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只融入於課堂教學
學落格搭建嶄新的生活科技教室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生活科技科曲蔡紫德@教師

近年來，教育當局大力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臺北市教育局亦發表了

資訊教育白皮書，鼓勵教師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因此許多老師多少都有應用

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經驗，但資訊融入教學除了教師課堂上的教材數位化外，

更為重要的，應是將資訊自然而然轉變成師生學習、互動時的工具，使資訊成

為教學的一部分，更進一步的，成為學生生活的一部分!

隨著科技時代的來臨，我們身處在大量多媒體刺激的聲光世界中，影響

的層級不僅只是媒體本身，更影響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教育亦然，傳統的板

書、口述已無法滿足學生的需求，教學資訊化成為近年來大家關注的焦點。

教學數位化的過程中，網際網路無遠弗屆與多元的連結性優點，使許多教

師紛紛投入製作學科網站，希望藉由網路的優勢，讓教學跨越班級、教室的限

制，使學習的方式更為寬廣，但隨著網際網路由Web 1.0進步到今日Web 2.0 

的時代時，傳統的教學網站似乎已經不容易滿足我們的需求，本文將介紹個人

透過多元的網路平臺、以學習者為發展中心，建構教師與學生網路溝通的教學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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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 Web 2.0讓學生也參與學習的主導

在2003年以前，在所謂Web 1.0的時代，我們透過瀏覽器「閱讀」特定

編寫者編撰的網頁內容，但在今日資訊爆炸的時代，網際網路也已經漸漸進

入由使用者主導的Web 2.0時代， rWeb 2.0 J 這個名詞，最早是由O'Reilly

Media創辦人暨執行長奧萊禮 (Tim O'Reilly) 提出 (2004) ，歸結奧萊禮

先生的觀點， Web 2.0具有三大特點:第一不論是鼓勵使用者參與內容創作，

或是使用者之間的互動，總之所有在網站做的事，都要從使用者為中心出發;

第二個重點是強調開放的重要性，只有透過開放的討論，才能回過頭豐富使用

者的經驗;最後， Web 2.0強調使用者網絡的外部延展性，也就是說經由服務

的提供，形成去中心化的型態。而這種網路潮流的變遷與今日以學習者中心的

教學，所強調的讓學習者在討論中學習並且逐步找尋到學習需求與自我學習策

略，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過去，許多教師的教學網站，多是專注於Web 1. 0的功能，提供學生在

課外上網閱讀課程補充資料或是下載上課講義，但隨著網路資訊的快速流通，

維基百科( Wikipedian) 、奇摩知識+......多元而使利的管道使學生尋求答案

似乎越來越容易，單純的教學網站閱覽似乎已經無法滿足學生探素知識的慾

望，網路的連結性是否比教科書單一的解答來的更為豐富?成為個人製作教學

網站時深思的一個問題;此外，隨著近年來教育改革，生活科技課程涵蓋的範

闇更趨廣闊，且學生對科技的認知程度與需求種類也隨著科技變遷的速度不斷

增加，教學網站所提供的資訊是否切合學生需要，也成為筆者規劃網站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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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讀「資訊」不只融入於課堂教學一以討論版與部落格搭建嶄新的生活科技教室

時的疑惑。

但不可諱言的，今日不同的網路平臺仍各有其優點與缺陷，故近年來，個

人逐步嘗試在學科網站中加入不同種類、屬性的平臺與媒體(如下【表1 】、

【表2 】) ，希望集合各類平臺的優勢，讓學生的學習環境，能真正跨出教

室，融入生活中。

{表 1 】筆者任教之生活科技學科網頁架構

做61.0的首買
鐸報It聲、韓賽....華總

We62.0部落格
師生互動、分蔥、.....

平臺 功能屬性

首頁 WEB1.0的傳統網頁，單純而具公告欄特性，使用於學科網站首頁。

討論版 介於WEB 1.0與WEB2.0間的PHP討論版，兼具補充新知、學生課後提問、教
師補充課程資料等三大功能。

教師個人部落格 有助於師生溝通，也可隨時補完課程訊息，增進學生交流。

學科網路平舉

在高中的生活科技課程中["資訊科技」是屬於「傳播科技」的一部份，

但與高中電腦課程有所區隔的是，生活科技中所指的「資訊科技 J 主要是扮

演「工具」的角色，不是電腦課程中的程式語言、也不是硬體或電路的介紹與

說明、網路伺服器的架設......等內容;而是藉由生活科技「動手做」、「解決

問題」等核心理念為主，逐步理解其他科技系統，以及操控其他科技系統的重

要工具，亦即希望能讓資訊科技成為生活科技課程中重要的工其與基礎知能。

故在筆者規劃的學科網頁功能定位上，知識的補充對網際網路的教學影響

力似乎不免過於狹隘，除了單純資訊的讀取，筆者更希望能自然而然的讓學生

表達學習需求、建立找尋答案的能力，進而將資訊科技化為學習各領域科技時

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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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資訊科技在生活科技教學上的應用範圍

課堂講述數位教材

科技媒體操作 數位化學習平臺

A. 討諭版一由F而主積極的表達學習需求

從2004年起，個人將純html式的學科網頁，加入phpbb的互動討論論

壇，筆者將討論版分成四大區塊:

.第一區塊是「科技新聞﹒科技欣聞」

生活科技六大領域範圍廣闊，加上科技的內容日新月異，針對生活科技

六大範疇，筆者建構各領域的新知分享版面，讓學生不僅能閱讀課本外的新資

訊，討論版的回覆功能，更使學生擁有發表感想、提出進一步的疑問的機會，

而討論版的交流﹒也讓師生間的學習互動，不單侷限在教室課堂間，更隨時隨

地落實在生活之中!

.第二區塊是 r i課程相關區」

內容包含教學相關資料與課程講義的下載

版面，以及補充資料與相關網頁的連結，這個

部分比較偏向傳統html的Web 1. 0功能，但在

講求「做中學」的生活科技教學活動中，學生

彼此間難免有學習速度的差別，筆者個人也利

用討論版圖文張貼的便利性，將部分操作方式

分段張貼出，學生能隨時利用「哥|言」功能，

將不了解的部分點出，讓教師進一步加以解

釋，這部分補足筆者長久以來在生活科技「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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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以討論版補充Flash相簿的製作方式

作教學」中，所感到教學時數不足的缺憾。 (h旬以www.mett.clover.co叫php/viewtopic.php前=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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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讀「資訊」不只植入於課堂教學一以討論版與部落格搭建嶄新的生活科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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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學生線上提間的版面，讓學生能

主動提及個人在學習上的疑問與需求，此

外，由於生活科技的課程中，實作活動是

不可缺少的單元，學生產生問題的時間、

地點可能不在課堂上，產生的問題也是各

不相同，交流提間的版面讓學生可以輕鬆

自在的提問甚至求助，也較電子郵件更為

快速方便，而討論版提供的搜尋服務也讓

得到解答的問題成為網頁資料的一部分。

.第四區塊是「作品成長軌跡紀錄」

多元入學實施後，學生個人檔案的累

[圖例]學生製作「傳播科技」期未作業時，在討 積成為高三參加推薦甄選時重要的資料，
論版中形成的問題解答庫

( http://www.mett- cJ over.com/php/viewtopic 

php?t=491) 

但高一學生對藝能科作品大多仍僅視為高

中課程的一部分而已，故筆者將學生的學

習過程剪影與創作作品，分組羅列在版面

上，除了成為彼此觀摩的資源外，也預先

累積了未來個人檔案的圖文資料。

學科網站經過phpbb補足，個人發現

學生對教學網站的使用，較以往更加主動

積極，而phpbb論壇也讓學生在課餘時間

進行創作活動、課程學習時更為安心;比

方前年筆者在進行生活科校傳播科技單

元~ r 聲動世界﹒動畫教學」時，數位影

像處理、剪輯軟體的使用步驟，雖然也已

經在課堂上示範多次，但學生在家中實際

操作時，仍易因家中電腦硬體、檔案的建

立問題...... ，產生各項困難，線上互動的

提問、解答，不僅使學生問題及時獲得解

決，同學問彼此的回應、問題解答的搜尋

[圖例 1 分組建立主題，記錄每週創作剪影與作品 匕

分享( 94學年度高一業班黏土動畫創作小組一 功匙，也使學習跨越了班級與班級的隔
「瘋狂有氧」 聞。
( http://www.mett-clover.com/php/viewtopic 

php?t=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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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蕃輸一一縮短教師與學生的距離

2003年 9月「無

名小站」在台灣成

立，眨眼間，台灣的

部落格使用者快速增

加，到了2004年，許

多BSP (提供部落格服

務平台Blog Service 

Provider) 如雨後春筍

般不斷出現，部落格 [圖例]部落格的快速成長與使用者結構分析

(圖丹出處:數位時代108期一←解請Blog全球旋風(2005年))

漸漸成為網路的新寵

兒，彷彿一種新的現象與力量正在席捲全球蔓延速度驚人，畢竟部落格獨特的

個人化特色、自由性的筆調、即時性的日期標籤、充滿無限可能的連結性...使

他不可避免的成為新一波的網路浪潮，而觀察部落格的主要使用者，超過巨分

之五十是我們的青年學子(如下圖) ，利用部落格的平台作為師生溝通平台，是

一種新的趨勢與優勢。

而個人也在2005年年底起，將部落格加入學科網頁的版圖中，在建置的

部份，筆者之所以選擇免費的BSP平台的原因，主要是鑑於免費平台的便利性

以及豐富的附加功能(如大容量的個人網路空間、影音空間、 RSS連結...) ，當

然如果學校資源許可，教師也可以參照PHPBB的模式，搭建自主的部落格平

台;而在部落格融入 國棚.. -國酬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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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師個人的部落格

網站，二是學生部落

格的串連。

﹒教師部落格的建置:

的確，討論版的

經驗鼓舞了筆者在課

堂時間外與學生互動

的精神，討論版提問

區的設覽，也將網路

發聲的主角從教師漸

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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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筆者期末在教師部落格中，分享本學期各班優秀作品的意見，也引起學生跨越班級的

討論。( h吠p://blog.roodo.com/mio_omi/archives/26413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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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鑽「資訊」不只融入於課堂教學一以討論版與部落格搭建嶄新的生活科技教室

漸擴展到學生，但筆者也發現許多討論版使用上的缺失，雖然討論版方便的提

問、分享，但在分享與交流上，似乎令人感到還有進步的空間，雖然筆者曾經

在討論版上建立「教學日誌」的分享版面，但討論版缺乏時間性的歷程(日期

標籤) ，很難延續單一主題的教師教學意見討論，故筆者再度加入教師部落格

的網路平臺於學生網站架構中。

經過將近兩年的實際使用，個人發現討論版的優勢在於明確的解決學生學

習疑問，而部落格則大大的拉近學生與老師間的距離，尤其是生活科技的課程

一週僅進行一次，倘若遇上假期，更大大中斷了課程單元規劃的銜接，經由教

師的部落格，教師除了能利用部落格即時提示學生學習的進程，更能利用文章

分享，讓自己真正成為學生亦師亦友的學習夥伴。

﹒學生部落格的串連:

對學生而言，討論版在空間的歸屬感上畢竟仍屬於教師，學生在累積作品

創作軌跡時，內容總是有凌亂而良萎不齊的缺點，在94學年度下學期開始，筆

者開始在課程單元活動之初鼓勵學生分組架設部落格，一方面同樣具備討論版

分類與資訊累積的功能，一方面部落格個人化的魅力，也引起年輕學子在作品

展示上的熱情。

利用部落格的日期標籤，使筆者更能掌握學生的活動進度，隨時發現活動

[圖例]學生利用分組部落格分享廣告創作心路歷程與成果

( http://blog.roodo.com/mr_bean/archives/1705363.html ) 
(本部分的教學經驗可參閱文後節錄之平面廣告設計單元的活動步聽〈

附一〉以及第六週問卷調查的說明學習單〈附二>)

|旁 110'~ 中，教育伍持捌卷制期

進行時的優缺，以回應功能適

時給予鼓勵或是修改建議;更

利用RSS的串連機制，建構彼

此間的學習網絡。

此外，在「平面廣告設計

單元」活動進行時，筆者也鼓

勵學生利用連結、回應功能，

在部落格中進行問卷調查，

成為設計規劃前市場調查的

依據，部落格成為學生課程作

品絕佳的展示平臺，學生可以

利用部落格平臺發表作品、抒

發學習心得、彼此表達觀賞意

見，大大的減少過去紙筆印刷

的浪費，也因為觀賞作品的觀

眾增加，讓學生更加投入於課

程活動的製作。



、最fi 教學網路的優勢與結機

國內知名網站「網路家庭」董事長詹宏志 (2006) 曾在訪問中提及:

「用一句話來描述Web2.0的精神就是，在1.0的時代比較重要的行為是下載和

閱讀; 2.0則是上傳與分享。1.0和2.0不是一個世代或是替代的關f系，而比較

像是Internet發展的很自然的新階段。」

也正如媒體大亨梅鐸所言 r 如果要找個比喻. 500年前印刷媒體的出

現，也就是大眾媒體誕生的時代，那種剎那間催毀國王與貴族的力量。今日的

網路科技，就是把編輯、出版者、所有大眾媒體的菁英們所曾經擁有的權利削

弱的力量，人人控制一切。 J (數位時代專刊. 2006) 而教學中，學習者中

心的教學網絡，漸漸成為必然的趨勢!

當然誠如上述分享，與近年來觀察學生在學科網站的使用經驗，發現從

Web 1. 0的網站資訊傳達，到今日Web 2.0的討論式學習網絡. Web 2.0的教

學給予筆者許多教學上的良性衝擊，比方說提高了學生學習的參與度與主動

性，也讓個人真正體驗「教學相長」的學習環境，增加了我與學生互動的機

會，也讓我在設計課程時，能更掌握學生的需求，發現學生的問題，進而不斷

修正自我的教學內容與主題，也使網路資訊不僅成為生活科技資訊科技的一

環，更自然的成為各領域間的學習工具。

但也多少發現學生在此種教學環境上容易產生的學習危機:

一、學生尋找答案過程的怠情:

線上提問區的設計，或許增加了學生問題解決的管道，但也容易造成學生

學習上的怠惰，甚至不斷重複版面的提間，教師在回答部分非急迫的操作性問

題時，適當的提供其他尋找解答的管道或是鼓勵學生進行版面搜尋，也許會比

直接給予解答來的有益。

二、網站管理的困難度增加:

Web 2.0重視的是彼此的參與、激盪，但網路畢竟無法永遠如校園管理般

門禁森嚴，外來訪客的回應無可避免，教師要花費更大的心力加以管理文章，

避免不健康的垃圾廣告與病毒連結的入侵;而互動網站的即時性也增加了教師

時間管理的負擔，教師必須付出更多的課餘時間作為回覆討論的安排。

三、師生關係的掌握:

部落格或許能拉近學生與教師間的距離，但是教師也要更加注意發文的內

容，筆者個人是將私人的部落格與教學部落格分開，畢竟雖然部落格具有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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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但在教學上，教師仍應避免過度的發表私事，適當的維持師生用語上

的尊重與和諧的態度。

Web 2.0的平臺帶來無限的教學可能，但教師仍應注意教學方向的掌握，

以Web 1. 0的網站作為舵手. .!.-).Web 2.0作為發展的精神，善用WEB 1. 0的連結

性與WEB2.0網站的互動性特色，相信才能讓學科網路真正成為教學環境的一

部分。

相關連結

紫德老師的生活科技網頁: http://www.csghs.tp.edu.tw/-life/index.htm 

生活科技PHPBB討論版: http://www.mett-clover.com/php/ 

教師個人部落格( http://blog.yam.com/mio_omi )、( http://www.tiec.tp.edu.tw/lifetype/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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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白呻制棚，
生活科技學科網站 (web1.0) 生活科技PHP討論版 (web 1. 0-2.0)

教師部落格 (we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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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生活科技平面廣告設計活動的單元步驟

a.建立各組blog空間

b.選定各組的廣告商品，可選擇市面上既有的商品，亦可是各組天馬行空虛擬

的產品。

c.收集商品廣告及同業或同類型廣告。

d.進行初步商品分析會議，編寫問卷，張貼於blog上。

e.進行消費市場調查。

f.對調查結果進行小組討論，完成正式的廣告企劃書，並繪製草圖。

g.根據草圖，拍攝廣告照片。

h.進行影像編修。

i.作品上傳分享。

〔附錄二〕
生活科技平面廣告設計活動的第六~八週

問卷資料收集學習單

第6週進度(以下可以建議學生直接輸入在Blog中)

a.申請各組的Bl嗨，申請後回到老師的blog留言，將blog Link記錄下來。

b請在自己的Blog發表第一篇文章，填寫以下資訊:

﹒小組名單(座號及姓名)

﹒廣告商品:包含商品名稱、選擇原因、並盡量張貼出商品照片，且從外

觀、使用方式、情況、消費年齡、市場情況預估...... ，本文由

組員觀點陳述，並整理之。(決定商品請注意，因之後間卷調

查的對象多為同年齡同學，故從身邊物品進行的選擇為佳，若

是消費年齡不同者，可能下一步問卷調查的部分，就需要額外

自己去尋找受訪者喔。)

c.收集相同或類似商品的廣告三則以上，並張貼在blog 。

d.規劃市場調查問卷，並且張貼為第二篇文章。

請務必注意這份問卷是已經有了廣告商品後，所做的市場消費調查，所以

問卷規畫目的是為了調查廣告發展方向與風格，並不是為了研發新產品，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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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問題時務必注意，並且遵從下闡的結構:

介紹劑帶來灣及闋的，

使得績.間有島的草草傘，甚沁鐘知道績，軍開場的方法&濃濃，
絃...寫的清貴重明白ãA. 。

...11: 
司以續開 r.種各~J..

「序列章寫 J (司學習UI盧興ø!Z1軍%鰻袋順序*，;1智富t)

l1li11本身的中立，遍..咱可傾向他、 2鷹"性

不聽天厲行訟 t )，車道，區.，喔.f告密的嘻嘻翩。

..錯輯:

JIII!I大自度過翩翩查

第8週進度

a.統計並分析兩週來的問卷結果進行廣告消費分析，決定:

商品消費特性(消費者行為)

-消費族群鎖定(確定消費對象)

-廣告風格確立

b廣告草稿繪製:可以手繪在下方學習單後，請老師用DC拍照後上傳，或是從

老師的blog上下載空白學習單，直接在電腦繪製，再上傳至Ublog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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