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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路無線與寬頻通訊的快速發展，使得行動學習逐漸成為重要的學習模

式，運用智慧型手機隨時上網的功能，讓行動上綱學習更為簡單方便。這對

堂數有限的高職數學而言，學生的學習變得無所不在，只要在例題旁加上QR

Code' 用手機掃描，即能達結至教學網站，解說畫面隨即呈現在手機螢幕上。

此學習模式不僅輔助了教師的教學，更有益於學生的學習，因此本研究以rQR

Code應用於高職數學之教學歷程J '期使數學教學更為生動有趣。

關鍵詞: QR Code 、行動學習、教學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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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of broadband and online communication move on, mobile

learning gradually becomes an important mode for learning. With the use of smart

phone surfing on the Internet, students could acquire knowledge anytime, anywhere.

Students can even link to the teaching websites just by scanning the QR codes

r@the exercises on their tαtbooks with their cell phones. Later on the images of

instruction will be shown on the screen of smart phones. This learning mode not only

assists teachers' instructions but also benefits students' learn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s the subject “QR codes applied to the teaching processes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math courses" as the main topic so as to make math teaching more inter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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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無線網路、雲端運算的成熟

，與多媒體、可攜式科技的日益普及，

其相關應用逐漸融入日常生活，進而影

響學習環境的改變。傳統實體教室產生

質變，整合資訊與多媒體已成為常見的

典型。教室環境藉由科技輔助，一方面

產生高度學習的互動性與共享性，有益

於學習活動，另一方面雲端運算、無線

網路與可攜式科技(筆記型電腦、智慧

手機)更使資訊變得無所不在。這印證

Weiser (1 991)預吉「普及運算時代已經

來臨。」它不僅打破教室疆界，並帶動

行動學習與普及學習的趨勢。(沈揚庭

, 2012)

傳統的板書教學已經無法滿足學生

課後複習，以數學為例，傳統的教學模

式一一學生聽完教師講解後，必須反覆

且大量的練習，才能熟唸題型。這種呆

板、無趣的練習歷程，教師若能適時提

供解題影片作為輔助，將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與學習效果。為了營造不受時間

、地點限制的學習環境，利用無線網路

和智慧型手機的教學型態隨之產生，如

QR Code與數學教學的結合就是一種新型

態的行動學習。高職數學因課堂數有限

，當學生有問題，老師又不在身邊時，

QR Code即可派上用場，結合課本習題，

以幫助學生複習，遇到不懂的題目，只

要用手機掃描題目旁的 QR Code' 講解影

片隨之出現，藉此加強學生的解題觀念

，進而提升學習興趣。

隨著網路無線與寬頻行動通訊的快

速發展，行動學習逐漸成為重要的學習

模式。 2002年政府推動「數位學習國家型

科技計畫 J '包含「行動學習輔具與載

具 J '提到行動學習載具要能被學習者

接受，須提供有用的學習模式及內容，

因此研發增加學習興趣與效率的行動學

習模式，將使學習者處於無所不在的學

習環境，更提升 e他教育的普及與品質(

梁嘉航， 2005) 。李政翰、鄧佳恩與陳年

興(2010) 指出隨著行動化科技快速地發

展，手機已成為普遍使用的數位通訊工

具。智慧型手機不僅是通訊工具，更可

連接網際網路，擷取網路上豐富、多元

、即時的資訊。張儀興與陳映汝 (2010 )

認為這種模式讓行動上網學習變得更簡

單方便，透過連結，有詳細的介紹，圖

庫不再是死板的，不僅提昇學習動機，

亦達學習成效。

在高職數學每個單元的介紹與題目

旁，加上QR Code' 當學生演算過程遇通
瓶頸時，只要用智慧型手機掃瞄QR Code

'即能快速連結至教學網站，講解畫面

隨即呈現在手機螢幕上，疑惑之處就能

獲得解決。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 r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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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應用於高職數學之教學歷程」。

貳、文獻探討

一、 OR Code

QR Code是日本Denso- Wave公司在

1994年發明的，乃英文 r Quick Response

」縮寫，即快速反應，希望 QR碼可讓

內容快速被解碼。目前國際上通用的二

維條碼約有四種: QR Code 、 PDF417 、

DataMatrix及Maxi Code 0 QR Code組成元

素如圖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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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QR Code 組成元素

。 Denso-Wave公司雖持有專利權，但

不行使其權利，使 QR Code成為免費使用

的自由軟體。資料轉譯為 QR Code' 只要

向這些標準單位取得規格書，即可轉成

QR code' 此策略造就 QR Code於產業應

用的普遍性。(劉麗惠， 2008 ;毅佳電腦

, 2010)

也eseberg (2010) 將QR Code分成刮目

部分(如圖 2)

1

圓 2 QR Code.;吉~1i-區土鬼

(一)定位圖案:除了右下角沒有像「

回」的字樣以外，其餘三個角落

各有一個 3泊的黑白方塊組成的短

陣，使QR Code解碼程式判斷正確

的定位方向。

(二)分隔區:為 1個像素寬度的白色區

塊，增強對於定位圖案的辨識能

力。

(三)校正閻案:為 1個像素寬度的黑白

相間形式，能夠確定單一模組的

寬度。

(四)校準圖案:提供中度的影像失真

補償。

(五)格式訊息:有 15位元的資料量，

儲存與QR Code相關的錯誤修正等

級及所選擇的遮罩圖案的資料。

(六)資料區:資料被轉成位元流，以 8

位元形式儲存。

(七)錯誤修正:儲存錯誤修正碼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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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以8位元形式儲存。

(八)剩餘碼區:放一些前述資料區或

錯誤修正碼無法被放人到8位元形

式的資料。

除快速解碼及免費使用外，遺具備

高儲存容量，可儲存7089個數字、 4296個

字元，或2953個位元及1817個漢字;可制

定較小的標籤，抗彎曲性強，方便張貼

;可傳真影印;具相當高的容錯抗損機

制;結構化的彈性應用，可被分成多個

數據區;解碼可利用手機拍照或是辨識

軟體，具360。讀取特性。

綜合上述， QR Code是一種儲存、離

線、行動、低廉與加密裝置，透過加密

而達資安效果，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

，使用者只要利用行動電話內建數位相

機拍攝後，經辨識軟體轉譯即可讀取各

種資訊，或作身分識別(周芳玉， 2013)

。彙整中外學者在 QR Code應用於教育上

的研究結論有:

1.比傳統教學更能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田

舒情， 2010) 與效能(柯定騏， 2012)

2.更適合學生的學習發展(陳志鴻， 2010

)與提高證照輔導通過率(謝淑玲等，

2012 )

QR Code於教育學習的應用多是結合

手機作行動學習、情境戚知等，藉由 QR

Code二維條碼製作容易、成本低、容錯

率高、可重複使用及在智慧型手機多己

內建或安裝容易等優點，網路又有免費

的條碼產生器，只要將辨識內容輸人條

碼產生器，透過印表機即能快速製作。

智慧型手機的解碼軟體辨識出 QR Code內

容後，即可連接後端影音平臺，以進行

學習。

二、行動學習

行動學習是一種結合行動裝置的運

算能力、通訊和智慧型使用而形成的新

式線上學習型態。 Hoppe 、 Joiner 、 Milrad

和Sharples (2003) 認為行動學習就是使

用行動科技和無線通訊來進行數位學習

。 Seppala與Alamaki (2003) 指出透過行

動學習模式，讓實習教師習慣使用行聲

學習之科技與溝通模式，未來在教學現

場上，帶領學習者使用行動載具進行學

習將更為順利，故行動學習即在建置靈

活的學習環境，使學習者經歷學習最真

實與最快樂的境界。

科技和網路對於學習形式提供更多

可能性，學習與知識一直在變化，在此

趨勢下，行動學習讓學習者達到自我學

習、自我提升動機、不受時空限制、可

與其他學習者溝通(李明道， 2012) 。及

整理國內外學者對行動學習的定義為:

藉由行動裝置與無線網路技術的輔助于

，可在任何時間、地點，以同步或非戶

步方式取得想要學習的內容與知識，但

114 中等教育第65% 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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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更廣泛並帶動無所不在的學習

更加普及(Leung &Chan 泌的;江明涓、

劉晃溢， 2004 ; Hwang 、 Tsai 、 Yang 泌的

;蕭顯勝等， 2008 ;沈志槳， 201 1)。

行動學習將真實性、個性他、情境

智慧、多種戚知交互和需求學習，以及

多媒體、網際網路、行動設備等融入教

學與培訓，帶給學習者隨時隨地學習的

全新風受，也使厭倦傳統學習的學習者

重新喚起學習興趣，故有別於一般有線

網路、電腦的網路學習和數位化學習。

數位學習帶來多樣化的呈現與便利

，但仍受學習場所及載具之侷限，無法

立即獲得學習之支援與輔助，也不易即

時記錄完整的學習歷程，因此喪失分析

與改進機會。隨著可攜式之行動載真與

行動科技日漸普及，無所不在的運算技

術也被提出 (Tatar et al., 2003) 。結合實

體物件與學習環境的優點，行動學習除

提供個人化學習，更可提升學習者臨場

體驗之樂趣與學習效果，使學習更加豐

重主動，藉著有效運用科技所帶來數位

學習環境的優勢，減少學習困難，引導

學習者解決問題，提高學習成效，並促

進實境探索、分析、解決問題之能力(

吳婷婷、黃國禎、宋天文，2007) 。茲整

理國內外學者對行動學習在教育上的應

用研究結論，不僅有助於學生了解學習

內容，提升學習興趣(洪珮真，2004)

更能提升其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與學習

滿意度(吳伶蓉， 2004 ;謝欣純， 2006)

，使學生對行動學習平臺之滿意度持正

面評價(陳建字， 2010)

無線網路、雲端技術、多媒體與可

攜式科技的日益普及，打破教室疆界，

教師已從教學轉換為輔助角色，而學生

亦從被動學習轉為主動學習。可知行動

學習除了讓學習者方便獲得知識外，也

使他們7解自己在學習上的問題，並透

過資料檢視，修正學習方向，以獲得學

習的成就廠。

三、 QR Code與行動學習之相關

研究

研究者根據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在 QR

Code與行動學習的相關研究，其結論均

呈正向影響:如導人校園各領域的研究

均能有效提升其行動學習(陳映汝， 2010

;陳志鴻， 2010) ;如導人行動導覽系統

，對使用者的知識獲取與學習滿意度均

有顯著的提升(鄭棋文， 2010 ;彭國芳，

2009)

QR Code應用於行動學習，在提升學

生的學習成就、學習態度、學習動機與

知識獲得，其有效性已被證實，但應用

在高職數學的教學現場是不足的，因此

研究者導人QR Code的特性，利用智慧型

手機辨識QR Code後，連接後端數學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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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使學生能隨時隨地進行學習。

學、 QR Code應用於高

職數學之教學歷程

行動學習除提供個人化學習，更可

提升學習者臨場體驗與學習成效，使恩

習過程更為生動，減少遇到的困難，因

此具有引導學習者解決問題、提高學習

成效與解決問題之能力。這些優點運用

於高職數學解題歷程，將使數學學習產

生質變，故研究者將QR Code應用於高職

數學之教學歷程分述如下:

一、準備階段

建置個人的教學網路平臺，依章節

將數學解題過程錄製成影片，並上傳至

教學網站。利用網路上兔費條碼產生器

，製作成QR Code' 在數學題型旁加上

QR Code' 當學生運用智慧型手機掃瞄 QRi

Code時，即能連結至教學網站。步驟如

下:

1.將錄製的例題解題過程放至教師教學

平臺(伽http:缸糾:I川/几16的3.32.100.89/cfc/c4/ch4/a

c4p196a2/c4p196a2.html) 。

2.產生QR Code: 本研究所採用的 QR Code

條碼產生器 Ver. O.9為免費編譯資源，且

為中文介面、中文輸人，讀取速度，怯，

使用方便，網址為 http://www .c油n9.coffiJ

labs/qrcode 。

將網址複製到 rQR Code條碼產生器

Ver.O.9 J 的網址空白空框中，按下「產生

條碼」後，左邊就會自動出現 QR code自1

條碼，如圓 3:

QR Code 條~產生游
且圈，包JUl且且量 比二且且圖 主且已組lLO且畫畫Il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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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t1pJlsOl.....9~1ιll5IJJ2SMYIWJpn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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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類推，將各個例、習題製作成

條碼後，依其原來編號彙整後供學生使

用如表1 :

表 l 例習題QR Code冊

自~回

例趣川 總監草草 |伽j題 2

回蜘獸

二、實施階段

在課堂進行教學時，教師先詳細地

解說重要觀念與基本題型。下課後，提

醒學生若有些題目或觀念不是那麼地清

楚時，可用智慧手機掃描題目旁QR Code

'即能連結至教師教學網站的解題影片

，依個人程度與學習速度重覆觀看解題

過程，直至了解為止如圖 4 。

dra

ae

國 4 教學影只

三、完成階段

這些解題的影片放置於教學網站，

當學生忘記或不理解，而老師又不在身

旁時，即能隨時運用智慧手機掃描題目

旁QR Code' 反覆觀看與演練，直到理解

為止。

肆、結論興建議

一、結論

QR Code結合手機的行動學習，使資

訊的取得更加便捷。運用於教學現場，

跨越了教室疆界，改變了傳統學習模式

，提供學習者更豐富、多元、有趣的學

習，課本的知識不再呆板、了無生趣。

透過QR Code連結教學影音平臺，更能隨

時隨地學習，使學習者變得更主動、積

極。

為了使QR Code應用於高職數學達

到最大功效，教學影音平臺的建置與 QR

Code的製作是最基本的。這些準備工作

越完善，學生在使用 QR Code學習數學，

就越順暢，其學習成效就越大。此種學

習模式可以使學生隨時隨地反覆觀看解

題影片，並依個人程度學習解題過程，

因此利用QR Code學習，更能達到行動學

習之效。

二、建議

)準備階段之建議

在平臺建置上，教學影音製作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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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實

階

準
備
階
段

完
成
階
段

1.建置平台與熟悉功能

2. 製作數學解題影片

3. 解題影丹建置於平台

4. 數學題型旁加上QR Code
5. 製作QR Code連結後端影音

數學教學 1/ 1 JV\ 傳統教學

報書、越意 N (函授)

利用 QR Code進行學習

1.學生遇到不了解的數學題目，

使用手機掃描題目旁的QR Code /叫
入

平壹教學
(網土學習)

'講解影片隨之出現。 V V
2. 學生利用解題影片，反覆練習

直到觀念清楚與演練正確。

課堂平時測驗
/叫 r\ 傳統教學

V 干/ (面授)

數學解趨平台的學習

1.解題影片永遠置於網路平台。
的 f\ 平壹教學

2. 當學生不了解或忘記觀念時， l/ (網上學習)

則利用QR Code' 反覆觀看，

直到了解為止。

團 5 實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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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每個例題的解說要條理清楚，使用

於教學現場前，最好先行測試，使學生

在實際運作時，更為順暢、便捷。教學

影音平臺除平時管理維護外，應隨課程

與考試更新，讓學生能即時獲得最新的

解題影音資訊，若教師無法適應有攝影

機錄影的情況下，建議教師可改由手寫

板解題方式錄下影音檔:其次在教學錄

影場所的選擇，應儘量避免使用白板所

產生反光的現象。

(二)實施階段之建議

在教學現場上，使用QR Code學習

數學，不僅可應用於各單元，還能用在

重補修、補救教學或高三總複習等課程

，使學習不再受限時空限制。 QR Code當

然不限於數學的學習，其他學科亦能適

用，尤其是高職的檢定課程，有學科與

術科的測驗。課餘之際，學生要練習術

科題目，可是遇到困難而老師又不在現

場時， QR Code即可派上用場。藉由 QR

Code連結教學網站，使學生隨時隨地反

覆蓋觀看術科操作並熟悉其流程，更能提

高檢定的通過率。

(三)未來應用之建議

在未來應用上， QR Code結合智慧

手機的行動學習，讓教與學帶來不少變

革，因此各學科與檢定科目均可運用 QR

Code作為輔助，但網站的教學影片錄製

工作，恐非一人能獨立完成，為減輕單

一老師的負擔，成立教師社群，以分擔

錄製教學單元或各項檢定術科操作流程

，並開放全校使用，使師生受惠於行動

學習帶來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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