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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被影片綁架了一

通肉的翻轉教室課程設計

鍾昌宏* 教師

王國華 教授
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回顧前幾年國際上的教育評比，分析

臺灣學生在 PISA 2012的科學素養整體表

現，可以發現臺灣頂尖表現(水準 5以上)

的學生佔 8 .4% '低於上海 (27.2%)

新加坡 (22.7%) 、芬蘭( 17.1%)

日本( 18.2%) 、香港 (16.7%) 、與

國 (11.7%) ;臺灣未達基本水準

(水準2以下)的學生佔9.8% '高於

上海 (2.7%) 、新加坡( 9.6% )

芬蘭 (7.7% )、日本 (8 .4%)、香港

(5.6%)、與韓國 (6.7%) ，顯示臺灣

即使在PISA擁有不錯的排名，但在高分

群學生的比例有待加強，且在教育決策

上應多關注低分群學生的科學學習(臺

灣 PISA國家研究中心，2014) 。

除了關注教育的世界排名，我們更

應當重視教育資源的分布情形。以整體

學生的數學素養為例，從PISA 2006起，

臺灣的高低分組差距就已經排名世界前

三名，在PISA2012時非但沒有改善，個

別差異的幅度反而增加至世界第一，可

見得前後段學生的程度漸行漸遠，反應

出相當不均質的教育環境。因此， -/fliJ:其

追求國際教育評比的排名，不如改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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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不均的社會資源，營造均等一流的教

育環境，才能達到十二年國教「提升中

小學教學品質」、「成就每一個孩子」

與「厚植國家競爭力」之願景。為此，

推廣實施能兼顧學生個別需求與學習的

翻轉教室，顯得勢在必行。

壹、翻轉教室課程設計的

重要性

傳統講述是教學現場最常見的一

種教學方式，雖然可以將教師事先統整

好的知識內容與架構快速地傳遞給學

生，但這種單向的資訊傳遞方式是以教

學者為中心，將相同的學習內容以相同

的速度傳遞給所有學生，沒有考慮到學

生不同的先備知識與個別的學習差異，

所以無法兼顧不同學生的學習步調，造

成學習進度超前的學生在課室內戚到枯

燥乏味，而學習進度落後的學生則感到

無趣，昏昏欲睡，不是在課室裡度日如

年，就是成為不需思考的被動資訊接收

者。放學後，不論學生個別的學習進度

為何，全班學生都得在相同的時間內完

成相同內容與份量的回家作業，學習進

度超前的學生寫得索然無味，學習進度

落後的則徬徨無助。如此長年以來的填

鴨式教學，非但未能達到良好的學習成

效，反而浪費教師與學生許多寶貴的時

間，更造成不公平的教育環境，以及愈

來愈多的社會問題。

為了解決上述困境，光是有教無

類是不夠的，我們必需重視每位學生的

多元智慧與個別差異，把教師為中心的

教學進度，轉變為每位學生都不同的學

習進度，再依據學生的回饋提供不同的

向架及資源，才能使用因材施教的教育

方式遍性揚才。然而，在傳統講述教學

的課室環境中，受限於有限的時間與空

間，要以差異化方式打造均等一流的

且習環境，其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為

解決上述教學實務的困境，因此產生了

「翻轉教室」的模式。

翻轉教室最簡單且為人所熟知的定

義為school work at home and home work

at school (Yarbro, Arfstro叭 McKnight， &

McKn ight, 2014) ，由「課室外的科技融

人線上自主學習」與「課室內以學生為

中心的主動學習活動」所組成。即使定

義明顯易懂，但「翻轉教室」等同在上

課前先看教學影片，仍是常見的誤解。

不可諱言，課前觀看教學影片確

實是翻轉教室最典型的方式之一，讓每(

一位學生都可以在課室外選擇適合自己

的時間與空間來學習，除了以自行決定

觀看教學影片的步調，還可以搭配隨時

可暫停、重播、加速與慢速等功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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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無所不在的學習，並達到差異化

教學的目的。此外，教學影片的多媒體

特性，可提供多重表徵、將抽象的概念

具體呈現、提供學習情境、資料豐富多

元、避免危險、授課品質穩定與降低長

期成本等優點，因此學習成效較書面的

紙本資料佳，若能再配合線上學習平畫

的功能，記錄學生的學習歷程並給予即

時回饋，相信能提供學習更多的助益。

然而，即使利用線上影片進行自

主學習已有如此多的優點，但若教師未

能改變其傳統的教學信念，將其在課室

中進行的活動，從教學者為中心轉變成

以學習者為中心，如此不但不能善用因

學生課前自學產生的充裕課室時間，將

學習目標提升至高階的學習，培養其態

度、技能、探究、論證或問題解決能

力，還會讓學習的面向停留在低階的認

知，甚至還有可能流於用看影片代替教

師講述，課室的時間則進行更多與更密

、的考試，讓影片教學變成「數位他填

鴨的精熟學習 J '實在是相當可惰。

翻轉教室的核心完全不在教學影

片。若單純地要求學生觀看教學影片，

只會讓教育變成數位填鴨，讓教學目標

仍停留在分數高低，而不去探究學生是

否能真實地理解學習。這樣的作法，不

但沒有培養主動思考與學習的能力，更

別被影片綁架了一逆向的翻轉教室課程設計

是完全與翻轉教室的原意背道而馳。因

此，教師是否具備錄製教學影片的能力

並不重要， r如何讓教師翻轉思維，擁

有自行設計學習者中心課程的能力，才走

真正影響翻轉教室成功與否的關鍵 J '以

下以國中生物科課程為例，簡要說明筆者

在設計翻轉教室課程的方式。

貳、翻轉教室課程設計

的實施方式

在目前九年一貫的學制下，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分為生物、理他、地球科

學與生活科技，其中生物科的課程內容

僅安排於國一授課，因此授課年段僅有

一年。若我們以上下學期共約的週的上

課遁數，每週3節課，及每節課的分鐘來

計算，可以發現一個學生在國中階段最

多只有90小時的生物課堂時間(包含小

考、段考、檢討考卷、處理突發狀況及國

定假日放假等)。如何在如此有限的學習

時數內建構學生良好的科學學習，課程設

計的優劣即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常見的課程設計模式可分為三種

類型，分別為:目標模式( Objectives

Model) 、歷程模式 (Process Mode l')

與情境模式 (Situation Model) ，而在現

今的教學現場是以目標模式為主流，因

此，先決定教學目標，接著選擇並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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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最後則透過評鑑來確認教學

目標是否有達成，即為教師在進行課程

設計時最常見的作法。

然而，在實際的科學課堂操作時，

常會發現教學目標無法確實達到，其可

能的原因有兩種:第一種為「動手不動

腦 J '造成活動雖然好玩有趣，但卻無

法造成學習者心智的提升;男一種原因

為「單純按內容教學 J '造成學生在有

限的時間內，依照教科書的內容逐頁閱

讀，僅記憶事實類的知識，而未能有統

整性的學習。

我們可以把設計課程類比為設計旅

遊，在提供旅遊指南時，不應該毫無目

的地遊遍各重要景點，這樣只會變成走

馬看花，無法擁有整體的觀戚與視野。

旅遊應當以文化為目的來審慎規畫，在

決定對於文化的特定理解後，才決定哪

些景點應該參訪，而哪些活動應當體

驗。課程設計也是相同的道理，應該先

決定學習者在離開學校時應該達到的成

就與具備的能力，在具體明確的學習結

果下，才把焦點放在可達成這些結果的

內容、方法與活動。因此，確認課程的

大概念 (big idea) 或核心概念，便成為

課程設計首要之事。

教學目可票雖然多樣，但常見的來源

通常有四種，分別是:教學者本身、學

習者本身、當代校外社會生活，與學科

專家的建議。大部分的老師在準備教材

時都會以課本內容或是自己的專長為方

向，因此容易因個人認知或喜好產生偏

頗，為了避免落入這樣的黨臼，除了與

教師同儕共同討論，在課程設計時參考

課程綱要或課程標準，會是一個比較推

薦且適宜的方式。

以美國的科學課程標準為例，美國國

家研究委員會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在2012年出版的A Framework

for K-12 Science Education: Practices ,

Crosscutting Concepts , and Core Ideas'

提出美國「新世代科學標準」的三個主

要面向:科學與工程實務(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s) 、跨學科概念

(Crosscutting Concepts) 與學科核心構

念 (DisciplinaryCore Ideas) ，其中生命

科學的核心概念為:從分子到生物:結

構與過程 (From Molecules to Organism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生態系:

互動、能量與動力學(Ecosystems:

Interactions, Energy, and Dynamics)

遺傳:遺傳與性狀的變異(Heredity:

Inheritance and Variation of Traits) 、生物(

演化:一致與分化(Biological Evolution:

Unity and Diversity) 。換吉之，上述課

程標準的內容，即為我們確認教學目標

時，選取大概念或核心概念的參考。

72 中等教育第66卷第2期



別被影片綁架了一逆向的翻轉教室課程設計

相同的，九年一貫的課程綱要也

是我們課程設計的重要指標。透過檢視

課程網要，我們就會發現現行的各版本

課本，其內容太過偏重知識性的呈現，

且範圍超過課綱的規範，造成學生花了

許多時間學習較零碎的知識，且偏重記

憶性的內容，既未聚焦於核心概念，也

未強調科學教育中所重視的多項能力，

如:科學本質、探究能力與問題解決

能力等。這樣的教學內容規畫，讓傳統

講述教師在與教學進度的追逐中疲於奔

命，也讓創新教學的教師，在設計多種

活潑有趣的教學活動後，忽略確認學生是

否在歡笑之餘，真正具備有效的學習。

因此，為能具體達成課程目標，我

們應該翻轉傳統的課程設計流程，更改

先前「確認教學目標」、「設計教學活

動」與「實施學習評量」的順序，改為

採用「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nderstanding

by Design) J 一書中所提及的三階段

、、λ 向設計 r確認期望的學習結果」、

「決定可接受的學習結果」與「設計

學習經驗及教學活動J (賴麗珍，

2014) ，以下簡要說明各階段的操作方

式。

一、階段一:確認期望的學習結果

這個階段的目的在於澄清課程的優

先順序，因此需要考慮教學目標並檢視

目前既有的學科學習標準或課程網要，

以總覽對於課程實施的期望。就我國目

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現況，即

使十二年國教己從103學年度開始正式實

施，教育部也在103年底公告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但各學習領域

綱要仍在研修中，因此現階段仍以97年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課程設

計的參考指標為宜。

筆者的課程設計在此階段分為三

個步驟。首先，先檢視九年一貫的課程

綱要，可以發現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

域課程綱要將「科學素養」視為課程目

標，並將其內涵分成過程技能、科學與

技術認知、科學與技術本質、科技的發

展、科學態度、思考智能、科學應用、

設計與製作等八項。因此，依據筆者從

自然課綱中自行整理的生物科分段能力

指標(附錄一) ，決定課程的既有目標

(Establ isbed Goals)

接下來，即使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是

以統整課程的方式規劃，但考量到現今

自然科的教學現況，不論是中等學校的

師資培育、教科書的編撰或是學校教學

科目的安排皆是分科進行，因此，筆者

比對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綱要中附

錄一與附錄二的內容，篩選出生物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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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項目，整理為生物科教材內容要項

(附錄二) ，再從中決定課程設計中學生

將會理解的大概念，亦即學生在科學與技

術認知面向中，所應具備的核心概念。

最後，將上述認知部分的目標，利

用新修訂布魯姆認知目標雙向細目表分類

(表 l) ，判斷該認知目標在知識向度的

類別:事實知識 (Factual Knowledge)

概念知識 (Conceptual Knowledge) 、程

序知識 (Procedural Knowledge) 或後設

認知知識 (MetacognitiveKnowledge)

及在認知歷程向度中屬於記憶、了解、

應用、分析、評鑑或創造，唯受限於篇

幅，本文僅就知識向度進行討論。

二、階段二:決定司接受的學習

結果

這個階段要思考的問題是:我們

要如何得知學生己經達到期望的學習結

果?達到期望學習成果的證據是什麼?

表1 新修訂布魯姆認知目標雙向細目表

課程蒐集的證據能使我們推論學生的認

知、情意與技能嗎?換吉之，第二階段

的重點在於「評量J '且此評量不是一

個產生分數的策略，而是依據教學目標

來顯示學習結果是否達成的證據。透過

這些證據，我們才得以知道學生是否真

的「懂了J ?學生是否已經深入思考過

核心問題?學生是否真正擁有課程目標

中要培養學生具備的能力?

在階段一，我們發現教學目標的類

型最少有過程技能、科學與技術認知、

科學與技術本質、科技的發展、科學態

度、思考智能、科學應用、設計與製作

等八項，為了得知學生是否達到多元的

教學目標，評量的方式也應當多元。多

元評量是由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論為

基礎，常見的方式包含:筆試、口試、

表演、實作、作業、報告、資料蒐集整

理、鑑賞、唔談、實踐等。此外，在教

認知歷程向度

1.記憶 2.了解 3.應用 4.分析 5 評鑑 6 創造

A 事實知識 Al A2 A3 A4 A5 A6
知

B.概念知識 Bl B2 B3 B4 B5 B6
識
向

c.程序知識 CI C2 C3 C4 C5 C6
度

D 後設認知知識 DI D2 D3 D4 D5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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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過程中除了使用個別的點狀評量，亦

可設計一系列線狀的評量規劃，包含對

理解的非正式查核、觀察和對話討論、

正式測驗和隨堂測驗、開放式問答，以

及實作任務，透過在情境脈絡下蒐集的

大量證據，可以顯示學生是否理解可遷

移的核心概念、核心知識與核心技能

(賴麗珍， 2014)

三、階段三:設計學習經驗與教

學活動

這個階段要思考的問題是:哪些學

習活動及教學可以促進學生的理解、技

能及學習表現?而教師所需面臨的挑戰

則為 r少考慮教學，多考慮學習。」

換言之，不論教師的教學長處、常用的

教學風格，或是習慣的教學策略為何，

此階段的學習活動設計，應當依據階段

一與階段二的細節來規劃，移除使教師

安逸的教學習債，然後詢問:考慮到追

T的學習目標，身為教師的我們應該做

些什麼?

賴麗珍 (2014) 考量教學內容、

島生特性、可用時間及課程設計者的風

格後，發現六個常見的課程設計起點，

包含:由學科學習標準開始、考慮所期

望的真實應用開始、關鍵的學習資源或

偏好的學習活動開始、重要的技能開

別被影片綁架了一逆向的翻轉教室課程設計

始、關鍵的評量開始、既有的課程單元

開始。然而，筆者認為翻轉教室課程設

計，應當依據教學自標的分析，接著設

計與之相符的學習活動開始。

依據新修訂Bloom認知目標分類，知

識向度分為事實知識、概念知識、程序

知識與後設認知知識，其中，事實知識

包含特定細節和元素的知識(Knowledge

of specific details and elements) 及特定細

節和元素的知識(Knowledge of specific

details and elements) ，概念知識包

含:分類和類別的知識(Knowledge of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ies) 、原理和通

則的知識 (Knowledge of principles and

generalization) ，以及理論/模式/結構

的知識(Knowledge of theories , models ,

and structures) ，程序知識包含特定學

科的技能和演算知識(Knowledge of

ubject-specific skills and algorithms)

特定學科技術與方法知識(Knowledge of

u划 ect叩ecific techniques and methods)

與運用規準的知識(Knowledge of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when to use appropriate

procedures) 後設認知知識則包含策略

知識 (Strategic knowledge) 、認知任務

知識(Knowledge about cognitive tasks)

與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 。

在翻轉教室中，我們應當依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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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向度目標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

假使今天要學生學到的是科學名詞的意

思，像是營養單元中提到「讓 l公克水

在 l 大氣壓下提升 1攝氏度所需要的熱

量，稱為一卡 J '或是遺傳單元中染色

體、 DNA和基因的意涵，這些屬於事實

知識，可以透過讓學生自行觀看教學影

片來自主學習;若是生物遺傳的定律，

如孟德爾提出的遺傳三大定律:顯隱

律、分離律與自由配合律，這屬於概念

知識，雖亦可透過影片學習，但若能透

過同儕間的討論與相互論證，將可對概

念知識原理和通則有更深入的理解;若

是有關於流程與探究方法的程序知識，

如 r使用科學方法探究影響酵素活性

的環境因子 J '則應當讓學生親自動手

操作，從實驗的設計、操作、收集數

據、分析與比較等過程學習學科技術與

方法的知識;最後，若想要培養學生的

後設認知知識，則需要在課程設計中提

供學生反思的機會，讓學生除了「知其

然 J '也能「知其所以然」。

當然，學習不會只侷限在認知層

面，科學素養才是我們真正的教學目

標，因此為過程技能、科學與技術本

質、科技的發展、科學態度、思考智

能、科學應用、設計與製作等目標設計

不同的學習活動，即為每位科學教師都

需要努力的方向。

綜合上述，逆向的翻轉教室課程設

計流程為期望的學習結果、評量結果的

證據與設計學習計畫，下表2為筆者參考

97課程綱中自然與生活科技領綱，設計

的遺傳單元翻轉教室課程設計範例，包

含既有目標、理解、主要問題、學生將知

道、學生將能夠、賞，作任務、其它證據、

事賞知識、概念知識、程序知識、後設認

知知識與學習計畫的撰寫，供有興趣設計

逆向翻轉教室課程的教師參考。

76 中等教育第66卷第2期



別被影片綁架了一逆向的翻轉教室課程設計

主要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 :

1.細胞分裂與減數分裂時，染色體的數

目如何發生改變?

2. 基因如何控制性狀的遺傳?

3. 造成基因突變的原因?人類性別遺傳

的方式?

4. 什麼是遺傳工程?

5. 生物科技的起源為何?

6. 現代的生物科技的應用有那些?

7. 生物科技造成什麼影響與街擊?

表2 遺傳單元的翻轉教室課程設計範例

|階段一:期望的學習結果

既有目標(Established Goal) :
1.過程技能:

(1)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條。

(3) 藉由資料、情境傳來的訊息，形成可試驗的假設。

(4)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5)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6)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暸解資料具有的內涵性質。

(7)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8)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9)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2. 科學與技術認知:

(1)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規劃及設計解決問題

的流程，經由觀察、實驗，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的過程獲得資料，做變

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關餘的研判，並對自己的研究成果，做科學性的描述。

3. 思考智能:

(1)按桔論據的可信度、因呆的關迫性、理論間的邏輯一致性或推論過程的嚴密

性，並提出質疑。

(2)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理解(Understanding) :

1.知道細胞分裂時染色體會變化以及減

數分裂時，染色體數目會減半。

作2 知道基因可控制性狀的遺傳。

3. 瞭解基因會突變，及人類性別的遺傳

方式。

4. 認識遺傳工程。

5. 暸解生物科技的起源。

6. 認識現代的生物科技(例如基因改造

食物)。

7. 認識現代生物科技所造成的街擊(例

如複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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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知道(Student wi 11 Know······) : 學生將能夠: (Student wi 11 be able

to······)

1.染色體、 DNA 與基因 1.設計實驗來探究問題與驗證假設。

2. 細胞分裂與減數分裂時染色體數量的 2. 蒐黨實驗結果，由資料分析獲得研判

變化與過程。 的論點。

3. 基因控制性狀的表現 3.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與符號，將研究的

4. 影響基因突變的因子 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5. 性染色體決定人類性別的方式 4. 具有提出主張、理由、反駁及反反駁

6. 遺傳工程的應用 等科學論證能力。

7. 生物科技的起源、發展及造成的影響。

l 階段二:評量結果的證據

實作任務(Performance Tasks) : 其它證據(Other Evidence) :

1.繪出細胞分裂與減數分裂流程圓 I I 1.觀看教學影片的筆記
2. 設計實驗並經由實作過程推論孟德爾 I I 2. 科學探究學習單

的遺傳三大定律 I I 3. 論證寫作學習單

3. 撰寫生物科技的影響評估報告 I 14. 學生對於課程的反思

階段三:學習計畫

概念知識

1.讓學生在課室中同儕相互論證'一同

建構孟德爾遺傳三大定律。

2. 讓學生撰寫生物科技影響評估報告，

比較生物科技的利弊得失。

程序知識

1.讓學生透過繪圖學習細胞分裂與減數

分裂時染色體變化的過程。

2. 讓學生設計模擬的遺傳學實驗，以探

究基因控制性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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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認知知識

1.讓學生撰寫課程反思，知覺自己在學

習過程中所使用的學習、思考、解決

問題策略與對自己的認知，以培養其

後設認知的能力。



別被影片綁架了 逆向的翻轉教室課程設計

學習活動 (Learning Activities)
1.以教科書為素材來引導學生有效閱讀

2. 撰寫預習筆記

3. 線上評量

4. 網頁與教學影片進行遺傳單元事實知識的自主學習(教學影片多數來自YouTube'

包含均一教育平臺、Discovery 、 BBC 、 NHK 等)

5. 教師先介紹一個虛擬的故事背景，讓學生認識公龍和母龍，他們準備要產生下一

代，他們希望核子尾巴分叉，且有翅膀能飛，接著詢問學生，他們的願望是否能

成真? (營造擬真的情境，讓學生成為主動的學習者)

6. 讓學生提出假設後，開始利用軟體設計實驗、操作、蒐集資料並分析。教師示範

軟體的使用，教授學生如何產生新龍，當兩龍配對後，可進入譜~圖，觀察牠們

所產生的後代身上的特徵。(在不涉及顯隱性的概念下，引導學生自行發現純品

系概念)

7. 教師安排兩個相連結的問題，讓學生能去思考一有翅，一無翅的配對手口兩無翅的

恐龍所產下的後代有無翅膀的比例。(除了引導出試交的概念，更可透過全班各

組資料的比對，讓學生歸納出相同性狀可能具有不同遺傳物質的結果)

8. 教師帶領學生使用軟體，可利用下拉式選單更改龍的基因型，進而改變其表現型，

學生在前面幾題所做的推論，可以在此階段自行獲得解答。(引導學生藉由操作

軟體，觀察基因與性狀間的關餘，發現遺傳學的三大定律之一:顯隱律，此外，

也可再次確認對於基因、等位基因、顯隱性、基因型、表現型、顯性性狀、隱性

性狀等科學名詞的學習)

9. 教師鼓勵學生能找出更多他們能影響的性狀。(學生透過觀察現象，發現並非所有

性狀皆為單基因遺傳，亦有多基因、共顯性、性聯遺傳與致死基因等遺傳方式)

作 10 教師要求學生從園中不同性別的龍，判定龍的性別與何因素有關?(讓學生由現
象的觀察，自行推論出性別由性染色體決定的結果)

1 1.教師讓學生創造龍，並將其表現型和基因型都填於表中，引導學生相同狀況可能

有不同基因型。(回顧顯隱律，並為接下來的活動埋下伏筆)

12. 教師複習減數分裂時染色體變化的情況，並示範軟體中產生配子的功能，讓學生

能利用之觀察他的龍所產生配子的基因型式。(讓學生以繪圖學習細胞分裂與減

數分裂時染色體變化的過程，並透過觀察，引導學生推論出遺傳三大定律之一:

分配率)

13. 教師請學生主動尋覓伴侶，完成產新龍的任務。(學生扮演公龍與母龍，依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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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題的基因型與第 12 題產生的配子，棋擬配子結合產生新的個體。透過活動的

進行，引導學生推論出遺傳三大定律之一:自由配合率)

14. 回顧先前所學遺傳學概念，探討影響基因突變的因子、遺傳工程與生物技術的影

響。

15. 教師讓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挑選遺傳單元相關的社會性科學議題，並撰寫生物科

技的影響評估報告。

16. 以社會性科學議題為核心，讓學生進行辯論活動，同時，教師引導學生撰寫論證

學習單，以學習科學論證的能力。

17. 讓學生回顧一系列課程的學習過程，撰寫課程的反思，知覺自己在學習過程中所

使用的學習、思考、解決問題策略與對自己的認知，以堵養其後設認知的能力。

參、總結

Larson (1995) 在和中學生的唔談

中發現一種稱為法蒂瑪法則(Fatima's

rules) 的過程，認為此種學習方式造

成傳統科學教學中膚淺學習的現象。

Atwater (1996) 也提到法蒂瑪法則包括

在課室中保持沉默、推卸責任、逃避學

習、巧妙地附和、討好老師，或是不仔

細學習課程內容，僅記憶教科書中醒目

標題或辭句以應付考試等。

造成法蒂瑪法則的原因與傳統的考

試文化有關，當學校系統評價學生的主

要標準是考試成績時，學生即可能認為

深人理解學習內容不如取得考試成績重

要，而且即便未深人學習照樣可以獲得

好成績。此外，許多教學現場的教師其

實是造成法蒂瑪現象的「始作俑者J '

8。 中等教育第66卷第2期

當教師強調事實知識與解題程序，並將

之視為「正解」與「標準答案 J '沒考

慮這些關鍵術語和程序的機械記憶，充

其量僅能在應付考試時臨時派上用場，

當考試結束，就很快失去意義而被遺

忘，因而造成學生只願意去學習考試過

關所需要的內容，而不願意深人思考與

理解學習(周勇， 2003)

翻轉教室由「課室外的科技融人

線上自主學習」與「課室內以學生為中

心的主動學習活動」所組成，即使多數

目光聚焦於觀看線上教學影片的自主學

習，但本文並未對利用線上教學影片的(

自主學習方法多作描述，反而主要緊焦

於翻轉教室課程設計的方式與重要性。

嘗試透過翻轉課程設計的方式，帶領請

者從課程綱要思考較宏觀的教育目標，



別被影片綁架了一逆向的翻轉教室課程設計

z

探討學習的大概念或核心概念，然後設

計與之相符的評量方式，最後才規劃相

對應的學習活動期，期許可以讓教師們

重新思考教學目標與課程設計，不再被

教科書的進度與考試文化綁架。筆者相

信，只有當教師可以改變其原有的教學

思維，從教師為中心進行教學信念的典

範轉移，我們才能真正落實以學生為中

心的教育，並為臺灣打造均等與一流的

教育文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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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4-]-]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4-]-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4-]-3 能針對變量的性質，採取合適的度量策略。

]-4-2-] 若相同的研究得到不同的結泉，研芋I)此不同是否具有關鍵性。

]-4-2-2 知道由本量與誤差量的比較，自學角早估計的意義。

]-4-2-3 能在執行實驗時，揉搓變因，並評估「不變量」假設成立的範圈。

]-4-3-] !統計分析資料， ~藍4早有意義的資訊。

]-4-3-2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緣。

1-4-4-] 藉由資料、情境傳來的訊息，形成可試驗的假設。

]-4-4-2 由實驗的結采，獲得研判的論點。

]-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中~進含的意義及形成概念。

1-4-4-4 能執行實驗，依.;吉采去批判或暸解概念、理論、模型的適用性。

1-4-5-] 能選用過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4-5-2 由國表、報告中解續資料，瞭解資料具有的內涵性質。

]-4-5-3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4-5-4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4-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4-5-6 善用網絡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2-4-]一l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立的豆由實作過程獲得科學

知識和技能。

2-4-]-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規til及設

計解決問題的流程，經由觀察、實驗，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

的過程獲得資料，做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關《幸的研判，立直對自

己的研究成呆，做科學性的描述。

2-4-2-]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以反各部

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體。

2-4-2-2 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生殖、遺傳與基因，暸解生命鍾的共

同性及生物的多樣性。

2-4-3-2 知道地球的地貌改變與板塊構造學說;岩石園、水圈、大氣園、

生物圓的變動及彼此如何交互影響。

2-4-3-3探討臺灣的天氣，知道梅雨、季風、寒流、颱風、氣壓、氣園、

鋒面等氣象吉吾棠，認識溫度、濕度及紫外線對人的影響。

2-4-4-] 知道大氣的主要成分。

2-4-5-6 認識聲音、光的性質，探討波動現象及人對訊息的成受。

3-4-0-]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設獲得的知識。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3-4-0-3 察覺有些理論彼此之間邏輯上不相關述，甚至相互矛盾，表示尚

不完備。好的理論應是有邏輯的、協調一致、且經過考驗的知織

體系。

3-4-0-4 察覺科學的產生過程雖然嚴搓，但是卻可能因為新的現象被發現

或新的觀察角度改變而有不同的詮釋。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3-4-0-6相信宇宙的演變，有一共同的運作規律。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循固定的程序，但其中通常包

括蒐集相關證據、邏輯推論及運用想像來構思假說和解釋數據。

比較與分類

觀察

組織與關連

認知層次

認識環境

認識物質

交互作用的認識

傳達

附錄一

筆者自行整理的生物料分段能力指標

主項目 次項目

過程技能

歸納、研判與推

斷

科學與技 認識植物、動物

術認知 的生王軍

科學與技

街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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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態度 求真求實

綜合思考

推論思考

思考智能 批判思考

創造思考

解決問題

主項目

科學應用

。

次項目 內容

3-4-0-8 認識作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胸與可重做實驗來設實等，是

維持「科學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信的知議。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畫查，持平審視爭議。

5-4-1-3 暸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登出一通則性(例如認定

主f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6-4-2-1 依現有的遑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推iM可能發生的事。

6-4-2-2 依現有理論，運用演繹推理，推斷應4寄生的事。

6-4-3-1 檢核論據的可信度、因呆的關述性、理論間的邏輯一致性或推論

過程的嚴密性，並提出質疑。

6-4-4-1 發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解決策略的習慣。

6-4-4-2 在不違背科學原理的最低限制下，考量任何可能達成目的的途徑。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6-4-5-2 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畫I} .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時，依科學知識

來做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峙，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分析判斷。

7-4-0-5 對於科學相關的社會議題，做科學性的理解與研判。

7-4-0-6 在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操控變因，做流程規劃，有計畫的

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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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筆者自行整理的生物科教材內容要項

單元名稱 課題 主題 次主題 教材類別 教材細目

l 自然界的
4e. 瞭解地球上生物分布的範園，

生命世界 組成與特
11 地球的環 110 組成地

生物園
並質量認地球擁有維繫生物生存

境 球的物質 的環境因素，以及人類必須珍惜

'Ii
並愛護地球環境的重要性。

生物是由
4a. o~解細胞是生命的基本單位及

細胞組成
細胞的構造輿功能。

的

14 生物的構
140 生物種

的.知道生物可分為單細胞生物與
的構造基

l 自然界的 i是與功能
s楚 個體的組

多細且包生物。

重田月包 組成與特
成層次

4c. 閉會解細胞分工合作，形成長且

·1生 織、~官或系統，而組成多細胞

生物個殼。

12 物質的組
120 物質的 物質是由

的.瞭解被散現象是粒子由高濃度

成與特性
組成與功 粒子所組

4主低濃度運動的現象。
用 成

13 地球上的 130 生命的 生物的代
4a 暸解生物進行代謝作用嗨，經

由酵素催化物質分解、合成與轉
生物 共同性 謝

換。

l 自然界的 141 植物的 的.認識黨的構造及功能。

組成與特 構造輿功 光合作用 的.暸解植物可以進行光合作用製

·Ii 14 生物的構 能 這養分。

造輿功能 142 動物的
4a. 瞭解人體及動物的消化系統及

構造輿功 消化系統

能
功能。

214 溫度與 溫度與熱
4a. 探討溫度變化或物質形態改變

熱量 量的關條
與熱量的關條，立主定義熱量單

4立。

能與能的 的.認識「能」有不同形態，而且

營養 形態 能的形態可以轉換。

21 改變與平 217 能的形
4f. 自殺解生物體需要養分維持生

衡 態與轉換 養分與能
命，及生物經由呼吸作用分解發

分釋出能量，並知道動物可經由

2 自然界的
量的轉換

攝食得到養分，及植物進行光合

作用 作用製造有機養分。

218 化學反 反應速率
4d. 知道能影響化學反應快慢的因

素，及催化劑(或觸媒)改變化學
應 與催化劑

反應速率的功能。

物質與氧
4a. 能以實驗說明燃燒與氧化作用

225 燃燒及 就是物質與氧化合，生成氧化

22 交互作用 物質的氧
的反應

物。

化與還~、
呼吸作用

的.暸解呼吸作用是一種氧化作

用。

l 自然界的
14 生物的構

141 植物的 植物質量內 4c. 暸解植物體內的輸導組織及功

運輸 組成與特 構造輿功 物質的這 能。

'性
進與功能

能 輸 4d. 認識植物的蒸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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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課題 主越 次主題 教材類別 教材細目

142 動物的
的.暸解人種反動物的循環系統及

構造輿功 循環系統

能
功能。

植物的反 4a. 暸解植物對環境因子的反應

221 生物對 應 (例如向光性)。

22 交互作用
環境刺激 動物的反 的. ij眾解動物先天的本能和後天的

的反應與 應 學習能力。

動物行為 刺激與反 4c. 知道人類是位官的能力和侷限

協調
2 自然界 應 (例如視覺與顏色)。

的作用 4d. 認識神經細胞的形態與功能，

213 動物質量 神經系統 並暸解人類的神經系統及其協

21 改變與平 內的恆定 調運作情形。

衡 性與調節

內分泌~
4e. 暸解人類內分泌系統的構造輿

功能以及能和神經系統共同協
統

調運作。

l 自然界的
14 生物的構

142 動物的 呼吸系統 4c. 暸解人鍾的呼吸系統。

組成與特
造輿功能

構造與功

排J世系統 4d. 瞭解人鍾的排泄系統及功能。
a性 能

排泄作用
4a. 暸解生物排除代謝廢物的方

法。

恆定
213 動物體

呼吸運動 的.暸解生物的呼吸作用及知道人

2 自然界的 21 改變與平
的調節 類呼吸運動的調節械制。

作用 衡
內的恆定

血糖的調 4c. 知道血糖含量變化有一定的範
性與調節

節 圍及血糖的調節情形。

種溢的調 4f.知道動物體溫須維持在一定範

節 圈，以.&.維持體溫恆定的方法。

l 自然界的
14 生物的精

142 動物的 生更直系統 4e. 暸解人鍾的生殖器官反功能。

生更直 組成與特
造輿功能

構造輿功
生物的遺

a性 能

傳
的.區別有性生殖與無性生殖。

生物的生
4a. 知道細胞分裂時染色體會變化

以及減數分裂峙，染色體數目會

310 生殖、

殖

減半。
3 演化與延 31 生命的延

遺傳與演 4c. 知道基因可控制性狀的遺傳。
續 續

。
4匕 生物的遺 4d. ij眾解基因會突變，及人類性別

傳 的遺傳方式。
遺傳

4e. 認識遺傳工程。

的.暸解生物科技的起源。

4 生活與王軍 42 生活中的 425 食品及
4c. 認識現代的生物科技(例如基

土兌 科技 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 因改造食物)。

~

4d. 認識現代生物科技所造成的銜

擊(例如稜製技術) •

31 生命的延
310 生殖、

生物的演
4f. 認誠地質史上消失的生物。

續
遺傳與演

-it. 4g. 暸解生物演化的理論及證據。
3 演化與延 4匕

i'i(-i匕
續 4a. 知道化石記錄了曾經在地球上

32 地球的歷 320 地層與 化石與地
生存過的動植物以及當時的錄

史 化石 層
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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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課題 主題 次主題 教材顯身l 教材細目

的.體認層狀的沉積岩，可用來暸

角草地球活動的歷史。

4c. 知道化石可用來幫助地層的對

t匕。

4d 認識化石形成的過程和化石紀

錄中生物的消長與演化情形。

分類
3 演化與延 31 生命的延 131 生命的 生物的分 4a 知道現行的生物分類系統，含

續 續 多樣性 類 檢索表的查詢方法。

4a. 瞭解生態系，並知道不同的棲

地形成不同的生態環境。

的.暸解不同物種之間依存的食性

族群、群
關條(食物鏈、食物網)。

510 生物和 4c. 暸解自然界中水循環、氣循
生態 57j(續發展 5li系育

環境
集和生態

環、 4炭循環。
象

4d. 瞭解生態穩定的意義和造成生

態系不平衡的原因。

的.瞭解食物鏈或食物織的單純

化，將可能破壞生態系的穩定。

4a. 知道這室效應。

4b. 知道造成溫室效應的原因及對

溫室效應 生物生存的影響。

4c. 知道溫室效應與全球增溢的關

2 自然界的 220 全球變
你。

22 交互作用 4d. 認識臭氧層及臭氧層對生物生
作用 這

臭氧 存的影響。

4e. 知道造成臭氧洞的原因。

4f 知道即使大氣與海洋組成中的

氣候變遷 些言午變動，只要時間夠長，便會

對氣候產生重大的影響。

4a. 知道目前人口成長衍生的諸多

人類與自 問題，並能探討人類活動對環境

511 人類與 然界的平 造成的銜擊，同時知道人類必須

環境
自然界的 衡 做好自然保育才能維持生態系

用自 4率、 的穩定。

生物多才是 的.瞭解瀕臨絕種生物的定義，並

性的保持 知道全灣及國際的條育狀況。

512 資源的 資源有~!t
4a. 認言鼓地層中的石油、煤與天然氣

為化石類的械產，及其形成過程。

57j(續發展 51 係育
係育與利

的.知道節能減有炭的方法及效能。
用

海洋資源、 4d. 認按海洋中的資源。

4a. 體會可利用的能有多種形式

(水力、風能、木材、核能......) ,

513 能源的
並能區分非再生性的能源(例如

能源的種 化石燃料與核能)與再生性的能
開發典和!

誼民 源、( {~'J .j(白水力與太陽能)。以及認
用

識瓦斯、煤練與汽油的性質，並

透過小組活動討論油價調整對

民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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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課題 主題 次主題 教材類別 教材細目

的蒐集有關各種發電(火力、核

能源的應
能、水力、太陽能、汽油)的優

點、缺點及其用途的資料，以暸
用

解其對社會、環境與生態的影

響。

4d. 蒐集並討論生活中節約能源的

節約能源、 技術或方式。

與開發新 4e. 新興能源的科技(例如汽電共

興能源 生、生質能、油電混合動力車、

燃料電池、風能、太陽能等)。

4 生活與環 41 創造典文
410 科技的

發展與文 的.暸解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t竟 明

明

科學家的 4a. 由閱讀與資料蒐集，暸解科學

故事 上重要的發現及其過程。

520 科學的 的在適當的科學活動中，敘述科

Z考單元謀
發展 科學發現 學發現過程中科學家所擁有的

的過程 批判思考、探究思考及創造思考
題

52 科學與人 的特質。

5 永續發展
文 科學活動 4a 實驗的結果不得竄改、抄襲。

的倫理 的.尊重智慧財產權。

521 科學倫 4c. 能由資料蒐集彙整，陳述科學

理 科學的社 對社會影響的看法與意見。

會議題 4d. 討論科學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並嘗試提出正面解決的意見。

。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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