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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北縣新莊地區從多元智能理論探討教師國語文教學之

初探研究，其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二，分別為(ㄧ) 探究多元智能對教師國

語文教學理念的影響。 (二)瞭解教師在國語文聽、說、讀、寫作領域

中，運用不同多元智能統合教學活動之彙整，以提供教師進行國語文教

學之參考。 研究的方法以訪談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並以臺北縣新莊地區

國小有經驗五年以上教學經驗之國語文教師為研究對象，共計訪談二十

位國小教師，並進行資料分析。依據上述研究目的與方法，本研究獲得

以下結果： 一、探究多元智能對教師國語文教學理念的影響。 內文中整

理多元智能對教師國語文教學理念的影響。從多元智能觀點來看國語文



領域的教學，如果增進學童學習國語文之能力，另外針對教師教學理念

的看法，敘述受訪教師的訪談內容，然後再將內容分析敘述。 二、訪談

結果歸納出多元智能統合教學於國語文能力的培養 教師運用多元智能統

合教學融入國語文能力的培養，將八大智能教學方法在國語文教學的應

用，分類彙整出多元的教學方式以供不同智能的教學者參考。在國語文

能力聽、說、讀及寫作的學習，能夠統合多元智能的教學，其教學更具

多元豐富且生動有趣。亦即能同時兼顧到國語文學習的多面向的，更能

提供整體的、完整的學習。 三、統合多元智能於國語文領域之教學方法

異同處 教師在進行國語文教學時，所運用之教學方式每個人都會同時有

些相同點或差異性，歸納訪談內容資料中的發現，以條列呈現方式說明

呈現。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分別針對教師研究提出具體的建議，以供

相關教學實務與後續研究之參考。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is for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 Taipei County area 

teachers integrate the use of teaching in elementary Chinese language fields of 

study, the main study was twofold, namely I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how to 

strengthen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way.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reas, multi-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using different teaching activities compiled to provid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eaching in Taiwan. Research methods to interview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to interview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in Taipei 

County area, that experienced more than five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study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 total of 20 interview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nd data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mentioned purpose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obtain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Explore 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 Text in the 

order of teachers of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of concept of teacher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Chinese language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and another for teachers on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view of the teachers surveyed described the interview, and then describes the 

content analysis. 2. Interview results are as intelligent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bility in Teachers integrate the use of multi-

dimensional intelligent into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bility, teaching methods 

will be eight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country, classified 

and 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 teaching methods for teaching different makers.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the country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o 

learn, able to integrate multi-dimensional intelligent teaching, their teaching is 

more diverse and rich and interesting. That is able to balance the more country-

orient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can provide more holistic, integrated learning. 3. 

Integr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lligent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Service The teacher when carries on 

various school year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by the use of teaching everyone 

and some of the similarities or differences, summarized the interview data 

discovery, presentation of instructions to be rendered out.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made for teachers of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elevant 

teaching practice and follow-up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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