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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利用多元智力理論，規劃兼顧學生個別差異與學習需求之通識教育課程教

材教法，期盼藉由多元教學管道設計，提供學生關於通識教育課程的認知概念與情意態

度，進而幫助學生反省思考自身與社會環境、自然世界之間的關係。本文以「科技與生

活」這門通識教育課程中的「能源與生活」單元為例，依多元智力理論進行課程規劃，

包括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教材內容、教學評量以及教學流程說明。研究對象為修習該

門課程之大學生共 60 位。研究工具為朝陽科技大學設計之教學評鑑表與研究者自編之學

習單。研究結果發現，90﹪以上之學生對於教學目標、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均持正向的

看法。90﹪以上的學生皆能接受本研究之多元智力課程設計，並能在學習後，對相關議

題建立基本概念，且認為自己在此課程中受益良多。依此可知，結合多元智力理論之教

學方法與評量方式，確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啟發學生對於「能源與生活」相

關議題的反省思考，激發學生主動探索與關心相關議題的科技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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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84 年 9 月開始，臺灣各大學校院全面推動通識教育，迄今已有 20 年，當前台

灣約 150 餘所大學校院，均已普遍設立協調推動通識教育的行政單位或教學單位，通識

教育在大學校院中的普及化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通識教育課程的深度與教學方法，

卻是一直備受質疑的問題（黃俊傑，2001）。換言之，「如何進行有效教學以深化通識教

育課程內容」，實為當前通識教育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本文將透過多元智力理論

（Multiple intelligences）的論述，分析多元智力理論的特質，並藉由多元智力理論

融入通識課程之教學實例，說明多元智力理論在通識課程中的應用規劃，期能作為教師

規劃通識課程之教材教法的參考依據。 

壹、多元智力理論與教學 

一、多元智力理論簡介 

Howard Gardner（1983）在《Frames of Mind》一書中提出對人類智力（intelligence）

的看法。Gardner 認為，人類智力必須包含解決問題的技巧，使個體得以解決所遭遇到

的問題或困難，並能在適當的時機創造有效的成果，尋找或創造問題的潛能亦包括在人

類智力之中，以此方能作為人類獲得新知識的基礎（Gardner,1983）。換言之，Gardner

所界定的智力是一種問題解決或生產的能力，且必須是受到一種或多種文化環境的重

視。Gardner 在心理學與神經生物學的研究基礎之下，嘗試提出關於智力的判準，藉以

找出符合生物和心理規範的智力，進而將人類智力分為七種：語文智力（linguistic 

intelligence）、邏輯—數學智力（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空間智力

（spatial intelligence）、音樂智力（musical intelligence）、肢體—運作智力

（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人際智力（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內

省智力（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並強調每個人在這些智力的表現上均會有所差

異，個體會以不同的方式結合和運用這些智力，以完成不同的工作、解決不同的問題，

而能在不同的領域發展，此為 Gardner 的多元智力理論（Gardner,1983,1993a）。近來，

Gardner 又從許多研究與分析中提出了第八種智力「自然觀察者智力」（naturalist 

intelligence），提出演化論之著名學者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即是具備

此一強勢智力的代表（Checkley,1997a; Gardner,2003; Moore,1998）。以下，將對

Gardner 多元智力理論中的八種智力做一簡單的介紹，並說明這些智力之間的關係

（Checkley,1997; Gardner,1993a; Gaffney,1995）。 

1. 語文智力：有效運用口頭語言或書寫文字的能力。此項智力包括修辭學、記憶法、

解釋及後設語言等。 

2. 邏輯—數學智力：具有辨識邏輯或數字形式的敏感與能力，能夠進行數學運算及邏

輯思維推理。此項智力包括分類、分等、推論、概括、計算和假設檢定等。 

3. 空間智力：憑知覺辨識距離與判定方向的能力，能準確地感覺視覺空間，並把所知

覺到的感受表現出來的能力。此項智力包括對色彩、線條、形狀、形式、空間及它

們之間關係的敏感性與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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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音樂智力：對音樂之察覺、辨別、欣賞及表達的能力。此項智力包括對節奏、音調、

旋律及音色的敏感性。 

5. 肢體—運作智力：擅於以技巧控制自身的動作，或者以技巧控制自身之外的物體以

完成精密作業的能力。指個體能善用整個身體表達想法和感覺，以及運用雙手靈巧

生產或改造事物。此項智力包括特殊的身體技巧，如協調、平衡、彈性等，以及自

身感受、觸覺和由之所引起的能力。 

6. 人際智力：察覺並區分他人的情緒、意向、動機及感覺，且與人交往能和睦相處的

能力。此項智力包括對臉部表情、聲音和動作的敏感性，辨別不同人際關係的暗示，

以及對這些暗示做出適當反應的能力。 

7. 內省智力：有自知之明，能認識自己，並據此能做出適當行為，選擇自己生活方向

的能力。此項智力包括對自己相當了解，意識到自己的內在情緒、意向、動機、脾

氣和欲求，以及自律、自知和自尊的能力。 

8. 自然觀察者智力：此為 Gardner 繼前述七種智力之後所提出的第八種智力，意指能

界定人類對生物的分辨能力（如植物、動物），以及自然景觀的敏銳力（如雲、石

頭的演化）。能夠辨識動植物、礦物和古物的類別，對自然萬物分門別類，並能運

用這些能力從事生產。 

Gardner 在多元智力理論中強調，這八種智力彼此間並非個別獨立，它們之間總是

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問題、所做的事，均必須同時使用

到數種智力；換言之，多元智力並非用來決定個體具有哪項智力，而是每個人都擁有此

八項智力，只是統合運用這些智力的方法不同，且可能某些智力特別發達、某些智力只

是普通，而有些智力則較為遲鈍（Gardner,1993a,1997）。每一種智力都有多種表現的方

法，例如一位語言智力較高的個體，他可能不識字、不會數學推理，但仍能說出或表演

出很多精采生動的故事。由此可見，多元智力理論主張，人類是以多元的方式在各項智

力內或各項智力間表現出其特有的天賦才能。Gardner 認為，若能給予適當的鼓勵、增

強和指導，一般人的智力大多可以發展到足以勝任並解決日常生活中大多數問題的程度

（Gardner,1993a）。 

二、多元智力理論在教學上的應用 

多元智力理論的應用方式並非固定不變，它必須依教學的目標、教學的情境、學生

的背景等做適當地調整。此理論強調透過多種管道進行教學，以啟發學生具有多種面向

的 智 力 ， 幫 助 學 生 利 用 其 強 勢 智 力 進 行 學 習 ， 以 提 昇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

（Gardner,1993a,1993b）。因此，無論在課程設計、教學活動、學生的學習，甚至教學

評量等，均可透過多種管道進行。 

Gardner 的多元智力理論強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避免僅使用單一的教學策略或

教學活動，以免處於智力弱勢的學生無法進行有效的學習；教師應儘量利用多元的管道

幫助學生學習，讓學生能在不同的教學方式中，利用自己的強勢智力學習，或是在多元

教學活動中發展其較為弱勢的智力。除了教案與教學活動的設計外，多元智力理論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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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學生的學習方式、教師的教學方法與策略、教學環境的建立、教師的班級經營等。

在教學與學習方面，教師除了傳統的講述方式外，更可以利用小組討論、分組報告、戲

劇表演、角色模擬、觀看錄影帶等方式，幫助具有不同強勢智力的學生學習；在教學環

境方面，可以在教室中佈置數個工作站，讓學生從工作站中的各種挑戰獲得不同的知識，

也可以設立各式各樣的公佈欄，作為學生間或師生間溝通的橋樑等；在班級經營上，若

能設計不同類型的教學活動，必能吸引具有不同強勢智力學生的注意，提高他們的學習

動機，使他們更能專注於整個教學活動中。 

關於多元智力理論在教學上的應用，學者們已提供了相當多的建議

（Armstrong,1994; Campbell,1996; Gardner,1993b; Lazear,1994），除了 Gardner

（1993a）在之後的著作《Multiple Intelligences：The Theory into Practice》一

書中談及關於多元智力理論的教學與實際應用的各種方案外，Armstrong（1994）也在

《Multiple Intelligences in the Classroom》一書中，描述對於多元智力理論在課堂

中實際應用的主張，包括課程設計、教學方法、教學評量、班級經營等面向所涉及的各

種策略。 

通識教育課程的目的在幫助學生透過多元化的課程，了解包括生理或心理方面的自

身與自身、自身與社會環境、自身與自然世界等相互之間的種種關聯，使學生生活於現

代社會而善知何以自處（教育部，1984）。因此，若能適當利用多元智力理論的特質，規

畫兼顧學生個別差異與學習需求之通識教育課程教材教法，藉由多元之教學管道，提供

學生關於通識教育課程的認知概念與情意態度，將能更有效幫助學生反省思考自身與社

會環境、自然世界之間的關係。 

三、適用於多元智力理論教學的評量方式 

Gardner（1991）指出教育改革是否能夠成功，課程理念是否能夠推展，必須同時

注意到四個癥結：評量、課程、師資教育與社區支持；其中最關鍵的問題便在於評量。

無論有多好的教育理念與課程設計，若沒有一套能與之配合的評量方式，則所有的改革

都屬枉然。換言之，評量與課程之間是相輔相成的，有了一套好的課程，則須配合適當

的評量方式，才可能看出它的成效。 

傳統標準化測驗，是以一種既定、狹隘的方式評量學生在整學年中所學習到的內

容，但多元智力理論最大的特色則在於主張以多元的方式評量學生，並鼓勵學生以任何

一種方式表現自己的能力。正如多元智力理論所主張，任何教學目標都可以透過八種不

同的方式來教授，相對的，任何科目都可以用八種不同的方式予以評量。評量最終的目

的在反映學生真實的能力，了解學生不同的學習形態和各種背景（Hart,1994）。因此，

在設計評量工具時，至少應考慮到量以下四個面向（Lazear,1994）：（一）評量應是形成

性的，必須能顯露、喚出、啟發學生的強勢智力；（二）評量應能提供給學生廣泛且不同

的機會，讓學生在不同的情境下展現、示範或表演他們知道的知識或事物；（三）評量應

能有益於學生，即能藉由加強、加深與擴展學生對他們自己、對學科內容與對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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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幫助學生智力與認知發展；（四）評量應能適合於學生之各種智力類型，讓學生

能在他們認為可以清楚說明其所精熟學習內容的基礎下，選擇適合他們的評量方式。 

上述四個評量工具的設計準則，或許並非設計評量工具的充分條件，然而在這些準

則下設計出來的評量工具，則應較能呈現學生的實際表現，並有助於教師或課程設計者

改善教學或課程的參考依據。符合上述的要求且目前較常被提及的評量類型，包括「歷

程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等。「歷程檔案評量」主要是透過紀錄學生學習成長歷程，評

量學生學習表現與學習成效，內容包括學生在整個課程中的學習情形與智力發展、教師

與家長的回饋，以及學生的自我評鑑（張稚美，1998；Lazear,1994）。實作評量是指根

據學生實際完成一項特定任務或工作表現所作的評量，亦即針對學生的實際行為表現予

以評量。這些任務或工作，可能是實際操作、口頭報告、科學實驗、數學解題、寫作…

等。因此，其所使用的方式，是透過直接觀察學生表現或間接從學生作品去評量。無論

哪一種評量方式，最重要是能真實呈現個別學生的學習成效，如此方能提供教師足夠的

訊息，以便能針對學生個別需求調整教材教法，並提供學生適當地協助。 

在 Gardner（1991）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論中，強調的並不是找出或界定人類具有多

少種智力，而是如何利用多元管道幫助學生學習，以便能縮短「及格的了解」與「真正

的理解」之間的差距，讓學生在學習後真的能將所學的知識與技能應用到實際生活之中，

了解學校知識與日常生活知識二者是互通而非截然二分的。唯有透過結合生活經驗的教

學設計，方能幫助學生知覺課程內容與自己的切身關係，引導學生更深入思考課程蘊含

的意義，進而達到有意義學習的最終成效。當學習對學生而言是有意義的時候，通識教

育課程中強調之課程目標才能發揮最大的影響效果。 

然而，在適當的教育理念與多元的課程設計下，若缺乏足以匹配的評量方式，則教

師將無法看到學生真實的學習表現，亦無法針對學生的學習狀況對課程作出適當地調

整，更無法看到通識教育課程所產生的具體影響效果。因此，在規畫學習評量時，評量

內容應該是多元的，評量方法更應該是多元的，絕不能像標準化的紙筆測驗一般，僅以

單一標準與單一方式評定學生的學習成就。透過多元的評量方式，除了能確實看到學生

的學習成效，了解課程設計的適切性之外，一套有效的評量方式更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提升學生的學習自信，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使教學發揮最大的影響力（賴羿蓉，

2001）。 

參、多元智力理論在通識課程中的應用分析 

通識教育的重要目的在「建立人的主體性」（黃俊傑，1995），因此，課程內容應著

重於幫助學生了解自我、訓練高層次思考能力、陶鑄高尚情操，進而培養關懷社會、具

有世界觀的健全公民（黃俊傑、黃坤錦，1997）。在此課程目標之下，本文將利用多元智

力理論，以「科技與生活」課程為例，規畫配套之教材教法，並由學生的學習反省分析

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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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規劃 

    課程設計模式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受到工業心理學影響，強調目標取向的「目標

模式」；第二類受到教育哲學與認知心理學影響，強調教育方式與教學過程的「歷程模

式」；第三類包括多門專門學科的社會文化分析，著重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情境模

式」。每一類課程設計均有其優點及限制，因此課程設計者在選擇時，應依學生的教育層

次與教育目標，而採用偏重經驗取向、或偏重學科取向、或傾向社會取向的課程設計模

式（黃光雄、蔡清田，1999；黃政傑，1991）。若針對通識教育的科學課程設計而言，林

樹聲（2000）曾歸納出以下課程設計原則：（一）課程與科目內容具跨學院（學域）的考

量；（二）課程與科目內容具備非專業、基礎的、基本的、共通的、普遍的性質；（三）

課程與科目內容具備非職業的或非行業的、非技術性的性質；（四）課程與科目內容顧及

學生的興趣，滿足學生的求知慾；（五）課程與科目內容能促進學生反思所學之物對於學

習主體的意義；（六）課程與科目內容以人文關懷作出發，並與生活週遭所發生的現象與

問題相連結。在此課程設計模式及課程設計原則規範之下，本文將通識教育課程設計模

式歸納整理圖 1所示。 

 

 

 

 

 

 

 

 

 

 

 

 

 

 

 

 

 

 

 

 

 

 

圖 1  課程設計關係圖（整理自黃達三，2003） 

暫時性課程目標

社會情境 學習者特質 

國家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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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思潮

教育思潮
學習理論 

教學理論 

正式課程目標 

教學方法 教材選擇 

評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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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可知，通識教育課程的目標必須考量國家的教育政策、社會情境與學生需求，

絕非只著重課程內容的粗淺化、趣味化或通俗化。在規劃通識教育課程目標時，更需考

量當代心理學理論與社會發展理論，再配合哲學思潮、教學思潮所強調之教學理念，方

能決定正式的課程目標。在決定課程目標之後，更需依照課程目標與相關理論，選擇適

合學生程度與需求之教材內容，設計能引發學生學習動機之教學方法，並規劃出能真實

評量學生學習表現的評量方式。唯有「課程目標」、「教材內容」、「教學方法」與「評量

規劃」四者互相配套，才能達成教學目標，使教學成效達到最高，並確實看到學生的學

習成果。 

二、多元智力課程設計—以「能源與生活」為例 

    在「科技與生活」這門通識課程的規劃中，依據學習者特質、社會情境以及國家教

育政策所設定之課程目標為：（一）提昇學生對現代科技的興趣；（二）幫助學生解讀科

技訊息；（三）讓學生學習判斷各類科技訊息與現代生活之間的相關性，瞭解現代科技對

日常生活的影響；（四）養成學生主動反省自身、自身與社會環境、自身與自然世界的種

種關聯的態度；（五）幫助學生從鉅觀的觀點反省現代科技造成的影響，培養學生成為具

備世界觀的公民。本文將以這門課程的第二單元「能源與生活」為例，設計一套符合多

元智力理論的通識課程。在參考各項相關理論之後，規畫此單元的課程目標、教學方法、

教材內容以及評量方式。 

以下將由「多元智力單元教學設計」說明此單元之課程設計，透過「多元智力教學

流程與教學評量」說明課程進行的大致內容、時間流程、教學方法與評量設計，最後再

從學生的回饋反應中，分析此單元之「多元智力教學成效」。 

1.多元智力單元教學設計 

    「能源與生活」單元教學內容的規劃步驟如下： 

（1） 訂定教學目標：依據通識教育課程目標、社會環境與學生特質，配合相關學理基

礎，針對語文智力、邏輯—數學智力、空間智力、音樂智力、肢體—運作智力、

內省智力、人際智力、自然觀察者智力等八大智力的內涵，分別規畫相關目標，

各項智力之詳細教學目標如圖 2所示。 

（2） 選擇教學內容：依據前項訂定的教學目標，選擇教學所需的相關資料，包括網路、

書籍、時事以及相關的多媒體資料，經過統整歸納之後，以符合邏輯思維的方式

呈現在學生面前。教學內容的多元化將能有效吸引學生的注意，並能幫助學生利

用高層次的思考技巧，從多元角度思考問題，甚至可訓練學生發現問題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本單元的教學內容如表 1所示。 

（3） 設計教學方法：針對八大智力設計多元的教學方法，使能達到兼顧學生的個別差

異。在設計教學方法時，避免整堂課都是採用講述法的方式進行，並在課程進行

中穿插不同的教學技巧，如小組討論、小組發表、實作練習等，藉此引起學習動

機，並幫助學生主動學習，達到有意義學習的功效。此外，透過小組討論與發表，

更有助於訓練學生語文表達能力，以及人際溝通能力。本單元之教學方法設計如

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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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畫評量方式：一套有效的評量方式，能幫助教師看到學生真實的學習成效，並

能作為教師調整教學的依據。評量方式應依據教學情境而定，才能兼顧學生的個

別差異，觀察到學生的不同向度的表現。「紙筆測驗」只能看到學生認知層次的表

現，「口頭評量」或「小組搶答」能激發學生想像力與創造力，幫助學生集中注意

力於教學中，並有助於教師立即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以作為教師調整教學步調

的參考；「小組發表」除能看到學生搜尋資料、分析歸納資料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之

外，更能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與台風；「實作評量」則能幫助學生將所學的內容實

際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幫助學生達到有意義學習與學習遷移的效果。本單元規畫

之評量方式如表 1所示。 

 

 

 

 

 

 

 

 

 

 

 

 

 

 

 

 

 

 

 

 

 

  

 

 

 

 

圖 2  「能源與生活」之多元智力教學目標 

 

能源與生活 

教學目標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音樂

人際 

內省

肢體 

運作 

自然 

觀察者 

1.了解能源與生活的相

關議題 

2.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

與意見 

5.以邏輯的方式對資料進

行分析統整 

6.在小組辯論的過程中，

說明能源開發可能出現

的危機 

10.和小組成員有良好 

之互動 

11.在小組討論過程中 

表達自己的意見 

12.了解能源對人類生活的 

重要性 

13.了解節約能源的重要性 

14.學習有效自我保護 

15.提升學生愛護自然 

環境的情操 3.觀察能源開發的

各種方法與可能

的危機 

4.觀察能源開發造

成的各種污染 

16.有效操作電腦網路 

17.利用多媒體器材進 

行小組發表 

18.能從自然音樂中欣賞大自然

之美 

19.能藉由對音樂的熱愛，省思

核能發電廠興建的利與弊 

7.認識資源回收的各項符號 

8.想像未來世界的能源類型 

9.針對節約能源提出創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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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能源與生活」之多元智力教學內容設計 

多元智力 

類型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評量方式

語文智力 
1.了解能源與生活的相關議題 

2.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意見 

＊教師講授能源開發的類型與危機 

＊教師講授輻射的形成與影響 

＊教師講授環境荷爾蒙造成傷害 

＊小組問題討論與發表 

口頭評量

小組發表

自然觀察者 

智力 

3.能觀察能源開發的各種方法與可

能的危機 

4.能觀察能源開發造成的各種污染 

＊播放能源開發教學影片 

＊播放能源污染的相關影片 
口頭評量

邏輯數學 

智力 

5.能以邏輯的方式對資料進行分析

統整 

6.能在小組辯論的過程中說明能源

開發可能出現的危機 

＊分析整理搜尋到的相關資料，並製作

成書面報告 

＊小組辯論能源開發可能產生的各項

危機 

小組發表

實作評量

（辯論會）

空間智力 

7.能認識資源回收的各項符號 

8.能想像未來世界的能源類型 

9.能針對節約能源提出創意方案 

＊小組依據資源回收的各種符號，於限

定時間內在校園中尋找相關實例 

＊小組討論未來世界的能源類型 

＊小組討論節約能源的創意方案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人際智力 

10.能和小組成員有良好之互動 

11.能在小組討論過程中表達自己的

意見 

＊以小組方式進行教學 

＊以小組方式進行問題討論與發表 

小組討論

小組發表

內省智力 

12.能了解能源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

13.能了解節約能源的重要性 

14.學習有效自我保護 

15.提升學生愛護自然環境的情操 

＊引導學生思考能源與生活的關係 

＊引導學生思考節約能源的重要性 

＊引導學生思考環境污染的危機，學習

如何保護自己免於環境的危害 

口頭評量

肢體智力 
16.能有效操作電腦網路 

17.能利用多媒體器材進行小組發表

＊能上網搜尋相關議題資料 

＊利用多媒體方式進行小組發表 
實作評量

音樂智力 

18.能從自然音樂中欣賞大自然之美

19.能藉由對音樂的熱愛，省思核能

發電廠興建的利與弊 

＊討論自然音樂中所呈現之自然之美 

＊從「貢寮海洋音樂季」（核四廠）與

「墾丁春天吶喊音樂季」（核三廠）

討論核能發電廠的利與弊 

口頭評量

小組發表

表 2 「能源與生活」之多元智力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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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二節課/週） 

時間 

(分) 

教學 

方法 

智力 

類型 

第 

一 

週 

3 

1 

2,8,10 

4 

2,6 

5,12,16 

一、 播放「能源開發類型」影片，討論能源開發相關議題。

二、 教師利用簡報「能源類別」說明能源開發類型。 

三、 小組討論：猜一猜，未來可能有哪些能源類型？ 

四、 播放「能源開發污染」影片。 

五、 小組辯論會—主題：能源開發的危機。 

六、  小組作業：針對能源開發的類型與危機擬定相關主題，

下週進行 10 分鐘小組報告，並繳交書面資料。 

15 

30 

10 

15 

20 

多媒體教學 

講述法 

小組討論法 

多媒體教學

角色扮演— 

辯論會 

 

自然觀察者 

語文 

空間 

人際 

內省 

邏輯數學 

肢體 

第 

二 

週 

2,10,11,16,1

7 

1,2,12, 

13 

1,7,9,13 

 

2,5,7, 

10,11 

一、小組報告：每組（共 5組）報告 5分鐘，問題與討論 5

分鐘。 

二、小組討論：想一想，有哪些節約能源的方法？ 

 

三、教師利用簡報「節約能源」統整節約能源的方法，利用

    簡報「認識環保標章」提升學生環保意識。 

四、小組實作與發表：要求學生於 15 分鐘內，至校園中尋

    找具有環表標章的各種容器。 

50 

 

10 

 

10 

 

30 

 

小組發表法 

 

小組討論法 

 

講述法 

 

小組實作法 

肢體 

邏輯數學 

人際 

內省 

語文 

自然觀察者 

空間 

第 

三 

週 

1,14 

 

17,15 

1,2,11, 

18,19 

1,14,15 

 

1,2,7, 9~15 

一、教師利用簡報「輻射」說明核能發電的危害，讓學生了

解如何自我保護的各種方法。 

二、大自然影片與音樂欣賞：欣賞大自然之美。 

三、小組討論：從「貢寮海洋音樂季」（核四廠）與「墾丁

    春天吶喊音樂季」（核三廠）討論核能發電廠的利與弊

四、教師利用簡報「環境荷爾蒙的危害」讓學生認識環境污

    染的類型與現況，激發學生愛護自然環境的情操。 

五、綜合討論：統整並複習本單元內容，並分享學習心得 

六、撰寫單元學習單 

20 

 

10 

20 

 

25 

 

20 

5 

講述法 

 

多媒體教學 

小組討論法 

 

講述法 

 

問答法 

個別實作 

語文 

音樂 

自然觀察者 

邏輯數學 

空間 

內省 

人際 

肢體 

 

2.多元智力教學流程與教學評量 

 （1）教學流程 

    表 2呈現地是「能源與生活」之多元智力教學流程，包括每週之教學目標、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分配與教學方法。本單元之教學設計，除規劃多元的教學內容外，更採用多元的

教學方法，盡可能兼顧不同智力類型的學生，使學生能利用自己的強勢智力學習，並利用

多次的練習機會提升自己的弱勢智力。透過這樣的教學設計，當能有效引起學生的學習動

機，亦能兼顧學生學習風格與人格特質的個別差異。最重要的，以之讓學生透過多元角度

思考「能源與生活」的各種相關議題，進而達到本單元預設之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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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評量 

    表 3 為教學評量成績紀錄表。「科技與生活」這門課程的教學評量設計可分為三大向

度：小組合作（20﹪）、小組實作報告（50﹪）與個人書面報告（30﹪）。 

「小組合作」：強調地是學生每次上課的舉手發言與個人在小組中的表現情形，除讓

老師立即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以便適時調整教學外，更可藉此提升學生的教學參與度，

訓練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等。 

「小組報告」：藉由主題探索（主題由學生依單元內容自行界定）的過程，訓練學生

蒐集、判斷、整理資料的能力，並利用發表與回饋的方式，除分享各組彙整之科技訊息，

更可讓學生藉由問題討論與回饋的過程，接觸更多元的科技訊息，提升解讀與判斷科技

訊息的能力。此部分的評分採用小組互評的方式，以增強學生對報告過程的參與度，以

及再次提供省思的機會。 

  「書面報告」：讓學生練習將蒐集到的資料彙整成書面報告，一方面兼顧學習風格較

傾向靜態的學生，二方面更是訓練學生的文字表達能力。讓學生學習將彙整的科技訊息

與自己的想法，以具體且符合邏輯的次序，用書面方式呈現出來。 

   

表 3  小組與個人學習成績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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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元智力教學成效 

    在教學成效方面，將從量化資料與質性資料二個向度分析「能源與生活」之教學成

效。 

（1）量化資料分析 

    本文採用「朝陽科技大學教學意見問卷表」，調查學生對本單元課程的看法。問卷題

目如表 4所示。表 4呈現地是學生的作答百分比。施測對象為修習本次課程的學生，計

60 位。施測時間為課程結束後的下一週（即第四週）。 

表 4  朝陽科技大學教學意見問卷表 

問 卷 題 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我的出席率很好。 0.77 0.17 0.05 0.00 0.00

 2.我覺得我上課很認真。 0.60 0.34 0.05 0.00 0.00

 3.我對這門課本來就很有興趣。 0.65 0.22 0.12 0.00 0.00

 4.上課時間外，我會查閱與本課程有關的

資料或書籍。 
0.60 0.34 0.05 0.00 0.00

 5.我對這整份的評量表的做答都是誠實可

信的。 
0.80 0.14 0.05 0.00 0.00

 6.我覺得老師上課有充分準備。 0.85 0.14 0.00 0.00 0.00

 7.我覺得老師不經常遲到或早退。 0.82 0.17 0.00 0.00 0.00

 8.我覺得老師樂於為同學解答問題。 0.85 0.14 0.00 0.00 0.00

 9.我覺得老師上課內容與課程科目相符。 0.85 0.14 0.00 0.00 0.00

10.我覺得老師上課難易適合學生能力。 0.74 0.20 0.05 0.00 0.00

11.我覺得老師能清楚表達課程內容。 0.80 0.17 0.02 0.00 0.00

12.我覺得老師上課方式很好。 0.85 0.14 0.00 0.00 0.00

13.我覺得老師很能夠幫助學生建立此科目

的基本概念。 
0.77 0.22 0.00 0.00 0.00

14.我覺得課程使我受益良多。 0.85 0.14 0.00 0.00 0.00

15.我對老師的整體教學表現滿意。 0.88 0.09 0.02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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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呈現的數據資料可知，90﹪以上之學生對於本單元之教學目標、教學內容與教學

方法均持正向的看法。90﹪以上的學生皆喜歡且能接受這樣的課程設計，能在學習後對

相關議題建立基本概念，並認為自己在此課程中受益良多。 

表 4  「能源與生活」之學習單 

學   習   單 

系級：                 姓名：                  學號：               

   單元名稱：  能源與生活    

   教學大綱：（一）能源的類型 （二）能源開發的危機 （三）淺談輻射 

（四）節約能源與環保標章 （五）環境荷爾蒙的危害 

  在這個單元中，我學到了… 

 

 

 

 

  對我最具影響力的概念是… 

  在這個單元中，我覺得困難的是… 

 

 

 

  在這個單元中，我最大的收獲是… 

我在小組中的表現 □很優 □還好 □差強人意 □其他             

      我的理由是 

我在課堂上的表現 □很優 □還好 □差強人意 □其他 

      我的理由是 

針對上課的方式與內容，我想說… 

 

 

 

 

  我有其他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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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能源與生活」之學習情形分析 

（A）學生們學習到的概念 

概念類別 提及此概念之人次 百分比 

能源的類型  8 13.33﹪ 

能源開發的危機 13 21.67﹪ 

淺談輻射 25 41.67﹪ 

節約能源與環保標章 27 45.00﹪ 

環境荷爾蒙的危害 22 36.67﹪ 

（B）學生們覺得最具影響力的概念 

概念類別 提及此概念之人次 百分比 

能源的類型  10 16.67﹪ 

能源開發的危機 10 16.67﹪ 

淺談輻射 29 48.33﹪ 

節約能源與環保標章 34 56.67﹪ 

環境荷爾蒙的危害 29 48.33﹪ 

（C）學生們覺得困難的部分 

概念類別 提及此概念之人次 百分比 

能源的類型  9 15.00﹪ 

能源開發的危機 8 13.33﹪ 

淺談輻射 9 15.00﹪ 

節約能源與環保標章 6 10.00﹪ 

環境荷爾蒙的危害 6 10.00﹪ 

專有名詞 10 16.67﹪ 

小組搶答 12 20.00﹪ 

（D）學生們覺得最有收獲的部分 

概念類別 提及此概念之人次 百分比 

能源的類型  6 10.00﹪ 

能源開發的危機 9 15.00﹪ 

淺談輻射 18 30.00﹪ 

節約能源與環保標章 18 30.00﹪ 

環境荷爾蒙的危害 17 28.33﹪ 

＊備註：學習單份數為 6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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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質性資料分析 

為更深入了解學生的想法，研究者更透過學習單蒐集學生對本單元之教學內容與教

學方法的意見。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行設計之學習單（如表 4所示）。施測對象為修習本

次課程的學生，計 60 位。施測時間為課程結束後的下一週（即第四週）。學生填寫之學

習單樣本請參考附錄一。 

    分析學生填寫的學習單，可以發現學生在此單元中學習情形如表 5 所示 

    從上述的數據中，不難發現學生在此單元的學習，對「淺談輻射」、「節約能源與環

保標章」與「環境荷爾蒙的危害」較具深刻的印象，產生較大的衝擊。 

由學生填寫的學習單中探究原因，可知學生認為「淺談輻射」與「環境荷爾蒙的危

害」與生活經驗較為貼近，故能讓學生更深刻體認環境的問題與自我保護的重要；而「節

約能源與環保標章」則因進行小組實作，致使學生之印象特別深刻。 

 

學生 1：我開始會對環境產生關心，像是寶特瓶回收、日光燈與美術燈的

輻射、環境荷爾蒙的影響等等。 

學生 2：「環境荷爾蒙」的有害物質不僅影響我們暫時的健康，更會擴大危

害我們的內分泌、內臟，甚至改變我們的 DNA。 

學生 3：自從上了這一堂課之後，我開始注重自己及家人的身體保健，也

開始意識到要做好環境的保護及節約能源。 

學生 4：透過實作練習，我知道了不少環保標章和回收的符號，讓我動不

動拿到東西都想看能不能回收，或屬於什麼（回收）類型的。 

學生 5：「辨識環保標章」是對我最具影響力的概念，尤其是塑膠類的有七

類，經過這次的學習我才真正學會分辨，且知道哪一類是比較危

險的（對環境有危害的）。 

學生 6：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認識一些環保標誌，我現在買任何物品時，都

會看一下回收標誌，並減少購買沒有回收的物品。 

 

至於「能源的類型」與「能源開發的危機」，因內容涉及較多專業概念，所以學生

在此部分的課程學習有較多的困難。 

 

學生 1：覺得較難理解的是質子和中子的變化，因為自己的理化很差。可

是最後還是有聽懂，只是比較難理解那些化學式的變化。 

學生 2：「核分裂連鎖反應」較難理解，因為它跟日常生活的運用沒有很

直接的關係（較少接觸），所以無法理解。 

學生 3：對壓水式反應器及沸水式反應器的圖表不太了解。 

從學生填寫學習單的內容，可以知道本單元的教學，已確實激發學生關於本單元議

題之省思，其中亦包括對自身與環境的省思、自身與科技的省思。除了提昇學生對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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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興趣外，學生能嘗試解讀本單元相關議題的科技訊息，學習判斷科技訊息與現代

生活之間的相關性，瞭解現代科技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對自身與環境的省思 

學生 1：雖然得知很多危害的來源，但要避免並不是件輕鬆的事，因為危

害的造成絕不是少數人的事！地球一個，人何時才能深深覺悟！

如果不是上過此單元，我至今可能仍是危害的一員。 

學生 2：人類使用資源之時，更不能忽視伴之產生的毒害，以免使自己身

陷不可控制的結果，直至人類滅絕。 

學生 3：了解後，使我明白能源的珍貴和某些的不再生性，而更願意去惜

福，並將這些概念散播出去。 

學生 4：地球只有一個，要保護地球不是一個人能做到的，需要靠大家來

一起捍衛。 

學生 5：最大的收穫是讓朋友、家人一起為自己身處的環境去改善。 

 

對自身與科技的省思 

學生 1：從此以後，要多多注意科技的資訊，而不要成為文明的科技文盲。 

學生 2：我的收穫是更會去關心週邊的事物，懂得去觀察在科技上和生活

有相關的事物，讓科技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生活化、實用化。 

學生 3：或許跟著時代的進步，生活是愈來愈方便，愈來愈多元，但相對

的，污染愈來愈嚴重，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危機更是愈來愈多。要

如何在這之中達到平衡，我想這是未來大家的共同目標。 

 

    在教學方法方面，從學習單的分析中可以發現，90﹪以上的學生對於多元化教學方

法與教學評量均感到有趣且新鮮，並認為這樣的互動方式確實能有效引起動機與學習參

與度，提供學生更多反省思考的機會，也願意在課後主動搜尋相關資料，關心生活週遭

的相關議題，提升學習效果。此外，透過小組搶答的過程，還能訓練自己的表達能力及

發言的勇氣： 

 
學生 1：一個議題先經由小組討論、自由發言、影片觀賞，充分引發思考

後，老師再公布答案。一方面上課不沉悶、生動有趣，另一方面，

更能激起思緒、凝聚腦力、慎思自己原有的常識、再結合新知識，

使學習效果提升甚多。 

學生 2：我覺得老師上課的方式「很多」，一方面不會造成學生的壓力，再

則上課以小組討論的方式，讓每個人都有動到頭腦去思考，認人

推論原因或結果，並非老師一下子就向大家說明。這樣大家也會

比較記得上課的內容，不會想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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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3：老師上課的方式很自由，盡量讓學生發問，上課不會枯燥，再小

組的討論中學到分工合作的重要，也比較有參與感。老師上課的

內容和生活息息相關，很實用。 

學生 4：這種方式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我覺得好處是可以讓我們上課更專

心（因為有加分），因為內容偏向較日常生活方面的知識，所以也

比較吸引我們。但是壞處是隨時都得用心的聽課，好累喔!（因為

怕問問題答不出來，所以要非常的專心聽） 

學生 5：上課輕鬆，讓大家有勇於表達發言的機會。老師對於上課的內容，

資料收集很齊全，很多都是與日常生活關聯的，感到很實用。以

加分的方式鼓勵同學回答問題，使得我們能夠對上課的內容作更

深入的了解，並且更主動去尋找相關的上課內容。 

 

    但相對之下，也有 10﹪左右的學生認為此種教學方法雖然不錯，但仍有令人困擾的

地方，例如舉手發言的同學太多，導致自己舉了好幾次手卻很少被點到；部分學生覺得

要使小組同學的位置集中在同一區並不容易，所以必須提早「佔位置」；若遇到專有名詞

不懂時，便不知如何回答老師的問題等。這些問題則是授課老師必須再調整修改的部分，

以便更能兼顧到每一位學生的學習。 

肆、結語 

通識教育強調培養學生思考反省的能力，期盼透過通識教育課程提升學生對自身的

了解，教導學生成為頂天立地、自作主宰的現代知識份子。為了能達到通識教育的目標，

國內外均有相當多的學者投入研究，無論是課程設計或教材教法，均提出許多兼具創意

與多元特性的看法。本文透過「科技與生活」這門通識教育課程，其中之「能源與生活」

單元為例，以多元智力的理念設計出一套通識課程規畫，包括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教

材內容及評量方式，並透過質性與量化資料對教學成效進行分析。 

教學過程中，本研究除透過多元教學方式與教學設計引起學生興趣外，更利用多元

評量方式了解學生學習成效，幫助學生建立學習自信心與成就感。由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結合多元智力理論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式，確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幾近全部

的學生都非常喜歡這樣的教學設計，並能在不同的評量方式中，建立自己的學習自信。

在認知學習層面，學生對於「能源與生活」的各項子題，多能提出自己的想法，且對於

與生活經驗較為貼近的「淺談輻射」、「環境荷爾蒙的危害」，以及進行實作活動的「節約

能源與環保標章」等子題，甚有更加熱烈的反應。由此可知，在通識課程的教學過程中，

若能透過生活經驗連結、實務應用練習等方式，應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

效。在情意態度方面，根據資料分析，本研究之課程設計不僅有效提升學生對學習的態

度，並能引導學生思考科技與環境相關的議題，讓學生更深刻體認環境問題與自我保護

的重要，啟發學生主動探索與關心相關議題的科技訊息的良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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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課程設計，教師必須對教學投入更多的心力，因此，為幫助課程能更加順利進

行，教師不至於因為多元評量方式而手忙腳亂，本研究特別設計一份評量表—「小組與

個人學習成績紀錄表」（見表三），幫助紀錄學生在課堂上的各種表現，一方面可幫助教

師有系統的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另一方面可讓學生更清楚看到自己的學習成果，分析

自己的優點與不足之處。師生雙方均可透過此表為自己的教學與學習方式，進行適當的

調整，使教師的教學風格與學生的學習風格，能在此門課的互動過程中，逐漸達到最好

的搭配方式。 

本研究旨在利用多元智力理論，規畫適合學生之通識教育課程教材教法，期盼藉由

多元教學管道設計，提升學生對通識教育課程的理解認知，培養學生對於自身、社會環

境與自然世界的人文關懷素養。期盼透過本研究的討論與分享，能提供教授通識教育課

程的教師們，關於教學方法設計與評量方式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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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pply 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 to the design of a 

suitable curriculum for gene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The name of this curriculum 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 Life’, and the unit we chose is ‘energy and modern life’. 
There were 60 students in this class. This curriculum included teaching objectives, methods, 
material, assessment tools and included procedures. Instruments used in this research included 
an instructional evaluated questionnaire designed by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learning worksheets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The research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more than 
90﹪students in this class can follow our curriculum design. Students in this class obtaind the 
basic conceptions about the relevant topics, and acguired a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towards 
this curriculum. Th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designed with the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 effectively improves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n addition, it inspires their 
reflective thinking about issues such as ‘the energy and life’, conseguently promoting students 
to care abou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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