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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年度延續上年度計畫，先完成「影片案例教學網頁」之開發，然後邀請職前教師以
及師資培育者(含教育科技專家)進行形成性評鑑，據以增修網頁，而在 97 學年度下學期實
際應用於師資職前課程「電腦與教學」
，以了解實施過程與使用成效。結果顯示此種課程設
計確實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特別是在「引起注意」
、
「相關性」
、及「滿足感」等面向上。
而網頁提供不同學科的真實案例，呈現多種的科技應用，有助於增進學生多元應用科技於
教學現場的能力。此外教學實況影片能夠完整地重現教學現場，忠實地記錄整個教學過程，
再透過精心設計的「分析指引」
，引導學生有目的的觀看影片，不但能強化學生觀察教學現
場的能力，也能產生「見賢思齊」的仿效功能，以及「見不賢而內自省」的警惕作用。另
方面，在實施過程中，採用小組討論、張貼各組意見於討論區、提供專家評述、以及在課
堂上進行全班討論等方式，有助於擴展學生的視野，從多元的角度思考有關教學上的問題。
整體而言，學生不但更為肯定科技的使用，而且將更為謹慎、明智地將科技融入於個人的
學科教學。最後本研究針對案例搜集、網頁更新、教學實施、及應用推廣等方面提出具體
建議與未來研究方向，庶幾強化影片案例教學的應用成效。
關鍵詞：師資培育、科技融入教學、影片案例、案例教學

ABSTRACT
This study first comple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deo case studies (VCS)” website and
then invited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teacher educators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experts included)
for formative evaluation. Accordingly, the website was modified and was implemented in the
course of “Computers and Instruction” during the spring semester of 2009.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urriculum design was able to increase the student’s motivation in terms of attention,
relevance, and satisfaction. Moreover, the website provides authentic cases in various teaching
subjects and with diverse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Consequently, the student’s abilities of
multiple ap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into instruction were enhanced. Furthermore, the video cases
reappear teaching reality in authentic classrooms, and the whole teaching processes are recorded.
With the use of “analysis guide” for directing the student to examine a video case purposely, not
only the student’s classroom observation skills were improved but also the effects of imitating
good practices and avoiding bad practices were spread. In addition, the use of group discussion,
discussion forums, the expert’s comments, and the whole class discussion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was very helpful to broaden the student’s views so that the student could
deal with instructional problem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whole, the student not only
had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use of technology but also would use technology in the
subject teaching more cautiously and wisely. Finally, this study provides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regarding cases collection, website modification, instruc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use diffusion so as to enhance the effects of video case studies.

Keywords: teacher educ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video case studies, the cas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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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因應當前的資訊化社會，為確保未來的老師有能力使用科技幫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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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年度通過的研究計畫已針對大台北地區的資訊種子典範學校進行科技融入教學的實
況拍攝，並且發展本土化科技融入教學影片案例的教學資源，包括影片的剪輯、以及提供
觀察指引、省思問題、延伸活動、與專家評述等輔助教材，進而完成「影片案例」網站的
雛形系統，網址為 http://163.13.143.61/vcs。本年度則延續上年度的計畫，先針對「影片案
例」網站進行形成性評鑑，據以增修網站的功能與內涵，接著實際應用於師資職前課程，
冀能了解其實施過程並且評估其成效。具體而言，本計畫的目的如下：
一、針對影片案例網站進行形成性評鑑，以強化其在教學實施上的功能與內涵。
二、針對職前教育科技課程，規劃線上影片案例之應用方案與教學實施。
三、檢視影片案例網站的實際運作以及線上影片案例的教學實施過程。
四、評估線上影片案例對於學生的科技融入教學知能以及其他的教育專業發展的影響。
五、總結線上影片案例之教學評價，進而對於後續的應用提供具體的建議。

貳、文獻探討
有鑒於職前教師的科技培訓經常是與中小學的教育現場脫節，而且未強調特定學習領
域的應用，Brush 等人 (2001)提出「現場本位」的科技融入模式，讓師資生在真實情境中
發展與實施科技導向的教學活動，並接受專家指導與協助。該模式特別注重真實情境與脈
絡，強調職前教師必須進入中小學現場，實際觀摩並體驗科技融入班級教學或特定領域學
習，如此才能確保職前教師能將所學遷移至未來的教學與專業生涯。現場本位的科技培育
模式，雖然立意甚佳，但要真正落實，牽涉的層面較廣，包括必須與中小學協同合作，以
及中小學教師必須具備科技融入教學的能力以為示範等，因此有一定的難度與複雜度，較
為務實、簡單的作法是利用科技將中小學情境帶入大學課堂內。
例如，Perry 與 Talley(2001)建議使用線上案例教學，以便在師資培育的理論與實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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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搭起橋樑。由於多媒體技術可增強案例中的脈絡感與真實感，捕捉教室互動中的複雜性，
並且允許學生重新播放教室事件的影片，以注意到可能錯過的教室線索，或是看到重要的
特性。此外網際網路的超媒體，包括非線性的整合（影片、聲音、文字、圖片）
，可提供豐
富的案例情境，有助於知識的建構，並且隨時隨地可用，相當便利，符合成本效益，因此
是示範科技融入課程的最好措施。Ertmer、Deborah 與 Judith (2003) 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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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職前教師在對科技融入的看法以及自我效能上有顯著地進步。
Harris、Pinnegar、與 Teemant (2005)認為傳統書面形式的案例雖然可以提供教學實況的
說明，但仍不夠情境化或真實化，因為少了許多口語、肢體方面的教學元素，因此無法充
分反映出教學情境中的複雜性。他們建議採用錄影的方式，以捕捉到課堂上所有語言和非
語言的互動，讓職前教師不需要真的在教室也能身歷其境。Cannings 與 Talley (2002)即指出
透過網際網路能夠展示更多的案例，其散播跨越學校的圍牆，使散落於不同地區的職前教
師可以進行討論。吳青樺、高熏芳(2003)也認為透過網路科技，可以與社群成員溝通，藉以
統整理論、實例與相關人員的見解，而能建構解決問題的方法。
陳憶芬、張克璋、與吳壽山(2004)進行的案例教學實證研究，結果發現不少的學生仍期
待教師像傳統教學一樣地給予明確的教學及說明，因此為有助於學生適應案例教學的方
式，並且促使學生更有意願接受案例學習的挑戰，高熏芳、蔡宜君(2001)即建議在實施案例
教學之前應先與學生進行溝通，包括說明案例教學法學習的優點與價值、以及案例教學進
行的步驟，明確地說出教學者的期望，例如：學生事先閱讀案例內容、學習小組認真討論
問題等，此外強調是意見的討論而非僅是提出答案而已，最後是提供學生未來評量方式的
相關資訊。
高熏芳、蔡宜君(2001)進一步將教師應用案例實施教學的過程分為教學前、教學中及教
學後等三階段：在教學前，教師應對案例有充足的了解，了解案例中的關鍵議題，並且事
先準備適當的問題，以便引導學生進行案例討論。問題的安排可由概述或開放性為始，之
後再利用分析性問題，要求學生進行案例內容及議題的探索，最後可以評估及總體性問題
啟發學生思考，對整體案例進行反思與評估，進而統整延伸至較整體性的主題概念(林子
雯，2003)。在教學中，教師以各種不同的方式來展現案例的內容，然後引導學生討論案例
中相關人物的處境與行動，必要時以相關理論來比對或說明案例涉及的各個層面與因素。
初期的案例討論可由教師主導，但是漸漸地可以讓學生自己進行自發性的提問與討論，甚
至可以用角色扮演的方式來進行案例討論。在教學後，教師可自行設計相關的後續活動，
來幫助學生作更進一步的學習；或是依教學或學習的需要，要求學生繳交心得報告，並且
加以評閱。
針對案例教學的評量，高熏芳、蔡宜君(2001)即建議必須將評估融入教學的過程中，體
認分數無法反應學習全貌之事實，並且以更為多元的評量方式進行，將學習視為動態連續
過程，採歷程性的評量觀點，以真實評量(authentic assessment)、檔案評量(portfolio
assessment)、學習日記、或學習成就檢核表等方式進行。而為了評鑑案例教學的品質，高
熏芳、蔡宜君(2001)除了採用教學觀察記錄、深度訪談、以及學生學習成就檢核之外，還採
用 Keller(1987)的「課程興趣評鑑量表」
，內含「引起注意(attention)」
、
「相關性(relevance)」、
「信心(confidence)」、及「滿足感(satisfaction)」等四面向，以了解對於參與學生學習動機
的引發程度。
綜合言之，案例教學的實施最重要的是掌握兩個關鍵因素：一是討論過程，一是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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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課堂上討論的時間較為有限且急促，往往無法讓每位學生暢所欲言，或是從事較為
深思熟慮的活動。此時即可藉重科技的特長，在進行課堂討論之前，學生不但可先在網路
上閱覽以多元方式呈現的案例資料，完成案例分析報告，也可進行小組內部的討論，以及
小組之間的討論，如此經過事先充分的溝通與互動之後，課堂上的討論就可更有效率、且
深入。此外學生的分析報告、網路討論紀錄、以及事後的省思心得均可顯現在網路上，成
為評量學生學習的重要依據。這樣一方面可鼓勵學生踴躍參與、持續投入，另方面教師也
可隨時檢視個別學生或是小組的學習狀況，而視需要採取必要的介入措施。

参、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 ADDIE 的教學設計模式，將線上影片案例的開發過程分為分析、設計、發
展、實施、評鑑等階段，各階段的工作項目，如下圖所示。上年度計畫已進行至「發展」
階段，本年度則依序完成形成性評鑑、教學實施、以及總結性評鑑。

分析

設計

發展

形成性評鑑

相關文獻

影片案例

影片剪輯、後製

人員：職前教師、

相關網站

網頁畫面

案例教材編寫

師資培育者

使用者特性

人機介面

網頁畫面製作

重點：

專業發展需求

資料結構

系統程式撰寫

適切性、功能性

回 饋

實施準備

實施期間

總結性評鑑

推廣

增修案例網站

網站運作與維護

案例網站運作

其他職前課程

測試案例網站

影片觀看與省思

案例教材效益

現職教師培訓

規畫教學實施

網路與課堂討論

教學實施品質

充實影片案例

編寫教學指引

現場觀察與省思

案例學習成效

進行後續研究

回 饋
圖 1 線上影片案例之開發流程圖

由於本計畫中的影片案例是以科技融入教學為焦點，因此選定與其關係最為密切的「電
腦與教學」課程實施，一方面可強化並且落實該課程的核心目標，亦即「科技融入教學」，
另方面該課程恰可提供使用案例網站(科技)的正當性。
「電腦與教學」課程為校訂必修，開
設於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一年級下學期，採小班教學，每班 30 人，一人一機。修讀的學生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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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各系所，有大學生與研究生，相當多元，有的學生在上學期已修過另一校訂必修「教學
媒體與操作」。
根據文獻分析，案例教學能帶來多面向的成效，因此本研究擬透過多元的方式搜集資
料，期能全面地捕捉過程中的特色與變化，以及展現最後成果的多樣性。本研究在各階段
規劃的資料搜集方式與重點，如下表所示，冀能以「三角檢核法」
（triangulation）
，交叉
比對，相互印證，發現關鍵線索與核心內涵。
表 1 線上影片案例之教學應用各階段資料搜集之方式與重點
階段別

資料搜集方式

資料搜集對象

資料搜集重點

形成性
評鑑

網站評鑑問卷
後續個別訪談

職前教師
教育科技專家

案例教材適切性、網站畫面設計
案例網站功能性、操作便利性

實施準備

網站測試紀錄
教學相關文件
基本資料問卷

測試者
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

案例網站系統運作測試
課程規劃、教學流程與教材設計
科技能力與經驗、融入教學自評

實施期間

案例分析檔案
網路討論紀錄
課堂觀察紀錄
教學省思札記
學習自評檔案
網站運作紀錄

修課學生
修課學生
授課教師、修課學生
授課教師
修課學生
使用者

訊息察覺、思考品質、專業成長
思考脈絡、視界觀點、溝通表達
師生對話、突發事件、處理過程
引領討論、師生互動、檢討改進
案例理解、省思品質、討論品質
疑難問題、解決方案

總結性
評鑑

融入教學方案
課程評鑑問卷
學習成效問卷
學生焦點訪談

修課學生
修課學生
修課學生
修課學生

融入教學設計與教材製作能力
案例教學的品質與效益
科技融入教學等專業知能與態度
案例的學習體驗、收穫與建議

肆、結果與討論
以下分形成性評鑑、教學實施、以及總結性評鑑等三方面說明研究結果並加以討論。
一、形成性評鑑
形成性評鑑於四月中旬完成，分別邀請修畢「電腦與教學」的中等教育學程學生，男、
女各一名，以及一名教材教法與實習的授課教師、還有一名教育科技專家等四人，各自上
網使用「案例教學網頁」，然後填寫「評鑑問卷」
，再接受後續訪談。評鑑問卷的主要面向
包括畫面設計與操作、案例的量與質、案例的資料（含案例背景、教學資料、師生回饋）、
案例的教學實況、案例的分析指引、互動與學習紀錄、以及其他意見與建議等。評鑑結果
顯示四人均一致肯定該網頁的建置，尤其是兩位職前教師給予各評鑑項目至少三分以上的
評價，而兩位專家或許是因為專業背景不同，對於網頁的要求與期望各有偏重，致使在某
些項目上的評分有明顯的差異。
首先，評鑑意見較為一致的是「案例的分析指引」
，除了有一人在「引發思考」與「鼓
勵深度學習」等兩個項目給予四分之外，全部項目均一致獲得最高的五分。此外「實況影
片播放順暢」也獲得一致的五分。其次是「畫面的按鍵清晰」以及「自評單內容明確、具
體」等都各有兩個五分與兩個四分。至於認為需要加強的地方包括增加不同學科的案例，
例如，社會科等，以及建議將旁白稿（字幕）直接置於影片當中。由於即將進行教學實驗，
6

針對案例增加的建議，本研究只能在日後為之。不過已修正將各段影片加上字幕，以利觀
賞，同時也保留旁白稿的下載功能。
其次，教材教法與實習的授課教師對於案例的呈現方式與內容提出許多具體的意見。
一是建議將原來各自獨立呈現的迷你案例依附在各主要案例之下，以免誤導讀者。針對這
項建議，已立即修改「案例檢視」的畫面，僅出現七個案例的主題選項，而各迷你影片的
片頭則羅列在「教學實況」畫面內，點選後，再放大播放以供檢視。二是建議使用概述的
教案（有清楚的步驟過程）
，將各階段用到的教學資料（例如，講義、學習單）以及影片示
範加以羅列，以供點選呈現。這項建議的立意甚佳，但因為會牽動整個網頁架構的修改，
短時間內無法完成，因此現階段先在「案例檢視」畫面的各主題選項之下，依序列出教學
實況影片的名稱，精簡地呈現教學流程與活動。最後是建議增加案例中科技應用的多樣性，
例如，學生端使用資訊科技輔助學習的歷程與成果、不同軟體(尤其是數理、自然科)於學習
上的應用、或是教學平台之使用等。上述建議自然是本研究在發展下階段案例時所要思考
與努力的方向。
至於教育科技專家則是對於「互動與學習紀錄」給予較差的評價，與另三位評鑑者有
明顯的差異。他認為「案例討論區及小組園地，以留言的方式，一般效果都沒有很好，有
可能是缺乏主題，也有可能是缺乏可以帶起有意義的留言活動。」本研究基於提供參與學
生更多的溝通互動管道，同時為蒐集更多歷程性的資料，這部份的功能都予以保留，不過
在教學實施時，會特別注意給予明確的主題，以帶動小組討論。
二、教學實施
「案例教學網頁」搭配 97 學年度下學期的「電腦與教學」課程加以實施，該課程的教
學計畫如附錄一所示。整體而言，期中考之前課程的安排主要為熟悉多種科技產品的教學
應用，期中考之後，才真正開始使用「案例網頁」
，整個實施的細部規劃如附錄二所示，過
程說明於後。
首先，97 學年度「電腦與教學」的修讀人數為 29 名，採「異質」方式分組，每組五
人，總共為六組。同一組內含大學部以及研究所學生，且有不同的任教專長。不過為避免
同一學科的人數太少，容易被孤立，而產生疏離感，因此每一組也安排至少有兩名具相同
學科專長的組員，例如，第六組的五名組員就包括兩位中文系、一位英文系、以及兩位英
文所學生。
首次上課，授課教師先以「案例網頁」的教材區為輔助，簡要介紹案例教學法及其優
點，並且大略說明之後課程的進行方式與活動。隨即帶領學生瀏覽案例網頁的功能與內涵，
然後提供網址，讓學生登錄系統，實際操作，並且建議在小組園地留言。接著指出要檢視
的案例為「生活科技」「手工香皂 DIY」當中的「香皂達人」，針對的科技主題為「網路資
源之應用」。學生隨即各自檢視案例資料與影片，同時填寫「分析指引單」，完成後上傳至
「學習檔案」內，附錄三即是學生上傳的「分析指引單」內容。組員可在課堂上面對面討
論案例，或是在小組園地留言，提出看法，最後推派一人彙整小組意見，在下週上課前，
張貼在案例討論區內。針對「香皂達人」案例，討論區內各小組的意見如附錄四所示。
授課教師在下週上課之前，即時地將之前蒐集的專家評述意見張貼在討論區內，如附
錄四所示。課堂上首先針對各組的看法，進行討論或澄清，並且帶入專家的看法，以及適
時地補充各組未關注到、但重要的細節，請各組發表意見，最後由授課教師進行總結，代
表該案例的討論已經告一段落。學生然後各自進入「學習檔案」內填寫「自評單」
，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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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學生完成的「自評單」內容紀錄。接著又開始另一個案例的檢視、分析、討論、與自
評。前後討論的案例共有四個，各案例的名稱及其聚焦的科技主題依序呈現如表 2 所示。
表 2 課堂討論的案例名稱及其相關資料
案例名稱

學科名稱

教學主題

科技主題

香皂達人

生活科技

手工香皂 DIY

網路資源之應用

醇類的官能基

理化

常見有機化合物

電子簡報之應用

烷類模型與結構式

理化

常見有機化合物

過程步驟之示範

香皂成品 SHOW

生活科技

手工香皂 DIY

作品編輯與展示

當第四個案例－「香皂成品 SHOW」進行討論之後，再展開另一類型的活動，亦即請
各小組自行選定一案例進行檢視，然後互相討論，設計該案例的「分析指引」題目。各小
組選定的案例及設定的科技主題如表 3 所示，而附錄六即為第六組完成的案例分析指引。
表 3 小組選定的案例名稱及其相關資料
組別

案例名稱

學科名稱

教學主題

科技主題

一

遣詞錦句技巧

國文

基測作文撇步

電子簡報的設計與應用

二

米食猜一猜

家政

米食之旅

使用電子簡報增進互動

三

米食天堂

家政

米食之旅

電子簡報之應用

四

火災防治

健康教育

健康社區

動畫影片與學習網站

五

火災防治

健康教育

健康社區

動畫與防災科學

六

Student Oral
Reports

英文

Mysteries of the
Past

數位學習教室與電子簡報
之應用

最後的活動是要求每位學生針對未來任教的學科，自行挑選一個主題，設計「科技融
入教學方案」
，包含教案設計與教材製作，在最後一次上課時展示並且繳交書面資料（教案）
以及電子檔案（教案及教材）。附錄七即是某位學生的科技融入教學教案及作品。
整體而言，教學實施進行得尚稱順利，大部分學生的配合度也很高，其中有下列事項
值得加以討論。 一是網頁系統在正式運作之後，一開始仍是會出現問題。本研究的學生在
課堂上要張貼第一個案例的討論結果時，討論區卻出現系統錯誤的訊息，造成後幾組的學
生無法順利張貼。此時只好要求無法張貼在討論區的小組，先將其討論結果 email 給授課
老師，然後再彙整給系統人員，請其迅速修改錯誤，並且補上遺漏的部份。此外也有幾位
學生反映不知某個案例的指引單是否已經上傳，以及傳錯自評單到另一個案例，不知如何
處理。事實上這些問題在設計系統時都有考量，因此上傳的指引單會出現最新上傳的日期
時間，以及可以下載自己上傳的檔案，而且這些檔案可多次上傳，但新的會取代舊的。但
或許是學生剛開始使用，對系統不熟悉，再加上授課教師考量學生的電腦能力以及課堂時
間有限，未能實際操作示範使然。其次是在進行第一個案例的檢視時，授課教師發現有幾
位學生錯看另一部教學影片，亦即另一個案例，這極可能是因為兩個影片案例同屬一個教
學主題之下，名稱都以「香皂」開頭，而且依照教學流程，另一個案例是排在前面的。
第三是大部分學生都儘量把握課堂時間完成個人以及小組作業，而不想留到課後，這
可從分析指引單上傳的日期紀錄畫面，如附錄八所示，以及討論區張貼的時間獲得證實。
因此學生在檢視案例時，通常聚焦於實況影片，以方便填寫指引單內容，而對於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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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背景或回饋資料，則是無法仔細閱覽。之後各組在進行討論時，也由於時間急迫，大
多無法做到充分溝通，有的小組甚至沒有進行實質的討論，只是指定一位組員把自己的意
見當作是小組的意見張貼在討論區內。此外有一組前幾次是完全依賴「留言板」
，針對要檢
視的案例，各自留下自己的意見，而沒有進行面對面的討論。易言之，組員間的互動並不
熱絡，一來是相處時間有限，另一原因可能是組員之間並不熟識。因為是立意分組，學生
不能自由選擇組員，再加上實施之前也沒有任何增進團隊氣氛的暖身活動。
第四是正如之前教育科技專家所預測的，本研究也發現「留言板」的功用有限。除了
有一組用其進行意見交流而留言數量較多之外，其他小組的留言數量稀少，甚至有兩組沒
有任何留言。或許是課堂上提供組員面對面討論的機會，因此不需用到留言板，而學生似
乎也不知其確切的功能，有學生就留言：
「湖人拿冠軍~^^」
。此外由於小組討論結果早早張
貼在討論區內，導致課堂上未出席的組員事後就直接把個人意見張貼在討論區內，而未使
用小組留言板，與其他組員互動。
最後是使用分析指引確實能促使學生專心投入，引導其觀察細微之處，進而能有所發
現與體會。不過若是案例當中的學科內容較為專門、艱深一點，例如其中兩個理化案例，
從留言板中就可發現，有些學生因為學科背景的關係，會有一些格格不入、難窺其妙的距
離感。也或許因為同一組內有不同的專長背景，為淡化學科知識的專門性，因此多數小組
挑選的是較為生活化的案例，來設計分析指引的題目，如表 3 所示。不過，比較各組設定
的科技主題可謂大同小異，而題目內容多與之前提供的分析單相似，少有新意，這或許是
時值期末，各組少有時間進行充分討論，不得已倉促交差之作。也可能是因為本研究目前
所蒐集的案例，在科技的應用上同質性較高，因此即便是針對不同的案例，各組的分析指
引設計也無法有很大的差異。此外在大略檢視期末作品－「科技融入教學方案」之後，學
生設計的應用模式也是大同小異，多為電子簡報。
三、總結性評鑑
由於本研究搜集的資料相當豐富、多元，現階段僅針對課程評鑑問卷、學習成效問卷、
以及焦點訪談等進行初步分析。以下先提供有效樣本的背景資料，再依次呈現問卷與訪談
的分析結果，並且加以討論。
1. 有效樣本分析
在進行影片案例教學之前，先請學生填寫「基本資料」問卷，內含相關背景資料以及
「科技融入教學」的自我評價，統計的結果如表 4、表 5 所示。該班原有 29 位學生，其中
ㄧ位學生因為特殊狀況不得已經常缺席，由於純屬特例，因此不將其列入樣本，本研究的
有效樣本減為 28 人。由表 4 可知，女生人數佔了七成多，遠高於男生，這與多數研究的統
計結果是相當一致的。而由於「電腦與教學」是開在一年級下學期，因此修讀的學生多為
一年級生，佔了近六成。雖然多數為大學生，但研究生也佔了近四成，顯然有助於師資整
體素質的提升。至於任教科別合計有九種，相當多元，以英語科人數最多，佔了三成多。
針對網路知能，有超過九成的學生評定自己是「普通」或「很好」
，顯見國內資訊教育的推
動有一定成果，以及網路的普及，因此有六成四的學生每天平均上網 2 至 5 小時，而上網
的目的除了閱讀、搜尋資料，以及使用電子郵件之外，
「網路聊天」也是熱門的活動。
表 4 有效樣本之背景資料分布情形(N=28)
變項名稱

變項分類

人數

百分比(%)
9

男

8

29

女

20

71

一年級

16

57

二年級

5

18

三年級與以上

7

25

大學

17

61

研究所

11

39

國文

4

14

英語

9

32

數學

3

11

歷史

3

11

公民

3

11

商業經營

2

7

西班牙語

2

7

其它（理化、資訊）

2

7

很不好

1

4

不好

1

4

普通

20

71

很好

6

21

非常好

0

0

不到 1 小時

2

7

1-2 小時

4

14

2-5 小時

18

64

5-10 小時

4

14

超過 10 小時

0

0

閱讀網頁資料

24

20

使用電子郵件

23

19

搜尋相關資料

20

16

網路聊天

18

15

查詢資料庫

12

10

下載影音資料

11

9

使用教學網站

7

6

其他（遊戲、論壇）

8

6

性別

教育學程修讀年級

就讀大學或研究所

任教科別

覺得自己的網路知能

平均每天使用網路時數

上網目的（可複選）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表 5 「科技融入教學」自我評價各題項之平均數與標準差(N=28)
題

目 敘

述

平均數

標準差

1. 我認為電腦科技應用於教學是必然的趨勢。.....................

4.04

0.74

2. 我堅信使用電腦科技能夠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

3.46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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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願意多花時間規畫如何將科技融入我的教學。.............

3.71

0.71

4. 我能夠因應不同的教學情境而調整科技融入的策略。 ....

3.57

0.79

5. 我能夠完善地規劃將科技應用於中小教學現場。.............

3.39

0.73

6. 我有自信能夠處理科技融入的教學的突發狀況。.............

3.25

0.87

*7. 我認為我的任教的學科並不需要使用電腦科技。...........

3.71

0.90

*8. 我認為使用電腦科技會妨礙我的學科教學。..................

4.00

0.72

*9. 我不知道如何將科技融入我的任教學科。.......................

3.57

0.92

*10. 我沒有信心在中小學教學現場使用電腦科技。.............

3.54

0.96

*表示反向計分題目
「基本資料」問卷中的「科技融入教學」自我評價部分總計有十題，選項分為五個等
級，若勾選「非常同意」，得五分，然後依次遞減，若勾選「非常不同意」
，則得一分。由
表 5 可知，學生對於「科技融入教學」的自我評價大約在中等程度，仍有許多學習的空間。
其中平均數最低的是「能夠處理科技融入教學的突發狀況」
，其次是「能夠完善地規劃將科
技應用於中小教學現場」
，這兩者也是採用案例教學期望能增進的知能。再來是「堅信使用
電腦科技能夠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
，雖然得分也不高，但對於「電腦科技應用於教學是必
然的趨勢」以及「使用電腦科技不會妨礙我的學科教學」等卻是相當認同。這顯示多數學
生在肯定科技融入教學的同時，對於能否提升學習成效仍有些質疑，可能的原因之ㄧ是學
生認為自己在科技融入教學的專業能力與自信明顯不足。
2. 課程評鑑問卷分析
當各小組針對自選的案例進行分析指引報告之後，隨即請學生填寫「課程評鑑」問卷，
內含 Keller(1987)的「課程興趣評鑑量表」以及有關「影片案例網頁」的開放式問題，如
附錄九所示。
「課程興趣評鑑量表」共有 34 題，選項分為五個等級，若勾選「非常同意」，
得五分，然後依次遞減，若勾選「非常不同意」
，則得一分。針對四面向的分析結果，從表
6 可知各面向的平均數皆為正向，易言之，影片案例的使用確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尤
其在「引起注意」
、
「相關性」
、及「滿足感」等面向上，而在「信心」面向上的平均數則略
低一些。高熏芳、蔡宜君(2001)的研究也是「信心」面向的平均數最低(3.56)，這或許是因
為案例教學與傳統的課堂講授方式大異其趣，學生對於過程的掌控以及評量的內容比較不
熟悉，因而對於能否達成目標較不具信心。不過相較於高熏芳、蔡宜君(2001)的研究在「引
起注意」面向上的平均數高達 3.82，其他三個面向的平均數則在 3.60 左右，本研究則在其
他三個面向的平均數都較高，顯示利用影片呈現案例內容要比採用書面方式能夠產生更為
一致的較佳結果。
表 6 課程興趣評鑑量表各面向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面向

題號

平均數

標準差

引起注意

1,4*, 10, 15, 21, 24, 26*, 29

3.72

0.80

相關性

2, 5, 8, 13, 20, 22, 23, 25*, 28

3.77

0.73

信心

3, 6*, 9, 11*, 17*, 27, 30, 34

3.59

0.93

滿足感

7, 12, 14, 16, 18, 19, 31*, 32, 33

3.76

0.77

*表示反向計分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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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評鑑」問卷中的開放式問題乃是邀請學生針對「影片案例網頁」的內容、功能、
以及教學實施分別提供意見與建議，作為未來改進的參考。首先，學生對於「影片案例」
的意見包括：案例的品質很不錯，但可增加不同學科的案例，例如，歷史、地理、以及體
育等，同一學科也能多加一、兩個不同的教學案例，並且用到更多不同的科技媒體。以上
的意見與之前形成性評鑑結果相當一致。此外也有學生反映「影片的主體是教師，幾乎沒
有帶到學生的鏡頭，無法全盤得知學生反應」
，以及「網頁設計的連結，有時找不到要找的
資料或檔案」
。事實上，拍攝現場有一鏡頭專門是針對學生的，但由於這類影片的剪接費時，
再加上教學的主角是教師，因此拍攝學生的帶子大多被擱置，尚未使用，不過未來可考慮
整合編輯成母子畫面，以窺全貌。另外，案例網頁對於每個教學案例都提供不少的相關資
料與檔案，資料量龐雜，自然容易讓使用者產生混淆與錯置。但另方面，網頁的連結設計
也可修改為更有條理，以利資料找尋。
其次，學生對於「小組園地」的看法有很大差異。有學生認為「小組園地的設置非常
好，提供了組員與教師間的互動管道」
，但也有學生表示：「因小組成員不熟，小組園地很
少用到，也很少有留言，或許可考慮取消。」有學生就建議「小組園地感覺和案例討論很
像，兩者可以合在一起」。對於「案例討論」
，學生則是予以肯定，認為「藉由觀看別人的
想法和意見，可以讓自己瞭解更多有關該案例的優缺點」以及「從中可以參考各組的答案，
更能增進自己的想法」。至於「學習檔案」中的「分析指引」
，有學生認為「可以幫助我們
更快速地抓到觀看重點」
，但也有學生反映「指引單內容有點多」
。而針對「自評單」
，有學
生就表示「作用其實不太大，因為在分析單中就已經表達我們的意見與想法，所以我個人
是覺得不太需要」，以及有學生建議「未來可以開放瀏覽他人檔案的功能」
。另有學生則綜
合上述功能具體指出：
「經由小組討論，以及透過大家的回應建構自己的知識，再經由分析
指引、自評單做自我了解、反省，幫助很大。」
由上可知，因為學生不太了解小組園地的確切角色與功能，再加上課堂上提供面對面
互動的機會，若足以達成討論的目的，小組園地就容易被棄置不用。相較於案例討論，授
課老師對此有明確的規定與要求，各組學生就容易遵循與使用。同樣地，分析單與自評單
依照原先的設計也有不同的功能。前者的重點在於引導學生從影片中觀摩學習，後者則是
針對整體學習包含討論過程的自我評估與反省。不過由於學生只是按照規定填寫，未能進
一步了解其意涵，而授課教師對於完成的自評單也無後續的分析比較活動，因此留下的印
象並不深刻，且易生誤解，以為兩者的內容差不多。
最後，有學生對於「案例教學」給予高度肯定，認為：
「透過觀看影片案例，我們可以
欣賞不同學科的教師所使用的媒體和他們的教法，從中吸引別人的經驗，讓自己日後的教
學可以變得更多元。」但也有學生反映：
「課堂討論的影片案例，科目分布不均，像是英文，
我們並未討論到，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還有學生表示「看兩個案例可能就夠了，
四個有點重複，失去興趣。」以及有學生建議：
「相同學科分為一小組，針對自己所熟悉的
科目去做討論或觀看，會比較有用，也較有興趣。」當初的教學規劃是依據設定好的科技
主題，再選定適合的案例在課堂上進行討論，四個案例恰好分屬兩個教學主題，本研究認
為同一教學主題正可縮短案例檢視的時間，不過顯然學生有不同的想法，最大的原因可能
是課堂上未討論到自己的學科案例。至於分組方面，本研究採異質方式，以便激發多元的
觀點。不過因為教學案例的討論，難免涉及學科內容，面對不同學科專長的組員，要與之
溝通討論，有些學生可能會感到不太適應。
3. 學習成效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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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問卷」於最後一次課程結束前，發給學生填寫，目的在於了解「影片案例
教學」對於學生在科技融入教學專業知能上的助益。計有 10 題，選項分為五個等級，若勾
選「非常同意」，得五分，然後依次遞減，若勾選「非常不同意」，則得一分，各題的統計
結果如表 7 所示。由表 7 可知，只有兩題的平均數未達四分，整體而言，學生對於影片案
例教學給予高度的肯定，認為有助於多方面的專業知能成長。其中得分最高的是教學現場
的「觀察能力」
，這顯示分析單內的問題確能帶領學生有系統的觀看，且能得到不錯的收穫
與成果，經此訓練，學生認為觀察能力提昇不少。其次高分的是教學現場的「應變能力」，
這可能是因為本研究提供的影片均為實境拍攝，並非是有腳本的「套招演出」
，其中甚至有
電腦當機的意外發生。不過藉此正可讓學生了解教學中可能發生的狀況，進而思考因應的
策略與技巧，因此學生認為應變能力有所增進。第三高分的是「多元應用科技於教學能力」
以及「多元角度思考教學問題」兩個項目。前者可能是因為提供的案例囊括不同的學科主
題與不同的科技應用，雖然多樣性仍可加強，但學生還是看到不同的應用方式，因此認為
多元應用能力有所提昇。後者可能是因為藉由小組討論、觀看他組與專家意見、以及全班
討論等過程，擴大了個人的視野，而較能從多角度思考問題。
雖然學生自認為在能力上有所精進，但在態度上的轉變就相對保守些。例如，得分最
低的是第十題關於處理複雜教學情境的「信心」水準。究其因，這或許是案例教學只觀摩
影片，並未安排學生到教學現場實際演練，由於未能親身體驗，所以覺得比較沒有信心。
得分次低的是第二題關於「信念」層面，亦即「深信應用科技能夠提昇學習成效」
。雖然平
均數要比自我評價中的第二題來得高，但仍低於四分，這顯示「信念」本身具一定的穩定
性，不易改變，亦或者是學習成效不易展現所致。
表 7 學習成效問卷各題項之平均數與標準差(N=28)
題

目

敘

述

平均數 標準差

1.「影片案例教學」使我能深入了解科技如何融入我的任教學科。 ..... 4.07

0.66

2.「影片案例教學」使我深信應用科技能夠提昇學習成效。 ................. 3.96

0.51

3.「影片案例教學」使我對於科技應用於教學現場的規劃更為周全。 . 4.07

0.47

4.「影片案例教學」使我對於科技應用於教學現場的態度更為積極。 . 4.00

0.67

5.「影片案例教學」增進我多元應用科技於教學現場的能力。 ............. 4.11

0.50

6.「影片案例教學」強化我觀察教學現場的能力。 ................................. 4.21

0.63

7.「影片案例教學」提升我在科技融入教學現場的應變能力。 ............. 4.14

0.71

8.「影片案例教學」使我能察覺並省思自己的教學偏好與信念。 ......... 4.04

0.69

9.「影片案例教學」使我能從多元的角度思考有關教學上的問題。 ..... 4.11

0.63

10. 「影片案例教學」使我有信心面對並處理教學現場的複雜情境。 .. 3.61

0.74

4. 焦點訪談分析
焦點訪談安排於課程結束後的下一週，亦即期末考週舉行，配合學生的時間，分成兩
梯次，每梯次安排八名受訪者。結果各梯次的出席率僅達一半，合計有九名學生完成訪談。
訪談大綱如附錄十所示，內容經由整理分述於後。
首先，學生認為印象最為深刻的案例具有下列特性：(1)整體教學表現優異的老師，亦
即不只是數位教材的製作或應用，還包括講解清晰、師生互動佳等一般的教學技巧。有學
生就表示：「像那位教理化的，我就覺得他的 PPT 做得很好，會把很抽象的東西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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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分子結構對一般學生而言是蠻難想像的。」也有學生認為：
「我覺得教『官能基』的老
師，他教得很慢而且很扎實，他這樣教真的學生會很瞭解，不會睡著！」(2)與任教科目相
關的教材設計，例如，理化科的簡報畫面「用閃爍的方式，或是原本沒有，卻能引導學生
得出答案來，那種效果讓我感覺學生會比較專心而且想知道結果是什麼。因為數學科其實
很難使用科技去做什麼樣的結合，但這剛好和我以後任教的科目有關。」(3)使用特殊設備，
例如，英文科使用「像攝影棚的數位教室，一般學校很少有那種特殊設備的教室，可以讓
學生像主播一樣進行口頭報告，他們的虛擬主播台很特別。」(4)教學中發生特殊的狀況，
例如，電腦當機，
「我覺得大家都有可能會遇到那種情境，當媒體器材壞掉的時候。如果是
我遇到這種情境可能也會慌，那位老師趕快重開機，帶其他活動，我覺得還不錯。」
其次，在案例網頁的使用上，針對影片案例的背景、教學與回饋資料，有學生表示：
「在
寫分析單之前會先去看一下，想看學生的反應跟我心裡接收到的是一樣嗎？有哪裡不一樣
的可以特別在分析時註明。資料中也有用完之後的心得，也會順便去看一下，不然有時候
看影片可能也沒有辦法很清楚，或許他沒有操作是因為他不能。」不過也有學生反映：
「大
概會看一下，不過沒有看得很細。」以及「有的時候字太多，就不想看了。」更有學生老
實說：
「很少看這些資料，因為老師指定的功課完全沒有要用到。」針對教學影片，有學生
指出：
「好像很少拍到學生的反應互動等，不知道學生寫學習單的狀況，在填寫過程中遇到
什麼問題。」而對於分析指引，學生都表示有幫助，認為：
「看影片你要知道那個點，像『官
能基』就很難看出他的點在哪裡，這個時候就需要分析指引。」也有學生表示：
「分析指引
可以引導我們接下來要注意什麼東西，不會就這樣看過去，看完又要轉回去一次，想一次。」
至於自評單，不只一位學生表示：
「感覺每次都差不多，像是例行性。如果幾回填一次，我
們可能就會比較認真思考。」以及「自評單有點難操控，選了上面，還要選下面。如果要
再看時，呈現的方式也怪怪的，很不習慣。」
第三是針對組內的溝通與討論，各組有其獨特的方式。有小組是真正進行實質討論，
亦即「每個人先各自去看案例，然後再聚在一起，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有小組是「先各
寫各的，最後再派一個代表上去寫討論區的。」另有學生表示：
「我們那組很明顯是分成兩
邊，大家一起看影片，可是其實也沒有什麼意見，變成說誰想到什麼，就打入電腦，大家
各自提出自己的想法，可是就沒有那種來來回回的討論。」也有學生反映：
「老師雖然說課
後仍可繳交，可是只有在那個時段大家才會 meeting，因此覺得討論的時間有點趕。有一次
到場的只有兩位組員，所以就一個人說，另一個人負責打字，並且補充一些意見這樣子。」
有位學生覺得最困難的就是要求小組設計分析指引，
「畢竟我們不是這方面的專家，一段影
片我們可能就這樣看過去，所以到底要怎麼從影片中找到一些問題癥結點，然後去指引別
人注意到這些東西，我覺得這真的是很難的。」但也有學生表示不同的看法，認為：
「沒有
想像中的那麼難，之前做過那麼多的分析指引，其實就會知道方向大概在哪裡，看的時候
就會去多注意，像老師和學生的互動之類的。可是就題目來說，能想出來的有限。可是你
想三個，我想四個，可能有幾個是重複的，但是大家一起，越做就會越多，還 OK。」
第四是學生的心得與收穫包括：(1)會主動思考在未來的任教科目使用科技，
「之前都不
會，上了這門課以後，可能是作業的關係，然後又看了一些影片，有了一些想法，就會開
始去思考這個問題。」(2)見賢思齊，見不賢而內自省。
「看了那麼多案例，有時候雖然不是
我要教的科目，但能夠看到別人不同的呈現方式，也蠻不錯的，可以增加一些想法。」另
有學生指出：
「從影片可觀察到不同的老師，就會有一些對比，然後會發現一些不完善的地
方，就會想自己會不會重蹈覆轍，也擔心自己會不會像他們一樣，犯一些錯誤。」(3)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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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使用，有學生即感慨：
「看了影片，覺得如果老師以前都這樣教我，我的成績應該不
會這麼爛，科技真的還蠻有用的。」也有學生認為雖然「行前要準備很多東西，很麻煩，
可是課堂上若使用這樣子的方式會節省比較多時間，優點還蠻大的。就你一按，字就出來
了，就不用在那邊寫，學生就不會嘰嘰喳喳一直講話。」(4)對於科技的使用更加謹慎，因
為「電腦其實不是重點，讓學生聽得懂比較重要」
。有學生認為：「要用到很習慣，要去熟
識這東西，如果不熟悉的話，反而亂了陣腳，就不一定會達到效果。」也有學生覺得：
「科
技融入教學就是比較有吸引力，但如果做得不好，也很無聊，就是要有一個有趣的點。」
最後，學生建議未來可以增加更多的實例，「讓我們看到更多不同老師的教學方式」，
以及「不同科技產品的使用」，並且認為：「有些在中學一定會教的主題應該要比較深入，
像是針對某個主題，可以先知道這一系列的教學重點，知道是在教什麼，而且是連續型的。」
此外也有學生提議能夠下載影片檔，因為「有時候在別的教室卻無法出現影片畫面」
。針對
教學實施，有學生建議：
「一開始老師可以先帶領我們看背景資料，因為有些人可能不知道
有附那些東西。」但也有學生表示：
「背景資料都是學校成立的一些介紹，對我來說有點枯
燥，都大同小異，我覺得實作比較有幫助。」他進一步建議可以多給作業，例如，
「在影片
分析之後，可以讓學生針對自己的學科做一些科技融入，以增加實作經驗。」而針對自評
單，有學生建議的改進辦法是讓「每一組負責一個案例，比如說，第一組負責 A 案例，他
們就要在課前看完影片，對影片提出一些感想，還有改進的地方。下次上課時，他們就變
成老師的角色，上台去分享影片。然後他們那一組就只要寫那一週的自評單，因為他們真
的有進行討論。這樣寫自評單的壓力不會很大，但又有效。」

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將「影片案例教學網頁」用於師資職前教育的「電腦與教學」課程，結果顯示
此種課程設計確實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特別是在「引起注意」
、
「相關性」
、及「滿足感」
等面向上。網頁內提供不同學科的真實案例，呈現多種的科技應用，有助於增進學生多元
應用科技於教學現場的能力。而教學實況影片能夠完整地重現教學現場，忠實地記錄整個
教學過程，再透過精心設計的「分析指引」
，引導學生有目的的觀看影片，不但能強化學生
觀察教學現場的能力，也能產生「見賢思齊」的仿效功能，以及「見不賢而內自省」的警
惕作用。此外在實施過程中，採用小組討論、張貼各組意見於討論區、提供專家的評述、
在課堂上進行全班討論等方式，有助於擴展學生的視野，從多元的角度思考有關教學上的
問題，提升學生在科技融入教學現場的應變能力，並且對於科技應用於教學現場能有更為
周全的規劃。整體而言，學生不但更為肯定科技的使用，而且將更為謹慎、明智地將科技
融入於個人的學科教學。由上可知，影片案例教學用於師資職前課程是可行、有效，值得
推廣的。
以下針對案例搜集、網頁更新、教學實施、及應用推廣等方面提出具體建議與未來研
究方向，庶幾強化影片案例教學的應用成效。
針對影片案例的搜集，未來宜持續增加，並且僅可能含蓋中等學校的所有學科，同一
學科之下也可有多個或一系列主題的教學案例。此外 Chang 等人(2009)即指出「資訊典範
學校」是蒐集科技融入教學案例的不錯來源，因為應用模式相當務實且有用，可惜多偏重
於例行性與輔助性應用，主要功能為呈現教材，整個過程由教師主導，以教師為中心，在
創新性與多樣性有所侷限，因此建議從一些實驗性或是創新科技的專案計畫，或許能夠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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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更多合適的案例，不過在彈性、動態的教學或學習情境下，現場實況要如何拍攝或剪輯？
才能夠清楚且有系統地呈現整個的應用過程，則有待後續的研究。
針對影片案例網頁的更新，首先，實況影片宜加入拍攝學生的畫面，製成母子畫面，
以提供更完整的教學樣貌。此外重新組織與案例相關的資料或教材，雖然仍以教學主題為
單位，但設計一選單畫面，以主要流程來串聯各項資料。例如，教學前的選項就可有學校
與教師的「背景資料」與「教案」
；教學中的則依序列出主要的活動與步驟，同時崁入各案
例的選項，點選後可出現該案例的細部教學流程，搭配的輔助教材，以及實況影片與「分
析指引」
、
「案例討論」
、
「學習檔案」等；教學後的選項可有「師生回饋」
，以及彙集相關案
例於同一主題之下的「案例討論」與「學習檔案」
。針對「學習檔案」
，則是改進操作方式，
以提升便利性，並且增設「分享」功能，使得同儕之間可以閱覽彼此的「分析指引」內容。
針對教學實施的改進，首先，在學生檢視特定案例之前，授課老師宜提供概覽，讓學
生能大略掌握該案例的特性，以利檢視活動之進行。此外應給予學生充足的時間來完成分
析指引內容，並且進行小組討論。而針對「案例討論」
，也可邀請同學科的現職教師張貼意
見，或是參與全班討論，以蒐集更多的現場實務知識。在案例討論之後，宜安排相關的實
作活動，例如教案設計或是數位教材製作，藉此提供學生學以致用的機會，將科技與任教
學科密切結合。而為進一步精進學生的科技融入教學技能，建議可採用微型教學
(microteaching)方案(Kpanja, 2001; MacLeod, 1995)。透過實際演練的過程，強化學生應用科
技的信心。至於案例教學與微型教學如何搭配實施以及最終的成效如何？值得後續研究。
最後，網頁中的教學影片可說是現成、本土的線上資源庫，因此可仿效 Krueger 等人
(2004)的作法，將這些資源提供給方法學課程的任課教師，鼓勵其以創意的方式，在課程中
使用這些影片，以增進學生對於科技輔助學習的瞭解，同時也成為師資培育者將科技融入
教學的良好示範。或者可仿效 Rowley 等人(2005)的作法，若是師資培育者能將某個線上影
片融入其中一門課，就給與定額獎金；同時也提供助理人員，協助解決技術或課程融入上
的問題。而本研究的人員則有義務提供專業諮詢，並且與參與課程融入的教師協同合作，
發展出適切的活動或作業。再搭配行動研究，不斷地改善、精進，而能達到科技全面融入
師資培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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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由於上年度忙於影片案例的開發，不得已擱置網頁的製作。不過有鑒於影片案例網頁
是本期計劃的核心，於是從去年暑假期間，就積極展開網頁的製作工作。除了連繫美工人
員，同時也是網頁編輯人員，以及系統程式人員之外，並且安排雙方在德明科技大學見面，
協調分工事宜。不料網頁編輯人員因為現職工作忙碌，不願更改一些畫面的美工設計，而
中途退出；系統程式人員又因病況不好，到最後不得已必須放手。至此，之前完成的網頁
成品幾乎全部作廢，雖然之後又陸續邀請到一些學生參與，但製作出的畫面品質仍無法達
到一定的水準，因此都無法使用。最後只好求助於本校的各相關單位，請其推薦適合的學
生，一直到寒假期間才完全確定網頁製作小組的成員。接著就開始全面趕工，先是製圖、
修圖，然後是網頁編輯，到此尙稱順利。最後連上系統程式，這時就有問題發生了。倒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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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系統出現了大的漏洞，而是這位目前就讀於資訊工程博士班的系統人員，對於人機
介面的設計似乎較無經驗，因此操作起來就不是很便利，而資料的呈現方式，更是非常的
「程式」化，例如，附錄五的自評單內容紀錄，就是學生點選檔案後出現的畫面。於是只
好來來回回修改，特別是針對非常「不親切」的部份，直到要進行「形成性評鑑」才不得
已停歇下來。
「形成性評鑑」之後，針對評鑑人員的意見，網頁的內部結構又做了調整，所幸還能
及時趕在期中考之後實施。而在整個教學實施的過程中，除了剛開始，討論區出現問題之
外，網頁的整體運作尚稱順利。期間，系統人員隨時監控，並且配合修改，更正錯誤，實
在功不可沒。此外課堂缺席的學生，經由電子郵件的提醒，多能抽空完成作業，或是填寫
問卷，使得資料的完整性較能確定。不過由於本研究搜集的資料相當豐富、多元，現階段
主要針對問卷調查以及焦點訪談的資料進行分析，未來再針對文件檔案、現場觀察、與電
腦記錄進行歸類、整理、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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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淡江大學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課程教學計劃表
科目名稱：電腦與教學（週四 5 6 節，B218）
授課老師：張雅芳 (工館 E656，分機：3183，E-mail：yfchang@mail.tku.edu.tw)
教學內容與進度：(本教學計畫於第一次上課後，根據需要調整。)
日期

教

學

內

容

活

動

與

作

2/19

課程簡介

熟悉網路教室

2/26

資訊社會中的教師

「TLC」影片

3/5

科技在教學上之應用

「科技融入教學」影片

3/12

電子試算軟體之教學應用

Excel 實作

3/19

繪圖與動畫軟體之教學應用

Photo Impact 實作

3/26

網際網路資源與教學應用

搜尋相關教學資源

4/2

放假

4/9

網路專題學習與應用實例

繳交：網路資源作業

4/16

課程軟體之應用

繳交：網路學習單作業

4/23

期中考（不考）

4/30

網路資源應用之教學案例引導

熟悉影片案例網站

5/7

電子簡報應用之案例討論

觀摩並分析影片案例

5/14

過程步驟示範之案例討論

規畫科技融入教學方案

5/21

學生作品展示之案例討論

撰寫科技融入教學方案

5/28

放假

6/4

資訊教育的未來展望

繳交：小組案例報告

6/11

教學方案展示與心得分享

繳交：教學方案報告

6/18

期末考(不考)

業

網路教室：http://mslin.ee.ntut.edu.tw/
參考資源：
期刊：資訊教育、教學科技與媒體、視聽教育
網站：教育部 (www.edu.tw)、學習加油站 (content.edu.tw)、亞卓市(www.educities.edu.tw)、台
灣學校網界博覽會專題研究活動(cyberfair.taiwanschoolnet.org)、社教博識網(wise.edu.tw)
成績考核：
課堂活動(20%)、網路資源應用作業(10%)、網路學習單作業(20%)、
教學方案報告(20%)、網路案例討論(10%)、小組案例報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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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搭配「影片案例教學網頁」進行的活動流程
日期

4/30

5/7

主

題

活 動 與 作 業

案例教學網站簡介
「香皂達人」簡介與分析引導

填寫「基本資料問卷」
熟悉影片案例網站，並在小組園地留言
檢視案例，並填寫「分析指引單」
小組進行案例討論，並在下週上課前上傳
討論總結至討論區

總結「香皂達人」案例討論
「醇類的官能基」簡介與分析引導

填寫「自評單」
檢視案例，並填寫「分析指引單」
小組進行案例討論，並在下週上課前上傳
討論總結至討論區

總結「醇類的官能基」案例討論
5/14 「烷類模型」簡介與分析引導
科技融入教學方案之撰寫說明

填寫「自評單」
檢視案例，並填寫「分析指引單」
小組進行案例討論，並在下週上課前上傳
討論總結至討論區
規畫科技融入教學方案

填寫「自評單」
總結「烷類模型」案例討論
檢視案例，並填寫「分析指引單」
5/21 「香皂成品 SHOW」簡介與分析引導 小組進行案例討論，並在下次上課前上傳
小組案例分析報告之說明
討論總結至討論區
小組選一案例，撰寫「分析指引」內容
5/28 放假
6/4

總結「香皂成品 SHOW」案例討論
分享「案例分析指引」

6/11 「教學方案」展示與心得分享

繳交：小組案例分析指引
填寫「課程評鑑問卷」
繳交：教學方案書面報告
填寫「學習成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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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香皂達人的『分析指引』
科技主題：網路資源之應用
※觀看重點
z
z
z

z
z

z

請指出教師選用哪些人作為香皂達人？各有何特點？
安妮、費奧拉：興趣，奇特的嗅覺；陳怡安：退休的國手；阿原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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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原肥皂
請指出教師是如何介紹該網站？
說他有很有禪意，與美國其他肥皂不同。並且崇上自然，注重環保。
介紹網站的畫面，大概敘述網頁的功能。一些作香皂的過程。
敘述這個阿原在作肥皂的一些心路歷程。
請指出教師如何鼓勵學生有空自行到該網站閱覽？
介紹網站的畫面，搜尋關鍵字，如果想要購買的話。
請指出整個教學活動中，學生有哪些反應？
老師講課的時候很仔細聆聽，講到有趣的地方會有笑的反應，比如講到安妮的時
候，但是也有看起來意興闌珊的。
請記下你觀察到的其他項目或細節。
老師會希望同學們可以學習之後與自己的生活有所關聯。比如去逛街的時候，可
以多看多注意。或是多跟父母討論。
內容很多元，不會侷限在外國，也講了一些本國的案例。
老師說話的語氣比較輕鬆，如果太嚴肅的話，比較不會吸引同學聆聽。
簡報上介紹安妮的字看起來很多，老師在旁邊解說的時候也說了很多，這樣可能
會讓學生無法同時吸收。

※討論議題
z

z
z

z

請指出網路資源在教學上的優點？
學生可以記下關鍵字，回家再繼續觀賞。不會只能看課本比較無趣，若可以加上
網路資源的話，學生可以比較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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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興趣的學生就會，不過沒有興趣的應該就不會了。
教師可使用哪些方式，以確保多數學生會上網觀看？請提供具體的建議，並可參
考健康教育的「火災防治」案例。
比如說，老師可以製作網路學習單，或者在下次上課的時候詢問同學的感想，以
獎勵的方式，比如說，上網站去看，課堂上說心得的可以加分或得到小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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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答案與問題是否符合，可否在網站上找到答案，但又不是單單找答案填入，
而是生動活潑的方式發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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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針對整個教學活動，請記下你的觀看心得與建議。
這個教學活動感覺很有趣，但是如果在講解簡報的時候，不要將燈全部關掉會比
較好一些。因為以前老師上課如果都把燈關掉，就會看到同學趴倒一片，這樣可
能就喪失的教學的效果。或是老師講解的時候，雖然比較輕鬆，可是聽起來還是
有點平淡，若是可以加上一些語氣，會比較令學生注意。不過總而言之，整體看
起來是不錯的教學活動。還有老師很常跟同學互動，常拋問題出來給同學回答，
這樣可以稍微補足一點將燈關掉的沉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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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香皂達人」案例討論區內之專家評述與各組意見
-------------------------------------------------------------------------------張雅芳
2009/5/7 下午 12:24:32
回應內文:
專家的話：張老師善用網路資源，擷取相關的圖文，呈現於電子簡報上，確實能吸引學生
目光，增加學生的專注力（參考「學生回應」
）。而其選定的達人不但兼顧國內外，並且能
列舉國內有名的實例，提供最近資訊，令人不會覺得遙不可及。此外，畫面的呈現凸顯香
皂達人的理念，期能準確傳達核心概念，亦即之所以能成為「香皂達人」
，不只在於製作技
術，更重要的是賦予香皂深刻的意涵與生命。最後，國內實例的介紹均附上網址，學生若
有興趣，可於課後上網瀏覽，而有助於與學生的生涯教育做一很好的連結。雖然圖文能引
起學生注意，但整個設計仍是單向溝通，無法提供很多互動，因此呈現的時間不宜過長。
建議若能在電腦教室進行，預留一些時間，讓學生自行上網瀏覽，輔以學習單，以及後續
討論，學生將更能體會「香皂達人」的意涵。或者是學習單上的內容增加課後學習區，以
鼓勵有興趣的學生，若能於課後自行上網瀏覽，在期限內完成學習單，將予以加分。不過
此時教師也須留意有興趣、但無電腦資源的學生，適時地給予必要協助。
-------------------------------------------------------------------------------王凱平
2009/5/6 上午 09:03:08
回應內文:
1.學生似乎沒很認真在聽課的感覺。 2.老師拼了命在講課,可是師生之間的互動很少。 3.
老師上課的時候講了很多的「然後」。 4.老師講故事的時候如果可以配合圖片或動畫應該
可以讓學生更加有興趣。 5.老師上課有點空洞化,在介紹阿源肥皂的網站時,並沒有實際去
操作讓學生了解網站裡頭有哪些資源,也沒有實際帶學生了解如何操作此網站。 6.老師有提
供關鍵字讓學生可以方便查詢上課所介紹的網站。 7.老師似乎沒有在乎學生的反應。 8.
對於這個世代的小朋友似乎並不知道陳怡安是何方神聖,老師卻好像覺得每個人都知道一
般,其實老師可以請小朋友查查看陳怡安過去的事蹟,並查詢其轉換跑道之緣起。 9.老師在
介紹安妮瑪麗.費奧拉的時候比較詳細,但在介紹陳怡安或者是阿原肥皂的時候感覺只有介
紹他們作肥皂的理念,似乎忽略掉了他們怎麼製作手工肥皂的過程,似乎忽略掉了真正的重
點在於如何製作,而非行銷。
-------------------------------------------------------------------------------藍敏儒
2009/5/4 上午 11:26:54
回應內文:
1.請指出網路資源在教學上的優點？答:網路資料利用可以立即更新,而且取得方式十分迅
速.powerpoint 可以一目瞭然,讓學生清楚明白老師的上課內容.字型較大,內容豐富,圖文並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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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興趣的同學,就會自動
自發上網看. 3.教師可使用哪些方式，以確保多數學生會上網觀看？答: (1)老師提供網路學
習單,讓學生回家自行觀看,填寫. (2)藉由有獎徵答的方式,讓學生有動力回家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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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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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哪些原則？答:學習目標應該要清楚的條列出來,問題要明確,題目不要太長. 5.針對整個
教學活動，請記下你的觀看心得與建議。我們覺得可以使用網路資源融入教學真的很方便！
省時又省力，又可以讓學生的目光焦點停在 powerpoint 上。又可以快速的瀏覽大量的資訊。
-------------------------------------------------------------------------------黃万涓
2009/5/4 上午 11:24:50
回應內文:
由於此學習內容是屬於操作性的，而其搭配電腦科技的應用便大大儉省了老師的實際操作
教學時間，且老師在課堂中也提供了相關網頁，有助於學生課後額外的補充。 我覺得老師
用 PPT 介紹香皂達人會讓學生可以看到畫面，有音樂的搭配，又加上口頭上的講解很有趣,
可以吸引學生的注意力，幫助構思香皂的形狀。另外在課堂中偶而的使用 PPT，也充分的
吸引了學生的目光。所以對其電腦於教學的應用效果顯而易見! 另外，在教學內容上，老
師有刻意選擇國內外的香皂達人做介紹，很用心，也能藉此讓同學知道關於製作香皂這項
興趣是不分國籍的，增加同學的學習動機。
-------------------------------------------------------------------------------高雅婷
2009/4/30 下午 01:54:12
回應內文:
缺點：空間的部份，座位應再做調整，不要讓學生背對黑板。第二，老師雖然有做 PPT，
但是缺少與學生的互動，使得課堂氣氛低迷沉悶。 優點：第一，主題貼近生活，在開始的
時候有先介紹作品，讓學生有頭緒，也讓學生有動手的機會，第二，在介紹的同時，有顧
慮到東西方的案例，以及老師認為的特色代表。
-------------------------------------------------------------------------------楊耀恩
2009/4/30 下午 01:51:14
回應內文:
1 設計的學習單,不用上網查資料就可以回答問題,難以確保學生上網練習的機會 2 師生互
動較弱,教學指引較沒有讓學生有互動的機會 3 只介紹達人,但是少了網站的瀏覽 4 老師有
將興趣與生涯融入網路資源中,且無意中傳達了創意可以讓自己有另一片天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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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學生填寫的「香皂達人」自評單內容紀錄
<自評單 學習案例="香皂達人" 填寫時間="2009/5/7 下午 01:07:16" 填寫者學號
="494001XXXX">
<問題 1 題目="我依照觀看重點確實檢視這個案例影片的內容。" 同意度="4" />
<問題 2 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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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度="3" />
<問題 3 題目="針對這個案例影片的議題討論，我蒐集並整理了相關資料。" 同意度="2" />
<問題 4 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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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度="4" />
<問題 5 題目="我能充分理解並且回應他人的意見與看法。" 同意度="4" />
<問題 6 題目="針對這個案例影片，我積極地參與本組與全班的議題討論。" 同意度="3" />
<問題 7 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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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度="4" />
<問題 8 題目="這個案例影片使我更了解教學現場的相關實務。" 同意度="5" />
<問題 9 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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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度="5" />
<問題 10 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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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度="4" />
<收穫與啟示>使用科技教學不是想像中的容易，要注意非常多面向的問題，例如教材是否適合、學生是否
能夠吸收、時間的掌握等等，對老師來說是一個考驗。透過這個案例，讓我知道未來應用在教學的時候必須
注意的事項。</收穫與啟示>
<其他意見與想法 />
</自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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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Student Oral Reports 的『分析指引』
（第六組）
科技主題： 數位學習教室與電子簡報之應用
※觀看重點


老師如何運用電子簡報說明主題，介紹世界七大奇景？



在老師報告的過程當中，與學生之間的互動過程如何？



對於此案例的電子簡報內容設計，有何看法？



請指出所使用的這項電腦科技與課程上的搭配是否適當？



在報告的過程當中，電腦科技在背後扮演什麼樣的角色？



請記下觀察到其他細節。

※討論議題


老師的教學過程是否確實融入電子簡報？



學生上台報告，是否善加利用電子簡報？



運用多媒體設備口頭報告，以及傳統上台沒有圖像輔助的報告，以上兩種進行比
較後的優缺點。



學生是否會因為背景圖像的輔助，而更投入報告中？



在影片中，教室的設備、場景不同，是否會影響學生學習興趣？



這次的課程是在數位學習教室上課，你認為這對學習語文有何助益？

※ 延伸活動


針對未來任教科目，融合台灣一個觀光景點，製作電子簡報。



針對未來任教科目，請指出有哪些主題適合在數位教室以科技形式呈現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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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愛蓮說」教案
設計者：林 XX
單元名稱

愛蓮說

對象

國中一年級學生

教材來源

課本第二冊第十課

時間

45 分鐘

教材研究

1 本文選自周濂溪先生文集。
2 本文雖是論說文，但主要在抒發個人心志。作者巧妙地運用映襯的手
法，詮釋三種不同的人生理想，雖有幾層轉折，卻蘊藏豐富的意義！

學生學習條件

1.學生已學過論說文，對於此種文體已有基礎瞭解。

之分析

2.學生已背誦過課文，並理解白話文翻譯
3.已講述過作者、題解、注釋、以及內容大意與分析。

教學資源

課本、學習單、網路資源、參考書、海報

教具

電腦、植物(各種花)的圖片、海報

教學目標
能掌握課文大
意及內容。

教學活動

教具

時間

ppt

5 分鐘

1.說明今天的上課主題，並由蓮花引導出本課三種植 ppt
物：蓮、菊、牡丹。

5 分鐘

2.講述周敦頤「予獨愛蓮」的原因，並給學生看圖片：ppt

10 分鐘

一、引起動機
回憶愛蓮說作者及題解，引起學生的舊經驗。
(用愛蓮說的課文，導入課程的補充介紹)
二、發展活動

對其他事物代
表的意涵有進
一步的認識。

A 出淤泥而不染

B 濯清漣而不妖

C 中通

D 外直

E 不蔓不枝

F 香遠益清

G 亭亭淨植

H 可遠觀而不可褻玩焉

圖片

3.利用海報，讓同學上台練習植物的代表意涵，其餘 海報
同學則練習學習單的部分。

5 分鐘

4.講解各種植物代表的意涵與原因，給學生看圖片輔 ppt
助記憶的加深。

15 分鐘

蓮花、梅花、竹子、松柏、菊花、蘭花、石榴、牡丹
花、柳樹
主動完成學習

5.說明回家作業─學習單的部分，並且交代下堂課的

單。

預習。

學習單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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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蓮說」PPT 畫面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愛蓮說
周敦頤

水陸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
自李唐來，世人盛愛牡丹；予獨愛蓮之出淤泥而
不染，濯清漣而不妖，中通外直，不蔓不枝，香
遠益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不可褻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逸者也﹔牡丹，花之富貴者也；
蓮，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
蓮之愛，同予者何人；牡丹之愛，宜乎眾矣。

投影片 3
出淤泥而不染

中通

濯清漣而不妖

外直

投影片 4
不蔓不枝

亭亭淨植

香遠益清

可遠觀而不可褻玩焉

投影片 5
蓮花─潔淨無暇
| 出淤泥而不染。
| 佛教認為蓮花象徵極樂淨土與生命的

再生，含有清靜、莊嚴、新生等涵義。

梅花─堅忍不拔
| 象徵在艱苦的環境中，奮發向上不屈不譊的精

神，五個花瓣又代表五族共和，五權
憲法也富有堅忍耐苦的精神。
| 梅花歲首早開，傲雪鬥霜，凌冬盛放
不與俗媚，素為文人雅士之精神表率。

投影片 6
竹子─虛心節操
| 竹子中空，文人用來象徵「虛心」,竹子有

節，用來象徵「節操」。

| 水能性淡為吾友，〈竹〉解心虛是我師。

松柏─堅強長壽
| 松柏，都是耐寒樹木，經冬不凋。

投影片 7
菊花─幽居隱士
 菊花的品性，已經和陶淵明的人格交融為一，因

此，菊花有“陶菊＂之雅稱，“陶菊＂象徵著陶
淵明不為五斗米折腰
的傲岸骨氣。

蘭花─君子
 「蘭生於深谷，不以無人而不芳；君子修道之

德，不為困窮而改節。」因此，在道德人格、立
身處世上，應當學習蘭的高風亮節、清逸脫俗，
如君子般，將自身的品德芬芳遠播十方。

投影片 8
石榴─多子多孫
¾ 以其內多種子，可以繁衍後代，

因此代表「多產」。

牡丹─榮華富貴
¾ 牡丹花色澤艷麗無比，又稱為富貴花，在古時

候，牡丹花是皇帝或是富有的人家才種植的花，
因此，牡丹花代表富貴。把牡丹花插在花瓶上，
就代表著「富貴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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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蓮說」學習單

國文第二冊 第十課 愛蓮說 學習單
班級：
姓名：
座號：

動動腦

說明：生活中有很多看不見的抽象概念和情感，或看不見的
東西，我們會透過一些具體事物的精神或代表意義來表達，
因此請同學們動動你的腦袋，一起來完成學習單喔!

植物的象徵意義
提示：潔淨無暇、離情、多子多孫、堅強長壽、榮華富貴、堅忍不拔、
幽居隱士、虛心節操、君子
例如：蓮花─(

潔淨無暇

)

1.菊花─(

)

2.梅花─(

)

3.牡丹─(

)

4.竹子─(

)

5.松柏─(

)

6.石榴─(

)

7.蘭花─(

)

8 .柳樹─(

)

回家作業
提示：長壽、愛情、忠心、狡猾、忍苦負重、和平、勤勞合作、薪火相傳
1.狗─(

)

2.狐狸─(

)

3.龜─(

)

4.駱駝─(

)

5.螞蟻─(

)

6.鴿子─(

)

7.蠟燭─(

)

8.玫瑰─(

)

請利用網路、書籍等途徑，找一則與蓮花相關的詩詞，並填於下方。
作者：

題目：

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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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香皂成品 SHOW」分析指引單上傳的紀錄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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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課程評鑑問卷
學號：
一、興趣量表
填答說明：本量表共有三十四題，每一題都與你所學的課程有關。
你所提供的答案沒有對錯之分，也不會影響你的課業
成績。因此，請你放心地依據真實的情況，仔細填答。

同
意

沒
意
見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

□

□

□

□

2. 在「影片案例」課程中所學到的知識對我將有助益。........................

□

□

□

□

□

3. 我有自信把「影片案例」的課程內容學好。........................................

□

□

□

□

□

4. 這門課使用的「影片案例」幾乎無法吸引我的注意。........................

□

□

□

□

□

5. 「影片案例」的使用能夠強調課程內容的重點。................................

□

□

□

□

□

6. 我想我必須很幸運才能在「影片案例」的課程中得到好成績。........

□

□

□

□

□

7. 我想我必須很努力才能完成「影片案例」的課程內容。....................

□

□

□

□

□

8. 我認為「影片案例」的使用與我過去所學有所關連。........................

□

□

□

□

□

9. 我能否完成「影片案例」的課程內容全取決於我自己。....................

□

□

□

□

□

10. 「影片案例」的使用能夠協助我形成知識概念。................................

□

□

□

□

□

11.「影片案例」的課程內容對我來說太難了。.........................................

□

□

□

□

□

12. 我覺得「影片案例」的課程內容帶給我許多的滿足。........................

□

□

□

□

□

13. 在使用「影片案例」的課程中，我會設定較高的標準並且達成目標。 □

□

□

□

□

非
常
同
意

1. 「影片案例」的使用讓我們對課程內容感到興趣。............................

14. 在使用「影片案例」的課程中，我覺得我所得到的回饋與別人相比是
很公平的。................................................................................................

□

□

□

□

□

15. 我對「影片案例」的課程內容感到好奇。............................................

□

□

□

□

□

16. 我喜歡研讀「影片案例」的課程內容。................................................

□

□

□

□

□

17.我很難預料使用「影片案例」的教師將對我的作業評定怎樣的成績。 □

□

□

□

□

18. 從「影片案例」所學到的知識，我可以應用於我日常生活中。

□

□

□

□

□

19. 從「影片案例」所學到的知識使我感到很滿意。................................

□

□

□

□

□

20. 「影片案例」的課程內容與我的預期和目標有關。...........................

□

□

□

□

□

21. 使用「影片案例」時，教師做了一些有趣又令人意外的事情。

□

□

□

□

□

22. 學生會主動地參與使用「影片案例」的課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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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為了達成我的目標，我在「影片案例」課程中表現優良是很重要的。 □

□

□

□

□

24. 在上「影片案例」的課程內容時，教師使用了許多科技。................

□

□

□

□

□

25. 我並不認為我能從「影片案例」的課程中受益。................................

□

□

□

□

□

26. 在上「影片案例」的課程內容時，我常常作白日夢。........................

□

□

□

□

□

27. 我相信只要夠努力，就能完成「影片案例」的課程內容。................

□

□

□

□

□

28. 我很清楚的知道「影片案例」的課程能帶給我什麼益處。................

□

□

□

□

□

29.在「影片案例」的使用過程中，解決及回答問題，能引起我的好奇心。 □

□

□

□

□

30. 我能為「影片案例」的課程內容定出適當的挑戰目標。....................

□

□

□

□

□

31. 我對「影片案例」的課程內容感到失望。............................................

□

□

□

□

□

32. 我覺得參與「影片案例」的課程是令人高興的一件事。....................

□

□

□

□

□

33. 我認為「影片案例」當中的例題與這門課的形式相符。....................

□

□

□

□

□

34. 在使用「影片案例」的課程中，我認為我所做的努力得到足夠的回饋。 □

□

□

□

□

二、請針對「影片案例網頁」中的「影片案例」提供意見與建議，以為未來改進之參考，例如，
案例的品質、種類、數量、或針對案例提供的資料以及呈現方式等：

三、請針對「影片案例網頁」中「小組園地」
、
「案例討論」、或「學習檔案」等功能提供看法與
建議，以為未來改進之參考：

四、請針對「影片案例」的「教學實施」提供意見與建議，以為未來改進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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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

期末焦點訪談大綱
主題：「影片案例教學網頁的使用經驗與感受」
訪談問題：
1.

你是否曾觀看過科技融入教學影片？請說明之。

2.

影片案例教學網頁中，哪個案例給你的印象最為深刻？為什麼？

3.

針對網頁中所提供的案例背景、教學與回饋資料，你有何看法或建議？

4.

針對網頁中所提供的教學實況影片，你有何看法或建議？

5.

針對網頁中所提供的「分析指引」與「自評單」
，你有何看法或建議？

6.

請談談本組組員進行案例討論的過程？

7.

經由影片案例教學，請談談自己的「發現」
、「收穫」或「成長」？

8.

你認為影片案例教學網頁還可增加哪些內涵與功能？

9.

你認為搭配影片案例教學網頁還可安排哪些活動，以提高學習成效？

10 其它相關的心得、建議或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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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國際會議心得報告
資訊及通訊科技教學應用國際會議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CT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於七月六日至八日在香港舉行，此次會議是由
香港的空中大學(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主辦，主題是「混合學習
模式 -- 結合科技與教學實踐」，子題包括：分布式學習、以嶄新技術支援的新
興教學法、創新科技應用的個案研究、如何在終身學習及在職進修的環境中，應
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虛擬群體、以及利用第二代 Web 學習。大會安排主題演講、
論文宣讀、工作坊、示範講座、以及「早餐交流會」(第三天)等，讓與會者進一
步交流並且互相建立聯繫。本屆共有來自十五個國家、七十多篇的論文發表，本
人的論文是安排於七月六日下午發表，論文的題目為「Development of a VCS
system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to support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classrooms」。
一般科技教學會議往往偏重技術層面，但本屆會議非常重視應用層面，亦即
實踐的層面，因此對於實際應用科技的教學者大有助益，能夠有所指引與啟發。
例如，大會安排的第一場主題演講，由來自澳洲的 Herrington 教授主講「混合
學習與新科技：使用強有力的認知工具來進行真實學習」(Blended learning and
new technology: Authentic learning using powerful cognitive tools)，內
容即是以教學為核心，側重於教學策略與教學設計，然後再結合科技的使用，以
符應真實學習的特性，期能達成更好的學習效果。其間 Herrington 教授並且列
舉多個實例，輔以相關網頁，做進一步說明，使得尖端科技不再是那麼遙遠不可
及，而是相當親切、垂手可得。
針對「教」與「學」，大會也安排相當實用的工作坊，讓與會者進一步理解
特定科技應用於教學的過程，例如，數位課程、或線上案例的開發、數位歷程檔
案的使用、應用數位教材的個別化教學等。此外，大會也舉辦「創新科技教學獎」
競賽，讓與會者展出有關網上學習的實踐成果、或有關研究的應用，例如，網上
學習軟體、學習課程、學習空間、網上教學工具或其他創新項目。由此可知大會
特別注重「科技在教學實踐上」的程度。也因為強調「教學實踐」，大會極力邀
請中小學教師報名參與會議，並且給予各種優惠。例如，教師如果透過香港教育
局的「培訓行事曆」報名，就可免繳報名費。這點可提供國內相關單位參考，因
為科技在教學上的優勢，必須經由中小學教師，才能嘉惠在學子身上。所以，吸
引更多的中小學教師參加科技教學應用的國際會議，實屬必要。不但可藉此接觸
最新科技，也可吸取其他國家在科技應用上的經驗，促使個人反思並改進目前的
教學，此外更可拓展基層教師的全球視野，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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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 VCS system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to support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classrooms
Ya-Fung Chang, Chia-Ling Hsu
Graduate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Chuan-Ho Kao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ak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Abstract
To bridge theory with practice, a web system of video case studies (VCS) has
been developed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to support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classrooms. The cases in the web system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econdary schools
having been awarded “information model schools” in Taiwan. This paper reports the
process and outcomes of working with information model schools for case
development. On the whol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volves five major phases,
namely, preparing, planning, performing, analyzing, and finalizing. As a result, eight
teachers completed one period of teaching demonstration individually, and seven
demonstrations in seven different subjects have been selected and edited into 22 video
clips as bases of cases for the VCS system. Consequentl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as self evaluated, and issues such as availability of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side
effects of video-recordings, quality of videos recorded in authentic settings, and
variety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employed in the cases were discussed for better
development of on-line video cas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ase studies, on line video cases, teacher prepar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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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Preservice teachers’ technology train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ir future use of
technology in the classrooms. However, there usually exists a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uch training (Russell, Bebell, O’Dwyer, & O’connor, 2003; Parker, 1997).
Although teacher educators arrange visits to K-12 schools and hopefully increase
preservice teachers’ understanding about teaching practice, the number of visits is in
fact limited due to constraints of cost and time, and possible disturbances of school
children’s regular activities. Furthermore, it is impossible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to
revisit the same site a limitless number of times. Instead, if these demonstrations have
been video-recorded, the videos presenting rich scenarios can be examin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uitable for multiple uses by various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Krueger, Boboc, Smaldino, Cornish, & Callahan, 2004; Rowley, Dysard, & Arnold,
2005 ). Therefore, even with a higher beginning cost of producing, videos used for
vicarious learning remain one of the most cost effectiv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In Taiwan, to accelerate th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Master Plan of 2001 has proposed to establish
600 information seed schools during the years of 2002 to 2004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1). In 2004, those schools awarded “information model schools” have
at least three years of excellent performance and experience i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instruction. Their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in technology use or integration are most
likely to give future teachers substantial inspirations and implications. To extend the
benefits of these demonstrations, the case method i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his study
thus examines the process and outcomes of case development with information model
schools, and accordingly some issues are identified and addressed for better
development of on-line video cases in the future.
Background
In today’s information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for future teachers to know how to
use technology effectively to help students learn. In Taiwa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set “Instructional Media and Operations” a required course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In addition, many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have offered an elective course
“Computers and Instruction” so as to enhance preservice teachers’ technology
competencies. However, such courses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often stress on
computer skills and generally lack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and inspirations (Tsao &
Shyu, 2002).
In view that pre-service teachers’ technology training is often disassociated from
the teaching field and its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seldom focus on specific content
area, Brush, et. al. (2001) strongly suggest to link university curriculum to K-12
teaching fields and to bring authentic teaching situations into university classrooms
3

via technology. One way with few disturbances to the teaching field and with the
luxury of revisiting the same site a limitless number of times is the use of videos to
reappear the school’s reality.
For example, Perry and Talley (2001) propose the use of multimedia and on-line
video case studies for preservice teacher preparation due to the following two reasons.
First, multimedia can simulate the complexity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s and make
cases more realistic. Furthermore, videos can be replayed over and over again so as to
notice the clues that might have been missed previously. Secondly, the Internet and
hypermedia, which includes the nonlinear integration of video, audio, graphics, and
text, can provide a rich environment for case studies that promotes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bout integrating technology into the curriculum. Besides, these cases
can be easily accessed anytime and anyplace. Therefore, the use of on-line videos is
considered by them the best way to demonstrat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classrooms.
Ertmer, Deborah and Judith (2003) also recommend the use of VisionQuest
multimedia discs to demonstrate the school teachers’ use of technology in their
teach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reservice teachers’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s well as self efficacy had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short, video cases
reappear teaching reality in authentic classrooms and provide preservice teachers with
vicarious learning which allows them to experience the reality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instruction and to build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Having gathered recommendations from experts, Perry and Talley (2001)
strongly suggest that video cases should be used as best practices of the field. The
experts also highly recommended grounding online video cas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such as situated cognition,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reflective practice. Technological
considerations to ensure quality of video cases are camera techniques, such as using
short segments, simple backgrounds, or avoiding the wide angle shots; and equipment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use of good microphones, tripod and lights. Cannings and
Talley (2002) further identify essential elements for creating multimedia and online
video case studies. They are (1) an engaging tool interface to encourage ongoing
observation, dialogue and reflection; (2) an ongoing communication system including
asynchronous tools such as a threaded discussion and preferably a synchronous chat
room; (3) contextual clues for viewing, such as the teacher’s planning, the lesson
itself with background data on the school, students, and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4)
access to additional resources, such as the latest articles, references, commentaries
related to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 as well as the content area.
As mentioned earlier, 600 information seed schools have been propo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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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Taiwan. In 2002, 180
schools were awarded “primary information seed schools”. A year later, some of these
primary seed schools passed through official evaluations and became “intermediate
information seed schools”. Then in 2004, only 55 intermediate seed schools were
awarded “information model school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6). According
to the Master Plan of 2001, these seed schools are designated to form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teaching, to act as good examples, as well as to lead and
help raise the standar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the same district. In
return, seed schools obtain financial aids in purchasing facilities and supporting
related activities such as training programs. To sum up, information seed schools
possess more resources and enthusiasm in implementing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instruction. Especially model schools, with more than three years’ practical
experience, must have accumulated plenty of good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and
achievements worth documenting and sharing with others.
Process
In general,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video cases with information model schools
contains five major phases, namely, preparing, planning, performing, analyzing, and
finalizing. The tasks to be performed in each phase are listed as follows:
Phase of preparing
•

Target at the secondary schools having been awarded “information model
schools”, and select three or four schools with a priority of convenience.

•

Contact each school’s principal and academic chief, and then send related files
about our project to them by emails.

•

With the school’s approval, arrange a project-presentation meeting in that
school, and then invite the school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demonstrating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their teaching practice.
Phase of planning
•

Contact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place those teachers who teach different
subjects from each other a higher priority.

•

After setting the best time with individual teachers for giving a demonstration,
ask each teacher to provide his or her personal profile including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ears of teaching, hours of taking computer training programs,
computer capabilitie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belief i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

Invite the teacher to provide the lesson plan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uch as
slides or worksheets prior to a teaching demonstration.
Phase of per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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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 a teaching demonstration begins, place two video cameras in the
classroom, one in the front and the other on the back.

•

Video-record the teacher’s use of technology in instruction for one class
period, and distribute questionnaires to the class immediately after the
demonstration to collect the student’s attitude and opinions about such
teaching practice.

•

Arrange follow-up interviews with individual teachers to collect their
reflections on their teaching demonstration.
Phase of analyzing
•

Carefully examine and edit each demonstration video into several video clips
as bases of cases, each ranging from 3 to 8 minutes in length and focusing on
specific strategy employed, such as the use of Internet or slides.

•

Statistically analyze the questionnaire items marked by the students and sort
their written responses; at the same time, transcribe the interview’s recording,
read the transcript thoroughly, and excerpt sentences or paragraphs fully
representing the main ideas.
Phase of finalizing
•

Add subtitles to each video clip and convert its format to the one easy to be
transmitted in real time through the Internet.

•

Select some typical cases to be discussed in class, and create video
observation guidelines, reflection questions and suggested activities for each
case.

•

Invite experts in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to analyze these typical cases and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comments.

Outcomes
From January to September in 2008, eight teachers from three different schools
have participated in demonstrating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classrooms. The first
two schools, labeled A and B, have been awarded “information model schools”; while
the third school, labeled C, is famous for its English teaching and recently it has
initiated an experimental English curriculum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12th grade.
Table 1 shows the descriptive data of eight teachers following the order of
demonstration dates. Because there were no English teachers from these two model
schools volunteering for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the eighth teacher was invited from
the third school. Furthermore, since the first two teachers’ demonstrations are in the
same subject, only T2 is included due to a higher variety of strategies used in her
demonstration. To sum up, there are seven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covering seven
different subjects as bases for video cas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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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gram of the VCS system is shown in Figure 1, and some of the system
layouts are selected as shown in Figures 2 to 7. The system’s main component is the
case study pack, which consists of five parts, namely,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ase school and the teacher, teaching resources prepared for the demonstration, a
3-8 minute video clip with subtitles, feedback from the teacher and the students, and a
worksheet of analysis guide containing video observing guide, reflection questions,
and suggested activities to help the user analyze a video case more efficiently and
thoroughly. In addition, the VCS system has other components such as bulletin board,
group and class discussion forums. The user and his group members can exchange
ideas in the group area and then post their group comments in the class discussion
forum. The expert’s comment is provided after all the groups have posted their
comments. Finally, the learning portfolios keeps each user’s analysis report
accomplished based on the worksheet of analysis guide. It also provides a
self-evaluation report for each user to be filled in on-line after a case has been walked
through.
Table 1 Descriptive data of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s
Teacher

School

Gender

T1

A

Male

T2

A

T3

Years of

Teaching Subject

Grade Level

Demonstration Topic

4

Health Education

8

AIDS

Female

4

Health Education

9

Healthy Communities

A

Male

22

Chemistry

8

Organic Mixtures

T4

B

Female

6

Mathematics

8

Bisector Drawings

T5

B

Female

18

Life Technology

8

Handmade Soups

T6

B

Female

29

Chinese

8

Tips for Compositions

T7

B

Female

12

Home Economics

8

A Trip to Rice Food

T8

C

Female

8

English

12

Mysteries of the Past

ID

Teaching

7

Title Page

Log in

Overview
Bulletin
Board

Case
Selection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Discussion
Forums

Case Study
Pack
Group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eaching
Resources

Lesson
Plan
School Teacher

Teaching
Demonstration

Analysis
Report

Analysis
Guide

SelfEvaluation
Report

Student Teacher

Slides

Worksheet

Feedback

Class &
Expert

Learning
Portfolios

Video
Clips

Subtitles

Observing Reflection Suggested
Guide
Questions Activities

Figure 1 Components of the web system of video ca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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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Layout of the title page

Figure 3 Layout of the case selection
page

Figure 4 Layout of a case’s background

Figure 5 Layout of a teaching
demonstration

Figure 6 Layout of a video clip

Figure 7 Layout of a case’s analysis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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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The VCS system has been planned carefully and developed systematically, still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occurred all the way from time to time. Among them, four
issues need to be addressed as follows.
Availability of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To make sure that a sufficient number of demonstrations would be collected as
bases for case studies, information model schools were selected and even monetary
rewards were provided to each participant as incentives. Still few teachers from
school A showed up in our project presentation meeting. In contrast, more than ten
teachers from school B attended the meeting. It was found out later that school B’s
academic chief was very active in persuading their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our
project because the chief was currently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ing the “supervision
of teaching” project. Our video recording of their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 followed
by appraisal meetings seemed to fit the school’s timely needs quite well.
Nevertheless, most teachers still had low interest in demonstrating technology in
instruction, especially those who taught subjects like Chinese, English, and
Mathematics. These were important subjects to the basic competence test for junior
high students. It seemed that these teachers did not have extra time or would not
spend extra time to prepare lesson plans or materials for technology integr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y had a very busy teaching schedule. Therefore, few teachers
dared to waste class time in demonstrating technology integration. Fortunately the
academic chief, who taught Chinese before, negotiated with her colleague and used
her class to fulfill one period of teaching demonstration. A second luck was one of the
Math teachers happened to be a graduate of our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Certainly
she offered us a Math teaching demonstration. As for the English subject, we had no
choice but to look for other schools to obtain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According to our observation, the teachers of so called “not for the test” subjects,
such as home economics, life technology, health education, and so on were more
flexible in their teaching and they used technology quite often perhaps to increase
students’ motivation. Furthermore, these teachers from school B were individually
assigned a specific classroom, each equipped with a multimedia computer and a
projector. Due to easy access, no wonder these teachers loved to use technology.
Side effects of video-recording
Since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information seed schools involved lots of
demonstrations and evaluations, their students were supposed to get used to visitors’
site observations. Still a number of students in several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expressed their anxiety about being video-recorded. Some of their remarks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are listed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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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weird that there is a camera in front of the classroom.

•

I am not used to be video-recorded on my back.

•

I feel a little uncomfortable because of the cameras.

Their teachers also noticed that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was not the same as
usual. The class climate became somewhat nervous and quiet. For instance, the
teacher who taught English had the following illustration excerpted from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ion:
In this class, I have students take turns making presentations every
week. Generally speaking, students love to hear other students’ oral
presentations and they usually respond to the presenters
enthusiastically. In today’s class, however, I found the student
reporters looked very nervous, and the rest seemed very shy. Some of
them even dared not lift up their heads and look at me steadily.
Apparently the student’s behavior seemed to be affected by our video recording.
One way to reduce such interference might be placing the recording devices into the
targeted class prior to a real demonstration and having pseudo-recording several times
so that the students would get used to the recording situation.
Quality of video-recording
Although we have taken recommendations from Perry and Tally (2001) very
seriously to carry out our video-recording, yet the quality of the videos was difficult
to control since they were recorded in authentic settings. The first problem
commonly seen was lighting. To make the screen more visible, some teachers not only
turned off all the lights but also pulled down all the window curtains. The room
became very dark. However, extra lights were not used to prevent from interrupting
their teaching. Another problem was about noises. The use of microphones did
improve the situation. However, all the sounds and noises were recorded at the same
time. Some noises seemed really annoying and the atmosphere of video observation
might be spoiled. It is hoped that upgrades of recording equipments and editing
devices might solve such problems to some extent.
Variety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Different forms of digitalized materials such as animations from the web,
courseware developed by the vendor, presentations created by MediaShow, and slides
created by PowerPoint were employed in the seven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Among
them, the slides were used most frequently by almost every teacher. Although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 these demonstrations were unquestionably practical and
feasible, their focus remained on information delivery and the instructional mode was
highly teacher-centered. One reason might be that the teaching modes of most
teachers have not yet shifted to be more student-centered. Another reason migh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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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time length suggested for video-recording was only one period and thus might
have suppressed a variety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 a demonstration. In the future,
our case collection will include long-term and somewhat experimental applications of
leading technology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ddition to feasibility, innovation and
diversity will also be emphasized so as to give our future teachers a magnificent
inspiration as well as a broad view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instruction.
Conclusion
In summary, information model schools with more resources, enthusiasm, and
experience in implementing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instruction, prove to be a
practical and useful source of case development. However, cautions may be taken that
most teachers use technology as routines or supplements. In that case, technology is
not integrated to its great potentials. It is, therefore, suggested that more varietie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cases are needed perhaps in conjunction with renowned
experimental or innovative projects. That means the focu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s
shifted to students and its settings are not limited to classrooms and regular class
periods. This yet creates a new challenge to case developers, for example, what and
how to be video-recorded in such an organic situation so as to present clearly and
systematically the whole learning and teach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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