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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磨課師（MOOCs）教學經驗隱含之意義。以現象學的深度訪談與資料分

析步驟，從受訪教師內隱的心理體驗歷程，歸納屬於人們共通性現象的經驗之意義，可分五

大項陳述：傳達以學生為中心的訊息、編導故事情境的教學影片、增加多元學習經驗比小知

識重要、放下名利得失心、創新教學的熱情與執行力。綜合上述描述，發現MOOCs授課教師

具備五項教學經驗的意義：一、轉化專業實務經驗：將實務歷練注入教材製作，不同於學校

課程所教授的內容與型態，讓學生感知有用及興趣。二、善用多媒體建構教材：教師構思教

學劇本架構，編導影片或動畫，與生活面連結讓學生易於理解，引導學生想像空間預見未來。

三、增加多元學習經驗：引用多元資源教學，安排實務專家參與課程，擴增學生視野及知識。

四、精進數位教學知能：放下個人名利心，體驗MOOCs教學，獲得磨練及反思。五、做中學

的精神：懷抱創新教學的熱情，勇於嘗試執行。最後，從反思MOOCs授課教師教學經驗的意

義，得到啟示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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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近年來在開放高等教育資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的理念下，線上教學開拓出虛擬

校園課程的新局面，最近以大規模線上開放課程（又稱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最引起教育者的關注。MOOCs意指大量招生的線上開放課程，註冊學生來自四面八

方，數以千計。MOOCs具備免費的、開放的、網路化等特性，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互動、合

作、開放與創新的教學環境。MOOCs任由學生學習自己喜愛的學科知識，以及自主安排他們

的學習歷程。MOOCs有助於學習自主、賦權、人際關聯性及社群化的教學發展，以及激發出

創新的教學法。這種教學方式也有可能對網路技能不佳或弱勢的學習者不利，而加劇了教育

資源的不平等（Haggard, Lawton, Katsomitros, Gore, & Inkelaar, 2013）。 

這幾年有關於MOOCs的研究方向大致有四：一、課程與教學的創新—課程設計、教學方

法、學習型態、教學活動的安排（Andersen & Ponti, 2014; Firmin et al., 2014; Hew & Cheung, 

2014; Knox, 2014; Li et al., 2014）；二、對於學習成效的重新定義—如何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

如何讓廣大且多元背景的學習者取得認證的評估方式、或是對 MOOCs 的學習意義重新定義

（Al-Atabi & DeBoer, 2014; Firmin et al., 2014; Griesbaum, 2014）；三、技術創新—因應科技的

變化，設計有別於傳統教學型態的教學工具（Adams, Yin, Vargas Madriz, & Mullen, 2014; 

Andersen & Ponti, 2014; Fischer, 2014; Raposo-Rivas, Martínez-Figueira, & Sarmiento-Campos, 

2015）；四、制度的創新—探討教育政策、大學教育資源、校園文化，以及實施倫理等

（Baggaley, 2014; Fischer, 2014; Marshall, 2014）。以上大多聚焦在MOOCs的運作課題，很少

以教師為主體深入探討其經驗背後的意義。然而，教師的課程意識主導課程的教學轉化，且

教學實踐可激發出潛在的內隱知識（甄曉蘭，2003）。學校推行新興課程模式，更有賴於教師

的關注及創新教學的實踐（Anderson, 1997）。面對新興的MOOCs風潮，授課教師面臨了更多

新挑戰（劉怡甫，2013；Eacute & Esteve, 2000）。因MOOCs的學生是自主性參與，不受制於

教育體制或學校規範，在沒有證書或其他有利誘因之下，能獲得大批學生前來註冊的課程，

其授課教師面對挑戰MOOCs的心態、反思及教學轉型策略，即成為研究者好奇且欲探討的問

題。 

一些有關教師實務的研究，認為教師的生活故事和實務經驗中，隱含了智慧與哲理。在

教師分享生活故事和實務經驗的過程中，讓教師重返或找回深藏腦海的過去經驗或內隱的知

識（tacit knowledge），有利於教師覺察及反思是如何建構了經驗（甄曉蘭，2003）。或許個人

經驗反映不同的行為舉止，但行為背後隱含人們共通性的意義。MOOCs授課教師的經驗背後

隱含的意義（connotation）不僅可以讓研究者反思，也能分享給教師及參與MOOCs的工作者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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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探討的「經驗背後隱含的意義」，是指從受訪教師分享的 MOOCs 教學經驗中分

析出經驗意義或意義單位（connotation units）。首先，從受訪教師的描述中體驗受訪教師感受

到的經驗，再進而探求受訪教師經驗背後的意義，最後經由分析與統整過程做出經驗結構性

的描述（textural description）。當前研究 MOOCs的方法有現象學、初探性研究、民族誌、準

實驗、內容分析等（Bates, 2014）。現象學觀點適用於MOOCs授課教師反思自身的實務歷程，

以及探究此經驗所隱含的意義。現象學研究的問題形成，多是與研究者個人經驗有關及從感

興趣的現象出發，往外延伸探尋一個研究問題（高淑清，2000；Van Manen, 1990）。研究者從

個人推廣MOOCs的經驗中，對於獲得大批學生註冊的MOOCs授課教師心態、反思及教學轉

型策略感興趣。因此，往外延伸所要探尋的研究問題為熱門的MOOCs，其授課教師建構課程

之經驗背後隱含的意義。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探討MOOCs授課教師經驗背後隱含的意義。現象學是

從描述個別事實的敘說開始，以探求經驗的意義為目的。本研究使用現象學方法，由研究者

反思受訪教師經驗之背後所隱含的意義。 

貳、文獻探討 

一、大規模線上開放課程 

MOOCs意指大量招生的線上開放課程，註冊學生來自四面八方。2008年以關聯主義

（Connectivism）為教學原理的MOOCs稱為 cMOOCs（c指 connectivist），此種類型的MOOCs

開放參與者使用多種線上傳輸及交流工具。參與者透過網路環境進行學習，課程為了方便個

人化學習，讓學習者選用自己常用的線上媒介進行討論（Downes, 2013）。2011年出現了

xMOOCs，意指「延展（extend）學習資源給更多人在線上獲得教育」。其經營模式採取大學

（如哈佛、史丹佛、麻省理工學院）與民間機構締結商業契約合作關係的方式，開始採用商

業平台，如 Coursera、Udacity、Audacity或 EDX。與 cMOOCs相比，xMOOCs平台的營運較

具有規模性。xMOOCs 強調由專家學者或大學教師擔任授課，以及大量又多元的學生自主開

放的學習。此種修業模式是有別於傳統高等教育運作的體制（劉怡甫，2013）。 

cMOOCs屬於一種分散式、網路化的模式，讓學習者聚焦在某一主體上討論，進行非線性

的學習。cMOOCs主要在於參與者對話，並不強調專業教師存在的必要性。cMOOCs讓學習者

透過本身的先備知識，參與社群自主學習進而創建知識（Andersen & Ponti, 2014）。xMOOCs

類似大學課程，是由授課教師主導課程內容的鋪陳，讓學生進行線性式的循序學習（Baggaley, 

2013; Leontyev & Baranov, 2013; Margaryan, Bianco, & Littlejohn, 2015）。xMOOCs是讓學習者

藉由教師主導的課程對話，來進行知識的建構（Knox, 2014）。xMOOCs可以轉變為一種開拓

財源的途徑，比如以向學生收費的方式來辦理認證及考試前的補習、公司培訓課程；或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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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績賣給公司作為招聘員工的職能徵信參考，或作為其他第三方合作的用途（Daniel, 

2012）。 

數位時代使教育朝個人化、多元化及自主學習的方向邁進（Knox, 2014）。許多學生挑選

自己喜愛的 xMOOCs教師註冊課程，並非看重名校光環（Young, 2013）。學生自主性非常高，

相對地，教師難以掌控學生的流動及低完課率。許多學生只是要學得他們想要學到的東西，

且當學習者知覺社會臨場感愈高，愈能提升學習滿意度（賴素純、莊雅茹、顏春煌，2014），

並不一定在乎得到形式上的修業證書。xMOOCs 的學生認為教師是重要的領航者角色，學生

是依循教師講授課程來進行學習（Knox, 2014）。修業完成的學生一致認為他們的學成是來自

於 xMOOCs教師的教導，特別是課程影片的內容（Adams et al., 2014）。對教師而言，廣大學

生來自四面八方，卻是見不到面的陌生背景。這帶給教師很大的震撼，也是個新的挑戰（Roth, 

2013）。所以教師體驗MOOCs的教學，對於磨練教學技能及提升專業成長是有助益的（Hew & 

Cheung, 2014）。 

MOOCs授課教師面臨不少來自於實踐上的挑戰，教師因應這些實務過程產生的經驗即為

經驗性的知識，而這些經驗有助於教師磨練教學技能及專業成長。 

二、課程與教學的轉變 

當今大學教育普及，加上網路資訊流通的便利性，導致知識的取得變得容易，以致大學

學生的組合趨向於多元化。無論是學生的先備知識、學習動機、學習能力，均受到種族文化、

社會背景的影響，讓學習互動變得愈來愈具差異性（張德勝、王采薇、黃秀雯、林慧絢，2012）。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learner-centered teaching）被公認是最能反映學生「多元化差異」的教

學方式。大學教師的教學角色由傳統課堂講述的主角，轉變為一個助學者的角色；傳統的教

學必須改變，教學重點放在創造各種學習機會，培養具備問題解決能力及自我導向學習能力，

讓學生從被動的學習轉為主動積極的思考者（楊心怡、李啟嘉，2015）。鼓勵學生多方面求取

知識，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教師扮演著「適時適所」協助學生學習的角色（史美瑤，

2012）。 

MOOCs的教學與在校園中的學習有著不同的現象，並非要取代面授或是實體大學的學

習。MOOCs的學生參與方式可以是非正式的學習管道，也可以是發放正式認證的方式。因網

路科技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同儕交流與合作機制，所以在某些情況下，xMOOCs與實體的正式

課程結合，讓付學費的修業學生與免費的線上參與者一起學習。對於教師而言，一種不同於

傳統教學的現象已經發生了。教育理念也從認知取向的訊息處理理論（theory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轉向了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的理念。這種轉變亟需培育教師來

發展具有關聯性、建構主義、社群化的教學方法（Conole, 2013）。 

綜上所述可知，社會建構主義論述道出知識是個人與社會互動下的產物，且教師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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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擁有支配知識的權力。教師從課程中帶給學生去形構知識的過程是學習的重要關鍵。

隨著 xMOOCs 型態的興起，傳統課程型態、教師角色，以及高等教育市場的轉變，值得大學

教師予以關注。 

三、關聯主義與教學模式 

Downes（2005）指出關聯主義論述的知識是分布在網路上連結的環境，所以學習能力要

包括對於知識網絡的構建及閱歷網絡的能力。網絡可以比喻為「知道知識在那裡，進而知道

去那兒找到自己所需的知識」，這樣才能建立“know-how”與“know-what”。那麼，在關聯主義

的理論下，該如何實施教學呢？Downes（2007）一語道破關聯主義的教與學：「教是模擬和演

示，學是實踐和體現」。 

2008年cMOOCs的興起持續引發了學者對線上學習理論的關注（Bell, 2011; Conole, 

2013）。關聯主義可謂是數位時代發跡的學習理論，主要是強調科技功能演進，以及其改變了

人們的生活、交流與學習方式（Siemens, 2005）。也有學者認為現有的學習理論已足夠應付這

種科技環境所帶來的轉變，關聯主義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學習理論。然而，世界已在改變，

學習變得更為網路化也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科技化的學習現象仍會持續發展下去。教師的控

制權轉移給日益增加的自主學習者，自然會出現新的教學法（Ally, 2004; Kerr, 2007）。 

Siemens（2005）指出 MOOCs 的開放性及自主學習的方式容易帶來創新和創造力。無論

xMOOCs或cMOOCs都或多或少提供了學習自主權、學習對象及學習內容的多樣性與開放性，

以及互動交流的便利性，最多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所以 xMOOCs遵循關聯主義的原理依然存

在（Mackness, 2013）。Heidegger（1977）揭示技術中介著我們經驗世界的方式。過去技術是

文明的一部分，如今技術也框架了文明的環境（曹家榮，2013）。Ellul（1954）指出人們的觀

念、判斷與信念都會因技術環境而徹底改變。因此，MOOCs的發展重點不僅僅是創建一個易

學性的平台，如Coursera平台，更需要的是發展一個具有靈活性又有創造性的學習空間

（Mackness, 2013）。 

與其說MOOCs是顛覆了教育或學習的方式，不如說數位時代顛覆了傳統生活模式。這也

是本研究採取現象學觀點來探討教師經驗之意義的動機。現象學觀點重視生活經驗，最能反

映特定人在某種環境中面對改變之經驗的意義，此方面的探討有益於人們反思未來生活的發

展。 

四、現象學的哲學假定 

現象學是對現象進行探究的科學。Husserl質疑「自然科學預設外在世界有其真實性」，以

及「人具有認識這外在世界的能力」。Husserl認為知識是來自於事物本身，回歸事物本身就是

現象學的基礎，所以現象學的觀點是從經驗者的觀點來描述其經驗，是以「經驗者」為研究

的主體及對象，其目的在揭露經驗的本質及其意義（引自高淑清，2000；Stenfors- Hayes, H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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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hlgren, 2013）。現象學方法的哲學概念「存而不論」、「擱置」、「還原」等，提醒研究者應

擱置一切世俗的假設和自然態度，讓研究對象不斷呈現自己，促使主體自明且透過意向作用，

使事物回歸其本身，也就是將教育研究回歸研究的「本質」性問題，以及探求目的之真諦（汪

文聖，2001；高淑清，2000；裘學賢，1993）。 

有些量化研究探討一個理論，求取共通性的規則，但是「人」的主觀意識是多變的，隨

著時間、情境而不同。因此，質化研究探討「人」的經驗，首在定義界域，界域是以由外在

空間界域、內在時間界域結合為經驗脈絡（蔡美麗，1990）。換言之，經驗是植基於情境脈絡

下的。以現象學的觀點進行質性研究，研究目的在於產生新知識：一種發展的知識（高淑清，

2000）。現象學是探討人們體驗到的「現象」，而現象是由經驗者描述。這種類型的研究方法

更為貼近人們真實的感受，其研究結果別具意義及影響。在生活經驗中觀察、嘗試，得以形

成知識、累積知識與不斷修正知識。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人們從經驗學得真實可用的知識。

教育活動的本質與教育專業是存有價值的關聯（裘學賢，1993）。所以教師經驗對於課程實踐，

有其積極的意義及價值。可從教師說故事的過程中，體現出教師實踐課程的經驗及其意義

（Goodson, 1998）。 

由於教學屬於一種專業實踐，教學經驗有助於教師與自己對話及反思（Schultz & Ravitch, 

2013）。Entwistle（1997）認為高等教育的實證研究過於鑽研事物的形式化，而忽略了人為主

體意象的探究。現象學方法是由經驗者描述的經驗建構出意念，才是客觀且保有真實解釋力

的研究方式（Sandbergh, 1997）。 

綜上所述可知，現象學方法對所研究的對象採取高度的尊重及開放的氣度，對從事教育

工作者是值得採納的研究方法及應用於實務之中。教師在MOOCs教學過程的體驗中，可能會

產生經驗、反思或創意想法等，此種經驗歷程正是適合採行現象學進行探究的實務，且具有

相當的研究價值。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方式，選取學聯網（ ShareCourse）MOOCs平台（ http://www. 

sharecourse.net）排名第一熱門課程（人數最多）的授課教師 X教授，以及課程最多的資工類

排名第一熱門課程的授課教師 Y教授為研究對象。 

教育部 103學年度補助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通過 47所大學 99門課程，其中有 20所大學

36 門課程共同在學聯網平台上開課。X 教授所開設的「海洋之窗－海洋博物館和它們所聯結

的海洋世界」，將原本屬於大學的博雅課程推廣給中小學及民眾，破兩萬人瀏覽，選課人數有

1,589人，排行榜躍居第一。Y教授的「物聯網概論」適合具備網路基礎知識，如修習過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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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運作原理、網路概論的在學學生或在職人士選修。占平台七成的資工類課程，吸引超過 1

萬人瀏覽，847人選課，位居平台選課人數的第四高位，且在資工類課程中居冠。 

X教授是一位海洋夢想家，海洋科學講座教授，年約 60多歲，專長為博物館學、海洋生

態學、海洋觀光遊憩。「海洋之窗－海洋博物館和它們聯結的海洋世界」單元中播放海洋生態

及博物館實地拍攝的影片為其特色。播放多媒體的影片由 X 教授導覽世界知名海洋博物館，

藉由海洋博物館作為窗口，引領大家進入海洋世界，認識海洋，以講故事的方式並連結到每

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引導學生對海洋產生興趣。從海洋知識的累積學習中，反思全球海洋環

境議題與人類在變遷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海洋之窗」的課程結構包括一系列的單元：「海

洋博物館和它們所聯結的海洋世界」、「臺灣的海洋故事書」、「看見臺灣的海洋科學發展軌

跡」、「臺灣海洋科學和產業的結合」。這些單元強調翻轉教室的學習方式，教學節奏緊湊而明

快，學生反應熱烈，對海洋相關議題討論熱絡，線上互動頻繁（林志成，2015）。這些單元的

內容設計是 X 教授參考一些書籍及加上自身數十年的教學經驗，理論與實務並重。多媒體所

呈現的媒體元素除了有 Powerpoint 簡報所呈現的文字之外，尚有靜態圖片、動畫及影片，足

以引起學生觀看的動機。 

Y教授是資訊工程教授，年約 40多歲，為少數在國內兼具實際技術、實際作品、出版品

及講授經驗於一身的物聯網專家，曾多次帶領學生參加全國性比賽及境外比賽獲獎。近兩年

內受邀至境內外至少 40所大專校院進行物聯網相關主題的演講。課程主要介紹物聯網的基礎

概念與技術，講述內容從網際網路的發展及手機應用開始談起，進一步說明許多物件因連上

網際網路後，成為更有價值的產品，為產業界帶來更有價值的服務。課程結構包括一系列的

單元：「物聯網的原理」、「物聯網的軟體程式設計」、「物聯網的硬體設備」、「物聯網的應用案

例」等單元。這些單元的內容設計在理論方面 Y 教授是根據一些書籍，技術方面是根據自己

在業界的實務經驗。因配合許多實務的教學，故教學節奏層次分明—理論＋實作範例＋問題

解決，在技術實務方面十分受學生歡迎。線上討論頗為熱烈，學生常提出許多技術問題，而 Y

教授也在線上親自且快速解答。多媒體所呈現的媒體元素除了有 Powerpoint 簡報所呈現的文

字之外，尚有靜態圖片、動畫及影片。各單元中採用許多豐富的動畫說明為其特色，並穿插

許多影片。Y教授說他是透過 MOOCs讓學生體驗「物聯網」來學習「物聯網」，將物聯網的

物與物之間互動概念應用於教育之中，一方面透過情境式教學，讓學生學習與學習目標有更

多互動，另一方面則蒐集學生的學習資源，包括學習成效、喜歡的學習方式等，以利教師調

整教學步調達到適性教學（蔡晉宇，2016）。 

二、資料蒐集 

訪談是現象學研究最常用的資料蒐集方法（Kvale, 1983）。現象學的觀點認為經驗的意義

是存在具延展性的情境脈絡之中，經驗的意義在主體之間交互存在。要瞭解經驗的意義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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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語言的描述，將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事件以文字方式表達出來，藉以揭露經驗的意義。

據此，資料蒐集方法如下： 

（一）蒐集資料 

意義單元（connotation units）的產生並非存在文本的敘述之中，而是依賴研究者建構受訪

者經驗意義的能力（Giorgi, 1985）。因此，在前置作業階段，研究者盡量豐富自我的專業敏感

度，包括閱讀文獻、瞭解大學推行MOOCs的實務。 

（二）擬訂訪談主題 

依據Moustakas（1994）現象學的深度訪談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協助建立受訪者的經驗

脈絡－請受訪者描述有關勝任MOOCs授課教學的經驗脈絡，詢問的內容除了問為何（why）

之外，也談如何做到（how）。第二階段是在受訪者的經驗脈絡下，重新建構經驗的意義－請

受訪者說明如何選擇及決定 MOOCs 課程規劃設計的歷程，做了什麼（what），不同於慣常軌

跡的事端，關於選擇、逾越與創造的實作過程。提問焦點集中在有關MOOCs課程與教學的故

事。第三階段是鼓勵受訪者對自己的經驗重新省思－請受訪者描述MOOCs授課經驗帶來的反

思，詢問受訪者對未來在規劃MOOCs課程的教學上有什麼想法，藉以讓受訪者反思在MOOCs

的教學經驗帶給他什麼轉變？擴增了什麼能力？ 

（三）訪談態度 

研究者經由文獻探討後，將自身有關MOOCs的教學觀念先擱置一邊，仔細傾聽受訪者描

述。態度為「存而不論」，研究者盡量做到完全的自我放空。研究者提問時盡量讓受訪者暢談

自我經驗，並不侷限受訪者的談話。研究者偶有得體回應但不插話，以利受訪者陳述內心想

法。研究者根據錄音內容做成逐字稿，並經由訪談者確認無誤，力求紀錄能完整及真實地呈

現受訪者經驗。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依循現象學資料分析的步驟：（一）重複聽取受訪者經驗表述，以獲得完整的陳述

理解；（二）將經驗表述轉譯為文本（即逐字稿）；（三）從心理學觀點，於研究範圍之界域區

辨出文本內容之「意義單位」；（四）將文本的「意義單位」組織起來，歸納為共通性現象經

驗之意義的陳述（Giorgi, 1985）。 

文本資料的經驗描述分類結果，得出三個大主題與九個次主題，作為編碼的依據：（一）

教師對於有關MOOCs特性的經驗，也就是面對教學挑戰的現實問題，次主題有學生面、課程

面、錄製面；（二）教師試圖吸引學生的個人經驗，次主題有如何傳達有效訊息、如何帶領不

同背景的人、如何進行 MOOCs 影片錄製與教學；（三）探討教師授課動機，描述教師個人的

省思，次主題分為認清課程的性質、抱持利他的態度、因應創新教學的反思。既然三個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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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九個次主題是文本資料的經驗描述分類之結果，因此就沒有在編碼後修改、刪除或新增

的情形。 

個人經驗的主題編碼以三個英文字母及兩位數字組合，第一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 X教授、

Y教授，第二個英文字母代表經驗主題，第三個英文字母代表次主題，後面兩位數字代表次主

題下描述語句的編號（如表 1）。 

表 1 

個人經驗的主題編碼 

第一個英文字母 

（兩位教師代號） 

第二個英文字母 

（三個經驗主題） 

第三個英文字母 

（三個次主題） 

後面兩位數字 

（描述語句的編號） 

M（MOOCs）－教

師對於有關MOOCs

特性的經驗 

S（student）－學生面 

C（course）－課程面 

V（video）－錄製面 

01, 02, 03, …,  

09, 10, 11, …,  

20, 21, … 

W（way）－教師試

圖吸引學生的個人

經驗 

I（information）－如何傳達有效訊息 

L（lead）－如何帶領不同背景的人 

T（teaching）－如何進行MOOCs影

片錄製與教學 

01, 02, 03, …,  

09, 10, 11, …,  

20, 21, … 
X教授 

Y教授 

P（personal）－探討

教師授課動機，描述

教師個人的省思 

F（feature）－認清課程性質 

A（attitude）－抱持利他的態度 

R（reflections）－因應創新教學的反

思 

01, 02, 03, …,  

09, 10, 11, …,  

20, 21, … 

 

四、信度與效度 

（一）提高信度 

本研究透過以下作法來提高信度：1.使用第一手資料，如訪談、平台資料、成果報導等；

2.透過文獻探討及 MOOCs業務的推動，豐富研究者本身的研究水準；3.與受訪者密切配合，

以獲得足夠的經驗描述；4.使用錄影機及錄音筆記錄資料；5.與其他參與 MOOCs 業務且能理

解教師經驗的感受者討論，利用其回饋檢驗分析結果。 

（二）三角交叉檢驗 

本研究採行資料分析的三角交叉檢驗。研究者先根據訪談錄音，寫下受訪者的經驗及分

析經驗的意義單元，再邀請一位具有現象學資料分析經驗之教授，一同檢核訪談資料內經驗

的意義單元及經驗的意義。之後，再與受訪者討論，以確認其經驗所隱含的意義，並進行修

正。 



 

150 汪耀華、張基成磨課師教學經驗之意義 

（三）描述效度 

研究者透過對MOOCs業務的熟悉度與訪談前的交談，提高受訪者對研究者的信賴，進而

引發受訪者暢所欲言。研究者於訪談中保持開放的態度，在預設的主題下不預設訪談內容。

先放空自己的想法，仔細聆聽受訪者的陳述，多方面地接納受訪者的想法及掌握受訪者明確

的經驗描述。 

（四）解釋效度 

Giorgi（1985）認為經驗的意義單位並非只存在文本的敘述之中，而是存在於受過專業訓

練的研究者身上。以研究者本身的專業敏感度與開放態度進行分析與解釋，才能彰顯經驗的

意義。研究者以自身專業與客觀的態度，分析受訪者經驗描述所隱含的意義，並謹慎建構受

訪者經驗本質的意義單位，以呈現其經驗的結構性意義。 

五、研究限制 

現象學的方法首重研究者與受訪者互為主體及共融的情境。現象學的資料分析步驟，是

將經驗的文本資料編碼予以再體現，以區辨出文本內容之「意義單位」，再予以歸納重新組織

為共通性經驗意義。雖然是以實證資料為基礎的概念架構，但在本質上是屬於描述性而非規

範性模式，所以共通性經驗意義不等同於編碼議題。因此，「肆、結果與討論」小節中的五個

大標題不必然會對應至原來編碼的三大議題。另外，現象學研究的目的不在於實證分析，研

究結果並不能作為任何實徵性的類推。 

肆、結果與討論 

現象學是對人類經驗的探索，為了將其經驗回復到以「人」為本的論述，現象學有「世

界給予我們的經驗」和「我們所經驗的世界」這兩個概念。在以世界為背景下，事物自身有

其不變的結構－本質（eidos）。在個人獨立自在的世界與每個人眼中的世界之間，尋求「多重

樣態下的同一性」，即是經驗的意義（施偉隆，2009）。因此，研究者在詮釋他人生活經驗時，

自身之文化背景與受訪者背景相同是極為重要的。因為現象學的觀念是以受訪者的文本為主

體，探討的是受訪者內隱的心理體驗歷程。換言之，經驗的意義是隨著內在時間意識流中的

心理體驗－能思（noesis），進而外在經驗在主體的內心如何被經驗與產出－所思（noema），

此即是「生活經驗」。研究者必須要能理解，感同身受這些外在經驗，如同「再體現」般探究

其經驗的意義為何？MOOCs授課教師經驗的意義植基於MOOCs課程與教學的情境脈絡，並

非存在預設的理想中，而是從教師生活與教學經驗中才能把握得到。本小節從整體面來討論，

從受訪者內隱的心理體驗歷程，在MOOCs課程特殊性質的多重樣態下尋求屬於人們共通性經

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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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轉化本身專業實務性經驗，傳達以學生為中心的訊息 

在MOOCs平台上開課，引來成千上萬眾多的學生，背景多元又無法面對面授課，帶給教

師極大的震憾，也是教學新挑戰（Roth, 2013）。不論大學教師有多麼豐富的教學經驗，以往課

堂上的學生都看得到，就算是線上教學，也大多是小規模的特定小眾，但MOOCs是來自不同

背景的大眾，兩位教授憑著什麼樣的過往經驗，讓他們成功面對這樣的教學？ 

年輕的時候，一直做臺灣基礎的環境運動，那時候接觸的都是很基層的人，或者是

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哈~這不是就跟MOOCs一樣嗎？MOOCs不是教菁英份子呀，就

是教育那種各行各業的人呀。凝聚大家共同的想法、理念。（XWL01、XMS02） 

教育部就要我們去教一些國內的老師怎麼教物聯網。……我們就去輔導他們如何來

教物聯網，也提供投影片給大家來教。因為物聯網的範圍很廣，有的人教機器人也

叫做教物聯網。為避免這樣的事情，教育部要我們去各校訪視呀，拿教材給老師，

後面幾年也辦很多的展示會、研討會。（YWI01、YWL01） 

兩位教授的過往經驗雖不同，卻異口同聲地說出如何帶動不同背景的人，朝向同一目標

進行的經驗是有助於MOOCs授課。但又該如何演示教學內容給看不見的學生群眾，才能吸引

學生願意學習？ 

學生通常都是在教室裡面的，可是MOOCs的學生太多了。好像是空氣中的學生，各

行各業的人都有可能。那就跟會走到博物館來的，不知道是什麼背景的人一樣

的。……博物館的內容、功能應該遠比外形重要。……因為博物館很多時候並沒有

人去導覽解說，就是放一個東西在那。要讓看的人知道他是什麼才有意義呀！……

你若在教學一開始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他們才願意再聽下去。……「知道要怎麼

樣去傳達訊息」才會對一般的學生與一般的人有幫助，而不是對特別的學生有幫

助。（XMS01、XMS02、XMS03、XWI04、XWI01） 

X教授認為博物館的內容、功能要比外表重要。MOOCs如同博物館，要知道怎麼樣去傳

達有用的訊息，讓學生看到並能感知到對他是有用的。MOOCs的演示教材不需要有人去導覽，

也就是不是講深奧的道理；要從學生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從高深的學理或是教師專業來切

入訊息（XWI02、XWI06）。正如 Downes（2005）指出關聯主義論述的知識是分布在網路上

連結的環境，學習能力包括對於知識網絡的構建及閱歷網絡的能力。網絡可以比喻為「知道

知識在那裡，進而知道去那兒找到自己所需的知識」，這樣才能建立 “know-how”與

“know-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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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只是要學他們想要學到的東西，並不一定是針對證書而來（Hew & Cheung, 2014）。

正如 Y教授所說：「這樣就不應從理論出發了，而是應該從應用出發」（YPF05）。 

那些名校名師平常是在教固定的族群、是教菁英的學生，而MOOCs是教廣大背景的

學生，那是不一樣的。產業界的人來修的可能比學生還多。……我講授這門課是直

接告訴你這個業界的產品，不會太抽象，給學生看產品就長這個樣子，產品實現了

概念，馬上就給他知道我講的不是只有理論，是個很實務的東西。……因為一個產

品，它是一個過程，從探測市場一直到思考、到技術面、到包裝、到整個成本，這

些不只是在學校裡面教授，這樣的內容是把學生眼界放寬。（YMS01、YMS02、

YWI09、YWI10、YWI04） 

從上述可知，Y教授認為MOOCs不是教菁英，也不是教特定對象的學生，講授的內容不

是只有理論，而是個很實務的東西。講授的內容是在學校裡沒有教的，要傳授的知識不只是

理論，也要是實務的，也就是學生會覺得有用的。正如 Downes（2007）所說關聯主義的教與

學，教學是模擬和演示，學習是實踐和體現。關聯主義的學習概念是活化的學習，要教學生

掌握最新及正確的知識與能力，知道什麼是有用的知識（Downes, 2005）。因此，MOOCs教學

的鋪陳與傳統課堂教學不同。正如 Y教授所說： 

我覺得我們的經驗與傳統老師不太一樣的地方，第一個是我們與業界做了很多產學

案，產生許多實務的經驗，我們把這些實務的經驗帶回來，再來想如何倒回來拿來

教學生。……一方面用既有的技術，另一方面又會分析過往技術發展的軌跡，去看

看市場的導向及未來幾年的發展，……帶大家看這些東西發展歷程，一步一步地帶

領啟發學生創意。（YWL02、YPR06、YWT04、YWI02） 

綜上所述可知，兩位教授傳達訊息的方式一開始並不從理論講起，而是先從學生有關聯

的生活經驗布局來引發學生興趣，讓線上大量的群眾願意聽下去。由受訪教授提及在MOOCs

上傳達訊息的經驗描述，說明了 MOOCs 的教材演示要能讓學生感知到是對他自己有用的內

容。他們利用過往的實務經驗，將自身在專業領域的“know-how”注入課程內容，並透過多媒

體展現。這是不同於學校課程所教的內容與型態，要能傳達讓學生感知有用，進而引發學習

興趣。這種教學思維正如關聯主義的理論。綜合上述兩位教授描述怎麼樣去傳達訊息的經驗，

歸納出共通性的經驗本質意義為「教導學生建立知識網絡的能力，轉化本身專業實務經驗，

傳達以學生為中心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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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導故事情境的教學影片 

MOOCs教師不會知道學生背景或是學習興趣在哪裡，教材的呈現必須很準確和快速地表

達給學生，讓學生一看就懂－「傳達以學生為中心的訊息」，更重要的是吸引學生繼續看下去。

而如何吸引學生有興趣看下去的教師經驗，即涉及到教師該怎麼樣去編導教學影片的經驗。 

MOOCs教學方式有一特色就是放置影片，讓學習者自主學習（Clarà & Barberà, 2013）。

MOOCs的大多數學生因為不理解教學影片的內容，又覺得沒有得到理想的諮詢服務而放棄了

學習（Hew & Cheung, 2014），因此，可知易懂的教學影片較能留住學生。且修業完成的學生

一致認為他們的學成是來自於 MOOCs 教師的教導，特別是課程影片的內容（Adams et al., 

2014）。由此可見，MOOCs的課程教學影片是吸引學生及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元素。 

MOOCs的授課教師為了配合MOOCs的教學型態，要將講解的內容轉成影片，整個課程

內容要以幾分鐘的影片為一個單元的模式演示。在MOOCs提供給學生的學習資源中，有 97%

的教師會使用原本課程的影片，有75%的教師是使用開放課程的資源（Kolowich, 2013）。目前

大多數MOOCs的授課教師使用現成的教學影片，這樣的效果並不一定理想。對於一般教師而

言，如何轉換教學方式仍在學習及摸索之中。MOOCs主要以錄製講課影片演示為主，這是與

課堂教學在型態上最大的不同。接下來描述受訪教授規劃MOOCs教學影片的教材製作內容經

驗。兩位教授的經驗描述提到： 

可以把照片和檔案資料拿過來，把講述的原理用動畫畫出來。（XMV04） 

動畫有故事性又有上下連貫性。（YMV01） 

我知道一個好的科普節目整個流程必須要有劇本與編導，有整體的怎麼樣去表達的

方式之想法，有層次，甚至是對未來的整體呈現的預見影像，……。我有經驗就可

以清楚地講出想法，跟MOOCs的導演、攝影、剪輯、後製團隊人員做溝通。（XWT01、

XWT03） 

X教授具有主持科普節目的經驗，所以他知道一個好的節目是需要經過編導及層次性的表達，

最好也是要讓觀看者能夠預見未來的景象。 

那時候就想應該給年輕人新的東西，給他們一些創意。舊的知識很多老師就在教了，

新的知識看得到產品，我們想要教的是明天後天將會出來的產品那種東西，……它

是按照以前的步驟慢慢在實現並水到渠成，整個概念是從昨天到今天到明天，用這

種方式來編導教材，才會吸引到學生，好像看科幻小說一樣，我覺得這是很有特色

的地方。（YWT01、YWL04、YWT04、YWT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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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可知，Y教授認為要給年輕人新的東西、別人沒有在教的東西，也就是要新奇的，

這樣才會吸引學生。他也認為先把過往的資訊整理出來，如同光陰的故事，再引導大家對未

來有了想像空間，進而預見未來。兩位受訪教授都描述MOOCs的課程內容是需要規劃及有一

套劇本，他們感知到編導教材內容成為影片，應讓影片內容具有層次性的鋪陳，使學生能夠

去想像未來，進而建構預見未來的種種可能性。教師不是只教當今的知識，講授重點在於讓

學生發揮自己的先備知識，建構未來所需的能力。MOOCs教師該如何讓課程內容如劇本般的

有層次來拍成影片顯現呢？受訪教師過往經驗如 X教授提到： 

廣播的節目很可怕，跟MOOCs一樣，你其實不知道你的聽眾在哪裡。它必須要很準

確的、很快的表達。……一個好的影像教學，而且是讓人家願意繼續看的節目，是

有些特質的。（XWI03、XWT02） 

又該如何有層次的鋪陳呢？X教授提到： 

教材的故事性是要有深度。如果你只講每天平凡的故事，學習者久了就不會在乎；

它其實是需要有深度的，它需要有層次和內涵。有時剛開始時學生可能沒有興趣，

可是講了前因後果，可能就會有興趣了。尤其是在教學的節目或是像博物館的教學

節目，是應該要有目標的，想要傳達什麼東西，可以一集一集出現；也可以用專集

出現，但講者自己心裡面應該要有一個譜。……至少在錄自己的時候，知道要怎麼

樣去讓MOOCs的學習者覺得是一個連續的故事。……你就是需要知道這些訊息，授

課的效益就容易出來。（XWI04、XMV02、XWI05、XWT04、XWT02） 

Y教授也提到： 

我一直在做演講，本來就要一直在豐富教材。……我有很多東西要講，就想辦法融

入在投影片中。我思考如何在短短幾分鐘就能讓人聽懂我要講十幾分鐘的內容，讓

人一看就很清楚。於是投影片就改了許多東西，融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在裡面。再

加上一些動畫，這樣就有設計感了，很能吸引人家的專注力，相較一般的圖文是更

有吸引力，而且動畫有故事性又有上下連貫性。……我們在錄製影片的時候，要講

為什麼想到要錄這個產品，這個產品用在物聯網那些地方，讓學生看到就思考下一

個產品會長什麼樣子。……這種方式可帶領學生入一個軌跡，我們沒有走到的軌跡；

也許學生機會比我們更多，那個機會顯示在教材裡面。……用這種方式來編導會吸

引到學生，好像看科幻小說一樣，我覺得這是很有特色的教材編導方式。（YWL03、

YWI06、YMV01、YWT06、YWT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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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位教授的經驗描述中，可得知他們懂得如何在「短時間」內「快速又準確地表達」，

讓閱聽眾理解且吸引人們繼續聽下去。講述可用故事影片，也可用動畫影像，生動、有情境

地展現內容。這需要經過事前規劃的情境及層次架構，因此，教師必須先編寫教學劇本再行

錄製。 

很重要的是，兩位受訪教授均不是把課堂傳統的講述方式直接搬到攝影棚的螢幕前錄

影，而是先將教材內容經過編導，讓學生一看就知道在講什麼，要有故事性且有情境，才能

打動學生的興趣。影片內容要能吸引學生，且讓學生覺得是一個連續性的故事，並創造出對

未來的想像。由上述得知，MOOCs教師需先「編導故事情節的動畫或影片，引導學生想像空

間，讓學生預見未來」。 

三、增加多元學習經驗比小知識重要 

上一節討論到MOOCs教師錄製課程影片，需事先經過內容的編導，是與實體課堂教學不

一樣的。接下來，本節要描述教師面對錄製MOOCs影片經驗的省思。 

以前在課堂上進行錄影，教師會變得謹言慎行，因為說出去的話會被錄存起來，對於任

何人來說是會有壓力的。如今MOOCs是開放給全世界的人觀看，所講授的知識會擴散出去，

這對於MOOCs授課教師來說更有顧忌。這些現象也反映在兩位受訪教授的經驗描述中。Y教

授提到： 

大學老師在課堂上教課的時候，你會的可以講到很細，不會的就不用列在授課範圍

裡面，這是大學老師可以自己決定的。但現在教 MOOCs 就不行了，比如說我要教

wifi，就要去知道 wifi已經到第幾版了，教的是不是舊版的，有沒有教錯。在課堂上

可以教十幾個小時的東西，到了 MOOCs可能只敢教 30分鐘。因為 MOOCs教的知

識會擴散出去，怕被別人笑說教的是舊的。……有的老師不確定他教的對不對、完

整性夠不夠，有些細節就不太敢去教。（YPF01、YPR02、YPR05） 

我開始思考上述問題，教MOOCs好像是義務的使者去散播知識，這跟在學校教是不

一樣的，……面對錄影時就會遇上這些問題，心裡會覺得有一些沉重。（YPR01） 

X教授認為他自己教MOOCs與傳統在課堂教學比較，有三點改變： 

第一個改變就是－學生比我重要。第二個就是－教材內容比我自己重要。我要給你

看到的不是我，而是我的教材內容。教材內容可以帶你進入自己想要的空間。第三

個就是－大的格局比小的知識重要。一般上課的時候很容易就講到很小的東西，而

這個博雅課程就是要培養大的格局，讓學生在真正選擇方向之前，先有度量和胸襟，

這遠比有知識來得重要。（XPA01、XPA03、XP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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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一點，學生比教師重要的改變在前述第一節「傳達以學生為中心的訊息」已有說

明。第二點，教材內容比教師重要的改變，在前述第二節「編導故事式的教學影片」，已闡述

了教材的鋪陳及劇本的安排。第三點，大的格局比小的知識重要的改變，即是本節所要討論

的重點。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指出教育目的不再是培養一位知者（knower），

而是要讓學習者具備問題解決能力、創新能力及帶著走的能力（卯靜儒，2008）。如同關聯主

義的學習概念是要教學生掌握最新及正確的知識與能力，知道什麼是有用的知識，才是活化

的學習（Downes, 2005）。MOOCs教學是培養學生大格局，是要讓學生知道如何掌握最新及正

確的知識與能力的學習格局，就是指學生知道什麼是有用的知識要比學會知識還來得重要。

因此，教師要講授的就不僅僅只是專注在某一領域的知識細節，而是提升學生視野及增強洞

悉趨勢的大格局能力。但是一般大學教師在課堂教學時很容易就講到很細微的內容，所以這

種教學方式不適用於MOOCs教學。此理念正如兩位受訪教授的經驗描述： 

我們從頭到尾開這個課其實是有層次性的目標，開這個課沒有要只講我自己的東

西，沒有要這個樣子呀。……它跟我一般課堂的通識課又不一樣，因此在教學的時

候我就會想，為什麼不讓觀眾就經由我的故事，變成他自己的故事呢？換句話說，

我不會只講我的東西，而是讓學生可以開發他自己的東西。……這完全是依MOOCs

的特性來設計的課程，一開始我們要先界定這個課的性質，才能找到要教的內

容，……。（XPF04、XPF01、XWL02、XWL03、XPA06、XPF03） 

我要找產業界的人來教，這些人並不是只憑知名度來教的。就算他們把臉遮起來，

他們講的話別人聽了還是覺得有用。MOOCs需要這些產業界的人來講，學生聽了會

覺得有用。找來產業界的人是務實型的，我覺得這裡面要有不同的人。（YWT03） 

如果要讓教師的控制權轉移給日益增加的自主學習（Ally, 2004; Kerr, 2007），或關聯主義

的學習概念是讓學習和知識來自多樣性的資源（Wikipedia, n.d.），那麼透過個人與群眾共同交

流與互動來完成學習（Greenhow, Robelia, & Hughes, 2009; McLoughlin & Lee, 2008）才是適合

MOOCs線上學習環境的教學模式（Conole, 2013）。 

兩位教授一再提及，要先掌握 MOOCs特性及課程性質的定位，再來規劃課程內容。正如

X教授所說：  

它是一個開放性的課程。它是一種有互動的課程。它的特性是非常清楚的，它就是

通識課程。……如果MOOCs課程可以開一個完整 4年的課程，這門課就是大一的入

門課。……「海洋之窗」的課程是系列性的規劃，這些課其實是有層次性的目標。

（XMC01、XMC02、XMC03、XPF02、XPF04） 



 

 

 

 

 

 

 

汪耀華、張基成 157磨課師教學經驗之意義

大學也可將MOOCs作為開拓財源，辦理認證與考試前補習，或產學合作公司的培訓課程等用

途（Daniel, 2012）。正如 Y教授所說：  

磨課師要花很時間耶，就想應該要一魚三吃。……把 MOOCs變成認證課程……把

MOOCs 剪輯成為補救課程……讓學生上完 MOOCs，再繳費上補救教學課程，然後

考認證。（YPF02、YMC01、YMC02、YMC03、YPF04） 

若考量到中國大陸市場的發展，Y教授提到：「作成通識課程，就會有大陸那邊的學校買……

大陸也很喜歡臺灣的教材」（YMC04、YPA09）。 

一旦課程性質有了定位，接下來便要研擬如何讓學習和知識來自多樣性的資源。像是 X

教授所講授的MOOCs，第一期是錄不同博物館的介紹，第二期是錄不同的人主講。X教授就

指出： 

MOOCs會有影像，它的影像的呈現方式是有它的專業性。……有目標的，想要傳達

什麼東西，可以一集一集出現，也是可以用專集出現。（XMV05、XMV01、XMV02） 

在MOOCs教學的挑戰，其一就是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與耗費時間。不僅是教材製作的時

間，課程進行也需投入比傳統教學更多的時間（Hew & Cheung, 2014）。在大學錄製MOOCs

影片的工作，大多是由約聘或工讀生等非專業的人員負責。然而，錄影的呈現方式有其專業

性，導致教師與學校工作團隊要花許多時間及人力在新的教學型態上。正如 X教授所說： 

在臺灣錄MOOCs的人，都是新手。……我有經驗就可以清楚的講出想法，跟這些導

演、攝影、剪輯、後製團隊做溝通。（XMV03、XWT03） 

Y教授提及錄製MOOCs的經驗描述如下： 

工讀生對設備不熟悉，我講了半天的東西，說沒有錄到要重來，有時候是攝影機沒

錄到，有時候是畫面同步沒錄到，還有發生過剪輯的時候不小心洗掉了。（YMV02） 

在臺灣錄MOOCs，工作人員不准我寫黑板，會影響焦距，也不准我寫字，都是要求

錄的老師畫面要漂亮，眼睛要看那。（YMV03） 

……大陸那邊錄MOOCs就算對著電腦講，拿出教材照著唸，也不怎麼看鏡頭，結果

後製的很漂亮，人也不見了。因為大陸有錢去作後製。（YMV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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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教授引進多元資源來減低這樣的問題，以下為兩位教授描述經驗： 

第一期是不同的博物館，第二期是不同的人。……我引用了自己能用到的資源，譬

如認識優秀的人，讓他在這個公共資源（MOOCs平台）分享，然後讓學生可以有更

多學習的對象。……我一個人講我自己的知識，太浪費這個全新的資源了，……應

該讓更多的學者、專家、達人參加，一起來分享。（XWV05、XWT05、XPA06） 

一個人錄這樣太辛苦，要找很多人來錄。……我找到一個元素，來錄一門MOOCs，

如果有很多人錄，每一個章節都是他個人專精的部分，用他最好的方式去教別人，

那個方式又是他有很多經驗的。另外一方面，我們都有在做產學，如果找一些業界

的人來錄影也不錯呀。……就找很多人來錄，並不是光講理論，也有業界的來講實

務。有產品可以展示，說明這個理論做了什麼產品。這也是我們的一個特色。

（YMV05、YWT02、YWT03） 

由上述可知，兩位受訪教授都提到運用多元資源製造學習機會，不是由一、兩位教師來

講一門MOOCs，而是讓更多的學者、專家、達人來參加，突破傳統課程的學術框架。講臺上

的人所講內容讓學生覺得有用，才是最重要的，並不需要請名人名師來講。這種經驗就是讓

教師扮演著「適時適所」協助學生學習的角色，創造各種學習機會（史美瑤，2012）。大的格

局是指教師引用多元資源讓課程內容具有宏觀、大視野，能吸納多元且務實的知識。三人行

必有我師的胸懷，使付諸於MOOCs課程之中經驗的意義為「安排實務專家講授，創造各種學

習機會，增加多元學習經驗比小知識重要」。 

四、放下名利得失心 

大學教師之所以會願意在MOOCs上授課的動機大致有三：一是好奇，願意挑戰新型態豐

富授課經驗；二是利己，有助於名利相關發展；三是利他，認為可以教育更多的人（Hew & 

Cheung, 2014）。根據上述理念，本節討論教師的授課動機，並從受訪教師的經驗描述中找尋

經驗中的共通性意義，提供給教師參考。 

學校要推行 MOOCs 時，是站在學校政策的角度來尋求教師開課。為了說服教師願意開

課，大多會跟教師講有利益的一面，或是把工作講得容易一些，以寬教師的心來接受。其實，

大多數的教師在接受MOOCs開課時，均是懷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研究者認為從MOOCs授

課教師的經驗中，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教師該抱持怎樣的態度來接受開課的事實，以下是兩

位受訪教授的經驗描述： 

為了因應學校的要求去錄了MOOCs，本是想也許書可以賣得更好，或幫學校打打名

聲。……要錄MOOCs對於很多老師，第一個反應是會想錄了以後，我的東西免費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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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聽了，誰還會來買我的書？誰還會找我去演講？包括我自己也是這樣想。後來

我自己去思考，當然從教育的角度來講，教材應該要能夠讓更多的學生受惠，愈來

愈多的學生可以受惠。……我們演講辛苦做的投影片，是會換來又有名又有利的，

如果放到 MOOCs 上面給人家免費看，這些名利都會沒有了，沒有人再找你去演講

了。其實不用這樣想。別以為教MOOCs就會成為名師，那樣子全世界沒有幾個，那

是名校名師才會有這樣的情況。（YPA01、YPA02、YPA05、YPA04、YPA03） 

那些名校名師平常是在教固定的族群，是教菁英的，而 MOOCs 是教廣大背景的學

生，那是不一樣的。……一般學校的老師才知道他們的學生是需要什麼樣的教材，

所以教師要自己做教材，這種想法是很對的。（YMS02、YPF06） 

那個平台不是讓老師變MOOCs的名師，而是“what I can do for you”，應該回到最基

本的老師天賦權能。……若是以為這是一個可以造就自己名利的平台，那就無法創

新了。……一開始不需 care自己的得失，先以做好事情為主，將自己的資源拿出來，

反而未來發展機會會愈來愈多。（XPA02、XPR07、XPA06） 

看這個MOOCs平台的目的是做什麼，然後用自己我過去的專業知識或者是經驗去適

應這個平台，而不是讓這個平台來造就自己。若是以為這是一個可以造就自己的平

台，那就無法創新了。（XPR06） 

兩位受訪教授均是抱持放開名利得失的想法，且未認為教MOOCs會成為名師。那麼，教

師來教 MOOCs 會得到什麼好處呢？要如何做才不會擔心失去了現有的名利呢？接下來描述

兩位教授教完一門課的省思。X教授說： 

我教完MOOCs後，我還真的發現自己是不足的。若只講我熟悉的課本，每一學期講

一本課本，對我來講，講八本（4年）絕對沒有問題的。可是當您去MOOCs上面對

這麼多不同背景、程度的學生時，這其實是不足的，至少對博雅課程而言是不足

的。……真的是教學相長，他們有的問的問題，都讓我重新再去想我以前的想法是

不是錯的。因為他們沒有限制天馬行空地問，他們沒有被我一連串教學的過程框架

起來，反而問了一些問題，讓我重新去思考。……自我學習呀，我上這個課也是在

學習。我去每個地方，從來不覺得是主角，譬如說我當主持人、我去主持電台，我

不覺得我是多麼偉大的人啊，我覺得是去學東西的人哪。（XPR08、XPR01、XPT03、

XPA08、XPR02） 

從上述可知，X教授覺得教學相長，他從這種教學體驗中獲得了自我成長的機會，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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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身的教學經驗。Y教授說： 

我覺得教MOOCs的老師，不用去擔心別人追上你，只要你有夠強的團隊，還有經常

去 update 你的內容。另一方面，並非單一軌道在進行，不是光靠教學教育別人，還

有自己的產學有很多經驗在裡面，這是別人沒有辦法複製的，你要找到生存的一個

價值，就不會太在乎別人跟上你了。……MOOCs這件事讓我投入了不少時間，比以

前教書及帶研究生還要花更多的時間。因為它會產生出許多額外的事情出來，讓我

的生活變成不單純了。……它把許多東西串連在一起，大家會團結起來去做比較大

格局的事情，也延伸出許多合作的機會，這是我原先沒有預料到的。（YPA07、YPA08、

YPR07） 

打響知名度後產業找你來做其他不一樣的合作方案，之前覺得錄MOOCs覺得會吃虧

了的想法，其實不是耶，反而機會愈來愈多了，……。（YPA06、YPR08） 

教師從教MOOCs的歷程中將學會精進自身的教學知能（Hew & Cheung, 2014）。Y教授

也是認為教MOOCs的體驗，會讓自己去檢視自我在產學經驗上的不可取代性，因而更茁壯能

力去開創更多的機會。兩位受訪教授的態度都是不要去擔心個人得失，不要想成為名師。另

一方面，教師要保有自己成長的空間，深耕網路教學能力與專業實務歷練。受訪教授體驗了

MOOCs教學的經驗，給他們帶來了磨練及反思，同時也換來更多預想不到的機會。 

五、創新教學的熱情與執行力 

課程為「一種奔跑過程的經驗」（Pinar, 1975）。有 73.7%的教師認為MOOCs的教學經驗

會改變他們在傳統課堂的教學方式（Kolowich, 2013）。當教師面臨學校實施創新方案的時候，

且當教師變得更有經驗，能熟練使用創新方案，就會朝向創新教學的階段邁進（Fuller, 1969）。

上述理念可用來檢視兩位受訪教授對MOOCs的教學經驗。兩位受訪教授均有多次MOOCs的

開課經驗，體驗了MOOCs教學後也有了創新教學的想法，且會去思考實驗創新方式。以下是

受訪教授的經驗描述。Y教授說： 

我們現在常在論壇上討論MOOCs會不會成功呢？會不會像以往的教學一樣推出來新

名稱一下子又沒有了。其實不用這樣想，就算它死掉了，在這發展的過程中，一些

精神一些很好的特質是會留下來的。所以你去探討一個新的MOOCs方式，技術會不

會死掉那是沒有意義的，就算它有缺點那也沒有關係，成功之前總是要有失敗的嘛。

（YPR06） 

X教授提及接受教育電臺的節目邀約，他就是要嘗試一種創新的連結方式－把空中廣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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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與MOOCs結合在一起，建立新的互通模式之教學平台。 

教育電臺雖然是全國連播，可是原本只有聲音，現在我要同時錄影然後做後製，變

成MOOCs教材。換句話說，聽完後還繼續有興趣的話，就可以有更進一步學習的機

會，譬如使用互動功能。這算是第一次空中和網路連在一起的影音學習平台。（XPF07） 

我們現在做很多的事情，就是先往前走，至於他的成敗得失呢？其實不需要很在乎，

但這個過程必須是非常科學的。……已經存在的條件，這些條件要怎麼樣去架構？

又有哪些東西是我必須著力去創造的，事情才有成功的機會。我知道呀，就像做研

究一樣把它做起來。（XPR09） 

其實我一直就想把物聯網裡面的實作課錄成MOOCs，但不是用教室上課的模式坐在

那講，放放投影片這樣，講一講大綱講一講內容這樣。……後來我就想，我們為什

麼不把動手作的這部分錄成MOOCs。……我就是想要錄一個經典的實驗影片，……

它有融入我教學的經驗，又有融入怎樣導引學生作實作，又有融入怎麼帶著學生去

實務性地看資料怎樣流動。在實際的系統裡面，然後最後再給他一個結論。我這是

在挑戰下一次開課，下次要找師兄弟及業界的朋友一起來錄實作的部分。（YPR03、

YPR04）（Y教授講這一段話時，特別的興奮，感覺得出來那種熱情。） 

由以上兩位受訪教授的經驗描述，可發現他們表達了對MOOCs教學體驗的省思，也挑戰

將既有的教學資源或是教學型態結合起來的創新作法，他們利用新科技的特性試圖轉化出創

新教學的方式。從兩位受訪教授的經驗描述中，可以感受到他們懷抱著對創新教學的高度熱

情與執行力。 

六、統合經驗的意義 

教師在進行課程與教學的實務，就是在形塑一種暫時性理論（蔡宗河，2006）。而教師是

課程的實踐者、創製者、發展者，課程實施與教師本身及個人經驗有緊密的關聯性（Baxter, 

2013）。上述理念透過現象學的觀點，讓研究重點放在授課教師「人」的身上，透過他們經驗

事情的描述，找出共通性經驗背後的意義。經驗的意義所探討的不只是事情表面，更深入探

討事情背後主事者的心靈思考歷程。綜合上述各節次的描述及歸納，發現兩位MOOCs熱門排

名的教授具備五項經驗本質的意義如下： 

（一）轉化MOOCs專業實務經驗 

教授將實務歷練注入MOOCs教材製作，不同於學校課程所教的內容與型態，並傳達以學

生為中心的訊息，讓學生感知MOOCs課程有用及興趣，進而學習建立知識網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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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用多媒體建構MOOCs教材 

由教授構思MOOCs教學劇本架構，編導故事情節的MOOCs影片，或將傳統教材製作成

動畫放置於MOOCs課程內，與生活面連結讓學生易於理解，引導學生想像空間並預見未來。 

（三）培養學生MOOCs多元學習經驗 

引用MOOCs多元資源教學，於MOOCs課程內安排多位實務專家講授，創造各種學習機

會，擴增學生宏觀視野以吸納多元實用的知識。 

（四）精進MOOCs數位教學知能 

放下個人名利心，從教MOOCs的歷程中獲得磨練及反思，精進MOOCs教學知能並順應

其發展。 

（五）勇敢挑戰新科技的MOOCs創新教學 

從兩位教授MOOCs教學經驗的描述中，感受到他們懷抱著對MOOCs創新教學的高度熱

情與執行力。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如何能吸引大量學生的教學技巧，是屬於經驗性的知識，也是一種實踐性的智慧，必須

是教師汲取過往經驗，透過身體力行才能轉化的內隱知識。從MOOCs授課教師經驗本質的意

義來看，吾人應有以下反思：（一）網路發達及科技的演進改變了人們的社交方式，生活中人

與人的溝通已形成不一定要面對面的多元管道；懂得如何轉化自身擁有的資歷及資源，創造

以學生為中心的多媒體教材。（二）因應 MOOCs的教學影片，教師要知道怎樣去編導故事情

境來吸引學生學習並提升學習興趣。（三）教師的職責本是授業解惑也；MOOCs 教學內容應

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教師需活化教學方式，增加學生多元學習經驗，促進其自我發想的

空間。（四）投入MOOCs教學可以激勵教師增進自我實力，因而開拓更多發展機會。（五）教

師應懷抱學習心來瞭解及適應 MOOCs 的教學模式，並培養因應這種教學模式的教學專業素

養。 

二、研究重要性與貢獻 

教師將個人教學專業知識經由反思與轉化，表徵在MOOCs授課實務經驗中，是一種由實

踐獲得的經驗性知識。要測量經驗性的知識，是屬於內隱性的知識，有賴研究者本身也具備

理解與詮釋能力。本研究以現象學研究即是以研究者與受訪者互為主體，受訪者相信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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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經驗陳述不具威脅性而願意坦然分享，是與其他使用一般測量工具進行分析的研究不同。 

從本研究MOOCs授課教師個人經驗描述，以及統整兩位MOOCs授課教授經驗隱含意義

的分析，可提供MOOCs授課教師足以遵循及觀摩的實務經歷。本研究結果讓教師對現代化新

興的教學型態有所瞭解及反思，有利於促進教師及教育工作者願意嘗試使用MOOCs教學，對

於MOOCs授課教師建構課程設計及教學規劃具有參考價值之貢獻。本研究結果亦可作為大學

培訓MOOCs教師專業成長的參考，有助於MOOCs的推廣。 

三、啟示 

從 MOOCs授課教師經驗的意義之結果得到三點啟示：（一）在教師胸懷方面，要抱持宏

觀的態度，履行教師的天職，以授業解惑為己任。（二）在教師的知能方面，要知道如何展現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材，善用多媒體特性編導的故事情節要扣人心弦；從實踐之中培養不畏被

取代的專業能力。（三）在教師教學精神方面，要勇於嘗試與挑戰，以順應科技發展創新教學

方法為目標。 

從教師經驗的意義得知 MOOCs 熱門課程受訪教授的心理體驗歷程。經驗的意義植基於

MOOCs的情境脈絡之中，這種屬於主體的心理感知及所思歷程，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表露出

來，或是能覺察自己是如何經驗的。因此，研究者建議學校推行師徒式的模式，建立教師彼

此之間的信任感，這將有利於傳授教師這種經驗性的知識。另外，建議主管單位除了舉辦經

驗分享的活動之外，並應研究MOOCs教師的核心職能，提供給MOOCs開課學校參考。 

四、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採取現象學觀點，著重於描述人們所經驗的事物，以及他們如何去體驗其所經驗

的事項，企圖捕捉經驗背後隱含的意義結構，達到還原至事情現象本質的境界。雖然本研究

是以實證資料為基礎的概念架構，但在本質上是屬於描述性、預測性而非規範性模式。目的

不在於實證分析，研究結果並不能作為任何實徵性的類推，譬如教學法的優劣比較。研究問

題重點放在呈現教師經驗本質及其意義，提供研究者及教師反思，並非尋求解決策略或有效

的教學技巧。 

MOOCs在國內剛開始推動，對於各大學實施屬於新興業務，所以較少有對MOOCs瞭解

又具相關學養及資歷者。建議未來後續的研究，持續追蹤 MOOCs授課教師在MOOCs平台挑

戰創新作法的經驗，比如擴大應用方式的經驗，或是將實作性質的課程轉化成MOOCs做到創

新教學方式的經驗。課程的改革及創新教學著重在教師的關注及配合度，因此建議未來研究

能針對教師的關注及配合度做深入探究，以提升MOOCs教師更多元的實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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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enotations pertaining to instructors’ teaching experiences of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By conducting a detailed phenomenological interview and data 

analysis, the study provides the denotations pertaining to common human phenomena through 

intrinsic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experienced by the instructors. The denotations were described on 

the basis of five perspectives—Delivering a learner-centered message, editing a teaching video with 

a story scenario, valuing the diversity of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over the acquisition of basic 

knowledge, setting aside fame and profit during teaching, and displaying the power of enthusiastic 

innovative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the five aforementioned descriptions, five denotations of 

teaching experiences were identified. (1) Transfer of professional practical experiences: This 

category involves preparing teaching materials on the basis of practical experiences. Such materials 

differ from the contents of traditional courses and enable students to find the topic useful and 

interesting. (2) Preparing optimal multimedia teaching materials: This category involve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framework provided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diting videos or animations by 

linking the topics with situations encountered in daily life. This enables students to comprehend the 

materials easily and face the future responsibly. (3) Diversified learning experiences: This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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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s teaching with diverse resources, including experts, to broaden students’ horizons. (4) 

Advancing the digital teaching ability: This category involves setting aside the individual fame and 

profit during teaching and teaching MOOCs to provide appropriate training and obtain suitable 

feedback. (5) Spirit of learning by experiences: This category involves cherishing the enthusiasm of 

innovative teaching and taking up novel challenges when teaching. Finally,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by analyzing the denotations pertaining to instructors’ experiences of 

teaching MO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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