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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資訊科技的演進大大地改變了人們創造意義與互動的方式，以前我
們主要以文字來溝通，現在我們可以透過像聲音、相片、影片、圖
示等多媒體來傳達意義;可以確定的是，多媒體科技促進了多模表徵
與溝通。英語教師已經開始融入多模資源於英語教學中，但是我們
卻不知道他們如何用多模組成的方式來表徵語言知識;為了探討這個
問題，本研究計畫以Kress (2003)的設計概念為基礎，認為設計是
一種在特定社會情境下的符號標示過程，訓練職前英語教師編製線
上教材，讓他們組合圖像與文字來表徵字彙概念;研究目的是要瞭解
老師如何編排圖像與文字於教材中以及他們的設計思維，所以提出
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一、職前英語教師在編製線上教材時如何編排圖像與文字？兩者的
意義表徵關係為何？
二、職前英語教師編排圖像與文字時的設計思維是什麼？

研究情境是大學師資生透過網路會議科技對偏鄉國中生進行英語補
救教學，因此研究者徵求六位英語系師資生參與此計畫，在長達一
學期的遠距教學計畫中，他們接受培訓，發展視覺素養、用
PowerPoint產出圖文教材、遠距授課，以及課後討論教材的使用狀
況。
為了瞭解線上教師如何協調圖像與文字的關係，研究者收集他們所
產出的線上教材，分析資料時以Vungthong et al. (2015) 的圖文
關係架構來檢視圖文的意義表徵關係，亦即關注圖像如何表徵字彙
中的人事物，然後計算在每一關係類別中出現的圖文組合次數，並
轉成百分比來顯示圖文關係的類別分布。另一方面，將透過think-
aloud與個別訪談來請參加者說出他們的圖文設計思維，然後研究者
以不斷比較的質性資料分析方法，仔細閱讀錄音逐字稿，不斷比較
資料，找出思維的模式。
        結果發現遠距英語教師組成圖文時，傾向於使用圖像來
“擴展”詞彙意義而不是“投射”它們；在圖文擴展方面，他們特
別傾向於使用圖像來闡述詞彙意義，而不是補充它們，這些結果與
Vungthong等人（2015）的研究結果一致，就是視覺圖像經常被用來
闡述英語學習教材中的文本，這樣的圖文組成被認為對於低成就者
來說比較容易理解。
       當教師創建圖文詞彙教材時，他們會考慮學生的學習，特別
是增加他們的興趣，讓他們參與互動，並促進他們對世界文化的理
解；這些發現可能反映了他們關心如何激勵低成就者，減少他們遠
距離分心以及改善他們的世界觀。
       本研究深入地了解遠距英語教師在製作字彙教材時如何組成
圖文以及他們的設計想法，這些研究發現顯示視覺圖像在促進多模
教學時可以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中文關鍵詞： 多模教學、視覺素養、圖文關係、設計思維

英 文 摘 要 ： The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has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ways people create meaning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y used to rely on text-based
communication; now they can make meaning through multimedia



such as audios, photos, videos, and graphic icons.
Certainly, multimedia contributes to multimodal
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lish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incorporate multimodal resources into their
teaching;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they represent
linguistic knowledge through multimodal composing.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e present study trained pre-service
English teachers to create onlin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in which images can be combined with words to represent
vocabulary knowledge.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understand how teachers orchestrated visual images and
verbal words as well as how teachers as a designer
articulated their thinking of visual design. Based on
Kress’ (2003) concept of design as situated social sign-
making processes, this study proposes two research
questions as follows:

1.How did pre-service English teachers mediate visual-
verbal relations in composing onlin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2.How did they develop their design thinking about visual-
verbal compositions?

This study is situated in the context where six pre-service
teachers were recruited to teach 15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needed remedial instructions via web-
conferencing technology. The online teachers were engaged
in a one-semester distance teaching project, in which they
were trained to develop visual literacy, create image-based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through PowerPoint, teach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a distance, and review the use of
the online materials in post-teaching discussion sessions.

Based on Vungthong et al.’s (2015) framework of analyzing
visual-verbal relations, data analysis focused on
ideational relations. The number of image-word combinations
in each category of ideational relations was calculated and
converted into percentage to reveal visual-verbal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articipants’ design
thinking was articulated and recorded through think-aloud
protocol and follow-up individual interviews. Adopting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the researcher sought to
identify patterns and themes that emerged from audio-
recorded transcription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when the distance teachers
composed visual-verbal materials, they tended to use images
to “expand” vocabulary meanings rather than “project”



them. In terms of visual-verbal expansion, they
particularly preferred to use images to elaborate on
vocabulary meanings, rather than complementing them. These
results reflect those of Vungthong et al. (2015) who also
found that visual images were utilized to often elaborate
on verbal texts in English learning materials. Such visual-
verbal composition were thought to be easily comprehensible
to low achievers.

With regard to their design thinking, when the distance
teachers created visual-verbal vocabulary materials, they
would consider students’ learning in relation to
increasing their interest, engaging them in interactions,
and develop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hese
findings may reflect their concerns about motivating low
achievers, reducing their distractions at a distance, and
improving their world views.

This study has provided a deeper insight into how EFL
teachers created vocabulary teaching materials in terms of
visual-verbal composition. Taken together, the findings
suggest a role for visual images in promoting multimodal
pedagogy.

英文關鍵詞： multimodal pedagogy, visual literacy, visual-verbal
relation, design thinking



 

探討英語教師編寫線上教材的設計方式與構想：解析圖像與文字之間的關係	

 

前言	

網路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演進帶來人與人之間溝通方式的改變，大大地影響著我們創造意

義（create meaning）與彼此互動的方式(Calvo-Ferrer, Melchor-Couto, & Jauregi, 2016; Hull & 

Nelson, 2005; Lee, Ardeshiri, & Cummins, 2016)，例如我們拍攝照片上傳臉書、錄製影片上傳

YouTube、使用社群媒體傳送文字、照片、貼圖與影片給我們的朋友，甚至於學生在寫作表

達時，加上數位圖像來強化文字訊息，這些都是網路多媒體科技所帶來的多元溝通模式。

Kress (2000) 指出:	 「現在不可能理解文本時，即使只是語言部分，不去弄清楚其他特徵可

能對文本的意義有什麼貢獻」(“it is now impossible to make sense of texts, even of their 

linguistic parts alone, without having a clear idea of what these other features might be contributing 
to meaning of a text”) (p. 337)，強調了文字、圖像、聲音、影像整合於意義表達與溝通的重

要性。這樣的多元模式改變了我們對傳統讀寫能力（literacy）的概念，也改變了學生的學習

方式，所以面對未來的師資培訓，有必要教授未來教師融入新讀寫技能（new literacy）於教

學實務(Ajayi, 2011)。 

	 因為媒體與科技的興起，多模學習已經從單一文字書籍紙本走向多媒體螢幕時代。有關

多模應用於英語教學的研究，過去十年來一直受到專家學者的注意，研究大多是利用多模資

源（multimodal	resources）來促進學生語言技能的發展	 (Brown, 2015; Vungthong, Djonov, & 

Torr, 2015)，檢視學生對於文本的理解(Amicucci & Lassiter, 2014; Choi & Yi, 2016; Guichon & 

McLornan, 2008)，以及關心學生的學習動機(Jiang & Luk, 2016; Yang, 2012)，整體來說，這

些研究大多聚焦在學生以多模表徵（multimodal representation）的方式來學習英語，對於傳

統以文字單一模式的英語教學課程與教學法帶來了一些衝擊與改變(Doering, Beach, & 

O’Brien, 2007; Yi & Angay-Crowder, 2016)。有鑒於此，本研究以遠距英語教師為對象，探討

他們如何融合多模資源於線上教材，特別是設計圖文並茂的 PowerPoint 教材，並實際運用

於遠距教學。	

	 Kress (2003)的多模架構旨在探討人們如何運用不同的符號模式（semiotic modes）來表

徵想法與知識，例如運用印刷文字或圖像來傳達訊息，特別是圖像這類的視覺媒體，因為文

化與社會的多樣性，也就表徵出不同的解讀訊息，間接影響人們對於語言的理解(Amicucci 

& Lassiter, 2014; Britsch, 2009)。除此之外，長久以來，課室裡的教學一直重視語文

（verbal）的表現，而輕忽視覺（visual）訊息的表達(Halliday, 1980)，尤其，在現今「強烈

的視覺文化」（intensely visualized culture）(Mirzoeff, 2005, p. 228)社會，我們需要語言與視

覺並重的教學課程，因此有必要讓老師們學習如何整合語言與多模資源來進行教學(Yi & 

Angay-Crowder, 2016)，瞭解他們如何使用多模的方式來表徵語言知識。本研究分析遠距英



語教師如何以圖像融入於線上教材，也就是運用視覺資源來表徵語言知識，探究語言文字與

視覺圖像的相互關係，然後提出新的教學方式概念(Royce, 2002);同時，補足文獻上對於教師

如何表徵語言知識於多模教材的研究。	

	 有一些研究開始關注教師運用視覺資源於教學的看法與觀點，大致來說，多數的老師都

認為視覺圖像在數位文本中伴隨語言文字的重要性與價值性，不過大家是把這樣的資源當成

是製造意義的主要元素，還是只是一個附加效果，就不得而知(Petrie, 2003)，所以需要讓教

師學習如何融入視覺科技於教學中，然後進一步探究他們背後的視覺思維（visual thinking）

(Britsch, 2009; Petrie, 2003)，尤其是，教師選擇與佈局圖像的因素或原因(Petrie, 2003; Yang, 

2012; Yi & Angay-Crowder, 2016)。本研究探討遠距英語教師在設計線上教材時組合圖文的方

式，揭開他們使用視覺圖像的動機與目的，培養職前英語教師多模教材的設計知能。	

	

文獻探討	

多模教學	

多模（multimodality）的概念是由 the New London Group (1996)提出的，指的是人們在

製造意義(meaning making)的過程中，交織使用語言、視覺、聽覺、姿勢與空間等模式來溝

通，此概念是以社會符號（socio-semiotic）理論為基礎，源自於 Halliday (1978, 1994)的語言

是社會符號理論（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亦即系統功能語言學（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理論，著重語言以外的符號資源分析研究;其中，Kress and van Leeuwen (2006)專

注圖像的意義表徵與溝通，他們認為多模就是「運用一些符號模式來設計一個符號產品或事

件的概念」（the use of several semiotic modes in the design of a semiotic product or event）(G. 

Kress & van Leeuwen, 2001, p. 20)。	

近年來因為媒體與科技的興起，多模常常被當成數位，事實上，多模並不一定是數位，

因為多模文本可以是印刷和數位兩種形式，本研究聚焦數位文本。另一方面，多模常常與多

元素養（multi-literacies）一起互換使用，多元素養一詞是 New London Group (1996)所創，

目的在突破傳統以語言為主的識讀素養概念的限制，嘗試解釋新興溝通方式的複雜性與多面

向本質，強調多重溝通管道與媒體的使用，彰顯出多種語言與多元文化的差異。宏觀來說，

多元素養是提倡多模表徵與溝通的一種教學方式。	

多模教學是一種轉型教學(Ajayi, 2008)，因為多模「允許表達更充分的人類情感和經驗;	

他們承認語言的限制，承認沉默的完整性」(allow for the expression of a much fuller range of 

human emotion and experience; they acknowledge the limits of language, [and] admit the integrity 

of silence) (Stein, 2004, p. 95)。就數位教學來說，螢幕上的設計不僅轉變了我們製造意義的方

式，也改變了我們重新建構身份的方式 (Yi & Angay-Crowder, 2016)。 



這幾年英語教育研究者開始關注如何運用多模資源於教學中(e.g., Angay-Crowder, Choi, 

& Yi, 2013; Lee et al., 2016; Satar, 2016; Wyatt-Smit & Kimber, 2005; Yang, 2012)，但是以教師

為研究對象，瞭解他們如何設計多模教學的研究就不多，以下是少數研究中的兩個實證研

究，Rance-Roney (2010)探討師資培育課程裡的職前與在職老師運用數位說故事的方式來編

排教材，蒐集圖片融入於三到六分鐘的語音旁白影片，然後應用於字彙教學與發展閱讀基模

（schema），研究結果顯示：老師們根據此次多模教學經驗，彙整提出了有效多模融入教學

的步驟與作法;其中，老師們提到，加入圖片於閱讀文章時，圖片應該是拿來強化

（enhance）而非複製（replica）旁白語音稿，而且認為搜尋圖片的過程讓他們可以用多角度

來看待教學主題。	

	 Choi and Yi (2016)	 在開授兩門各八週的英語教學研究所線上課程時，從二十七學生

中，挑選兩位有信心、可以自在使用多模資源進行教學的學生，在期末多模計畫時創作繳交

十分鐘展現他們多模教學的影片，研究發現：老師們認為多模可以促進學生對於語言教材內

容的瞭解，例如，可以用影片、插圖、PowerPoint 來表徵與教學主題有關的內容，而且認為

多模可以讓教學內容與學生生活連結在一起。	

多模應用於英語教學學科正在發展中(Yi & Choi, 2015)，應該多多鼓勵老師將多模資源

融入於英語教學中，例如表徵教材;同時，也可以讓學生有機會使用語言以外的模式來表徵

學習(Jewitt & Kress, 2003; G. Kress, 2000)，以及傳達與溝通意義(Nelson, 2006)，使知識內容

變得更有生命力、更真實 (Choi & Yi, 2016)。	

視覺素養師資培育	

視覺素養一詞是 Debes (1969)所創，其定義是：「人類可以觀看而且同時具備與整合其

他感官經驗所發展出來的一組眼力」（Visual literacy refers to a group of vision-competencies a 

human being can develop by see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having and integrating other sensory 
experiences）（p. 27）。視覺素養就是一種閱讀與瞭解視覺圖像如何傳達意義的能力，也就

是 Kazmierczak	(2001)所說的表徵系統，讓我們表達出對於現實世界的想法與意象。英語學

習者除了精熟語言之外，尚需視覺素養的專業，以便應付生活中豐富的影像(Kist, 2005);英語

教師可以把教材的文本特色與學生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連結起來，例如教授學生瞭解教材上

的文字如何與圖像互動與整合，詮釋其意義，並且確認在特定社會文化情境下是否有偏見的

情況發生(Ajayi, 2012)，畢竟圖像並非是全球性語言，也就是每個人表徵這個視覺世界的方

式會不同(Rance-Roney, 2010)。 

過去英語教師大都使用圖片來圖解說明文本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很少用於批判分析

文本，以利瞭解少數族群或弱勢族群的地位與他人的刻板印象(Ajayi, 2011, 2012)，亦即英語

老師對於教材上的圖像，應該可以提出批判看法(Meskill, Mossop, & Bates, 1999; Nelson, 

2006)，以便瞭解自己的信念與身份是如何透過圖像來表徵(Doering et al., 2007)。	



社會、文化與科技的發展促進了職前師資培訓課程的轉型，新識讀素養是一種社會、多

元、情境與科技中介的概念(Ajayi, 2011; Kern, 2015)，而不是把視覺資源當成語言的附屬品

（subservient to language），甚至是「現實的非結構複製品」（unstructured replicas of reality）

(Gunther Kress & van Leeowen, 2006, p. 23)。本研究主要在發展職前英語教師的視覺素養，提

供職前英語教師發展視覺素養相關課程與訓練(Britsch, 2009)，把產出教材當作一種設計活

動，協助他們察覺圖像與文字的符號功能特性(affordances)，以及其製造意義的潛力與限制

(Vungthong et al., 2015)，並且連結英語知識與視覺圖像的關係。說的更具體一點，安排職前

教師體驗圖像科技，學習圖文組合的元語言（metalanguage），然後實做分析圖文教材，覺察

視覺圖像如何促進語文的意義(Kern, 2015; Yi & Angay-Crowder, 2016)，運用想像力設計出突

破文字限制的多模文本(Yang, 2012)。	

未來應該鼓勵英語教師培養多元素養，師資培育課程應該重新檢視學科知識，不應該只

包括英語知識與技能，而是要還涵蓋新素養，例如媒體素養、資訊素養，以及視覺素養;也

就是說，學科知識（content knowledge）的意涵必須重新定義，應該擴及語言知識以外的素

養，形塑新的學科教學科技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Hughes & 

Scharber, 2008)。 

多模組成	

	 電腦科技帶來不同的溝通模式與媒體，結合產出各種文本形式(the New London Group, 

1996)，Kress and van Leeuwen(1996)把多模文本（multimodal texts）定義成「透過多個符號

代碼實現其意義的任何文本」（any text whose meanings are realiz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semiotic code）(p.183)，也就是說電腦科技透過多模組成（multimodal composing）的方式，

結合了文字、圖像、聲音，以及其他模式資源來創作數位文本。多模組成的意義不單只是把

多模資源並置（juxtaposed）在一起的「加法藝術」（additive art）(Hull & Nelson, 2005, p. 

225)，而是一種編排（orchestration）的過程(G. Kress & van Leeuwen, 2001)，然後產出不同

意義的多模文本，因此多模組成是一種教師知識轉化成教學實務的一種過程。本研究探討遠

距英語教師如何組合圖像與文字來表徵語言知識，編排成數位教材。	

 教師是多模教材的編輯者，也是視覺設計者（visual designer），可以從 Kress (2003)的設

計概念來瞭解教師是如何進行多模組成。教材編寫是一種視覺藝術，教師不僅是設計者，把

教材頁面當成畫布，協調視覺資源並編排於教材中，也是一位 active agent，必須決定要寫什

麼以及如何寫，也就是透過個人想像力、經驗或主題先備知識來決定編寫內容，然後根據文

本意義，挑選適當視覺資源來表徵教材內容(Maun & Myhill, 2005)。整個設計過程就是一種

合奏（ensemble）行為(G. Kress & van Leeuwen, 2001)，社會情境符號標示（situated social 

sign-making）過程(G. Kress, 2003)，以及轉化（transformation）能力的展現(G. Kress, 

2000)。	



	 將知識融入於多模教材的設計方式對於製造意義來說是很重要的課題，例如把圖像編入

教材，與文字互動產生意義，這種多模組成就改變了知識表徵的方式，對於教師來說是一種

挑戰，因為他們必須瞭解圖像是如何與文字內容交織在一起(Ajayi, 2012)。	

多模教材是多層次（multi-layered）與多面向的（multifaceted），在分析與詮釋文本時可

以多向（multidirectional）切入(Ajayi, 2012)，例如：圖像可以運用於語言知能發展(Weninger 

& Kiss, 2013)，提供文本情境線索(Guichon & McLornan, 2008)，以及協助學習者連結文本與

其文化(Ajayi, 2012; Weninger & Kiss, 2013)。總之，圖像在知識表徵時扮演重要的角色

(Petrie, 2003)，但是過去文獻對於教師如何利用圖像來傳達意義，知道的不多，需要更多研

究來探討他們是如何融入圖像於語文教材之中。	

圖文關係與分析	

	 圖像與語言文字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猶如 Barry (1997)所說：因為視覺在口語語言之

前就發展了，圖像自然是我們原始感覺的一部分，並代表我們自己的最深處（Because vision 

developed before verbal language, images are a natural part of our primal sense of being and 
represent the deepest recesses of ourselves）(p. 69)。圖像不止支援語言文字訊息的表達，本身

已經變成是一種表達意義的主要工具了。有時候，視覺訊息不見得出現在文字中，如同

Kress (2003)所說：口述出來的世界跟描繪與展示出來的世界是不相同的（‘The world 

narrated’ is a different world to ‘the world depicted and displayed’）(p. 2)。另一方面，視覺圖像

本身又不能太隨意（arbitrary），否則無法有效傳達訊息，需要靠文字訊息來表達意義，所以

在表徵同一件事情或概念時，視覺媒體和語言媒體已經不是彼此的替代工具了，而是各有各

的特色與功能。	

	 圖文之間的關係，如果以 Kress (2003)	 的觀點來說，牽涉到轉型（transformation）與轉

導（transduction），前者是指單一模式時，媒體形式與結構的重塑，後者是指跨模式時表徵

形式的改變。以編寫數位教材來說，就是如何設計圖文並茂的教材，協調圖片與文字如何一

起出現來表達意義，甚至於如何與溝通情境、社會文化情境結合(Kern, 2015)。	

	 Kress and van Leeuwen	(2006;	1996)在「視覺設計文法」（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一

書中提到，語言有三種意義元功能（metafunction）：表徵的（representational）、互動的

（interactive）、組成的（compositional），這些功能事實上是對應於 Halliday	(1976,	1994)的系

統功能語言學中的元功能：觀念的（ideational）、人際的（interpersonal）、文本的

（textual）。觀念意義是指人們如何使用文字來表徵我們的世界與個人經驗，例如個人、物

體、事件、行動、地點等;人際意義關心的是人們透過語言互動的方式，例如說話人與聽話

人如何溝通;文本意義則是探討文本元素如何組成一個有意義的情境訊息，例如圖像如何與

文字的位置組合。	

	 有關圖文關係的研究，Vungthong et al. (2015)認為學科內容很多都與資訊表徵與組織有

關，視覺圖像很適合表徵這類資訊的學科內容，所以他們特別著重探討觀念表徵方面的視覺



與語言（visual-verbal）關係，以泰國小學生使用平板電腦應用程式學習英語為情境，分析

歌曲影片教材中圖像與字彙的關係，分析架構融合了 Unsworth (2006, cited in Vungthong et 

al., 2015)、Martinec and Salway (2005, cited in Vungthong et al., 2015)所發展出來的視覺與語言

關係架構，如圖一所示。結果發現：歌曲影片中的圖文關係有三大類，分別是(一)闡述類型

（elaboration），意味著圖像功能在於闡明文字;（二）補充類型（complementarity），指的是

圖像功能是補充資訊給文字;（三）投射類型（projection），意思是圖像功能用來表徵參與者

正在講話。其中，大部分的圖文關係都屬於闡述類型，也就是說，圖像意義與字彙文字意義

幾乎是一樣，前者較少對後者補充資訊，可能的原因是交疊（overlapped）的意義對於學童

理解不熟悉的字彙較有幫助。	

另外，Royce (1999, 2002)	 認為文本裡符號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互補的，也就是圖像與語

言文字一起出現在文本上時，以互補意義的方式，組合成兩模式相關連貫的文本。上述研究

都分析了圖像與文字之間的關係，圖像是用來再製（reproduce）、補充（complement），還是

實現（realize）語言意義呢？顯示圖像對於語言文字學習的影響與重要性。本研究採用

Vungthung et al.的分析架構來檢視遠距英語教師所編寫的線上教材上的圖文關係，探究他們

在表徵英語知識時運用圖像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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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思維	

	 教師在製作多模教材時，需要思考什麼圖像比較能夠表徵教學主題與內容，並且決定哪

一張圖像比較適合，但是在決定之前，教師必須發展出視覺論述（visual argument）(Doering 

et al., 2007)，也就是選擇圖像時，需要「努力做出論述，用圖像來思考，並且顧及到讀者/觀

眾的經驗」（struggled to craft an argument, to think with image, and to maintain authorial control 

of the reader’s/viewer’s experience）(Hundley & Holbrook, 2013, p. 504)，這是一種經過多次協

調（multimediating）後做出決定的過程(Beach & OBrien, 2005)，可惜我們對於教師的視覺論

述知道的不多，應該鼓勵教師說出圖像選擇時的背後想法(Yi & Angay-Crowder, 2016)。	

多模組成時所用的材料就是「經過社會文化脈絡型塑後，用來表達意義的資源」

(Bezemer & Kress, 2008, p. 117)，教師在設計教材時必須依賴他們在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下的

個人或社會經驗，方能合宜地詮釋符號資源(G. Kress, 2003)，因為文化與社會的多元牽涉到

真實生活中的經濟、教育與政治等層面問題，常常會影響著學生對語言的理解(Gee, 2003)。

Ajayi(2012)在其研究中就發現：英文學習者如果缺乏詮釋教材圖片技能就會無法瞭解圖片背

後要傳達給他們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等訊息。所以老師們在設計教材時，必須察覺與確

認圖像與語言之間的關係，瞭解彼此的意涵，然後於教學時引導學生利用圖像來連結閱讀文

本與其生活文化(Ajayi, 2012; Choi & Yi, 2016)。	

	 探討多模組成背後的設計邏輯與原因的研究很少，更不用說是有關教師設計多模教材時

的思維研究。Yang (2012)研究兩位主修英文的台灣大學生參與數位說故事計畫時多模組成的

過程，研究發現之一：參加者的數位故事設計與多模資源編排方式歸因於三個作者意向，例

如其中一位參與者使用影片編輯軟體，運用文字、語音、圖片、背景音樂等多模資源，敘說

她參加線上語言學習討論社群的過程，她編排影片時會顧慮：（一）主角情感立場的改變，

例如打上文字“becoming part of it”，配上一張石頭路照片來表示一開始加入社群的困難與挫

折;（二）不同聲音的表徵，例如使用日記圖像來搭配文字，顯示她的內心想法;相較之下，

有一群人圍繞的圖片則代表是她與大眾的談話;（三）強化聽眾的理解，例如她會讓關鍵字

與照片同步出現。這個研究揭開多模設計者的思維過程，讓我們瞭解他們的設計邏輯與想

法。	

	 與上述研究不一樣的地方，本研究以遠距英語教師設計線上教材為情境，著重在圖像與

文字內容的組合編排，探究他們的設計思維。	

	

研究問題	

	 綜合以上文獻討論，本研究以職前英語教師編製線上教材為情境，探究他們如何組合圖

像與文字來表徵語言知識，以及背後的設計思維，所以擬定以下兩個研究題目：	

一、職前英語教師在編製線上教材時如何編排圖像與文字？兩者的意義表徵關係為何？	

二、職前英語教師編排圖像與文字時的設計思維是什麼？	



研究方法	

參與者	

研究一開始招募了六位大三、大四的英語系師資生，他們修過（或正在修）英語教材教

法與教學實習課程，研究者告知參與者研究目的與過程，例如參與培訓工作坊、設計並產出

線上教材、線上教學、課後教學討論等活動;同時告知其相關權益與補償，例如中途可以無

條件退出，以及因為長時間投入於遠距教學與教材設計，會給予一定時數的工讀金當作補

償;最後，如果無異議，請參與者簽名知情同意書。	

至於遠距學生，有 15 位偏鄉國中八年級學生參加，他們都是需要補救教學的學生，每

一位線上教師負責教授 2-3 位遠距學生。	

研究場域	

本研究以遠距英語補救教學為情境，採用教育部補救教學英語教材

（http://priori.moe.gov.tw/index.php?mod=resource/index/content/material_en），教授七年級教

材，總共有 12 單元，單元名稱如附件一;例如第十一單元名稱是 Can You Climb A Tree?教授

字彙包括 can, but, drive, climb, tree, catch, jump, swim, song, Good job!	

句型對話則是 Can you ride a bike? No, I can’t. But I can drive a car.	

	 參與者必須把教授的單元內容轉化成 PowerPoint 形式的線上教材，然後上傳到本校虛

擬教室 Adobe Connect 教學平台，在系上語言教室透過電腦與遠端合作學校的學生進行遠距

英語補救教學，教學場景示意如圖二：	

	

圖二：遠距教學場景示意	

研究程序	

	 研究程序包含以下活動：	



l 招募遠距小老師：預計於 2017 年暑假期間八月份進行招募，透過系網公告與助教

傳送招募海報 PDF 電子郵件給系上大三、大四師資生，徵求六位參與者。	

l 培訓工作坊：預訂於九月開學前一個禮拜舉行視覺素養培訓工作坊，時間約三小

時，目的在發展英語教師的視覺素養，培養圖文組合的知能。詳細說明在下一章

節。	

l 設計線上教材：在遠距教學之前，參與者必須轉化原教材為線上教材，六位參與者

每人設計線上教材兩次，第一次是設計第一到六課，第二次是設計第七到十二課。

設計教材的工具為 PowerPoint，所產出的檔案格式不僅與遠距教學 Adobe Connect

平台相容，軟體本身非常適合多模組成與表徵(Zhao, Djonov, & Leeuwen, 2014)，例

如利用圖片表徵字彙 jump，如圖三所示;利用圖片表徵句型對話，如圖四所示。	

l 遠距教學：預計大學開學後開始進行遠距教學，每週教授補救教學一個單元，總共

十二個單元，加上彈性時間、學生的段考以及其他活動，大約為期一個學期。每次

上課 45 分鐘，上課地點分別在小老師端的系上語言教室，學生端則在合作學校的

電腦教室。	

l 課後教學討論：每次上完課後，由研究者主持課後教學討論，除了討論一般線上教

學問題之外，包括圖文組成與表徵的教學應用討論。每次時間約半小時。	

	

圖三：利用圖片表徵字彙 jump	

	

圖四：利用圖片表徵句型對話	

	 	

視覺素養培訓	

為了培訓職前英語教師具備編寫多模教材的知能，遠距教學前舉行視覺素養培訓工作

坊，以及進行教學課後檢討。工作坊培訓重點以 Kern (2000)所建議的新素養教學課程元素

為基礎，培訓過程強調情境練習（situated practice）、明示教學（overt instruction）、批判框

架（critical framing）、	 轉型實作（transformed practice）：	

l 情境練習：研究者挑選教育部國中英語補救教學教材中的某一課，請參與者觀看課

文中的圖像，然後討論圖像內容與欲傳達的訊息，進一步討論這些圖像與課文內容

的關係，讓他們覺察圖像在教材中的角色與功能。	



l 明示教學：研究者介紹視覺素養概念，尤其是視覺—文字關係的元語言，導入

Vungthong et al. (2015)的分析架構圖，例如舉例說明 expansion 與 projection 的圖文

關係概念，讓參與者學習相關專有名詞來解析教材中的圖文組合關係。	

l 批判框架：參與者閱讀某一課補救教學的教材內容，用習得的專有名詞概念來說明

圖像如何表徵字彙意義與情境句型對話，尤其是圖片的選擇是否牽涉到學生的生活

經驗與特定的社會文化情境，例如選擇圖片來表徵情境對話中的人事物，就可能有

種族、膚色、或其他刻板印象的顧慮。	

l 轉型實作：在概念明示與省思之後，參與者以 PowerPoint 為教材編輯工具，練習

將部編本補救教學教材轉化成線上教材，此時可以挑選更多圖像來表徵教學內容，

思考如何與文字建立關係，進而表徵文字意義與建立溝通情境或社會文化情境。	 	

遠距教學開始後，每位參與者輪流設計一課補救教學線上教材，然後一起使用產出的教

材，並於每次教學後，由研究者帶領參與者討論教材教法，討論的一部份是引導參與者省思

圖像如何（一）促進文字意義的表徵、（二）建立遠距語言溝通情境，以及（三）連結社會

文化脈絡。希望參與者對於線上教材的圖文關係有進一步的瞭解，然後應用於下一課的線上

教材圖文設計。	

資料收集	

有關第一個研究問題的資料收集，是以參與者第二次設計的線上教材為主，也就是經過

第一次的教材設計之後，加上每次的課後教學討論，希望參與者對於圖文關係達到一定程度

的理解，所以研究者收集了參與者所產出的後六單元 PowerPoint 檔案，當作分析圖文關係

的資料。	

至於第二的研究問題的資料收集，是以 think-aloud 的方式來瞭解參與者組合編排圖像與

文字內容時的想法，探究他們的設計思維。首先購買 screen-casting 軟體，安裝於一部桌上

型電腦，目的在於錄製所有參與者在電腦上設計 PPT 教材的所有過程，包括電腦上的畫面

與設計者的 think-aloud 語音;然後與參與者約定時間與地點進行教材設計，地點預計在研究

者的研究室，所需時間約 1-2 小時。在設計開始之前，由研究者訓練參與者熟悉 think-aloud

的作法，亦即編製 PPT 教材時，同步說出心裡的想法，例如選擇特定圖片的用意、連結文

字內容的作法，以及討論學生生活經驗的計畫。訓練完成後，參與者開始編製 PPT 線上教

材。整個設計編製過程都會錄製成影片，影片的語音部分轉錄成逐字稿，用於資料分析。	

除此之外，研究者在教材編製完後訪談每一位參與者，針對 think-aloud 影片中需要釐清

的地方，以及值得進一步了解的地方，尋求參與者的確認和說明。整個訪談過程進行語音錄

音，然後轉錄成逐字稿，用於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	

第一個研究問題是分析觀念(ideational)類型的圖文關係，原因是補救教學教材的內容主

要是基礎字彙與句型，很適合用圖像來表徵意義與情境。首先，研究者針對每一個 PPT 所

包含的字彙與句型對話，找出與圖片的組合，每一組圖文組合就是一個編碼單位，然後以

Vungthong et al. (2015)圖文關係架構（如下一章節說明）來編碼，最後計算每一圖文關係類

型的數量，轉成百分比，方便檢視類型運用的比例。	

為了提高評分者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研究者事先訓練一位碩士級研究助理，使

其熟悉圖文分析架構，然後一起分析一個 PPT 檔案（前六個單元中的任一檔案），對於編碼

不同的圖文組合，研究者與助理討論，取得共識後，修正編碼。訓練完成後，再請助理獨立

編碼兩個 PPT 檔案，佔所有資料（後六個單元的 PPT）的三分之一;待編碼完成後，以

Cohen’s Kappa 的統計方法，算出相關係數，取得評分者信度。 

第二個研究問題是分析參與者組合編排圖像與文字內容時的設計思維，研究者採用不斷

比較的方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Strauss & Corbin, 1998)，仔細閱讀 think-aloud 與

訪談的語音逐字稿，特別注意參與者運用圖像時的動機與目的，然後比較同一參與者的說

法，以及不同參與者之間的看法，試圖找出重複的模式(recurring patterns)，然後予以分類，

例如設計的想法可能牽涉到「引起學生的興趣」、「促進學生的理解」、「連結學生的生活經

驗」、「搭配教學策略」、「建立語言溝通情境」、「討論社會文化議題」等，最後發展出主題

（theme）。	

為了提高研究效度，研究者進行成員查核（member checking）(Creswell & Miller, 

2000)，讓參與者檢視他們的設計思維模式，詢問有無誤解需要修正或澄清的地方，最後確

認主題。	

圖文觀念類型關係架構	

圖文的觀念關係如圖一所示，大致分為擴充與投射兩大類型。	

擴充 Expansion	 指的是圖像提供的訊息（一）與文字訊息重疊或進一步闡明，以

及（二）與文字訊息互補。	 	

投射 Projection	 指的是圖文組合後呈現出人物思考或講話行為。	

	

擴充類型又可以分為闡述與互補：	

闡述 Elaboration	 	 指的是圖像提供的訊息與文字訊息一樣，沒有新增訊息。	

互補

Complementarity	

指的是圖像提供的訊息是文字訊息所沒有的，也就是彼此互補。	

	



闡述類型又可以分為解釋與澄清：	

解釋 Exposition	 指的是圖像所建構出來的經驗與文字所述一樣，分為含有背景圖

像以及不含背景圖像。	

澄清 Clarification 	 指的是圖像用以下五種方式來澄清文字的意義：舉例、時間、典

型特徵、片段視覺化，以及事件或活動。	

l 舉例就是文字訊息的舉例可以透過圖像裡的人事物來代表。	

l 時間就是圖像裡的時間意象有助於文字訊息的理解。	

l 典型特徵就是圖像訊息可以彰顯出文字所指涉的人事物特

質。	

l 片段視覺化就是圖像只顯示了文句中某一個字的意義。	

l 事件或活動就是圖像傳達了文字意義中的事件或活動。	

	

互補又可以分為增強與差異：	

增強

Augmentation 	

指的是圖像帶來文字所沒有傳達的訊息。	

差異 Divergence	 	 指的是圖像所表徵的意義與文字意義不同。	

	

投射則可以分為說話與想法：	

說話 Locution	 指的是圖像人物說話是否用對話泡泡呈現出來，對話泡泡裡的文

字代表圖像人物說話的內容。	

想法 Idea	 	 指的是圖像人物的想法是否用想法泡泡呈現出來，想法泡泡裡的

文字代表圖像人物的想法。	

	

	

結果與發現	

教材上的圖文關係	

 第一個研究問題探究遠距英語教師產出的線上教材上的圖文關係，特別是字彙教學教材

的部分，其圖文關係的比率如表格一所示： 

 

  



表格一：字彙教學教材的圖文關係比率 

	

	

首先，屬於擴充類型的圖文關係佔了 91.2%，投射類型的佔 8.8%，也就是大部分的教

材圖片所提供的訊息與文字訊息重疊或進一步闡明，例如圖五的照片訊息與句子“The	

father/the	son	is	cleaning	the	house.”的語意重疊，沒有新增訊息；圖六則是用投射的方式呈

現出兩個小孩對於做作業“I (don’t) like to do homework.”的想法。	

	

圖五：擴充類型的圖文關係	

	

圖六：投射類型的圖文關係	

	

進一步來看擴充類型的圖文關係，屬於闡述類型的圖文關係佔了 76.1%，互補類型的佔

10.9%，也就是大部分的教材圖片提供的訊息與文字訊息一樣，沒有新增訊息，例如圖七的

圖片訊息與句子“He	is	playing	Pokemon	on	his	cellphone.”的訊息重疊，沒有新增訊息；圖

八的圖片提供的訊息是“sit	down”片語意義所沒有的，也就是彼此互補。	



	
圖七：闡述類型的圖文關係	

	

圖八：互補類型的圖文關係	

	

	 就投射類型的圖文關係來說，無論是說話或想法類型的圖文關係，都只有 4.4%，如圖

九、圖十所示。	

	
圖九：說話類型的圖文關係	

	

圖十：想法類型的圖文關係	

	

進一步來看闡述類型的圖文關係，屬於解釋類型的圖文關係佔了 67.4%，澄清類型的佔

8.7%，也就是大部分的教材圖片所建構出來的經驗與文字所述一樣，沒有新增訊息，例如圖

十一的圖片訊息與句子“The	woman	is	cooking.”的訊息重疊；圖十二的圖片就是以典型特

徵來彰顯出句子（e.g.	This	girl	is	young	and	handsome.）所指涉的人之特質。	

	

圖十一：解釋類型的圖文關係	

	

圖十二：澄清類型的圖文關係	



	 解釋類型的圖文關係又可以分為有背景的與無背景的，有背景的圖文比率是 47.8%，如

圖十三所示；無背景的圖文則是 19.6%，如圖十四所示。 

	

圖十三：有背景類型的圖文關係	

	

圖十四：無背景類型的圖文關係	

	

	 最後，互補類型的圖文關係，可以分為增強與差異，前者比率為 8.7%，如圖十五的照

片傳達了句子（e.g. Grandpa is studying English）所沒有傳達的訊息；後者的比率為 2.2%，

如圖十六的照片所表徵的意義與句子（How	do	you	spell	Matilda?）意義不同。 

	

圖十五：增強類型的圖文關係	

	

圖十六：差異類型的圖文關係	

	

遠距英語教師的教材設計思維 

	 第二個研究問題是探究遠距英語教師的教材設計思維，發現老師們在設計教材時，主要

會考量圖文的組成與學生學習兩方面，在圖文組成時，他們偏好解釋類型的圖片，比較少使

用互補類型的圖片，以及組成時遇到的問題；然而在學生學習方面，遠距教師設計圖文教材

時會希望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促進與學生的互動，與增加學生對於世界文化的了解，遠距

教師的教材設計思維架構如圖十七所示：	



	
圖十七：遠距英語教師的教材設計思維	

	

	 仔細來看，教師偏好解釋類型的圖片有三個原因：（一）他們希望圖片能夠正確表徵在

特定情境下的字彙概念、（二）避免圖片太複雜導致學生分心、（三）可以減少使用母語來解

釋字彙。遠距教師的說明引用如下：	

因為那時候是覺的如果有一個情境的話會比較適合，然後如果有人正在開門這個

動作的話，就可以變成是一個情境，就是相較於把一把鑰匙的圖片放在這邊。	

	

我不希望我的畫面太過於複雜，比如說像有些就太多雜物，會分心學生，像剛剛

那張畫面其實蠻簡單有力的，所以我應該會選擇這張。	

	

其實圖片可以直接呈現說是什麼意思，有些老師可能會覺得說一定要用中文解

釋，可是有時候圖片呈現出來的時候，學生自己就會理解，我覺得這也是圖片的優點

之一。	

	

	 另外，當他們組成圖文時，覺得要找到一個能夠充分又生動地表徵字彙意義的圖片不容

易，例如有老師說到：	

	

比如說要教 sit 好了，可是它可能圖片裡面 sit	 的樣子沒有很出來，很精確。所以

雖然它看起來是有趣的，可是很難看出說這個圖片代表 sit 的意思。	

	

有時候我們會選到一些照片是它感覺好像沒有到那麼精確，可是它很有趣…老師

可能延伸一些問題來補中間那個它們可能沒有很精確的表達出那個意思的缺陷。	

	

	 至於在考量學生的學習方面，希望圖片可以提供新奇的現實生活情境，以及與學生的生

活經驗結合，以利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遠距教師的說明引用如下：	

	



第一眼看到會抓住學生眼睛的感覺，比如說像這張圖片是有貓咪聽街頭藝人在唱

歌，然後就是介紹這個單字 sing，雖然它沒有什麼文化或是一些深層意涵，但是學生

一看到這個圖片可能馬上會被它吸引著。	

	

再來我會在意的應該是學生的生活經驗，比如說 family 好了，我覺得要找 family

的圖片就是一個蠻 tricky 的東西，因為就是特別對於偏鄉弱勢的學生，他們的 family

可能不是太傳統，不太典型，那可能 family 家對他們來說，可能也沒有什麼太正面的

經驗，所以我覺得如果老師一直強調家很溫暖，家是你的港灣這樣好像也不太好。	

	

	 另外，遠距教師也會希望圖片可以促進他們與學生的互動，特別是因為距離的關係，為

了維持教學互動性，老師可以請學生在圖片上註解，甚至藉由圖片延伸出一些問題來問學

生。遠距教師的說明引用如下：	

	

因為是遠距離教學，所以我會希望我的圖片是跟學生還是有點互動的……因為有

時候一個很複雜的圖片，讓學生聽到我的指令圈起來，我覺得這是遠距離教學還蠻好

運用的。	

	

這個圖片是可以讓我延伸更多的問題去問學生，然後可以建立一個完整又準確的

情境給學生。	

	

最後，遠距教師搜尋圖片時，會希望照片可以增加學生對於世界文化的了解，特別是打破學

生的刻板印象、讓學生接觸世界各地的文化情境，以及促進種族的多樣性。遠距教師的說明

引用如下：	

	

我會希望我選擇的圖片可以就是打破學生根深蒂固的那種觀念……	 像 clean the 

house 是一個爸爸帶著小孩打掃，所以會用利用一些圖片來翻轉他們的刻板印象，這是

跟一般的教材不太一樣的地方。	

	

Q:	 可是其實還沒有呈現圖片的時候，我會想說國外的 speed date 到底長什麼樣

子，原來是像這樣做成一排兩排？	

A:	 對。這是比較 casual 一點，有時可能比較正式一點，在餐廳的兩排。	 	

Q:	 你這樣對學生就是一個 new information, new knowledge?	 	

A:	 對對對!	 就是用圖片來呈現一個新的不同的文化知識。	

	



就是會讓學生覺得英文就是跟白人有關，但是事實上，我在設計的時候會選各種

種族的圖片，然後之前有一個…職業那課，有	 doctor、teacher、nurse 等單字，我那時

後就是找各個種族的圖片這樣。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探討遠距英語教師所製作的線上教材之圖文關係，主要發現他們組成圖文時，傾

向於使用圖像來“擴展”詞彙意義而不是“投射”它們；在圖文擴展方面，他們特別傾向於

使用圖像來闡述詞彙意義，而不是補充它們，這些結果與 Vungthong 等人（2015）的研究結

果一致，就是視覺圖像經常被用來闡述英語學習教材中的文本，這樣的圖文組成被認為對於

低成就者來說比較容易理解。 

當教師創建圖文詞彙教材時，他們會考慮學生的學習，特別是增加他們的興趣，讓他們

參與互動，並促進他們對世界文化的理解；這些發現可能反映了他們關心如何激勵低成就

者，減少他們遠距離分心以及改善他們的世界觀。 

本研究更深入地了解遠距英語教師在製作字彙教材時如何組成圖文以及他們的設計想

法，這些研究發現顯示視覺圖像在促進多模教學時可以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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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育部國民中學英語補救教學教材七年級單元名稱	

Unit 1 My Name Is Ann 

Unit 2 She Is A Cook 

Unit 3 What’s This? 

Unit 4 Open The Window, Please 

Unit 5 Who’s That Tall Girl? 

Unit 6 Is He Your Brother? 

Unit 7 Where Is My Cellphone? 

Unit 8 Where Are My Glasses? 

Unit 9 May I Speak To Ms. Wang? 

Unit 10 What’s Andy Doing? 

Unit 11 Can You Climb A Tree? 

Unit 12 What Time Is It? 



附件二：國民中學英語補救教學教材七年級 Unit	11:	Can	You	Climb	A	Tree?之課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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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今年 EuroCALL 2018在芬蘭于韋斯屈萊城市舉行，為期四天，會議主題
是“Future-proof CALL: Language learning as exploration and encounters”，
第一天早上是工作坊，有四個場次分別是線上課程的互動、CALL 期刊論

文的審查過程、真實活動、wikipedia 在語言學習上的應用，緊接著第一天

下午到第四天中午則是論文發表、工作坊與海報展示。每天有五個時段，

每一個時段同時有六個場次，除此之外，大會穿插安排三場專題演講。	

首先，工作坊之一就是 The reviewing process in CALL publication: 
Perspectives from editors, reviewers and authors，由 ReCALL期刊主編 Alex 
Boulton主持，分別從主編、審稿者、投稿者三方觀點來探討期刊論文投
稿，特別是主編收到稿件後的第一印象如何形成？如何擔任一位有禮貌的

審稿人？常見的投稿論文問題有哪些？如何修改論文？這些議題對於投稿

國際期刊非常有幫助。	

專題演講之一是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in the digital age，講者是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的 Claire	Kramsch。她提到在資訊時代，

語言與電腦的角色是什麼？電腦不是一個闡釋真理的工具，而是一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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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解決問題的工具。另外，資訊科技帶來語言本質的改變，從口語/

書面語言轉化成線上多模態（multimodal）語言，從意義溝通轉化成資訊
張貼，因此語言的溝通加入了情緒符號（emoji）。最後，她提出了幾個
數位世界溝通的原則，值得語言教師省思，語言教學應該順應時代改變，

從著重字彙與文法教學，邁向多模態表徵與溝通的教學。	

	 另一個專題演講題目是追求教育創新，講者是 HundrED Founder/CEO
的 Saku Tuominen。他說全世界都在追求教育創新，什麼是教育創新？如
何讓老師喜歡創新？簡單說：創新就是一個可以運作的想法，是來自第一

線老師的自發自主性作為，而不是教育當局由上而下式的規定。教育創新

可以從三個面向來檢視：一、是否可以發揮影響力（impact），二、是否

有新意（innovativeness），三、是否在其他地方也可以運作

（scalability）。最後，講者分享他建置的網站

（https://hundred.org/en/collections/hundred-），收集全球一百個教育創新
的故事與做法，激發大家教育創新的動機。	

	 除了以上工作坊與專題演講之外，還有很多有趣的論文發表，例如

視訊教學、虛擬實境、眼動儀應用研究、多模態教學等主題，這些都是

我感興趣的論文發表，並且前往聆聽。	

l Designed and Emerging CALL affordances in videoconferencing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l (Re-)exploring Virtual Reality: Is VRALL the Future of CALL? 
l Using eye-tracking to research the effects of linguistic text 

simplification on the reading behaviour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l Laughing heads and other emojis: Multimodal languaging in the 

classroom 
	

二、 與會心得	
與會心得分別從自己的論文發表與他人的論文發表兩方面來說，自

己的論文發表的主題與職前英語教師的教材設計思維有關，也就是他們

如何製作圖文並茂的線上字彙教學教材，從視覺表徵的觀點來探討圖文

關係與他們的設計思維。到場的聽眾還不少，並在我論文報告後提出一

些問題，希望對於研究場域與方法有進一步的了解；報告結束後，很高

興看到參與的來賓之一在大會的推特上表達興趣，感覺大家似乎對於視

覺導向教學愈來愈重視。下面照片是其推文截圖。	

	



	

	

至於他人的論文發表，我比較關注多模態教學（multimodal	

pedagogy）的論文發表，其實多模態之一的視覺表徵就出現在今年的專

題演講上，除了演講者的口頭報告與 PowerPoint 簡報之外，大會特別安

排插畫家現場即時手繪筆記（sketchnote），讓聽眾藉由多管道與講者

互動，更加理解演講內容，非常有趣！手繪筆記如下左圖所示。	

另外，多模態研究在今年的會議似乎比以前來得多，猶如大會呈現

的今年所有發表主題的文字雲，如下右圖所示，多模態（multimodal）

關鍵字與其他熱門研究主題受到關注，例如 learning,	collaboration,	

multilingual,	mediation,	informal，這樣的研究趨勢似乎透露出資訊科技

扮演強化語言學習（learning）的角色，特別是在多語言

（multilingual）的情境下，科技被當作一個跨文化合作（collaboration）

的中介工具（mediation），鼓勵學習者在非正式（informal）的情境學

習，運用多模態資源進行溝通與意義表徵。	

	

	 	

	



最後，感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經費贊助，讓此次的行程得以順

利完成，並且收穫滿滿！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A case study on how pre-service English teachers apply design thinking 

to creating onlin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exploring visual-verbal 
relations 

 

The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has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ways people create meaning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y used to rely on text-based communication before; now 
they can make meaning through multimedia such as audios, photos, 
videos, and graphic icons. Indeed, multimedia contributes to multimodal 
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this case, English teachers need to 
incorporate multimodal resources into their teaching;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they represent linguistic knowledge through 
multimodal composing.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train preservice English teachers to create onlin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in which visual images are combined with verbal words to represent 
remedial teaching conten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understand 
how the teachers orchestrated visual images and verbal words as well as 
how the teachers as a designer articulated their thinking of visual design. 
Based on Kress’ (2003) concept of design as a situated social sign-
making process, this study is guided by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How did pre-service English teachers mediate visual-
verbal relations in creating onlin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2. How did 
pre-service English teachers apply their design thinking to visual-verbal 
compositions? 
 
This study is situated in a web-conferencing teaching context where five 
pre-service teachers were recruited to teach 15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needed remedial instructions. The online teachers were 
trained to develop visual literacy by creating image-based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through PowerPoint. The online teaching was carried out for 



50 minutes at a time, once a week, for 16 weeks. After each teaching, 
the researcher would discuss with the teachers about the use of images 
in enhancing online English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s were invited to 
create onlin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based on new lessons that they want 
to teach in next semester. To understand how the online teachers 
mediated visual-verbal relations, their design thinking was articulated 
and recorded through think-aloud protocol and follow-up individual 
interviews. Using Vungthong et al.’s (2017) framework of analyzing 
visualverbal relations,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d data analysis on 
ideational relations, which describe how images represent objects, 
things, and people in linguistic 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The number of 
visual-verbal combinations in each category of ideational relations was 
calculated and converted into percentiles to reveal how visual images 
were used to represent verbal texts. As for the teachers’ design thinking, 
the researcher adopted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to identify patterns 
and themes that emerged from audio-recorded transcripts. 
 
The researcher will present results and findings, followed by discussions 
and implications. The present study intends to provide an insight into 
how English teachers applied their design thinking to creating onlin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It may be of interest to teachers, teacher 
educators, and researchers who would like to gain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ow visual-verbal text composing contributes to linguistic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s. 
 
References: 
 
Kress, G. (2003). 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age. Routledge: New York. 
 
Vungthong, S., Djonov, E., & Torr, J. (2017). Images as a resource for 
supporting vocabulary learning: A multimodal analysis of Thai EFL 
tablet apps for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TESOL Quarterly, 51(1), 32-58. 



	

四、 建議	
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攜回資料有會議議程、論文摘要、聆聽筆記與參與照片。其中，挑

選出幾張代表性的照片，說明我的參與過程，如以下表格所示：	

	 	

	

會議參與者大合照	

	
工作坊：The reviewing process in CALL 

publication: Perspectives from editors, 

reviewers and authors 
	

	
專題演講：教育創新	

	
專題演講：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in	the	digital	age	



	
論文發表	

	
海報展示	

	
中場休息	

	
會議主辦團隊	

	

六、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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