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網路教學相關資料探討 

一、 遠距教學的定義 

遠距教學的基本概念是：學生與老師被時間和空間所分隔時，所進行

的一種教學方式。進一步說，遠距教學可作為地理上時空阻隔時教育之橋

樑，使老師與學生同時在異地照樣能進行教學活動（徐照麗，1999）。這

與古老的師徒制，或時下的班級制，均在同時地進行教育，形成了強烈的

對比。既然學生與老師被時空所分隔，那麼師生之間就必須要透過人造傳

播媒介，來傳遞資訊與提供互動管道。 

印刷與電子科技是遠距教育（distance education）最主要的傳統媒

介：這也是與其他教育方式最明顯的區別。這類科技的應用，替教師們開

啟了一片嶄新的資訊傳遞，以及師生互動的方式。然而要成功地使用科

技，除了要有特殊的設計技巧與之搭配外，還需要投入更多的詳盡策劃及

製作過程。既然無法與老師同時同地上課，學生更需要學習上的建議與輔

導。此外，行政措施與教學評鑑的方式更是迫切需要的。 

一旦發現教室內的設施無法進行遠距學習時，我們必須立即處理學生

學習的時間、地點及方式等議題。當一個機構，甚至國家在思考將遠距教

育引進其教育體系時，需先製訂新的政策加以配合。有時甚至要設立新的

機構、部門或是聯合服務處以輔其不足。所以當老師開始去思考遠距教育

這麼一個簡單直接的觀念時，將發現它已變得非常複雜。 

所以，遠距教育是有計畫的學習，通常學生與教師分隔兩地，因而必

須採用特殊的課程設計及教學技巧、特殊的電子或其他科技傳播方式，以

及特殊的組織與行政作業配合，才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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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育的演進 

遠距教育有其本身的歷史背景。在第一代的函授教學時期，印刷資料

是主要的溝通媒介，其中包含學習指南以及靠郵遞往返的作業討論。這種

方式的遠距教學課程，至今仍佔多數。 

第二代的遠距教育起始於 1970 年代初期；當時由於英國開放大學的

設立，也將整體的系統觀融入遠距學習的設計與實施。雖然開放大學仍舊

大部分依賴函授教學，但也採用了廣播與錄影的媒體，利用收音機、電視

機與錄音機等設備，進行教學。而這種利用廣播電視、錄影媒體等傳送課

程，在透過電話、衛星、有線電視以及數位化整體網路互動的遠距教學方

式，實際上正逐漸轉移到第三代的遠距教學系統。從 1990 年代起，新一

代的遠距教育崛起，利用最新的科技如電腦會議網路及多媒體工作站等方

式進行教育。簡單地用圖來表示如下： 

 

圖 2-1：遠距教學的演進4（趙美聲、陳姚真。1999：19） 

 

 

 

 

                                              
4 Michael G. Moore, GregKearsley原著。趙美聲、陳姚真編譯。1999.遠距教育─系統觀。

台北市：松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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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遠距教育系統的組成要素 

首先要決定教學的知識與技巧的來源、學生的學習要求、及特定的授

課內容，這是學科資源要素（sources）。然後是負責課程計畫製作的設計

要素（design），與負責課程傳送的傳遞要素（deliver）。還有協助學生

學習的互動要素（interaction），以及影響學習的環境要素（learning 

environment）。最後，則是由政策及管理架構，來負責與掌控各個要素間

的相互關係與進展。 

 

圖 2-2：遠距教育系統模式圖（趙美聲、陳姚真。1999：9） 

課程設計 

遠距教育課程的產生牽涉到許多的設計專家。既然教學經由媒體呈

現，再藉著科技傳遞，所以媒體教材的設計，必須要由具有教學設計理念

及科技專業知識的人才來擔任。即使有些學科專家也具有教學設計理念及

科技專業知識，但還是由不同的人來分工比較妥當。教學設計專家與學科

專家應共同達成某些共識：如課程目標、學生的作業與活動、教材的版面

設計、錄音/影帶的內容，以及在電話會議、視訊會議、電腦會議等互動

過程的問題設計等等。 

美工設計者、製作人及其他媒體專家的任務，是將學科專家與教學設

計專家的理念，變成高品質的教材與節目。製作過程則著重於依媒體特性

來發揮授課內容。最後，評估與研究專家應策劃如何評估學生個別學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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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課程整體成效，以確定是否達到學生需求與成本效益。課程設計的成

功與否，牽涉到很多的技巧；而最重要的因素則在於團體精神的發揮。 

遠距教育與傳統教育最大的不同，在於授課教師並不一定是該課程的

設計者；這在遠距教育是很平常的現象。如前所述，在一個完整的遠距教

育系統中，課程是由教學設計者、媒體專家及學科專家等一組人共同完成

的。由於團體工作與媒體製作的耗費甚高，必須要有眾多的學生修習，才

合乎成本效益。而上課的人數眾多，幾乎不能讓課程設計者同時又兼授課

教師。 

另一方面，從教育的觀點也不宜讓課程設計者，或學科專家同時又兼

授課教師。因為授課教師須要一套特殊教學技巧，不同於課程設計者或學

科專家，所以有專人司其職是比較妥當的做法。在一個完整的遠距教育系

統中，一旦課程設計完成，就經由函授、廣播電視、衛星或電腦傳送，而

遠距教育機構會按學生人數，分派授課教師。師生間的互動，則是針對以

設計好的課程教材來進行。 

 

三、多媒體與電腦網路 

媒體是人與人之間傳播訊息的橋樑，訊息又包括文字、圖形、聲音、

靜態影像、動態影像的各種形式，而同時使用兩種以上的媒體去傳播訊

息，或媒體同時傳播多種形式的訊息，都可以定義為多媒體。根據上述的

定義，無論以音影同步播放的傳統幻燈片，或運用最新電腦科技的網際網

路、光碟、電傳視訊會議等，都是多媒體。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電腦技術蓬勃發展，應用到教育上，電腦可以單

獨做為閱讀文字、聽取聲音及觀看圖片等用途，通常這些資料儲存於磁碟

片或光碟片中。學生可採用適合自己的方式取得訊息。反而缺少「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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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互動，並不具備教育性。一個具有教學性的課程，必須存在師生

的互動性。如同其他預錄的教材，如果與電訊傳播科技相結合，電腦課程

可以是遠距教育的一部分，它可以提供同步或非同步師生互動的功能。 

電腦與電訊傳播的結合，可以提供個人或團體更多的學習方式。最普

遍的方式，是將一系列個人電腦利用電話線或專用網路線相互連接。週邊

設備包含了滑鼠、照相機及掃描器等等。一旦可上網，各端的電腦都能進

行師生互動的教育。網路是以超本文（hypertext）的概念，發展出全球

資訊網（WWW, world wide web），以 HTTP 通訊協定的方式，各種訊息能

以超連結的方式彼此整合。 

電腦網路利用類似電話系統聯接個人電腦。教師在自己的電腦上準備

教材，再透過網際網路傳送給學生，無論是在任何地方，教師可以主持同

步電腦會議，或以非同步的電子郵件、佈告板等方式進行。學生則可以與

教師或其學生彼此溝通，蒐尋世界各地的資料藉著ISDN5與光纖傳輸，以及

壓縮技術，新興的教學科技逐漸將電腦、電視、印刷以及電訊傳播等，整

合於多媒體工作站上，無論使用任何媒體、在任何地方、個人或團體，均

可做即時的互動。 

整體而言，電腦多媒體具有以下幾點特色：1）具有多媒體功能，2）

資源豐富，3）使用更為方便（徐照麗，1999）。 

 

 

 

 

                                              
5 ISDN(-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整合性數位化網路服務：透過一條網路線將

聲音、影像與資料整合的數位化電訊傳播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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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構主義 

理論代表著我們對於某些事物的認識，也提供一個共通的架構、共通

的觀點、甚至共通的字彙，協助我們以理性的方式來探尋有意義的問題。

理論歸納並解釋我們已知的事物，有助於確認未知的部分。因此理論是決

定研究方法的起點。本節將說明一些通用的教育學理論； 

 

一、 資訊時代的建構主義 

社會跟教育在密切的關係之下，教育的派典6跟著社會的派典彌補並發

展。各個時代有代表其時代教育的型態、哲學、方向和環境。農業時代以

家庭為中心進行師徒制關係的教育，工業時代在學校裡進行團體的教育，

到了稱為資訊時代的今天，科技蓬勃發達、資訊也日新月異，對於以前的

教育環境、目標、哲學需要重新反省，這種變化在人文社會和藝術方面稱

為後現代主義（post modernism），在教育方面稱為建構主義。先比較工

業時代和資訊時代的社會派典，接者再討論社會的要求改變的教育派典。 

工業時代 資訊時代 

‧機械化 

‧以資本為中心 

‧一致化/標準化 

‧效率/效果 

‧推測和控制 

‧以人本為中心 

‧以知識、資訊為中心 

‧創造力/多樣化 

‧客戶滿足 

‧複雜和非確定 

    表 2-1：社會派典演變7(강인애,2001:14) 

資訊時代教育派典是由老師「教（instruction）」角色轉移到學生的

「學（learning）」。因此，華語教學除了注意到「怎樣教」的問題，還注

意到了「怎麼學」的問題。 

                                              
6 「派典」一詞譯自英文”paradigm”，通常譯為典範、點派、範式、或基範。 
7 강인애.2001.왜 구성주의인가-정보화시대와 학습자중심의 
교육환경.서울:문음사.[為什麼建構主義─資訊時代和以學習者為主的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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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時代 資訊時代 

‧填鴨式的教育目標和課程 

‧學習 

‧教師：知識的傳導師 

‧學生：知識的吸收者 

‧行為主義 

‧義務教育 

‧自由、選擇式教育目標和課程 

‧習得 

‧教師：幫助者、學習伙伴 

‧學生：主動學習者 

‧建構主義 

‧終身學習 

表 2-2：教育派典演變（강인애.2001） 

由此可見，代表資訊時代的教學理論是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是學習者根據自己

的需要及方式，主動擷取資訊，讓新的資訊與既有的知識相關聯，並由此

建造或重造個人認知結構中的節點和關係。 

 

二， 建構主義的意義 

現今的建構主義理念的發展並不限於哲學的層面，而是由許多不同學

科角度深度探究知識論問題。在運用建構主義一詞為其知識論稱呼的學者

中，包括由哲學角度出發的 Ernest von Glasersfeld、Nelson Goodman and 

Paul Lorenzen 等人，同時由哲學與心理學出發的 Jean Piaget，與以「神

經生理學（Neurophysiology）」及「控制論（Cybernetics）」為基礎的 Heinz 

von Foerster，以及受社會派知識論影響而發展出的「社會建構主義

（Social Constructivism）」等。由於建構主義有此等多樣化的論述角度，

近年來多媒體教學界又常將其與情境認知理論一同討論，或將其視為一種

學習理論。筆者簡單規劃建構主義的概念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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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建構主義的概念圖 

 

建構主義探討的是知識起源的問題，也就是探討個人究竟如何從「無

知」到「知」，以及個人認知如何凝聚呈社會認同的知識過程。建構主義

以哲學與心理為基礎，認為人雖然生來具有認知的能力，但知識並不是現

成的，不是光憑個人接受或吸收就可以獲得。相反的，無論是人們所共享

的知識體系，如哲學、物理學、生理學、社會學等，或是個人用來探究知

識的基礎、原則或方法，都是個人經由逐步「建構」才形成的。換句話說，

知識並不是客觀的存在，個人只要像個容器把知識「吸收」進來即可，而

是必須經由學習者與周邊的環境交互作用，由學習者主觀地將經驗到的事

物賦於意義，才能逐步建立個人或社會的知識內容與體系。因此，知識的

建構是環境與學習者共同運作的結果。以上是建構主義大略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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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構主義在教學上的應用 

建構主義學者在解釋人類「知」的問題時，各學派各有道理，但總體而

言，均強調人的價值，主張人的思想應有自由與尊嚴，強調知識的產生應

經過論證與社會經驗；具體而言，則建構主義強調學習應重視知識的相對

性、學習者主動積極的探索以及社會的互動。教學時，應完全從學習者個

人的心理出發，而不像行為心理或認知心理，是從知識的邏輯結果出發。

以下分別說明建構主義在教學上應用的論點。 

 

1. 學習者主動學習 

學習目標是在創造知識，而不是複製知識。 

以前學生只是被動的接受訊息，不斷的反覆練習、強記背誦，被動的學

習態度。但是，建構主義的主體是學習者，人類的認知過程具有主動建構

性作用。學生主動嘗試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並觀察這些方法的成

效。這使學生有機會統整其已有的相關知能，並審查其與問題情境間的關

係。 

 

2. 合作式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 

知識的建構需透過合作學習而不只是個人的努力。 

在社會上，每個人都有其專業知識技能，透過合作學習，可以讓個人與

其他人的經驗共享，每個人都可能是知識的給予者或接受者，藉由不同專

家背景的個人在知識的互動及交流中，逐漸將知識建構出來，從而建立起

一個學習社群（邱貴發，1996；Collins & Bielaczyc,1997）。 

合作學習是認知學徒制及情境教學的特色之一，在情境學習中，合作學

習可發揮四種功能；蒐集不同的解體策略、扮演不同的角色、克服不良的

學習策略、提供互助之技巧。教師在班級座位安排上可採小組式分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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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學生互動的機會，並設計一些合作學習的問題情境，增進意見交流與經

驗分享，以利相互激盪，增強認知的能力。 

 

3. 教師的角色 

知識體系是靠學生自己建構而不是由老師教的。 

最好的學習方式是傳統工藝學習時，師父帶徒弟的作法。這種方法又

被稱為「認知學徒（cognitive apprenticeship）」。他包括示範

（modeling）、闡述並詳細說明（articulation）、鷹架（scaffolding）、

教練（coaching）、良師（mentor）、協助（facilitator）和省思（reflection）

等策略。例如：教師在教學的互動歷程中，一邊示範一邊講解說明，不但

說明如何做，更要說明為什麼要那樣做。提供學習鷹架的支援與協助，並

鼓勵學生從事能力所及的學習，同時逐漸培養學生自我支持的能力，逐漸

脫離教師鷹架的支援與協助（fading），隨著學生能力逐漸成長，教師可

斟酌減少支援，逐漸將掌控的責任交由學生接手，甚至同儕互評。讓學生

建立自我學習，以發揮學生最大潛能。 

 

4. 情境教學 

學習時不能離開情境。 

當學習內容包含人的角色時，學習的環境對學習者而言，是一個情境

（situation）。若學習的內容為知識技能則學習環境為所學知識的脈絡

(context)。情境是以學習者為主體而言，學習者置身於該情境中，扮演

一個角色，強調學習者與情境的關係及意義；脈絡則以知識為主體，將知

識置於脈絡中，強調知識與脈絡的關係。由於知識是在情境中建構，並不

能從脈絡中抽離。如果脫離情境，只描述各種事件在人腦中的過程，便會

產生教育偏差(Bereiter,1990)。這裡所說的情境是文化、歷史、經濟、

環境或工具等會影響我們生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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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省思（reflective practice） 

應用多元化的評量方式，以實施質的瞭解與量的分析並重的評量。 

學習者主動合作學習時，無法促進深思，同時無法建構個人的看法

（Collins,1993）。因此，學生對自己的決策及行為加以省思，在檢核自

己的表現，並將其優劣與他人做比較，以求精益求精。這樣的反省、思考

及陳述會使學生更能掌握行事的訣竅（田耐青，1996）。從觀賞網球錄影

帶，比較自己的打法和專家打法的異同，便是一例。學習者必須經過虛心

地自省，才能更進一步。學生利用知識內容來探究、解決問題或做決策。 

 

四，建構主義對教學設計的意義 

建構主義理念在教學設計的實務運作上有幾項主要的意義（朱則剛，1996） 

1. 教學設計內涵由教學活動設計的理念，轉向學習設計的導向。設計

安排學生如何透過教材的互動過程中，以及與其他學習者互動中，達到某

種預設的學習成果。 

2. 教學設計由傳統教學設計注重將知識分學科教授，並將知識分解成

易於學習者獲得的小單元知識導向，轉而為注重學科整合的整體性知識的

導向。由於真實生活中問題情境不可能是純然數學、或生物等學科性的問

題，而是綜合性的。因此結合不同學科的主要與相關概念，融合設計共同

的學習單元，有利於學習正遷移。 

3. 強調情境學習的重要性，由教學事件（event）的設計導向轉化為

學習環境設計的方向。並強調該等學習環境應是真實化的學習情境，以利

學習成果的遷移。 

4. 強調學習者的主動性，重視主動參與式的學習。強調問題解決式的

學習學習活動，讓學生透過對問題情境的思考、資料蒐集、分析、設計解

決方案、討論分享等活動，主動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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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設計發展「智慧型教學系統」（intelligent instructional 

system）的導向，轉向「智慧型學習者」的觀點，賦予學習者更大的自主

權（autonomy）或「學習者制控」（learner control）。換言之，導向更

為互動性的設計。 

6. 教師或教學系統角色由知識傳授者，轉而為學習的促進者或教練的

定位。更進一步的，有時該等學習促進者的角色更轉而由其它的學習者扮

演，從事同儕教學。 

7. 強調「學習伙伴」（learning companion）的重要性，鼓勵小組合

作學習的學習模式。透過對同儕間對問題討論、溝通等社會協調過程達到

意義分享，建立較客觀的學習成果。 

8. 尊重學習者在學習成果上的個別差異，由成果導向的教學目的，

轉而為過程成導向的教學目的。在此項觀點過程成導向的教學目的。在此

項觀點上，建構主義的立場與情境學習的主張有些許的不同。情境學習論

者仍相當強調明確學習成果的獲得，只是重心由成效轉而為能力，強調真

實生活與工作能力的獲得。相對的，建構主義則較強調學習過程的重要

性，並不刻意注重特定成果，無論是成效或能力的獲得。 

 

第三節 系統化教學設計 

 

一、系統化教學設計的理論基礎 

系統化教學設計的主要理論基礎，就心理學領域而言，是行為主義、

認知心理學與建構主義；就教育理論而言，則包括 Tyler(1949)的教育目

標，Bloom,et al(1956,1984)，Krathwohl(1964)將 Tyler 主張的教育目

標加以延伸所做的目標分類、Mager(1962,1982)的行為目標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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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ne 的學習條件說以及 Carroll 的精熟學習等相關教學理論。 

1. Tlyer 的教育目標 

Tlyer 認為教育目標是在許多可能中作最適當的選擇。選擇時考慮的因

素包括學習者的需要與興趣、時代的需求、對課程內容的界定、學校或教

師個人的看法、理論的依據以及社會的要求等。 

 

2. 教育目標分類 

Bloom 和 Krathwohl 對 Tyler 的教育目標加以分類構想，明確界定教

育目標的「認知」、「情意」與「技能」領域。 

 

3. 行為目標設計 

Mager（1962,1984）將教學目標定義為教學之後預期學生表現的行為。

他雖然也重視學習的過程、但卻較強調結果。強調學生表現的行為要能觀

察得到，而且可以切實評量目標是否已經達成。 

 

4. 學習條件說 

Gagne 主張任何領域的教學，都應先以學生的內在條件為基礎，設計

學習的外在條件。按照此理論設計出以下九個教學步驟，以有效影響學習

結果：（1）引起注意；（2）陳述學習目標；（3）複習舊知識；（4）呈現訊

息；（5）輔導學習；（6）引導做練習；（7）提供回饋；（8）評量；（9）強

化記憶和學習正遷移。 

 

5. 精熟學習 

精熟學習（mastery learning）源於 Carroll 的學校學習模式（model 

of school learning）。透過學校學習模式，主張學習結果主要受性向

（aptitude）、能力（ability to understand instruction）、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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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everance）、機會（opportunity）及教學品質（quality of 

instruction）等五個因素影響。上述提到的「性向」是指在教學達理想

水準的前提之下，學生對課程內容所需的學習時間；「能力」是指對課程

的瞭解；「毅力」是指願意主動參與學習時間的長短；「機會」則是指准許

學習的時間；「教學品質」是指真正教授的課程。他的基本假設是性向決

定學習的效率，而時間則是能否達到精熟學習的關鍵。 

 

二、系統化教學設計的項目 

系統化8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systems design, ISD）包含一系

列標準化的步驟，用以發展架構完善的教材。ISD是教學與學習理論觀點

的產物，基本架構涵蓋了系統化理論、行為心理學、傳播與資訊理論等。

教學系統設計基本的觀點是行為化的方式來定義「教」與「學」的各個因

素，因而能具體評量學生的學習，而教師亦能專注於學生的外在表現。系

統化的教學設計的基本模式如下9： 

 
圖 2-4：系統化教學設計的基本模式（趙美聲、陳姚真。1999：104） 

系統化教學設計的主要概念是將教學發展分為幾個階段，而每個階段

均包含了某些步驟；在「分析」階段，教師或教學機構最重要的任務是執

行工作項目的分析，以確認所需的特殊技巧。同時還應分析學習者特性、

                                              
8 朱則剛（1994）：系統化（systematic）的理念強調有條理、邏輯性、有系統的分析與

設計,體系化(systemic)則強調整體性的思考方式，並強調一種整體性發展過程 
9 朱湘吉（1994）分為分析、設計、發展和評鑑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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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及學習需求，以確定某些技巧的表現所要達到的水準。 

在「設計」階段，學習目標必須以明確的詞句表達，同時課程的結構

與型態亦應具體化。如果該課程是依據效標參照（精熟學習）的方式呈現，

則其測驗項目務必與其學習目標相契合（即使課程內容尚未發展完成）。

而媒體的選擇也必須參考學習目標與學習需求分析，在此階段做出決定。 

到了「發展」階段時，各種教材如影片、學習指南、書本、錄音帶及

電訊會議大綱都應完成編制與測試，教職員的訓練也應在此時進行。「執

行」階段則應著重學生註冊、教材分配、及師生溝通等等。「評量」階段

則包括了對學生的學習測驗與評分，以及對教法與教材的評量。這個階段

會影響課程內容與教材的修訂，為下一次做準備。 

系統化教學設計的特性之一是強調其計畫性。每一步驟都必須有計畫

地掌控產品的輸出，以利下一步驟的運作。以設計階段為例：通常先研擬

出一套特定的目標，再以此為依據發展一套評量計畫。沒有明確的目標與

評量計畫，教學策略則無法策劃，諸如訊息傳遞方式、學習活動的訂定等

均無法明確化。這也顯示出教學系統設計的每一階段與整體系統的關聯

性。 

如圖 2-4 表示，這五個階段形成一持續性的循環系統，同時每一階段

之間都會重複出現相同的活動。舉例來說，通常分析的步驟都出現在整體

設計的開始，但如有必要做教學需求、學習者或環境評估時，分析的步驟

可隨時派上用場。再者，一個課程的評量與下一階段課程的需求評估是息

息相關的。至於教學系統設計能否徹底執行，則取決於該教學機構對於此

觀念的認同與支持。單獨一位教師要徹底做到這些步驟，相當困難。所以，

遠距教學設計與執行須由團隊共同努力來完成，而且行政管理人員與遠距

教育事物間的互動過程也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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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化教學設計的步驟 

1. 研究教材內容 

教材內容應配合學生認知能力與興趣，也就是以學生原本能力為教材

難易範圍的起點。強調科技整合，打破以往各科互不連貫的現象，可以跨

越各個領域多方面蒐集資料。教學主體不必單純侷限在教科書提供的教

材，而是自生活中取材，從現有資源去利用。 

 

2. 瞭解學習者特質 

瞭解學生的身心發展，可參考理論研究的結果與平時的觀察。舊經驗

或稱為先備能力、先備知識、起點行為，發展是指學習目標與教材內容的

加深加廣。教師設計教學時，應瞭解學生的文化背景，例如：家庭因素、

居住環境與特定學生群體的次級文化等。 

 

3. 決定一般性目標 

決定一般性目標的主要目的在引導學習的大方向。教學目標的設計除

了以學生為本位和培養自主學習能力之外，目標還應兼顧時代與社會的需

要、配合國家的教育政策、因應未來世界的變化、與生活結合以及前後課

程的關連。 

 

4. 分析行為目標 

行為目標10可視為一般性目標的階段性目標或細部目標，即邁向一般性

目標的學習路徑。在設計活動時因採用理論的不同而扮演不同的角色，而

每個行為目標範圍究竟該多大，得視學生在單位學習時間之內的認知負荷

                                              
10 Gagne & Briggs & Wager(1988;121): These outcomes are variously referred to as 
behavioral objectives, learning objects, or performance objectives. 有的稱為行為目標，有的

稱為學習目標，也有稱為表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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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決定。 

行為目標通常包括五個要素：學生、行為、成果或作品、情境以及標

準，加上編碼，可使系統內所有元素之間的邏輯關係一目了然。編號以對

應的一般目標編號為主號碼，細部的行為目標序號為延伸碼。 

行為主義運用在教學上強調老師依明確的目標教學，活動由老師主

導，學生按部就班跟著老師預先設計的步驟學習，並不斷反覆練習，以達

成預期的目標；認知主義雖然也由老師傳達知識的內容與架構，但卻強調

學生知識重組的內在心理活動，著重學生的策略。 

 

5. 設計教學流程 

知識究竟是怎麼獲得的、學生該怎麼學以及學習過程中師生如何扮演

恰當的角色？這些問題的觀點直接影響活動的設計。設計者在決定教學策

略之前，值得對上述問題反覆深思，才能在各理論學派以及各種性質的教

材之前，取得最適合學生學習方式的平衡點。不論認知發展論、社會學習

論、人本主義、行為主義和建構主義，都有其理論基礎和適用性在。 

徐照麗（1999）以行為主義、認知主義和建構主義為例，設計了準備活動、

發展活動、綜合活動和教學評量。 

 

6. 教學設計的評量；回饋與修改 

評量主要分為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兩各部分進行：1）形成性評量

是在教學時配合活動隨時評量，由教師觀察、口頭回答、作業考察或紙筆

測驗；2）總結性評量是在整個主體學習之後才做的，可作為加深加廣、

驗收成效、診斷學習困難以及進一步教學設計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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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語音教學網站的評介 

經筆者抽樣選取後，網站的內容，應具教學設計概念，且須有教學功

能的網站為範例，至於資料網站則不在討論之列。選取分析的網站應包含

有關語音學的內容。評比方式與標準，為筆者參考幾種相關評鑑表，編製

而來的「對外漢語語音教學網站評估表」（請參考附錄一），分析後歸納的

內容，於本節中敘述其基本資料與評估優點，並分析且提出相關的省思，

以為本研發課程設計製作時的重要參考。受限於筆者本身語言能力，以華

語語音教學分析的網站，限以中、韓、英語文來編寫網頁為範圍，選取台

灣地區 1 個、香港地區 1 個、韓國地區 1 個、澳洲地區 1 個。擬選的方式

為先上搜訊網站，輸入「華語語音教學網站」，選取有關語音教學網站。

其選擇原則為： 

1. 內容以華語語音教學網站為主，即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教學網站。 

2. 內容如缺華語語音教學網站，選取其他語言語音教學網站。 

3. 應具備系統化教學設計（請參考系統化教學設計一節）。 

 

一、 在澳洲的韓語教學網站 

（一）基本資料 

1. 網址：

http://www.arts.monash.edu.a

u/korean/centre/learning/alpha

bet/index.html 

2. 研發單位：Monash University 

Caution faculty of Arts 

（二）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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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慮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母語，用母語來解釋和說明目標語的例子。 

2. 內容與步驟說明清楚。 

3. 豐富的教學內容：韓文的聲韻母系統，詞彙，會話，閱讀，聽力。 

4. 如有學習內容，一定有練習內容。 

5. 利用有趣的遊戲活動，進行練習活動。 

6. 用單純的網頁語言 HTML 來設計網站。 

（三）未來的發展與建議 

1. 雖然有練習活動，但只是問答題和選擇題等單純活動。 

 

二、在韓國的漢語教學網站 

在韓國「中國網」 

（一）基本資料 

1. 網址：http://www.chinet.co.kr 

2. 研發單位：漢城 CNWAVE 公

司專門進行兒童英文和中文網

路教學、同步翻譯等等。 

（二）優點： 

1. 大體分成初級、中級、高級

班。初級教學步驟為韻母、聲調、聲母、複韻母、輕聲、三聲的變調、一

不的變調、發音練習、兒化韻，基本句型，基本文法，類似基本會話的李

科長中國話11。 

2. 用韓文來解釋和說明中文的例子。 

3. 利用適當的媒體工具，例如：利用微軟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播放聲

音和影像。 

                                              
11 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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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的發展與建議 

1. 缺少學生的練習和師生之間的互動 

 

三、國立台灣暨南大學網路多媒體華語文教室─發音練習 

 

（一）基本資料 

網址：

http://chinese.csie.ncnu.edu.tw/ 

研發單位：國立台灣暨南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多媒體通訊實驗室。 

（二）優點 

1. 字正腔圓停看聽：這是一個幫

學習者改正國語發音聲調的自學課程，按照漢語的音節來分別進行教學，

如：聲母練習，韻母練習，聲調練習，辨音練習。 

2. 一字多音的練習：「一字多音」的意思是一個字在不同的詞語組合裡發

不同的聲音，一字多音的練習就是破音字的練習，練習時以句子裡的破音

字練習。 

3. 聲音播放時，隨著網頁上的鋼筆游標移動，以提高學習者的注意力。 

4. 豐富的例子練習。 

（三）未來的發展與建議 

1. 單純的聽覺練習。 

2. 不能夠連接其他的語音層次，例如：重音，會話等等。 

3. 需經常更新。 

4. 語音下載速度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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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香港對外漢語教學 

 

（一） 基本資料 

1. 網址： 

http://chinese.chinaschool.net 

2. 研發單位：香港國訊網絡教育

有限公司。 

3. 用英文來解釋和說明中文的

例子。 

（二） 優點 

1. 按照漢語音節結構來教，教學步驟是聲母、韻母和聲調。 

2. 每一個音素都有一個例子的聲音檔。 

3. 每一個音素都有辨音練習。 

4. 零聲母和拼音教學 

5. 利用 Flash 軟體，表示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是以學習者容易知道漢語

發音的概念。 

（三）未來發展與建議 

筆者的語音教學方法是整體的教學方法（請參考第四章第一節的語音

教學理念），本網站具有音素教學上的優點，但是缺少音素在句子裡的練

習。 

 

本人利用澳洲韓語教學網站的教學步驟和遊戲活動，並參考在韓國的

中國網，以韓語解釋的方法，來設計華語語音教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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