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者: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 校長王佩蘭



學校簡介
地址 基隆市信義區正信路26號

班級 105學年度25班學生571名

教師 40名，
英語教師2名，外師1名，
英語替代役1名

學校
特色

基隆市英語村學校
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教育部行動學習試辦學校
教育部國際學伴推動學校
基隆市閱讀理解策略推動學校
民俗體育班



「站」上雲端-

差異性策略融入英語實作學習站
之行動學習方案

教育部105年度行動學習成果報告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國民小學



簡介- 故事的緣起



英語成效雙峰現況的衝擊



Class for all – 創造沒有客人的教室



一學習金字塔的啟示 –實作任務的設計思考



Class & Cloud「站上雲端」
-進入差異化的學習天空





教學模式

圖4 C&C 教學模式設計理念圖

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科技應用、解決問題、批判思考



圖 5

資訊課

英語課



表2 Class & Cloud站上雲端-

差異性策略融入英語實作學習站教學方案實作學習站架構

年級 英語
技能

聆聽 口語（差異性設
計）

寫作

4年
級

英語
實作
任務

看圖聽讀 看圖聽讀複誦句
子
看圖聽讀句子，
後看圖讀說句子

看圖依照範例
寫句

資訊
能力

點讀筆
QRcode

點讀筆錄影上
傳平台
QRcode

打字多工網頁
上傳平台
QRcode



表2 Class & Cloud站上雲端-

差異性策略融入英語實作學習站教學方案實作學習站架構

年級 英語
技能

聆聽 口語（差異性設
計）

寫作

5年
級

英語
實作
任務

看圖聽
看圖聽讀

看圖讀說句子
看圖聽讀句子，
後看圖讀說句子

看圖依照句型寫
句
（有、無字庫）
看圖依照範例寫
句
（有、無字庫）

資訊
能力

點讀筆
QRcode

點讀筆錄影上傳
平台
QRcode

打字多工網頁
上傳平台
QRcode

6年 英語 純聽 說圖句子 看圖寫篇章



表2 Class & Cloud站上雲端-

差異性策略融入英語實作學習站教學方案實作學習站架構

年級 英語
技能

聆聽 口語（差異性設計）寫作

6年級 英語
實作
任務

純聽
看圖聽
看圖聽讀

說圖句子
看圖讀說句子
看圖聽讀句子，後
看圖讀說句子

看圖寫篇章
看圖依照句型寫
句
（有、無字庫）
看圖依照範例寫
句
（有、無字庫）

資訊
能力

點讀筆
QRcode

點讀筆錄影上傳
平台
QRcode

打字多工網頁
上傳平台 QRcode



五年級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英語教師進行字彙、故事教學等三節課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第四節資訊教師進行行動學習及口語評量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資訊教師指導學生進入班雲及拍攝指導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學生學習情形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學生開始錄影實作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監控學生實作情形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第六節進行書寫實作評量說明打字方式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說明討論區的用法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說明視窗切換的方式



教學活動設計與歷程

學生操作的情形



http://www.classcloud.tw/dsps601/


成效評估

•提升學生英語「聽、說、
讀、寫」能力，並同時增
進其「科技應用、解決問
題、批判思考」的關鍵能
力圖4 C&C 教學模式設計理念圖

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科技應用、解決問題、批判思考



關鍵能力的培養

• 科技應用能力

•使用平板電腦掃描進行網站的能力

• 本次課程5年級計有20人、6年級計有21人，100%的學生會
使用QRcode掃描器進行掃描進入google classroom即進入
不同的實作任務



關鍵能力的培養

• 科技應用能力

• 使用平板電腦進入google classroom錄影交口說作業的能力
• 本次課程5年級計有20人、6年級計有21人，5年級有75%的，6年級有95%學
生使用錄影功能上傳實作口說作品，經了解發現未交作品6人，均因使用點
讀筆一邊聽一邊錄，導致錄影時間太長，超過google classroom可上傳檔案
的限制因此無法上傳，而因為使用google classroom的錄影功能，在無法上
傳後學生所錄的作業就無法保留，這也提供本團隊日後在進行實作任務規
劃時的參考。



關鍵能力的培養

• 科技應用能力

• 使用平板電腦進入google classroom 討論區進行書寫的能力

• 本次課程本次課程5年級計有20人、6年級計有21人，5年級有80%的，
6年級有95%學生使用討論區功能上傳實作書寫作品，經了解發現未
交作品7人，均因不太了解任務、不太會使用視窗切換、打字動作慢
等原因沒有交。發現書寫的困難度比口說錄音高。



關鍵能力的培養

• 解決問題的能力

• 本次課程設計為語言技能的熟練與應用，因此較無解決問題之歷程，不過
在執行課程活動的歷程中，因為實作任務執行過程較為複雜，學生在進行
實作的歷程中，對於平板電腦操作比較熟練的學生，就會運用平板電腦本
身的功能解決問題，例如在書寫評量時，高成就的學生需要看圖撰寫段落，
因為已經是自由寫作，因此需要拼寫的能力，所以在書寫的過程中，有學
生就會運用google翻譯或字典協助，甚至於查參考網頁，協助自己寫作。但
是對於只是以drill方式完成作業的學生而言就較無解決問題的歷程，這一點
也是團隊教師日後繼續發展可著力的地方。。



關鍵能力的培養

• 批判思考的能力

• 本次課程最後學生的實作作品均在平台上進行分享，在閱讀或觀看別人的
作品時，教師請學生依照評量規準，回饋同儕的作品，在過程中學生提出
自己根據規準評斷他人作品的優缺點，及自己的想法，100%學生均能提出
自己的看法，大部分的學生均能以規準進行評斷例如「發音很標準、很順、
有太多停頓」等，但並非全部學生均能根據規準進行評斷，仍有5%的學生

以「寫得很好」，「念得很好聽」等非關能力的用語進行評斷。。



學科能力的提升

• 口說能力:。
•

• 五年級

• 完成度: 本次課程5年級計有20人、5年級有75%的學生使用錄影功能上傳實
作口說作品。其中錄影的完成度較低是因為實作任務的設計對於低成就的
學生可以一邊聽一邊錄，導致錄影的時間太長，超過可存取的大小，同時
又因為五年級上課時，處理資訊設備的時間始使用太長，導致進行實作任
務的時間被壓縮，這些對於低成就的學生完成作品有影響，因此之後在口
說設計聆聽鷹架的部分，操作方式應改為聽完再錄，不要一邊聽一邊錄。



學科能力的提升

• 口說能力:。
•

• 五年級

• 正確性:5年級有提交錄影的學生有15人，有4位同學以直接讀說的方式進行
實作任務，4位同學的正確性均高，均為少許錯誤的優等。有9位同學一邊
聽一邊唸讀，只有2位同學有錯誤，其他均正確且流暢。有2名學生雖以邊
聽邊讀的方式進行，但發現只要是句型的都可以念得很好，但是非句型描
述部分，就以無法辨識的發音進行唸讀，可見這兩位同學也無法進行覆誦，
這點值得教師注意。



學科能力的提升

• 口說能力:。

• 六年級

• 完成度: 本次課程6年級計有21人，有95%學生使用錄影功能上傳實作
口說作品、95%學生使用討論區功能上傳實作書寫作品。6年級因為
學生程度較佳，因此在完成度上較5年級高，這也給團隊教師一個思
考方向，是不是5年級實作任務的難度要再降低，還是6年級對於資訊
工具的使用較熟稔，因此資訊工具可提供的支持性較高，上述兩個
觀點都需要進行更多的實作評量活動後才可了解。



學科能力的提升

• 口說能力:。

• 六年級

• 正確性: 6年級有提交錄影的學生有20人，有17位同學以直接念讀的方
式進行實作任務，10位同學的正確性均高，均為少許錯誤的優等，有
7位同學有少許字彙上的錯誤。有3位同學一邊聽一邊唸讀，只有1位
同學有錯誤，其他均正確且流暢。



學科能力的提升

• 書寫能力:。

• 五年級

• 完成度: 本次課程5年級計有20人有80%的學生使用討論區上傳實作書
寫作品。

• 正確性: 上傳的16人中，完全正確者計有14人，有2人均為書寫不完整。
例如Does she like apple 少標點， No, she. 不完整。



學科能力的提升

• 書寫能力:。

• 六年級

• 完成度: 本次課程6年級計有21人， 95%學生使用討論區功能上傳實作
書寫作品。

• 錯誤分析:上傳的20人中，完全正確者計有17人，有3人均為缺少be動
詞，例如He from UK.



學科能力的提升

• 聽讀能力:。

• 有關學生的聽讀能力，在這次課程的設計中，並無聆聽、或閱讀的設計，
因此無法進行分析，不過在作口說作文的轉譯過程中發現，學生聆聽錄音
檔時其對於英語的理解程度會影響學生聆聽後的覆誦，在低成就的學生中，
有些學生只要有錄音檔的幫助，就能夠正確的覆誦，但有些學生就算給他
錄音檔做為參考他還是無法進行覆誦。在平台錄影的協助下，讓教師可更
清楚的診斷並了解學生學習的問題與困難所在，日後才能針對他的問題進
行指導，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學科能力的提升

• 對於以資訊融入進行實作評量之回應模式的順暢度
提升:。

• 實作任務的執行方式以文字條列說明投影到螢幕: 因為實作任務差異性設計，
使得每一組學生執行的方式有些許差別，因此將3組執行方式投影在螢幕或
數位電視上，讓學生在執行的歷程中，如果需要再瀏覽就不需要一直請教
老師，直接解決問題，以提升實作任務的執行效能。

• 因為課程發展時是五年級及六年級同時執行，因此團隊在五年級執行時，
進入資訊課觀察，在經過團隊教學觀摩、討論、修正的歷程，歸納出上述
的SOP流程，發現學生從進教室到開始執行實作任務的時間，從第一班因
為教師以統一的方式進行資訊設備發放、平台準備及說明花費近20分鐘才
開始進行實作，到第二班以上述方式作sop流程從資訊設備發放、平台準備
及說明只用10分鐘便完成，大大提升進行實作評量的效能。



學科能力的提升

• 對於以資訊融入進行實作評量之回應模式的順暢度提升:。

• 進教室後自動化的SOP工具準備歷程:教師在上課程將一進
教室需要完成的動作以條列式的方式寫在白板上，讓小朋
友參閱完成，不同的實作評量有不同的回應模式:

• 口說評量回應模式:

• 拿平板電腦

• 電腦小老師發點讀筆及墊板

• 回到座位既開機掃描QRcode到班雲

• 有問題先請教同學，無法解決再請教老師



學科能力的提升

• 對於以資訊融入進行實作評量之回應模式的順暢度提升:。

• 書寫評量回應模式:

• 拿平板電腦

• 回到座位既開機掃描QRcode到班雲

• 有問題先請教同學，無法解決再請教老師



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

• 共備共學的DEMO團隊運作成長模式



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

資訊教師: 林傳世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給孩子機會

同時對老師而言，剛開始也無法掌握學生問題在哪裡；
經過多節課的磨合，老師與學生在熟悉之後，對於資
訊設備處理的時間變少，相對的學生實施課程活動的
時間就變多了。也因此發現如果學生對於平板及雲端
平台使用熟稔後，讓這些科技設備成為學科學習成效
提升的利器，是可行的。



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

我在英語教室場域教授英語聽、說、讀、寫等語言技
能；同時解說差異性實作任務，再由資訊老師在資訊
課時教授平板電腦的使用技巧，並帶領學生進入雲端
平台”Google Classroom”兩人一組進行差異性實作任務。
經由此一”差異性融入英語實作學習方案，真的提昇了
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同時學生也學會彼此合作完成
自己的任務; 並能分享他人的作品。這一切著實令人驚
艷。

5年級英語教師: 陳娟娟 Class & Cloud Can Work 每個孩子擁有自己的舞台



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

除此之外，因為使用雲端平台，讓英語老師可以在雲
端中看到學生的作品。網路雲端資料跨時空的特質，
也讓老師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掌握更有彈性，更客觀。
同時實作評量最重要的是評量規準的訂定，口說實作
評量輔以錄影在雲端，讓老師的評量更為客觀，這一
點的設計對於日後要推動標準測驗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6年級英語教師: 陳曾文創造另一種延伸學習的機會



團隊運作模式與歷程

這虛與實之間的學習經驗，讓學習成效的提升明顯可
見，同時因為雲端教室的支持，學生在同一時間可以
進行自主學習進行口說及書寫的實作，且在同一時間
學生的作品可以上傳到網路，並進行共同分享，如果
這種學習歷程成為一種習慣，英語學習不再是單向的
學習，而是多向的互相學習。這個模式的成熟還需要
團隊繼續努力，希望我們能持續的發展這種教學模式，
讓資訊融入英語教學成為學生英語學習的常態，希望
虛實互融，成效無限。

校長: 王佩蘭 In between 虛實之間成效無限



讓我們快樂地承擔
活化英語教學關鍵性的角色

為提升孩子英語學習興趣與能力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