調整為三節。

一、IRS 應用於修辭教學之歷程分析

就 IRS 應用而言，透過搶答功能，其

（一）行動研究第一階段之教學歷程、困難
與修正
第一階段的教學安排乃以強調具體感
官知覺的感嘆、設問、摹寫三種修辭來進
行，首先透過生活化、趣味化的圖片請學
生進行聯想，藉以引起動機，接著，透過
概念性定義的講解，進而帶入課文進行修
辭教學，再輔以造句實作練習，以培養學
行評量，以求能隨時了解並掌握學生的學
習表現。

獲得答題權，尤其是語文能力較弱的、內
向的、較缺乏自信的，都很樂於融入在這
樣的遊戲式教學活動中，亦比較專注於學
習。而各修辭教學在最後一節課是使用
IRS 進行評量，透過詞彙、短句、短文和
圖像等題型來進行不同面向的修辭能力評
量。在進行評量時，學生對於答題器的操
作一直保持高度的興趣，因此學生雖然經
過一連串的修辭教學，但在評量時卻未顯

d

生正確使用修辭之技能，最後透過 IRS 進

所賦予的競爭效果，使學生無不積極的想

1030401），而當全班都答對時，大家便會
同 聲 歡 呼 ， 給 予 自 己 與 彼 此 鼓 勵 （ J-

jte
p

而在教學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包括，

不 耐 ， 每 一 位 學 生 都 能 專 注 於 題 目 （ J-

第一，在進行修辭定義的教材設計時，原
先僅使用文字來講解，但後續教學發現多
數學生無法理解該修辭（J-1030425），於是

在第二階段教學中輔以圖片，以更具體的
方式來呈現該修辭的作用。第二，當採全
班提問的方式時，大部分的學生仍多是扮
演聆聽的角色（J-1030404），同儕教師亦提

到當學生在發表個人意見時，其他多數學
生並沒有專心在聆聽（T-A-1），因此在第

二階段的教學中，修辭定義的發表改採小
組討論。第三，三種修辭教學後發現部分
學 生 開 始 對 於 定 義 出 現 混 淆 的 狀 況 （ J1030414），因此，於第二階段的教學中配
合 IRS 設計問題，在定義教學後立即進行
評量。第四，部分教學中學生發表踴躍，
以致影響實作練習的時間，同儕教師 A 亦
提到「有時學生發表較踴躍，教師又要解
釋說明，會耽誤到下課時間」（T-A-2），而

1030414）。

然 IRS 的應用亦有其困難，第一，在

教材的呈現上，因不同功能的運用易產生
混淆，因此在第二階段加入可清楚辨識的
標誌，來提醒教師各功能使用時機。第
二，搶答活動容易引爭議，此時教師必須
適時澄清。第三，在第一階段的修辭評量
活動中，部分學生會在相同題型中出現不
穩定的表現（J-1030425），研判是因為操作
答題器過於倉促或緊張，因此為避免學生
因待答時間不足而答錯，在第二階段延長
學生反應時間，減少錯答。第四，因對
IRS 的 好 奇 ， 反 而 使 學 生 容 易 分 心 、 誤
按，進而影響教學流程（J-1030414），故在
第二階段教學中需加以規範答題器使用時
機。

（二）行動研究第二階段之教學修正成效

同儕教師 C 認為若能給予更多的時間進行

藉由第一階段教學後的省思，針對教

練習會更好（T-C-2），在第一次的學生訪

材內容、教學方式與 IRS 的操作進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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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使接下來的類疊、譬喻、擬人三種修

嘆修辭有 80%（4 人未達 80 分），設問修

辭的教學能更順暢。例如從第二次學生訪

辭有 90%（2 人未達 80 分），摹寫修辭有

談中瞭解到當增加 IRS 的操作機會時，

80%（4 人未達 80 分），第二階段達 80 分

70%學生認為可以讓自己對修辭更加熟悉

以上者，類疊修辭有 95%（僅 1 人未達 80

（S2-03、S2-04、S2-05、S2-06、S2-11、

分），譬喻修辭有 95%（僅 1 人未達 80

S2-14、S2-15）；而對於教材內容的修正，

分），擬人修辭亦有 90%（ 2 人未達 80

60%學生提到透過有趣的圖片，確實能幫

分）。第二階段教學活動修正及成效彙整於

助自己學習修辭（S2-04、S2-05、S2-06、

表 6。

S2-10、S2-15、S2-20）。而在實作練習方
面，經過修正後，練習的時間不再同第一
階段倉促，各小組能有更多時間進行討

二、同儕教師觀察結果分析
（一）修辭教學課程內容
「教材內容能引起學習興趣」的題項

信心，甚至在訪談時學生認為在整個教學

目有 83%是完全符合，而在「教材內容以

活動中，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圖像聯想造句

課文為主，輔以補充例句協助理解」的部

（S2-11、S2-14）與九宮格聯想造句（S2-

分，有 94%是認為完全符合的，顯示教材

18），這有別於過去學生普遍討厭造句練習

能引起興趣且設計能遵循「修辭入文」原

的現象。

則，以利學生學習。「教材能結合多媒體

jte
p

d

論，因此學生對於自己完成的學習單多具

而在 IRS 的應用上，學生無論是在自

資源」則有 89%是完全符合，同時在「教

我的學習表現或是學習態度上均給予高度

材結合生活經驗，有助學習」中，有 78%

肯定，例如在學習表現上，S14 與 S20 認

是完全符合，表示同儕教師認為適當的透

為 IRS 可以馬上知道評量結果，所以可以

過符合修辭特徵且能結合生活經驗的圖

幫助自己知道有哪裡學不會（S2-14、S2-

像，以及擷取電子書的課文內容來進行教

20）；也有 40%學生認為造句透過 IRS 來進

學，有別於過去傳統抽象的文字講述，對

行投票，讓自己在造句的表現上較進步

於學生的學習是更有利的。而針對教材設

（ S2-03 、 S2-11 、 S2-14 、 S2-18 ）； 而 有

計是否能有組織、有條理的呈現，則有

30%的人在訪談中表示自己在答題上更具

94%認為完全符合，顯見同儕教師一致認

信心（S2-03、S2-11、S2-20），究其原因在

為在教材設上透過圖片引起動機，再進而

於評量的過程中，當給予學生足夠的時間

說明修辭的概念，接著引導進行實作練

進行結果確認時，其答錯的機會降低，便

習，最後施予評量，這樣的流程確實能循

逐漸培養出答題自信。此外，學生對於修

序漸進，配合難易程度清楚的進行教學，

辭持續的學習亦抱持高度的意願，如 S03

使學生能逐步建構出修辭的知識。

說道「傳統教學很無聊，但是用 IRS 很有

綜合來看，同儕教師在教材內容設計

趣，會讓我想要繼續學下去。」（S2-03），

方面多是給予正面的肯定，同時也意味著

S06 認為「因為 IRS 很有趣，會讓我更有

本研究的教學設計所遵循的「系統化設計

學習動機。」
（S2-06）。

原則」、「多元趣味化原則」、「修辭入

在第二階段的教學後即時評量，與第
一階段相較，第一階段達 80 分以上者，感

文原則」能有助於教師達到預期的教學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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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第二階段教學活動修正及成效表
向度

修正項目
修辭定義的發表

教材與教學

定義頁面加入圖片

定義的檢核

修正內容

實施成效

由個人發表改採小組討論 1.小組內學生都有機會發表個人意
的方式。
見。
2.各小組能較完整建構出定義。
文字輔以圖片，以更具體 1.減少學生對修辭定義不清。
的 方 式 來 呈 現 修 辭 的 作 2.提升造句及評量時的成效。
用。
在定義教學後增加即時評 1.即時掌握學生對定義瞭解狀況。
量，並進行錯誤澄清。
2.有效的針對答錯學生進行複習。

由原本設計的二節課延長 1.小組內學生有充份的時間發表個
為三節課。
人想法，互動性亦相對增加。
2.能完整且有效率的運用修辭完成
造句練習。
搶答與投票活動安排 設計明確的標誌於相對應 1.教學流程順暢，避免中斷學習。
的簡報中，來提醒教師使 2.避免錯誤操作影響課堂秩序。
用時機。
搶答活動爭議
將 個 別 搶 答 改 為 小 組 搶 1.有效建立搶答活動的公平性。
答，並增加題目數量。
2.維持課堂上和善的學習氣氛。
學生反應時間
評 量 步 驟 由 「 評 量 → 答 1.避免浪費時間進行錯誤澄清。
案」改為「評量→確認→ 2.提高答對率，強化學生自信心
3.呈現較真實的評量結果。
答案」。
答題器使用時機
規範遙控器擺放位置，及 1.減少學生分心。
限制使用時機。
2.減少因誤觸而干擾教師教學。

操作
IRS

jte
p

d

實作練習時數

針對教學互動的多元安排以提升學生的學

（二）修辭教學師生互動

在「教師透過 IRS 的教學方式能引起

學生學習興趣」的題項上，有 83%是完全
符合，其中同儕教師 A 提到「透過 IRS 設
計多元的活動，能引發學生踴躍的發言與
參與」（T-A-3）。在「教師有提供適當的
練習，以使學生能熟練學習內容」題項
中，有 83%表示完全符合，同時在「教師
能透過 IRS 設計多元的活動。」則更有
94%表示完全符合，三位同儕教師亦多次
提到透過課文查找、修辭比較、造句練
習、同儕投票互評等多元活動，足以使學
生熟悉修辭學習內容。顯示同儕教師對於

習表現是深表認同的。
而在「教師能配合教學內容對學生予

以適當的提問」與「當學生在學習上有問
題時，教師能適時給予引導」兩題項皆是
83%表示完全符合，顯示教師能進行適當
的提問，並於學生有不同想法、意見時給
予引導與澄清，同儕教師 A 提到「教師遇
到學生答案有不適當之處，皆能請學生解
釋，藉以了解學生想法，再給予詳細說明
以引導正確觀念。」（T-A-3）。而在「教
師對於學生表現會適時給予鼓勵」的題項
上則有 56%表示完全符合，在比例上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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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與同儕教師討論後認為在教學的過

引導下學生多能積極參與學習。而「學生

程中，學生所能獲得的增強回饋來自於三

對於教師的教學活動表現積極參與度」有

方面：教師、同儕、IRS，因此單就鼓勵來

78%表示學生能積極的參與教學活動，三

看，其實同儕教師們是一致認同的。

位同儕教師認為無論在個人發表或小組討

於「教師能適時透過 IRS 進行評量」

論，學生都能有積極的表現、發言，同儕

的題項上，有 94%表示完全符合，顯示教

教師 A 提到當有學生分心或答錯時，學生

師在教學過程中能適時的透過 IRS 評量學

間亦會相互提醒（T-A-3），顯示學生在課

生的學習狀況。而於「教師能透過評量結

堂學習上具有高度的學習意願與正向態

果檢視學生學習狀況」則更是全體同儕教

度。
在「學生對於透過 IRS 進行評量感到

師一致認同。

興趣」及「學生能順利使用 IRS 之答題器

機，到教學活動中的提問與回饋，及最後

進行答題」同樣有 94%認為完全符合，顯

綜合活動的評量，師生間皆具有良好的互

見同儕教師認同學生能順利的運用答題器

動性。

進行評量，同時亦感受到學生對這種評量

（三）學生學習反應

d

綜觀整體結果，從透過 IRS 引起動

方式是喜歡的。再者，同儕教師認為利用
IRS 將評量結果呈現出來，除了讓學生立
即知道自己的學習表現之外，對於自我學

jte
p

在「學生對於教師的提問能積極給予

回應」的題項上，有 61%表示完全符合，

檢視回饋表發現「大部分符合」多集中於
第二階段的類疊、譬喻與擬人修辭教學，
探究其原因在於此三種修辭相較於第一階
段的三種較為抽象，雖然學生聯想發表仍
算踴躍，但略少於前一階段，可是同儕教

習的調整亦會帶來正向幫助。
整體而言，同儕教師對於運用 IRS 於

課堂教學時，透過合適的教材設計及教師
適當的引導，學生的學習反應是正向的。
（四）教師教學效率

師仍認為學生在課堂上多能有積極的反

在「教師使用 IRS 進行修辭教學，能

應，尤其是圖片聯想，同儕教師 C 提到

有效掌握教學節奏和時間」方面，有 56%

「圖像聯想中所用的圖片很有趣，能引起

表示完全符合，同儕教師認為 IRS 帶來有

學生的情緒。」（T-C-2）。在「當老師提

趣的教學活動，容易因為學生的踴躍參與

問時，學生會認真思考」完全符合僅有

而拖延教學時間，故在第二階段增加教學

50%，參酌同儕教師看法及教學省思，其

時數後，教師也較容易分配教學時間。而

原因在於學生剛開始運用 IRS 來學習時，

在「教師能從 IRS 的評量結果中，針對學

充滿著新鮮感，故在課堂上容易因把玩答

生答錯題目進行複習或檢討」的題項則有

題器而分心，以致對於老師的提問無法給

83%表示完全符合，顯示教師確實能透過

予正確的回應，但隨著新鮮感逐漸消退，

IRS 評量結果進行錯誤澄清及複習，以確

學生的學習態度也隨之步上軌道。

保學生能獲得更有效率的學習，同儕教師

「學生對於教師教學表現出高度興趣

C 認為「教師能立即針對學生錯誤加以解

與學習意願」有 89%表示完全符合，顯示

釋 ，更有助於 學生學習」 （ T-C-2 、T-C-

透過 IRS 結合適當的教學設計，在老師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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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使用 IRS 進行修辭教學，能

學習態度，有 57%於「我覺得修辭很難，

有效達到教學目標」的題項中，同儕教師

無論我多努力都學不好」題項中表示非常

一致認為透過 IRS 進行教學，能有效達到

不同意，顯示出所有學生在看待自己對於

教學目標，同儕教師 B 表示藉由 IRS 的評

修辭學習的態度上皆是正向的。

量，能帶來好的學習氣氛，同時能將學生

故綜合來看，包括修辭學習前期望能

錯誤觀念立即修正，確實能有效達到教學

學習好每一種修辭，學習時學生認為自己

目標（T-B-2、T-B-5）。

能認真聽講，以及學習後皆體認到修辭在

綜觀本向度的觀察統計結果，顯示教

運用層面上的重要性，顯見學生均抱持正

師進行修辭教學確能有效掌握教學目標，

面的心態在看待修辭學習。

並配合 IRS 的特性，使 IRS 融入修辭教學

3. 修辭學習的效果

更具有教學效率。

針對修辭的學習效果來看，所有學生
皆同意在完成修辭學習後，能更瞭解如何

三、學生修辭學習態度與成效分析
1. 修辭學習的興趣

也反映在「能分辨出文章中的修辭，讓我

d

（一）學生修辭學習態度

去正確判斷句子中的修辭運用技巧。而這
覺得很有成就感」的題項中，有 43%的學

生表示非常同意，這意味著學生在修辭學

表示非常同意，57%的學生表示同意，顯

習過程中能透過成就感的獲得，作為持續

示學生都喜歡學習修辭。而在「在學習修

學習修辭的動力；因此，在「我覺得自己

辭時讓我覺得很有趣」中有 66%的學生表

在修辭學習的課程中表現越來越好」的題

示非常同意，同時，相對應於反向題，對

項中有 33%的學生表示非常同意，57%的

於學習修辭是否感覺無聊的部分，有 48%

學生表示同意，顯示所有學生在修辭學習

的學生表示非常不同意，33%的學生表示

上多能給予自我肯定。

jte
p

在「我喜歡學習修辭」有 43%的學生

不同意，顯示學生對於修辭學習並不覺得

在「學完修辭後，現在看文章時能更

乏味。在學習修辭時是否會精神不振或想

了解作者要表達的情感、意思」的題項

要趕快下課，則分別有 96%及 100%的學生

中，有 48%表示非常同意，顯示學生能更

表示不同意，這也呼應了本面向中正向題

進一步的欣賞修辭其情意層面的表現，這

的研究結果。由此可見，學生對於利用

也有助於學生未來在閱讀理解方面能力的

IRS 學習修辭並不排斥，且亦顯示在學習

養成。

後仍都保有相當的學習興趣。

在運用修辭技巧於實際文句寫作上，

2. 修辭學習的意向

雖僅有 15%的學生認為非常同意使用修辭

從「我覺得把修辭運用在作文中很重

技巧將短句加長是容易，省思其原因可能

要」的題項中顯示有 100%的學生同意修辭

在於實作練習中的聯想造句是小組合作完

運用對於寫作的重要性；同樣的，所有學

成，對部分學生來說卻不見得「容易」自

生亦同意學習修辭可以提升自己的閱讀能

行完成；而於「看到作文因為使用修辭而

力，甚至認為學習修辭的重要性是在於日

加分，我會非常高興」的題項則有 76%的

常生活中的應用。而學生對於自己的修辭

學生表示非常同意。顯示學生對於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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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辭技巧運用的能力上仍持予正向態度，

而就各四面向的統計分析，透過單一

而非逃避與排斥。

樣本 t 檢定與中間值 3.5 分進行比較，結果

4. 未來面對修辭的態度

顯示各面向中題項 t 值均達顯著差異（p

在「如果考試的題目加入修辭，我有
信心會答對」的題項中，有 57%的學生表
示非常同意，顯示學生在習得修辭相關知
識後，對於未來修辭應用於評量時多有信
心能答對。而在未來應用的態度方面，所
有學生皆認為未來寫作時會願意把學習過
的修辭應用於其中，由此顯示，學生在修
辭的學習上並非止於單一層面的知識習
得，而是願意更進一步的主動運用於具體
的表現之上。最後在「未來我會想要認識

顯示所有學生均有正向的學習態度。
（二）學生修辭學習成效
本研究為了瞭解教師應用 IRS 於修辭
教學後，學生在學習成效上的差異，因此
在研究過程中進行修辭學習成就測驗前後
測，由表 7 的檢定結果得知，各題型於進
行相依樣本 t 檢定後均達到顯著，整體 t=6.70，p < .05 達顯著差異，顯示教師在應用
IRS 於修辭教學後，學生的修辭學習成效

d

更多種類的修辭」的題項上，有 71%的學

< .05），分量表平均數均顯著高於 3.5，

生表示非常同意，顯見學生對於未來修辭

具有顯著的提升效果。

學習不僅不畏懼，甚而表現出其積極的企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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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心，期望能認識更多其他不同的修辭。
表7

修辭學習成就測驗前後測 t 檢定摘要表（N=21）
測驗題型

前測
平均數（標準差）

後測
平均數（標準差）

t

修辭理解

3.00（1.18）

4.57（0.98）

-5.02*

詞彙聯想

3.48（1.17）

4.29（1.31）

-2.80*

修辭比較

4.29（1.27）

4.91（0.44）

-2.91*

修辭分析

2.81（1.08）

4.00（1.14）

-4.00*

文章賞析

0.09（0.30）

0.90（0.30）

-9.22*

整體

13.76（3.30）

18.62（3.34）

-6.70*

* p < .05

常同意，而在「我覺得 IRS 可以很清楚的

四、IRS 應用於修辭教學之學生意見
分析

呈現老師上課的內容」項目上，有 57%的

（一）教材呈現

使用 IRS 來呈現教材內容是喜歡的，在第

學生表示非常同意。換句話說，學生對於

在「我喜歡老師利用 IRS 來呈現修辭

一次的學生訪談中，有學生認為有圖片又

教學內容」的題項中有 62%的學生表示非

有文字比較生動（S1-14），也有學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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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圖片比較容易聯想（S1-06、S1-15），甚

己在修辭的學習上是有所助益。

至有學生認為 IRS 很有趣，就算內容太多

在內容學習的結果呈現方面，分別有

也是很好玩的（S1-20）。而在第二次的訪

52%的學生表示非常同意 IRS 可以清楚呈

談中亦有學生提出因為 IRS 結合了圖片來

現學習結果，另外有 43%的學生表示非常

呈現，所以可以更好記住修辭的特徵（S2-

同意老師會針對答錯的題目來複習。在第

06），抑或認為可以直接透過圖片來幫助自

一次的學生訪談中，S18 提到喜歡 IRS 的

己想得更清楚，而不會作出錯誤的聯想

評量之原因在於其會顯示出評量結果，老

（S2-10）。

師就會加以解釋（S1-18）。由此可以看出

在教材呈現的形式上，100%學生一致

學生不僅認為 IRS 的應用能幫助自己學習

同意使用 IRS 來呈現教材比傳統方式好，

修辭內容，亦認為該系統能清楚呈現評量

另外，有 67%的學生表示非常同意使用

結果，進而讓教師能即時針對學生不會的

IRS 來呈現教材內容時，他們會更專心。

部份來加強複習。
就整體而言，學生認為運用 IRS 對於

現上，無論是呈現的形式或是呈現的程度

自己在修辭內容的學習上普遍覺得是有幫

都是給予肯定的，甚至認為藉此可以讓自

助的。

d

整體而言，學生對於 IRS 在教材的呈

己比傳統黑板或課本教學更專心於教材之

（三）學習興趣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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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在「我喜歡老師使用 IRS 進行修辭教

學」項目中有 76%的學生表示非常同意，

（二）內容學習

在「使用 IRS 讓我更容易學習修辭內

而在「我喜歡使用 IRS 的答題器回答問

容」的項目中，有 52%的學生表示非常同

題」中，全數學生亦都表示喜歡，在訪談

意，且在第一次的訪談中，40%學生提到

中 90%學生提出喜歡的原因在於這樣的上

因為 IRS 有趣、好玩，讓自己在學習上比

課方式非常有趣（S1-04、S1-05、S1-06、

較專心、比較容易記住修辭內容、記得也

S1-10、S1-11、S1-14、S1-15、S1-18、S1-

比較久（S1-04、S1-05、S1-14、S1-18），

20），而 50%認為透過答題器則可以方便的

同時這也呼應了「我覺得 IRS 使教學內容

回答問題（S1-03、S1-06、S1-11、S1-15、

變得更活潑、有趣」項目中有 67%的學生

S1-20）。在「我會很專心的使用 IRS 的答

表示非常同意，由此可見，學生認為 IRS

題器回答問題」及「老師使用 IRS 上課時

帶來的趣味化教學活動對於自己在修辭的

我會很專心聽講」二個項目中 100%學生都

學習上是有幫助的。

表示同意，這亦顯示出學生的喜歡不僅只

在「透過 IRS 來回答修辭問題，讓我

是表象的感受，而是真心的落實在學習的

對修辭內容的學習印象更深刻」的項目

行為上，並且在第二次的訪談中，國語文

中，有 76%的學生表示非常同意，同時在

表現較弱的學生便表示了個人的看法：S04

「我覺得老師利用 IRS 將教學內容轉換成

表示透過 IRS 來學修辭時，自己上課比較

問題讓我回答，對我在修辭學習上有幫

認真，修辭的表現有比較進步（S2-04），

助」的項目，有 62%的學生表示非常同

S11 表示自己上課變得比較認真，而且會想

意，由此顯示學生認為 IRS 的評量對於自

要回答問題（S2-11）。透過 IRS 適當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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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活動，所有的學生都同意這會讓自己更

40%學生在訪談中認為這樣的上課方式會

積極的學習，在訪談中 70%學生亦表明搶

讓 他 們 想 繼 續 學 習 （ S2-03 、 S2-10 、 S2-

答活動對自己在學習修辭上能給予幫助

14、S2-15、S2-20）。

（S1-03、S1-06、S1-11、S1-14、S1-15、
S1-18、S1-20）。

而就各面向的統計分析，透過單一樣
本 t 檢定與中間值 3.5 分進行比較，結果顯

在「使用 IRS 可以讓我回答問題時比

示各面向中題項 t 值均達顯著差異（p

較沒有壓力」項目中，有 48%表示非常同

< .05），分量表平均數均顯著高於 3.5，顯

意，而在訪談中 40%學生表示使用答題器

示學生對於應用 IRS 於修辭教學抱持正向

比較會積極、勇敢的回答（S2-03、S2-11、

看法。

S2-14、S2-20），顯示透過 IRS 進行評量，
學生比較不會有壓力。此外，在「使用
IRS 學習讓我變得更有自信」項目中，有

五、綜合討論
（一）研究準備階段：運用 IRS 進行系統性

52%的學生認為非常同意，顯示學生認為

的修辭教學
透過文獻資料，從中針對適合中年級

變得更有自信。S03、S11、S20 亦在訪談

學習的修辭進行統整分析，接著，依照難

中表示因為有趣、好用，所以讓自己在回

易程度加以區分、排序，再展開教學設

答問題上比較有自信（S2-03、S2-11、S2-

計，教學應由最簡單到最複雜，由具體到

20）。教學者（即研究者）在檢視各種修辭

抽象，最後配合難易程度進行評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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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進行修辭教學時，運用 IRS 可以讓自己

教學後的評量結果發現，總分 110 分的評

量中，過去在國語文方面表現較弱者，例

（二）研究實施階段：針對教學歷程遭遇之
困難適時適當的修正

如 S04、S05、S11、S19 等平均得分都有

80 分以上，而這樣的學習表現亦自然而然
反應在其對於自己透過 IRS 學習修辭的自
信心上。

而 100%學生認為即時呈現評量結果可

以讓自己更清楚學習後的表現，在第二次
的訪談中 S06、S14 和 S20 便認為在運用
IRS 進行評量後，當答錯時，可以讓自己
知道錯在哪裡，然後就可以問同學或老師
（S2-06、S2-14、S2-20）。
而在「我會期待下一節課再使用 IRS
來學習修辭」與「其他科目如果也能使用
IRS 來 進 行 教 學 ， 我 覺 得 會 更 棒 」 項 目
中，都各有 86%的學生表示非常同意，顯
示所有學生都期望未來能繼續使用 IRS 來

本研究共進行二階段的循環教學，並

於第一階段教學中透過教學觀察、自我省
思、同儕教師回饋及學生訪談，針對教學
歷程遭遇之困難進行修正，以為第二階段
教學之遵循依據。修正內容包括 1.運用圖

片，強化學生的記憶連結；2.配合學生學習
表現，適時增加檢核機制；3.善用小組討
論，彌補學生的程度落差；4.彈性調整時
數，提供充足的練習機會；5.系統功能多
元，教師應清楚掌握；6.競賽活動引爭議，
教師應妥善處理；7.規範使用時機，維持教
學品質；8.提供充裕反應時間，避免影響評
量結果。
（三）研究結果階段：透過 IRS 學習修辭可

學習，甚至擴展至其他科目會更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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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各量化和質性資料，IRS 應用於

學生學習更具效率與成效。此外，資訊科

修辭教學在學生的學習態度與成效有顯著

技雖然有助於教學實施，但往往會因為師

效果。這與 Mula 和 Kavanagh（2009）、

生操作不當或不熟悉而影響教學活動，所

Gok（2011）的研究結果相似。

以教師需多加演練；而使用競爭類型的遊

（四）學生對教師透過 IRS 進行修辭教學的
看法
學生對於 IRS 融入修辭教學，均給予
高度肯定與正向態度。學生認為 IRS 是有
趣的，而透過其來學習可以讓自己更專心
於課堂教學內容，如同林凱胤（2014）、
Hay（2012）和 Gok（2011）在研究中提到

戲則容易造成學生間的衝突，此時教師必
須適時適當加以調整，如將個別搶答改為
小組搶答，或增加題目數量等方式來改
善。而即時反饋系統帶來的新鮮感亦會造
成學生分心，故教師同樣必須針對應用規
範向學生進行約束，以避免影響教學。
（三）應用 IRS 於修辭教學能培養學生正向

IRS 的使用能提升學生的專注力。而在師

修辭學習態度
根據各量化與質性資料分析，顯示應

習 表 現 亦 更 加 有 自 信 ， 這 與 Kaiser 、

用 IRS 於修辭教學，學生對於修辭的學習

Wisniewski （ 2012 ）、 陳 家 慧 和 譚 寧 君

不再排斥、被動，同時透過適當的教學活

（2008）於研究中發現將 IRS 融入教學時

動設計，學生更能瞭解修辭學習與運用的

能有效提升學生的自信心一致。

重要性，進而對於未來面對修辭學習能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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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互動上也較無壓力，同時對於個人的學

持主動、積極的態度。

伍、結論與建議

（四）應用 IRS 於修辭教學能有效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一、結論

透過修辭學習成就測驗所得結果，其

（一）應用 IRS 於國小三年級修辭教學可行

前、後測經 t-test 檢定達到顯著，顯示學生
對於應用 IRS 進行修辭學習後，在修辭的

的實施步驟

經過文獻探討與分析，及為期二個月

學習成就表現上具有顯著提昇的效果。此

的教學歷程，認為透過以下步驟進行修辭

外，就 IRS 本身的優勢來看，其不但可縮

教學準備與實施，教師較能明確掌握教學

短師生的問答時間，更能即時反映全體學

成效：1.選擇適合學生學習的修辭；2.進行

生的學習結果，並根據評量結果的統計進

系統化的教學設計；3.結合 IRS 多元化功

行錯誤澄清，使修辭教學更顯具效率，進

能；4.實施課程；5.應用 IRS 進行評量；6.

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修正教學；7.分析教學成效。

（五）學生對於應用 IRS 修辭教抱持正向看法

（二）適時適當修正應用 IRS 進行修辭教學

根據資料分析發現，學生對於應用
IRS 進行修辭教學的學習經驗皆給予高度

面臨之困難
本研究透過計畫、教學、省思、修

的肯定，其包括：1.讓自己更樂於學習修

正、再教學的歷程，能將實際遭遇的教學

辭；2.即提高專注力；3.讓自己更有信心；

問題適時適當的加以解決，使教師教學與

4.提升未來修辭學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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