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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腦輔助教學、科技融入教學是近年來非常熱門的議題，政府以政策推

廣、支持發展，教科書、科技軟硬體廠商則推出大量產品搶攻市場。然而卻少

有完全針對教師教學需求所設計的產品，政府政策、學術研究則多以教師運用

科技設備為目標，缺乏對教師真實需求的關注與瞭解，嚴重影響我國電腦輔助

教學、科技融入教學之推廣成效。

本研究第一階段從八年級英文科教師的教學需求出發，以訪談、實地觀察

兩種方式探討八年級英文科教師的教學方式，瞭解八年級英文科教師對於數位

教材、電腦輔助教學的期望與需求。在此階段中，發現教師並不需要個人化的

特殊功能教材、亦不需要設計過多複雜的功能，只要教材符合「易用」、「易

讀」、「穩定」、「可編輯」四項特性，教師就能導入數位教材並將科技融入

教學活動。第二階段再由研究者依照教師需求分析結果，設計數位教材供三位

實驗教師進行教學測試。經過為期五週的教學實驗與教材修正後，證實第一階

段所得之四項特性確實是國中英文科教師的真正教學需求，同時也證實只要教

材符合該四項特性，就能使國中英文科教師順利導入電腦輔助教學，使科技融

入日常教學活動之中。

關鍵詞：電腦輔助教學、科技融入教學、易用、易讀、穩定、可編輯



Abstract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CAI)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instruction	 are	 the	 hottest	 topics	 in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Most	 of	 the	 

researches	 and	 products	 focus	 on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y	 and	 applying	 high-

tech	 implements	 in	 teaching.	 However,	 what	 the	 teachers’	 really	 need	 has	 not	 

been	 put	 in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Throughout	 a	 two-stage	 experiment,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e	 demand	 of	 

8th	 grade	 English	 teacher	 in	 Taiwan.	 The	 first	 stage	 is	 to	 interview	 teachers	 and	 

to	 observe	 teaching	 process	 in	 non-technology	 classes.	 During	 the	 first	 stage,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needs	 are	 observed	 and	 defined.	 While	 teachers	 don’t	 need	 

special	 functions	 from	 the	 teaching	 material,	 their	 needs	 are:	 “easy	 to	 use”,	 

“easy	 to	 read	 (for	 student)”,	 “stable”,	 and	 “editable”.	 

At	 the	 second	 stage,	 technology	 assisted	 teaching	 material,	 which	 meet	 up	 the	 

needs	 concluded	 from	 stage	 one,	 is	 introduced	 to	 the	 classes.	 After	 five	 weeks	 of	 

observation,	 it	 shows	 that	 the	 four	 needs	 -	 “easy	 to	 use”,	 “easy	 to	 read	 (for	 

student)”,	 “stable”,	 and	 “editable”	 are	 the	 real	 demand	 of	 8th	 grade	 English	 

teacher.	 And	 it	 also	 proves	 that	 if	 materials	 can	 meet	 the	 four	 needs,	 it	 can	 help	 

teachers	 import	 CAI	 to	 classes.

Keywords: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instruction,	 Easy	 to	 use,	 Easy	 to	 read,	 Stable,	 Ed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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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977	 年	 Apple	 II	 個人電腦於美國西岸電腦展（West	 Coast	 Computer	 

Faire）發表後，在	 1980	 年到	 1990	 年間，美國許多教育機構、學校將	 Apple	 II	 

置於教室之中輔助課程教學。在許多的科幻小說、動漫畫中也有對於電腦輔助

教學的情境描寫，例如	 1990	 年漫畫大師手塚治虫的改編動畫「三眼神童」中就

有將電腦運用於課堂教學的想像：所有學生都利用個人電腦練習數學題，而教

師亦利用電腦批改考卷、教授學生。儘管如此，電腦輔助教學的相關研究、實

驗卻也不斷地進行著，隨著科技的演進，想像也逐步地獲得實現（陳惠邦，

2006；教育部，2011）。

網際網路普及後，遠距教學的概念便開始形成。藉由電腦、網路的連結，

讓位於不同空間的學生們能夠同時上課，學生也能在不同時間藉由遠距非同步

教學的方式，利用預先制作的教材進行課程。早期遠距教學內容預先錄下教師

課程教學活動的聲音、影像，再藉由網際網路的方式傳播。同時，各種數位科

技也開始被應用於課堂教學中，例如使用電子白板書寫、數位投影片輔助講解

等等，也就是所謂的電腦輔助教學或數位教學：前者以電腦輔助教學活動，後

者則強調全面性導入數位科技於整體教學、學習流程之中。

圖	 1-1、1980	 年代美國學校電腦輔助教學設備與教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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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教育部示範電子白板教學現場實景（2012	 台北資訊月）

隨著科技的進步，遠距教學與電腦輔助教學的發展一日千里，兩者之間也

開始有所交集，例如將電腦輔助教學應用於遠距教學中。但從根本上來說，儘

管兩者皆透過電腦輔助教學、也能夠互相輔助使用，但兩者實際上卻擁有截然

不同的使用環境與需求。遠距教學的目的在於讓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學生能

取用課程資源、並進行課程學習；電腦輔助教學則是藉由數位科技輔助課程的

進行，加強學生學習效果與學習意願。在本研究中要探討的是如何將數位科技

導入教學流程中，而非遠距教學的推廣。

為能夠瞭解電腦輔助教學發展背景，因此在本研究進行之初，便針對電腦

輔助教學背景、市場、需求等進行文獻探討與分析。同時為了探討教師需求以

利未來研究進行，自2012	 年	 7	 月起，研究者對五十位各級學校教師、教授（台

北市兩所國立大學、市立國高中、以及其他縣市國中、小學）進行簡易訪談，

以求深入瞭解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的看法與需求。受訪之五十位教師、教授並

無特定抽樣依據，而是從研究者原本認識、或互相介紹而認識的教師、教授中

尋求願意接受簡單訪談的樣本進行訪問，訪談問題主要集中於教師對目前電腦

輔助教學發展的看法、教師使用電腦輔助教學的意願、以及教師的電腦輔助教

學使用經驗等等。本節將分別針對電腦輔助教學的需求、發展、推廣所面臨的

困難作探討，瞭解目前電腦輔助教學的發展歷史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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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腦輔助教學的巨大需求

在	 1998	 年時，美國就已經有以電子書包為教學工具的相關評估論文產出

（Wearden,	 1998），而隨著數位載具科技的進步，國內外也開始實際推廣、使

用以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為基礎的電腦輔助教學。例如美國蘋果公司（Apple	 

Inc.）於	 2012	 年一月所推出，以	 Apple	 iPad	 為載具的數位互動式課本平台	 

iBooks	 2	 與製作工具	 iBooks	 Author（iBooks	 Author：http://www.apple.com/

ibooks-author/；iBooks：https://itunes.apple.com/tw/app/ibooks/id364709193?

mt=8），或是我國政府所推廣、執行的電子書包與數位教室計劃等等（教育

部，2011；台北市教育局，2011）。

圖	 1-3、蘋果公司數位課本平台	 iBooks	 2	 與製作工具	 iBooks	 Author

各式各樣的電腦輔助教學方法不斷的被提出並被實際應用於教學活動中，

例如使用電子白板搭配「學生專用」觸控電腦進行外語、外國文化、地理教學

（臺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利用	 iPad	 版電子課本進行電腦輔助教

學，並將	 iPad	 導入戶外教學、學生作業、報告（康橋雙語學校）；或是導入	 

iPod	 Touch	 進行外國語文教學（Central	 Elementary	 School	 in	 Escondido,	 

California）	 等等。除了私立、國外學校以外，台北市、新北市等直轄市的市立

國中小學校也開始建置相關設備如數位教室、電子白板、電子書包的設備（台

北市教育局，2011）。在本研究之初步調查（本研究為能在實驗前初步瞭解教

師之電腦輔助教學需求與看法，曾針對五十位教師、教授進行訪談調查）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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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超過六成的教師與教授表示有意願將本身的教學方式數位化，並願意接

受以數位工具輔助的教學模式，但卻不清楚、不瞭解該如何著手。因此不論是

政策面、教師需求、或是市場供需，電腦輔助教學的需求已經達到必須重視的

程度，對於如何研發、導入、應用等等都有迫切需求。

二、電腦輔助教學硬體設備已逐漸普及

在平板電腦普及以前，電腦輔助教學的應用、導入最常遇到的問題通常都

與硬體有關，例如筆記型電腦電池續航力不足、小型手持數位裝置的運算能力

不敷使用、無線網路環境建置不易等等（陳神勇，2003；Ning,	 2012）。然而隨

著	 Apple	 iPad	 的推出，許多電腦廠商如華碩	 Asus	 等品牌也隨之推出一系列平

板電腦，這些產品都擁有足以應付互動課程所需的運算效能、足夠學生一日使

用的電池續航力、以及極佳的無線網路連線能力。

目前電腦輔助教學所使用的教室硬體設備如投影機、電子白板、大尺寸顯

示器等在影像技術改進、成本下降後，不只各類影像顯示設備已能實際應用於

課堂教學中，其價格也不再高不可攀（參見表	 1-1），對於硬體設備普及有很大

影響。以本論文之實驗對象學校為例，在單槍投影機價格下降後，便在全校所

有班級教室中安裝單槍投影機，並添購電子白板，為電腦輔助教學建置初步的

硬體設備。

表	 1-1、投影機主流機種價格比較（資料整理自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主流機種平均單價（美元）主流機種平均單價（美元）
1999	 年 2012	 年

投影機 $3,900 $1,000

1980	 年代	 Apple	 II	 要價	 1298	 ~	 2638	 美元，而民國七零年代的教師薪資平

均為	 新台幣	 12945	 元（人本教育基金會，2005），過去教師難以自行負擔需要

的教師端硬體設備費用，須由校方提供。如今教師端硬體設備（如電腦、平板

電腦等等）技術成熟的同時，價格也下降至一般教師都能自己負擔的程度，例

如用於呈現教材的平板電腦、無線畫面接收設備等等，以一般教師的薪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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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都可負擔。如下頁表	 1-1、表	 1-2	 所示，即使最貴的	 Windows	 8	 平板亦只

佔教師最低起薪的一半。使硬體設備的進入門檻從過去的政府補助、學校建置

下降至教師可自行購置。教師能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科技設備，讓教師更願意導

入電腦輔助教學，並將數位設備、內容運用於教學之中。在本研究初期調查的

五十位教師中，就有六成的教師擁有平板電腦，並曾運用於課堂教學上。

表	 1-2、中華民國	 2011	 年高中以下教師最低起薪表

最低起薪（新台幣）最低起薪（新台幣）
月薪 年薪

學士學位 NT$41,905 NT$607,623
碩士學位 NT$48,595 NT$704,628
博士學位 NT$54,590 NT$777,055

表	 1-3、2012	 年大廠	 10	 吋平板電腦建議售價

建議售價（新台

幣）
備註

Apple	 iPad	 32GB NT$18,800 有	 16GB/32GB/64GB	 三種容量選擇
Asus	 TF700T	 32GB NT$19,900 附鍵盤底座，不含底座售價為	 17，900

Asus	 VIVO	 Tab	 RT	 32GB NT$21,900 系統為	 Windows	 8	 RT
Samsung	 Tab2	 10.1	 16GB NT$14,900 容量僅	 16GB，需以記憶卡擴充容量

製表日期：2012/12/27製表日期：2012/12/27製表日期：2012/12/27

三、導入電腦輔助教學所面臨的困難

儘管政府、教育單位、老師們都有意願進行轉換，但在本研究中的初步調

查中發現，即便學校購置了電子書包、電子白板等設備，卻很容易因為教師不

擅長使用設備、教材內容不足，而使得這些設備的使用率偏低（許順得，

2003；江文鉅、洪櫻玲，2006）。我國教育部從民國九十八年開始，預計投入	 

75.2	 億元新台幣，於四年內在全國建置	 6500	 間「國民中小學多功能e化專科教

室」、25700	 間「國民中小學多功能e化數位教室」、23104	 間「高中職班級ｅ

化教學設備」、23	 校「高中職多媒體互動教師學習中心」，預期將數位教室建

置率達致	 100%（中華民國教育部，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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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研究進行前，已先針對台北市中小學的電腦輔助教學環境作初探，

並對研究對象進行初步的訪談。在研究初探中發現有以下三項困難點，使教師

對數位教室的使用心生抗拒：

（一）	 教室硬體設備不容易使用，教師、學生使用上常遇到困難：由於一

般教師的專業訓練在於其教學本科、以及教學方法上，科技應用的

訓練遠少於其本身專業、甚至完全沒有相關訓練。且在導入電腦輔

助教學時，往往都只是廠商到學校做一次性教學，並不會做深入教

學。因此不管是教師、學生都很容易在使用時遇到困難，最後因為

挫折而拒絕使用。

（二）	 硬體設備不符合教師的教學習慣：由於硬體設備的設計並非針對每

位教師的教學需求而規劃，因此許多設備的使用並不符合教師的教

學習慣。例如有些教師已經開始採用	 iPad	 進行教學，可是教室中

投影機連結位置卻不在講台上，使得教師無法利用教室中的投影機

進行教學，最後就只能回歸傳統的黑板式教學。

（三）	 教學素材不適合用於電腦輔助教學，軟硬體無法符合授課需求：目

前許多課本廠商都會提供數位素材，但這些教材往往都只是數位版

本的課本，翻頁、移動播放位置都很困難，並不適合用於課堂教學

上。且教室電腦的位置並不在講台上，Flash	 製作的電子課本操作

也相當不流暢，教師很難流暢的在課堂上運用這些教學資源，因此

教師對於數位課本的運用意願並不高。

在過去的調查中便不斷指出硬體、軟體設備是影響教師導入電腦輔助教學

的重要因素，例如民國	 98	 年我國教育部調查中便指出目前我國數位教育發展

有著以下三項重大問題

（一）	 高中職教師缺乏製作數位教材的能力

（二）	 校園內缺乏製作數位教材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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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人力精簡造成人力資源不足

這些問題牽涉到教師教學軟體內容不足、使用硬體設備遇到困難時無法順

利尋求支援等等。在針對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國中英文教師」訪談時，受訪的

七位教師都提到了教材內容與硬體設備不符合教師需求的問題。目前國中英文

科課本廠商如康軒、南一	 …⋯…⋯	 等廠商在販售課本時，都會同時為教師們準備

數位化的課本、教材，但這些教材卻只是課本的電子版，並不適合用於課堂教

學上。例如在訪談中，有一位教師原本會在黑板上以簡單圖畫的方式畫出英文

對話內容的情境，並加以解說英文對話詞句的含義。而在轉換數位教材時，這

位教師就希望能夠透過電子白板、或是電腦觸控螢幕的方式將廠商所提供的數

位教材投影至畫面上，並直接在教材上繪圖、解說。但實際使用時，該位教師

發現廠商所提供的教材由於排版過於緊湊，要在畫面上寫字幾乎是不可能的

事。在歷經多次的嘗試後，由於教材內容、硬體設備的應用不符合教師的教學

需求，最後該教師只好減少數位設備的運用，改以傳統的黑板教學為主要教學

模式，只有在需要播放數位內容如英文錄音、英文影片時才會使用教室中配備

的電腦、投影設備，使數位設備無法做充分地運用。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在調查中發現，即使教師有進行電腦輔助教學的意願、學校也能提供部分

硬體設備，但當軟硬體不符合教師需求、或是教師有使用上的困難時，教師進

行電腦輔助教學的意願就會降低。在過去學者的研究中指出，教師信念會影響

其教學方法（Fang，	 1996）。也就是說，如果教師的教學目標在於引導學生進

行多方面的學習，他就願意採用較為多元的教學方法，亦即有可能願意採用電

腦輔助教學；反之若教師有升學壓力，例如國三、高三教師等等，就有可能因

為希望不斷地複習、加強學生課業而拒絕採用較多元教學的方式。對於電腦輔

助教學的認知，亦會影響教師採用數位科技的意願。因此在導入電腦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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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必須研究如何引導教師對於電腦輔助教學的認知、並考量教師的教

學信念，才能找出最適合的導入方法。

此外，在針對教師國中小教師的訪談中發現，儘管是同一間學校、同一科

目、同一年級的教師，都有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授課方式。這些授課方式的不

同牽涉到該位教師在求學階段時所受的教育方式、以及個人特質、個人習慣所

影響，很難建立一套通用的電腦輔助教學模式強迫所有教師接受。因此本研究

之目的在於找出一套分析與設計方法，幫助教師分析自身的教學需求，並設計

符合需求的數位教材。有鑑於此，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有三：

ㄧ、如何分析教學活動找出教師教學需求並設計數位教材？

二、若教材符合教師需求，教師能否導入數位科技於教學活動中？

三、如何順利引導教師導入數位科技於教學活動中？

為解決以上問題，並更快速地幫助教師導入數位科技，本研究將以「教學

需求分析」與「導入流程」為主要研究主題，旨在找出一套模型幫助教師分析

本身教學需求以方便找出適合自己使用的教學方式，並設計一套導入流程，加

速教師導入數位科技的速度。本研究的主題為「分析方法與導入流程的開

發」，所針對的研究對象為單一教師的教學流程，不適合也不需要使用量化問

卷做大量調查。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針對少量抽樣目標作重複性的需求分

析、開發流程、導入課程實驗，深度挖掘分析與導入流程所需關注的面向，同

時亦可避免樣本數量過多而造成的實驗結果誤差。

第三節	 範圍與限制

在本研究的預先調查中，曾針對不同年級的教學內容、科目進行調查。而

為了確保實驗不因為教學內容變化過大而使得前後分析產生誤差，因此研究對

象將侷限於單一年級、單一科目。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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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本研究研究對象僅限我國國中八年級英文科教學，不含其他年級、

科目。

（二）本研究僅針對教師教學需求為分析對象，完全以教師教學需求以及

教學目的為主，不含學生學習狀況之探討。

（三）分析研究對象為三位國中英文科教師，且皆來自同一所學校，以避

免因為學校教學綱要、軟硬體設備不同而使得分析結果產生誤差。

（四）導入實驗將以現行能於市面上購買的軟硬體設備為主，並針對軟硬

體做適當的調整、重新編排。但不從頭開發軟硬體設備，以求能以

最低的門檻進行數位科技導入。

（五）本研究實驗對象只有台北市之一所市立國中，學校所擁有的設備、

使用的教材、教師背景與其他地區學校不同，因此無法明確代表其

他學校、教師之實際情形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教學需求

本研究之研究主體為教師的教學需求。根據	 Scissons	 (1982)	 的定義，需求

包含能力、動機、適切三項要素，其中的動機便可用於說明教學需求的意涵。

由於教師的教學目的為幫助學生獲取新知，因此教師的教學動機便是增進學生

的學習成效以及學習意願，而教師的教學需求，指的就是任何能夠增進學生學

習成效、意願的教學方法，例如：使用黑板補充說明、利用投影機播放影片加

深學生印象、播放錄音檔案加強學生聽力等等。

二、導入

使用者使用一套於組織中新建置、或修改現有的系統，並能順利運用且沒

有產生重大問題（Dickson	 &	 Wetherbe，	 1985）。本研究的導入標的為一套新

9



的教學流程，而該流程為針對該教師的教學需求分析結果所設計。待導入的流

程將是修改自該位教師原有的教學流程，或是來自於重新設計的教學方法，並

確保教師能順利運用於課程教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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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題與電腦輔助教學相關，且研究目的是為改善過往的數位教材導

入方式，因此本研究之文獻探討將著重於過往對電腦輔助教學的看法，以及目

前台灣的電腦輔助教學應用情形。在本章文獻探討中，第一節將先探討過往電

腦輔助教學研究，並將相關統計資訊、前人所做過的研究做一整理。第二節則

將探討目前台灣的電腦輔助教學實施情形，從實施的前因，乃至近期的實施結

果做整理，以架構目前台灣電腦輔助教學實施的環境，並從中找出實施所面臨

的問題。第三節再整理過往針對數位環境分析、實施的相關理論，以輔佐本研

究分析方法與導入方法的開發。

第一節	 電腦輔助教學相關研究

一、電腦輔助教學的重要性

為能夠跟上資訊科技時代的腳步，我國教育部相當重視資訊科技教育，在

九年一貫實施以前，部分學校便已開始設置電腦教室、開辦電腦應用課程（中

華民國教育部，1998）。希望能藉由在所有學科教學中運用資訊科技輔助，加

速學生、教師對於資訊科技的熟悉，加強我國國民的資訊科技素養，以求跟上

科技發展的腳步。在過去的研究中也發現，若能在教學過程中融入數位科技，

利用聲光與互動的特性，便能更加吸引學生注意，加強學生學習效果（吳致

維、吳咸慧、楊文輝，2010）。此外，若教師能充分利用各種資源、科技，以

利搜集教學資料、設計教材、輔助教學流程，亦有助於教師的專業知能與形象

提升，提升學生學習意願與效果（鍾啟騰，2005）。除了我國電腦輔助教學蓬

勃發展外，目前全球許多先進國家已開始導入資訊科技輔助教學，例如美國、

加拿大、新加坡等等（蕭惠君、邱貴發，1998）。這些國家不只希望能夠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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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的應用，加強教學效果，也同樣希望能藉由資訊科技的導入，幫助學

生、教師更快地適應、學習資訊科技的運用。

二、電腦輔助教學與數位教學的異同

許多學者在提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都會藉由電腦整合教學（Computer	 

Integrated	 Instruction）、科技整合（Technology	 Integration）說明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的意涵，以下針對兩者做詳細說明：

（ ㄧ ）	 電 腦 整 合	 /	 輔 助 教 學 （ C o m p u t e r	 I n t e g r a t e d	 /	 A s s i s t e d	 

Instruction）：所謂電腦整合教學，即為將電腦設備融入整體學習

流程中，包括課程、教材、教學等皆與電腦作結合，並以之輔助、

加強教學效果（邱貴發，1990）。電腦輔助教學則與電腦整和教學

相似，皆是指以電腦、數位科技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李進寶，

1983）。

（二）	 科技整合（Technology	 Integration）：科技整合則是指將科技視為

課程的重要工具，讓學生藉由科技設備的輔助，加速知識學習的速

度，並加深知識學習的效果（Sprague	 &	 Dede,	 1999）。

雖然就應用上來說，只要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便可稱為數位教學（施文

玲，2006）。但科技整合不應該將數位教學視為一種教學工具，否則教師就會

將數位視為一種工具，使得數位教學仍圍繞在教學核心周圍，無法真正做到融

入教學中（Morton，	 1996）。數位教學的導入除了能加強學生學習效果外，更

重要的是要將數位科技充分地融入整體教學流程中，讓學生能在學習的過程中

同時學習、習慣數位科技的運用，達到教育部「加速學生、教師對於資訊科技

的熟悉，加強我國國民的資訊科技素養」的教學目標（中華民國教育部，

2006）。藉由數位教學來將資訊科技融入所有課程，而不只是將資訊科技列為

單獨學科，目的也同樣在希望藉由數位教學的實施讓學生習慣資訊科技的運

用。因為如果僅將資訊科技列為單獨的學科，那麼學生對於資訊科技的學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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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於課堂學習，而不會真正將資訊科技視為一項學習工具（Sherwood，	 

1999）。因此唯有將數位教學融入所有學科的課程中，讓學生在所有課程的進

行中習慣資訊科技的運用，才能真正把資訊科技視為一項日常可用的學習工

具。

三、電腦輔助教學的導入要點

若要實施導入電腦輔助教學，就有必要重新設計課程、教材，教學的方式

也必須做相應地改變（王全世，2000）。因此在導入數位科技時，必須針對課

程、教材、教學方式重新設計，而非只是將電腦帶入課程中做小部份的運用，

必須徹底將電腦、資訊設備融入教學流程中，讓資訊科技成為一項能提升教學

品質的教學工具，並同時讓學生能適應、習慣資訊科技的運用，將資訊科技視

為學習的工具，而非單一學科的學習項目。如此不只能加強教學成效，更能提

升學生的資訊技能，已達到提升我國國民資訊素養的目的。

第二節	 我國電腦輔助教學發展現況

我國政府於民國	 79	 年開始建設學術網路以連結各校教育資源（中華民國

教育部，	 2011）。並於民國	 86	 年推出「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擴大內需」方

案，計劃以十年的時間建設我國資訊科技教育環境。其中於民國	 88	 年進行的

「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擴大內需方案實施作業計畫」更以高達六十四億

的預算於我國中小學配置電腦教室並達到一人一機的目標（中華民國教育部，

1999）。在個人電腦更為普及後，我國教育部在各時期的教育方針上一直都將

資訊科技列為重點教育之一。民國	 90	 年九年一貫教育實施，教育部將「運用

科技與資訊」納入七大學習領域中的「自然與科技」中，並列入國民教育的十

大基本功能中（中華民國教育部，2000），足見我國教育部對資訊科技教育的

重視。資訊科技雖受到極大的重視，但在課程安排中卻不是僅只有單一學科的

配置，而是一門跨學科的運用。民國	 86	 年開始的擴大內需政策執行以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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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學大量添購數位設備如教室用電腦、電子白板…⋯等；自民國	 98	 年以來

的數位教育環境建置計劃開始，我國中小學開始設置數位教室、電子書包等硬

體設備。

一、資訊科技硬體建置

擴大內需計劃執行初期（民國	 86	 年至民國	 90	 年間），資訊環境建置重

點為學術網路鋪設及學校電腦教室建置：如「國家資訊教育基礎建設」短期目

標「延伸台灣學術網路：高中高職	 100%	 連線，國中國小	 80%	 連線」、「提昇

設備：每校至少一間電腦教室」等等。民國九十年開始，建置重點轉向教室擁

有電腦、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等：如「改善教學模式：IT	 融入各科教學，結合網

路資源與隔空教學」、「提昇設備：50%	 教室有電腦，各教室視聽媒體與電腦

結合」等等（楊仲鏞，1999）。自民國	 96	 年開始，我國中小學教室中的資訊科

技設備已有相當發展，教師已經開始可以利用電腦設備輔助教學活動的進行，

且學校電腦已能與我國學術網路進行連結，讓學生、教師都能運用網際網路尋

找教學、學習資源。

圖	 2-1、我國教育部建置之學校電腦教室、電子書包實景

在完成校園學術網路連結、學校電腦教室的建置、班級電腦的配備後，自

民國	 98	 年開始我國教育部便推出「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計

畫」，以加強	 e	 化教學為目標，訂定於我國中小學建設「多功能	 e	 化專科教

室」、「多功能	 e	 化數位教室」、高中職「更新電腦教室」、「班級ｅ化教學

設備」、「建置多媒體互動教師學習中心」、「建構新一代台灣學術網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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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N)」及「強化整體學術體係資通安全及不當資訊防制」的政策目標（中華民

國教育部，2009）。在此項計劃中，最受人矚目的莫過於班級	 e	 化教學設備部

分，即最常受到新聞採訪、報導的電子白板、電子書包等設備。目前計劃仍在

進行中，台北市、新北市的國中小學也於學校中建置至少一間的數位	 e	 化教室

（台北市教育局，2011），但由於各縣市獨立施政的因素，使得不同縣市的中

小學採用了不同廠商所提供的系統，因此不同縣市中小學系統無法互通，在應

用經驗上也無法直接共享（本研究調查）。

圖	 2-2、本研究實驗學校單槍投影機設置實景

由於	 e	 化教室的建置成本高昂，因此目前大部份學校除少量採用以「電子

白板」為基礎的	 e	 化教室設計外，其餘班級則只是在教室中安裝電腦、單槍投

影機設備等方式提供電腦輔助教學之基礎設備。同時，由於目前尚缺乏實際應

用經驗，且教師對於操作仍不熟悉，因此電子白板仍未普遍運用於我國中小學

的教學活動中（本研究調查）。

二、資訊科技軟體供應

除了教學硬體設備外，軟體亦是數位教學推廣、導入時相當重要的一環。

自民國	 90	 年開始實施九年一貫教育後，我國教材的編修由國立編譯館轉向民

間出版企業如康軒、南一…⋯等廠商。為求能爭取更多學校採用自家出版的教

材，各大廠商相當著重在提供教學輔助道具、內容上，例如各大教科書出版廠

商所額外提供的教具、測驗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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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教室電腦的建置，廠商開始提供數位版教材，例如英文科數位影音光

碟、數位互動課本。這些軟體除了將紙本課本內容納入互動光碟供教師參考

外，亦提供相應教學素材如情境影片、情境錄音、情境動畫等供教師使用。隨

著電子書包推廣，民間出版企業也開始推出數位版課本供學生使用，如康軒於	 

2012	 年推出的	 iPad	 專用	 APP「康軒小學館」（https://itunes.apple.com/us/app/

kang-xuan-xiao-xue-guan/id551941147?mt=8），便可讓學生直接於	 iPad	 的程式

商店	 AppStore	 中購買數位版康軒小學用課本，除匯入紙本課本內容外，同時亦

將原本提供教師使用的數位內容如情境影片、情境動畫等等放入，讓學生可於	 

iPad	 上閱讀。

圖	 2-3、教材廠商提供之教學用互動數位教材

除了由廠商所提供的數位內容外，我國教育部同時建置了數位教學素材網

站「教育部數位學習資源入口網（http://content.edu.tw）」，讓教師能於線上下

載、分享各種數位教學資源、素材，方便教師運用。此外，教育部為加強數位

學習功效，分別針對國中小、高中職、大專學生建設相應的教學內容網站，讓

學生能於課餘時間上網學習，尋找輔助學習資源（中華民國教育部，2012）。

就教學資源而言，只要教師的資訊素養足夠，確實能於網路上、或從廠商提供

的資源中找到適合的教學素材、教學內容資源。但就數位課本而言，由於目前

我國電子書包平台仍未有制式規劃，無法設計單一套數位課本供全台使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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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除了「康軒小學館」外，仍然沒有一套完整、可供全體師生運用的數位課

本，是目前我國教育市場一大遺憾。

第三節	 電腦輔助教學導入的困難與困境

在	 1999	 年的一項調查中，發現美國已經有將近	 99%	 的教師在其工作的位

置擁有能被運用的電腦（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0）。但儘

管電腦設備設置的比例已相當高，但在	 2002	 年的調查中卻發現，僅有約	 53%	 

的	 K-12（美國學制，相當於我國國小至高中的十二年教育）教師曾經使用電腦

或科技設備輔助教學進行（Editorial	 Projects	 in	 Education,	 2002）。類似的情形

在台灣也可見到，例如早在	 2003	 年時，國立台南一中便已為高一、高二所有班

級配置每班一台的教室用可聯網的電腦，並設置一名資訊股長負責電腦管理、

協助教師應用。但事實上這批電腦的用途卻只有學生在下課時間上網，甚少被

運用於教學用途上。儘管當時教室已有配置電腦，但直至	 2006	 年，台南一中仍

有部分教師以幻燈機等非數位器材上課，教室電腦使用率仍然微乎其微。

一、教師抗拒電腦輔助教學的要素

對於教師為何拒絕、甚至抗拒使用數位器材輔助教學，在過去的學者研究

中列出以下三項要點，說明教師抗拒導入數位科技的原因（Becker	 &	 Ravitz,	 

1999;	 Moursund	 &	 Bielefeldt,	 1999;	 North	 Central	 Regional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Consortium,	 2001;	 	 Strudler,	 1996）：

（一）	 缺乏相關訓練：

許多教師本身僅俱備教學、以及專責學科的相關知識技能，

對於數位器材的使用並不擅長。同時許多教師受教育的年代與數位

時代有鴻溝，甚至有相當大的數位落差，因此教師本身並不具備數

位軟硬體的運用技能。而由於教師的上班時間較長、缺乏時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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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的相關訓練，教師對於新進的教學軟硬體運用便顯得生疏，使

教師對數位科技心生抗拒。即使在設備引進初期，廠商提供短期專

業訓練激起教師的使用熱情，但如果沒有持續性的訓練與支援，最

後教師還是會放棄導入（Walker,	 2003）。

（二）	 無效率的課程準備：

在缺乏相關訓練的情況下，教師即便有心導入數位科技，仍

常因為課程準備困難而放棄。舉例來說，目前台灣知名教材供應商

如康軒、翰林…⋯等，除了提供傳統教師手冊外，亦同時提供數位版

課本、影音內容供教師使用。然而在本研究初探中發現，儘管廠商

提供了內容，教師卻未必能夠充分運用這些數位內容，其中原因包

含不符合需求、軟體不易操作等等（郭吉模，2008）。這些原因使

得教師無法有效的將數位科技融入教學之中，在準備課程上也很容

易遇到困難，因此最後教師們就會放棄數位科技的運用（吳致維、

吳咸慧、楊文輝，2010）。

（三）	 難以取得的課程內容：

廠商雖然提供了相關的數位內容，但教師仍然對於數位課程

內容的準備感到困擾。或是由於網路建置不完善、教學資源資料庫

內容不齊全、教師不擅長使用電腦搜尋教學資源等等，當教師在尋

找資源遇到挫折時，便很容易因此放棄導入數位教材（江文鉅、洪

櫻玲，2006）。

在過往的研究中發現，只要任何一項原因出現，教師就會抗拒使用數位科

技，或產生無效率的電腦輔助教學導入以至失敗（Evans-Andris,	 1995）。在教

育部的「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計畫」的附件中，於問題評析部

分便點出目前台灣電腦輔助教學所面臨的問題：

18



（一）	 高中職教師缺乏製作數位教材的能力

（二）	 校園內缺乏製作數位教材的環境

（三）	 學校人力精簡造成人力資源不足等等（中華民國教育部，2009）。

為解決這些問題，在計劃中也提供相應的教師研習、設備添置…⋯等計劃，

同時亦增加校園資訊相關人員的聘雇。學者認為這些資訊相關人員所扮演的角

色應為「幫助、教育教師使用數位教材，並推廣軟硬體的應用」（Moursund,	 

1992），然而對於這些人應該如何幫助教師卻一直沒有深入的探討，且各校的

資訊人員所負責的項目也不盡相同。在本研究的調查中發現，許多學校的資訊

人員的工作內容皆為設備維護、管理數位軟硬體等等，對於如何導入數位科技

並沒有深入研究，且人員數量極少，也無法為全校所有老師提供資訊運用問題

的咨詢、教學（中華民國教育部，2009）。

二、教師對於導入電腦輔助教學的態度與困境

教師對於導入電腦輔助教需誒的態度除了本身資訊素養的問題外，仍有教

師教學信念、教師工作負荷量等問題存在，資訊素養的不足未必是教師抗拒電

腦輔助教學導入的主要因素（Albion,	 2001）。在一項針對台中國小教師的調查

中發現，目前的教師從性別、畢業科系、	 職務、學校規模、研習進修五個變向

來看，教師之間的資訊素養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尤英愉，2010），因此現任

教師的資訊素養與導入數位科技的意願並沒有太大關聯。事實上許多教師本身

具有學習電腦輔助教學相關技能的意願，且願意加強自身的資訊素養，但卻因

為工作時間過長而無法付諸實行(朱耀明、古信鳳、李祈仁，2004)。或是教師因

為教學政策，例如升學壓力、校方考評壓力使教師無法依照自身的想法進行教

學，而必須因為外在的壓力採用傳統的教學方式，拒絕數位科技的導入。因此

除了資訊素養外，教師本身的立場、態度亦是影響數位科技導入的重要因素。

以下分別就教師信念、教師工作負荷量兩大問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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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信念：

除了實際運用上遇到困難所造成的影響外，教師的教學信念

亦是影響教師是否願意採用電腦輔助教學的重要因素之一。所謂信

念，即是指人們對於事物完全接納、確信不疑的心理狀態或傾向

（高強華，1992），而教師的信念會影響教師的教學形態，並進而

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Fang,	 1996）。在學者研究中發現，教師的

教學方式很容易受到傳統教學信念所影響：例如教師會因為以升學

為主要教學目標、認為學生學習態度被動，而採取講述式的教學

時，便會抗拒導入電腦輔助教學（古鈞元、吳正己、李忠謀，

2002）。

（二）	 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的認知：

在科技接受模型	 TAM中，以認知易用性說明使用者接受新科

技的程度，亦即若使用者認為該項科技所造成的困擾程度足以影響

使用者，使用者便會拒絕接受該項科技（Davis,	 1986）。	 教師若

是認定一定要有充分的資訊素養，教師便很容易因為「必須花很多

時間學電腦很麻煩」而影響教師導入數位科技的意願與態度。

（三）	 教師工作負荷量過大：

除卻教師教學信念問題，教師的工作負荷量過大亦是影響教

師導入數位科技態度的因素之一。以傳統國中小教師的工作量衡

量，以專任教師為例：專任教師一天的課程量約在三至四堂左右，

期間還必須進行學生輔導、學生作業批改、考試卷設計等工作內容

（江文鉅、洪櫻玲，2006）。而教師的授課內容、授課教材必須由

教師自行準備，因此教師必須從寒暑假開始就進行下一學期的課程

準備，在學期過程中教師也必須隨時依照各班級課程進度編修課程

內容順序。而電腦輔助教學地進行必須花掉比傳統課程更多的準備

時間，且若是教師在資訊素養上有所不足，相應的學習時間將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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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更多教師的備課時間。	 在過去的調查中也發現，我國教師負擔

的教學節數過多，且必須同時肩擔批改作業、輔導學生、管理班

級、校務行政等工作，因此能實際用於課程準備、教材設計、接受

電腦輔助教學訓練的時間都非常少（尤英愉，	 2010）。

由於教師信念、認知、工作負荷量會影響教師使用意願，因此教師的資訊

素養並非影響教師採用電腦輔助教學的主要因素。學者發現即使教師擁有極高

資訊技能，也未必會採用；許多充分運用數位科技的教師則未必擁有良好資訊

科技技能（Kleiman,	 2003）。因此並不能以資訊素養作為教師採用電腦輔助教

學的要素。此外，數位科技設備不足亦是教師不願意使用數位科技的原因：在

設備不足而教師必須輪流使用設備的情況下，教師就會拒絕導入（呂蒨娥，

2009）。若這些設備使用時必須另外借用、擔負保管責任，教師亦會拒絕使用

科技設備（江文鉅、洪櫻玲，2006）。因此即便教師認為數位科技設備是有

用、且易用的，行政上的問題（例如必須借用設備、與設備管理組打交道等

等）所耗費的時間與金錢都會造成教師的困擾，進而導致教師拒絕使用科技設

備（張金鐘，2002）。因此若能讓教師更容易取用設備、提供更合適的相關行

政流程，並提供充分的教學資源、訓練，並於教師遇到困難時能提供即時地支

援，那麼教師的使用意願便會明顯提高（江文鉅、洪櫻玲，2006）。

第四節	 教學分析、設計、導入

一、教師教學需求分析

由於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如何導入一套資訊系統，因此分析方法亦參

考數位資訊系統導入的分析方法。本資訊系統最直接的操作者為教師，且資訊

系統的運用會直接影響教師的教學成效，因此數位科技的導入並不能侷限於功

能的替代，必須針對教師的真實需求找到最合適的替代方式，因此需求分析不

能僅限功能的使用，必須考量教師對於該項功能的需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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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需求的分析結果將用於數位教材開發，而此一導入流程是將數位

教材導入一既有流程中，因此本研究參考資訊系統導入、開發方法。本研究分

析模式整理自林東清於	 2008	 年出版的「資訊管理-	 e	 化企業的競爭能力」一

書，其中針對資訊系統開發策略有詳細介紹，以下針對本研究評估要點並整

理、轉換為表格如下：

表	 2-1、分析流程與其活動內容（內容整理自林東清，2008）

分析要素 說明

教學目標
進行分析時，必須明確找出教師的教學目標，以避免系統導

入與教師的教學目標不符，造成系統設計的錯誤。

對教師的必要性
分析教師需求時，須明確定義該項功能對教師的必要性，避

免不必要的功能設計影響開發、導入時程。

系統相容性
必須考量教師、環境所採用的軟硬體需求，避免開發的工具

無法配合教師的使用環境，造成教師無法使用。

可能造成的衝突

導入流程後勢必會影響原有教學流程、備課流程，因此必須

預先瞭解導入後可能造成的衝突，以降低未來導入後對既有

流程所造成的衝突。

（一）	 教學目標：

教師的教學需求來自於教師的教師的教學目標，在	 Scissons	 

(1982)	 的定義中，需求包含能力、動機、適切三項要素。而教學目

標則說明了教師教學的動機，亦即「教師為何要這麼教？」、「教

師這樣教有何目的？」。本項要素旨在尋求教師使用該項功能的動

機，找出為何教師使用該項功能來達成他的教學目標。例如教師使

用黑板書寫，是為了補充說明教學內容，並將這些內容傳達給學

生。教師所使用的功能必然與其教學目標相配合，若不能找出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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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很容易就會因為不瞭解教師的需求、目標，而給出不適合

該位教師的導入建議。

（二）	 對教師的必要性：

本項分析要素旨在瞭解該項功能對於教師教學的必要性，若

該項功能並非絕對必要、且該項功能必需耗費更多精力加以實行

時，在設計數位教材時，便應該予以放棄。

（三）	 系統相容性：

研究指出，由於年輕教師較常接觸電腦、智慧型手機等器

材，因此對於數位科技設備有更多的認識（尤英愉，2010）。而在

本研究的初探中亦發現，儘管部分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已有初步的

認識、且已經有少許的嘗試，但對於必須重新學習一套新的系統

時，教師仍有抗拒的心理。此外，在教育部的大力建設下，許多國

中、小學已經擁有數位設備的建設，例如投影機、班級電腦、網際

網路等等。因此為了避免導入數位教材時引起不必要的抗拒、或是

必須重新佈建系統，在分析教師需求時，必須特別著重系統相容性

的問題。例如教師是否已有習慣的使用設備、教學現場是否已有固

定的設備、是否已有常用的系統等等，避免在開發數位教材時做不

必要、不合適、必須完全重新建置的設計，並使教師因為必須重新

學習、或系統設備不相容而抗拒。

（四）	 可能造成的衝突：

在將系統導入組織的研究中，學者指出系統的實施並不只是

系統設計的一角，同時亦是整體組織變革的一部分（Davis	 &	 

Olson,	 1985），因此數位科技的導入並不只是教學流程的改變，同

時也會影響教師與課程相關的所有要素，包括：課程準備、教學態

度等等。例如傳統教學僅需要準備好上課的內容就可開課，但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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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教學卻必須額外製作、搜尋相關的展示用內容，例如投影片、

影片、音樂等等，若在原有的教學流程基礎下，為了導入電腦輔助

教學而必需額外增加的備課時間就會排擠教師原先的時間安排。在

分析教師教學需求時，同時亦必須探討若將該項需求數位化時，是

否會造成衝突，以降低未來數位教材導入時所可能面臨的阻力。

二、英文教學課程設計

民國	 92	 年我國教育部國民教育司發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其

中包含語文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等學習領域。其中語文領域之英文科部

分，將過去自國中開始的英文教育，向下延伸至國小三年級開始，並依照學生

學習程度、內容將學生英文能力區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國小三年級至六年

級，著重英文能力啟蒙，使學童體驗外國語言；第二階段則為國中一年級至三

年級（現為七年級至九年級），著重英文實際運用，使英文能發揮工具性功

能，達到吸收新知之目的（教育部，2008）。兩階段教學設計皆著重學生聽、

說、讀、寫四項能力發展，且於課程綱要中亦針對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提供建

議，供出版社、教師設計課程時參考之用。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建議的課

程設計包含團體競賽、團體學習單等，且建議使用「適合團體學習、增進團體

合作能力」的教學方式。此一建議與目前我國教育部推廣之「分組合作學習」

相同，主要建議教師採用分組學習方式，增進學生同儕互動、加強學習效果

（教育部，2008）。

依照不同的語言觀、教學目的、教學觀、師生角色、教學活動等等，英文

教學法衍生出非常多不同的英文教學法：語法翻譯法、直接教學法、聽說教學

法、合作語言教學法、認知教學法…⋯…⋯等十九種（廖曉青，2012）。在本研究

初探中發現，雖然英文教師教學設計多採用分組合作學習的方式，藉由學生同

儕互動來增進學生課堂參與的活絡度。但實際上根據教學程度、對象不同，國

中、高中、大學之英文教師所採用的教學法仍不盡相同（本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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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入電腦輔助教學

本研究的實驗目的在於一套資訊系統的導入，是在一原先不採用數位系

統、或少量運用數位科技的環境中，導入資訊系統的應用。因此本研究的導入

將參考企業資訊系統導入的要點。學者將資訊系統導入定義為：使用者使用一

套於組織中新建置、或修改現有的系統，並能順利運用且沒有產生重大問題

（Dickson	 &	 Wetherbe,	 1985）。此一定義說明當一套資訊系統要導入組織時，

必須先經過一套有計劃、有程序的導入流程，才能使資訊系統對組織運作的影

響減至最低。此一理念亦可運用於本研究實驗中，在導入數位教材前，必須先

針對教師需求、教師能力、教師信念做有計劃地分析，務使導入過程對教師教

學的順暢影響減至最低。

在	 1 9 9 0	 的 人 力 資 源 系 統 導 入 論 文 中 提 出 了 一 套 導 入 流 程 的 設 計

（Kavanagh,	 Gueutal	 &	 Tannenbaum,	 1990），此套流程包含需求分析階段、設

計階段、實施與維護階段，雖然該流程原是為了人力資源系統的導入而設計，

但亦可運用於本研究實驗中，因此將流程與詳細內容整為表格如下：

表	 2-2、導入流程與其活動內容

導入階段 活動內容

分析教師需求
·•評估使用者需求

·•決定教師教學運用架構

設計

·•設計教師教學流程

·•設計教材

·•研發、尋找可用教學工具

實施與維護

·•導入數位教材

·•評估教師使用狀態、接受程度

·•後續維護教材與教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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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析教師需求：

數位教材導入的首要重點，在於是否能滿足教師的教學需

求。過去我國中小學曾大量引進電子白板，希望作為導入電腦輔助

教學的先鋒，同時亦產生許多與之相關的文獻、研究。然而電子白

板卻很少能在真實的教學環境中獲得運用，主要原因便在於電子白

板的引進並未考慮教師的教學需求（蕭英勵，2007）。因此在導入

數位教材前，必須針對教師的教學需求做深入地分析，並依照分析

結果決定教師數位教材的架構，避免教材設計不符合教師需求，而

使教師拒絕使用的情形發生。

（二）	 設計：

數位教材設計並不能侷限於內容的開發，由於教師的教學流

程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且在使用數位設備輔助課程進行時，更應

該注意流程順暢的問題。	 在過去電子白板的研究中曾發現，若教

師在進行電腦輔助教學時因為流程不順暢而產生中斷，很容易引起

學生的焦慮，亦會造成教師的挫折（Hall	 &	 Higgins,	 2005）。因此

數位教材的設計必須同時包含課程內容的編排、數位工具的選用、

流程順序安排等項目，以確保教學過程能順暢而不間斷，提升學生

與教師對數位教材的接受度。

（三）	 實施與維護：

儘管教育部大力推動教室電腦的設置，目前大多數學校教室

中也都配有班級專用電腦。但在研究中發現，這些電腦由於不易用

於課堂教學，因此最後都成為教師文書處理的工具、或是提供學生

使用（江文鉅、洪櫻玲，2006）。這是因為儘管教師獲得了數位設

備、內容，如果教師的運用能力不足，教師最後仍會選擇放棄電腦

輔助教學（吳致維、吳咸慧、楊文輝，	 2010）。因此在完成數位

教材導入後，仍必須評估教師的使用情形、以及教師使用後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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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針對教師使用後所提供的回饋修正數位教材設計，以求真正

符合教師需求，並使教師能順利使用，避免教師因為使用困難、或

是使用不符需求而前功盡棄。

第五節	 綜合評論

近年來不只教育部大力推廣電腦輔助教學、建置數位內容平台、佈建校園

科技設備，學術界也有許多相關研究報告產出，不管是教師接受度、對學生學

習成果影響、乃至於數位設備應用，都有許多相關研究可供參考。例如採用訪

談或問卷方式，探討企業、學校導入電腦輔助教學的歷程，並從中發掘其影響

與導入重點（林家郁，2012；方志城，2012）。或是利用實驗的方式研究對學

生學習成效影響（李麗芬，2012）等等。但這些研究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這

些研究鮮少以教師教學需求為研究著眼點。

在本文獻探討中發現，教師的教學需求與認知是影響教師接受電腦輔助教

學的重點：若數位教材所提供的功能不符合教學需求，或是教師對於數位教材

的認知與現實有落差，都會使教師拒絕導入。然而在現有的電腦輔助教學研究

中，大多是先行設計一套系統，再藉由導入實驗的方式驗證該套系統的可行

性，而非從教師教學需求出發，針對教學需求開發系統。當前台灣有許多研究

都對電子白板抱持樂觀、甚至支持的態度，業界、學界也大量引進電子白板，

但實際將電子白板應用於課堂教學的實例卻寥寥可數。即使在文獻中已指出無

視教師需求、引進電子白板是造成電子白板運用率偏低的主因，多數針對校園

電腦輔助教學的研究仍偏重於電子白板的導入研究，甚至大力讚揚電子白板的

互動性、忽略電子白板不符合教師需求、或是教師不易使用等問題。

在企業資訊系統導入的研究中普遍將使用者地接受程度列為首要考量，但

在電腦輔助教學的研究中，卻鮮少將教師的教學需求作為主要研究項目。在本

研究前導調查、文獻探討中皆顯示，不同教師會因為教學目的、教學觀而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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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教學法，教師教學功能需求會產生很大的差異，而電腦輔助教學的

最終目的在於輔助教師教學流程，加強學生學習效果。因此如何使數位教材符

合教師需求，使教師能認為電腦輔助教學是一套可用、易用的教學方法，才能

真正將數位科技導入教學流程之中。如果不能符合教師的需求而使教師拒絕使

用，就算使用再多的高科技設備、花再多的金錢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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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理論基礎

本研究之研究目標在於探討八年級教師在應用資訊電腦輔助教學的目標

下，如何設計、準備課程。並藉由訪談教師、教師意見回饋分析教師需求並導

入資訊科技輔助教師教學。因此必須與教師作實際的接觸與實驗，故採用質化

方法。Patton（1990）認為，質化研究重視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接觸、著重

以個案為研究主體的研究策略、能視研究對象為一動態變化的系統、並以歸納

的方式分析研究結果。以下針對研究目的、研究主題說明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

的原因：

（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旨在於瞭解教師如何設計、準備課程，並分析教師

教學需求，找出能替代原有教學需求的電腦輔助教學方案進行導

入。因此特別著重於教師的配合與意願，且必須實際參與教師的教

學活動，並於替代方案設計完成後進行導入實驗。整體實驗流程都

相當注重與教師之間的互動，以及教師實作電腦輔助教學的過程與

結果，並不適合大量問卷的方式進行研究。因此採用質化研究分

析，從實際參與的教師流程、導入實驗找尋答案。

（二）	 研究方法：

相較於對教師看法進行問卷調查，本研究直接透過課程參與

實地觀察，並與教師針對教學活動共同設計解決方案。在實際進行

上，本研究採用針對少數教師進行分析的方式，在重複的實驗中修

正分析與導入的流程與方法，因此必須與實驗對象（教師）有更密

集的接觸，並非單純的問卷調查就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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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本研究目的、主題皆須與實驗對象（教師）有更密集的接觸，並深

入探討實驗對象的教學活動，找出最適當的分析與導入方法，不管是實驗方

法、或是實驗目的，都相當符合質化研究的目的與方法，因此本研究採用質性

研究，探究電腦輔助教學的分析與導入方法。

第二節	 研究實施與實驗設計

本研究的研究目標有二：

（一）	 教學設計、教學活動的分析方法

（二）	 電腦輔助教學的導入方法

在此分析方法目的在於找出教師如何設計其教學活動，以及在實際教學現

場如何應用各類道具、內容進行教學；導入方法則是指在完成分析、並找出最

適當的電腦輔助教學方案後，如何能快速、在最小的障礙下成功導入數位教

材。因此本實驗將分兩階段進行：先進行分析實驗，找出一套有效地分析方

法；接著進行導入實驗，找出如何快速而有效率地導入電腦輔助教學。

本研究採用合作式行動研究，在研究中將與英文科教師配合，從傳統教學

觀察開始、由研究者位教師設計教材、至最後導入電腦輔助教學，並重複進行

實驗以深入挖掘實驗結果。

一、	 研究對象的選定

本研究以國中八年級（我國教育改制前為國中二年級）英文科教師為主要

研究實驗對象。以下針對研究對象的設定作說明：

（一）	 英文科：

為了能夠獲得更多地分析資料，因此研究對象的教學內容、

方式不能過於平板、沒變化，否則在分析的過程中就會因為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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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變化過少，而使得分析的面向不夠全面。而為了進行後續的導入

實驗，研究對象必須原本就對電腦輔助教學有興趣，否則便無法在

完成分析研究後再與教師合作進行後續的導入實驗。在找尋研究對

象以及與教師的訪談過程中，發現英文科教師不論是教學內容的變

化，或是教師對於新事物的接受度都較其他科目教師來得高。同

時，由於英文科屬於語言類教學，著重於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這

也是造成教師願意創造更多變化教學活動的原因：希望能與學生在

大量互動中學習語言，並能夠更加地吸引學生興趣。因此在找尋研

究對象時，便以英文科為優先考量。

（二）	 國中八年級：

本研究企圖找出一套能夠適用於每個教師的分析與導入方

法，以幫助教師能更快地分析自身的教學需求並進行數位科技導

入。因此本研究的進行將以同一位教師，從分析到導入進行一連貫

的實驗，確保分析與導入的流程能達到最佳化。而為了能夠對同一

位教師從分析到導入進行一連貫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預先排除國中

九年級（改制前為國中三年級）的教師，這是由於目前我國教育制

度仍未改為十二年國教，因此九年級教師仍有升學壓力，授課方

式、內容仍以傳統的「考生式教學」為主，即完全以傳統的紙本教

學，進行總複習、模擬考、檢討考卷等教學內容。且為避免分析、

導入等研究影響授課進行，進而影響考生的學習，因此不只無法針

對九年級教師的教學進行實驗，在研究的預行調查中也遭到九年級

教師的拒絕，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預先排除九年級教師。

為能夠在重複的實驗中挖掘教師的教學需求，因此本研究的實驗必須反覆

進行，若是教師的教學方式與內容會在學期中發生很大的改變，那麼便很容易

發生兩次分析結果相差過大的問題，例如在調查中發現，國中七年級（改制前

為國中一年級）的英文授課內容主要以英文入門為主，因此教學內容、模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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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進行中會產生極大的差異。例如國中七年級上學期初的國小英文複習與後

期的英文教學會話教學兩者之間在教學模式上就會有很大的差異，在國小英文

複習的教學中教師會偏向以直接引領同學複誦、抄寫等方式進行，但在學期中

以後的會話練習則會開始帶入文化、社會等情境內容輔助教學。除了教學內容

外，在學期初時由於學生皆為剛進入國中就讀的新生，在課程適應上仍有調整

的空間。

這些差異會使得前期的教師需求分析與後期產生極大的差異，因此必須尋

找在整個學期中的教學方式都不會有太大差異的年級作為研究對象。國小英文

教育由於更為入門，且偏重於聽、說兩方面的教學，為了避免教學內容不過全

面、教學模式差異太大，因此國小英文科亦不放入考慮之中。經過實際考察以

及與教師訪談後，決定以國中八年級作為研究、實驗對象，以避免教學方式差

異過大而產生分析結果的誤差。

在經過溝通後，於台北某市立國中（本論文以「實驗學校」代稱）找出七

位願意接受訪談（其中三位願意接受電腦輔助教學導入實驗）之國中英文科教

師，其編碼、簡歷與教學經歷如下表：

表	 3-1、訪談教師（包含三位數位課程導入實驗教師）編碼表與簡歷

編碼 教學科目 教學年級

出生年

（民國）

教學經歷

（年）

實驗學校資歷

（年）

電腦輔助教學

導入實驗

T1 英文 七、八 68 11 11 Y

T2 英文 七、八 67 9 11 Y

T3 英文 八 67 11 11 Y

T4 英文 九 55 23 14 N

T5 英文 九 67 11 11 N

T6 英文 八 70 6 2 N

T7 英文 七 67 10 1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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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訪談教師（包含三位數位課程導入實驗教師）個人特質

編碼 個人特質 數位科技使用技能

T1 積極吸收新科技、新知，對新事物（教學法）充滿好奇
中等

能自行尋找解答

T2 經常遭遇挫折（科技技能不佳），但仍願意持續努力改進
中等

能自行尋找解答

T3 事物處理較為獨立（如課程準備），較少與同事分享經驗
較佳

能自行尋找解答

T4 看法、見解保守，且面對新事物較不願意接受
較差

無法自行尋找解答

T5 對於事物見解透徹，但仍較為保守
較差

無法自行尋找解答

T6 對新教學法俱有熱忱，但教學經驗、解決問題能力較為不足
較差

無法自行尋找解答

T7 對於不熟悉的事物雖願意接觸，但非常容易因挫折而放棄
較差

無法自行尋找解答

二、	 教學活動設計評估

在本研究初探中發現，不同教師即便教學方法相仿，其對於教學活動的前

期準備、設計方法仍不見得相同。例如：即使兩位教師都習慣在每一課教學初

期先帶領學生瞭解該課課文、課文文法結構，但在準備課程時，兩位教師卻可

能採用截然不同的課程準備方法：一位教師準備大量的課文相關內容，包括文

化背景簡介、圖片、課文錄音等內容，於課堂上利用這些內容幫助學生瞭解課

文背景；另一位教師則準備課文文法的補充資料，於課堂上著重文法教學，不

太重視課文背景。這樣的教學內容準備差異不只影響教師的教學內容，也對教

師進行教學活動時的功能需求產生極大差異。

因此本研究的第一階段，便是探討教師如何設計其教學活動。此階段的研

究目的在於找出一套能「幫助教師分析其本身教學活動設計需求」的方法，讓

教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時能有一套參考準則，方便教師將資訊科技融入其教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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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中。為能夠達到此一目的，此階段將針對七位教師進行教學活動設計過程

的分析與評估。此項分析將針對以下四點進行分析：

（一）	 課程內容分段：

儘管目前各大出版社的英文課本內容有許多不同，但在內容

項目的編排確大同小異，都擁有「課文（對話）」、「課文（閱

讀）」、「單字」、「文法結構」等課程內容，在進行課程準備

時，教師必須先依照其教學順序、課堂時間（每堂課程的教學時

間，一般為四十五分鐘）將每一課內容進行分割、分段，以方便教

學順序安排，並能夠在一堂完整的課堂時間中進行教學，並依照校

方安排的教學進度完成課程教學。課程內容分段不只是影響教師對

於課程的切割，對於資訊科技的導入亦有相當大的影響。

（二）	 教學內容順序安排：

在完成課程內容分段後，便必須先為這些課程內容進行順序

安排。由於國中英文課程的課表安排通常為一日一堂（部分班級每

週有一日為連續兩堂英文課）、一堂四十五分鐘，因此教師課程內

容順序不只必須依照其教學習慣安排，還必須依照時間段落進行設

計，以避免在課堂中中斷單一項的教學活動。此外，教學內容順序

也會影響資訊科技的融入：由於教師在進行教學活動時，並不希望

資訊科技的操作過於繁瑣而使得教學內容時間因為操作資訊科技產

品而受到擠壓。因此資訊科技的導入同時亦必須瞭解該位教師的教

學內容順序，盡可能的將不同工具、不同軟體的切換次數減至最

小，並符合教師的教學內容順序，讓教學活動地進行能更加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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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實驗學校	 T1	 教師課表

（三）	 教學活動設計：	 

在本研究初探中發現，儘管教學內容相同，不同教師的教學

活動設計仍可能存在差異。教學活動設計分析之目的在於瞭解教師

如何針對不同教學內容進行活動設計：分析項目著重於教師的教學

活動設計，例如教師使用何種方法解說課文？採用何種方法帶領學

生進入情境？如何解說文法結構？亦即教師在不同教學內容分段中

採用何種方法進行教學。由於教學活動設計將直接影響教師導入資

訊科技的方式，因此必須針對不同教學內容分段的活動設計做詳細

分析，才能瞭解導入資訊科技時如何選擇適當的工具，以及教師是

否能因應資訊科技導入而增加教學活動種類項目。

（四）	 輔助教具準備：

教師通常會使用針對教學活動所設計的教學道具（教具），

例如用以說明不同國家服飾的人形圖卡、播放課文錄音帶的錄音機

等等，在導入數位設備時，這些教具將盡可能地數位化。本研究初

探中發現，教師對於資訊科技功能的需求會隨著課程分段而產生不

同的需求。例如在課文（對話）的教學中，教師希望擁有影音播放

功能、圖片播放功能；文法結構教學時，教師則希望擁有更方便的

手寫、註記功能。在實際應用上，兩者所需要的軟體是不相同的，

在不同教學活動中必須進行功能（程式）切換。因此瞭解這些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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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的使用，有助於協助教師選擇需要導入的資訊科技設備，亦能

協助教師設計更具多元性的教學活動。

在本階段中，主要分析項目為以上四項，研究方法則採用訪談法與教師探

討以上四項的內容。預計以表格的方式將記錄如下表：

表	 3-3、教學活動設計分析表範例（本表格為	 T1	 教師所填寫）

分析項目 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課程內容分段 順序

課程內容分段

與順序

暖身 1

課程內容分段

與順序

對話與單字（Dialogue） 4

課程內容分段

與順序

主題字彙 2課程內容分段

與順序

文法 3

課程內容分段

與順序 閱讀及單字（Reading） 5

課程內容分段

與順序

課本習題練習 6

課程內容分段

與順序

生字補充 7

活動設計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列表）	 、考小考 	 

單字補充 

暖身配對活動

對話

聽對話朗讀

看對話動畫

補充課文細節

文法教學

黑板講解

閱讀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列表）	 、考小考 	 

單字補充 

暖身配對活動

對話

聽對話朗讀

看對話動畫

補充課文細節

文法教學

黑板講解

閱讀

輔助教具準備

課文單字卡（包含詞性、用法、例句、插圖）

圖文搭配塗卡

課文情境圖（可書寫）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文法教學卡（含句型結構、插圖，可書寫）

文法影片

練習題圖卡

課文單字卡（包含詞性、用法、例句、插圖）

圖文搭配塗卡

課文情境圖（可書寫）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文法教學卡（含句型結構、插圖，可書寫）

文法影片

練習題圖卡

本階段訪談七位國中英文科教師，完成本分析表內容，除用以瞭解教師設

計教學活動之步驟外，同時亦藉由七位教師的分析結果加以完善本分析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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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析表能作為教師分析自身教學需求之工具，幫助教師瞭解自身的教學需

求，方便尋求資訊科技導入的方法與流程。

三、	 教學功能需求分析

過去電腦輔助教學模式設計多先以大量統計、評估教師使用需求，再依照

統計結果設計一套通用電腦輔助教學模式，但依照此方法設計卻未必能適合所

有教師使用。本研究初探發現有五成以上的教師因為軟硬體設備不適用、或不

會使用而放棄電腦輔助教學，因此在完成教師教學活動設計分析表後，便必須

針對教師在教學活動中所需要用到的各項功能做分析，以瞭解教師所需各項教

學功能的使用時機、使用方法、即使用意圖。因此必須將「教學活動設計」與

「教學功能需求」兩項分析項目作明確區隔，說明如下：

（一）	 教學活動設計分析：

探討教師針對不同教學內容所搭配的教學活動。例如針對

「對話課文」，教師計劃採用觀看課文影片進入情境、再利用圖片

說明課文內容、最後進行句型教學。

（二）	 教學功能需求分析：

在瞭解教師的教學活動設計後，深入分析教師的教學活動所

需要用到的功能。例如「播放課文影片時要用什麼方式播放？」、

「播放時需要做什麼額外的補充？」、「利用圖片說明課文內容時

是採用黑板書寫？」、或是「單純的使用圖卡說明？」、「句型教

學時使用投影片？」、亦或是「採用傳統的黑板書寫？」等等。

本分析將深入探討教師在不同教學活動中所採用的方法、所使用的功能，

在導入資訊科技設備時方能分別針對教師的教學活動尋找最適合課程進行、最

方便教師使用的相關軟硬體設備。本階段將以錄影的方式記錄教師的上課過

程，再依影片內容以預先設計完成的分析方法進行分析，透過重複分析、修

正，以求能找到一套最為完善的教學功能分析模式。為避免攝影者本身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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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中對教師教學造成影響，例如：因為教室多了一個人，使教師心生緊張而

以不同以往的方法進行教學等等，因此在錄影進行時將會對錄影	 DV	 器材進行

偽裝，讓教師不會因為「抬頭就看到攝影機對著自己」而產生緊張、焦慮等情

緒，記錄到最真實的教師授課過程。

圖	 3-2、	 廣角高解析攝影機拍攝成果

本研究採用重複實驗的方式改進分析方法。由於若不斷的以不同課程的內

容進行分析，在修改分析表格時就很容易出現錯誤，因此應該藉由重複分析同

一堂課程，才能避免在修改表格時因為不同課程內容使得教學需求不同，造成

分析表格內容上的誤差。分析表格規劃如下：

表	 3-4、分析表初步規劃

目前教學狀態簡述：目前教學狀態簡述：目前教學狀態簡述：目前教學狀態簡述：目前教學狀態簡述：

教師使用功能 使用功能詳述 用途 學生反應 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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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應用狀況如下表：

表	 3-5、分析表使用範例

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

教師使用功能 使用功能詳述 用途 學生反應 替代方案

寫黑板
於黑板上書寫例

句、詞性解說

說明句型結構、詞

性架構
抄筆記

以投影片呈現例句

教師以數位手寫功能

標注詞性架構等內容

此份表格用以記錄、分析教師的教學需求、以及替代方案等等。以下分別

說明表格各項目之用途：

（一）	 目前教學狀況簡述：

本項目用以簡述目前教師的教學情形，以方便未來建檔時能

快速瞭解教師的教學狀態。例如該教師仍以黑板教學為主，完全沒

有導入任何數位科技設備用以輔助教學，那麼此項目便必須將此一

狀態做簡述，在未來調閱資料時便可快速瞭解此一教師的教學狀

況。

（二）	 教師使用功能：

本欄位用以記錄教師於課堂上所使用的功能，例如寫黑板、

使用教具、使用掛畫海報等等。本欄位只以最簡短的文字記錄功能

名稱，對於該項功能的實際應用情形將記錄於下一欄位，以方便查

詢。

（三）	 使用功能詳述：

由於單記錄功能名稱並無法準確說明該項功能的應用情形，

因此另闢一欄為專用於記錄該項功能的實際使用情形。例如「寫黑

板」，就必須記錄教師在黑板上寫了什麼。如此一來便可與下一欄

位「用途」作區分，避免單一欄位過長而難以查詢。同時亦可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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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形與用途區分，可更快速的找到相同用途、卻使用不同功能呈

現的情形，可作為尋求替代方案時的參考。

（四）	 用途：

單一位教師有時會使用不同的功能來呈現同一件事情，即教

師有可能利用不同的功能來呈現同一內容。例如教師可能先利用寫

黑板的方式說明「英文句型結構」，接著再利用文字卡片來重新復

習、說明「英文句型結構」，雖然都是同一用途，但卻使用了不同

的功能來呈現。因此在分析表格中將「功能」與「用途」分開記

錄，在尋找替代方案時便可藉以瞭解是否仍需個別尋找替代方案，

或是尋求將原有多種功能整合的做法。

（五）	 學生反應：

教師使用不同教學功能時，學生通常會有不同的反應。例如

教師不斷抄黑板時，學生通常會跟著教師抄筆記；或是教師使用圖

卡時，學生會與教師作互動對話。而學生的反應通常也說明該項功

能的額外用途，或該項功能的必要性，可作為尋找替代方案的參

考。例如：教師抄黑板時學生必須低頭抄筆記，如此一來就會造成

學生一心二用，無法專心（必須同時抄筆記與聽講）。那麼在尋找

替代功能時，就可找尋能夠同時讓替代抄黑板這項功能，又能讓學

生不再需要抄筆記的方法。

（六）	 替代方案：

本欄位用以簡單記錄可行的教師需求替代方案，在本欄位中

針對每一項功能、用途找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就算替代方案相同也

必須記上。當本表格完成後，便可用於導入設計的參考。

本表格記錄完成後，再與教師作簡單溝通，並核對教師所使用的各項功能

與用途。在溝通時，必須在針對每一項功能、用途做確認，除了可避免導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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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於功能、用途的誤解而找了不適當的替代方案，在本分析方法實驗時，

也可用以修正分析項目的著眼點，使整套分析方法趨於完善。

本實驗包含錄影、影片分析、填寫表格、修正分析重點四個步驟，並依照

分析結果完善程度決定是否必須重複執行實驗，以求獲得最佳結果。實驗順序

流程以下圖	 3-3	 說明：

錄影

將影片存入電腦

依照影片內容，以預先設計好
的分析表進行分析

設計教師教學
需求分析表

重新再看一次影片，對照前一步驟
的影片修正分析表項目

與教師核對分析結果，瞭解該分析表格是否能
描繪教師教學需求的全貌

重 複 此 步 驟 直

至 無 法 再 分 析

出 新 結 果 為

止。

重 複 此 步 驟 直

至 無 法 再 分 析

出 新 結 果 為

止。

依照影片內容，以預先設計好
的分析表進行分析

圖	 3-3、分析方法實驗流程圖

四、教材設計

在本研究中除了分析與導入流程外，教師所用的教材設計亦是本研究的研

究範圍。由於本研究主題為「導入數位科技於教學活動中」，因此必須將教材

轉換為數位格式以供教師於課堂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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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製作教材流程影響教師導入數位科技時程並減少教師於製作教材時

所遭遇之困難，本次實驗之教材將全數由研究者製作，其製作內容、版面、設

計則依據教師教學需求而定。並依據以下兩項守則製作教材：

1. 教材內容完全依照教師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需求設計：在分析流

程中，將針對教師的教學需求、教學目標進行探討，本實驗之教材內容將

依據從分析流程中所得到的結果設計製作。

2. 以完全符合教師教學習慣為目標：教材設計盡可能符合教師之教學習慣，

力求能使教師以最快速、最小障礙導入數位科技，避免因內容不符需求、

內容不足而造成教師導入數位科技之困擾。

五、	 導入方法

在完成分析後，便開始研究電腦輔助教學的導入方法。由於本研究所設定

的分析——導入流程是針對個別教師施行，因此從分析至導入整套流程都是圍

繞同一位教師進行。本研究預計找尋三位教師進行相同實驗，增加實驗樣本以

避免極端教學情境影響實驗結果。

導入方法實驗分為兩步驟：第一步驟為尋找替代方案與設計教學流程，第

二步驟為導入實作。以下分別針對兩步驟作說明：

（一）	 尋找替代方案與設計教學流程：

在分析表格中，已簡單記錄可行的替代方案。在本流程中，

將參考分析表格所記錄內容，統整所有教學活動中所需的教學功能

與替代方案。在尋找替代方案時，將遵守兩大原則：

1.	 盡可能不重新開發系統，以現有數位科技產品替代

2.	 盡可能減低教師學習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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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可能不開發新系統，可降低教師導入數位科技的成本；減

低教師學習負擔則可加速電腦輔助教學導入的時程，也可提高教師

學習、使用數位科技的意願。完成搜尋替代方案後，便開始著手教

學流程設計。教學流程設計將參考教學課程內容，重新安排教學功

能的使用。教學流程設計表與分析表結構相似，但增加功能使用順

序、即增加功能兩項，排除學生反映、功能詳述兩項。教學流程設

計是為教師的教學流程準備，所有功能運用俱備順序性，因此在表

格中將各項功能的應用依照教師教學活動的順序編排，除了可供教

師參考外，亦是為了減低各項功能切換所需耗用的時間，避免教師

在各流程順序間為切換不同功能而浪費時間，減少不必要麻煩。增

加功能則用以說明當使用替代方案後，所產生過去沒有的功能。例

如當以投影片搭配手寫後，就可將手寫內容直接存檔供學生參考、

復習，學生不需要自己抄筆記。在評估教學流程設計時，必須針對

替代功能所能帶來的便利性、額外功能作探討，盡可能的應用數位

科技輔助整體教學流程進行，並達到加強學生學習效果的目的。

表	 3-6、教學流程設計表範例

順序 原有功能 用途 替代方案 增加功能

1 黑板繪圖：課
文情境

介紹課文背
景知識

以投影片呈現內
容，並搭配數位

手寫功能補充。

可將手寫內容、投
影片內容存檔，並

於課後提供學生復
習，學生可不必抄
筆記。

2 黑板寫字：課
文句型結構

解說本課主
要句型結構

以投影片呈現內
容，並搭配數位

手寫功能補充。

可將手寫內容、投
影片內容存檔，並

於課後提供學生復
習，學生可不必抄
筆記。

（二）	 導入實作：

本實驗的最終目的為幫助教師導入電腦輔助教學，從教學需

求分析、到教學流程設計，都是為了最終的「導入」。因此在完成

教學流程設計後，必須與教師合作，進行電腦輔助教學的導入。由

於數位科技導入對於教師而言亦屬於一種學習過程，因此如何導

入、如何幫助教師學習數位教材的使用，都是本研究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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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導入實作的方法，將以以下兩種方法進行實驗，以找出最適

合、最快速地導入方法：

1.	 先進行個別教學，便讓教師直接採用新的教學流程

2.	 集中教學，再針對不同教師做個別項目輔導。

以上兩種方法設定來自本研究先行調查所統整的七位教師意

見。其中個別教學與集中教學的差異在於個別教學為針對個別教師

的教學需求作教學；集中教學則是先集中同一科目教師，針對大部

份教師皆有使用的功能做一次性教學，再分別針對個別教師輔導較

為特殊、或較為困難的項目。後者雖然能夠更節省教學時間，但在

調查中發現有許多較為年長、或是科技素養較低的教師認為集中式

的教學容易讓他們感到挫折、不敢發問。因此在導入實作的實驗

中，將分別採用兩種不同的教學方式，評估不同教學方式所帶來的

影響，以利未來導入電腦輔助教學時的教師訓練課程設計。

六、整體實驗流程

本研究實驗共包含四階段：訪談、分析、導入，其中分析與導入階段之間

則再包含教材評估與設計，即以上「五、教材設計」中所述內容。下頁「圖	 

3-4、本研究實驗流程圖」	 詳細說明本研究流程設計，其中包含訪談、分析流

程、教材設計階段、導入流程四階段之設計方式與順序流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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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本研究實驗流程圖

進行導入實作實驗，瞭解教師對於教學流程及數位
教材訓練方法的接受度

完成本研究

導入方法實驗階段：

分析方法實驗階段： 錄影

將影片存入電腦

依照影片內容，以預先設計好的分析表進行分析
設計教師教學需求分

析表（表	 3-1）

重新再看一次影片，對照前一步驟的影片修正分析表項目

與教師核對分析結果，瞭解該分析表格是否能描繪教師教學需求的全貌

重複此步驟直至無

法再分析出新結果

為止。

重複此步驟直

至無法再分析

出 新 結 果 為

止。

依照影片內容，以預先設計好的分析表進行分析

針對分析表找尋替代方案

完成替代方案搜尋後，進行教學流程與教材設
計，並以教學流程設計表（表3-3）進行流程安排

與教師討論，瞭解是否符合教師需求

教材設計階段：

重複此步驟直至無法

再 分 析 出 新 結 果 為

止。

與七位教師根據訪談大綱進行訪談

分析訪談結果並為分析方法實驗階段準備

訪談階段：

若於教師討論時發現問

題、或是無法順利從分

析表中找出解決方案，

則重回分析方法實驗階

段再次分析。

若於導入時發現問題且

無法順利解決，則重回

教材設計階段重新探討

教材設計方式。



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目的為找出教師的電腦輔助教學功能需求，及探討導入電腦輔助教

學之方法。因此本研究實驗包含「教師訪談」及「數位課程設計與導入」兩大

部份，f前者用以探究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的看法、教師的教學活動設計、教師

的電腦輔助教學需求三大問題；後者除用以驗證傳統課程觀察結果與訪談結果

外，亦希望能從中找出教師的電腦輔助教學設計需求。本研究自民國	 102	 年一

月起，至民國	 102	 年四月底止，四個月內共訪談七位國中英文教師（不分年

級）、與三位國中八年級英文教師進行六個八年級班級的英文科電腦輔助教學

設計導入實驗及傳統課程觀察，兩階段實驗時間與內容如下表：

表	 4-1、實驗階段時程與內容表

時間（民國） 實驗名稱 內容

102/01	 ~	 102/02 觀察傳統課程 觀察兩班不用電腦輔助教學傳統英文課程

102/03/18	 ~	 102/03/22 訪談七位教師 以一週午休時間與七位教師進行團體訪談

102/03/28	 ~	 102/04/23 數位課程設計與導入
與三位教師進行電腦輔助教學設計與導入

實驗，共實驗六個班級

七位國中英文教師訪談內容主要針對教師課程設計方式、對電腦輔助教學

的想像與需求、教師對教學內容的看法（訪談問題與內容請參見附錄之訪談大

綱），並請七位教師填寫課程設計表（請參見本論文第三章表	 3-1），分析七位

教師教學設計間的異同，以作為教學設計之參考。電腦輔助教學設計與導入實

驗則與三位國中八年級英文科教師合作，在六個班級進行（一）觀察傳統課程

（八年級上學期翰林版英文科第三課）、（二）設計數位互動課程（八年級上

學期翰林版英文科第四～五課）兩步驟實驗，並於每堂課後與教師進行對談，

針對課程內容、上課情形、學生反應等面向進行檢討並修正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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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課程設計討論現場

本研究結果將分四部分做實驗過程分析與結果探討，四部分內容如下：

（一）英文科教師訪談發現

（二）教學現場觀察

（三）課程設計實驗過程與發現

（四）研究結果

第一節	 英文科教師訪談發現

本研究實驗學校已在所有年級教室中安裝單槍投影機，並設有互動數位學

習教室。在該設備安裝完成時，廠商曾安排工程師為教師示範數位教室應用；

此外，該校其他科目（理化）教師則曾申請專案補助以平板電腦、電子白板進

行電腦輔助教學實驗，因此該校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已有初步的接觸與認識。

為深入挖掘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的認知及課程設計方式，以瞭解教師之電腦輔

助教學需求並作為下一階段數位教材設計之參考，本訪談旨在探討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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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課程設計方式、對電腦輔助教學的想像與需求、教師對教學內容的看法，

並請七位教師填寫課程內容分段、課程設計表，以瞭解教師的電腦輔助教學功

能需求，以及課程設計、教學內容設計的認知。

圖	 4-2、實驗學校單槍投影機安裝實景

為瞭解最適合用於受訪教師之訪談方式，在訪談前，曾對實驗學校的英文

科教師做訪談意願調查並確認訪談時間，發現受訪教師對本次訪談有兩項認

知：

（一）	 受訪教師可支配時間極少，難以個別約時間進行訪談：

由於教師工時長且放學後各自有家庭、進修等事務，且認為

自己無法確實回答問題並對「訪談」感到焦慮，因此並不希望採用

一對一訪談。本訪談採用團體訪談法，並在經過與七位教師討論

後，決定利用教師空閒的上課日午休（下午課程）開始前進行，每

次訪談時間約四十分鐘，共進行五天（一週之上課日）。

（二）	 受訪教師不接受錄音，且個別訪談時難以深入挖掘問題解答：

有四位教師不同意訪談錄音，因此本訪談記錄採用紙筆記錄

的方式，以文字方式將教師回答、言語記錄於訪談問題之下，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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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	 T7	 編碼（第三章之表	 3-1）記錄。此外，在過去與受訪教師

的談話中發現，與單一教師進行問答時很難深入挖掘問題解答，但

若同時有兩位以上的教師共同進行討論，則能更有效率、更深入地

找出問題解答。為能夠使教師能在互相討論、且不受氣氛影響而緊

張下進行訪談，本訪談以共同討論方式進行。首先將研究者將討論

議題提出，並由其中一位教師率先回答以引領其他教師思考，再由

其他教師共同討論、補充意見。此方法雖相當耗時，但能消除教師

對「訪談」過程產生的焦慮，並能透過教師共同討論的方式深度挖

掘訪談問題的答案。

圖	 4-3、訪談場地實景

本次訪談實作時間與設計時間相符，自民國	 102	 年三月	 18	 日起至民國	 

102	 年三月	 22	 日止，於五日中每日午休時間與七位教師進行訪談。訪談問題依

訪談大綱分別就「課程與設計」、「電腦輔助教學需求與看法」、「教學內容

安排」三項問題進行討論，預期能獲得教師對教學內容設計及電腦輔助教學需

求之看法，以用於第二階段數位教材設計之參考依據。

在以共同討論的訪談方法下，教師皆能暢言自身對教學、電腦輔助教學之

看法，並對教學設計、及不採用電腦輔助教學的原因都有相當深入的看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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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涵蓋教學活動設計理念、教學設計認知、電腦輔助教學需求等，對下一階段

之課程設計及探討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之認知皆有相當大的幫助。以下針對課

程內容分段與設計、電腦輔助教學需求與看法、總結討論三個部分探討。

ㄧ.	 課程內容分段與設計

在訪談中發放課程設計表格請七位受訪教師填寫（請參考第三章	 表	 

3-1），回收表格內容經統合整理如下頁表	 4-2（表	 4-2	 較表	 3-1	 增加了教師填答

內容異同統計表）。在統合回收內容後，發現七位教師除課程安排順序不同及

一位九年級教師增加了課堂小考外，每位教師的課程設計與課程分割有相當驚

人地相似度：除一位九年級教師增加了「小考」單元外，其他教師僅有「課程

分段順序」不同，「教學活動設計」與「輔助教具準備」則皆相同。在訪談

中，發現此現象之原因為：

「因為大家的授課時間差不多，學校規定的進度也都一樣，且用的

課本都是同樣版本，因此幾乎不會出現不一樣的課程設計，不然會

上不完」（訪談記錄：T5Q4A1）

「那麼短的時間要上那麼多內容，時數又少（指英文課時數），要

是弄一堆有的沒的（指遊戲、互動教學），哪有可能上得完。所以

就算老師不同人，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因為你不這樣教就上

不完。」（訪談記錄：T5Q4A2）

「其實這樣的結果很正常，因為大家用的課本都一樣嘛，而且考試

又是考一樣的東西。所以使用功能我想不會差太多，因為要是弄太

多功能最後會上不完。」（訪談記錄：T7Q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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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教學活動分析表整合（資料來源：七位教師填寫後統合而成）

分析項目 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課程內容分段

內容分段
教學順序教學順序教學順序教學順序教學順序教學順序教學順序

課程內容分段

內容分段
T1 T2 T3 T4 T5 T6 T7

課程內容分段

暖身 1 1 1 1 1 1 1

課程內容分段

對話與單字（Dialogue） 4 3 3 5 3 5 2

課程內容分段

主題字彙 2 2 2 4 4 2 5

課程內容分段 文法 3 4 4 3 5 4 4課程內容分段

閱讀及單字（Reading） 5 5 5 2 2 6 6

課程內容分段

課本習題練習 6 6 6 6 6 7 7

課程內容分段

生字補充 7 7 7 7 無 3 3

課程內容分段

小考 無 無 無 無 不定 無 無

課程內容分段

大考卷 無 無 無 無 7 無 無

教學活動設計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列表）	 、考小考 	 

單字補充：畫圖講詞性、用法、例句。十二分鐘講七個重要字彙 

暖身配對活動：學生練習圖片跟單字的搭配

對話：課本提供的圖片，問兩個簡單的情境問題

聽對話朗讀：做一點表格整理的填空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補充課文細節

文法教學：給圖片、影片的教學

黑板講解：詞性講解、練習課本習題、再補充進階相關文法

閱讀：看動畫練習念課文（閱讀）。內容相關問題、畫重點、講解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列表）	 、考小考 	 

單字補充：畫圖講詞性、用法、例句。十二分鐘講七個重要字彙 

暖身配對活動：學生練習圖片跟單字的搭配

對話：課本提供的圖片，問兩個簡單的情境問題

聽對話朗讀：做一點表格整理的填空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補充課文細節

文法教學：給圖片、影片的教學

黑板講解：詞性講解、練習課本習題、再補充進階相關文法

閱讀：看動畫練習念課文（閱讀）。內容相關問題、畫重點、講解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列表）	 、考小考 	 

單字補充：畫圖講詞性、用法、例句。十二分鐘講七個重要字彙 

暖身配對活動：學生練習圖片跟單字的搭配

對話：課本提供的圖片，問兩個簡單的情境問題

聽對話朗讀：做一點表格整理的填空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補充課文細節

文法教學：給圖片、影片的教學

黑板講解：詞性講解、練習課本習題、再補充進階相關文法

閱讀：看動畫練習念課文（閱讀）。內容相關問題、畫重點、講解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列表）	 、考小考 	 

單字補充：畫圖講詞性、用法、例句。十二分鐘講七個重要字彙 

暖身配對活動：學生練習圖片跟單字的搭配

對話：課本提供的圖片，問兩個簡單的情境問題

聽對話朗讀：做一點表格整理的填空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補充課文細節

文法教學：給圖片、影片的教學

黑板講解：詞性講解、練習課本習題、再補充進階相關文法

閱讀：看動畫練習念課文（閱讀）。內容相關問題、畫重點、講解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列表）	 、考小考 	 

單字補充：畫圖講詞性、用法、例句。十二分鐘講七個重要字彙 

暖身配對活動：學生練習圖片跟單字的搭配

對話：課本提供的圖片，問兩個簡單的情境問題

聽對話朗讀：做一點表格整理的填空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補充課文細節

文法教學：給圖片、影片的教學

黑板講解：詞性講解、練習課本習題、再補充進階相關文法

閱讀：看動畫練習念課文（閱讀）。內容相關問題、畫重點、講解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列表）	 、考小考 	 

單字補充：畫圖講詞性、用法、例句。十二分鐘講七個重要字彙 

暖身配對活動：學生練習圖片跟單字的搭配

對話：課本提供的圖片，問兩個簡單的情境問題

聽對話朗讀：做一點表格整理的填空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補充課文細節

文法教學：給圖片、影片的教學

黑板講解：詞性講解、練習課本習題、再補充進階相關文法

閱讀：看動畫練習念課文（閱讀）。內容相關問題、畫重點、講解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列表）	 、考小考 	 

單字補充：畫圖講詞性、用法、例句。十二分鐘講七個重要字彙 

暖身配對活動：學生練習圖片跟單字的搭配

對話：課本提供的圖片，問兩個簡單的情境問題

聽對話朗讀：做一點表格整理的填空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補充課文細節

文法教學：給圖片、影片的教學

黑板講解：詞性講解、練習課本習題、再補充進階相關文法

閱讀：看動畫練習念課文（閱讀）。內容相關問題、畫重點、講解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列表）	 、考小考 	 

單字補充：畫圖講詞性、用法、例句。十二分鐘講七個重要字彙 

暖身配對活動：學生練習圖片跟單字的搭配

對話：課本提供的圖片，問兩個簡單的情境問題

聽對話朗讀：做一點表格整理的填空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補充課文細節

文法教學：給圖片、影片的教學

黑板講解：詞性講解、練習課本習題、再補充進階相關文法

閱讀：看動畫練習念課文（閱讀）。內容相關問題、畫重點、講解

輔助教具準備

課文單字卡（包含詞性、用法、例句、插圖）

圖文搭配圖卡

課文情境圖（可書寫）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文法教學卡（含句型結構、插圖，可書寫）

文法影片

練習題圖卡

課文單字卡（包含詞性、用法、例句、插圖）

圖文搭配圖卡

課文情境圖（可書寫）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文法教學卡（含句型結構、插圖，可書寫）

文法影片

練習題圖卡

課文單字卡（包含詞性、用法、例句、插圖）

圖文搭配圖卡

課文情境圖（可書寫）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文法教學卡（含句型結構、插圖，可書寫）

文法影片

練習題圖卡

課文單字卡（包含詞性、用法、例句、插圖）

圖文搭配圖卡

課文情境圖（可書寫）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文法教學卡（含句型結構、插圖，可書寫）

文法影片

練習題圖卡

課文單字卡（包含詞性、用法、例句、插圖）

圖文搭配圖卡

課文情境圖（可書寫）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文法教學卡（含句型結構、插圖，可書寫）

文法影片

練習題圖卡

課文單字卡（包含詞性、用法、例句、插圖）

圖文搭配圖卡

課文情境圖（可書寫）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文法教學卡（含句型結構、插圖，可書寫）

文法影片

練習題圖卡

課文單字卡（包含詞性、用法、例句、插圖）

圖文搭配圖卡

課文情境圖（可書寫）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文法教學卡（含句型結構、插圖，可書寫）

文法影片

練習題圖卡

課文單字卡（包含詞性、用法、例句、插圖）

圖文搭配圖卡

課文情境圖（可書寫）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文法教學卡（含句型結構、插圖，可書寫）

文法影片

練習題圖卡

教師填答內容異同統計表教師填答內容異同統計表教師填答內容異同統計表教師填答內容異同統計表教師填答內容異同統計表教師填答內容異同統計表教師填答內容異同統計表教師填答內容異同統計表教師填答內容異同統計表

課程內容分段 教學順序 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 輔助教具準備輔助教具準備輔助教具準備輔助教具準備

僅有一位教師

（T5）不同

除暖身活動外

其餘不一定相同
相同相同相同 相同相同相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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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包含四項要點：「課程內容分段」、「教學順序」、「教學活動設

計」、「輔助教具準備」。以下為四項要點之說明：

（一）	 課程內容分段：

不論何家出版商，英文課本內容皆將課程內容以「課文（對

話）」、「單字」、「課文（閱讀）」、「練習」等內容分段安

排。教師為配合課本內容教學，並安排每一堂課授課內容，也會將

課程依照課本內容進行分割。本次調查中發現，教師除了依照課本

上的內容分段外，還會以「課前暖身」、「主題字彙（該課的重點

單字）」、「文法」、「補充生字」等單元進行課程內容分段，並

依照教師教學習慣將課程單元分散至每堂英文課中，並以能在一

堂、或連續兩堂課（實驗學校排課方式為平日英文課一日一堂，一

周中有一日的英文課為連續兩堂）內上完一單元為課程設計目標。

因此分析課程內容分段對於「瞭解教師授課內容」、「如何安排教

材設計」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教學順序：

教學順序是教師在課程內容分段後的授課順序，此設計用以

瞭解教師的課程單元順序安排，讓教材設計順序能符合教師需求。

本次訪談發現，不同教師除了暖身活動會在每一課開始時進行外，

其餘單元的教學順序都不相同。根據訪談結果，教師認為哪個部分

先上並沒有太大的影響，順序安排主要是根據教師的教學習慣與教

學設計而做，因此教材設計只依內容分段，順序則交由教師自行決

定。

（三）	 教學活動設計：

此要點旨在瞭解教師在每一個教學單元中所進行的活動，原

設計用意是用於瞭解單一教師的教學活動設計。經過訪談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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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為避免教學活動過於繁複而影響教學進度，不同教師的教學活

動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在「教學活動分析表」中也可看出此一現

象：七位教師的教學活動設計差異不大。

（四）	 輔助教具準備：

為瞭解教師於不同教學活動中的教具使用情形，以作為數位

教材設計之參考，因此請教師填答教師本身所使用的輔助教具。在

回收表格中發現，教師會使用教材廠商所提供的教具，例如單字

卡、影片等進行輔助教學。

每位教師的課程內容分段與課程安排皆相當類似，但課程單元順序卻存在

差異，每位教師的授課順序不見得相同。因此在討論數位教材設計時，有教師

建議設計統一教材，再交由教師自行安排教材順序。此一建議獲得所有教師的

一致贊同：

「其實我們也想自己做數位教材，但是總是無法做出想要的結果。

不過如果有做好的教材讓我們自己安排順序、或是教我們自己修改

內容，那其實把大家教材都做一樣，再讓我們自己去修也是可以

的」（訪談記錄：T2Q4A1）

二、電腦輔助教學需求與看法

在此次訪談中，發現僅有三位教師曾經在課堂上使用	 iPad	 或筆記型電腦

搭配單槍投影機，以課本出版商提供的數位互動光碟內容進行教學。然而三位

教師在經過嘗試後卻僅有部分課程內容仍採用數位裝置進行教學（暖身活動、

課程動畫、聽力訓練），其餘則以傳統黑板書寫的方式進行教學。其他四位教

師維持傳統教學模式，並沒有將數位裝置納入教學活動設計之中。因此本次的

訪談重點便著重教師對現有電腦輔助教學的看法，以及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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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本記錄將先條列教師對現有狀況的看法及需求，再從訪談結果挖掘兩者

的對應關係，找出當前電腦輔助教學方案（由廠商提供）的缺陷。

目前實驗學校擁有數位設備包括：數位互動教室（配備互動電子白板及六

套學生分組用觸控電腦）、每間教室皆配備單槍投影機及有線網路連接。受訪

教師表示，目前能使用的數位課程內容以廠商提供之互動課程光碟為主，其餘

課程素材則必須由教師自行設計製作。

圖	 4-4、實驗學校教室投影機設置實景

在文獻探討中發現，教師製作課程素材遭遇困難及不擅使用設備兩項因素

會降低教師採用電腦輔助教學的意願（吳致維、吳咸慧、楊文輝，2010），在

本次訪談中亦獲得相近的結果。針對現有電腦輔助教學方案看法之訪談結果條

列如下：

（一）	 數位互動教室：

在訪談中發現，七位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本質上並不存在抗

拒心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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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也想自己做數位教材，但是總是無法做出想要

的結果。」（訪談記錄：T2Q4A1）。

教師拒絕使用數位互動教室的理由在於數位互動設備的運作穩定及

操作困難：

「數位教室的設備在廠商展示的時候看起來都很好用，可

是我們用就一直當機 ⋯⋯ 而且數位教室操作好複雜，也

沒人搞得清楚怎麼用，還不如不要用」（訪談記錄：

T1Q1A2）

七位受訪教師認為，雖然他們想得出要如何使用這些設備

（教室安裝的投影機、或是數位教室中的觸控式電腦、電子白板等

等）、也有意願使用設備，但是設備的穩定性與複雜操作流程卻讓

這些教師拒絕使用數位互動教室。	 同時，所有受訪教師對數位互

動教室抱持著相當矛盾的看法，一方面受訪教師嚮往互動教學所帶

來的便利性及更佳的教學效果；另一方面卻對設備的穩定度、複雜

操作抱持恐懼心理，且因此對數位互動教學展示產生不信任的心

理。在本次實驗過程中，該校的一位理化科教師以專案經費導入平

板電腦與電子白板進行電腦輔助教學，在觀摩教學活動後受訪教師

對電腦輔助教學的看法不但沒有改變，反而對電腦輔助教學產生新

的疑惑：

「為什麼那些學生都能那麼快回答老師的問題？我們上課

問問題學生都回答不出來，為什麼理化的問題學生就都能

回答，這是不是已經套好招，整個課程才會進行的那麼

快？要是我們來上，是不是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訪

談記錄：T4Q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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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室數位設備輔助教學：

本次訪談教師中除三位教師（T1、T2、T3）有時仍會利用數

位設備（電腦、平板電腦、單槍投影機等）進行教學外，其餘教師

則因為教授九年級不願意使用電腦輔助教學（T4、T5）、不擅

長、不熟悉電腦操作（T4、T5、T6、T7）而在嘗試後放棄使用數

位設備進行教學。以下將教師對數位設備輔助教學的看法、拒絕使

用的原因整理列表說明：

表	 4-3、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之看法與拒絕原因

看法	 /	 拒絕原因 詳細說明

課程光碟（課本廠商
提供）不符需求

1. 課程光碟操作複雜，版面設計不易使用：課程光碟的版面設計為

針對單機電腦使用，因此在投影畫面上有文字圖片太小，必須不

斷放大縮小的問題。且教師在操作時總是找不到要用的功能。

「那些字學生根本看不到，一直調整有時候又會當

機。」（訪談記錄：T3Q3A2）

2. 課程光碟操作緩慢：課程必須以電腦滑鼠操作，不符合教師授課

習慣

「功能是很多沒有錯，可是上課還要盯著電腦看，就

不知道學生在幹嘛，很難控制學生。」（訪談記錄：

T4Q1A2）

3. 找不到想要的內容：課程光碟缺乏索引機制，使教師找不到需要

的內容。

「...我不知道有那些內容，我只會把光碟放進去安

裝...」（訪談記錄：T7Q3A1）

不知如何製作課程教
材

教師認為課程光碟不符需求，且部分需要的內容（如時事新聞）並

不包含在課程光碟中。教師缺乏課程教材的製作技能，且不擅長搜

集、應用網路資源，因此無法自行製作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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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	 /	 拒絕原因 詳細說明

不擅長操作電腦 教師不擅長操作電腦，因此在課堂上使用課程光碟時容易因找不到

需要的功能、電腦當機、不知如何操作課程光碟導致課程進度落

後、被學生嘲笑、中斷課程解決電腦問題，導致難以控制課堂秩

序，使教師拒絕使用電腦進行教學。

「我電腦當機，學生居然笑我，然後我還要叫學生安

靜，真的很麻煩。」（訪談記錄：T2Q2A2）

難以掌握授課進度 課程光碟為教師授課的唯一數位教材，但由於上述的三個原因使教

師無法掌握、安排授課進度，無法在規定的時程內完成段考進度。

「互動課程固然很好，但是上不完就一切免談。」

（訪談記錄：T1Q2A2）

九年級教師不願使用 九年級著重複習及備考，因此不需要數位教學中的互動課程設計。

同時也避免過多的補充內容、互動課程影響複習進度。

「九年級就是急著要複習準備基測，要是在那邊玩互

動課程會上不完的。」（訪談記錄：T5Q2A1）

在本研究中，採用訪談及實地觀察兩種方式探究教師電腦輔助教學需求。

實地觀察將於第二節「教學現場觀察」中說明，本節僅單就訪談結果進行討

論。每一位受訪教師皆認為電腦輔助教學的實用性與否，與科技設備的易用性

有很大的關聯：

「如果操作很簡單的話，那用起來就很好，也可以不用一直寫黑

板、可以多一點活動。不過用起來太手忙腳亂的話，那還是不用比

較好。」（訪談記錄：T1Q3A1）。

雖然教師對如何進行電腦輔助教學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是卻不知該如何

設計數位教材。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多數教師不擅長使用電腦，無法有效統

合數位科技並應用於教學上；其次教師對學生「能接受什麼樣的數位教材」並

沒有實際的概念。兩個原因使教師不知道該如何自行設計數位教材，即便試圖

自行製作，也常常因為技術不足、課堂上操作不易、學生接受度不佳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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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訪談中，從受訪教師的回答足見受訪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心有餘而力不

足。

「我想要找一個影片給學生看，可是找到之後卻不會下載。」（訪

談記錄：T2Q2A1）

「之前我想用課程光碟的互動遊戲給學生玩，結果不會安裝。」

（訪談記錄：T7Q2A1）

「我找了一些圖片給學生看，可是學生都不理我，所以我就放棄

了」（訪談記錄：T7Q2A2）

在訪談中，教師僅能針對特定課程內容提出想法或設計，並對目前的數位

教材提出批評與建議。但七位教師皆認為教師在沒有引導幫助的情況下，並沒

有辦法自行設計全套的數位教材（以一課為單位），除技術不足外，對於科技

輔助（如使用電腦播放、呈現數位教材，或進行互動遊戲等等）的認識不足也

是主要原因：

「我可以想像課本某個地方該怎麼教，可是像課文、文法那些的我

實在想不出要怎麼教。而且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從頭到尾都用電腦

教，不用黑板真的可以嗎？」（訪談記錄：T1Q2A1）

對於電腦輔助教學需求的認知，訪談所呈現的結果與研究設計的假設有很

大的出入。在原先的研究設計中，認為教師會有個別的電腦輔助教學需求，例

如電子白板、影片播放、互動遊戲等等。然而在訪談中卻發現，教師對數位教

材的要求主要不在功能上，而是對於數位教材使用的容易程度。

「我想如果數位教學的功能很好操作的話，那老師應該就會用

了。」（訪談記錄：T1Q3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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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訪談結果而言，教師對數位教材功能要求並不多，且由於教師的教學方

法差異不大（參照表	 4-2	 教學活動分析表），使得教師少有個別的數位教材功

能需求

「我需要的功能就是表格上寫的那些，我看其他老師也是差不

多。」（訪談記錄：T6Q4A1）

「使用功能我想不會差太多，因為要是弄太多功能最後會上不

完。」（訪談記錄：T7Q4A1）

「基本上要的功能就是那些（教學活動分析表），再多就上不完

了。」（訪談記錄：T6Q4A1）。

四、訪談結果探討

訪談發現，教師對於現有的數位教材應用（廠商提供）感到不滿意、不符

合需求；但教師在對數位教材提出批評後，卻無法針對數位教材的改進方向給

出明確的建議。因此本次訪談統合教師對現有數位教材的批評及對數位教材的

要求，並整理如下表。提出數位教材設計建議，以供下階段教材設計參考。

表	 4-4、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現有問題批評與建議（資料來源：訪談結果統合）

現有問題 教師批評	 /	 建議

電子課本操作麻煩，一直
拖拉、放大耗時又容易當
機

教師一致認為電子課本的文字、圖片太小，且工具列佔據太大
空間。教室中的投影幕太小，不適合使用。

＊教師	 T1、T2、T3	 提出

由於內容尺寸太小，因此必須一直重複的放大、拖拉，而學校
提供的電腦穩定性不高，很容易在操作的過程中當機、延遲。

＊教師	 T1、T2、T4	 提出

建議：數位教材版面應大小適中，減少放大縮小、拖放次數。

＊教師	 T1、T2、T3、T4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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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問題 教師批評	 /	 建議

電腦操作要用滑鼠，在講
台上不好用。時間都花在
電腦上

電子課本操作以滑鼠為主，但教室講台高度、位置設計並不適
合教師操作電腦。

＊教師	 T2、T3	 提出

電子課本功能過多，且由於內容尺寸問題必須不斷操作電腦，
花很多時間操作電腦且容易忽略學生反應。

＊教師	 T1、T4提出

建議：提供合理的教材版面設計，盡可能簡化教材操作，避免
需要大量滑鼠操作的教材設計。

＊教師	 T1、T2、T3、T4	 提出

不清楚課程光碟提供了哪
些內容，也不會使用

雖然知道課程光碟提供很多內容，但是不知道那些內容放在什
麼地方。

＊教師	 T1、T5、T6	 提出

課程光碟的內容即使找到了也不見得會使用。安裝有時也會遇
到困難。

＊教師	 T1、T2、T4	 提出

建議：提供詳細的內容列表與功能說明書，在初次導入時應提
供研習機會，讓教師能學習如何使用數位教材。

＊教師	 T1、T2、T4、T5、T6	 提出

不知道如何搜尋素材，也
不會編輯、使用

想找網路上的影片、圖片，但不知道如何下載、也不知道如何
編輯使用

＊教師	 T1、T2、T3、T4、T5、T6、T7	 提出

建議：學校應提供定期的數位應用教學、研習。

＊教師	 T1、T2、T3、T4、T5、T6、T7	 提出

四、總結討論

彙整訪談資料後，發現七位教師的訪談結果與本研究初探之發現結果有非

常大的出入：在本研究初探中發現，不同教師的教學方法、課程設計會有很大

的不同；然而在本次訪談中卻得出完全相反的結果，七位教師的課程內容分

段、內容設計差異不大，甚至連對數位教材功能的需求都沒有太大的差異。以

下條列兩項訪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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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課程差異、內容設計差異不大：

在研究初探中，訪談的教師跨越多的年級、多間學校，但甚

少針對同一科目、同一學校的教師進行訪談，並未深入瞭解相同教

學條件、環境教師的教學內容設計，而本次訪談的七位教師則都是

同一所學校、同一科目的教師，教學環境、校方政策、教材都相

同。在本次訪談中發現，同所學校的教師所擁有的教學資源、教材

選用、校方政策皆相同，亦即教師不僅使用同樣教材，且都受到同

樣的教學進度、學校政策限制，因此在有限的時間（平均一周半至

兩週必須上完一課）、有限的教材（相同的教材）之下，即使教師

有心製作與其他教師不同的教材，製作差異化課程，最後仍會受限

於時間、進度壓力而放棄。教師在綜合自身、其他教師的教學經驗

後，最後設計出的教學內容便沒有很大的差異。

（二）	 教師僅要求數位教材「容易使用」，少有個別教學功能需求：

本研究之目標為探討教學功能需求，並找出方法快速分析不

同教師之需求、並探討教師需求與接受度間的關聯。然而在訪談中

卻發現，教師拒絕使用數位教材的原因並不在於數位教材功能不符

合教師需求，而是數位教材軟硬體設計複雜、不易使用而使教師拒

絕使用。在訪談中亦發現，當教師認為數位教材能輔助、簡化教學

並增加教學內容時，教師便願意使用數位設備輔助教學；反之若軟

硬體設備使用困難，或因為任何原因使教師無法在課堂上順暢使

用，教師就會放棄導入數位教材。此外，訪談中有教師提及

「設計的課程如果現場不好用，那臨時改變一下就好了。

老師其實並沒有『非這麼教不可』，只要可以達到教學效

果、方法好用，那就可以了。」（訪談記錄：T5Q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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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教師並不會刻意、堅持使用特定的教學方法，只要該方法能產

生教學效果且容易使用，教師就願意接受。

在訪談中發現，教師對數位教材功能的需求並不如本研究初探發現的「每

位教師都有截然不同的教學方法」。而是當教師擁有相同的教學進度、選用教

材時，教師會因為時間、教學壓力而採用類似的課程內容分段與教學內容設

計，且教師並不會堅持使用特定教學方法，因此並不需要特別為個別教師設計

專屬的教學功能。在結束訪談後，本研究將進入教學現場觀察與分析階段。然

而在七位教師訪談中卻呈現與研究初探、研究問題截然不同的結果，因此本研

究仍維持原先的實驗設計，並著重於訪談結果的驗證，藉由教學現場觀察分析

瞭解教師需求是否如同訪談結果所呈現的「不同教師課程差異不大」及「不同

教師少有個別教學功能需求」，以作為第三階段數位教材設計與導入之參考。

第二節	 教學現場觀察

本觀察原目的為找出個別教師之數位教材功能需求並為其設計個別的教

材，但由於訪談結果與原先的研究問題差異極大，因此本觀察重點將著重於驗

證訪談所呈現的兩項結果：「不同教師課程差異不大」及「不同教師沒有個別

教學功能需求」。本觀察對象為實驗學校八年級英文科教師之授課班級，並以

實際參與課程、使用攝影機拍攝教學現場兩種方式記錄教師教學活動，並以表

格記錄教師教學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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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教學現場觀察內容表

觀察對象 教師	 T1、T2、T3，共三位教師

觀察時間 八年級上學期第二次段考結束後至第三次段考

觀察內容 八年級英文科第九課（Unit	 9）

記錄方法 1. 先以攝影機拍攝教學現場，並於課後以表格（表	 

3-2）記錄教師使用功能。

2. 經過一至二堂課的觀察後，進入教室中實地觀察教

師教學情形，並以表格（表	 3-2）記錄教師使用情

形。

3. 於課後與教師討論上課內容、使用功能情形。

一、觀察發現

本研究之教學現場觀察原訂計劃為觀察一課（Unit）後，視觀察結果是否

足以支援教材設計，再決定是否應繼續觀察。然而在經過完整的一課（翰林版

八年級上學期英文課本	 Unit	 9）觀察並與授課教師討論後，發現此教學現場觀

察對數位教材設計流程並無太大幫助。教師方面的主要原因有二：授課教師認

為，即便觀察了一課的授課現場情形，也不見得能順利設計出其他課程；教師

授課方法極具彈性，因此若教師在使用新教學法遇到困難時，教師也能自行找

出其他解決方案，因此不需要特地為個別教師設計教材。觀察結果顯示，在三

位教師採用傳統教學時，三位教師的教學方法差異不大，此與訪談結果中「不

同教師課程差異不大」及「不同教師少有個別教學功能需求」相同。因此本教

學現場觀察在進行一課觀察後便停止觀察，直接進入數位教材設計階段。以下

整理本課觀察結果，針對停止教學現場觀察的兩大原因：英文課本單元內容差

異過大，單一課授課無法代表全本授課情形；不同教師課程差異不大；不同教

師少有個別教學功能需求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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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課之教學主題內容差異過大，單一課授課無法代表全本：

本次實驗學校採用翰林版英文課本，該版課本每課內容安排

皆採用相同架構，但每一課的教學主題卻相差極大。舉例來說，本

次數位教材實驗的八年級下學期第四課主題為副詞，並以「運動

會」為授課主題，教師希望可以多介紹一些運動名詞，以及針對各

類「受傷」的英文名詞、動詞做搭配、上台演戲等方式進行；第五

課主題為使役動詞，並以「地球日、資源回收」為授課主題，教師

則希望以大量互動配合題、大量環保相關圖片、影片進行教學。

（二）	 不同教師課程差異不大：

在觀察中發現，教師除了教學主題之教學方式不同外，其餘

課文、文法、單字等教學方法與使用功能皆大同小異。在八年級上

學期第九課的觀察中，獲得結果如下表（教師	 T1、T2、T3	 觀察

記錄）。

表	 4-6、教師	 T1	 觀察記錄

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

教師使用功
能

使用功能詳述 用途 學生反應 替代方案

寫黑板解說
文法

於黑板上書寫
例句、詞性解
說

說明句型結構、
詞性架構

抄筆記 1. 以投影片呈現例
句

2. 教師以數位手寫
功能標注詞性架
構等內容

寫黑板補充
課文

當課文內容需
要補充時，教
師將補充內容
寫於黑板上

補充課文內容供
學生抄寫

抄筆記 1. 將課文補充內容
預先製作為投影
片

2. 教師以數位手寫
功能將補充內容
標寫於投影片上

使用道具解
說課文

使用玩偶解說	 
Turn	 left	 等轉
向概念

解釋文法使用方
式

回應老師
問題

1. 以立體地圖、遊
戲等	 App	 替代
玩偶道具

圖卡配合練
習

使用圖卡互相
搭配，讓學生
練習配合題

配合題讓學生練
習圖文搭配，加
深學生印象

回應老師
問題

1. 設計配合題互動
投影片，讓學生
回答

播放課文影
片

播放課文動畫
影片，並切換
字幕供學生練
習聽力、閱讀

加強學生聽力、
及快速閱讀能力

與課文影
片一起念
課文

1. 將課文影片字幕
切換設為自動，
減少教師切換字
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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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教師	 T2	 觀察記錄

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

教師使用功
能

使用功能詳述 用途 學生反應 替代方案

寫黑板解說
文法

於黑板上書寫
例句、詞性解
說

說明句型結構、
詞性架構

抄筆記 1. 以投影片呈現例
句

2. 教師以數位手寫
功能標注詞性架
構等內容

寫黑板補充
課文

當課文內容需
要補充時，教
師將補充內容
寫於黑板上

補充課文內容供
學生抄寫

抄筆記 1. 將課文補充內容
預先製作為投影
片

2. 教師以數位手寫
功能將補充內容
標寫於投影片上

黑板繪圖解
說

繪圖解說轉向
概念

解釋文法使用方
式

回應老師
問題

1. 以地圖、遊戲等
替代

播放課文影
片

播放課文動畫
影片

加強學生聽力、
及快速閱讀能力

與課文影
片一起念
課文

表	 4-8、教師	 T3	 觀察記錄

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目前教學狀態簡述：以黑板教學為主，但會使用投影機播放影片

教師使用功
能

使用功能詳述 用途 學生反應 替代方案

寫黑板解說
文法

於黑板上書寫
例句、詞性解
說

說明句型結構、
詞性架構

抄筆記 1. 以投影片呈現例
句

2. 教師以數位手寫
功能標注詞性架
構等內容

寫黑板補充
課文

當課文內容需
要補充時，教
師將補充內容
寫於黑板上

補充課文內容供
學生抄寫

抄筆記 1. 教師以數位手寫
功能將補充內容
標寫於投影片上

用數位課本
解說課文
（廠商提供
之數位教材
光碟）

教師使用數位
課本輔助解說

補充課文內容 看投影片 1. 將課文補充內容
預先製作為投影
片，減少教師操
作步驟

黑板繪圖解
說

繪圖解說轉向
概念

解釋文法使用方
式

回應老師
問題

1. 以地圖、遊戲等
替代

播放課文影
片

播放課文動畫
影片

加強學生聽力、
及快速閱讀能力

與課文影
片一起念
課文

註：	 表	 4-6、4-7、4-8	 中套色（淺灰色）內容即為該課之教學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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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級上學期第九課教學主題為「轉向（Turn	 left、Turn	 

right...）」之概念，而在該課教學中，三位教師的觀察記錄除「使

用道具解說課文」（其餘兩位教師則為黑板繪圖解說）及「圖卡配

合練習」兩項因老師教學習慣而有不同使用方法、及教師	 T3	 使用

數位教材光碟輔助課文解說外，其餘做法皆相同，此結果與訪談相

同。

「其實大家的課程（指課程設計）本來就不會差很多 

⋯⋯ 因為大家的授課時間差不多，學校規定的進度也都

一樣，且用的課本都是同樣版本，因此幾乎不會出現不一

樣的課程設計，不然會上不完。」（訪談記錄：T5Q4A1）

因此三位教師認為，數位教材需要設計的部分在於每一課的

課程主題及與之搭配的活動設計：由於每一課主題皆不同，因此就

算觀察傳統課程也無法找出適用於課程教學的活動設計。此外，三

位教師一致認為課文、文法、單字教學由於受限於課程進度壓力，

每一位教師的授課方式並不會有太大的不同，因此只需要找出數位

教材製作的要點，並以之為範本設計每一課的課文、文法、單字數

位教材即可。

（三）	 相較於專殊化的課程內容或教師個人化的輔助教具設計，教師的主

要需求為好用、議用、與容易編輯：

訪談結果顯示，教師會因為數位教材不符需求而抗拒使用。

而教師對教材功能的需求不在於功能或內容，而是「能不能使教師

方便、簡單的使用」，其原因可分兩方面：首先不同教師的教學內

容、使用功能差異不大，這與前段在觀察課程中發現的「除教學主

題外，各教師之其餘教學內容皆大同小異」結果相同；第二，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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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亦發現教師對教材設計著重於教材功能的易用性，力求不因操

作教材而影響教學流暢度，如同訪談中教師所述：

「功能是很多沒有錯，可是上課還要盯著電腦看，就不知

道學生在幹嘛，很難控制學生。」（ T4Q1A2）。

此外，教師的課程、教材設計與實際課程現場往往有很大的

差異，例如教師在設計了課程用的圖卡後，當發現課程進度跟不

上、或是課堂氣氛不適合時，教師會立刻放棄原來計劃好的教學方

式，改用講述、寫黑板的方式進行課程；或是教師準備好教具，並

設計相應的課程後，也會因應教室設備的狀況、學生反應即時調整

課程內容。例如在八年級上學期第九課中，T1	 教師原本計劃用	 

iPad	 的地圖功能說明英文「轉向（Turn	 left,	 turn	 right）」的含

義，但當時	 T1	 教師的	 iPad	 畫面無法轉為橫向且網路不順暢無法

使用地圖功能，當下	 T1	 教師立刻借用前排同學的兔子玩偶，並在

黑板上畫出簡易地圖作教學。T2	 教師上課時則遇到電腦無法順利

播放課文動畫影片的問題，當下	 T2	 教師便改用帶領學生朗誦的方

式讓學生練習口說與聽力。在經過與三位教師的討論後，得出「教

材設計不需要依照教師原先需求」的結論。三位教師認為，教材設

計首重「好用」、「易用」、「能簡單自己編輯」，至於教材做好

後要如何使用，則可交由教師自行發揮，並不需要特別為個別教師

設計特殊功能。

二、觀察結論

在原先的實驗設計中，認為應該透過教師課程教學需求的觀察，修正教師

教學功能需求表格，讓教師在設計課程時能藉由表格的幫助，為自己設計數位

教材。但在經過訪談、實地觀察後發現，教師的數位教材需求主要不在功能、

內容上，而是數位教材的「易用性」與「穩定性」。即教師並不需要針對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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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設計數位教材，只要教材容易使用、並使教師能俱備修改教材、重編順

序等技能即可。以下就觀察結果整理，找出三個原因說明數位教材不需要因個

別教師需求設計不同功能：

（一）	 課本與單元相同時，不同教師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具選用大多雷同：

觀察結果顯示，三位教師除了暖身活動、課程順序不同外，

授課的方式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在與教師的討論中發現，同一所學

校、同一年級科目的教師由於使用同一版課本，且校方規定的授課

進度皆相同、擁有相同的授課進度壓力，因此授課方法並沒有很大

差異。同時同一年級教師會互相交換、分享教材資源，甚至分工製

作教材，即使是非課本內容的暖身活動、小遊戲等也會有非常相近

的設計。因此三位教師一致認為，只要數位教材能讓教師自行增添

小部份內容、並能讓教師自行更動單元順序，就不需要為每位教師

設計專屬的教材。

（二）	 教師經常因為授課現場情形而彈性選用、更動教學活動與教具：

儘管教師會預先設計課程活動，但實際上課時教師仍會依照

現場狀況、課堂氣氛對課程活動進行調整。在觀察實驗中，三位教

師便不只一次因應現場設備狀況、課堂氣氛臨時更動課程活動安

排。在訪談中，T5	 教師認為

「設計的課程如果現場不好用，那臨時改變一下就好了。

老師其實並沒有『非這麼教不可』，只要可以達到教學效

果、方法好用，那就可以了。」（訪談記錄：T5Q3A1）

而在觀察中也發現，教師確實會隨時因應現場需求臨時調整教學活

動設計，或更動選用的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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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的輔助教具需求首重「易用」、「穩定」：

目前教師所使用的數位教材來自課本供應商提供的課程光

碟，然而在訪談、觀察中發現課程光碟內容並不符合教師「容易使

用」、「高穩定性」的需求。教師認為目前的課程光碟功能繁多，

但不易使用；而當使用互動功能時，又容易發生運作緩慢、當機等

問題，使教師在操作課程光碟時容易遭遇挫折，並導致課程進度落

後、授課氣氛不佳等問題。因此教師認為，只要教材容易使用、穩

定性高，就可以獲得教師的支持與使用：

「只要教材容易使用，不會當機，那接受度就很高了。」

（訪談記錄：T1Q3A2）

為使教材設計更貼近教師需求，研究者與教師討論，探討教

師的「教材易用」與「教材穩定」認知。	 三位教師認為，教材易

用與穩定包含以下兩個重點，兩者都能讓教師授課更為容易，即符

合「易用」的需求：

1. 呈現方式更簡潔，學生學習更容易：

教師特別著重教材設計與國中生理解能力的配合。強調

教材畫面呈現與國中生理解力地配合，三位教師表示，國中

生對多媒體畫面的理解、找尋重點等能力不如大學、高中生

來得強，因此教材畫面越能夠在短時間內讓國中生理解，老

師上課就越輕鬆、越容易。

2. 操作更簡便容易、教材教具切換使用更穩定流暢：

強調教材操作的方法與步驟，三位教師認為，若教材操

作太過複雜、功能太多，都會使授課流程因教材操作過於複

雜而延滯，不只會使課程不停的為了操作電腦而中斷，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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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堂氣氛受到影響。教師希望課程不因電腦穩定性而中

斷，產生與「複雜操作流程」相同的不良影響。

經過訪談、教學觀察後，如第四章第一節所述：即使教師、單元不同，在

教材規劃設計上仍不需要針對每位教師尋找教師教學功能需求、也不需要針對

不同教師設計不同教材。因此「數位教材設計」、「數位教材導入」兩步驟便

將課程觀察、尋找需求等步驟去除，改由三位教師推派一位其中教師，與研究

者編寫數位教材，並由研究者設計製作全套述為教材，最後交由三位教師授

課。授課過程中以一堂課為單位，與三位教師進行討論、修改教材，直到教材

完全適用於課堂授課。完成一課的教學後，再依照上述的設計經驗與準則來設

計下一課教材，在不討論的情形下交由教師自行修改、授課，最後藉由實地觀

察、與教師討論等方式探討以下兩問題：

（一）	 是否當教材設計符合教師「易用」、「穩定」等需求後，就能交由

其他教師使用而不需要針對個別教師設計特殊功能？

（二）	 教師是否能自行修改教材以符合自身需求？

此外，為使教材設計能真正符合教師需求，教材設計將著重於教材呈現與

國中生理解力配合、簡易教材操作流程。力求能使教師有效率的授課，並達到

以數位多媒體加強學習效果、增加學習廣度、深度的目的。同時亦必須避免教

師因教材操作困難而影響上課進度，以授課流暢度為首要設計、修改目標。

第三節	 課程設計實驗過程與發現

在訪談與教學現場觀察中發現，教材並不需要針對每位教師個別設計。只

需要符合教師易用、高穩定的需求即可，同時數位教材本身必須能使教師能自

行增添內容、更換內容順序。在經過討論後，為減少教師負擔並進行教材對不

同教師的通用性實驗，決定由其中一位教師設計教材內容，與研究者討論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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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後交由研究者製作教材，在每一堂課教學後，再與三位教師討論使用心得

與使用上遇到的問題。

教材平台選用	 Apple	 iPad	 搭配	 KeyNote	 投影片製作，上課全程以	 

KeyNote	 投影片呈現。主要理由有三：

（一）	 KeyNote	 投影片能製作互動功能，也能自行添加內容、更改順序。

（二）	 三位教師都擁有	 iPad，並具備簡單的	 KeyNote	 編修技能。

（三）	 三位教師認為	 iPad	 在課堂操作（觸控）較電腦（滑鼠）更容易。

本次實驗歷時六週，教材設計、修改耗時兩週，以兩課（Unit	 4	 ~	 5）的

時間進行教材設計，並於每堂課後進行討論，在下一堂課前修改教材設計。本

節之發現結果分別針對每個單元（課）皆俱備的內容分段：暖身活動與單字課

程設計、課文版面設計（對話內容與閱讀內容及單字）、文法版面設計（請參

考表	 4-2）做研究發現探討，並以下列架構呈現實驗記錄：

（一）	 教材設計方式：包含教材內容、教材版面設計等等

（二）	 授課時發現的問題：記錄教師在授課時發現的問題，以及學生反映

的問題

（三）	 解決方法與設計修改：針對問題的解決方法，及如何修改教材設計

（四）	 再次實驗結果：在下一堂課時使用修改後教材所獲得的結果

本次實驗之數位教材全部由研究者依照與	 T1	 教師討論之結果獨立以	 

KeyNote	 製作，影片、圖片、互動小遊戲全部置於	 KeyNote	 投影片之中，因此

教師只需要點擊螢幕即可切換內容，避免教師因不停切換軟體而造成困擾。此

外，所有課程內容皆依照教材內容分段，因此教師可自行更換教材單元順序，

並可自行增添內容。因此，考量上述觀察情形，本研究針對一個單元的課程內

容分段與可能的教學活動設計，規劃一套輔助教具（包含硬體、軟體及內容）

提供教師授課。進入教學現場觀察教師使用情形，並與教師討論教材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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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依照觀察與討論結果進行教具修改。下表為本次課程設計之內容來源、

內容分段、軟硬體應用說明：

表	 4-9、教材內容來源與內容分段

內容來源 八年級英文科課本	 翰林版

課程內容分段 相應活動設計

暖身 暖身活動

對話（Dialogue）與單字 課文影片與課文講解、單字

主題字彙 主題單字（Theme	 Word）

文法 文法教學

閱讀（Reading）及單字 課文影片與課文講解、單字

課本習題練習 課本習題練習

生字補充 單字

表	 4-10、內容分段活動設計

暖身活動 依課程主題內容設計，以	 KeyNote	 超連結功能製作觸控互動遊戲

主題單字

（Theme	 Word）

以圖片、影片補充主題內容，並以文字投影片引入主題單字教學

單字 單字示意圖＋單字（含音標）

課文影片與課文講解 課文動畫影片（提供有/無字幕版本），以文字投影片講解課文

文法教學 以示意圖＋文字投影片講解文法，必要可增加影片

課本習題練習 將課本習題放入投影片，並可讓教師自行選擇是否顯示答案

補充內容 針對課程主題內容增加圖片、影片等補充內容

表	 4-11、教學軟硬體設備

教師端設備 Apple	 iPad	 Wifi	 版	 （第三代	 iPad）

教師端軟體 Apple	 KeyNote	 for	 iPad

影音連結 影像：iPad	 VGA	 轉接線＋VGA	 線材＋	 單槍投影機＋投影幕

聲音：3.5	 耳機插孔連接至教室播音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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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數位教材教學現場實景

本實驗研究報告將分別呈現以下三個課程分段單元教材的設計製作方式、

問題發現、解決方法、實驗結果等內容：

（一）暖身活動與單字課程設計

（二）課文版面設計

（三）文法版面設計

每一單元中的實驗報告之初先以「課程設計記錄表（表	 4-12、表	 4-13、表	 

4-14、表	 4-15）」呈現該單元支教材內容、課程主題、教材設計、上課堂數、

以及教學過程中所發現之問題，接著再以圖文敘述探討問題成因、解決方法、

再次實驗結果、以及實驗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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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暖身活動與單字課程設計

表	 4-12、第四課（Unit	 4）單字課程設計記錄表

教材內容 八年級英文科	 Unit	 4	 暖身活動＋	 主題單字	 ＋單字

課程主題 運動傷害

教材設計 1.	 暖身活動：看圖猜名詞＋運動名詞連連看（	 KeyNote	 投影片製作連連看動
畫，教師抽學生回答問題）

2.	 Theme	 Word：以圖片說明運動傷害＋運動傷害趣味小短片（呈現運動傷害
圖片，教師抽學生回答運動傷害英文名稱）

3.	 單字：單字示意圖＋單字

上課堂數 三堂

發現問題 1.	 需要全版面單字＋音標

2.	 需要單字發音，讓學生可跟著練習發音

3.	 學生對圖片反映良好，可增加圖片量

4.	 暖身活動題目可增加，讓更多學生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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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探討：

在第一次上課後，另外兩位教師反映需要單字（純文字＋音標）投影片，

並加上單字的發音檔供學生做發音練習。由於設計課程的教師（T1）本身習慣

自己發音帶領學生練習，但另外兩位老師並不習慣自己示範發音，當教師意識

到教材能提供發音功能後，便希望能將該項功能加入。此外，另外兩位教師

（T2、T3）由於缺少純文字的單字投影片輔助，有些圖片連教師自己都不知道

該對應哪個單字，認為有必要增加純文字投影片作為提示。在使用圖片、互動

題目後，發現學生的課堂回應率大幅增加。三位教師認為，平常上課時最怕的

就是學生精神不佳、上課回應率下降。而使用圖片、互動遊戲後，學生便能一

直維持高回應率，因此對影音圖片、互動遊戲抱持肯定態度。

（二）	 解決方法：

由於在上完第一堂課後，三位教師的單字教學仍未結束，因此仍可針對尚

未上完的部分作修改。首先單字部分增加了發音檔與單字（純文字＋音標）投

影片。另外也針對片語、單字增加更多圖片讓教師抽選學生猜單字，增加學生

回應、也使學生反應更為熱絡。在經過討論後，將純文字投影片安排在相對應

的單字圖片之後，並在切換至純文字投影片時同步播放單字發音檔，讓學生能

一起朗誦文字。

圖	 4-6、暖身活動與單字課程設計教材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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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次實驗結果：

在第二次的單字教學中，由於多了純文字投影片的輔助，除了方便教師帶

領學生認識單字外，對教師掌握每個單字的教學時間與節奏都有很顯著的幫

助。在實際參與教學觀察中，教師單字教學時間掌握在增加純文字投影片前後

有很顯著的改進，教學效率也有很明顯的提升。以	 T2	 教師為例，在增加純文

字投影片前，T2	 教師花了半堂課的時間仍未教完單字總量的三分之一，但是改

進投影片設計後只花了半堂課就將剩下的單字全部教完，並進入下一個教學單

元。

（四）	 實驗發現：

在一開始設計教材時，為了避免教材檔案尺寸過大影響運作穩定，因此教

材內含的素材較少，並沒有放入廠商提供的所有素材。但在教學後發現，不同

教師對於素材數量的要求並不相同：例如教師	 T1	 認為單字卡並不需要發音功

能，但是	 T2	 教師卻認為單字發音是必備功能。因此在設計第五課教材時，便

將所有廠商提供的素材都放入供教師自行選用，在經過教學後發現，即便第五

課教材放入所有相應的素材，教材運作仍相當穩定，互動功能也沒發生錯誤。

由此可見，設計教材時可將課本相關、或適當的補充內容加進教材之中。由於

教師本身俱備簡單的內容編修、重定順序的能力，即使加入了教師不需要的內

容，教師也可自行將內容刪除、或重新修訂。因此若要使教師熟悉數位教材的

使用，一定要有相應的教師研習訓練，讓教師能在課堂上流暢操作數位教材，

並能夠自行增刪、調整數位教材以符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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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教材順序、內容編修功能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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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文版面設計

表	 4-13、第四課（Unit	 4）課文（對話	 Dialogue）課程設計記錄表

教材內容 八年級英文科	 Unit	 4	 課文（對話	 Dialogue）

課程主題 運動會與運動傷害

教材設計 1.	 課文問答暖身：教師提出三個與課文圖片相關問題，並由學生搶答或抽籤選

學生回答；結束後播放課文動畫影片，分為「中文字幕」、「英文字幕」、

「無字幕」三次播放，並要求學生隨著影片練習口說。

聽力測驗與遊戲：聽課本聽力測驗聲音檔回答問題（是非題）；再由教師從課

文中自行想出問題由學生分組回答。

課文重點教學：依照課文順序，進行片語、單字教學。

上課堂數 兩堂

發現問題 1.	 課文重點教學版面設計不符教師之「易用」需求：學生無法跟上教學節奏

2.	 課文補充圖片太少，難以吸引學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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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第四課（Unit	 4）課文（閱讀	 Reading）課程設計記錄表

教材內容 八年級英文科	 Unit	 4	 課文（閱讀	 Reading）

課程主題 運動會與運動傷害

教材設計 1.	 閱讀聽力練習與畫重點：先播放閱讀課文的聲音檔供學生練習聽力；將課文

全文放出，並提示重點位置先讓學生畫記。

2.	 單字與片語補充：以單字、片語、圖片等方式補充，再由教師進行解說授

課。

上課堂數 兩堂

發現問題 1.	 文重點教學版面設計不符教師之「易用」需求：學生無法跟上教學節奏

2.	 課文補充圖片太少，難以吸引學生注意

79



（一）	 問題探討：

在課文教學中所面臨最大的問題，正是教師的「易用性」需求。在最初的

設計中，負責課程設計的	 T1	 教師認為國中生需要「步驟式」的教學：即課文

版面設計採用「逐漸浮現」的方式以一句為單位將課文補充內容逐頁放出。在

與其他教師（T2、T3）討論後，認為這種方式能確保學生的注意力集中，並能

確實找出當前的教學重點位置。	 圖	 4-8	 四張投影片呈現的都是同一個重點單字

「Chew」，而四張投影片必須跟隨教師的節奏、由教師控制呈現內容。此一設

計構想讓教師可以自行控制學生看到的資訊數量，並能夠明確找到教師補充內

容在投影片上的位置。

圖	 4-8、「步驟式」教學投影片設計範例

然而這種做法在實際教學後卻發現有兩大問題使教學無法流暢進行：首先

教師必須不斷的回到講台前操控	 iPad，即使使用	 iPhone	 的遙控功能控制，仍

然會使操作次數過多，而使教師無法專心於課程內容講解上；第二，這種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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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方式因為不斷的變動，反而使學生更難找到教師目前講述重點在學生用課

本上的位置，導致教師必須不斷提醒當下講述的位置。例如在進行「Chew」單

字補充時，當第一頁（圖	 4-8	 左上圖）出現，第二、第三頁（圖	 4-8	 右上、左

下圖）接著出現後學生就不知道教師正在講述的位置了。即使三張投影片只有

資訊量的差異，但只要換一張投影片，學生就無法瞭解當前的講述內容與課本

位置的對應。

在三位教師的教學現場觀察中發現，當教師切換投影片後（同一單字），

就必須重新提示講述位置，甚至必須拿出指本課本說明單字位置。此一現象使

教師教學效率嚴重落後，原定兩堂課能上完的課文（對話	 Dialogue）在兩堂課

結束後仍只教授了課文的	 70%。三位教師為彌補落後進度，直接放棄使用投影

片教學，改以寫黑板補充的方式將剩餘的課文內容上完，並進入課文（閱讀	 

R e a d i n g ） 教 學 。 為 避 免 課 文 （ 閱 讀	 R e a d i n g ） 教 學 發 生 與 課 文 （ 對 話	 

Dialogue）相同的問題，因此已完成的投影片前增加課文全文及重點標示位

置，供學生參考並先將重點標示出來，避免在教學時找不到重點位置。做法如

下頁圖	 4-9。即使事先將重點畫出，此一做法仍無法使學生能在短時間內找到投

影片內容與學生用課本相對應的位置，教師教學效率依然無法提高。

圖	 4-9、第四課課文（閱讀	 Reading）版面設計圖

註：左圖提示課文重點位置供學生參考畫記，再如右圖一般做個別重點解說

81



（二）	 解決方法：

在與三位教師討論後，認為學生找不到教學重點的原因在於「學生只看一

句話無法與課文內容產生連結」。亦即學生只看到一句對話、一個單字或一個

片語，例如「Chew」時，無法與學生用課本上的內容產生連結，因此無法找出

該單字的位置。而原先構想中的「步驟式」設計也不需要如此瑣碎，在三位教

師改用黑板趕課的觀察中發現，即使一次把一個單字的補充內容全部寫上黑板

再進行教學，也不會使學生迷失在較為大量的資訊中，反而能更有效率、更快

速地結束「一個單字」的內容補充。觀察發現，相對於「步驟式」的教材設

計，如何讓學生能更快速、更簡單的在教材中找到資訊位置更能使學生專心於

課堂上，並使教學進行更為流暢。

重新設計的第五課課文教學中，將「逐漸浮現」的特色取消，並將補充重

點的前後文全部列出，改以漫畫對話框的方式將單一重點的所有補充內容一次

呈現，除了能指明補充重點的位置外並呈現補充內容外，也能以色彩更豐富的

方式呈現教材，美化教材外觀。

圖	 4-10、第五課（Unit	 5）課文（閱讀	 Reading）版面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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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第五課（Unit	 5）課文（對話	 Dialogue）版面設計圖

（三）	 再次實驗結果：

在第五課教學時，便將教材全部改以新的設計呈現。三位教師使用後發

現，如此設計不只大幅改進教學效率，教學效率甚至超越「抄寫黑板」。在觀

察中發現，原定兩堂課才能教完的課文（對話	 Dialogue）不只能在預定的時間

內上完，教師少了抄寫黑板的程序後，還能增加與學生互動的問答遊戲、播放

補充影片、圖片等。三位教師在改用新版面設計後，教學效率大幅提升並在預

定時間內結束課文單元授課，解決課程進度落後的問題。

（四）	 實驗發現：

本次實驗驗證了教師之「易用性」需求。在課程設計之初，T1	 教師預想

的教材版面設計便是為了增進教材的易用性，但卻不符合學生的閱讀能力而使

學生無法在短時間內吸收教師給的資訊。同時第四課教材設計忽略教師操作的

簡便性，使教材在實用上不符合教師的「易用性」需求，使教學效率大幅下

降，造成教師課程進行不順暢。在經過修正後，教師不只減少操作次數、簡化

操作流程，也能讓學生更快的理解吸收教學內容，使教學效率回復、甚至超越

傳統教學的水準、讓教學更為流暢，也讓教師能增加更多元的教學內容，亦符

合導入數位教材的目的：使教學更有趣、內容更多元。同時也證實了「教材易

用」對教師教學進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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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法版面設計

表	 4-15、第四課（Unit	 4）文法課程設計記錄表

教材內容 八年級英文科	 Unit	 4	 文法

課程主題 副詞

教材設計 1.	 互動活動：播放小短片請學生回答影片中人物的動作副詞，再尋求志願者依

照投影片上的文字作出與副詞相應的動作。

2.	 文法解說：使用文法比較表格投影片解說文法課程

3.	 課本習題演練：抽籤請學生回答課本習題

4.	 課後補充：使用圖片與影片做最後補充

上課堂數 兩堂

發現問題 1.	 投影片操作步驟過多（採用「步驟式」做法）、動畫過多
2.	 補充圖片太少，難以吸引學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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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探討：

文法課程設計與課文設計同樣採用「步驟式」的逐漸浮現做法，不過細節

上仍與課文設計不同：課文逐漸浮現是以補充內容為分割，將補充內容依教師

講的步驟作分割；文法的做法則是將整個版面做分割，例如圖	 4-8	 的兩句話分

為兩次出現，因此教師必須回到講桌前才能使第二句話「Close	 the	 door	 

loudly」浮現，其他教學內容中亦有許多類似的做法。

圖	 4-12、文法教學版面設計範例（第四課、改善前）

完成課文教學後，T1	 教師認為儘管在課文教學中遇到教學效率不佳的問

題，但在試用文法教材後認為兩者（課文與文法）的教學方式並不相同：課文

是以文章為主體進行補充，因此需要學生與這本對照、抄寫筆記；文法則是完

全由教師進行教學，沒有其他參照物的教學方式。因此在經過討論後，決定仍

以原先的設計進行教學。但在教學後，T2	 教師認為操作步驟過於繁瑣，且由於	 

T2	 教師對	 iPad	 操作並不熟悉，因此難以流暢操作	 iPad	 進行教學。而	 T1	 教師

則認為，雖然投影片過場動畫在實際教學時確實能吸引學生注意，但過於絢麗

的動畫反而會造成學生鼓噪而必須花時間維持秩序，因此認為教材並不需要動

畫。T3	 教師則認為投影片不需要做多次的分割，直接由教師指引學生資訊位置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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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決方法：

為避免操作步驟過多造成教師困擾，因此將第五課教材改為一次呈現較多

資訊，由教師自行指引學生資訊位置，且所有重點位置皆以多色字體標出提高

辨識度，設計如圖	 4-13：

圖	 4-13、	 文法教學版面設計範例（第五課、改善後）

針對動畫部分，第五課文法則全部取消過場動畫設計，改以增加圖片、影

片等方式增進課程趣味性，	 並透過影片設計「文法找錯遊戲」與學生互動。如

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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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文法教學版面設計範例（增加圖片、影片）

（三）	 再次實驗結果：

第五課教學時三位教師的教學速度有明顯增加，且不再為切換投影片而中

斷教學，對提升教學效率有很大的幫助。在第四課教學時，三位教師發生與課

文教學相同的課程進度落後問題，但在修改投影片設計後，三位教師都能在預

定時間中完成文法教學，並增加了歌曲影片增加了與學生互動的「文法找錯遊

戲」，該活動獲得學生的熱烈回應，對提升學生注意力有相當高的效果。

（四）	 實驗發現：

文法課程設計證實了教師「教學需求彈性極大」的訪談結果。在	 T1	 教師

最初的設計中，以「步驟式」逐漸浮現內容的投影片呈現教師教學內容，希望

能藉此加強學生注意力，並能配合學生理解能力。然而在經過實際應用後，這

樣的課程設計不但操作過於複雜，還使教師教學進度落後。在發現這樣的情況

後，三位教師不約而同地放棄原定的課程設計，臨時改以黑板抄寫的方式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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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的課程趕完。在改變的過程中教師並沒有花費額外的時間重新設計課程，而

是拿起課本，直接將補充內容抄上黑板並開始教學。證明教師並不會堅持一定

要使用特定的教學方法，而是選擇最快、最有效率、最好用的教學方法。

在更改版面設計後，三位教師在試用過後就能直接使用並在預定時間內完

成課程，可見只要教材能符合教師「易用」的特性，就能接受並順暢使用；更

為易用的教材也提升教師的教學效率，讓教師不只能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課

程，還能增加過去所沒有的互動遊戲與補充圖片、影片，增進教學活動與內容

的多樣性。

第四節	 研究結果

在訪談與傳統教學觀察中發現，因為同一所學校教師皆擁有相同的教學進

度壓力、使用相同教材，因此教師的課程內容分段、與內容分段相應教學活動

設計差異不大，同時由於教師教學功能需求彈性極大，因此並不需要特別為個

別教師設計特殊功能的教材。因此數位教材設計實驗便改為由一位教師（T1	 教

師）設計教材，再交由	 T1、T2、T3	 三位教師進行教學實驗，同時驗證「教師

功能教學需求彈性極大」與教師兩項數位教材需求的「易用」、「穩定」，瞭

解是否只要教材符合此兩種點，就能讓教師願意導入數位教材。

在課程設計實驗中，三個課程內容分段（對話課文、閱讀課文、文法）都

曾發生教材不易使用、學生無法理解授課內容、教材操作繁複、教學進度落後

等問題，而在發生這些問題時，三位教師都會選擇放棄使用教材，並立刻改變

教學方法，選擇最適合當下情形、最易用的教學方式。此外，在經過教材重新

設計、安排、並使教材使用更為容易、依照教師對學生反應的認知進行修改

後，教師不只能順暢使用數位教材進行教學，也有效提升教師教學效率，讓教

師不只能在預定時間內完成課程教學，並增加許多過去所沒有的多媒體素材、

互動遊戲課程。在課程中並沒有發生軟硬體不穩定、當機等情形，也使教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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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課堂中因為軟硬體問題而中斷教學。此二現象說明教師在教材符合教師

「易用」、「穩定」兩項需求後，確實能增進教師使用數位教材之意願，且能

有效增進教師教學效率、增加教學內容豐富、多樣性。

課程設計實驗的另一驗證重點為：若教師的教學方法差異不大，那麼是否

能由一位教師設計教材，交由其他教師使用？在實驗中發現，T2、T3	 教師在

學會如何增刪內容、改變內容順序後，兩位教師都能直接使用	 T1	 教師所設計

的教材進行教學。在經過第四課教學後並修改教材設計後，三位教師在第五課

教學中都能順利地在預定時間內教完所有課程，並自行增加互動遊戲、多媒體

素材等內容，說明只要教材能符合教師需求（易用與穩定），且教師能自行更

改內容順序、增刪內容，教師便能在使用同一份教材的基礎上，自行衍生出屬

於自己的教學方法，並不需要為個別教師設計特殊功能，便能讓教師順利操作

數位教材，增進教師教學效率與教材內容豐富度與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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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討論	 

本章將統整研究結果與文獻、過去的相關研究作比較，並依照以下架構作

探討：第一節為「教師的數位教材設計需求」，探討當前數位教材在教學現場

上的不足以及本研究發現的教師教材設計需求，並對兩者做功能、內容安排、

認知的比較；第二節則探討數位教材在教學現場應用時所帶來的效益，以及使

用數位教材後教師與學生互動間的變化；第三節則為本章小結。在本章中所討

論之「教師」指的是實驗對象學校「英文科教師」，並不包含不在本次實驗範

圍之其他教師。

第一節	 教師的數位教材設計需求

在文獻探討中發現，過去台灣的數位教材（在國家教育研究院	 102	 年研討

會中被稱為「電子教科書」）研究通常偏重教師針對目前數位教材的功能應用

情形、頻率，但甚少探討教師使用該教材功能的真正原因。多數研究結果僅呈

現教師在課堂上使用數位教材的方式描寫：例如對數位教材的特定功能如「放

大縮小」、「筆記」等功能以問卷做使用頻率統計。但這些研究對於教師為何

要使用該功能、使用該功能所獲得的效益卻少有著墨。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部分曾使用數位教材進行教學的教師確實對數位教材

功能的應用頻率與其它相關研究結果相同。但經過訪談、實地觀察後，發現使

用率高的功能並不見得是因為符合需求被教師使用，而是因教材設計不良而不

得不使用這些功能。舉例來說，在許多數位教材（電子教科書）的研究中，除

了互動遊戲、影音功能外，最常使用的功能為「放大縮小」。此功能若單就問

卷統計結果而言，確實是使用頻繁、廣受教師歡迎的功能。本研究的訪談、觀

察結果都顯示，「放大縮小」功能使用頻繁是因為教材版面設計不符需求使教

師不得不使用該功能，但事實上教師並不希望一直使用這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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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光碟的字都那麼小，當然要一直放大縮小啊。如果可不要一

直放大當然很好，畢竟電腦都那麼慢，一直調整大小也很麻煩的」

（訪談記錄：T3Q3A2）

其他如畫筆、裁剪功能等在相關研究中也有相當高的使用率，但在本次研

究中卻發現這些功能如果能被更為自動化、或預先編寫好的教材取代，教師會

有更高的接受度，主要原因在教師不希望在課堂上做過多的數位教材操作：

「一直操作電腦很不好，這樣就看不到學生在幹什麼。那如果要在

電腦上寫字，那還不如直接轉身在黑板上寫就好，還比較好寫，反

正都看不到學生不是嗎？」

（訪談記錄：T2Q1A2）

就本次研究結果來看，許多當前數位教材所包含的教師功能並不是教師真

正需要的功能，反而是因為教材內容、版面設計導致教師不得不使用這些功

能。以下針對相關研究中俱有高使用率的功能及本研究所獲得的結果進行探

討，並製成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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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相關研究之常用功能與本研究觀察發現對照表

教材功能 本研究觀察結果

放大縮小

實際狀況：廠商所提供的數位教材版面設計與學生用課本相同，但這樣
的設計在實際使用時卻受限投影幕尺寸而使字體、圖片過小，無法讓學

生看到，因此教師必須頻繁使用此功能將內容尺寸放大至能讓學生看見
的程度。放大縮小

教師看法：不斷的放大縮小意味著必須不斷操作電腦，會讓教師的精力
都用在操作電腦上而忽略學生反應。若直接將教材內容尺寸符合投影尺

寸，就不需要使用此功能了。

遮罩、聚光燈

實際狀況：由於廠商的教材版面與學生課本相同，一次呈現的內容過
多，使學生無法專注於教師當下講述的內容上。因此教師必須使用遮

罩、聚光燈等功能將當下講述的部分標記出來，讓學生瞭解教師正在講
述的部分及其對應位置。

遮罩、聚光燈 本研究做法：將教師的講述內容依照教師設計、並參考教師手冊，將課
文內容以適當尺寸排版於投影片上，再以投影片內建功能直接將聚焦位

置以文字框、箭頭、不同顏色文字標出。如此一來教師便不需要在課堂
上操作此功能，亦可避免與「放大縮小」所產生的教師專注於操作電腦
而忽略學生反應的問題。

畫筆

實際狀況：與遮罩、聚光燈相同，此一功能是因應教材版面設計而生的
功能。

畫筆 教師看法：目前的畫筆功能多以滑鼠操作，因此課堂操作時便會產生與
「放大縮小」相同的問題。即便以觸控螢幕操作，太小的操作面板仍不

及黑板實用。因此教師認為可透過教材設計避免畫筆使用，而真的需要
使用繪圖功能時，黑板遠比使用電腦繪圖來得方便。

選號器

實際狀況：在電腦上使用選號器抽選學生回答問題，但此功能必須利用
滑鼠操作，會增加教師的操作負擔。且選號並非數位教材才有的功能，

每一間教室皆以配備抽籤統供教師使用。選號器

教師看法：教室已經有籤筒可用，並不見得一定要用數位的選號器，以
電腦抽選學生反而增加操作上困難。

搜尋引擎

實際狀況：學校網路建置不佳，部分教室甚至不在無線網路的涵蓋範圍
內。而教室的有線網路設置在教室的最後方，教師不論是平板電腦、或

筆記型電腦皆無法使用網路。
搜尋引擎

教師看法：要給學生看的內容應該在上課前先找好，等到上課時再找通
常都會找不到，而且盯著螢幕找資訊反而難以控制教室秩序，也難以關

注學生的反應。

效果聲音

實際狀況：廠商提供的效果聲音必須由教師自行點選，但效果聲音選單
通常必須經過多次的點選才能找到適當的音效，點選音效反而造成教師

的操作困擾。因此雖然此功能能給學生帶來鼓舞、娛樂效果，但教師實
際上並不見得會使用此項功能。效果聲音

教師看法：效果聲音應在恰當的時機使用，但在完成功能操作後通常已
不需要效果聲音，也使造成教師操作上的困擾。自行操作效果聲音，反

不如將效果聲音直接內建於課程活動使用的小遊戲之中。

92



經過本研究的實驗與訪談後，發現教師針對數位教材的功能需求並沒有太

多、太複雜的要求。國中教師受限於學校指定的教學進度，課程設計無法產生

差異化，只能以相類似的教學方法進行教學以滿足緊迫的進度要求，因此並不

需要為個別教師量身打造數位教材；而教師的教學方法調整擁有極大的彈性，

只要數位教材容易使用、運作穩定，教師就能順利使用數位教材進行教學，並

不會要求教材必須具備特定功能。以下就此三項特點進行說明與探討：

（一）	 嚴格規定的統一教學進度，教師無法依照自己的想法教學：

目前國中升學仍需採納基測（民國	 103	 年起改為國中教育會

考）成績，因此學校教學進度有相當嚴格的要求。九年級時除一般

教學外，仍需要複習七、八年級課程，因此教師不願導入數位科

技，避免影響課程進度；許多非教學活動如畢業旅行、露營等則必

須在八年級時完成，大幅影響八年級上課時數，使國中七、八年級

教學有非常大的進度壓力。以本次實驗為例，實驗學校為避免畢業

露營影響九年級課程，將畢業露營挪至八年級舉行，加上運動會等

活動後，八年級的上課時間大幅縮減。而學校又時常利用正課時間

舉行高中職觀摩、入學說明、觀賞表演活動，使一學期的課程時間

遠低於廠商課本所設計的課程時數。如此一來，每位教師為避免課

程無法在時間內上完，通常自行設計的課程內容多大同小異，除了

課程內容分段順序不同外，課程如何教、教多久都非常相近。此

外，有多位教師在訪談中表示，目前的課程進度壓力使他們很難使

用更多元、互動性更高的教學方法：

「其實我們當然是希望可以像兒童美語那樣用玩的方法

教，可是這樣就絕對教不完，最後就是一直趕課」（訪談

記錄：T1Q2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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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該校教師表示過去曾採用朗文版英文課本，而朗文課

本的教學設計便是如同兒童美語一般的遊戲式教學。但在使用一年

後，發現這樣的教學方法很難在指定時間內完成課程進度教學，因

此最後便改用其他出版社的產品。由於受限於龐大的進度壓力，使

教師不得不採用非常類似的教學方法。在實驗中也證明，只要數位

教材本身的易用性、穩定性符合教師需求，那麼同一套數位教材只

要交由教師自行增添內容、自行修改順序，就可以供不同教師使用

並順利導入教學現場，不需為教師設計專殊化教材。

（二）	 數位教材首重易用、穩定，不需要特別設計花俏功能：

在參考現有廠商提供的教材時，發現當今數位教材皆具備很

多互動功能，如課文小遊戲、互動配合題等等。但在實際觀察中卻

發現教師很少使用這些互動功能，甚至有些教師根本不願意使用數

位教材。訪談記錄顯示，這些教師拒絕使用數位教材的原因主要為

「數位教材操作不易」或「數位教材操作過於複雜」。然而沒有使

用數位教材卻不見得沒有使用動機，除了九年級教師外，其餘教師

皆表示願意使用數位教材，但前提是教材要容易使用，而且操作穩

定。例如訪談中，T7	 教師認為教材不易使用，而拒絕使用：

「課程光碟我有看過內容，可是我連灌進電腦都有問題，

要我怎麼使用？而且之前看別的老師用，那功能實在太多

了，我學不來」（訪談記錄：T7Q2A1）

受訪教師沒有能力、也沒有時間自行設計數位教材，目前數

位教材大多由廠商提供，	 但廠商提供的教材則被教師認為是「難

用」且「不穩定的」，使教師空有使用數位教材的動機，卻不願意

付諸實現。在經過訪談後，發現教師對教材設計的要求其實不多，

僅有「易用」與「穩定」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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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易用的教材：

教師的教材易用性認知主要分兩方面：操作容易與能輕

易的讓學生接受、吸收。操作容易主要針對操作步驟與操作

時所需要的「動作」，在觀察教師使用廠商提供的數位教材

時，發現教師必須不斷趴在講桌上操作電腦，並緊盯電腦螢

幕避免操作錯誤。課堂後該教師表示，由於必須一直盯著電

腦，所以根本不知道學生在做什麼，也很難掌握課堂氣氛；

講桌設計也不適合操作滑鼠，使教師無法流暢操作數位教

材。受訪教師認為，教材必須操作容易，對課程數位化才有

實質的幫助，否則只是徒增教師困擾、影響課程進行。在教

材設計與導入的實驗中，簡化的教材操作確實能為課程進行

帶來正面效益，也獲得教師正向回應。

另 ㄧ 針 對 易 用 性 的 要 求 ， 則 是 希 望 能 「 讓 教 學 更 容

易」。在實驗中發現，國中生從大量資訊中擷取有用資訊的

能力較差，且看到片段資訊時也很難與其他資訊做聯結。這

在實驗時修改課文教材時可看出。將課文全部放上並缺少明

顯標記時，學生很難在教師的講述中找出教師目前正在說明

的文字段落，也很難在一大片資訊中有耐心的找出有用的資

訊；若只將課文中目前正在講述的段落放上投影片，學生則

會找不到該段落在課本中的位置。兩種情況都會造成學生無

法專心，使教師必須花很多時間提醒學生當下的教學內容位

置，造成教學進度嚴重落後。最後將課文全文放上，並以大

型對話框與變色字提示重點位置，並在對話框中放入補充內

容，就能順利抓住學生注意力、避免學生找不到當下講述內

容位置的問題發生。三位教師認為，當學生能順利接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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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確實能使授課更有效率，增加更多與學生互動的機會，

對教學成效有顯著幫助。

2.	 教材穩定性：

本實驗對象學校擁有數位互動教室、電子書包，也提供

筆記型電腦供教師使用，但當教師嘗試使用這些設備時，卻

常因為設備運作不穩定而卻步。例如受訪教師中就有兩位教

師無法使用廠商提供的課程光碟（安裝後無法執行），一位

教師因為電腦運作過慢而無法順暢操作課程光碟，其餘各種

運行出錯、無法執行等問題更是不計其數。

教材運作的穩定性對教師教學效率、課程進行都有很大

的影響，若教材運作不穩定、或是教材無法運作、安裝，不

僅會影響教師使用信心，甚至會使教師放棄使用數位教材並

改回傳統式的黑板講述式教學：

「⋯⋯ 當掉重開就好，可是每次當掉學生就會鼓

譟，還會有學生笑我，然後就要維持秩序，真的

很花時間」（訪談記錄：T2Q2A2）

（三）	 教師教學方式彈性極大，不會要求特定的教學功能，以課程順利進

行為第一優先：

在傳統教學法觀察中發現，教師雖會在課程進行前設計課程

活動、互動小遊戲等，但教師在上課時卻不見得會依照原先的設計

進行課程。T1	 教師表示：

「不管用什麼教學方法，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能教完，否則

再花俏、再有趣的課程最後也只是害課程上不完而已」

（訪談記錄：T1Q2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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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認為，不管用什麼教學方式，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校方

規定教學進度才是最重要的。儘管教師為提升教學成效，設計許多

有趣的活動、小遊戲與學生互動，但若在課堂上遇到操作、實行上

的困難時，教師會直接放棄該項活動、或改採其他更簡單的方式進

行，並不會堅持使用該項功能而使教學效率下降。

由於（一）國中教師每日事務極多（學校行政事務、批閱四

個班級的習作、考卷、批閱一個班級的聯絡簿等等）、（二）受限

於課程進度壓力、加上（三）教師對教學方式設計並不執著，教師

不願意花費過多額外時間在教學設計上，使多數教師的教學活動差

異不大。

「我覺得課程不要太爛，不要只是念課本寫作業，這樣就

差不多了。不然每天做那麼多事情，哪個老師會有空去玩

那些教材」（訪談記錄：T5Q3A2）

「要是數位教材可以讓我們上課更方便更輕鬆，那用了當

然沒問題。要是更麻煩的話，我就照原來的方式上課就好

了，那樣教也是很好啊」（訪談記錄：T2Q3A1）

綜合以上三個重點，可發現教師對於數位教材的功能要求並

不高，教師所期待的數位教材功能是「能讓教學更輕鬆、能更方便

地呈現更多資訊給學生」，而不在於追求花俏、操作繁複的互動功

能。教師對數位教材易用性的要求遠高過對於任何功能的要求，在

課程設計導入實驗中，就曾有教師認為課文單元教材教學不容易而

直接放棄使用該份教材，並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形下改用課本與黑

板進行課程。事後討論時，該位教師表示若依照該份教材教學，最

後一定會教不完，所以寧可用最沒內容的方式上課，也不要因為教

材不好用而使進度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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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數位教材設計不應只是著重互動功能開發，追求硬體設

備的應用。對教師而言，能不能用數位教材減輕授課的壓力，並且

在有限的時間內呈現更多的資訊給學生，才是對數位教材的要求與

使用的真實動機。

第二節	 數位教材使用效果與師生互動

在本次實驗中，研究者利用錄影、或直接進入教學現場中觀察課程進行，

對數位教材使用效果與師生互動皆有觀察記錄。本節中將結合實驗觀察記錄，

配合與教師討論結果、實驗後訪談記錄，探討數位教材的使用效果與使用數位

教材前後的師生互動變化。本節分兩部分，首先探討數位教材使用效果，再探

討使用數位教材前後的師生互動變化，並與其它相關研究做綜合討論。

一、數位教材使用效果

在過去的數位教學研究中，曾指出電腦輔助教學能對學生學習成效帶來正

面效益（EUSD,	 2011）；在引發學生學習動機、提升學生數位素養等亦有相當

成效（Goodson,	 2002b）。在本次實驗中，除觀察教師使用數位教材情形外，亦

同時藉由小考成績、實驗後訪談教師兩種方式瞭解數位教材之使用效果。

（一）	 單字測驗成績提升：

在	 EUSD（Escondido	 Union	 School	 District）的電腦輔助教學

實驗中發現，電腦輔助教學對學生的外語口說能力有顯著的提升效

果。該實驗的電腦輔助教學是以口說訓練為主，並以數位教材、設

備輔助教學。本研究則是以數位教材輔助一般國中英文課程教學，

著重於單字、文法教學，因此本研究僅以單字測驗作為教材成效之

比較，並以單字測驗的答題情形、與成績變化作為成效參考。

本次實驗教師在每一課教學中皆會在單字單元教學完後，進

行簡單的單字小考，考試內容為十至二十題不等的中、英文單字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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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可分為兩種題型：教師念英文，學生寫出英文單字與中文解

釋；或是教師念中文，學生寫出英文單字。此測驗在每一課教學中

皆會進行，並不受到數位教材導入的影響，是教師一貫使用測驗方

式。實驗學校分班採常態分班，因此各班級學習程度差異並不大。

表	 5-2、教師題目設計範例對照表

教師題目設計教師題目設計教師題目設計教師題目設計

題
號 題目（教師口說） 學生答題（英

文）
學生答題（中

文）

1 膝蓋 knee 不需答題

2 nail nail 指甲

在經過兩次的數位教材教學後（即經過	 Unit	 4、Unit	 5	 教學

後），三位教師發現，成績中後段學生答題情形與導入數位教材前

相比有顯著改善。在導入數位教材前，學生的「英文對應中文」能

力較差，在老師念出中文時很難答出相應的英文，老師念英文時也

無法寫出相對應的中文。然而在經過兩次的數位教材教學後，三位

教師發現，儘管這些學生雖然仍沒有辦法拼出正確的英文，但是在

中英文對應上卻有明顯的提升。在導入數位教材前，有近三成的學

生聽到英文時，不管是中英文皆無法填答。但導入數位教材後，僅

剩不到一成的學生在聽到英文後無法填答中英文。實驗學生的英文

拼字能力並沒有顯著提升，中英文對應能力則有所提升。此外，提

高的學生填答率（測驗中不管中英文皆算分數）亦使成績後段學生

（不及格）成績提升，減少不及格人數，此結果可從教師提供的成

績登記表統計看出（參考	 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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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T1	 教師班級平時考成績登記表

圖	 5-2、T1	 教師班級英文單字成績不及格人數比較

（二）	 實驗後訪談教師：

在每一次課程教學後，皆與實驗教師進行討論，以瞭解教材

使用情形與課堂反應。經過兩堂課的課程教學後，有兩位教師

（T1、T3）認為數位教材對提升師生互動有非常顯著的幫助；其

中一位教師（T2）則認為數位教材能幫助教師提供更多的教學內

容給學生，在教學現場觀察中亦有發現相同結果。

過去研究發現，電腦輔助教學對於學生的注意力、學習動機

皆有正面的幫助（Austin,	 2003）。在本次的實驗中發現，在使用

數位教材進行教學後，學生與教師的互動量提升相當顯著，特別是

班級中成績處於中後段的學生，其與教師的互動提升更為明顯。例

如以傳統課程進行教學時，文法、課文需要大量講述輔助的課程單

元進行時，成績中後段學生對教師教學內容的反應並不熱絡，當教

師進行補充說明時，學生亦不會主動抄筆記、回答問題。然而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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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數位教材後，由於教師能放入更多的精力在與學生互動並觀察學

生上課情形，使學生都能融入教學中，並與老師做更多互動。現場

觀察中發現，進行數位教材教學後，在課堂上看課外書、不專心聽

講的學生大幅減少，在第五課以後，由於教師更習慣數位教材使

用，且數位教材經過修改後使教學更為流暢，上課不專心聽講的學

生已不再出現，並能順利融入教學互動之中。

研究指出，如果電腦輔助教學沒有辦法透過教材設計、功能

設計使學生聚焦於教師指定的資訊上，過多且繁雜的資訊反而會使

學習效果降低（Coffield,	 2004），在本次實驗中亦發現相同結果。

在課程設計修改過程中，發現若將大量補充資訊置於投影片上，學

生會因為找不到教師講述的內容而不專心聽講。在投影片版面修

改，使教師講述內容能藉由文字框、不同顏色文字聚焦後，確實能

使學生快速找到教師講述內容，並使學生更專心聽講，提升教師教

學效率。

二、師生互動

訪談時有教師認為，適當應用數位教材能減低教師在課堂上操作器材、抄

寫黑板的負擔，進而加強學生與教師互動，並讓教師擁有更多精力關注學生行

為。過去研究也指出電腦輔助教學能加強學生與教師間的互動，提升學生的學

習意願（Glover,	 2005）。本研究中發現，在教師採用數位教材後，學生反應熱

絡程度、教師與學生互動等皆有相當明顯的提升。以下就教師與學生互動分別

依：教師反應、學生反應、師生互動說明觀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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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反應：

在採用數位教材後，與傳統教學最大的不同為教師操作教材

的時間。過去使用傳統教學時，教師必須花費非常多時間抄寫黑

板、參考課本內容，然而在使用數位教材後，教師僅需要回到講台

上點擊	 iPad	 切換投影片，其餘時間教師便可在教師中來回走動、

並與學生互動。在實際教學中，教師皆會在教室中來回走動，更直

接的觀察學生反應、掌控課堂氣氛，並直接瞭解學生學習狀況。例

如：過去教師僅能在講台上關注前排學生，但使用數位教材後教師

就能觀察所有學生（於教室中走動），直接針對學生不懂、不瞭解

的部分進行簡短的一對一指導；在進行互動問答時，教師也能更明

確地掌握學生的參與狀況，能使過去較少互動、程度較差的學生也

有回答問題、參與教學活動的機會。不管是由數位教材直接帶來的

互動遊戲，或因為使用數位教材後而增加的師生互動機會，都對學

生的學習效率有相當高的提升效果。此發現與	 Glover	 於	 2005	 年所

作之研究結果相同，肯定電腦輔助教學提升教學效率、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的能力。

此外，在實際導入教材後，由於教師不需要花費時間在操作

教材上，使教師能在課堂中空出更多的時間進行不同的教學方式。

例如	 T1	 教師在完成第四課教學後，認為教師不需要花費時間在操

作教材上，應該加入更多的教學活動。因此	 T1	 教師利用小型磁鐵

白板自行設計了分組討論遊戲，在不更動現有數位教材的情形下，

加入許多能讓學生分組討論回答的題目，並讓學生能及時將答案寫

於白板上並與同學分享。此一現象說明：在有限的教學時數內，當

數位教材能減輕教師教學負擔時，教師便能自行設計更多教學活

動，並增加授課內容，增加教學內容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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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反應：

受訪教師曾提及，常態分班使學生的學習程度有極大落差：

若教學太簡單則高程度學生不專心聽講，反之則中低程度學生不專

心聽講，因此教學難度拿捏非常困難。在傳統教學方法的觀察中，

發現若教師開始講解較為枯燥的課文、文法時，程度較低的學生便

會開始發呆、或閱讀課外讀物，課堂參與熱忱相當低落。

然而在使用數位教材後，由於教師可在教室中走動觀察學

生，使學生難以在課堂中做與課程不相關的事務。同時，教師針對

數位教材內容設計了許多問答、配合小遊戲，並以抽籤、分組等方

式讓學生進行練習，也使程度較低的學生能擁有參與課程的機會，

提升了這些學生參與課堂的動機，不只提升了學生的學習效果（成

績、填答率提升），也提升教師的教學熱忱與成就感（訪談結

果）。

「本來上課學生都不理老師，要請他們聽課還得想辦法吸

引他們注意。可是現在用數位教材後，學生會覺得這樣上

課很有趣，而且也想看圖片之類的，就會自己專心看螢幕

（投影幕）。」（訪談記錄：	 T1Q5A1）

「學生的單字考試成績有變好，而且成績比較差的那一群

人也比較會回答，不然之前要他們認真上課根本不可

能。」（訪談記錄：T1Q5A2）

我覺得學生的口說好像有變好，至少我在問問題的時候學

生不會不回答。而且現在他們（指學生）看到單字投影片

都超興奮的。（訪談記錄：T2Q5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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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師生互動：

過去研究指出，電腦輔助教學能有效提升師生互動，並熱絡

課程氣氛，提升教學成效（Glover,	 2005）。在本研究的傳統	 /	 電腦

輔助教學觀察比較中亦發現，在採用數位教材後，教師與學生間的

互動有明顯的提升。在經過與教師討論後，認為此原因並不盡然是

數位教材多媒體內容所帶來的功效，而是數位教材的便利性、省時

等特點使教師在課堂中能擁有更多的時間、精力進行與學生互動的

教學方法：

「原本上課要寫黑板，就看不到學生在做什麼。現在不用

寫，就可以直接站在他們旁邊，看他們的反應並跟他們作

互動。」（訪談記錄：T2Q5A1）

「本來上課學生都不理老師，要請他們聽課還得想辦法吸

引他們注意。可是現在用數位教材後，學生會覺得這樣上

課很有趣，而且也想看圖片之類的，就會自己專心看螢幕

（投影幕）。」（訪談記錄：T1Q5A1）

因此只要數位教材能確實減輕教師教學負擔，就能有效提升

師生互動頻率，並使教學更有效率。在課後討論、教師訪談中發

現，這些改變除了多媒體內容的功效外，最重要的還是數位教材減

輕教師在課堂中的工作量，讓教師能更專注於教學活動的結果。

由以上結果可發現，在採用數位教材後，不只學生的學習成效明顯提升，

對教師的教學效率、師生互動等也都有明顯的改進。此結果不只印證本研究之

假設，亦與過去相關研究結果（Glover,	 2005）有相似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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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本研究之主旨在於探討教師使用電腦輔助教學時的真正需求，以及教師電

腦輔助教學接受度與使用效果。本研究之電腦輔助教學實驗則以數位教材導入

為主要研究方法，並透過教師訪談、課前課後訪談、研究者製作數位教材導入

等方式進行實驗。在本章中，將本研究之實驗結果與過去的相關研究、文獻探

討結果做相互參照、探討，發現在電腦輔助教學所帶來的效果上，不論師生反

應、學習成效等都與其它相關研究結果相符：電腦輔助教學能有效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提升教師教學效率、增加教學內容多樣性，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效。

在教師的電腦輔助教學功能需求上，則與其它相關研究結果不同。過去的

研究中，針對教師的電腦輔助教學功能需求通常以現場觀察、問卷等方式獲得

教師的電腦輔助教學功能使用頻率統計。這種方法雖能統計教師的教學功能使

用量，卻沒有探討教師使用教學功能的真實原因，使得某些因教材版面設計問

題而不得不用的功能被視為「數位教材的必要功能」，例如「放大縮小」、

「聚焦」、「剪貼」等功能在其他研究發現中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皆屬於教

師應要教材的重要功能。然而在本次的研究中卻發現，若教材設計能避開這些

版面設計上的問題，如資訊量過多、圖片字體過小、內容切換不易等問題，教

師就不再需要使用這些功能，運用數位教材進行教學的意願也會提升。而教材

設計若能符合本研究所發現的教師兩大需求：易用與穩定，則不只教師使用數

位教材的意願得以提升，對於教師的教學效率、甚至教師的教學熱忱、開發新

教學法的意願也都會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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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呈現本研究結論，探討研究結果與研究問題間之關聯。再針對電

腦輔助教學需求、數位教材製作、電腦輔助教學導入等方面提供建議，並說明

本研究之貢獻。故本章結構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結論，說明研究問題

所獲得之解答；第二部分則為建議，針對數位教材實務提供建議，並條列本研

究貢獻。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於教學現場使用電腦輔助教學時，所面臨之問題與教

師的電腦輔助教學需求，及導入電腦輔助教學之方法。本研究之初所設定研究

問題如下：

ㄧ、如何分析教學活動找出教師教學需求並設計數位教材？

二、若教材符合教師需求，教師能否導入數位科技於教學活動中？

三、如何順利引導教師導入數位科技於教學活動中？

本研究以訪談英文科教師、與八年級英文科教師合作製作數位教材、導入

數位教材、及教學現場實地觀察等方式進行，力求以最貼近、最真實的狀態瞭

解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的認知與需求，並瞭解導入數位教材後對教師教學的影

響與導入之方法。最後再透過比較訪談結果及實驗觀察結果，驗證研究結果的

可靠性。

一、分析教師教學活動並找出教師之教學需求

在本研究設計之初，為分析教師教學活動，設計了一套觀察教師教學活動

的流程，希望藉由實地觀察或錄影記錄的方式，並配合教學需求功能表找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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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教學功能需求。然而在經過訪談後，發現由於同一所學校教師皆使用相同

教材，且校方訂定的教學時數受限於校方活動、臨時加開活動等限制，使教師

的教學時數遠低於廠商設計的教學時數，因此教師無法在教學活動上做差異

化，每一位教師的教學活動除九年級課程外，幾乎沒有太大的差別。而在實際

觀察不同教師的傳統教學現場及填寫教學活動表後，發現不同教師的教學活動

僅單元順序不同，而課程內容分段、設計則都是非常相似的，與訪談結果相

同。

因此在實驗進行時，參考受訪教師與實驗對象教師的建議，將實驗改為：

由一位教師配合設計數位教材，再由三位教師在六個班級中導入數位教材進行

教學，並於課後進行討論，從中找出教師對數位教材、電腦輔助教學的真正需

求。在經過兩課約五週的實驗後，發現教師對數位教材並沒有特殊功能上的需

求，反而僅針對「易用性」、「學生易讀性」、「穩定性」、「可更動」四項

重點提出要求：

（一）	 易用性：

簡易的數位教材操作流程，力求不讓教師因數位教材操作過

於繁複而感到困擾，並能讓教師順利的應用數位教材進行教學，提

升教師教學效率，有效輔助教師教學進行並減輕教師教學負擔。

（二）	 學生易讀性：

在實驗結果中所述之易用性包含「教師容易使用」及「學生

容易看懂」兩項，後者即為學生易讀性。此重點要求教材版面編排

能符合國中生資訊獲取能力且能適合應用於課堂教學的數位教材版

面設計，以方便教師教學，避免教師因為學生無法理解、吸收而導

致教學效率下降。

（三）	 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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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數位教材軟硬體的穩定，力求在課堂上不會因為任何的

軟、硬體問題而中斷課程進行。

（四）	 可更動：

儘管不同教師皆以類似的課程內容分段及教學方法進行教

學，但是課程單元教授順序、部分補充內容細節的設定仍有所不

同，因此教師希望能自己小部份的增添教學內容，以及調換課程單

元順序。

在訪談與現場觀察中發現，教師為能夠隨時掌握課程氣氛，確保課程順利

進行，因此教師並不會堅持使用特定方式、活動進行教學。當教師在課堂上遭

遇困難，導致原先設計的教學活動無法進行時，教師會立刻改變教學活動設

計，甚至直接放棄原有設計，改用最傳統的黑板講述式教學。因此受訪教師認

為，只要有好用、穩定的教材，他們就可以自己增加想要的內容，調換教學順

序，並從中衍生出屬於自己的教學活動。

二、只要符合教師要求，就能順利導入數位教材

教師僅從根本要求數位教材的易用性與穩定性，而不要求教材必須俱備特

殊、符合個別教師需求的功能。除了因為使用相同教材、有限的教學時數外，

教師極具彈性的教學活動設計亦是造成此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受訪教師一致認

為，數位教材是一種讓「教學更為容易，更為多元」的工具，電腦輔助教學則

是利用數位教材、搭配數位軟硬體集合而成的教學方法。但教師反對為導入數

位教材而將所有教學活動、設備數位化，應該提供好用、穩定、可自行更改設

計的內容，由教師自行決定如何應用。教師的創造力與高度教學活動彈性，能

讓教師自行設計出屬於自己的課程活動，只要數位教材、設備好用、穩定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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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第二次的課程設計時（第五課），實驗教師將課程教材與其他

（T1、T2、T3	 以外的教師）教師分享並供其使用。在實驗末期時的觀察中發

現，當數位教材設計越趨於教師的「易用」、「易讀」、「穩定」、「可更

動」要求，教師所反應的問題便越少。當到了最後一個教學單元時，實驗教師

及其他使用教材的教師皆能再拿到教材內容後，自行編修應用於課程教學中，

且開始探尋其他可應用於教學中的數位（或非數位）媒介，期望能帶來更為多

元、多樣化的教學方法。

由此可見，若教材設計能符合教師需求，那麼教師就能順利導入數位教

材。而當順暢的數位教材運用建立了教師的信心後，教師便會開始探尋更多的

教學方法，並期望將這些內容導入教學活動中。訪談結果亦顯示，教師皆有追

求更好的教學內容、更方便的教學活動設計的想法，但受訪教師普遍缺乏相應

的資訊技能。但只要數位教材能符合教師的要求，那麼教師便願意導入電腦輔

助教學。

三、導入電腦輔助教學首重「功能操作」與「資訊技能」教學

在訪談中發現，教師不論年齡都相當缺乏資訊技能，部分教師甚至無法自

行製作教學投影片。因此在本次的實驗中，導入數位教材過程中佔據最大部份

的，就是教導教師使用數位工具，及自行編修數位教材。此外，受訪教師認

為，教師拒絕使用電腦輔助教學除了教材不符要求外，教師缺乏資訊技能亦是

相當重要的原因。目前台北市許多中小學校都建置數位教室、購買數位設備供

教師使用，卻缺乏相應的訓練活動，僅提供簡短的廠商示範，並無法讓教師學

會如何操作、使用這些設備。因此儘管多數教師具備使用、導入數位科技的動

機，卻往往因為不懂操作、不會使用而心生畏懼，進而拒絕導入數位科技。

本次研究中，在製作數位教材後，便針對教材功能、教材編修等為實驗教

師進行教學。經過教學後，教師使用數位教材的意願明顯增加，且操作、編修

流程順暢亦讓教師對電腦輔助教學信心大增，開始尋求更多的數位媒介並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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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中。由此可見，只要教師能流暢操作數位教材，並俱備自行編修教材

的技能，教師就能順利導入電腦輔助教學。因此導入電腦輔助教學除了教材設

計應符合教師需求外，最為重要的就是為教師提供相應的教學研習活動，並提

供適當的技術支援，讓教師能在沒有技術障礙的狀態下，自行發展屬於自己的

電腦輔助教學活動設計。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對數位教材並沒有個別的特殊功能需求，僅要求數

位教材應俱備「學生易讀」、「易用」、「穩定」、「可更動」四項特點；當

教材設計符合教師要求後，必須為教師提供相應的「功能操作」、「資訊技

能」教學研習，並提供適當的技術支援。如此便能使教師順利應用並導入電腦

輔助教學，亦能加強教師使用數位軟硬體的信心。同時電腦輔助教學亦能有效

提升教師教學效率、教學內容多樣性、減輕教師授課壓力，並加強師生互動、

學生上課意願、及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第二節	 建議

一、對電腦輔助教學設備、內容設計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教師對教學設備、內容設計最重要的要求，是針對使用時的

「學生易讀」、「易用」、「穩定」、「可更動」四項特性，沒有特殊功能上

的需求。而其中易用則再分為「軟硬體容易使用」與「學生吸收速度快，讓老

師好教」兩項。教師認為，只要設備、內容設計能符合上述的四項要求，那麼

其他的功能便能由教師自行找出解決方案。以下分別針對此四項特性，對電腦

輔助教學設備、內容設計提出建議：

（一）	 學生易讀性（教材呈現務求使學生能在最短時間內獲取有效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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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廠商提供的教材大多與學生用課本版面相同，在課堂

呈現時常發生單一畫面資訊過多、教師操作、學生理解不易的問

題。在本研究中發現，若單一畫面呈現過多資訊，或是呈現的資訊

過於片段（簡短），都會使學生無法找到教師正在講授的內容位

置，或無法理解教師講述的內容，進而影響學生的專注力。

因此教材不應在同一版面中呈現過多資訊，應能夠明確提示教師當

下講述的內容位置，以教師不需要額外操作就能呈現重點資訊為前

提。例如課文教學時，應將講述部分的前後文加入，並將當下講述

的部分以套色、外框等方式標注，再以大小適中的文字呈現教師補

充內容，如此一來才能順利地讓學生在最短時間內獲取有效資訊，

提升教師教學效率。

（二）	 易用（教材、設備容易使用，操作不繁複）：

教師為了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課程進度，並能夠維持教室

秩序，因此對教學的流暢度要求非常高，因此若教材、設備操作過

於繁瑣，或是會影響教師教學流暢度，就會使教師拒絕使用。教

材、教學設備的設計都應該盡可能簡化操作步驟，務必使教師能以

最簡單的操作步驟，達到呈現教學內容的目的。

（三）	 穩定：

與「易用」要求的原因相同，教師對於教學效率、教學流暢

度要求極高，當數位軟硬體運作不穩定時，教師便需要在課堂上解

決軟硬體問題，如此一來不只影響教學流暢度，也會使教師難以維

持教室秩序。因此數位軟硬體設計必須力求運作穩定，讓教師不需

要擔心軟硬體運作的穩定度，而對電腦輔助教學喪失信心。

（四）	 可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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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同一所學校的教師皆使用相同教材，也擁有相同的教學

進度壓力，同一所學校的教師教學內容差異並不大，因此數位教材

設計並不需要為個別教師提供特定功能。但教學單元（如單字、課

文、文法等等）順序仍會因教師教學習慣而有所不同，此外不同教

師也會有小部份的補充重點差異，因此教材設計不應過於僵化而不

可更動。數位教材設計應採用彈性、可更動的媒介設計，且必須考

量教師的資訊能力，更動、編修數位教材的工具應是容易取得、且

容易操作的。教材本身應俱備三項特性：首先必須能更動教材呈現

順序，以符合不同教師的教學習慣；其次必須能讓教師自行增添、

刪減教材內容，讓教師能自行製作符合教師需求的教材；最後則是

編修數位教材工具的選用，由於教師的資訊能力、可支配時間皆有

限，因此編修數位教材的工具必須是容易使用，且容易取得的，以

減輕教師使用數位教材備課的負擔。

由於教師的教學方法極具彈性，且教師有能力自行設計不同

的教學方法。因此應將數位教材、電腦輔助教學視為輔助教師教

學，減輕教師教學負擔的工具，不應一味的以「導入數位」為目的

而增加過多繁瑣、影響教師教學流暢的設計，應以能使教師教學更

有效率、教學更為流暢為設計目標。唯有使教師能流暢的使用工

具，教師才能以此為基礎設計、使用更多元的教學方法，過於繁

瑣、難以使用的設計會使教學不流暢，令教師拒絕使用。

二、數位教材、電腦輔助教學導入之建議

教師的資訊能力相當有限，且可支配時間較少，因此教師很難自行摸索、

學習數位軟硬體的使用。而在軟硬體設備設計符合「學生易讀」、「易用」、

「穩定」、「可更動」四項要求後，教師還需要適當的教學研習，及技術支援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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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研習：

教師有意願使用電腦輔助教學，但卻不具備使用的能力。因

此應在完成設備、內容建置後，對所有教師進行軟硬體設備的使用

教學研習，且不可僅止於功能演示，應進行至少兩次以上的教學，

令教師能親身體驗並熟悉軟硬體功能與使用方法，如此才能使教師

瞭解軟硬體功能，並自行找出最適合自身的使用模式與教學方法。

（二）	 技術支援服務：

由於教師在得到教材內容後，仍需要針對教材順序、內容進

行編修以符合自身需求，且教師在教學現場使用軟硬體設備時仍有

可能會遇到不會操作、軟硬體出錯等問題。因此校方應設立專門的

技術支援部門，且該技術支援部門應擁有能確實支援教師編修教

材、支援教師處理軟硬體設備問題的能力，使教師能在沒有任何技

術的後顧之憂下導入電腦輔助教學，才能建立教師的信心，順利完

成電腦輔助教學導入。

三、結語

電腦輔助教學的最終目的應是輔助教師教學，減輕教師教學負擔，並使教

師教學更為多元、與學生互動更頻繁，而非為展現數位技術而設。因此數位教

材設計、導入應以教師為主角，以貼合教師需求、輔助教師教學為主要設計目

的，功能設計應以實用、流暢為設計中心思考。在研究中發現「教師教學方法

極具彈性」，此現象不只讓教材設計不需要為個別教師設計特殊功能、減輕設

計負擔，同時也會使教師在認定科技軟硬體設備使用困難時，直接放棄電腦輔

助教學，改回傳統的教學方法。若不能使教師感到易用、有信心使用，教師會

拒絕導入數位科技。因此不論教材、或是教學硬體設備的設計都應該以教師需

求為設計思考，以貼合教師需求、輔助教師教學為首要設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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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ㄧ）

一、訪談對象資訊與訪談稿記錄形式

（ㄧ）、訪談資訊

訪談對象 教師	 T1、T2、T3、	 T4、T5、T6、T7

訪談時間 102/03/18	 ~	 102/03/22

訪談地點 實驗學校之英文科教師辦公室

編碼方法 TxQxAx（Tx	 =	 教師編號、Qx	 =	 問題編號、Ax	 =	 答案編號）

編碼範例 T1Q2A1	 =	 T1	 教師回答「問題	 2」之第一個答案

（二）、訪談對象編碼與基本資料

編
碼

教學科
目

教學年
級

出生年
（民
國）

教學經
歷

（年）

實驗學校資
歷（年）

數位教材
導入實驗

T1 英文 七、八 68 11 11 Y

T2 英文 七、八 67 9 11 Y

T3 英文 八 67 11 11 Y

T4 英文 九 55 23 14 N

T5 英文 九 67 11 11 N

T6 英文 八 70 6 2 N

T7 英文 七 67 10 10 N

（三）、記錄方式

由於教師拒絕訪談錄音，因此以筆記節錄教師回答。以「問題	 /	 發掘目標	 /	 相

應答案」方式記錄如下：

問題一

請問您有沒有接觸、試用過任何數位教材相關軟硬體？接觸	 /	 

試用過後有什麼想法？（例如電子白板、電子書包、互動學習

教室、數位教材…⋯…⋯）

發掘目標 1.	 瞭解教師對數位教材之認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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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室的設備在廠商展示的時候看起來都很好用，可是我們用就一直當機	 

…⋯…⋯	 而且數位教室操作好複雜，也沒人搞得清楚怎麼用，還不如不要用」

（T1Q1A2）

以「問題一」、「問題二」方式分類，並將教師回答之相應答案置於問題下

方，並以（TxQxAx）方式將答案編碼。答案放置順序依照教師回答次序排

列。

二、訪談稿樣本

問題二

請問您現在有使用任何數位軟硬體輔助教學嗎？用了有什麼想

法？

如果沒有	 /	 不曾使用，是什麼原因而不使用呢？

發掘目標

1. 瞭解教師是否已使用數位軟硬體輔助教學

2. 瞭解教師拒絕使用數位軟硬體輔助教學之原因

3. 從中挖掘教師抗拒數位教材因素

教師回答語句節錄 編碼

我現在就有用電腦在上課，不過不是全部都用，只有看動畫、

看單字圖片之類的才會用到。
T3Q2A1

我是有想用啦，不過今年我教九年級	 …⋯…⋯	 九年級就是急著要

複習準備基測，要是在那邊玩互動課程會上不完的。
T5Q2A1

…⋯…⋯	 之前我想用課程光碟的互動遊戲給學生玩，結果不會安

裝	 …⋯…⋯	 課程光碟我有看過內容，可是我連灌進電腦都有問

題，要我怎麼使用？而且之前看別的老師用，那功能實在太多

了，我學不來。

T7Q2A1

…⋯…⋯	 我想要找一個影片給學生看，可是找到之後卻不會下載	 

…⋯…⋯	 
T2Q2A1

我找了一些圖片給學生看，可是學生都不理我，所以我就放棄

了。
T7Q2A2

126



我有用過一些課程光碟的功能，我也有自己做過投影片。不過

現在這兩樣都只是用來熱身（課前熱身）	 …⋯…⋯	 我可以想像課

本某個地方該怎麼教，可是像課文、文法那些的我實在想不出

要怎麼教。而且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從頭到尾都用電腦教，不用

黑板真的可以嗎？

T1Q2A1

其實我們當然是希望可以像兒童美語那樣用玩的方法教，可是

這樣就絕對教不完，最後就是一直趕課	 …⋯…⋯	 不管用什麼教學

方法，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能教完，否則再花俏、再有趣的課程

最後也只是害課程上不完而已	 …⋯…⋯	 互動課程固然很好，但是

上不完就一切免談。

T1Q2A2

…⋯…⋯	 我借的學校電腦很常當機，我電腦當機，學生居然笑

我，然後我還要叫學生安靜，真的很麻煩	 …⋯…⋯	 雖然當掉重開

就好，可是每次當掉學生就會鼓譟，還會有學生笑我，然後就

要維持秩序，真的很花時間。

T2Q2A2

現在用電腦對我來說實在太困難了，所以要我學那個操作，我

覺得我可能學不會	 …⋯…⋯	 而且我現在教九年級，所以我也不會

用到，我看我的話還是明年再說好了（指導入數位教材）。

T4Q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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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問題

問題一
請問您有沒有接觸、試用過任何數位教材相關軟硬體？接觸	 /	 試用過後有什

麼想法？（例如電子白板、電子書包、互動學習教室、數位教材…⋯…⋯）

發掘目標
1. 瞭解教師對現行數位教材相關軟硬體之認識

2. 瞭解教師在接觸、試用後的想法	 /	 看法（初步探討）

問題二

請問您現在有使用任何數位軟硬體輔助教學嗎？用了有什麼想法？

如果沒有	 /	 不曾使用，是什麼原因而不使用呢？

發掘目標

1. 瞭解教師是否已使用數位軟硬體輔助教學

2. 瞭解教師拒絕使用數位軟硬體輔助教學之原因

3. 從中挖掘教師抗拒數位教材因素

問題三 就現在老師對數位教材的認知，請問對於數位教材設計有什麼看法？

發掘目標

1. 瞭解教師對現有數位教材相關軟硬體設計之看法

（承接問題一之目標	 3，再次探討教師對現有軟硬體的看法）

2. 挖掘教師的數位教材設計需求（初步探討）

問題四

就老師目前的教學現況來說，對於數位教材設計的建議是？

另外如果針對每個老師的要求來設計教材，這樣會接受度會比較高嗎？

如果老師完全熟悉數位軟硬體的使用，老師會怎麼設計教學呢？

發掘目標

1. 挖掘教師的數位教材設計需求

（承接問題三之目標	 2，再次探討教師的需求）

2. 瞭解教學功能需求是否為影響教師使用數位教材之要素（研究問題	 2）

3. 瞭解教師對導入數位教材的想像

附註 已填寫「教學活動分析表」

問題五 請問老師使用數位教材後有什麼發現嗎？

發掘目標 1.	 瞭解教師（T1、T2、T3）在使用數為教材時	 /	 之後有何發現？

附註
1. 訪談時間為數位教材導入後

2. 訪談對象僅教師	 T1、T2、T3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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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教學流程設計表（填答回收）

姓名 T1老師 科目 英文 年級 七、八

分析項目 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課程分段順序

課程堂數 教學順序

課程分段順序

暖身 0.5 1

課程分段順序

對話內容與單字（Dialogue） 2 4

課程分段順序
主題字彙 0.5 2

課程分段順序
文法 2 3

課程分段順序

閱讀及單字（Reading） 1 5

課程分段順序

課本習題練習 1 6

課程分段順序

生字補充 1.5 7

教學活動設計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列表）	 、考小考 	 

2. 單字補充：畫圖講詞性、用法、例句。十二分鐘講七個重要字彙 

3. 暖身配對活動：學生練習圖片跟單字的搭配

4. 對話：課本提供的圖片，問兩個簡單的情境問題

5. 聽對話朗讀：做一點表格整理的填空

6.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7. 補充課文細節

8. 文法教學：給圖片、影片的教學

9. 黑板講解：詞性講解、練習課本習題、再補充進階相關文法

10.閱讀：看動畫練習念課文（閱讀）。內容相關問題、畫重點、講解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列表）	 、考小考 	 

2. 單字補充：畫圖講詞性、用法、例句。十二分鐘講七個重要字彙 

3. 暖身配對活動：學生練習圖片跟單字的搭配

4. 對話：課本提供的圖片，問兩個簡單的情境問題

5. 聽對話朗讀：做一點表格整理的填空

6.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7. 補充課文細節

8. 文法教學：給圖片、影片的教學

9. 黑板講解：詞性講解、練習課本習題、再補充進階相關文法

10.閱讀：看動畫練習念課文（閱讀）。內容相關問題、畫重點、講解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列表）	 、考小考 	 

2. 單字補充：畫圖講詞性、用法、例句。十二分鐘講七個重要字彙 

3. 暖身配對活動：學生練習圖片跟單字的搭配

4. 對話：課本提供的圖片，問兩個簡單的情境問題

5. 聽對話朗讀：做一點表格整理的填空

6.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7. 補充課文細節

8. 文法教學：給圖片、影片的教學

9. 黑板講解：詞性講解、練習課本習題、再補充進階相關文法

10.閱讀：看動畫練習念課文（閱讀）。內容相關問題、畫重點、講解

輔助教具準備

1. 課文單字卡（包含詞性、用法、例句、插圖）

2. 圖文搭配圖卡

3. 課文情境圖（可書寫）

4.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5. 文法教學卡（含句型結構、插圖，可書寫）

6. 文法影片

7. 練習題圖卡

1. 課文單字卡（包含詞性、用法、例句、插圖）

2. 圖文搭配圖卡

3. 課文情境圖（可書寫）

4.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5. 文法教學卡（含句型結構、插圖，可書寫）

6. 文法影片

7. 練習題圖卡

1. 課文單字卡（包含詞性、用法、例句、插圖）

2. 圖文搭配圖卡

3. 課文情境圖（可書寫）

4.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5. 文法教學卡（含句型結構、插圖，可書寫）

6. 文法影片

7. 練習題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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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T2老師 科目 英文 年級 七、八

分析項目 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課程分段順序

課程堂數 教學順序

課程分段順序

暖身 0.5 1

課程分段順序

對話內容與單字（Dialogue） 2 3

課程分段順序
主題字彙 1 2

課程分段順序
文法 2 4

課程分段順序

閱讀及單字（Reading） 1 5

課程分段順序

課本習題練習 1 6

課程分段順序

生字補充 1.5 7

教學活動設計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暖身配對活動

4. 對話

5. 看對話動畫

6. 補充課文細節

7. 文法教學

8. 黑板講解

9. 閱讀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暖身配對活動

4. 對話

5. 看對話動畫

6. 補充課文細節

7. 文法教學

8. 黑板講解

9. 閱讀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暖身配對活動

4. 對話

5. 看對話動畫

6. 補充課文細節

7. 文法教學

8. 黑板講解

9. 閱讀

輔助教具準備

1. 課文單字卡

2. 課文情境圖

3. 課文影片、朗讀

4. 文法教學卡

5. 文法影片

6. 練習題圖卡

1. 課文單字卡

2. 課文情境圖

3. 課文影片、朗讀

4. 文法教學卡

5. 文法影片

6. 練習題圖卡

1. 課文單字卡

2. 課文情境圖

3. 課文影片、朗讀

4. 文法教學卡

5. 文法影片

6. 練習題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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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T3老師 科目 英文 年級 七、八

分析項目 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課程分段順序

課程堂數 教學順序

課程分段順序

暖身 0.5 1

課程分段順序

對話內容與單字（Dialogue） 2 3

課程分段順序
主題字彙 1 2

課程分段順序
文法 2 4

課程分段順序

閱讀及單字（Reading） 1 5

課程分段順序

課本習題練習 1 6

課程分段順序

生字補充 0.5 7

教學活動設計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暖身配對活動

4. 對話

5. 聽對話朗讀

6. 看對話動畫

7. 文法教學

8. 黑板講解

9. 閱讀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暖身配對活動

4. 對話

5. 聽對話朗讀

6. 看對話動畫

7. 文法教學

8. 黑板講解

9. 閱讀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暖身配對活動

4. 對話

5. 聽對話朗讀

6. 看對話動畫

7. 文法教學

8. 黑板講解

9. 閱讀

輔助教具準備

1. 課文單字卡

2. 課文情境圖

3. 課文影片、朗讀

4. 練習題圖卡

1. 課文單字卡

2. 課文情境圖

3. 課文影片、朗讀

4. 練習題圖卡

1. 課文單字卡

2. 課文情境圖

3. 課文影片、朗讀

4. 練習題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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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T4老師 科目 英文 年級 九

分析項目 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課程分段順序

課程堂數 教學順序

課程分段順序

暖身 0.5 1

課程分段順序

對話內容與單字（Dialogue） 2 5

課程分段順序
主題字彙 0.5 4

課程分段順序
文法 1	 ~	 2 3

課程分段順序

閱讀及單字（Reading） 2	 ~	 3 2

課程分段順序

課本習題練習 1 6

課程分段順序

生字補充 1.5 7

教學活動設計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對話

4. 補充課文細節

5. 文法教學

6. 黑板講解

7. 閱讀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對話

4. 補充課文細節

5. 文法教學

6. 黑板講解

7. 閱讀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對話

4. 補充課文細節

5. 文法教學

6. 黑板講解

7. 閱讀

輔助教具準備

1.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2. 文法影片

1.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2. 文法影片

1.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2. 文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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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T5老師 科目 英文 年級 九

分析項目 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課程分段順序

課程堂數 教學順序

課程分段順序

暖身 0.3 1

課程分段順序

對話內容與單字（Dialogue） 1.5 3

課程分段順序

主題字彙 0.5 4

課程分段順序 文法 0.5 5課程分段順序

閱讀及單字（Reading） 2 2

課程分段順序

課本習題練習 0.5 6

課程分段順序

小考 1 不一定

課程分段順序

大考卷 1 不一定

教學活動設計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對話

4. 補充課文細節

5. 文法教學

6. 黑板講解

7. 閱讀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對話

4. 補充課文細節

5. 文法教學

6. 黑板講解

7. 閱讀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對話

4. 補充課文細節

5. 文法教學

6. 黑板講解

7. 閱讀

輔助教具準備

1.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1.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1. 課文影片、朗讀（對話與閱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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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T6老師 科目 英文 年級 八

分析項目 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課程分段順序

課程堂數 教學順序

課程分段順序

暖身 0.5 1

課程分段順序

對話內容與單字（Dialogue） 1 5

課程分段順序
主題字彙 1 2

課程分段順序
文法 1.5 4

課程分段順序

閱讀及單字（Reading） 1 6

課程分段順序

課本習題練習 1 7

課程分段順序

生字補充 0.5 3

教學活動設計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暖身配對活動

4. 對話

5.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6. 文法教學

7. 黑板講解

8. 閱讀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暖身配對活動

4. 對話

5.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6. 文法教學

7. 黑板講解

8. 閱讀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暖身配對活動

4. 對話

5. 看對話動畫：切換中英字幕練習課文、扮演角色、回答內容問題

6. 文法教學

7. 黑板講解

8. 閱讀

輔助教具準備

1. 課文單字卡

2. 課文情境圖

3. 課文影片、朗讀

4. 練習題圖卡

1. 課文單字卡

2. 課文情境圖

3. 課文影片、朗讀

4. 練習題圖卡

1. 課文單字卡

2. 課文情境圖

3. 課文影片、朗讀

4. 練習題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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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T7老師 科目 英文 年級 七

分析項目 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課程分段順序

課程堂數 教學順序

課程分段順序

暖身 0.1 1

課程分段順序

對話內容與單字（Dialogue） 1.5 2

課程分段順序
主題字彙 0.5 5

課程分段順序
文法 2 4

課程分段順序

閱讀及單字（Reading） 1 6

課程分段順序

課本習題練習 2 7

課程分段順序

生字補充 1 3

教學活動設計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對話

4. 聽對話朗讀

5. 看對話動畫

6. 補充課文細節

7. 文法教學

8. 黑板講解

9. 閱讀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對話

4. 聽對話朗讀

5. 看對話動畫

6. 補充課文細節

7. 文法教學

8. 黑板講解

9. 閱讀

1. 朗誦帶念全課單字

2. 單字補充

3. 對話

4. 聽對話朗讀

5. 看對話動畫

6. 補充課文細節

7. 文法教學

8. 黑板講解

9. 閱讀

輔助教具準備

1. 課文單字卡

2. 圖文搭配圖卡

3. 課文情境圖

4. 課文影片、朗讀

5. 練習題圖卡

1. 課文單字卡

2. 圖文搭配圖卡

3. 課文情境圖

4. 課文影片、朗讀

5. 練習題圖卡

1. 課文單字卡

2. 圖文搭配圖卡

3. 課文情境圖

4. 課文影片、朗讀

5. 練習題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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