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軍加油站

站在雲端看教學一一

雲端科技在教學上的應用

張玉山副教授、陳忠始研究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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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科技是當前流行的創新概念，且

正廣泛的運用在各種資料運算處理上，雲端

科技帶來的便利性使得這項概念迅速發展，

舉凡日常生活的收發郵件、雲端免費存取空

間的利用等，我們的生活周遭早已充滿雲端

科技。在美國，不僅中小企業對雲端平台趨

之若驚，美國聯邦政府也喊出「雲端優先

(cloud-first) J 的口號，鼓勵各部門加入

雲端用戶的行列，一舉達到節省能源和降低

開銷的雙重目標(戴佳慧，20 LO) 。而趨勢

科技董事長張明正也說，-雲端運算至少將

影響科技產業長達 30年，現在不過是雲端產

業剛剛開始的第一年及第二年。硬體及軟體

產業都將因雲端運算而重新洗牌。 J (何英

煒， 20L2) ，這也更加確認雲端科技將成為

主流。

雲端科技兼真廣泛性與未來性，若能將

雲端科技與教學結合，勢將為教育帶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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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與面貌。本文旨在探討雲端科技的教

學應用功能、方法，及所帶來的效益，並透

過試探性的教學，體驗質際的教學活動，據

以提出相關的建議。

貳、雲端科技的意涵

一、何謂雲端科技

「雲端運算」是由許多技術互相搭配而

成的一個新型態資訊科技服務模式，它可以

將運算資源匯集起來，依照各別使用者的需

求，讓使用者可以方便且迅速的透過網路，

就可取得所需的運算資源或服務(林豈毅，

2012)。在行政院的「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

」提到雲端運算是一種經由網際網路，從

遠踹取用近乎無限電腦運算資源的服務模

;J::\，與技術組成，具有如下三大特質: 1 超大

刑，通常具有超過一萬台以上主機的運算資

源; 2.無限延展，運算能力可隨運算設備的



增加而迅速擴充; 3.彈性使用，用戶可隨需

要增加或減少運算資源的使用(經濟部，

2010)。所以當我們在Google輸入一個關鍵

字的時候，其實是雲端主機將這筆搜尋工作

分成許多的程序 (Process) ，然後分派給下

面的主機去運算，最後再將運算的結果彙整

起來傳給使用者，因此能在短短的零點幾秒

就搜尋完超過十億個網頁的資料(D-Link '

2010 )

站在雲端看教學一-雲端科枝在教學上的應用

二、目前雲端科技的主流服

務

根據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

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2011 )將雲端運算服務層次區分

為三種，此三種服務皆可透過電腦或行動上

網設備，使用雲端資源如圖 l 。

.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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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 Computing

圖 l 雲端運算

資料來源:出自維基百科(2012 )

﹒「軟體即服務 J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供應商提供給消費者使用雲基

礎架構上的應用程序，不同的客戶可

以從各地方存取應用程序。如web瀏覽

器，消費者可以自己設定所屬的使用者

介面，但不能管理或控制底層的雲基礎

架構，包括網路、伺服器、作業系統、

存取能力等。例如:Email 。

﹒「平台即服務J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供應商提供給消費者在雲基礎

架構上的開發平台，消費者可以在上

面自行佈署、控制應用程序、使用者程

序，但不能管理或控制底層的雲基礎架

構，包括網路、伺服器、作業系統、存

取能力等。例如 web server 。

﹒「設備即服務J J (Infrastructure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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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IaaS) 供應商將雲基礎架構

整合起來(基礎運算資源、存取能力、

網路資源) ，是針對軟體開發人員或軟

體開發商提供的服務，消費者可以佈署

應用程序的控制、選擇需要的網路組

件。例如: Google Apps 、 Quickbooks

Online 。

三、雲端科技的特點

根據美國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

院 C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2011 )的定義，雲端運算服務真

備以下幾條特徵:

﹒按使用者所需的提供服務

﹒透過寬頻網路存取

﹒資源集中化

﹒快速及其有彈性

﹒消費者可評測商品的服務

一般認為還有如下特徵(維基百科，

2012)

.基於虛擬化技術快速部署資源或獲得服務

﹒減少使用者終端的處理負擔

﹒降低了使用者對於IT專業知識的依賴

對個人而言，我們不必再隨時帶著USB

隨身碟，只要將常用的資料、檔案放在雲端

平台，藉著能上網的電腦或是行動上網設備

(如:智慧型手機、ipad等) ，就能隨時隨

地存取這些雲端的資料、或是分享給其他

下建置機房、租用頻寬、聘任資訊人員的成

本，因此可以專心於開發服務，而且雲端服

務是以使用量來計費，用多少就付多少，更

符合成本效益 CD-Link' 2010)

參、雲端科技的教學應用

功能

就準備課程而言，教師可以將教學資

源放在雲端硬碟上，以供學生及時下載、觀

看，且可以利用雲端上的資源進行教學，

例如: google的文件處理程式(包括Word 、

PowerPoint 、 Excel等) ，最後學生也能將自

己的作業或是課堂心得及時與教師、同學分

享。就學生學習而言，當學生對教材有疑惑

時，可以透過雲端科技及時下載教學檔案、

及時與同學討論解惑，甚至一有創新想法也

可以立即上傳、分享，教師也可給予最快速

的回韻，如此一來學生參與度便會提升、對

課程也會更加專注。例如2011年於屏東縣公

館國小建立全國首座雲端未來教室，在不需

要主機的情況下，透過網路視訊即可線上學

習、虛擬互動(石添勝，2011) ，便是雲端

運用於教學的實例。因此，雲端在教學上的

應用，包括教學活動、教學環境、及教學評

量三大方面。

一、應用於教學活動

人。 許多網站已使用雲端科技設計出相關

對於企業來說，使用雲端服務可以省 的軟體，例如: google以雲端建構出的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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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圖2) 、線上遊戲區、線上實用軟體

(圍3 )等，教師可以透過這些免費的雲端

軟體進行教學活動，例如以線上文件繳交作

業、讓學生參與特定的線上遊戲來進行比

賽，也可透過線上軟體討論作業、激發創

意。將教學活動建立於雲端上，更可以讓學

生能自由選擇時間去操作、提升學生參與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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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於教學環境 圓6) 、進行測驗(圖7) 等等。而利用雲端

建構出的教學環境不同於傳統教學環境，雲

端可以記錄任何時刻、任何學生的學習狀

況、學習進度，不僅方便教師日後進行評

分，也方便教師隨時對學生進行輔導與補救

教庫。

教師可以將部分教學環境建構於雲端上

方，透過雲端科技所建構的平台、軟體、資

源來營造出學習環境，學生可以在這個環境

下討論作業、查看教學進度、上傳作業、得

到教師回饋(圖4) 、下載教學資源(圖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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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教師可將教材放至Google雲端硬碟

圖 7 雲端測驗、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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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方面，藉由觀察學生參與度、討論

度等方面，可以隨時調整教學計畫;當教學

告一段落，也可以從雲端上的學習紀錄，了

解學生學習成果，作為教學評鑑的依據，並

三、應用於教學評量

教學評量包括對學生學習狀況及教師教學成

果的評核。在學生的學習方面，透過雲端

改善教學計畫。

紀錄學生的學習過程、評量結果(圖8 、圖

、作業繳交狀況、參與討論度，可以清9)

、

楚知道學生的學習狀況是否良好。在教師的

:-Ie

。-. ::..

.t:a:.aa

OIOM

.肉 lOB.

'.﹒白 M

.月﹒曰"

，月..回.

7月JB.

7月2間"

‘月"圓"

‘月"因.

6,11'lIB.

3月JOB"

...'“" •
...
嘿

，壘

"
"
"•
"
"
R

R

"

". ..
11M

U IIIU.II

.:.-"'"
會祖上盒 ..

荐"'"盾，值為軍9

...直壘，

.‘
~ttll

咕:E
UMOlltCI~ alii.
·s闕，旬 ....“--....".
·Cooud o﹒咱貝司，.

@•
......峰﹒..

﹒金覓，蝠，現國

a‘﹒恤，

圖

••
自

闕

,
口

••

•~+a珊硬a

~
1·-即

............章，.

"!lie
.單使用過的咽，

廈§..

TII~'"闡

『習，由~~. .一一-~

-國可團1IIIIIl· ..~:~I.iiiI••••••••••••" •••••圖-
•

教師可將雲端問卷下載圖 8

lIIlII

a

生活科技1·3飽糞棚Ie .
.. _ '*11.λ.Jt 1m Ia ...開翅" en，膺"...

e 阱，、自.，.閥、由. "..: - -~...回. •.

'、

'.,
3.
,.
'.•
'。章

""..
""""""" +. :t條.，.

﹒搧..~1C )(
G

，~ !- I .圓

。
區區區

通﹒相﹒圖個~..荐......﹒.eM喔....ω區只...劑...僧"﹒人
..........司r.a*_續刻閣....'‘』學習.*.-亭".-闢...

"".-遷'.-又益_.-衡-..-膺，濃實..主
，.阻-關_.

c
-
M呵
呵

豆

道r」白云

"四﹒阻止，詔"蜀，必祖

且直型~且且且一旦

E二二二三1

•
教師可在線上統計雲端問卷、測驗學生學習狀況及教學成效

第3期

圖 9

第63卷重 76 中等教育



站在雲端看教學一-雲端科技在教學上的應用

肆、應用實例與結語 與 r cubie j 兩種APP設計出一個簡單的活

動，讓國中學生能藉由APP r paint j 設計出

本文結合數位行動學習，透過智慧型 T-shirt的圖案，並進行討論，如圓10 。

于機與雲端資源結合，分別應用了r paint j

\ -
圖 10 r paintj APP :教師示範與學生設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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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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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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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IiIEl 擅自國 8426;?

←同學

同學

←教師

圖 11 r cubie J APP :師生互相接龍，修改作品

此外，也利用APP ,. cubieJ 讓學生與教 回饋單，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與意見，結果

師進行設計接龍、分享與討論，直到完成滿 見表 1 :

意的設計作品，如上圖 11 。最後，本文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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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學生的學習狀況與意見

站在雲端看教學一-雲端科枝在教學上的應用

問題內容 Ql :你覺得課堂上使用paint Q2: 你覺得課堂上使用cubie

甲生:不難，因為直接用手指就 甲生:還好，有智慧手機的人用

能畫圖 大部分都用過LINE ，跟

l難不難?為什麼?
乙生:不難，打開APP就可以畫 L的E滿像的，但沒有智慧

了 型手機的人可能不會用

乙生:還好，老師教過一次就知

道怎麼用了

2.方便嗎?為什麼?
甲生:方便，手機打開來就可以 甲生:還好，因為需要網路

畫了 乙生:還好，在外面不一定有網

乙生;還好，螢幕有點小 路

甲生:有趣，因為以前上課沒用 甲生:有趣，因為還可以畫圖

3有趣嗎?為什麼?
過智慧型手機 乙生:有趣，可以邊聊天邊塗鴉

乙生:有趣，第一次用智慧型手

機上課

甲生:使用滿方便的，也很容易 甲生:可以修改別人畫的圖

4.有何優點?為什麼?
'懂 乙生:可以畫圖叉可以聊天

乙生:大家會產生興趣，因為比

較新奇

甲生:沒有智慧型手機就不能用 甲生:要有網路才能用這個APP

了 乙生:畫圓的螢幕有點小

5.有何缺點?為什麼? 乙生:螢幕小畫起來有點不方便

甲生.建議一開始的畫面背景可甲生:建議跟paint一樣整個螢幕

以是白色的，這樣會比較 都可以畫圖

6.有何建議
像一般的紙張 乙生:建議畫圖介面大一點

乙生:建議可以直接傳到cubie'

要不然要先儲存再傳很麻

煩

由表 l 可知，學生覺得 IpaintJ 及

I cubie J 兩個APP操做簡單、具有便利性、

趣味性，應用於教學上可以吸引學生注意，

增加他們對於課程的興趣;但對於繪圖而

言，智慧型手機的介面不夠大，且必須具備

智慧型手機及網路才可以使用。

教學透過雲端與數位行動的結合，學

生能及時學習、多人互動、留下學習紀錄，

也使教師能觀察學習成效，且由於雲端科技

較能吸引學生注意、增加其學習動機。從學

習成果可以得知，雲端上的資源使用較以往

傳統資源方便，而搭配智慧型手機後，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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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趣味性增加了學生學習的興趣，這說

明了雲端科技結合教學將會帶來賀質上的效

益。我們身處創新的時代，可以多嘗試這些

雲端科技，創新我們的教學。基於前述的試

驗性教學，教師在使用此教學活動時，仍需

注意下列事項，以確保教學的效果.

一、應先確認學生是否具備行動裝置(智慧

現Ij手機或ipad等)及無線網路，否則可

能會因設備不足，而影響教學活動的進

行。

二、由於智慧型手機介面有限，在使用智慧

咒Ij手機進行繪圖時，可能因介面過小而

影響繪製的精緻度。

三、因雲端結合智慧型手機的教學設計會搭

配多種APP軟體，為避免因軟體的趣味

性使青少年產生成癮的狀況，教師應慎

選APP軟體及慎防學生過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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