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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為有效連結課堂理論與現場實務，增進職前教師的科技融入教學實務知能與
信念，本研究乃擇定資訊種子典範學校教師，以為科技融入教學實況錄製的對
象，同時搜集相關資訊，包括教師的學經歷背景、單元教案、教學資源、學生問
卷調查、及教師課後訪談等，據此發展本土化影片案例與分析指引，並且採用
ADDIE 模式，進行「影片案例」網站的開發。結果完成七種不同的學科，合計
22 個案例。開發中的案例網站除了內含多個學科的科技融入教學影片案例之外，
並且針對特定案例，提供觀看重點與省思活動。另外也安排相互溝通、分享觀點
的討論園地，以及記錄並且評估學習成果的歷程檔案區。目前已完成網頁畫面的
初步設計，未來將進行形成性評鑑，然後應用於師資職前課程，以評估其成效。
關鍵詞：師資培育、科技融入教學、影片案例教學
Abstract
To effectively connect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o increase pre-service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belief i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instruction,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teachers from information seed model schools as the filming targets for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 their classrooms. At the same time, related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including teachers’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unit lesson plans, teaching
materials, student questionnaires, and teachers’ follow-up interviews. Accordingly,
video case studies and case analysis activities were developed. Furthermore, a web
site of video case studies (VCS) was constructed following the ADDIE model. As a
result, 22 cases in 7 different subjects were developed. The VCS web site under
construction included not only video cases 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but also
observation guide and reflection activities. In addition, discussion forums were
provided for group communication and views exchange. Finally,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was recorded and evaluated. Currently, the web pages were designed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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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age. In the near future, a formative evaluation will be conducted. Then
the web site will be applied to a course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so as to evaluate its
effectiveness.
Keywords: teacher educ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video case studies
二、緣由與目的
因應當前的資訊化社會，因應當前的資訊化社會，職前教師必須具備科技融
入教學的能力，因此，美國教育部自 1999 年開始推行 PT3 計畫，名為「培育明
日教師使用科技(Preparing Tomorrow’s Teachers to Use Technology)」
，目的在於促
使師資職前教育進行大規模的創新改革，以確保未來的老師有能力使用科技幫助
學生學習(Thompson, 2001)。在國內，
「教學媒體與操作」已是教育部規定的師資
職前教育的必修課程，而許多師資培育之大學也紛紛開設「電腦與教學」等教育
科技的選修課程，甚至列為校訂必修，以加強職前教師教育科技的能力。然而整
體來看，教育科技的課程內容大多偏重於電腦技能的訓練（曹雅方、徐新逸，
2002），而較少融入教學的示範與啟發。Milken Exchange (1999)的報告也指出美
國有 70%的師資培育機構要求學生修習三學分的科技課程，但大部份的科技教學
未能集中於教學法，而只是電腦基本技能與操作的訓練，因此與科技融入中小學
教學之間有著相當大的落差(Parker, 1997)。
為彌補上述缺失，近年來美國的師資培育機構相當注重將課程內容連結至中
小學現場，特別是利用科技將中小學情境帶入大學課堂內(張雅芳，2005)。其中
對於教學現場干擾最小，而且又可重複觀看的，就是使用影片重現中小學教學實
況。例如，Ertmer、Deborah 與 Judith (2003) 使用 VisionQuest 多媒體光碟來呈現
中小學教師在課程上使用科技的模範示例，以增進職前教師科技融入的能力。而
Perry 與 Talley(2001) 則使用線上影片案例，捕捉教室互動中的複雜性，並且提
供豐富的案例情境，以幫助知識的建構。由此可知，影片案例可在師資培育的理
論與實務之間搭起橋樑。然則科技融入教學的真實案例，尤其是不錯的教學示
範，該如何取得呢？由於國內、外的科技環境與教育氛圍不盡相同，自然不宜將
國外的案例直接挪用，發展本土化案例實為根本之道。
為加速國內資訊教育的推展，2002 年公佈的「中小學資訊教育總藍圖」
，即
規劃在未來三年內設立六百所資訊種子學校，其功能在於發展資訊教學特色，並
且充分發揮在校內及校群中之示範作用，引領並協助提昇同一地區學校的資訊教
育水準(教育部，2001)。教育部於是在 2002 年遴選出「初級資訊種子學校」
，初
級種子學校經過一年的科技融入教學之推廣，再根據推廣成果，遴選成為「中級
資訊種子學校」
，而 2004 年又獲選的中級種子學校稱為典範學校。由此可知，典
範學校對於科技融入教學已有多年的實務經驗，而且績效卓著，足堪他校表率，
實為發展本土化案例的最佳來源。
本研究乃擇定連續三年獲選為資訊種子學校的典範學校教師，以為科技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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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況錄製的對象，據此發展本土化影片案例與分析指引，並且採用 ADDIE
模式，進行「影片案例」網站的開發。「影片案例」網站的建置有兩大目的：第
一是藉由真實案例的提供，有效連結課堂理論與現場實務，以增進職前教師的科
技融入教學實務知能與信念；第二是藉由教學網站的提供，以鼓勵更多的師資培
育者使用科技，而有助於科技全面融入師資職前教育。
依據 ADDIE 的教學設計模式，本研究將影片案例網站的開發過程分為分
析、設計、發展、實施、評鑑等階段如圖 1 所示，本年度已進行至「發展」階段，
至於形成性評鑑、實施、以及總結性評鑑等階段則留待下年度計畫接續完成。
分析

設計

發展

相關文獻

內容架構

影片剪輯、後製

相關網站

網頁畫面

案例教材編寫

使用者特性

人機介面

網頁畫面製作

專業發展需求

資料結構

系統程式撰寫

回 饋

形成性評鑑

實施期間

總結性評鑑

人員：職前教師、

網站運作與維護

案例網站運作

師資培育者

影片觀看與省思

案例教材效益

重點：

網路與課堂討論

教學實施品質

適切性、功能性

現場觀察與省思

案例學習成效

回 饋
圖 1 影片案例網站之開發流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三、結果與討論
以下分影片案例之發展、案例分析指引之設計、影片案例網站之規劃、以及
討論與建議等部份加以說明之。
（一）影片案例之發展
經由連繫與溝通，台北縣以及台北市各有一所資訊種子典範學校，參與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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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科技融入教學演示，為便於識別，本研究給予的代碼分別是 A 校與 B 校，
並且根據演示時間的先後，將教師以阿拉伯數字編號，例如，A 校第一位教學演
示的教師為 A1 老師，第二位演示的教師為 A2 老師，B 校第一位演示的教師為
B1 老師，依此類推。不過由於這些教學演示當中，並無主科英語，因此研究者
另外徵詢英語教學頗富聲名的台北市一所私立中學，最後該校有一名英語教師完
成科技融入教學演示，本研究將其編號為 C 老師。合計有三校八位教師完成科
技融入教學演示，每位教師的任教年級、學科、與教學主題，依演示日期排序，
如下表所示。
表 1 教學演示日期、教師編號、任教年級、學科、與教學主題
演示日期

教師編號

任教年級

任教學科

教學主題

2008/1/9

A1

八

2008/1/9

A2

九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

認識愛滋病
健康社區

2008/4/8

A3

八

理化

常見有機化合物

2008/4/15

B1

八

數學

垂直、平分與尺規作圖

2008/5/9

B2

八

生活科技

手工香皂 DIY

2008/5/27

B3

八

國文

基測作文撇步

2008/5/27

B4

八

家政

米食之旅

2008/9/22

C

十二

英語

Mysteries of the past

針對每位參與的老師，本研究除了錄製一堂課的科技融入教學演示實況之
外，並且搜集相關資訊，包括教師的學經歷背景、單元教學設計、簡報、學習單、
學生問卷調查、教師課後訪談等，以為日後案例分析之參考。茲以 B2 老師為例，
搜集的資料經由整理，如附錄 1 至附錄 6 所示。
針對教學演示影片，本研究從科技融入領域或學科教學的角度加以檢視，聚
焦於特定活動或事件經過，分別而剪輯成三到八分鐘的迷你影片，也就是案例。
為避免重複出現相同的學科，因此健康教育只選其一，放入影片案例集內。合計
完成七個學科共 22 個案例，案例的主題名稱如下表所示：
表 2 各學科之案例名稱
領域
/學科

教學主題

案例一

案例二

案例三

國文

基測作文
撇步

「滿級分」
範文賞析

遣詞錦句技
巧

「感謝有你」
範文賞析

Mysteries
of the Past
垂直、平
分作圖

Student oral
reports

The graphic
organizer

The jeopardy
game

線段平分線

角平分線

英語
數學

案例四

The final
jeopar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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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有機
化合物

分子式與結
構式

手工香皂

香皂作品

DIY

show

健康
教育

健康社區

家政

米食之旅

理化
生活
科技

烷類模型與
結構式

鏈狀烴與環狀
烴

香皂 DIY

香皂達人

社區所在

火災防治

交通安全維護

米食猜一猜

米食天堂

米的構造與種
類

醇類的官能
基

本研究初步規劃的科技主題有四，各主題對應的主要以及輔助影片案例，如
下表所示：
表 3 科技主題與相對應的影片案例名稱
科技主題

主要案例

輔助案例

網路資源之應用

生活科技「香皂達人」

健康教育「火災防治」

電子簡報之應用

理化「醇類的官能基」

家政「米食猜一猜」
國文「遣詞錦句技巧」

過程步驟之示範

理化「烷類模型與結構式」

生活科技「香皂 DIY」
數學「角平分線」

作品編輯與展示

生活科技「香皂成品 show」

國文「感謝有你」

（二）案例分析指引之設計
本研究並且針對上述四個主要案例，研擬「分析指引」，內含觀看重點、討
論議題、與延伸活動，以利師資生進行案例分析。茲以生活科技的「香皂達人」
案例為例，「分析指引」的內容如下：
分析指引－香皂達人
科技主題：網路資源之應用
※ 觀看重點
¾ 請指出教師選用哪些人作為香皂達人？各有何特點？
¾ 請指出在講到哪個香皂達人時，教師是直接取用網站畫面加以介紹？
¾ 請指出教師是如何介紹該網站？
¾ 請指出教師如何鼓勵學生有空自行到該網站閱覽？
¾ 請指出整個教學活動中，學生有哪些反應？
¾ 請記下你觀察到的其他項目或細節。
※ 討論議題
¾ 請指出網路資源在教學上的優點？
¾ 教師鼓勵學生自行到該網站閱覽，你認為學生會上網觀看嗎？
¾ 教師可使用哪些方式，以確保多數學生會上網觀看？請提供具體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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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並可參考健康教育的「火災防治」案例。
¾ 使用學習單是另一種方式，以輔助學生上網有目的地觀看、學習。這種
學習單在設計上應該注意或掌握哪些原則？
¾ 針對整個教學活動，請記下你的觀看心得與建議。
※延伸活動
¾ 針對你未來任教的學科，請列出三個相關網站，並且簡述網站的內涵與
特色。
¾ 請自擇一教學主題，設計一學習單，內含參考網站，以輔助學生上網觀
看填答，完成自我學習。
至於其他案例的「分析指引」，本研究計畫在師資生完成上述四個科技主題
的案例討論後，由各小組自行選擇一案例，負責編寫「分析指引」的內容。
（三）影片案例網站之規劃
綜合相關的文獻研究，同時考量案例教學實施與評量之特性，本研究規劃的
「影片案例網站」主要包含下列功能：
¾ 提供多個學科與領域的科技融入教學影片案例；
¾ 搭配特定影片案例，提供觀看重點與省思活動；
¾ 提供使用者相互溝通、分享觀點的討論園地；
¾ 提供每位使用者記錄並且評估學習成果的歷程檔案。
進一步完成的架構如圖 2 所示，而各要項的內涵說明於後：
「公佈欄」乃針對影片案例教學的課堂活動提供最新的訊息，「網頁簡介」
的內容則包含案例網站設立的目的、網站的架構圖、以及製作小組成員。「教材
區」內定期上傳課堂講義，供師資生下載。「案例檢視」內有七種不同學科，合
計 22 個影片案例。針對每個案例，除了呈現教學實況影片與字幕之外，還提供
相關的資料，包括案例學校與教師的背景資料，教案、簡報、與學習單等教學資
料，學生的問卷分析資料，以及教師的教學省思資料等。此外提供案例的「分析
指引」，以引導師資生有效地檢視案例影片，並且進一步從事省思與延伸活動。
師資生可下載「分析指引」的電子檔案，題目內容如前所述，以便一邊觀看影片
或相關資料，一邊填寫內容，然後存檔，留下紀錄。同組的師資生可先利用「小
組園地」，針對特定案例進行內部討論與意見交換，然後再至「案例討論」區張
貼小組的觀點。等到所有的小組都完成案例評述，「案例討論」區將呈現「專家
評述」，以為最後總結。
為記錄每位師資生的案例學習歷程，本網站特別提供「學習檔案」區，由師
資生將完成的「分析指引」上傳到「學習檔案」內，依案例加以儲存。該區同時
提供「自評單」，安排於某個案例的研討結束之後，由師資生上網填寫，自我檢
討並評估所學與所得。其內容包括十個閉鎖式問題，五個選項分別是非常同意、
同意、沒意見、不同意、非常不同意；以及有兩個開放式問題，一是案例研討過
程中的收穫與啟示；一是其他意見與想法。十個問題的內容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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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案例教學 (VCS)
登錄

自評單
分析單

專家評述
小組評述

小組園地
檔案下載
內容大要

延伸活動
討論議題
觀看重點

教師省思：檢討反省、未來規劃

實況文字稿
影片

學生回應：結果統計、意見反應

教學資料：教案、簡報、學習單

案例背景：學校環境、教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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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

案例二
案例一

案例一
案例二
學習檔案

案例討論
分析指引

教學實況

師生回饋

案例資料

圖 2 影片案例網站之架構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學生：學號、姓名、帳號、密碼、組別、上網紀錄
助教
老師

小組二
小組一

案例二
案例一

‧‧‧
‧‧‧

‧‧‧
‧‧‧

成員名單
學習檔案
小組園地
案例討論
案例檢視
教材區
簡介
公佈欄

1. 我依照觀看重點確實檢視這個案例影片的內容。
2. 在觀看案例影片時，我經常留意到「觀看重點」未提到的重要線索。
3. 針對這個案例影片的議題討論，我蒐集並整理了相關資料。
4. 針對這個案例影片的議題討論，我能根據資料提出具體看法。
5. 我能充分理解並且回應他人的意見與看法。
6. 針對這個案例影片，我積極地參與本組與全班的議題討論。
7. 這個案例影片促使我蒐集到許多有關未來任教學科的教學資訊。
8. 這個案例影片使我更了解教學現場的相關實務。
9. 這個案例的議題討論使我更深入地思考科技融入教學的相關理論。
10. 這個案例的議題討論開展了我的視野，使我能從鉅觀的角度看教學。
最後，本網站針對不同的使用者設定不同的權限，以便於管理，同時完整紀
錄每位成員的使用歷程，以為日後分析使用。至於本網頁的畫面經過初步的規
劃，主要的頁面如附錄 7 所示，但細節部份仍待修改，尤其是在呈現案例的教學
資料時，能夠不依賴 PDF 程式。總之，該網頁初步完成修改之後，將上傳至網
路伺服器上，以便進行後續的形成性評鑑，網址為 http://163.13.143.61/vcs
(四) 討論與建議
首先，針對參與教師的背景分析，年資從不到五年至將近三十年均有，而除
了 B1 老師具備資訊科技背景之外，其他教師的科技能力大部分是自學而來。雖
然有 B4 老師覺得自己的科技能力還有待加強，但也有 A3 老師自製媒體教材的
能力已接近專業水準。這顯示教師具備良好的資訊能力，固然可降低其使用科技
的恐懼感，但是教師若是相信科技融入教學是有效的，亦即科技對其教學是重要
的，則會設法克服外在困難，在課堂上實施科技融入教學(Ertmer, 1999；Hsu, Wu,
& Hwang, 2007)。
或許是為提高學習興趣，本研究發現經常應用科技的科目多為基本學力測驗
不考或是較少考的。如此，這些老師似乎有更多時間可以思考如何將科技融入，
以及製作數位教材，例如 B2 老師自行拍攝香皂 DIY 影片。此外課堂時間未被經
常的考試所佔用，因此教師可以從容地實施科技融入教學，比較沒有趕進度的壓
力。本研究也發現由於經常使用科技，教師通常訂有標準的取用程序，請班上學
生遵循行事，包括由誰借用器材、由誰進行安裝、由誰適時關、開燈等，以增加
使用上的便利性與效率。
其次，本研究發現教學演示中最常應用的科技就是電子簡報，這與之前張雅
芳(2006)的研究發現一致。A3 老師即表示，數位教材所要展現的特殊效果，其
中百分之九十九，電子簡報都做得到，顯見其受到教師青睞的程度。至於應用的
方式，本研究大致歸納出以下特色：一是利用科技具體呈現動態過程，以增進理
解，例如數學及化學；二是圖文並茂，或是播放短片，以吸引目光，例如家政及
健康教育；三是呈現班上學生作品、學長姐作品、或是學生日常生活情境，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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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學生的週遭生活，例如國文、生活科技、及健康教育；四是提供更多的即時資
訊，並且鼓勵學生上網觀看，例如健康教育及生活科技；五是利用科技的互動性，
提供即時回饋，營造競賽的氣氛，以複習先前所學，例如英語及家政。
事實上，搭配數位教材的呈現，多數老師仍會準備書面的學習單，以吸引學
生專心注意教材內容，同時評量學生的吸收程度。比較特別的是英語教師以小組
為單位，安排學生上台以英文進行口頭報告，並且使用電子簡報以為輔助。不過
該班人數較少，不到二十名，且為高三學生，程度較高，因此讓學生上台報告實
施起來，較不困難
當然，參與老師在事後訪談時也會提及演示過程的缺失，包括電腦當機或是
安裝有問題而致延誤上課時間，例如生活科技及國文；以及科技設備佔據了傳統
教室的空間，限制教師的走動範圍；而投影布幕的使用，也使得板書的書寫侷限
於左右兩側，例如國文及數學，上述兩種情形與之前張雅芳(2001)的研究發現一
致。還有就是教師準備的教材內容過多，而無法於課堂上完整呈現，例如國文及
家政；另一個也是課堂時間有限，老師沒有時間解說，只呈現電子簡報畫面，讓
學生觀看，俾便以最短的時間完成學習單的填寫，例如家政。
綜合言之，儘管本研究搜集的科技融入教學案例包含七種不同學科，但或許
是囿於「教學演示」一詞，使得參與的教師有所誤解，將科技的使用侷限於教室
的空間內，而時間也只有一節課。因此科技的角色仍然只是支援教師原有的教學
形態，主要的功能為呈現教材，整個過程是由教師主導，以教師為中心，而未能
展現迥異於傳統的教學形態。不過正如張雅芳(2003)所建議的，教師可從簡單的
地方做起，以建立信心；從熟悉的地方做起，以降低焦慮；從範圍小的地方做起，
以減輕負擔；經由不斷地嘗試，由做中學，累積相當的經驗與實力，這樣融入的
層級才能不斷地提昇。因此研究者未來可持續與這些演示老師合作，規劃長時間
的科技應用，並將重心由教師演示，轉移到學生使用，藉以突破傳統的窠臼，呈
現科技融入教學的多樣性與創新性。
四、計畫成果自評
限於時間與經費，以及考量距離的遠近，研究者在挑選資訊種子典範學校
時，即以大台北地區為範圍，且優先聯繫交通便利的學校。結果有一所國小原本
有意願參與本計劃，然而當時正值該校接受校務評鑑，行政人員與教師的壓力及
負擔均大，最後不得不來電加以婉拒。至此，研究者也順勢將教學演示的年級聚
焦於國中階段。經與台北縣一所資訊種子典範學校的校長以及教務主任電話聯繫
之後，敲定時間拜訪該校，並且與該校教師進行座談，溝通本計劃的目的、內涵，
以及參與老師擔任的活動項目與流程。結果該校僅有兩位健康教育老師以及一位
理化老師出席，所幸三位老師都答應進行教學演示。事實上，研究者也力邀擔任
數學科教學的教務主任參與，不過他與該校的數學老師正好參與另一學者所進行
的數學科教學示範計畫，他覺得無法兼顧，只好作罷。
研究者同時聯繫台北市一所資訊種子典範學校，該校的教務主任非常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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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活力，在她的號召之下，出席本計畫說明會的教師合計有十位之多，分別擔
任數學、生活科技、家政、童軍、以及健康教育等科目。如前所述，已有兩位健
康教育教師應允進行教學演示，因此只好排除該科目的教學演示。此外生活科
技、家政、與童軍同為技能導向學科，因此只擇定前兩個科目進行教學演示。原
先規劃不只一位數學老師進行教學演示，但最終還是只有一位且是本校校友的數
學老師，全力配合，順利完成演示。至於另一主科國文，則由該校的教務主任親
自上場，借用之前教過的班級，順利完成教學演示。該校教務主任之所以如此投
入的原因之ㄧ，是因為她同時負責進行該校的同儕教學觀摩計畫。研究者錄製的
教學演示過程(常有其他老師在場觀看教學)，以及教學後的訪談檢討，正可提供
該計畫的成果報告使用，稱得上兩全其美，由此可知，該校教務主任整合資源的
功力確屬一流。
無論如何，擔任國、英、數等主科的老師似乎比較沒有時間演示科技融入教
學。由於至下學期結束時，仍然欠缺英語科的教學演示，不得已乃就近徵詢長久
以來提供本校實習的一所私立學校，該校雖然不是資訊種子學校，但在英語教學
素有聲望。最後是邀請到該校的一位資深且是本校校友的英語老師，全力配合，
順利完成演示。除了影片錄製之外，其它的檔案資料也是儘可能同時蒐集。例如，
學生問卷調查是教學演示結束時立即實施，可馬上取得，而該節課使用的教學資
源，例如，簡報、短片、學習單等，在獲得演示老師同意後，也是迅速複製到研
究者的隨身碟內。至於教學演示後的個別訪談，若是老師沒有多餘時間，就以電
話訪談代替之。此外希望演示老師提供的背景資料與單元教案等文件資料，很早
就 email 參考格式給演示老師，但少有老師準時在演示當天交出。所幸經過多次
的催促，終於全部取得。
整體而言，經過多次的聯繫、協商、與努力，終於完成七種不同學科的教學
演示錄製。雖然單節課的科技融入教學，限制了主要的應用類型，不過仍可看出
科技是如何與學科內容相結合。此外由於拍攝器材以及單槍設備的品質改良，即
使教室關燈，拍出的畫面仍然清晰可見。也由於影片剪輯軟體的功能不斷提升，
且易學、易操作，因此影片的剪輯相當順利。之後也使用免費程式，將各片段轉
成串流檔，以利在網路上播放。經過簡單的測試，效果不錯。其他有關案例的資
料，也經過精心整理，呈現一致的風格。接下來最重要的是網頁的設計與製作，
為達適切性與便利性，目前正積極調整、修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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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案例背景－教師
B2 老師：









畢業系所：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生活科技系
教學年資：18 年
電腦研習：86 小時
電腦能力：
¾ 多媒體簡報秀- Media Show、Microsoft PowerPoint...。
¾ 網路多媒體- Namo 網頁設計。
¾ 互動式動態網頁(Flash MX) 、ebook...。
¾ 攝影機操作與應用。
¾ 多媒體教材製作-影片剪輯初級篇-威力導演、Media Studio Pro... 。
¾ 電腦製圖-DESKTOP(ptc 參數科技)軟體... 。
¾ 其他-Microsoft Excel、Microsoft Publisher、Microsoft Word... 。
科技融入教學經驗：
¾ 教學活動設計中使用了 Microsoft Word、Publisher、PowerPoint…等
來製作教具、講義、學習單等…。
¾ 自拍或剪輯教學影片，例如，香皂 DIY、小奈米大妙用、學生太陽能車
競賽、偉大的建築-101 大樓、美麗的建築-畢爾包美術館、SAS 風暴... 。
¾ 在上課過程中使用到數位相機（DC）與數位攝影機（DV）將學生在活動
過程中的點點滴滴拍攝下來，經過整理作為活動的壓軸節目，以筆記型
電腦搭配單槍投影播放給學生觀看。
¾ 使用 Namo WebEditor 編寫網頁，上傳至學校網站，供學生於課後時間
能隨時上網瀏覽資料與欣賞同學的太陽能車作品，並能觀看競賽過程的
精采影片片段，讓同學有機會重溫那段有趣、快樂的時光。
http://210.243.8.11/teacher-web/t008/
科技融入教學看法：
科技融入教學讓學生對課程內容的理解更真實而具體，也較能照顧到各種不
同類型學生(視覺型、聽覺型、感覺型)的個別特性與學習需求。這大大的幫
助了我在教學現場中與這不同的三類學生有良好的互動與有效的溝通，也提
高了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雖然在教學事前的準備必需花費許多的時
間與精力，但是教育是良心的事業，我在能力許可下定當戮力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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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生活科技 單元教學設計
單元名稱
班

製造科技活動-香皂 DIY part-1

節數

1

8 年級

人數

32 人

級
1. 先備知識：

（1）能認識金屬材料與塑膠材料及其特性。
（2）能了解金屬加工之鑄造加工方式。
（3）能了解塑膠加工之澆注成形與嵌埋手法。
教學目標

（4）能具備「3R」：Reduce、Reuse、Recycle 之環保概念。
2. 本節將學到：
（1）能運用鑄造加工法與澆注成形法於日常生活中。
（2）能發揮創意設計個人獨特的香皂作品。
（3）能將 3R 之環保行動落實於日常生活中。
（4）能以此單元所學之技能作職涯探索。

教學方法

講述法、欣賞教學法、多媒體教學法
多媒體設備（NB、單槍...）
、自製教學影片（香皂製作）
、學習單、補

教學資源

充講義、實體教具（學生香皂作品、教師鑄造與澆鑄作品）、評量計
分表
2-4-4-2 探討金屬與塑膠之材料特性。
2-4-8-3 認識金屬與塑膠材料之加工方法並加以運用進行手工香皂製

對應能力指標

作。
4-4-3-1 認識和香皂製作科技有關之職業。
7-4-0-1 察覺日常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的科學概念。
8-4-0-2 利用口語、文字、圖案等...表達創意與構想。

評量方式

課堂問答、學習單、實作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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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教

學

流

程

使用資源

一、導入活動：
1. 講述介紹本單元活動主題「手工香皂 DIY part-1」。
1. 多媒體設
2. 告知學生，本活動之意義是延續先前之金屬與塑膠製造加工課 備（NB、單
程，作進一步的發展及應用。
槍...）
3. 告知學生，本活動之目的是希望藉此活動，除強化學生知識的
2. 自製 DVD
吸收之外，學會相關的（製造加工）技能。
教學影片
二、發展活動：
（香皂製
1. 引起動機：播放「學長姐的優秀香皂作品影片」
。
作及作品
2. 引導他們欣賞作品之美（造型、配色、用途...）。
集）
（1）師問：「影片中之香皂作品美不美啊？
（2）強調應學習-心美、所見皆美！之態度。並與人分享此美！
3. 分組討論：自己設計製作手工 DIY 香皂作品可能之造型與用途。3. 學習單
4. 心動不如馬上行動。讓同學們瞧瞧如何製作如此美麗又藝術的
4.課外補充講
手工香皂。觀看教學影片「手工香皂 DIY」之製作步驟。
義
（1）不透明香皂之製作。
（2）透明香皂之製作。
5. 實體教具：
（3）香皂之綜合製作（切割成形與嵌埋）。
（1）學生
三、綜合活動：
香皂作品
1. 活化腦細胞-有獎問答時間（含新事物與舊知識之連結訓練）。
（2）教師
（1）影片內容是否能讓學生對香皂之製作步驟建立了初步概念。 鑄造與澆
師問：「有誰能簡單描述香皂之製作步驟？
鑄作品
（2）師問：
「影片內容中，香皂 DIY 的製作是運用了先前金屬加
工中的什麼加工方式？
6.評量計分表
（3）師問：
「影片內容中，香皂 DIY 的製作是運用了先前塑膠加
工中的什麼加工方式？
（4）師問：「影片內容中與 3R 相關的內容為何？」
2. 香皂達人職涯介紹。（教師使用電腦簡報；學生填寫學習單）
3. 預告下回課程內容，並提醒學生回家應準備之材料用品以備下
回上課使用。
4. 提醒學生：準備材料用品時，將 3R 環保行動落實於日常生活
中。

14

附錄 3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香皂達人-1

香皂達人-1

憑著~興趣與奇特的嗅覺...
• 讀者文摘:2008年3月-P.46
∗安妮-瑪莉·費奧拉

投影片 3

香皂達人-2
‧行政院農委會~
農業易遊網-特色達人
(2008)
*不僅皮膚要漂漂...
也要台灣的土地漂亮

～手工香皂達人～陳怡安

投影片 5

憑著~興趣與奇特的嗅覺...
• 讀者文摘:2008年3月-P.46
∗安妮-瑪莉·費奧拉:從小立志要進聯邦調查局
(FBI)工作。但是...只擔任了華盛頓州之獄
吏。慢漫夜班後，製作肥皂成了她疏解工作壓
力的嗜好...有一天他突發奇想...製作肥皂的
嗜好可否變成職業?
• 安妮-瑪莉·費奧拉目前經營Bramble Berry香
皂廠(目前業績一飛衝天) 。

投影片 4

香皂達人-3
禪味十足...
阿原肥皂~yuan soap
‧阿原工作室:台北縣淡水鎮
• http://www.taiwansoap.com.tw/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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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
師生回饋－學生回應
一、基本資料
性別：男 44％；女 56％
家裏是否有電腦？是 97％；否 3％
使用電腦的程度：沒有使用 3％；偶而使用(一週一次)38％；經常使用 59％
喜歡電腦的程度：
非常喜歡 44％；喜歡 50％；沒感覺 3％；不喜歡；0％；非常不喜歡 3％
5. 之前體驗過任課老師或是其他老師在教學時使用電腦科技：
非常多 3％；有不少 19％；有一些 65％；有一點 13％；完全沒有 0％
1.
2.
3.
4.

二、各題統計
題

目

敘

述

平均數 標準差

1. 我覺得這種上課方式可以提高我的學習興趣。………………

3.81

0.69

2. 我覺得這種上課方式使我更容易了解學習內容。……………

3.72

0.73

3. ＊我覺得這種上課方式會增加我學習上的焦慮感。…………

3.47

1.14

4. ＊我覺得這種上課方式對於我的學習沒有幫助。……………

4.09

0.69

5. 我覺得這種上課方式會讓我想多學些相關的知識。…………

3.81

0.82

6. 我覺得這種上課方式可以提高我的考試成績。………………

3.19

0.64

7. 我覺得課堂上的電腦畫面可以維持我的注意力。……………

3.94

0.76

8. 總而言之，我喜歡這種上課方式。…………………………….

3.69

0.93

9. ＊我覺得自己很難適應這種上課方式。………………………

3.75

1.02

10. ＊我覺得比較起來，沒有使用科技的傳統授課方式「較好」。 3.56

1.05

＊ 為反向計分題項

總平均： 3.70

三、意見反應
還不錯，我喜歡這個上課方式。
這種上課方式我很喜歡。
如果適時以這種方式教學，我覺得這會是不錯的做法。
還滿新鮮的，希望以後還能有這樣的機會。
我覺得這種上課方式能令我印象深刻。
18

科技教學很好玩。
使用電腦教學比較不會想睡。
使用電腦上課會吸引我們，上課比較不會枯燥無味。
有用電腦的話，圖比較多，覺得比較新鮮，比較不會無聊。
因為科技進步，這樣的上課方式也越來越多，我覺得不錯。
我覺得這種上課還可以，可以提升我自己的專注力，讓我更進步。
其實上課重點並不在有無電腦，重要的是老師教學方式。
我覺得這種上課方式令我不太習慣，但是專注力可增加。
用電腦固然比較方便，但容易有遺漏。
用電腦時，希望不要當機。
沒啥意見。我不習慣有人在後面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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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6
師生回饋－教師省思
「吸收新知」是我們這門科目給我們 push 的一個動力，那當然也是一種壓
力，但也帶來很多的樂趣。我們這科目最棒的地方是它可以把生活化的東西帶給
同學，又可以把一些比較艱深、艱澀的東西加工，降低它的難度。我希望可以給
他們一些比較內化的東西，而不是很粗淺的知識的記憶，或者是技術的學習。
因為基測沒有放這麼多份量在我們這個科目上，了不起考一題、兩題，重點
都是在自然這部份。而且他考科技的東西也都和理化相關，所以只要把課本教
完，同學應該都可以 handle 科技的基測。所以我比較不把重點放在基測，比較
放在實用性的、生活化的，真的是比較充實學生自己的生活能力部份。教科書講
得很短、很簡略，這樣孩子其實就是沒有辦法很具體的去了解和理解，更不用說
很實際地去運用。我會先把課本帶完，然後再抓幾個重點活動。這幾個活動我要
深入地去教，這樣可以照顧到整體性，又可以延續它的深度。
我們這一科很多都是工具的操作，每次上課可能都要示範教學。像我每次示
範一個地方，圍著我的就只能那麼五、六個。可是一個班有三、四十個學生啊，
那我要分批教很多次。以前教的方式就是先教會組長，再由組長教會同學。可是
組長從你這邊現學現賣已經折扣打了一半，那這樣對被他教的那些同學就有點不
公平。所以後來有了電腦教學媒體的幫忙，我覺得幫助很大。尤其是我們這種操
作性的課程，真的幫忙很大，學習效果還有教學的效果提升很多。
像我進行示範時，先給學生看一下，講完之後，就先寫學習單，我再把我的
作品，我的教具傳下去，讓他們去摸、去做、去接觸，去做那些身體感官，其他
感官美的學習。可是在講解的時候，圖片式的東西就可以用實物投影機來播放。
效果還蠻好的，因為放上螢幕，變得很大，這樣就很棒。又譬如平常上課，若只
用課本，孩子很容易就注意力分散。可是我每次使用影片教學，就發現他們都還
蠻認真上課的。尤其是上課過程中給他們一些重點，請他們去觀賞、觀察跟回答，
整堂課上下來的效果會蠻好的。
像這種影片教學，在和平東路的國立教育資料館裡面其實也很多。有些比較
基礎的加工操作，也不會說時代進步就更新。有些基本方式和加工步驟其實都一
樣，可到那邊找來使用。可是往往就是不那麼合我們用，所以通常都還是自己再
拍，自己再做最合用。
這次上課，在操作之前要講解，但一次要 handle 到全班三、四十個不容易。
而你一個步驟講，他們聽了後面，忘了前面，所以我就先給他們看影片，整體的
加工步驟，可以用什麼樣的加工手法，讓他們建立一個基本的概念。然後順便從
影片教學中去聯結，之前上一節課講到製造科技裡的機體加工，和製造加工裡面
的塑膠的加速加工的技術、技巧，我們把這兩個技巧結合，應用在這個活動裡面，
20

把它軟性化。所以我就用香皂的這個材料，因為比較容易做加工切割。然後又可
以把這兩種技法做練習和應用，所以我就決定這樣來進行。
其實剛開始我電腦不是很會，那時候資訊融入課程的東西剛開始，所以辦很
多的研習。我幾乎只要沒事，就去參加。因為我發現這個部份的能力是必須的，
尤其是掛名生活科技老師，這種資訊素養，科技素養怎麼可以沒有，所以就很認
真地去進修學習。剛開始我都只是用 word 打一些簡單的講義補充，或者是用 word
檔來做上課講義，那慢慢的就有 power point 的一些秀，甚至做到 DVD 影片的拍
攝與剪接，因為發現越來越好用。可是說真的那個前置動作要花很多時間。
那時候覺得很難，現在很多軟體就比較容易操作。可是那時候剛學會電腦，
這種 DVD 的東西才剛出現，又要學那些東西，真是有點負荷不了。可是還是把它
克服了，就花很多時間把它克服了。那時候學校還沒有那種設備，DV 是我自己
買的。而且那時候當專任，四點就可以離開校園了。但我會留下來，拍學生的作
品，因為這樣等於給那一屆的畢業學生一個畢業禮物嘛！所以我把他們的香皂作
品拍一拍，然後就播給他們看。他們就很感動、很喜歡，所以那一屆花最多的力
氣，最疲累，可是給我的感動，還有那種教學的喜悅快感也是最強烈的。
未來其實就是不斷的把教學的東西資訊化，然後把這些東西作一個整理。因
為我目前就是課本教什麼，我就配合課本去做一些補充教材，去做一些影片教
學，去配合課本。所以做起來就拉拉雜雜的，主題很分散。這部份也是需要一些
時間把他們分門別類，然後以後使用起來可能會更好用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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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7

圖 7-1 首頁畫面

圖 7-2 主選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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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教師背景畫面

圖 7-4 單元教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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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電子簡報畫面

圖 7-6 學習單第一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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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學習單第二頁畫面

圖 7-8 教師省思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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