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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1 年 5 月 15 日，臺灣本土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嚴峻，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臺北市、新北市疫情警戒提升至第三級；雙北市長並於 2
日後（5 月 17 日）決議雙北高中職以下學校全部停課；5 月18 日，教育部宣布自
5 月 19 日起全國各級學校停止到校上課，並建議學校改採線上教學，學生居家學

習不到校，並將線上課程視為正式課程。筆者以中等學校教師參與及思考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的歷程，撰文說明自臺灣三級疫情「停課不停學」政策實施以來，所
引發的衝擊與問題，除了利用公私立線上教學協力資源的協助外，許多中學教師
近三個月在全線上教學所做的努力，在陸續開學、恢復實體教學後，仍有可能在
後疫情時代視彈性調整，繼續轉換為線上教學或混成教學；因此，筆者將可能遭
遇之挑戰與實踐方式，以 Puentedura（2013）的 SAMR 思考模式及 Bloom 等人
（1984）認知目標的概念整合，以自身教學實踐案例與文獻探究，提供教師同儕
可行之線上及混成教學實踐案例與建議。
關鍵詞：線上教學、混成教學、複合教學、停課不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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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y, 2021, schools at all levels suspended in-class learning and transformed
into homeschooling and remote (online) learning due to the nationwide level-3
COVID-19 alert. The policy of homeschooling and remote/online learning in place
of in-class learning greatly impacted all levels of teachers and caused challenges in
teaching, especially for teachers in middle schools. With the assistance from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resources for remote learning, the middle-school teachers
endeavor to help students learn online. Although the schools resumed in-person
teaching, there is still a possibility to adopt remote learning or hybrid learning
(maxing in-class learning and online learning) due to the potential threat of
COVID-19 pandemic. Thus, this study integrated with the Puentedura’s (2013)
SAMR model and Bloom et al.’s (1984)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o
provide several cases and feasible suggestions on online and hybrid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peer teacher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facing challenges and practices to
make “non-sto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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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年 月起，全國各級學校因本土新冠肺炎（
）疫情升為三級後，
全國各級學校停止到校實體課程，改為線上教學（亦即：學生居家學習不到校，且線上
課程視為正式課程）；此政策實施後，對於教師須將原本在實體教室授課之內容，轉變
為線上課程，且因疫情停止到校期間，需持續並有效進行課程與教學，乃至協助學生有
效學習，對全國第一線教師而言，可說是不小的衝擊與挑戰。
當疫情改變生活型態教學模式後，各級學校教師、學生與家長，對於線上教學的理
解與能力提升，成為調整教學模式的新戰場；以中等以下各級學校教師為例，在三個多
月以來的防疫「停課不停學」期間，線上教學的能力與技術，對多數教師而言，成為全
新的課題；因與學生的空間距離改變授課形式及呈現方式，除學習最新的資訊軟、硬體
技術，以強化使用資訊工具應用於教學，並提高線上教學技術困難的問題解決能力外，
更引發深思以往未認真省思的問題「這樣的教學法，能否等同實體授課？」因此，筆者
以中學教師身分及與其他國、高中教師夥伴參與線上教學及混成教學的規劃經驗與觀
察，蒐集及整理相關資料，重新省思教師於疫情停課時期，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實踐建議，
提供國、高中等中等學校教師參考。
2021

5

COVID-19

貳、疫情停課後的線上教學資源

教育部為因應疫情期間，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部分學生居家線上學習需求，訂定
「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居家線上學習參考指引」，提供學校、教師及家長參考；
教育部將線上教學模式分為線上同步教學、非同步教學及混成教學三大類。依據教育部
說明，廣義的混成教學／學習模式主要為結合並應用不同的教學策略、教學方法、教學
媒體及教學科技，並且涵蓋同步及非同步學習；並建議各校及教師結合線上同步、非同
步教學及離線活動（如：書面閱讀、習作或作業撰寫）的混成教學模式，讓教學時間更
有彈性及避免長期注視電腦螢幕，也兼顧師生互動、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
教育部提供「教育雲線上教學便利包」（
），
彙整同步教學工具、非同步教學工具及數位資源三大面向，提供疫情停課期間以來各級
學校進行線上學習可使用之軟體平臺特性及應用方式、提供的課程內容及使用方式進行
彙整及分類。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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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全國停止到校上課，改成線上教學方式，由傳統的課堂實體
教學，改為以資訊設備及線上課程為主的全線上教學模式，對各級學校教師的最大挑戰
或收穫，為教師自專業知識傳播者，同時轉換為科技新知學習者。因應疫情變化，被迫
停課而突然改成線上教學，對於向來缺乏運用科技輔助教學師培訓練的中小學教師，實
為衝擊與考驗。因此，由於對資訊科技新知學習的需求，各種線上教學網路社團（群）
紛紛成立。表 1 提供疫情期間來自公部門、民間團體及業界所提供之線上教學網路資源
範例；也成為諸多教師實際應用線上教學重要參考資料。

表
因應疫情停課不停學線上教學相關網路資源範例
1

資源來源

資源名稱
教育部公私協力線
上教學便利包
政府機構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酷課雲防疫不
停學專區
臺灣線上同步教學
自發團體 社群
停課不停學@線上
學習研究分享區
ViewSonic 創新教
學社群
業界發起 臺灣微軟創新教師
iPad Seeding Teachers
／iPad 種子教師
GEG Taiwan

網頁連結

https://learning.cloud.edu.tw/onlinelearning/index.html
https://cooc.tp.edu.tw/news/127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11192722620224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41574063056137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07343859620039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982379441881361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42601079277599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294169410829101

此外，即便自2021 年9 月起，各級學校因疫情趨緩而陸續恢復實體授課，線上教學
需求暫時趨緩；但因應疫情變化，後疫情時代如何妥善應用線上教學、混成教學或複合
教學的策略，有效協助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仍為值得思考及謹慎面對重要課題；以臺
北市教育局為例，自110 學年（2021 年9 月）開學前公布「臺北市中小學110 學年度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多元彈性教學指引」，具體建議教室座位安排模式、同步及非同步
教學與評量模式、相關課程規範及視力保健措施，並且要求學校實體上課期間，仍應規
劃師生定期針對線上教學的技術及學習模式（如：線上派發作業、線上評量、非同步觀
看教學影片及實施線上同步教學）實施遠距線上教學演練，提醒師生共同面對後疫情時
代的教學。圖1 為臺北市政府媒體事務組（2021）製作之多元彈性教學模組示意圖。
March, 2022 Second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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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臺北市教育局公布之「多元教學彈性教學模組」示意圖
1

參、實體教室內進行線上／混成教學的挑戰與實踐

施宜煌與賴郁璿（ ）說明美國當代教育哲學家
（ ）「教師即陌生
人」隱喻概念，其中提及教師「應透過哲思建立自我的教學立論」及「應思考抉擇教學
活動的價值規準」的專業發展歷程；黃思華（ ）亦提到，利用線上教學不受時空限
制的「停課不停學」方式，可讓因應疫情而暫時關閉學校時，讓學生有效學習；但「轉
型成數位教育確實為教育型態的重大變革，勢必對於教學現場師生造成問題及困難」。
黃思華提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於 年的調查，臺灣國民中學教師
讓學生使用資通訊科技（ ）進行學習活動的比例遠低於 其他國家的平均（
比 ），顯示臺灣在數位教學的整體質與量仍有很大改進空間。此外，在疫情期間實
行遠距線上教學，並非普遍及主流學習方式，不只學生需要時間適應，授課教師也需要
時間調整教學方式，因此易造成諸多干擾學習因素，導致學習成效不彰情形。數位學習
的難處，在於創造一個學生可以保持高度興趣的學習環境，其中一個可以讓教師及學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條件，即提升硬體設備（如增購行動載具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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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若有因應疫情關閉的需要，政府可協助補助電腦設備，改善偏遠地區學習設備
及網路外，以及協助學校調整彈性上課時間及重新訂定學習進度；此外，此次疫情導致
全球大停課，黃思華（2021）以2021 年 4 月OECD 辦理的Rethinking the classroom after
COVID-19 線上研討會中內容提到，在後疫情時代的教育趨勢，「學校關閉的最佳預測指
標不是新冠肺炎感染率，而是國家本身教育力；有能力的國家可調整學習環境、上課方
式，保持教與學正常運行」。
因此，筆者以理論基礎與教學實務的結合，討論後疫情時期教師的新思考模式，供
其重新設計課程，以進行混成教學、分享實體教室中如何實踐混成教學的準備模式，以
及筆者實際與夥伴教師進行混成教學的實際案例分享，說明後疫情時期中學教師可思考
的課程設計方向。

一、後疫情時期教師新思考模式

在後疫情時代，教師若能重新審視自身教學模式，且有效融入資訊科技工具，調整
自身教學設計，可發現新科技能有效協助自己的教學法。擁抱並接受資訊科技帶來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改變，教師會發現新科技不但無法取代傳統實體教室與教師，也能夠
體會到資訊科技有助於教學設計與激發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價值；Puentedura（2006）
提出SAMR 模式，讓教師可反思，將科技工具融入教學設計實務，並檢視能否有效達成
教學設計與學生學習目標；SAMR 模式（如圖2）包含兩個階段及四個層次。

（一）強化階段

「強化」（Enhancement）階段內具有取代（Substitute）及擴增（Augmentation）兩
個層次；在此一階段，科技的功能「取代」或「擴增」學生的學習內容，但不一定會改
變學生學習的本質，只是藉由科技工具協助教師及學生強化或記錄學生的學習內容；例
如：傳統教學使用的紙本學習單，在「取代」或「擴增」階段，以電腦文書編輯軟體或
雲端文件形式，改變教師及學生的課程設計及學習內容呈現，亦可留下學生學習成果紀
錄；再者，在疫情期間進行線上課程，教師可透過資訊科技工具的即時回饋系統（IRS）
協助，取代傳統實體教室的舉手回答或非同步紙本學習單功能，讓線上／實體教室中學
生能夠因資訊科技工具的協助，取代或增強學習任務；因此，教師若要接受資訊科技運
用於教學，在取代及擴增層次可反思幾個問題：新科技是否可取代傳統教學的功能？及
新科技是否可增強或改善傳統教學的學習成效？
March, 2022 Second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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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變階段

轉變（Transformation）階段包含修正（Modification）及重新定義（Redefinition）
兩個層次；在此階段，科技的功能用來修正或調整原來學習任務僅能停留在傳統教室內
或師生雙方的侷限；若透過合適的資訊軟硬體，讓原本僅能在實體教室內進行教科書內
容的學科教學，讓師生利用線上會議軟體及資訊工具軟體（如：平板、智慧型手機的指
南針應用軟體或攝影鏡頭），在教室外的學習場地，同步體驗及驗證學科學習內容，並
進行深入應用（例如：用手機應用程式搜尋地點方位或現場錄製說明影片），甚至可以
將影片或文字，公開或同步直播在社群媒體或影音媒體（如：Facebook 或Youtube）；此
時，評價學習成果的對象，就能從傳統教室中的教師，增加及轉變為網路上能夠看到社
群媒體或影音媒體的閱聽大眾，且可透過按讚或評價回饋等機制，讓學生學習成果發生
質與量的改變；另外，學生亦可利用科技工具，直接製作展示性的網頁或視覺化圖表，
公開展示在自建網頁或網路平臺，分享研究發現或推廣特定議題；如此一來，傳統教室
中的學習任務及學習成果，就因資訊科技工具介入，被「重新定義」，達到一定程度的
「轉變」。

圖2

SAMR 模式架構圖（Puentedura, 2006）

表2 為筆者整理SAMR 模式架構圖，以中文概念說明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示例說明。
並以SAMR 模式為反思方向，統整後疫情時代中等學校教師可參考的混成教學模式及理
論基礎，提供進行混成或複合教學準備及具體思考教學的架構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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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SAMR 模式架構圖中文概念說明及示例

強化階段

轉變階段

Enhancement

Substitution

替代模式
資訊科技為教學方
關鍵概念 式直接替代物，對
學習內容無功能性
的改變。
資訊科技 1. 電子閱讀器取代
融入教學 2. 紙本學習單。
IRS 取代實體教
示例
室舉手發問。

註：本表為筆者整理。

Augmentation

擴增模式
資訊科技為教學方
式直接替代物，對
學習內容帶來功能
性的改善。
線上共編文件取
代手寫紙本學習
單。

Transformation

Modification

Redefinition

修正模式
重新定義
資訊科技可以協 資訊科技可以
助對學習任務進 創造過去被認
行明確的重新設 為無法完成的
計。
新學習任務。
運用行動載具功 學生多媒體學
能，拍照、錄影， 習內容公開於
進行實察，並回 社群媒體分享
傳學習紀錄。 與接受評價。

二、以SAMR模式思考後疫情時代的混成教學

於疫情「停課不停學」期間之線上課程，師生運用諸多資訊工具進行同步或非同步
課程；同步線上課程中，師生透過視訊會議軟體（如：Google Meet、Microsoft Teams、
Webex、Zoom 等）與學生進行課程交流；實體教室中師生面對面的情景，轉換成透過電
腦或行動載具螢幕的視訊鏡頭或聲音播送，對師生雙方而言，皆需要適應與調整的全新
體驗；此時，教師對於資訊工具的掌握能力，成為吸引或維持教學品質的重要因素；雖
然於實體教室中本就具備許多不同的資訊硬體（如：電腦、投影機等）、教師授課也會
使用不同的文書或資訊軟體（如：Word、PowerPoint、Google Classroom 等）、而學生於
實體教室中，也會使用教師資訊融入教學所指派的各種行動裝置來進行學習（如：iPad、
電子書、App 等），但資訊融入教學技能於實體教室使用的多寡，教師成為重要的關鍵。
因此，進行全線上教學的時候，教師於授課內容及學生的學習表現，需充分仰賴教師及
學生對資訊工具的熟悉度及問題解決能力；以即時回饋系統（IRS）為例，為了填補線
上教學時，因遠距授課所產生的距離感，或是在學生因故無法開啟線上視訊鏡頭，導致
教師無法明確理解遠端學生參與課程程度時，能夠協助教師進行高師生互動的一些相關
工具的掌握或應用，就顯得相形重要。
以筆者前述提到的幾個視訊會議軟體，即具備幾個協助師生進行教學與對話互動的
功能，例如：線上分組討論室（Breakout Rooms）及可進行線上共編及書寫的互動白板
（如Whiteboard 或 Jamboard）功能，讓教師在進行線上教學的時候，可以交錯應用於不
同課程內容；此外，教師也在疫情停課不停學期間，學習到許多過去可能在實體教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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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過、或是因應線上課所需的師生即時互動軟體、網頁或應用程式，來進行線上教學
或班級經營；例如：Kahoot!、Nearpod、Padlet、Slido、Peardeck 或 Blooket 等；部分長
期利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技術的教師，也會使用「非同步」方式或虛擬教室的方式，提
供學生其他有助學習或師生互動的管道；例如：Google Classroom、Moodle、Coursera、
因材網、臺北酷課雲、Facebook 或 Youtube 等。
筆者以表3 整理 Bloom （ 1956 ）發展的六個階層教育認知目標，包括：知識
（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應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綜合
（Synthesis）及評價（Evalution），主要為以名詞呈現由具體到抽象的認知領域教學目標
類別，演變由 Anderson（2001）等將前述理論中以具有行為的動詞來表示，包括記憶
（Remember）、理解（Understand）、應用（Apply）、分析（Analyze）、評價（Evaluate）
及創造（Create）。筆者藉由此理論，協助教師共同檢視在疫情停課不停學期間以及後疫
情時代，對於複合教學的需求，其妥善運用實體及線上教學的挑戰與功能，在於以下三
點：
（一）教師需調整原來實體教室教學時內容與步調。
（二）教師可由學科及課本知識的單向講述及知識記憶與理解層面，透過因應線上教學
而調整的教學活動，轉變為以學習者為主體的雙向互動模式。
（三）教授用以不同教學活動的設計，進一步促使學生學習能夠透過不同的認知目標，
來檢視及應用所學的知識或記憶內容。
因此，教師在傳統實體教室能夠做得到的「應用」、「分析」、「評價」等認知目標，
亦能透過因疫情期間停課而使用的資訊軟硬體工具，重新思考及設計適合不同程度及需
求的教學活動，亦在線上教學或複合教學中，讓學生有效學習。

表3

Bloom 六個階層教育認知目標

教育認知目標
（Bloom, 1956）
Evaluation 評鑑
Synthesis 綜合
Analysis 分析
Application 應用
Comprehension 理解
Knowledge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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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et al, 2001）
Create 創造
Evaluate 評鑑
Analyze 分析
Apply 應用
Understand 了解
Remember 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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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體教室中實踐混成或複合教學的準備

學校中授課及學習主要發生地點為教室；然而，教室中搭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
設備，近幾年也發生改變。以臺北市為例，市府及教育局曾公告自107（學）年（2018）
起 3 年內投入近16 億經費，進行提升校園網路、教室設備及數位學習平臺的軟硬體；臺
北市各國中小教室內除以往「班班有投影機」政策基礎外，於一般教室的黑板，增加大
尺寸觸控螢幕（俗稱大屏），整合教室內相關的資訊設備，也可利用行動載具（如：平
板及智慧型手機）的應用程式（APP／APK），協助師生進行分組、分派作業及即時回
饋互動等透過資訊融入教學，進而改善傳統教學只使用教科書或黑板進行單向教授課程
的侷限，進而達到更多元的教學及學生學習效果。
當前學校裡的教室已經被冠上「智慧教室」名稱；經濟部工業局在「2010 數位學習
產業白皮書」（2010）中，將智慧教室定義為「整合各項資訊設備，透過完善的網路通
訊技術，並運用各種數位教材、學習資源及教學方法，提供一個教學更有效率、學習更
有成效、城鄉没有落差、對地球更友善且能培養學生 21 世紀能力的動態學習環境」（經
濟部工業局、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0）。
隨著疫情全球學校皆面臨重大挑戰與變化；連育仁（2021）指出，因疫情封鎖邊境
或隔離的全球學習華語的學生，無法實際到校上課，教師們跟學生們被迫進行線上同步
及非同步的課程；因此，若能建置一個複合教學教室（Hybrid Teaching Classroom），可
以透過互動螢幕設備、影音裝置及網路，同時連結課室內與無法到校而必須進行線上授
課的學生；這樣的教室，教師首先需面臨的挑戰有兩大項，其一為提升自身資訊設備整
合應用能力；其次為改變原有實體授課模式。
複合教學或複合教室其用途為協助教室內之教師，可不須改變自身教學方式，就能
於上課時進行線上同步教學及直播授課，也可將直播授課後的錄影內容，以非同步的方
式，上傳教學平臺或線上教室；除解決教師跟學生無法共同出現教室的授課與互動問題
外，也可提供學生課後複習的教學影片內容。圖 3 為複合教室配置參考建議（連育仁，
2021）。

March, 2022 Secondary Education

105

教學專題

圖 複合教室配置參考建議（連育仁，
3

）

2021

複合教學教室的用途，在同步教學過程中將教師、教室內學生跟無法到校而必須進
行線上課程的學生，透過資訊設備及應用程式「有智慧」地進行連結；Raes et al.（2020a）
的研究發現，當教學以複合教學的方式實施後，學生們具備在家上課或到校上課的彈
性，但教師在教學上獲得了相對應的挑戰。如果教師在任一方的教學掌握得不好，學生
在複合教學課程的內在動機會明顯低落。但是，若能實施良好的互動，學生的學習動機
反而都會很好。由於複合教學結合了實體與線上課，研究發現教師必須從教學法上克服
技術上的限制，以使學生在課程內容理解和授課方面有所準備。其次，當學生對線上教
學技術陌生的情況下參加複合教學課程時，可能會無所適從，進而降低了他們的學習動
力。最後，儘管學生們珍惜參加完全線上和複合課程的機會，但他們希望能在課程中與
同伴和教師進行更多互動（Sellnow-Richmond et al., 2020）。因此，複合教室的設計一定
要加入大量的互動元素，讓線上學生不會覺得過於孤單。
在複合教室裡，線上學生可以透過網路；教師可以透過追踨攝影機及教室內麥克
風，與實體學生同步參與同一門課程，線上學生能即時交流互動，打破以往須出席實體
教室之概念。因此，若能將實體教室，逐步更新硬體設備，再加上教師能夠因應資訊硬
體及軟體的功能，重新思考教學方式與授課內容，整個複合教學教室就能成型，而教師
就可以在實體的複合教學教室，因應疫情及學生學習上的需求，進行實體教學、線上同
步教學、複合教學、直播教學、非同步教學等呼應疫情應運而生的教學設計。

四、線上教學與混成教學實踐案例分享

─

筆者於2021 年9 月間，與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的地理科張聖翎教師及國防教
育科林詩淵教官，共同參加企業 ViewSonic 優派國際辦理的「創新教師獎 複合教學
示範競賽」，其起心動念即為在疫情停課期間，與許多教學夥伴共同討論時，有感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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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及複合教學的需求，衝擊傳統教室的教師授課及學生學習樣態，且教師在利用資訊軟
硬體工具及準備課程方式，也必須有所調整跟變化，便利用競賽的機會，共同思考及規
劃了一個融入資訊軟硬體工具於學科知識內容教學上，可適用於高中階段學生及教師，
在藉由線上及複合教學時，結合任務或計畫導向（Task- or Project-based）的教學內容。
本項線上及複合教學設計作品，於前述教學示範競賽中，獲得「特別教學獎」；茲
將實體教室中，利用資訊科技工具及線上教學的技術，透過部分線上、部分實體的混成
教學設計內容簡述於表 4，並將教案設計的涵義與課程執行的價值簡述於後。

表
混成教學設計作品範例
4

TFG Running Girls!

奔跑吧！北一女孩！

教學活動名稱
適用教學科目

地理、全民國防教育、英文及雙語教學
■高中新課綱 多元選修設計思考及多元評量教學活動。
■議題融入 校園環境重新認識。
課程目標 ■跨學科領域
地理技能、全民國防教育（防衛動員）與語言溝通應用。
■混成教學 資訊工具線上／實體學習任務混成課程與教學。
1. 善用該軟體提供的 IRS（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及時回饋）功能，
演繹混成課教室內、外學生學習任務。
(1)檔案分享功能：學生在校園各地利用平板及手機現場拍照回傳實體教
室的線上軟體。
(2)線上隨堂測驗功能：學生在校園各地利用平板及手機的指南針功能，
回答學習單資料，並將答案即時回傳至教室的線上軟體。
(3)檔案上傳功能：學生在校園地景利用平板及手機的錄影功能，錄製英
文口說影片後，再回傳至實體教室的線上軟體及電腦雲端硬碟。
教學活動 2. 線上及實體教學並行，部分學生至校園進行定向闖關。
流程簡述 (1)學生進行「地理相對位置 方位角與地圖判讀」（融合地理科學科
知識應用）。
(2)學生至校園防空洞及重要地景，理解「全民國防教育
防衛動員」
的實際操作（融合國防教育科學科知識應用）。
(3)英文口語表達
學生至校園地景拍攝影片（融合英語科學科知識應
用）。
3. 實體教室學生與教師，接受線上即時回饋資料，展示給學生觀看，並隨
時提出教學指令與提問。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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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混成教學設計作品範例（續）
4

教學活動
流程簡述

4. 所有學生於實體教室完成撰寫「反思」學習單，結合高中階段課綱「高

中學習歷程檔案」的需求。
‧「線上教學與實體教室」混成教學的具體嘗試。
‧線上會議軟體應用與教室內資訊硬體的綜合應用。
教學設計理念 ‧議題任務式導向「互動闖關」課程，讓學生深度學習，上課變得愉快有
效。
‧結合高中課綱學科教學設計及疫情期間混成教學的融合設計。
教學設計說明 https://youtube.com/wQM_A-i7loI
影片網址
圖4 及圖5 為課程當日利用線上會議軟體及資訊軟體，同時進行「線上教學與實體教
室」混成教學的圖例。
本次課程教案設計與執行，以拋磚引玉的方式，提供國、高中教師進一步思考後疫
情時代，混成式教學的可能性；首先，師生回到實體教室上課後，若因疫情遇到個別學
生停課或居家學習，教室內的師生就可以利用教室內既有的網路及資訊軟硬體，進行半
實體、半線上的課程教學方式（如圖 4）。此外，筆者與其他 2 名共同設計本教案的教師
也認為，本教案的重要價值，在於可以提供給其他在後疫情時代，需要「突破教室疆界」
重新設計課程內容教師，可參考的範例。

圖 「線上教學與實體教室」混成式教學圖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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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線上教學與實體教室」混成式教學圖例
5

以課程實施方式來看，本課程將學生分為「教室內」與「教室外」兩組（如圖 ），
若以物理距離說明，教室外的意義至少有兩個用意與價值；其一，學生可以在安全的情
況下，透過走出教室，進行「實察」、「走查」或「實地探究」的「向外延伸」的方式，
以行動學習（亦即利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等載具離開教室場域進行學習）從做中學模式進
行課程學習；以本課程為例，國防教育教師及地理科教師請學生分別針對校園安全角落
及方位進行勘查與完成學習內容，然後透過線上及資訊軟硬體的協助（智慧型手機、教
室內大屏及互動軟體），上傳／回傳照片至線上教室中的留言區、雲端或即時回饋系統
中，讓教室內的師生同時進行學習表現的檢視與共同學習（如圖 、圖 ）；此外，英文
科教師（筆者）運用課程設計與資訊科技的融合，也請學生在教室外完成口語表達的影
片錄製，並即刻透過問題解決能力及資訊工具，回傳至雲端，供教室內的師生可以檢視
（如圖 、圖 ）。
5

6

8

7

9

圖 學生校園實查
6

圖 教室內師生觀看學生回傳內容
7

March, 2022 Secondary Education

109

教學專題

圖 學生學習任務線上說明
8

圖 學生上傳至雲端的影片
9

筆者與另外兩名課程設計教師共同認為，此類課程設計與執行具有四個重要涵義：
（一）運用行動載具，讓學生進行課程探索與體驗；在活動期間，學生除可以與小組同
學討論，亦可透過線上教學模式獲得教師即時引導與建議，達到教學目的。
（二）因應防疫教學的需求，學生不須回到實體教室內，只需要安全的環境下，仍可繼
續與教室內的其他師生繼續進行教學互動，亦可達到學習效果。
（三）體現學科領域整合能力，讓學生創造與應用的實際能力，於線上即時呈現學習內
容。
（四）教師善用線上教學亦可創造互動的資訊軟體，讓待在教室內的同學於第一時間參
與線上同學的學習活動（反之亦然），透過學生線上與實體的合影，體現不同場
域，但仍可同時上課的特色。
換言之，本教案三名教師皆認為透過有效整合運用資訊軟硬體及教學理念，設計混
成式教學，可以具體實踐後疫情時期，不能出國時，仍可將「世界帶進教室」，更可「把
學生帶到世界」；此教案的示範，提供教師於設計課程時，除了課程教材中或網頁的資
料外，亦可善用資訊軟硬體，以同步方式將線上教學，拓展幾百或幾千公里外的地點，
把身在不同地點或國外的師生或教材，同步於實體教室中，讓雙邊師生皆能進行課程與
學習。因此，本教案的價值，也在提醒師生，後疫情時代帶給省思，疫情雖然使人們無
法自由移動但無法阻止學習，透過混成式教學的設計，還是可以打破時空距離，讓無法
同在同一實體教室內的師生夥伴，持續共同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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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一場全球肆虐的疫情，讓全國各級學校教師曾面臨了無法進入實體教室，而必須進
行全線上教學的挑戰；雖然無正式統計，但筆者認為，許多中學教師除了應用資訊軟硬
體，進行線上教學的功力增加之外，在疫情解封、回到實體教室上課後，對於教學準備
的技術與心境也會與筆者一樣，已經有了全新的思考方向。因此，筆者對後疫情時代的
中學教學現場，提出兩個未來研究方向及具體建議。
第一個具體建議是：後疫情時代的實體教室，應該要有重新規劃，並整合資訊軟硬
體設備。臺灣立法院法制局統計報告（2021）指出，後疫情時代線上教學將成為常態教
學模式之一，提醒政府應持續提供支援，幫助教師更有效益的進行線上教學活動，並留
意線上教學帶來的數位落差。因此，回到實體教室上課，教育主管機關跟學校應重新規
劃教室內的資訊設備，順利協助學校教師與學生彈性應用，以因應疫情變化跟教學需
求，讓師生彈性實施半實體、半線上的複合或混成式教學；連育仁（2021）亦指出，在
回到教室後，整合實體及線上的複合教學方式將成為教學互動的常態；因此，連育仁建
議實體教室中，可考慮導入可手寫或觸控的電子白板或螢幕、能傳至實體教室及線上學
習端的音訊設備、可攝影授課畫面的鏡頭設備及可同步監看線上學習參與學生的第二投
影設備，讓實體教室中的師生，能夠在資訊軟硬體的輔助下，順利進行課程及學習。
第二個具體建議是，中學教師應該要透過學校資訊教師或專家的協助，使資訊軟硬
體能夠豐富課程深度及廣度的特質，在進行課程準備時，將資訊軟硬體的應用，有效地
融入在課程內容中。從筆者與夥伴的課程設計案例，並結合SAMR 模式及Bloom 教育認
知理論的論述中，希望提供中學教師思考後疫情時期，在思考教學及課程準備方向時，
可將實體教學能夠實施的教學方式，試著重新設計以線上教學方式，甚至是複合式或混
成式教學方式進行，也就是充分應用資訊軟硬體工具，進行半實體、半線上的課程，同
時也讓課程互動更多元。
COVID-19 疫情的發展，並不能限制實體課程的發展想像；反之，筆者與其他教師
夥伴所討論到的是，透過資訊軟硬體的成熟技術，搭配教師重新設計課程，反而能將實
體教室的課程「向外延伸」；例如：出國遊學為疫情前可輕易達成的「校外教學」模式，
而透過線上課程的協助與適當的教學安排，在不同國家兩端的師生，亦能有效地透過同
步或非同步的方式進行課程與交流；有效利用及結合資訊工具，除能豐富自己的課堂教
學內容外，也能夠提供學生更多投入思考學習的方式來豐富學習內容及學習表現。經由
筆者與許多教育夥伴的經驗，皆認同臺灣三級疫情的「停課不停學」模式，是教育現場
更具改革實力的重要歷程。
March, 2022 Second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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