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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比較「遊戲式（Gamimg）電腦輔助學習」和「練習式

(Drill and Practice) 電腦輔助學習」對中年級及高年級學童美語課程學習

成效之差異，以及學生對於「遊戲式（Gamimg）電腦輔助學習」和「練

習式(Drill and Practice) 電腦輔助學習」兩種不同的 CAL 模式學習美語的

觀點與接受度。希望研究結論有助於各種教學法應用在電腦輔助學習理

論的建立。 研究樣本從北縣泰山國小三年級及六年級學童中，各隨機選

出四個班級的學生為研究取樣之對象，並依學前測驗成績將樣本分為

低、中、高三組。 課程是採用美國 Syracuse Language System Co.所製作

的 Kids English 美語學習光碟中，第三單元「Foods Bingo」及



「Transportation」兩個主題的語彙學習為內容進行實驗。 研究結果顯

示，本研究 CAL 學習模式為有效的學習法，遊戲式 CAL 模式的學習成

效優於練習式 CAL 模式，且不同學前能力的樣本，兩種 CAL 模式皆有

其效用，樣本皆可獲得明顯的學習成效。 在學習態度方面，樣本比較喜

歡遊戲式 CAL 的學習模式，主觀認為遊戲式 CAL 模式的學習成效會比

練習式好，喜歡透過電腦輔助學習的方式來學習更多的美語課程且對全

電腦化的美語學習環境接受度很高。不過，不同年齡樣本在上述的學習

態度方面並沒有顯著不同。  

摘要

(英) 

The majors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compare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the 

two CAI mode, Drill and Practice and educational game； and to examine the 

subjects’attitudes toward the using of CAI software to learn English at 

elementary schools.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113 3rd grade students and 127 

sixth grade students. The software contents were Food Bingo and Transportation 

developed by Syracuse Language System Co. which present 6 words for users to 

master in each software. Food Bingo is an educational game while Transportation 

use “Drill and Practice”as learning strateg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post-

test scores was found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game group and the Drill and 

Practice group. Subjects in the educational game group had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s on the post-test than subjects in the Drill and Practice group. It was also 

found that subjects’ post-test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re-test 

scores either in the educational group or in the Drill and Practice group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AL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vocabulary. Subjests also reveale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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