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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根據語文學習與教學原理，嘗試針對中文成語之教學應用，研發網
路化成語教學系統，並嘗試針對教師進行可使用性評估研究。該系統內容包括
成語教學與學習兩大功能，在教學應用方面，教師可在線上編輯成語教學素材，
包括成語基本資料、解釋、典故、活用、舉一反三、練習題製作、指定閱讀與
指派作業等；至於學習應用方面，學生可查詢成語，並根據教師指派作業進行
線上成語學習活動並累積學習歷程。本研究除了以本系統開發為例提供科技融
入中文成語教學一新的發展方向，更實際進行使用者評估之可使用性研究，結
果發現受試教師對系統各功能皆有正面評價，並願意在未來嘗試融入教學應
用。本研究進而提出網路化成語教學與學習系統之未來研發建置與應用模式，
希望提供相關網路成語或華語文教學系統研發、教學應用實務及研究等之參考。
關鍵詞：成語教學、教學資源、資訊融入教學、華語教育

壹、前言
近年來教育環境中陸續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與學習理論，建議在教學的過程中，
教師必須注意學生認知改變與學習如何學習(learning how to learn)的歷程，並應重視學生須主
動參與互動，方能有效建構有意義的學習。這些概念在語文教學與學習亦相當重要，尤其在
閱讀與寫作這類基礎重點能力的學習中，教學者如何讓學習者可以發展自我學習策略，並能
與閱讀素材及讀者或評量者互動，都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中文成語一直是華語文教學與學習的核心主題，成語的使用有助於高層次的語文認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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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和應用，無論在中文閱讀與寫作各方面都是重要的基礎訓練。過去學校教育中在教授成語
時， 教師多半要 求學生直接 背誦成語字 典，評量也 往往流於線 性的回憶 (recall)或再 認
(recognition)反應，導致學習成效不彰，尤其不會實際應用，學生無論在語言溝通或寫作中都
無法適當使用成語來有效呈現思考或表徵心智模式，再加上近年來學校教育中對成語教學課
程的縮減，使得學生在華語文學習表現更加低落。
另一方面，在過去約十年當中，無論國內外教育工作者皆積極導入電腦網路科技於教學
活動中，並研究其對教學成效與學習促進的影響。國內各級學校近幾年來在校園網路基礎建
設與各類資訊設備建置都投入許多努力，尤其中小學更強調由電腦教室人人一機，以至班班
有電腦等，加上資訊融入各科教學的趨勢，教師們多會利用資訊科技來提昇自己的教學，並
幫助學生有效學習 (岳修平、林一鵬、蕭芝殷，2001)。此外，教育科技(educational technology)
領域專家與研究學者更不斷推廣利用系統化設計理念，來研發各式教學媒體(instructional
media)與學習科技(learning technology)，希望藉由科技的優勢加上良好的設計，建構互動的科
技學習環境，以支援學習者認知與學習策略發展，促進有意義的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
並提昇教學與學習成效。
在資訊科技已廣泛融入教學與學習的教育環境下，加上華語文學習的重要性日增，本研
究即根據上述理念，研發一套「網路化成語教學系統」
，內容包括教學與學習使用兩大功能，
希望利用資訊科技的融入來促進中文成語的教學成效；同時以線上成語學習區為例，透過讓
目標使用者：
「中小學教師」先行試用系統，並蒐集其對系統評估資料，瞭解此系統在輔助教
學之可使用性(usability)，作為改善系統與未來應用之參考。以下首先將探討傳統學習理論派
典(paradigm)之演變，介紹語文教學的相關研究，包括華語文閱讀與寫作學習的問題，以及成
語教學對於華語文學習的重要性，進而討論應用學習科技輔助語文學習的相關研究。之後則
將介紹本研究如何研發此線上成語教學系統，以及評估研究之方法與結果討論及建議。

貳、語文學習與科技應用
早期學習理論派典以行為主義學派(behaviorism)發展取向為主，藉由觀察行為來了解、分
析學習歷程。行為主義學者相信教學是一種知識的傳遞，而學習則是知識的接收，因此學生
的學習過程僅是反映老師的教學內容；因而認為教學應由教學者主導、控制整個教學流程，
並且強調學習行為的塑造與增強策略的運用(Jonassen, Peck & Wilson, 1999)可幫助達成教學
與學習目標。而傳統語文教學便是採用這樣的教學觀進行，由教師授課、傳遞知識，學生則
藉由不斷練習、背誦，模仿新的學習內容，一步步由拼音教學、識字、寫字、閱讀、分析乃
至寫作技能的訓練，而評量方式則以回憶、再認等類型之總結性評量為主，因此往往忽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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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高階語文學習與認知應用能力的培養。
自 1950 年末，心理學家再度著重於運用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的角度來解釋
學習，探討學習者的內在心智歷程(Gagné, 1975)，並結合心理學、語言學及資訊科學發展訊
息處理理論模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來解釋人類訊息處理的歷程，包括：接受器、
工作記憶、長期記憶及反應器等，個別代表訊息處理過程中的不同功能(Gagne, Yekovich, &
Yekovich, 1993/1998 (岳修平譯))。有別於行為主義偏向線性而簡化的看法，認知學派強調教
學者在教學時，應注意學習者動機與社會環境背景的互動，並藉由讓學習者學會將先備知識
與新的學習內容做有意義之聯結，產生學習遷移(transfer)及類化(generalization)等之進階認知
學習(Gagné, 1975)。
認知心理學的觀點對於語文教學設計與教學方法等方面有很大的影響，但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的學者則進一步主張知識是由學習者主動建構而來，並非透過外界傳遞而獲得
(Jonassen, Peck & Wilson, 1999)；因此在教學上應反映建構主義多面向的觀點，提供適當的工
具和環境來輔助學習者解釋世界的多元面向，進而創造出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基於建構主義
的教學觀，教師與學生皆被視為教學資源，建構主義學者認為教學的內容應由師生共同決定，
學習者自己將透過外在情境、教學內容主動建構出意義。他們並主張在語文學習方面應採多
元評量的形式，並重視學習過程的評量(De Carlo, 1995)，藉以連結學習者與學習環境互動，
以及真實性(authentic)評量等之活動設計。
語文能力是其他學科發展的基礎(鄭博真，1993；朱孝利，2000；鍾添騰，2002)，其中閱
讀更是所有語文能力的核心(陳弘昌, 1999)。觀察過去台灣在傳統華語文閱讀教學方法通常較
偏重教導閱讀的內容(趙景瑞, 2002)，由教師講解閱讀素材的意義；而中國大陸華語閱讀教學
亦然（Wu, Li, & Anderson, 1999)，大多是透過教師示範來學習單字，並藉由朗讀、逐句分析、
講解等進行教學。另一方面，傳統的寫作教學與閱讀教學類似，教師通常運用講述法，主導
由題目選擇、文體結構、範本提供、講解、比較、到最後的評分之教學過程。在傳統閱讀與
寫作教學方法的作用下，這樣的閱讀教學使學生停留在知識、理解的認知層次，無法運用於
真實情境中，也無法應用於寫作中，影響寫作能力的發展。另外，陳江松(1994)也提到生活經
驗的不足，會使學生缺乏寫作素材，造成作文內容貧乏，也可能因此降低學生學習的動機與
興趣。
而語文教學受到教學及學習派典發展的影響，近年來其教學的方式逐漸改變，閱讀與寫
作兩者的整合受到研究者重視。由於兩者關係緊密，具有相似的思考歷程，且閱讀能力高的
學習者可迅速增加閱讀及生活經驗，能將經驗融入寫作素材中提高寫作能力(Juel, 1988)。而
這樣的整合教學接近真實經驗，閱讀與寫作於真實情境下即為一個連貫的學習過程(Gavelek,
Raphael, Biondo, & Wang, 2000)，可反應主動的知識建構。
當前資訊科技已廣為融入語文教學的環境下(Kamil, Intrator & Kim, 2000; Russell & Plati,

岳修平 王雅文 鄧雅婷 林維真 王友俊

130

（一）電子書(electronic books / talking books)，
2002)，分析其在閱讀的應用包括三種主要型式：
為運用最廣的型式，學習者透過超文本的形式，加入說故事的功能，透過動畫、圖片來降低
學習理解歷程中解碼的困難，從中獲得促進閱讀理解或回憶的輔助，且可由學習者單獨學習，
不需要有教師在旁教授(Leu, 2000; Wepner, Valmont, & Thurlow, 2000)。
（二）冒險學習(learning
adventures)，即學習者透過一連串的挑戰來學習單字及閱讀，而此方式常有一個主要角色能與
學習者說話，並藉由主要角色的輔助來完成整個冒險歷程。
（三）練習（practice），著重閱讀
理解與評量並強調學習技能的提升，內容包括閱讀素材、回答問題、及參與與閱讀文章相關
的活動，最後藉由管理系統來觀察學習者的進步(Wepner et al., 2000)。這三種形式中，前兩者
皆是運用電腦輔助教學系統(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 CAI)的方式來建構，而最後一種可以由
CAI 或網路形式來達成。而近年來因為資訊網路的發達，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利用網路來建
構語文教學的整合學習系統(integrated learning system, ILS)；於中學習者可運用網路來獲取線
上資源，進行線上學習及溝通，不論對學生、教師或管理者都對這樣的整合學習系統有正向
的評價(Leu, 2000)。
如前所述，成語的使用有助於高層次的語文認知學習，提高學習者對修辭的理解、寫作
技巧及提升語文能力。黃福鎮(2001)認為成語的教學方式應針對教學對象而有所不同，如國小
學童屬於成語教學的啟蒙階段，可利用說故事的方式讓學生自然地學習成語，中學之後則可
進一步針對成語的要素及修辭進行教學。而教學的內容應包含六個基本要素：釋義、出處、
用法及褒貶、相似/相反成語、例句、辨析/ 辨正等。然而一般的成語辭典、相關書籍、網站、
軟體，在整理成語學習內容主要偏重於對成語本身字詞、典故與意義的說明，大部份的情況
都只能顧及某種程度學習者的認知能力與需求，所提供的例句常與現實脫節，讓學生覺得成
語只是理解字句，很難運用於生活中。而部份成語學習網站或互動式電腦軟體所提供的練習
或遊戲，也多屬於低層次認知學習，而且不易符合學校教師教學的使用需求。因此，本研究
嘗試建置一個可以輔助教師教學並促進學生學習成語的工具，提供教師和學生有關成語學習
的多元資料，透過方便的機制和友善的介面，讓教師可透過本系統設計符合其課堂需求的成
語教學素材，學生也能對成語有較多元且生活化的認識，增加學生在閱讀和寫作活動中應用
成語的動機與能力。

參、成語教學與學習系統設計與發展
一、 設計理念
根據文獻探討與結果，本研究採用系統發展法，研發建構一個「網路化成語教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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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整合閱讀與寫作教學，透過學習成語來促進提升學習者閱讀與寫作能力。本研究特別以
前述成語教學原則，針對中小學設計成語教學素材，擴展成語學習的多樣化與深度，希望能
激勵閱讀與寫作活動中應用成語的動機與能力。在系統設計理念方面，以建構式網路學習環
境設計為基礎，規劃提供成語教學可應用之多元及接近真實情境的資源，同時透過多媒體的
聲音、動畫及圖片等設計來降低學習歷程當中譯碼、解碼的困難，且提供大量練習素材活動
來強化學習，促進學習者能有效運用成語於寫作過程。而此類學習與教學資源設計包括可彈
性查詢之線上成語詞典以及提供教師進行成語教學參考使用之線上成語教學素材庫。此外，
利用系統整合學習過程中記錄所有線上學習活動，藉此讓學生累積學習過程並將其整理成自
己的成語學習檔案，讓老師也能了解學生學習的歷程，並在教學互動過程中給予回饋指導。

二、 功能發展
根據上述設計理念，本系統的功能發展可分為三個部份：「線上成語辭典」：包括查詢與
瀏覽；「線上成語教學素材庫」：包括編輯與管理；以及「使用者學習行為與歷程記錄」等。
以下分別詳述之。
(一) 線上成語辭典
學生與老師都可利用此部份的功能，在查詢成語時依照成語所包含的字詞（可包含一個
字以上，並且不限定該字詞於成語中所在位置）
、成語首字的筆畫數目或部首來查詢；也可依
適用類別進行查詢，依照成語活用在系統中已有的分類來查詢，例如：適用於歷史、風景、
建築等不同的類別；或依指定閱讀查詢，查詢老師指定閱讀的成語，可以看到該成語被指定
完成閱讀的期限及班上學生的總閱覽次數。
於瀏覽成語方面，依查詢結果列出符合查詢條件的成語，使用者可自由點選成語的名稱
進入瀏覽該成語的詳細內容。每個成語提供的學習內容分為：封面、解釋、典故及成語故事、
活用、舉一反三、牛刀小試六個部份，並可點選播放聲音的圖示聽發音。以下分別說明各部
份學習內容。
1.封面：
呈現該成語相關的圖畫、照片、漫畫或其它多媒體資料，透過圖像所描繪的意義或具體
的景象，幫助學習者理解與記憶，並與其在實際生活應用的情境做連結。
2.解釋：
提供該成語的字詞義之解釋和整句成語的白話翻譯。
3.典故及成語故事：
提供該成語典故的出處、原文或原句，以及有關其典故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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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用：
針對該成語不同的用法提供例句、該成語在閱讀或寫作上主要適用的類別、提醒學習者
和此成語相似的成語，在用法上的差異，以及應當注意的錯別字（過去學生常犯的）
，讓學習
者明確了解一句成語在不同情境下的意義與適當的應用方式。
5.舉一反三：
提供該成語的相似詞或相反詞，如果該相似相反詞包含在本系統內，則可透過超連結的
方式作進一步閱讀。
6.牛刀小試：
包含本系統中所包含與該成語相關之練習題，教師可選擇性指派給學生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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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功能與介面設計圖
(二) 線上成語教學素材庫
此部份使用者限定為教師使用，學生無法進入。教師除了可直接查詢使用本系統已建置
的成語資源外，還可透過線上修改內容與顯示設定或上傳多媒體檔案資料的方式，自行編輯
管理班級的成語辭典，並作為個人成語教學素材的資源。本素材庫內容主要分為：管理班級
成語辭典功能之呈現，可自由選擇功能或提供之資源是否要呈現；指派學生閱讀成語及完成
練習題的期限；編輯成語辭典的相關內容，同時也可建立自己的成語練習題之題庫。
(三) 使用者學習行為與歷程記錄
此部份使用者亦限定為教師，藉由系統的記錄，教師能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並做為評
量及修正教學之參考。記錄內容包括：學生瀏覽、查詢，筆記本、故事書的使用記錄，包括
瀏覽日期、次數、已經完成的練習題、班級學生瀏覽成語路徑、練習題評量結果等；另外也
提供教師方面如記錄教師編輯成語與閱讀活動情況，例如：最近編輯日期、總編輯次數、是
否指派給學生閱讀等。再加上學生在系統中累積的學習成果，此多元的的學習面向可幫助教
師對學生學習進展與成果之理解，也可作為評量之參考。

三、 系統規劃與成果
本網路化中文成語學習系統架構包括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及資料庫伺服器（Database
Server）；使用者端分為教師及學生兩種權限，包含十個功能區，其中成語查詢區、成語瀏覽
區及行為記錄區為兩類使用者共有之功能，學生使用者另有包括成語筆記本編輯區、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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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區、故事書編輯區、故事書瀏覽區，而教師則另有成語素材管理區、系統管理區。系統
資料庫設計分為成語、教師、以及學生三個資料庫。目前完成教師功能區之開發，而資料庫
已收納包括多達一千四百筆成語基本資料，以及典故 1,168 筆、用法例句 1,442 筆、相似相反
詞 2,744 筆、練習題 890 筆、文字圖片 1,400 筆、隱喻圖片 300 筆、聲音 20 筆。

肆、系統可使用性評估研究
一、 研究設計與方法
為瞭解系統設計與功能是否符合教師教學，本研究以可使用性之測試研究(usability
study)，針對所開發之網路化中文成語學習系統中的教學功能進行使用滿意度評估。研究邀請
中小學教師至電腦室統一施測，先讓受試者學習使用網路化中文成語學習系統，並進行評估。
可使用性測試量表為研究者自行發展之雙向語意量表，以零到九分之尺度計分。而評估項目
包括封面與多媒體、成語解釋、成語典故、成語用法、成語例句、成語適用類別成語相似與
相反詞、成語練習素材與成語故事等，每個項目都請教師受試者針對其學生可能瞭解成語內
容、對自己在準備或實行教學活動、以及該設計對學生未來學習成語等的幫助程度和價值兩
個題項分別進行評估。

二、 結果分析
本研究最後參與研究對象為 35 位中小學教師，其中男性為 11 位，女性 24 位，平均年齡
28.3 歲，使用網路經驗平均為 7.37 年，平均上網時數是 2.36 小時，而自評電腦能力為中等以
上程度（ 4.09 分，六分量表）
，且絕大部分教師平常便會使用教學光碟或軟體（69%）
、教學
網站（67%）等來幫助教學。經可使用性評估施測，結果發現教師對於系統查詢功能之評價
由高而低依次為成語字詞、成語相似相反詞、成語第一個字的筆畫、成語第一個字的部首成
語、依成語分類查詢。在喜好程度方面，最高為成語相似相反詞，其次為成語字詞、成語第
一個字的筆畫、成語第一個字的部首成語、依成語分類查詢。教師更建議可將查詢功能融入
學生成語故事中，以作為未來學生寫作成語之輔助。另一方面，在瀏覽功能方面，受試教師
認為本系統可對學生瞭解成語內容的價值與幫助程度前五項依次為成語故事、成語例句、成
語練習素材、成語封面與多媒體、與成語用法。在對教師準備或實行教學活動之應用價值與
幫助程度前五項依次為成語故事、成語練習素材、成語例句、成語封面與多媒體、與成語典
故。而針對本系統對於幫助學生學習成語的意義與適當性方面，前五項依次為成語故事、成
語練習素材、成語封面與多媒體、成語例句、與成語用法（參見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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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發現，受試教師對各項功能對於學生學習、自己教學或整體成語學習的助
益程度評估皆為正向肯定，且評分具有一致性。唯一得分較低項目為成語適用類別，推測原
因為該項目的應用需較高之認知程度，對中小學的成語學習稍嫌進階，因此直接效益評估較
低。而教師在三個面向的評估，其排名次序有些差異，證明本系統對於不同使用者及成語教
學與學習之助益各有其彈性與適用性，符合建構論之主張。此外，教師也提出相關建議，如
肯定系統中的多媒體設計符合學生喜歡動畫、影音與豐富色彩的學習型態。而受試教師包含
中小學教師，他們也反應小學生與中學生的學習能力和需求有所差異，但因本系統提供教師
自行編輯與累積成語教學素材的設計與功能，可以幫助他們針對不同學習程度之學習者設計
適合的教學材料與活動。同時有超過九成的受試教師表示未來願意實際使用本系統，有機會
也會將此系統推薦給其他教師使用。
表 1 網路化中文成語學習系統各功能可使用性評估結果
助益程度
功能

學生理解
平均數

標準差

準備與進行教學
平均數

標準差

成語學習
平均數

標準差

封面與多媒體

15.14

2.64

14.77

3.57

15.26

2.68

成語解釋

14.09

2.50

13.69

3.23

14.14

3.01

成語典故

14.71

2.87

14.77

2.88

14.97

2.68

成語用法

15.09

2.38

14.26

3.13

14.86

2.53

成語例句

15.47

2.21

14.88

2.36

15.09

2.42

成語適用類別

12.83

3.90

12.44

3.67

12.43

4.26

成語相似與相反詞

14.91

2.94

14.57

3.03

14.77

3.06

成語練習素材

15.39

2.00

15.33

2.39

15.42

1.77

成語故事

16.14

1.67

16.20

1.61

15.97

1.74

伍、結語
本研究所發展之「網路化中文成語教學系統」
，是以線上成語教學來促進華語文閱讀與寫
作能力，藉由學習科技整合學生成語學習、閱讀與寫作學習歷程，提供學習者豐富的情境，
由基礎的成語辭典檢索、語意理解到運用成語寫成自己的故事，學習者在探索歷程中，不但
能夠獲得與該成語相關之敘述性知識，也能夠產生程序性知識，充分與其語文學習相互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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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運用。評估現有一般的成語教學網站，多半分別呈現成語詞義、例句與故事，但少有類
似本系統採用整合學習設計理念，並可由教師自行編輯管理形成個人教學資源庫並可分享的
概念，因此本研究之系統研發乃屬創新設計。
由於本研究所開發系統仍屬雛形（prototype）開發，未來仍有偏向學生學習應用之學生
功能區（如成語筆記本與成語故事書等模組）待開發，因此本研究乃針對教師使用者先行研
究，經由針對此線上成語教學系統之雛形之研究開發，並實際進行系統功能之可使用性評估。
此創新教學設計之評估研究結果獲得受試教師之正向肯定，除了可幫助系統後續之研發外，
也希望本研究成果能對未來設計成語教學以及相關網路語文學習環境提供一個參考模式，並
指出科技融入中文成語教學新的發展方向。建議未來若能建立社群完成更豐富之內容建置，
將可有助華語文教學之成效，而本研究也將持續系統研發與進行後續教學與學習應用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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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develop a web-based Chinese idiom instructional
system based on theori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and to investigate its
effectiveness in teaching application via a usability study. The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include
online editing of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such as basic information, explanation, origins,
applications, use in context, practice, reading and assignment, and online learning as well as
documenting learning process with online portfolios. Results of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eachers’ acceptance of this system and confirmed its helpfulness of promot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teachers’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struction, as well as Chinese
idiom learning. This pilot study provides experience of an innovative Chinese idiom system
design and users’ feedbacks that would contribute to future system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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