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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二十一世紀資訊時代中，面對浩瀚資訊，培養學生如何尋找、評估、組
織、利用資源的能力，來面對人生的種種挑戰，對現在的教育是一大課題。 資
訊大六技能(BIG 6，Big Six Skills) 是對資訊素養處理途徑的一種資訊尋求模式，
本研究試以 Big Six 技能作為學習引導策略，並以合作對象台北縣大崁國小學校
本位所發展之「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鄉土課程─『挖子尾紅樹林』作為資
訊素養融入專題學習的實施課程，旨期望在學習主題內涵活動中，透過循序漸進
的 Big Six 技能階段性教學以及學習單的引導，能提升學童對挖子尾紅樹林自然
生態學習內涵更深度的認知，同時也培養學生的主動學習態度、合作學習的精
神、和解決問題及批判思考的能力。本研究採實際參與式行動研究，相關研究人
員與第一線教師(學科內容專家)合作，進行實際資訊大六融入專題學習的教案活
動之設計、發展與實 施。 在研究方法屬 於實證式行動研究(empirical action
study) ，對於活動實施過程中，研究相關人員對於教學現場所發生的變化，進行
觀察、紀錄、與訪談，以作為研究及成效評鑑之依據。

關鍵字：資訊大六技能、資訊素養、資訊融入教學、

Abstract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defined to teach students the ability to locate, analyze,
evaluate, and use effectively the needed information. It divides information
problem-solving into six areas and educates students to become critical and
independent thinkers.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ception and curriculum designing
of Big six skills in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learning domain for 5-6 grade students.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 can be executed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Big Six.
The result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udy are also provided for
the future related study.
Keywords： Big Six Skills、Information Literacy、Information Integrated into teaching

一、前言
由於電腦與網路的興起，在二十世紀末已帶動了新一波的資訊革命，現今
我們正處在科學、科技與資訊快速發展的世界潮流之際，面對各國紛紛推動各種
教育方案要提昇其國家競爭力，使得國民對知識的需求與期望更甚過以往，如何
快速及有效的獲得新知、與學習，已是我們所要面對二十一世紀重要的課題之
一。近年來教育部也積極推動國民教育課程的改革，相繼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改
革」、「班班有電腦」、「資訊融入學科教學」、等與網路學習相關的教育政策，在
在都顯出網路學習已是現今教與學的新趨勢。在教育變革中，教學趨向網路化與
多元化，學生的學習範疇不再侷限於單一書本資源或學校教師的知識與經驗；且
由於學習方式的的多元化、學生的線上學習活動接可以藉由網路教學系統有一完
整的學習紀錄，學生不再是被動學習者、知識被灌輸者（陳年興、石岳峻，民
91）。此時各界也紛紛提出網路學習環境的優點：如使用網頁資訊檢索方便、資
料易更新、可以快速交流新知與經驗、促使教師與學生使用新科技的能力等。可
是，由於現今網路搜尋工具、線上資料庫檢索系統蓬勃發展，也被大量廣泛的應
用在教學活動內，網路資訊檢索活動被誤認為是學生上網尋找現成網頁資料，直
接從網頁上 複印資料在自己的學習作業上，繳交給老師。教師才發覺學生並不
知道什麼是資訊？什麼是資訊處理？學生該學什麼資訊處理能力？眾所皆知，資
訊（information）是知識與智慧的原料，在此變化迅速的資訊社會，資訊取得及
應用關係到個人的能力及社會適應力，因此，學生如果能確實掌握資訊處理能力
的，才可能將在學習活動中所學到的知識，運用於其他生活層面之中（計惠卿、
熊召弟，民 91）
。由此可知,在資訊能力的培養，教師應著重如何引導學生主動思
考、提出問題、從事調查探究、及解決問題的歷程，而不只是單一教導查閱圖書
館現成的資料或只懂得操做電腦軟硬體為滿足。
面對資訊衝擊下，現在各學習領域愈來愈重視知識整合的工作，不少研究
都嘗試以合作研究與問題(or 專題)探索活動來改變傳統學生的學習方式，透過真

實的情境、議題的討論、師生互動的過程，提高學生主動求知之意願。從國民教
育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綱要的學習領域核心理念為：人類觀察
自然並且研究各種現象變化的道理….同時對其巧妙的運用，以適應環境、改善
生活，旨希冀培養學生注重科學及科學研究知能、培養尊重生命、愛護環境的情
操，及運用資訊科技等能力，並能實踐於日常生活中，更要養成學生的創造思考、
問題解決、溝通合作，與終身學習的能力，以發展健全的國民，並培育未來學童
能對自己所生長的環境、歷史文化有所認同，進而能對政治、經濟、與整體生活
世界等有所貢獻，以致能關懷這世界大環境與生命，可以得知提昇國民的科學知
能與全民科學素養的提昇與終身學習教育理念的推廣，是我國當前推展科學教育
的優先理念。目前，國內正積極推動的九年一貫課程統整，在方法上更為強調探
究、創新、個別研究的教學策略。以強調「做中學」的專題式學習活動（Project-based
Learning）引領師生在學習科學、技學與社會的議題時，可以真實的看到人類生
活中，政治、經濟、科學、文化以及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讓學生所建
構出有關自然與科技的知識與經驗，這種專題式的教學，在其施行的過程中，透
過真實的情境、議題的討論、師生互動的過程，提高學生主動求知之意願，一方
面達成學生的學習成效，而如何能有效提昇國民的科學知能、素質與資訊素養，
培養創造力與解決問題能力更是推廣科學學習的重要指標（賴慶三，民 91）。
當然,，資訊應用能力並非每個人天生會具有的知能，必須經過學校課程的
教育與訓練後才能獲得，所以本研究將依據國內外文獻與資訊六大素養技能（Big
Six Skills）的養成步驟，試以將資訊素養融入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專題導
向」教學策略並安排循序漸進的教案，教導有關自然科學概念、技能和方法，期
能幫助學生確認資訊需求、獲得資訊、評估資訊與使用資訊，進而協助學生解決
生活與學習上的問題與困難。讓學生們主動培養且應用其思考、探索、資訊分析、
評估與解決問題等多元智能之能力並培育良好的學生資訊應用知能(資訊融入教
學)，使得學生的學習成果根深蒂固，以建構學生對自然科學領域完整的知識面。
二 、研究目的
「專題式學習之資訊應用能力培養研究」著重於以「資訊六大素養能力(Big
six information skills)」之漸進養成，來提昇學子之九年一貫課程的資訊教育議題
中資訊素養與「資訊科技的認知」
、
「資訊科技的使用與概念」
、
「資料的處理與分
析」、「資訊的溝通」、以及「資訊的搜尋」等核心能力。所以鼓勵國小高年級師
生在專題合作學習活動過程之中能夠整合知識、技能、信念、價值及態度到生態
課題的討論，並針對兩難或爭議問題進行批判思考和價值判斷，以增進日常生活
中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本研究計劃藉著國小自然科領域之專題活動，發展「資
訊六大素養能力(Big six information skills)」培訓教案，進而一一培育學子的（1）
判斷學習任務問題的本質（task definition）的能力、（2）運用資訊尋找策略
（information seeking strategy）能力、（3）資訊收集能力(location and access)、（4）
使用正確資訊能力（use of information）、（5）決定如何去分割及次序呈現資訊使
它更容易了解之組織及綜結能力(synthesis)以及（6）能評鑑在學習過程資訊運用
成效之能力（evaluation），希冀增進國小高年級師生以資訊科技作為資訊蒐尋、
處理、分析、統整、分享、展示、應用、溝通與合作學習工具的能力與習慣，進
行科學的探索、觀察、紀錄、分析、報告以及分享﹐並期使能運用於個人未來的
學習、工作或生活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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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則以上述為前題，其研究細部目的如下：
找出課程統整之「資訊六大素養」融入主題式學習策略的要素及實施步驟。
以系統化教學設計發展流程，配合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活動
內涵，進行分析、設計發展國小高年級學生適用之「資訊六大素養」融入
主題式學習活動教案與教材。
試圖找出「資訊六大素養」融入主題式學習所需的教學環境、行政資源及
資源。

四、文獻探討
（一）、「做中學」的學習模式，體驗主動學習
「做中學」的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Learning)的學習模式，似乎因應課程
變革、教學型態改變的趨勢，而重新被賦予關注。這種學習模式指由教師安排一
個問題或任務，交由學習者去達成或解決，這樣任務/問題解決的過程著重在經
由與他人合作工作時而迸發出自己建構的知識與技能（Tiene, 2002）
。所以專題式
學習（PBL）的要素是：以學習者為中心並強調內在動機、鼓勵合作學習、允許
學生持續增加或修改他們的作品與表演，而學習者不再是被動學習，而是積極參
與問題、觀察、判斷思考、綜整應用、建構其學習經驗及知識。在 PBL 學習中
的教師，老師的角色已從知識、資訊資源提供者轉而變成為輔導者，提供探索的
動機及方向，協助學生發展有組織的判斷思考方式，以提高學生之主動學習能
力、促進廣泛分享資訊。因此﹐教師進行「專題計畫教學」(project-based instruction)，
可促使學生從不同角度深入探索某一個特殊主題，並發展一個可以記錄這個探索
過程的計畫，可以從事校外教學，進一步擴展對這個主題的理解（Edwards,2000；
Keegan & Turner, 2001）。因此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的終極目標是要
能帶領學生回饋社會，遇到問題時不再只是單純尋求專家的答案，而是要能經由
解決問題的能力來作出合宜的決策，所以這一教學策略之精神可謂相當符合自然
科學教育領域的學習內涵 。
專題導向學習（PBL）的教學活動除了希望學生成為主動的觀察者或資料收
集者外，更希望他們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問題時不再只是單純尋求專家答案，而
是要能經由解決問題的能力來作出合宜的決策（Kearsley & Shnedierman, 1999）。
而在 PBL 學習活動過程中，學生被培育要應用多種智元能力：活動分配及時間
控管能力；資訊收集能力(判斷問題的本質及如何進行調查、提出思考性的問題
及判斷結構、模式、案例、價值和角色、透過文字、圖、電子資訊等找尋所需的
資訊、經由調查、訪問、問卷和其他原始的資料中去發現新的資訊、分析及歸納
所有的資料以找到的模式)；組織及綜結能力(決定如何去分割及次序的呈現資訊
使它更容易了解)；簡報能力(詳細計劃簡報內容)；反應能力等，這種種多元智能
的培育，非傳統教室的教學模式可以就其功的。
專題導向的教學模式可以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反思的技巧，從問題解決中，
提昇學生的創造力，並且提供學習者「真實的學習情境」，而非教室內模擬的問

題。當學生充分掌握問題後，隨即會利用各種管道搜尋資料，並從蒐集的資料中
整理分析出與解決問題有關的部分，最後提出自己的解題策略。網際網路的出現
豐富了我們的資訊來源，似乎也帶來我們這樣的錯覺：只要提供充分的資訊，人
們便可以從中學習；然而，提供資訊並不等同於教學(Merrill，1997)。教學涵蓋
了引導學生進行適當的學習活動、提供學生所需知識、協助學生練習、解釋並處
理資訊、掌握學生的學習成效並做出回應等，是以教學策略的設計仍為教學成敗
之關鍵。(Earle, 2002﹔顏永進、何榮桂，民 90)
（二）、資訊應用能力的內涵
教育的目標是在培育國民運用本身的知識解決其日常生活的問題，亦即除了
具備傳統利用圖書館資源的能力外，還需「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 根據美國
圖書館學會的定義，資訊素養是指國民具備覺知何時需要資訊的能力，並且能有
效地查尋、評估、與使用所獲取的資訊（ALA, 1989）。McClure 認為資訊素養是
解決資訊問題不可或缺的技能,並定義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為傳統識
字素養 (Traditional Literacy)、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cy)、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及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等四種素養共同結合而成，且此四種素養
之間為環環相扣與互相關連的關係（McClure, 1996, 引自賴苑玲，民 89）。 The
Commission on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CLRIT) 給於資訊應
用能力（information competence）這一概念下一明確的定義:就是融合圖書館素養、
電腦素養、媒體素養、科技素養、倫理及社會責任、批判性思考及溝通技能的外
顯行為的表現（1995）
。根據教育部九年一貫之課程規劃(民８９)，對於資訊科技
能力的養成，也是強調由「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來著手進行，是希望教師可以運
用資訊科技中的電腦設備、網際網路與多媒體進行課程的設計、課程的教學，並
藉由與教學相關的各種活動，給予學生資訊科技的概念與體驗，培養學生將資訊
科技，視為生活中用來解決問題、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資訊應用能力
(information competency)是一種概念，用來表示個人對於資訊處理的能力，或一套
技能，在需要資訊時能有效率的查詢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及利用資訊，並
且有資訊應用能力的人，是一個知道如何在資訊社會中實踐終身學習的人(計惠
卿、吳斯茜、蔡秉燁，民 90；吳美美，民 85)。由於現今提供資訊的管道日趨多
元化，加上電腦網路科技不斷進步，使得資訊的運用層面迅速的拓展，所以無論
在生活、工作或實現個人計劃均需具備資訊管理技巧與資訊利用知識。因此，無
庸置疑地，鍛練自身資訊處理的能力是迎接數位時代生活所不可或缺的，這樣處
理資訊的能力即牽涉到資訊應用能力的課題，資訊能力應用的培育，也在現今教
改思潮的推動之下成為一重要的學習技能。
而所謂「資訊應能力」乃指個人選擇、運用各種資訊技巧與策略以有效管理
個人資源的能力，而這些能力也涵蓋個人如何思考、選擇、比較，並呈現所知的
過程(Browne, Freeman, & Williamson, 2000)。Kuhlthau(1993)認為資訊應用能力的人
應具備使用資訊的能力、能知覺個人資訊需求、主動尋求資訊以做決定與學習新
科技與知識的能力。Kobasigawa (1983) 亦指出：資訊應用能力涵蓋搜尋與評鑑的

過程，這個過程除了強調資訊的搜尋之外，更著重審慎的評估所蒐集的資訊。
Doyle(1992)並認為凡是具有下列能力者為具資訊素養者﹕（1）能認識資訊的需
求、（2）能認識正確性與完整性的資訊是做明智決定的基礎、（3）基於資訊需
求來陳述問題、（4）確認資訊的潛在來源、（5）發展成功的搜尋策略、（6）
利用電腦與其他科技獲取資訊資源、（7）評估資訊、（8）組織資訊予以利用、
（9）整合新資訊在已有的知識架構與（10）以批判性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觀點來
利用資訊。 此外，Shelly，Cashman & Waggoner (1996)亦認為資訊素養可分成內
在與外顯能力，於內能思考釐清問題所在、能分析所需的資訊，能正確解讀資訊、
能分析、整合與組織有用的資訊。於外的能力包括知道資訊的來源所在，知道如
何獲取資訊，能用合適的方式（如科技媒體的運用）將組織與內化後的資訊呈現
出來。
根據上述文獻綜整，我們可以知道資訊應用能力的最基本宗旨在於幫助個人
學習「如何學習」，並成為終身的學習者；資訊應用能力對於各種專業性或非專
業性知識的取得與運用非常重要，在個人的學習與認知的過程中，它使得人們能
夠掌握自己求知的方向，並有效搜尋、利用，管理自己的資源。所以，「資訊應
用能力」強調規劃以資源為主的學習環境，而在這個環境中，學生是學習的重心，
學生必須了解如何學習，才能夠持續性的學習，以終其一生。 建構學習裡論強
調讓學習者主動去參與，自己去思考解決問題的途徑，如此學習者才能適當運用
他已知的知識經驗來統整新的知識。透過這樣的親身面對與自我思考，在認知統
整的過程下自己去建構知識。在面對一個問題的時候，正確解答可能不是只有一
個；再加上個別差異的因素，每個人求得解答的方式也不會完全一樣（Jonassen,
Peck, and Wilson, 1999）。因此，整個學習過程中不單單只是看結果，其間資訊批
判、評選的過程也是考量的主要因素，所以教師應能對學習者思路過程、邏輯方
式、甚至造成錯誤的原因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輔導，達到學以致用（計惠卿、吳斯
茜、蔡秉燁，民 90）。
近幾年來，電腦網路科技不斷的發展，資訊的型態出現了不同的風貌，資訊
的傳遞也顯得更為多元化。學生們的學習環境除了學校的圖書資源外，更涵蓋了
各種型式、及多元化的資源（各類型的電子新聞、電子郵件，甚至電子期刊等）。
學習環境中應該提供機會讓學生建立起自我學習的模式，訓練他們思考的能力、
培養應有的資訊應用能力。而學生與知識的互動通常是建立在所提供的教學活動
中，由親自完成指定的作業或報告中經歷思考、調查、分析、整合等一連串的認
知過程（Kearsley & Shnedierman, 1999）。資訊應用能力的培養必須經過知識的活
用化才能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促進知識與個人互動的關係。而資訊化社會的教
學環境與學習者特質要素的配合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不少的研究指出：被動的
知識學習，往往無法讓學生真正了解到知識的意義所在。經由主動的學習，學生
才能建立必要的學習技巧。而這些學習技巧包括：提出值得研究的好問題、了解
相關的知識、選擇與評估資料、依據各項蒐集的證據而做出結論、將所了解的知
識加以整理表達，並創造自己的理論或新知 (Kuhlthau, 1993)。 換言之，學生與

知識之間互動的橋樑乃建立於學習環境中影響學習要素與教學策略的運用，如何
就這個新的學習環境進行相關研究，以改善整個學習環境是教育研究界必要的考
量（林麗娟，民 90）。
「資訊六大技能」（Big Six Skills）
「Big Six」技能也是對資訊素養的處理途徑的另一種資訊尋求模式，教師、
資訊專家與圖書館員認為利用 Big Six 技能可以幫助學習者獲得資訊素養，能將
資訊成功的應用於批判性思考與解決問題。Eisenberg 依人類認知目標：知識、理
解、應用、分析、綜合、與評估，發展出資訊問題解決歷程的六大資訊技能（Big
Six Skills），以期幫助學生成為有效的資訊問題解決者。因此，資訊批判技能六
步 驟 可 作 為 教 師 協 助 學 習 者 在 運 用 資 訊 解 決 問 題 過 程 使 用 (Eisenberg &
Berkowitz, 1990)：
1、問題界定(Task Definition)：包括定義問題所在與確定所需要的資訊
我需要回答什麼樣的問題? 我需要什麼樣的資訊? 我需要多少資訊?我
應該怎麼做? 我需要解決什麼樣的困難?我需要縮小我的主題嗎?
2、資訊尋求的策略(Information Seeking Strategies)：包括確定資源的範圍與列
出優先順序
我可能用到的資源是什麼? 最適合的參考資源是哪一樣? 我應該用什
麼樣的索引資料? 我會參考書本、網頁、期刊、電視、與錄影帶等資源
嗎﹖
3、找到與取得資訊(Location and Access)：包括找到資訊資源與取得
哪裡可以找到我最需要的資源? 誰可以幫我找到我需要的資料? 如果
我用的是電子資料，我是要用關鍵詞來查詢或是用主題來查詢呢?
4、利用資訊(Use of Information)：包括閱讀資訊與摘要資訊
哪些資訊是適切的? 我要如何紀錄我發現的圖形資訊? 這些引言是否
恰當?如何有效的呈現我的資料?
5、綜合資訊(Synthesis)： 包括組織與呈現
我如何能從複雜的資源中組織資訊? 我能刪除那些不能回答我的問題
的資訊嗎? 我將如何呈現我的研究結果?我的結論是什麼?
6、評估資訊(Evaluation)：包括評鑑作品與評鑑過程
我完成作業的需求嗎? 是有條理的組織與仔細的校對嗎? 這是我最好
的作品嗎?
Eisenberg 與 Lee（1999）更進一步指出 Big Six 具有下列特性：
(1) Big Six 技能是理想的將資訊與科技素養教材融入課程，是適合各領域學
科與各個年級的。
(2) Big Six 技能是適合各年齡層的。
(3) Big Six 技能是有彈性與可調適的且適合任何資訊情況。
(4) 利用 Big Six 技能並不是直線式的或一個步驟跟著另一個步驟。
(5) Big Six 技能對資訊與科技素養課程提供寬廣與從上至下循序漸進的結

構。
(6) Big Six 技能影響批判性思考。
(7) Big Six 技能歷程是利用資訊解決問題的歷程。
(8) 若要完成工作與解決問題，則 Big Six 技能的每個歷程都是需要的。
(9) 電腦與資訊科技技能是融入 Big Six 技能的歷程。
目前國內學者林麗娟、林菁分別對國小學童進行以「Big Six」教學法融入國
語文科之應用，其研究結果發現這方案不但可來幫助學生的資訊素養的培養，也
可增進國小國語文教學的成效（林麗娟，民 90；林菁，民 88）
。 游婉琳（民 91）
亦指出利用「Big Six」的教學活動對於國小學生在傳統素養、媒體素養、電腦素
養、與網路素養有明顯進步，藉由資訊素養的培訓，在學習主題內涵活動中也訓
練學生的解決問題及批判思考的能力。毛全良（民 91）也以高中生為實驗對象，
在其使用 Big Six 理論為基礎設計線上教學教案暨資訊素養之研究：以高中電腦
概論為例的研究中，也肯定了使用 Big Six 理論為基礎設計，其學生的學習成效
皆有顯著性的提昇。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實際參與式行動研究，相關研究人員與第一線教師(學科內容專家)
合作，進行實際資訊大六融入專題學習的教案活動之設計、發展與實施。 在研
究方法屬於實證式行動研究(empirical action study) ，對於活動實施過程中，研究
相關人員對於教學現場所發生的變化，進行觀察、紀錄、與訪談，以作為研究及
成效評鑑之依據。
本研究之合作對象: 選取淡水新興國小與大崁國小各一班五年級學童，作為
資訊大六融入專題式學習的活動實施班級，配合該校之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課程搭配 Big Six 技能各階段規劃，並由該班自然科老師進行為期 5 星期 (共計
15 節課)的課程試教，此外，本研究人員提供充足的教學資源資料(如，書籍、PPT
教材、網站參考資源、學習單等)，以供教師引用，讓教師的引導資源更為豐富。
「資訊大六」融入課程的教學設計及實施流程—就以大崁國小“挖子尾紅樹
林”課程設計的時程範圍來說明，其教學活動依循系統化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流程分析、設計、發展、實施、評鑑進行課程的規劃，如圖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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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資訊大六融入課程實施流程圖

資訊大六融入專題式學習活動設計內涵
挖子尾紅樹林的課程規劃以專題任務為導向，課程的進行方式以教師引導和
小組合作為主，目的在於以學生為中心點，讓學生能自動自發學習，教師則成為
在一旁引導學習的角色。學習的過程中學生須運用各種方式蒐集資料(包含運用
各種書籍期刊、電腦網路以及實地走訪水筆仔的家等)，並透過小組腦力激盪完
成學習任務、產出導覽成品 (見下表)。
表一 「挖子尾紅樹林」課程規劃及學習單設計重點
Big6 技能階段

1

定義問題階段
(Task Definition)

資訊尋求的策略

2

階段
(Information
Seeking Strategies)

找到與取得資訊

3

階段
(Location and
Access)

利用資訊階段

4

(Use of
Information)

課程規劃重點

學習單設計重點

導入學習主題並告知學習任務。
引導學生發想並找出各組欲探
討之議題。
教導學生概念圖的應用。

運用概念圖的方式引導學生
定義問題所在並確定所需要
的資訊。

引導學生擬定確切主題、進行分
工和進度規劃。
引導學生搜尋水筆仔相關資料
與摘記重點的技巧。
導入註明引用資料出處的觀念
及方式。

運用歸納之圖表，引導學生
進行分工與進度規劃
運用步驟性的方式引導學生
蒐集資料
透過舉例方式引導學生進行
重點摘記練習

導入以水筆仔為主的相關議
題，並讓學生針對自己的議題根
據搜規劃步驟搜尋資料。
引導學生整理水筆仔相關資
料，歸納資料重點。

運用關鍵字的概念搭配搜尋
技巧引導學生蒐集相關資
料。
運用之前所學的摘記種點技
能引導學生將資料作統整性
的整合。

引導學生戶外觀察之重點。
實地探訪水筆仔的家，引導學生
將所蒐集的資料和觀察的資料
相互比較並印證搜尋資料的正
確性。
引導學生修正蒐集的資料與觀
察的資料。
引導學生能針對蒐集及觀察到
的資料上台呈現及發表。
讓學生學習如何互平並寫下具

應用摘記重點的技能讓學生
自行擬定觀察主題並找出重
點。
運用比較的方式讓學生反省
並修正所搜尋的資料和觀察
的結果。
引導上台呈現的重點，並運
用互平表的方式讓學生練習
同儕評分。

體建議的評語。

5

6

綜合資訊階段
(Synthesis)

評估資訊階段
(Evaluation)

引導學生進一步深入探討及驗
證水筆仔相關議題。
引導學生整合所有相關資料，並
運用與水筆仔相關的議題製作
各組的成品。
引導學生進行作品發表與評
鑑，最後能針對整各學習歷程進
行自我反省。

以引導討論及和各組分享的
方式引領各組間進行腦力激
盪，進一步將探討的議題作
完整的統整。
再一次針對呈現的技巧進行
引導，並引導同學能評鑑和
予具體建議。
引導學生自我反省學習歷
程。

根據上表資訊大六的內涵、課程主題及目標的規劃，本課程設置-挖子尾導
覽解說員任務，賦予學生運用 Big Six 的資訊素養培育技能，能自行蒐集資料、
整理資料、摘記資料、分析並綜合歸納資料，最後能完成解說員文宣，成品的類
型可包含：海報、廣告文宣、漫畫、有聲書(錄音+圖文解說)、繪本、標語、網
頁、解說模型、解說步道…等，學生必須以小組合作完成 2 項作品作為課程結束
驗收的成品。課程規劃由淺至深安排：
1. 建立基本技能與知識：課程的進行開始即考量學生首次嘗試不同的教學
方式，因此「設置前置任務」課程的教導由此一階段建立學生概念圖和
網路搜尋關鍵字的方法，並且也引發學生對於『挖子尾-紅樹林』的基礎
認識。
2. 設定探究議題：由教師拋出相關的知識及問題，讓學生由資料中了解挖
子尾的地理環境、主要動植物生態以及自然與人文之間的互動，探討保
護挖子尾的環境。並從議題中要求學生發揮愛鄉愛土的精神，採以實際
行動關愛挖子尾自然保留區並宣揚保護挖子尾自然保留區的情懷。
3. 反覆練習基本技能達成學習議題：針對 Big Six 技能所需運用到的多項檢
索、摘記、整合等技能，將不斷重複出現增強學生的運用能力，並要求
學生運用技能時必須時時刻刻切合探究議題。

伍、實施結果與建議
一、Big Six 技能融入『挖子尾-紅樹林』教學之結果
Big Six 技能融入『挖子尾—紅樹林』教學，採以小組合作、以學生為中心
以及由學生自己建構知識的方式進行，讓教師扮演引導的角色，並嘗試運用學習
單來引導學習的重點和步驟，對於教師、學生而言都是一種創新的嘗試，歷經
15 節課的教學實施後，本課程透過本研究人員之觀察、訪問教師、學生反應以
及從課堂學生所完成的成品、學習單中得到許多的回饋和反應，將其整理於下：
1. 學生資訊素養能力提升
學生資訊素養能力的測量通常難以將之量化呈現，然而，本研究為了解研究
班級學生的程度以及學習成效，便在課程實施之前規劃前測活動以及在課程結束
後進行後測。問卷的設計乃參考 Big Six 技能之內涵並與大崁國小該班的自然科
老師和教務主任協調後完成問卷並進行施測，前後測的問卷題目僅所運用的主題
更換，然而，在題目的類型和題型皆無變更，並於前測完成後不公佈正確的解答，
以求後測結果的準確性，統計值以平均數的方式來呈現。本研究針對該班級 29
位學生採不記名方式進行前後測，得到之結果如圖 3。
藉由圖 3，在資訊技能方面，該班級學生已有明顯的提升，並且在電腦技能
和網路技能方面更是大幅度的進步。根據該班學生在自我反省的歷程中，也發現
學生更能掌握利用網路搜尋資料的技巧，足以證明學生在資訊搜尋及判斷資料技
能的成長。
在 Big Six 技能方面的成長，由圖 3 曲線的顯示，學生資訊素養能力攀升的
幅度上不會過於明顯，但整體的表現仍是平均提升的。經由訪問，教師表示該班
學生以往在資訊素養方面本身就欠缺訓練，且由圖 3 也可得知，該班級學生在資
訊整合方面仍屬薄弱；從學習單的觀察得知，學生往往能摘記許多重點或能搜尋
眾多的資料，卻無法將各個資料作關聯性的整合，反而影響其研究報告資訊的呈

現；由上述資料在在都顯示，日後教師應在教學引導過程中更應要注重資訊大六
技能的融入，並加強於學生整合資訊能力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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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資訊大六技能」前後測統計圖
2. 增進學生對『挖子尾-紅樹林』生態內涵的認知
在大崁國小的鄉土教學中，則以『挖子尾-紅樹林』作為課程，該班學生
因屬於九年一貫末班車的學習層，所以多以傳統的教學課程為主，也因此該
班因尚未接觸有關挖子尾紅樹林的鄉土教材，僅在全校校外活動時大致領略
相關介紹。透過本研究教學後，學生在學習單的反省歷程中，紛紛表示自己
更清楚了『挖子尾-紅樹林』裡有哪些常客、大概有什麼類型的植物或是植
物的特徵比較等，甚至學會更仔細的觀察態度，例如，學生們就將水筆仔的
根部拍下來，並且探討和比較水筆仔的根為何比一般陸地植物的根要多出許
多？由此可知，學生在整體課程表現上，時常會發現許多成年人看不到的地
方，在此教師則更須適時引導學生的研究精神。再者，除了增長對於紅樹林
基本的知識外，學生們更會探討有關環境議題的問題，因此，也讓學生對於

『挖子尾-紅樹林』的思考有別於以往，更能深入思考。
3. 學生學習態度的改變：從被動學習轉為主動探討
以往傳統的教學方式，多以紙筆測驗方式來衡量學生的學習結果，然而
在九年一貫的實施後，則開始讓教師對於評量有了更大的空間和更多元的方
式，本研究即以學習歷程以及成品的評量取代紙筆測驗。在此課程實施期
間，教師對學生在此學習歷程中的種種表現都給予正面鼓勵、肯定的評語，
透過訪問及現場觀察，亦發現平常成績較為低落的學生，明顯的主動參與課
堂上的各種觀察、紀錄、資訊搜尋、討論等學習單的作業及學習活動。在本
研究的成品的規範中，並未限制學生的成品類型，皆讓學生自由發揮創意進
行製作，給了學生更大的學習空間；學生也能針對各自有興趣的主題發揮自
己的想法，並在呈現時展示小組合作共同縱整歸納資訊的結果，激盪出學童
完成作品的成就感。因此，經過五週學習後，學生們從期待老師給予解答的
被動學習態度，慢慢懂得從各種資源中尋求答案，成為較以往更為主動的學
習者。
4. 班級氛圍及小組合作運作佳
透過教室觀察及訪談的方式來評估班級氣氛和小組合作情形，學生在課
堂上能有較多發言和討論時間，學生透過教師的鼓勵更能達到踴躍發言，教
師也能盡責的回應學生並引導學生專心於主題上，在師生間有良好的互動，
班級氣氛較以往熱絡。再者，透過學習單的引導致使小組間每人都必須提出
自己的見解或想法，因此小組間除了分工之外，必須學習如何分享和傾聽他
人的意見，雖偶會出現不愉快、沒有共識的情形，但經由教師的引導多能順
利排除。相較於以往小組間討論或合作皆不熱絡，往往由幾位優秀的學生進
行發言，然而，歷經幾次上課後，學生漸漸懂得分工合作，參與者也多在組
長的引導下，完成自己份內的工作，並共同完成活動。
5. 上台呈現與口語表達的表現佳

本課程安排多次上台呈現的機會，透過觀察發現學生在學習單的引導下
能一步步完成呈現的重點，並且分工合作、輪流上台呈現，經過多次的討論
及發表的歷程，學生漸漸能掌握呈現的重點，可以依照自己的話用較完整的
語句結構表達自己想要呈現的部分。相較於之前多要依循所檢索的資料一字
字彆口的唸出，學生現在能較以前更自信與同學分享自己的收穫。
二、Big Six 技能融入『挖子尾—紅樹林』教學之困難及建議
施行 Big Six 技能融入教學，對大崁國小教師和學生是一種新的嘗試，因此，
研究者就所觀察的過程及實際施行面的困難，分別從以下教材規劃、課程實施兩
方面說明，以及針對未來可發展的方向提出建議。
1. 教材規劃方面
由於此次教學時間相當緊迫，因此在將近五週的課程規劃、行政資源協調及
教材發展並未能將所有因素考量齊全，實施教學後，也發現教材的內容、活動設
計過多，既需訓練學生資訊技能，也需奠定學生的基本知識，讓教師難以在這五
週的教學引導過程中完全呈現，日後須將上課週數增加。再者，本次教學活動也
運用許多的綜整歸納概念圖等學習單作為引導的重點，這需花費學生較多課後的
時間，然而，部分學生因課後需要參與補習、家教或家中無電腦者，回家後無法
完成學習單的填寫，因此教師建議課業的規劃儘量能在課堂完成，讓教師更能掌
控學生的運用情形。
2. 課程實施方面(時程)
在課程實施的同時，學生頓時闔起教科書，反而須以自己探究的方式進行學
習，即出現不能適應的情形，再者，面對眾多需要完成的學習單，造成學生在學
習上產生排斥。面對第一次無書、完全靠自己學習，讓學生產生不適應，教師也
表達此乃第一次的試教，所以會讓學生失去學習依循，不過若能在引導和鼓勵機
制中進行改善，並將學習單的重點部份挪至課堂練習和引導，再運用口頭問答的
方式，來了解學生學習的情形，如此一來，能讓學生不至於覺得因為太難而放棄
學習。

在課堂的引導佔有本次教學活動非常重的份量，也是成敗的關鍵。因此，教
師的引導顯得格外重要，然而，在引導的歷程中，由於教師和學生較難適應，開
始時，難免會出現為了教學時間緊迫、學生無法完全回答，而直接將正確給予答
案的情形。在此方面，則需要與教師進行大量的溝通和說明，讓教師能試著讓學
生發揮，並多以引導和鼓勵學生發表。在教學引導上，另一個重點乃在於運用科
技來引導學生，教學活動中，教師必須運用 PowerPoint、網路等進行教學的引導，
因此在電腦科技方面的操作需熟悉，才能妥當的使用科技工具引導學生學習。在
運用電腦引導的過程中，偶會出現教師沒辦法得當的操作，導致引導的成效不
高，反而在一般教室或是戶外的引導都能藉由教師本身的班級經營和越來越純熟
的引導方式讓學生達到學習目標。
學生家長對於不同以往的教學方式時常備感關心，認為不按照既有的教科書
教學，反而放任學生自我學習的方式不能認同。因此在教學過程中，需要藉由導
師不斷的與家長溝通，取得家長的認同，也因而在和導師、家長協調不將此次的
課程規劃的範圍列入期末考或成績計算範圍，才獲得家長的肯定。
3. 未來實施建議
本研究乃是透過訪談、觀察，且根據上述活動實施的歷程中，產生諸如教材
規劃、課程引導、教師本身科技素養、家長關切等問題，研究者提出以下兩點未
來實施的建議，供日後相關研究參考：
(1)、加強學校對資訊融入教學的行政支援
本研究發現此教學過程中，學校之行政支援和環境設備也是構成本次教
學活動之重要因素，目前大崁國小在一般教室設備上沒有單槍和電腦，因
此，需要透過學校行政支援的協助才能有良好的發揮空間，在大崁國小因透
過主任大力的協助，得以開放午休時間讓學生應用電腦、開放圖書館，並特
地安排電腦教室空堂的節數供自然課教學時間運用，讓本課程活動得以更順
利的施行。然而，因本研究只針對一個班級的運用，所以安排上較為便利，
若學校整體課程的規劃及運用，勢必需要依靠學校行政支援的安排，所以，

日後若能透過行政支援方式給予教師更多教學資源（如有關圖書資源、多媒
體視聽資料、電腦教室開放等）及讓教師在課程教學時數運用安排上更為彈
性，皆能有效促使教師對此教學策略的應用與推廣。
(2)、培養教師的資訊大六教學策略實施的能力
本次為大崁國小首次將 Big Six 技能融入自然與生活領域教學活動，因
此，課程規劃則由本研究人員與教師協談後進行規劃，然而，規劃課程與
發展教材者並非實際教學、引導者，所以在實際教學方面仍會產生時程緊
迫、內容過多的情況，導致教師無法完全發揮教學引導成效，有鑑於此，
建議日後的教學能由教師自行根據領域學習主題而設計，且能透過同年級
各領域教師協同教學，共同將資訊大六技能重點同時融入各領域的教學活
動及學習內涵；面對學習單過多和學生無法回家逕自完成課業的情形，教
師也能透過自編教材適時調整期間的比重和方式，以解決學生對於學習上
的排斥感。希冀，這樣的實施模式不但能兼顧學生資訊大六的學習內涵要
點和策略的應用，也能全面的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能力。

陸、 結語

資訊素養能力並非只單學會某項科技工具的技能，資訊融入亦有一定的模式
可循。面對資訊融入教學的恐懼，不禁讓許多第一線教師備感無力，再者，學童
的資訊素養是不會隨著年齡增長而自動成長，它需要循序漸進的被教導 (林菁，
民 93)。在本次教學研究中，也發現若能運用 Big Six 技能讓欲培育學生資訊素養
的教師獲得教學的依循，反而能引發教師本身的教學專業，使其不再侷限於科技
工具中，更能達成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理想，發展教師自主專業。
然而，若要運用 Big Six 技能融入教學活動則在課程的前置規劃上將需要花
費更多的心思，課程設計需兼顧學習內容以及電腦、網路、媒體運用技能外，尚
須培養學生歸納重點、過濾資訊、摘記重點、同儕溝通、上台呈現、同儕互評等

能力，同時也不能偏廢學習主題的內涵，因此，在設計活動的同時須以教師實際
教學作為考量，不能為融入教學策略而導致教學課程受侷限，另外，教師也需要
在教學中不斷的增進自我的資訊素養及教學設計的能力，才能讓課程的規劃和進
行更臻完善。
本研究乃是資訊融入教學應用上的個案，希望能藉由「資訊大六」策略教學
設計的歷程提供給教師教學的參考，若要達成一個良好的教學活動往往也需要學
生本身、教師、教材設計、環境設備及學校行政資源共同配合，本研究期望能藉
由 Big Six 技能融入各學習領域中的教學策略，讓教師得以在教學上獲得依循，
更期盼日後學生具有「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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