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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以往的多元智能理論多著重在學生身上，本研究企圖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教師可以如何應用多元智能於教學上。在本研究中，擬以教師的教學方

法為主軸，並透過 Howard Gardner 的多元智能理論作為分類的依據，研

究者在與個別教師進行深度訪談後，整理歸納高、低年級多元智能的教

學方法。期待本文能使現場教師思索如何善用自己的智能，達到截長補



短、以強補弱的教學。另外第一線教學的老師在教導國語和數學時，因

為個人智能的不同而產生出的教學方法，其間之關係亦是本研究另一個

欲研究的目標。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是採訪談的方式進行，受訪人數為十

二名現階段臺北縣國小教師，五位為低年級教師，七位為高年級教師；

另外針對教師多元智能的落點，採多元智能檢核表及多元智能開放式問

卷進行調查，施測人數十二名。研究結果如下： 一、強勢智能和教學方

法之相關 研究者以多元智能檢核表和多元智能開放式問卷深入瞭解受訪

教師其個別強勢智能的落點，並對照其教學方法後，發現教師本身的強

勢智能會影響教學方法的實施，但強勢智能影響教學方法的形式有多種

的型態，如：單一強勢智能融入教學方法、所有強勢智能融入教學方

法、多種強勢智能中僅有二到三個智能融入教學方法中、或強勢智能不

一定會表現在教學方法中，而展現在日常的師生相處。研究者也發現由

於每個人的強勢智能分佈狀況不同，且使用多元智能的方式也不同，因

此促成每個人的教學方法自成一脈。 二、語文科的多元智能教學方法 研

究者訪談到六種多元智能，分別是語文智能、數學邏輯智能、空間智

能、肢體動覺智能、人際智能和內省智能（各種詳細的教學方法內容請

見內文）。 研究者發現在語文科的教學方法中，採用的大多是語文智能

教學方法，有關於數學邏輯智能的教學方法相對的較少，但語文科的教

學過程中也結合了許多不同智能的教學方法，表示多元智能確實可融入

在語文教學中，讓教學更生動、活潑。 三、數學科的多元智能教學方法 

研究者訪只訪談到六種多元智能，分別是語文智能、數學邏輯智能、空

間智能、肢體動覺智能、人際智能和內省智能（各種詳細的教學方法內

容請見內文）。 研究者發現在數學科的教學中，有關數學邏輯智能的教

學方法相對的增多，但語文智能的教學方法則相對的減少許多，因此研

究者推想是否數學邏輯智能和語文智能兩者本身在教學上較難以互補的

方式協助教學。不過由上述所綜合的各種智能的教學方法，研究者發現

其他智能的教學方法仍是能以各種形式融入一般教學中，因此教師仍可

依此尋求較為適合的教學方法加入各科的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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