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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動載具普及之後翻轉教學概念興起，教育學者相信數位化創

新教學工具應該可以做為偏鄉地區提升教學品質的工具和策略。本

文探討偏鄉數位化創新學校的”教”和”學”指的就是教師在運用網路

科技進行的教學方式和學生運用行動載具的學習行為。從 104年六

所偏鄉地區學校執行過程中進行質化和量化的研究，將目前偏遠地

區學校在進行數位化創新教學的過程、現象、問題、困難和建議。

教育科技發展神速應可以補足傳統教學的不足，為提高偏鄉地區教

學品質教師適度應用資訊科技做為輔助教學工具應有其必要，本文

針對現今偏鄉地區推動數位學習創新教學所觀察到存在學校、行政

人員、老師、家長和學生的現象，做了幾點論述；也歸納對未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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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創新教學可能執行的模式提出淺見，並對未來偏鄉學校老師進

行數位化教學提供可行的建議。 

 

關鍵詞：翻轉教學、數位化創新教學、數位學習、偏鄉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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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bile devices, the concept of flipped 

innovation teaching has been raised.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believe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tools should 

be used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in the rural area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ers’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of the schools 

in the rural areas. It refers to the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 using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process, 

phenomenon, problems, difficulties and suggestions of digitalized 

teaching in rural areas were studied both i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six rural school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eachers in rural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ssistant teaching tools. By promoting the digital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in the rural areas schools, some finding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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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a amount teachers, parents, students and students were 

analyzed.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possible 

futur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and provides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rural area teacher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Flipped Teaching 、Digital Innovation in 

Teaching、E-Learning、Rur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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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人口向都市集中是一個全球的現象， 21 世紀以來都市人口比

例超過鄉村，都市化的風潮帶來「城鄉差距」，貧富落差發展逐漸

失衡。台灣近年都市快速成長，大都會由於人口密集、交通污染，

溫室效應等問題，都是因都市化人口集中後產生的現象，反觀鄉村

部落產業消失，人口遷移也導致學校招生困難，教學品質下降，學

校廢存等困境(張國輝，2005），是政府在財政和教育間兩難的抉擇。 

偏鄉地區一旦人才流失，經濟蕭條，資源逐漸弱化，台灣國中

小學校數約 2600 多所，其中學生人數在 50 人以下約 360 所，100

人以下也有約 560 所，學校人數不及百人的偏鄉小校，約佔國內總

校數的五分之一，如果此時不正視偏鄉教育發展惡性循環的結果，

將使台灣偏鄉社區和產業沒落。人口移動之後城市地區不論在軟體

或硬體的建置，都能引領人們生活和學校教學更易於推動網路數位

化教學活動;反觀偏鄉地區數位資源薄弱（劉世閔、江忠鵬 (2013)，

數位應用程度低落，本文擬在政府重視偏鄉教育的同時，省視目前

偏鄉推動數位學習的現況，檢討得失，理出因應之道。     

政府為達成「深耕數位關懷」的理念，投注了不少資源和人力

在偏鄉數位化教學，民國 104 年～105 年更推動「偏鄉教育創新發

展方案」，此一方案中共分五大學習，規劃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

（詹志禹、吳璧純，2015），五大學習內涵包括：(一)基本學力是終

身學習的基礎，(二)多元能力是適性發展的基礎，(三)數位學習是

超越時空的基礎，(四)在地文化是國土認同的基礎，(五)國際視野

是世界公民的基礎，盼能從基礎能力著眼，扎根學生的教育、培養

人才，留住人力，活絡偏鄉社區文化和經濟(教育部，2015)。 



144○教育學誌  第三十四期 

 

 

圖 1  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教育部，2015) 

方案中希望藉由大學團隊、社區志工資源、政府政策的挹注強

化偏鄉教育，減緩偏鄉人才流失。讓社區學校產業共存共榮（鄭同

僚、詹志禹、黃秉德、李天健、陳振淦、周珮綺，2008）。翻轉教

學是在數位興起之後出現的一種教學策略，在建構學習的理論支持

下，希望學生在課餘時間利用線上學習，課堂上進行討論、互動，

以強化學習成效。數位科技已被視為彌補學生學習不足的利器，在

課業上教師的教學活動不外”知識分享”和”溝通互動”，資訊科

技剛好是最佳的工具。可惜的是，某些教師只看到網路帶來的負面

影響，並未積極營造創新的數位教學策略，喪失科技強化教學的優

勢。(溫嘉榮,2015) 

學生的知識來源的管道分別是：老師、同儕、環境和自我學習，

此其中來自老師的遠少於同儕，其次是環境，學生知識來源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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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自我學習，可見數位化創新的學習對學生有多重要，培養學生

有自學能力，運用數位化創新工具進行知識管理，從知識的”擷

取”→”儲存”→”應用”→”再生”→”創造”處處都需電腦

系統，不僅教導學生，老師當身體力行進行數位化的知識管理。臺

灣目前中小學教師約十八萬多，學生數約三百多萬人，二十多萬教

師在苦無對策，不知如何下手之際，最簡單的實踐方式可嘗試利用

雲端分享教學資訊，運用即時通訊提升師生教學溝通和互動，建立

學習社群，並且將個人（包括文字、圖形、聲音、影音、動畫等多

媒體教學）檔案存放雲端分享資源，建立屬於個人的數位教學環

境，再將此一知識管理技能傳遞給學生，學生在未來自我學習方面

必然受用無盡。老師應本諸教育的良知和教學熱忱，環視周遭的環

境，盡自己所能，運用創新數位化創新技巧改善教學，共創未來（溫

嘉榮，2015）。 

一、研究背景 

教育部於民國 100 年開始推動行動學習推動計畫，從國小、國

中到高中職一系列從點到面，五年來已發展到 250 校之規模，推動

行動學習進行標竿學校培植，遴選具有行動學習推動創新教學模式

楷模，藉此鼓勵學校推廣行動學習永續發展策略，以達到行動學習

推廣與擴散之目標。找回孩子學習的熱情，這也是首次在臺灣的老

師彼此學習、互相影響，共同實踐教學翻轉的教育理念。此一行動

學習實驗計畫在 103 年計有 143 所國民中小學參加，該實驗計畫強

調「行動學習的教學模式建構」，本計畫除了該計劃的教學理念推

廣之外，並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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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偏鄉地區教育。 

（二）運用現有三大國家數位典藏資源: 「故宮教育頻道」、「數

位典藏」及「科技大觀園」等優質教育資源平臺之創新教

學應用。 

（三）除了 5C 關鍵能力之外，本計畫也希望能達成：基本學力

／多元能力／數位學習／在地特色／國際視野等五項教

學領域的推展。 

（四）翻轉學習的概念也重視學習者:課前預習、課中練習、課後

復習。 

計畫先期所參與的六所偏鄉地區學校都緊密結合聯絡，透過所

建置的計畫網站隨時將相關教學過程和資訊彼此分享，以便及時改

善提升教學確保計畫品質。各校每月填寫線上計畫執行報告外輔導

團隊將與各輔導推動學校建立更密切溝通管道，了解各輔導推動學

校執行狀況與困難點，並且適時提供協助與支援（溫嘉榮，2015）。 

 

圖 2  數位學習偏鄉教育創新計畫構圖（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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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學童處在一個弱勢的環境，包含了家庭教育條件不佳、家

庭教育投資不足。家庭教育條件不佳，例如：家庭收入、家長的教

育程度或社經地位，家庭教育投資不足，意指父母的期望、陪伴學

習和學科補習，相較於都市的學童都是落差很大的(林菁，2012）。

然而，即便家庭的功能無法給予偏鄉學童太大的幫助，政府方面也

在其中投注了大筆的經費和資源，偏鄉學童的學業成就仍無法獲得

明顯的改善和提升，是不是學校方面出現了什麼問題？或是教師的

教學方式需要什麼樣的改變？研究者拜訪過部分的偏鄉學校，不論

是偏遠的鄉下學校，或是山區的原住民學校，學校規模都在六班左

右，全校學生總人數不到 50 人，希望透過這個計畫，能更了解偏

鄉數位學習的現況、所面臨的問題，思考問題解決之道。 

本文探討偏鄉數位化創新的“教”和“學”指的就是教師在

運用網路科技進行的教學策略和學生運用網路雲端的學習行為，乃

是從 104 年六所偏鄉地區學校執行過程中進行質化和量化的研究，

將目前偏遠地區學校在進行數位化創新教學的問題、困難和建議整

理為文，以利未來學校推動和相關研究之參考。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偏鄉學校在推動數位化創新教學之現況。 

（二）分析學校推動數位化創新教學的問題和困難。  

（三）整理偏鄉學校進行數位化創新教學可行的建議。 

（四）探討偏鄉學校推行數位化創新教學的相關因素，包括：

「軟硬體設備易用性」、「學生資訊能力」、「進行類似課程

的接受度」及「學習成效」。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計畫進行兩種研究策略，分別以“質

性”和“量化”進行。目的一至三採實驗創新教學的觀察和訪談；

至於目的四學生學習間的相關因素則以問卷收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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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 

教育部從民國 100 年開始推行國小、國中、高中、高職的行動

學習，計畫進行到 104 年在國中小共有 160 所學校參與，參與校數

龐大，是以在民國 104 年開始進行偏鄉數位學習推動計畫，初期計

有 6 所學校參與，105 年擴大到 13 所，到 108 年為止為一個期程，

希望能有更多學校受惠。 

本研究乃是蒐集 104年參與實驗教學的六校進行成效評估的訪

談和問卷，時程僅有一年時間不長，且參與校數少，研究採質性訪

談，針對老師、行政人員和家長訪談結果，並以問卷量化研究經由

學生的問卷進行統計分析；研究在對象、時間和規模都有明顯限

制。文中所述應為研究者資料收集分析和觀察結果整理的主觀論

述，或許會有偏頗或不適用全體偏鄉學校。此次參與實驗學校共有

六所，皆為小學，並無國中、高中、高職，文中述及現象問題和推

動上的障礙，也僅止於研究學校推演後所能觸及的範圍，不一定就

是全部偏鄉小學或其他各級學校。 

貳、文獻探討 

翻轉教室的成功，在於綜合的翻轉教室學習方法。翻轉教室建

立了一個架構，讓學生可以擭得適性且個人化的教育(Bergmann & 

Sams,2012）。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來選擇學習方式，並根據自

己的學習節奏重複觀看教學影片以釐清概念，暫停或倒帶時有機會

思考並做筆記，或是根據自己的速度閱讀投影片。在課堂時間，學

生可以根據其他學生的學習經驗，透過小組討論或是一對一的指導

完成學習。翻轉教室不僅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也大幅提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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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以往學生獨自在家寫作業，遇到困難時沒有人可以及時協

助，而產生挫折。翻轉教室可以讓學生立即得到回饋。透過網路合

作學習，同學間可以互相討論，老師也會有更多的時間協助學生理

解不會的概念。Bergmann 和 Sams(2012）分析翻轉教室存在的理由

如下： 

一、翻轉教室提升了學生學習過程中數位電子產品使用的熟練

度。 

二、翻轉教室的靈活性允許那些無法到課的學生可以持續維持課

業進度。 

三、在翻轉教室內，教師可以針對每個學生的難題提供個人化的

協助。 

四、翻轉教室提供適性且個人化的學習方法。 

五、翻轉教室增加了學生與老師間及學生與學生間的互動。並透

過課堂時間回答問題、探索更深入的內容，引導每位學生的

學習過程。 

數位化創新教學就是運用科技網路進行教學，老師能夠透過網

路將預先錄製的教材或電子教學資料，讓學生能夠應用充分運用課

前、課中、課後進行學習。在翻轉教室中，學生必須在課前先完成

知識的學習，到學校後和老師、同學進行合作式學習(Bergmann & 

Sams, 2012)，課堂成為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間的互動場所。與

傳統教學模式的不同之處在於：翻轉教室讓學生在課前根據自己的喜

好選擇適性且個人化的教育，藉由自學來獲取知識；在課堂上則透過

和同學間的互動教學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以促進知識的吸收內

化(Lage, Platt, & Treglia, 2000; Bergmann & Sams, 2012)。透過學生

與學生之間的互助合作，合作學習不僅改善了傳統以班級教學為單位

的被動式教法，也提升了學生思考的能力，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許

暉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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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採用意圖為中介變數，以探討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與

學生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的資訊科技涉入度

不但會正向影響其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的意圖，也會對學生的學

習成效產生顯著的影響(曾淑美、林吉村，2014)。過去許多學者研

究指出國內資訊科技無法落實在教學上的主要因素很多，包含資訊

科技軟硬體設備不足、學校缺乏可供諮詢的專業資訊科技人員、教

師資訊素養不夠、上課時間不足、學生學習的問題及課程適用性的

問題等(曾淑美、林吉村，2014；黃子倫，2012；劉世雄，2001)。 

根據美國教育部於 2000 年所調查之教師使用資訊科技的報告

顯示，教師在課程中採用資訊科技的主要障礙為電腦設備不足、缺

乏教材準備的時間以及缺乏教育訓練。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

是缺乏技術支援。資訊教師大部分的時間仍需用在一般的教學工作

上，所以他能夠協助一般教師的時間實在非常有限(Becker,1998)。

在有關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方面，過去學者

大都認為使用資訊科技教學相對於傳統教學在認知與情意方面，較

有助於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吳輝遠， 2001；曾順信，

2001；黃淑敏，2001)。 

數位化創新教學在行動學習中，行動載具指的是體積小便於攜

帶、屬於個人使用且具備無線通訊功能的資訊設備（沈佳萍，

2006）。舉凡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等都屬於行動載

具·依照不同活動進行的方式，行動學習可以區分成四種學習活動模

式（Chang,Sheu,&Chan, 2003)： 

一、室內個別行動學習：室內個別行動學習多用在室內導覽，例

如博物館導覽教學活對等。透過室內個別行勤學習系統，學

生可適時駐足於定點上，隨時獲取展覽品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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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戶外個人行動學習：此類學習活動必須配合戶外的無線上網

環境，例如 GPs(GlobalPositionings}.stem）或無線線路等，提

供使用者所在地理位置的電子地圖，或場域資訊等資料給學

習者參考。 

三、室內小組行動學習：透過行勤輔具與無線上網環境，學習者

可以在室內分組進行討論與學習，例如利用電子白板或電子

書包等設備在教室裡進行互動性活動。 

四、戶外小組行動學習：此學習活動亦需配合戶外的無線上網環

境才可以進行。戶外小組行動學習讓學生可透過合作的方式

來完成學習任務，並透過行動學習裝置來進行資料的收集及

意見交流。 

其實行動學習並非嶄新的概念，國內外許多研究已證實行動學

習具有良好的學習成效，某些學校甚至提供行動載具讓學生在課堂

中使用（Sharples,Taylor,&Vavoula,2010）。 

數位化創新教學為教師在體認時代需求下，為達到適應學生個

別化需求，教師可以設計或參考「數位學習偏鄉教育創新發展輔導

部落」所提供的相關創新教案，外部學習資源，如：故宮教育頻道、

數位典藏、科技大觀園和雲遊網等，做為授課的參考資料，不斷變

化及創造教學方式，以提高學習興趣、增進教學效果，啟發學生創

造思考能力。在教學創新的思維下，教師應具有下列觀念，才能讓

教學創新成為可能： 

一、具有教育愛與反省的能力：用心的教師讓學生感受深刻，愛

是創意教學的主角以愛為出發點，愛自己的工作，關懷學

生，激發學生潛能，讓教學成為師生快樂的泉源。此外科技

的發明與普遍使用，加上政治、經濟的轉型，對教育產生重

大的影響，教師必須採用新的思維來檢討傳統教學內容與方

法，既要調適，也要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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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被動的接受變成主動的自學：創意教學的教師必須要超脫

傳統觀念，承認教師知識的有限性，扮演引導者、啟發者、

諮詢者的角色，積極指導學生如何學習，因為創新教學的目

的在於培養具有創造思考能力與態度的學生，而非教一些片

斷零碎的知識內容。 

三、樂於嘗試新的教學方式：活化教學，讓學科的學習更有趣，

更有創意，樂於嘗試各種新的教學方式，教學內容與教學方

法不斷推陳出新，符合時代的潮流，結合教學與資訊，透過

質疑、反省、解放、重建的批判思考過程，建構新的教學方

式，啟迪學生潛能。 

四、善用教學方法與技巧：在班級教學的現場中，創意教師能考

慮學生個別差異，調整教學方法，來引發其深度的好奇心，積

極地自發學習，培養出具有全球視野的公民。 

資訊科技的發展與使用可能因為性別、種族、階級或居住地區等

不同，使得人們在接近、使用資訊的機會上產生差異，形成所謂的

數位落差(李孟豪、曾淑芬 ，2005)。有運用資訊能力及其他資訊科

技能力者，會在技能、知識的獲取上較有優勢，而未具有資訊使用

能力者將會處於不利的地位，形成所謂的數位落差現象。這種差異

表現在社會面上，有資訊取得不易、教育機會少、工作機會少、收

入偏低等等，形成新的社會不公平現象，因應此一落差，政府於是

規劃偏鄉數位應用發展方案。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採質量並行，在「質的方面」：以觀察與訪談收集學校在

推動創新教學過程中所面對的現象和問題，本研究有針對行政人

員、老師和家長設計問卷，也進行施測，但由於問卷數量有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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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量化統計分析只進行檢驗和觀察次數分配，嘗試從中理出學校

老師和家長可能面對的環境和困難；在「量的方面」：是以學生成

效評量問卷調查再進行統計分析，礙於本研究校數僅有六所，是以

統計分析僅以簡單的描述統計和推論統計呈現結果。 

一、研究設計  

參與偏鄉學數位學習學校，都是從民國 103 年參加教育部國中

小行動學習，屬於教育部定義為偏鄉學校，且表現優良乃推薦參與

此一實驗計畫。如文獻所稱翻轉教室不僅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也大幅提升教學成效，翻轉教室可以讓學生立即得到回饋。透過網

路合作學習，同學間可以互相討論；老師也會有更多的時間協助學

生理解不會的概念，加以本次實驗學校也都參與行動學習計畫，本

計畫希望學校能在教學上將資訊融入數位化創新教學，但和理想中

的反轉教學仍有落差，計畫執行中要求老師必須達成幾項數位化教

學任務。每所參與學校必須要有三～六年級有一～二班的學生參與

此一實驗性教學計畫，參與此一實驗計畫之學校必須進行下列重點

工作： 

（一）改善數位教學環境，以利數位教學與學習推動。 

（二）強化校長及教師資訊專業知能與鼓勵教師發展創新教學模

式。 

（三）以學校在地本位與學習領域課程為基礎結合故宮教育頻

道、數位典藏及科技大觀園等數位資源，應用數位資源來

發展創新教學與學習模式，並設計可轉移及擴散他校執行

之教案 6 篇，並實際導入課堂教學並以此輔助基本學力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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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養學生善用數位科技溝通表達、合作學習、問題解決、

創意思考及批判思考能力與養成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正

確觀念、態度與行為。 

（五）記錄教學現場改變與創新歷程並錄製推動歷程記錄影片 2

則(包含完整記錄 30 分鐘及精簡版 3 至 5 分鐘)，另運用新

媒體分享(社群經營)推動經驗與成果。 

（六）辦理經驗交流與分享會議 2 次，邀請鄰近與跨縣市偏鄉學

校各 1 次(可結合其它活動辦理)，分享推動經驗成果。 

（七）提報執行成果(包含導入成效評估)。    

且每學期都有指導教授群約三人到校了解實驗計畫實施情

形，並檢核實施進度，由於數位化創新教學方興未艾，有意願參與

的學校不少，獲選學校都是在行動學習學校中表現優良學校，學校

的行政團隊和老師對此計畫都抱持珍惜認同且有推動的意願。實驗

學校必須從教育部學習領域中選取適當的課程領域的學科，或以學

校本位課程為主軸，導入數位化創新教學；部分學校為了不影響課

程進度，會以活動式之「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 Based Learning, PBL)

進行實驗教學計劃，這種活動式學習因為活動並非涵蓋全學期，所

以學習活動時間可能無法涵蓋整個學期或學年，本研究在進行兩個

學期後進行問卷之成效評估，並經統計分析述陳如後。  

二、研究架構 

計畫的研究工作分兩個向度，在「教學方面」為了解教學實施

過程中會影響教學的各項因素，進行質性觀察教學與教師訪談；在

「學習方面」對學生進行量化研究，問卷設計共分四類：分行政人

員、教師、家長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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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方面 

有別於傳統教學數位化創新教學必須要用到網路和行

動載具等雲端相關設備，老師進行數位化創新教學時必須

要先具備相關的教學知能，包括教學策略和資訊技能等基

本能力，為了深入了解實驗教學的問題、困難和成效，問

卷設計(見附件)探討因素重點在了解:學校的教學環境、老

師的教學技能、家長對學校實施教學的態度等進行訪談。 

（二）學習方面 

對學生的問卷設計共分四個因素，十個向度，以六等

量表呈現，每個向度均約有 3~4 個題目，因素包括：「軟硬

體設備易用性」、「學生資訊能力」、「進行類似課程的接受

度」及「學習成效」。 分別以 A~J 來代表，每個面向都有

代表的題目，以六等量表來呈現。問卷設計針對四個角色，

包含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家長和學生，分別有各自的面

向和題目來做探討與分析。本研究架構僅就學生部分的問

卷進行分析，其它的角色問卷以次數分配表來分析。學生

成效評量問卷內含四個面向，包含：軟硬體設備易用性、

學生資訊能力、進行類似課程的接受度及學習成效，研究

者以學生成效評量問卷的四個面向來設計研究架構，研究

架構如下圖： 

 

 

 

 



156○教育學誌  第三十四期 

 

 

圖 4  學生學習相關因素探討之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假設 

在學生學習的量化研究，設立了下面六項假設： 

H1：探究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軟硬體設備易用性上的差異情

形。 

H1：探究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軟硬體設備易用性上的差異情

形。 

H2：探究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資訊能力提升上的差異情形。 

H3：探究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進行類似課程意願上的差異情

形。 

H4：探究創新課程中，軟硬體設備易用性對學習成效的預測情

形。 

H5：探究創新課程中，資訊能力提升對學習成效的預測情形。 

軟硬體設

備易用性 

學
生
背
景
資
料(

學
校
、
性
別
、
年
級) 

學習成效 

 

1.滿意度 

 

2.關鍵能力 

資訊能力 

H1 

H4 

H5 
H2 

H3 進行類似 

課程意願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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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探究創新課程中，進行類似課程意願對學習成效的預測情

形。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來進行量化的資料蒐集。本研究的

樣本以參與偏鄉創新課程教學實驗的六所小學為主，各校的總班級

數在 12 班以內，研究對象包含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家長和學生。

針對學生成效評量問卷的部分，在六校學生回收問卷 237 份中，一

份為無效問卷，236 份為有效問卷，以三~六年級為主，三年級有 7

人，四年級有 42 人，五年級有 92 人，六年級有 95 人，其中男生

佔 113 人，女生佔 123 人。 

五、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分為兩部分:在教學方面各校推行偏鄉數位化創新教

學都會考慮學校適合的教學策略，由教師團隊規劃教學模式，在教

學領域中選擇適當學科，配合校本位課程實施教學，有些學校採專

題導向學習(PBL)，部分學校採活動式專題導向學習，這種活動式

教學方式因為時間較短，有些不會涵蓋整個學期；在資料收集方面

本研究有設計對行政人員、老師、家長和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教學

實施計畫鼓勵老師們應用現有優質教育資源:包括教育雲、故宮教育

頻道、數位典藏、科技大觀園及雲遊網等相關外部連結，內容豐富。 

 

 

 

（一）觀察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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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由 3-5 位諮詢小組組成的教授群，於每學期

到各實驗學校訪視、觀察和諮詢建議，在訪視活動中進行

觀察教學和並相關人員訪談，觀察和訪談大綱重點： 

1.觀察重點 

(1)學校設備是否足以應付數位化創新教學需求? 

(2)些措施可以協助師生進行數位化創新教學? 

(3)老師是否有推行數位化創新教學的意願? 

(4)老師的資訊能力是否足以勝任此一教學實驗計畫的要求? 

(5)學校和老師在實驗教學有哪些創新策略? 

(6)計畫對學生學習有哪些幫助? 

(7)家長是否了解學校在此推行此一實驗計畫? 

(8)家長是否支持數位化創新教學方式? 

2.訪談大綱重點 

(1)學校的政策實驗計畫規劃是否完善? 

(2)計畫是否能順利推行? 

(3)了解學校在進行實驗計畫實行政的支持有哪些困難? 

(4)學校老師在推動數位創新教學時最需要哪些設備和知能? 

(5)瞭解學校教師最需要哪些協助? 

(6)學家長對學校推行數位創新教學的看法? 

（二）問卷設計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數位創新學習對學

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問卷內容說明如下： 

1.教學方面：對行政人員和教師問卷設計 ( 問卷見附件) 

2.學習方面：學生成效評量問卷說明如下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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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係透過問卷調查，其背景因素的差異，是

研究中重要的一環，因此也是探討重點之一。設計如下： 

表 1   

基本資料背景變項 

類別 背景變項 衡量尺度 

基本資料 

1.學校名稱 

2.姓名 

3.性別 

4.年級 

類別與順序尺度 

第二部分：問卷題目 

學生成效評量問卷量表共有四個主要向度，分別為「軟

硬體設備易用性」、「進行類似課程意願」、「學習成效」、「資

訊能力」。由受試者看完題目後，依其內心對於題意和自己

的看法予以圈答，學生成效評量問卷內容如下表： 

表 2   

學生成效評量問卷題目 

類別 問卷題目 
衡量

尺度 

軟硬體

設備易

用性 

1.我覺得創新課程所使用的軟硬體設備容易使用。 

2.我常使用這些創新課程的軟硬體設備（一星期超過 2 次

以上）。 

六點

量表 

進行類

似課程

意願 

3.我希望未來的課程也能採用類似的方式進行。 
六點

量表 

（接下頁）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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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問卷題目 
衡量

尺度 

學習成

效 

4.我放學後仍繼續使用軟硬體設備幫助自己學習（例：查

詢資料、做筆記）。 

5.我覺得這堂課的教學方式有助於成績提升。 

6.我覺得這堂課的教學方式讓自己更懂得如何與同儕溝

通。 

7.我覺得這堂課的教學方式讓自己更能與同學進行合作學

習 

8.我覺得這堂課的教學方式讓我思考更有創造力（例：更

具有想像力、思考事情能更開放等）。老師清楚說明了閱

讀學習課程的評量標準 

9.我覺得這堂課的教學方式讓我更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

（例：能判斷訊息的真假、下判斷時能依據資料來作決

定等）。 

10.我覺得這堂課的教學方式讓我更有問題解決能力（例：

遇到問題時能想出更多的解決方案、能評估這些方案的

有效性等）。 

六點

量表 

資訊 

能力 

11.我覺得這堂課的教學方式有助於提升軟體使用能力

（例：使用文書軟體、影像剪輯軟體、電腦打字速度

等）。 

12.我覺得這堂課的教學方式有助於提升科技器材的操作

能力（例：投影機架設、電腦硬體設備等）。 

六點

量表 

 

根據本計畫的需求擬定相關因素和題項的發展，次依

研究的需要設計 4 個因素題目，分別送給五位在資訊教育

有實務經驗的學者瀏覽，參酌意見去除不適切的題目和修

正，修改後訂定題項，完成專家效度。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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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效評量問卷」信度分析結果摘要表 

構面 題項 Cronbach's α 值 備註 

軟硬體設備易用性 
1. .505 保留 

2. .505 保留 

進行類似課程意願 

   

3.  保留 

   

學習成效 

 

4. 

5. 

6. 

7. 

8. 

9. 

10. 

.602 

.776 

.792 

.778 

.797 

.752 

.793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資訊 

能力 

11. 

12. 

.635 

.635 

保留 

保留 

   

 

表 4   

「學生成效評量問卷」各構面信度分析表 

構面 Cronbach's α 值 

軟硬體設備易用性 .665 

進行類似課程意願  

學習成效 .920 

資訊能力 .776 

 

問卷共分四個因素，分別為:軟硬體設備易用性、進行

類似課程意願、學習成效、資訊能力。表 顯示的是學生成

效評量問卷中四個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665、.920

和.776 皆＞0.6，根據郭生玉(2004)若量表是用來確定兩個

團體的平均數是否有顯著的差異，理想的信度係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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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即可。本量表各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只有超過理

想的信度範圍一些，代表各構面具有的信度尚可，軟硬體

設備易用性和資訊能力的總構面 Cronbach's α 值為.665

和.776，可能是題目太少、各只有 2 題的關係；進行類似課

程意願的題目只有 1 題，無法顯示信度。學習成效的總構

面 Cronbach's α 值為.920，具有良好信度。 

肆、資料分析 

研究共設計四種問卷，分別對行政人員、老師和家長進行施

測，惟行政人員老師和家長數問卷份數不多，所以僅提供執行分析

時之參考；量化統計只對學生成效評量問卷進行分析，問卷施測回

收數據如下： 

表 5   

問卷施測回收數據 

 A 校 B 校 C 校 D 校 E 校 F 校 總計 

1.學生 17 31 24 55 46 63 236 

2.行政人員 4 3 5 2 2 4 20 

3.老師 11 7 10 10 2 6 46 

4.家長 8 5 10 9 8 無 46 

一、學生成效評量問卷量化統計分析 

為簡化本文內容，資料呈現僅討論部分有探討價值和呈現顯著

之觀察變項。 

 

（一）整體問卷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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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成效評量學生成效評量問卷之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設備易用性  12 2 5.0911 2.24951 

類似課程接受度  6 1 5.2754 1.17618 

思考能力  42 7 4.9467 7.29360 

資訊能力  12 2 5.2776 2.05694 

 

「成效評量學生成效評量問卷」量表採 6 點量表計分

方式，每題最高 6 分，最低 1 分，量表所得題分之平均數

及標準差如上表所示。由表 6 可知： 

1.學生在「設備易用性」上，學生認為，創新課程使用的「軟

硬體設備」的覺知情形，一致表現出較為同意，一星期使

用超過 2 次以上。 

2.學生在「類似課程接受度」上，學生對於「類似課程接受

度」的覺知情形，一致表現出較為同意。 

3.學生在「思考能力」表現上，結果顯示，學生對於「思考

能力」的覺知情形，一致表現出較為同意。但標準差 7.29360

顯示，課堂的教學方式對於「思考能力」的提升，有較大

不同程度。思考能力在此指的是課程的教學方式能讓思考

有創造力、批判力和問題解決能力。 

4.學生在「資訊能力」表現上，學生認為課堂的教學方式對

於「資訊能力」的提升，一致表現出較為同意。 

上述數據顯示，學生不管在資訊學習應用能力和接受

度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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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軟硬體設備易用性上、資訊能力提

升上和進行類似課程意願的差異情形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檢驗背

景變項中不同性別的學生在使用創新課程的軟硬體設備、

資訊能力提升上和進行類似課程意願的表現是否存在顯著

差異；並以單因子變異數分析(One-Way ANOVA)探討不同

學校和年級的學生使用創新課程的軟硬體設備、資訊能力

提升上和進行類似課程意願的表現是否存在顯著差異。若

達顯著水準，再以 Scheffé檢定法進行事後比較，以驗證假

設。 

1.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軟硬體設備易用性上的差異情形 

本節主要探討使用創新課程的軟硬體設備時，不同背

景變項之學生的差異情形，主要考驗： 

H1-1：不同性別的學生，在軟硬體設備易用性上有顯著差

異。 

H1-2：不同年級的學生，在軟硬體設備易用性上有顯著差

異。 

H1-3：不同學校的學生，在軟硬體設備易用性上有顯著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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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軟硬體設備易用性上的差異分析表 

背景變項 類別 平均值 統計量 p 值 事後比較 

性別 
男生 9.9735 

t=-1.352 .178  
女生 10.3740 

年級 

3 8.8571 

F=.899 .443  
4 10.3571 

5 10.1739 

6 10.2105 

學校 

1 10.8235 

F=.768 .574  

2 9.9677 

3 9.5417 

4 10.3273 

5 10.1957 

6 10.2222 

6 10.2105 

*p<.05 

（1）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軟硬體設備易用性上的差異情

形，未達顯著差異。 

（2）學生在「軟硬體設備易用性上」並不會因為學生「性

別」 、「學校」和「年級」的不同而有所差異。 

（3）以「軟硬體設備易用性」的平均值來看，在性別方面，

女生高於男生。 

2.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資訊能力提升上的差異情形 

主要探討使用創新課程對資訊能力提升上，不同背景

變項之學生的差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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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資訊能力提升上的差異分析表 

背景變項 類別 平均值 統計量 p 值 事後比較 

性別 
男生 10.3717 

t=-1.305 .193  
女生 10.7236 

年級 

3 9.5714 

F=1.157 .327  
4 10.2857 

5 10.7826 

6 10.5263 

學校 

1 10.2353 

F=3.950 .002* 
6>2 

6>3 

2 9.6774 

3 10.0417 

4 10.9273 

5 10.1304 

6 11.2540 

* p <.05   
 

（1）由表 8 可知，在不同學校上，F=3.950，p 值為.002<.05，

達顯著差異，拒絕虛無假設，即 H2-3 不同學校的學生，

資訊能力上有顯著差異，是成立的。 

（2）「學校」在「資訊能力提升上」依變項的 F 檢定達統計

顯著(p <.05)，表示學生在資訊能力提升上會因為「學

校」的不同而呈現顯著差異。 

（3）以「資訊能力提升」的平均值來看，在性別方面，女

生高於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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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進行類似課程意願上的差異情形 

主要探討使用創新課程對資訊能力提升上，不同背景

變項之學生的差異情形。 

（三）探究創新課程中，軟硬體設備易用性、資訊能力提升和進

行類似課程意願對學習成效的預測情形 

本節主要利用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以軟

硬體設備易用性、資訊能力提升和進行類似課程意願為自

變項，對於學習成效進行預測力分析，學習成效分二部分:

學習滿意度和思考能力。本分析使用複迴歸考量自變項之

間的預測，以所有自變項同時預測依變項。 

1.軟硬體設備易用性、資訊能力提升和進行類似課程意願對

學習成效滿意度的預測情形 

本節旨在探討使用創新課程，軟硬體設備易用性、資

訊能力提升和進行類似課程意願對學生學習成效滿意度的

預測情形，主要考驗： 

H4-1：軟硬體設備易用性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滿意度有顯著

影響。 

H5-1：資訊能力提升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H6-1：進行類似課程意願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滿意度有顯著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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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學習滿意度之複迴歸係數分析摘要表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 值 p 值 

軟硬體設備易用性 .149 2.886 .004** 

資訊能力提升 .507 9.550 .000*** 

進行類似課程意願 .253 4.769 .000*** 

* p <.05；** p <.01；*** p <.001 

 

（1）由表 9 可知，軟硬體設備易用性、資訊能力提升和進

行類似課程意願對學習成效學習滿意度的預測情形。

在軟硬體設備易用性上，β=.149，p 值為.004<.05，已

達到顯著差異，即 H4-1 軟硬體設備易用性對學習成效

學習滿意度有顯著影響，是成立的；在資訊能力提升

上，β=.507，p 值為.000<.05，已達到顯著差異，即 H5-2

資訊能力提升對學習成效學習滿意度有顯著影響，是

成立的；在進行類似課程意願上，β=.253，p 值

為.000<.05，已達到顯著差異，，H6-1 進行類似課程意

願對學習成效學習滿意度有顯著影響，是成立的。 

（2）問卷中學習成效的滿意度，指的是學生在放學後仍會

使用軟硬體設備幫助自己學習，如：查資料、做筆記；

課堂的教學方式有助於成績提升；課堂的教學方式有

助於和同儕的溝通；課堂的教學方式有助於和同學進

行合作學習。因此推論，學生對軟硬體設備的設計接

受度高、容易操作使用，本身資訊能力的提升和進步，

以及進行類似課程的意願如果是高的話，對於成效的

滿意度是有影響的。在學習的過程中，容易操作軟體



溫嘉榮、徐銘鴻                               偏鄉學校推動數位化創新教學探討與省思○169 

 

和硬體設備，強化自己的資訊操作能力，可以增加和

同學的互動，促進知識分享，在分組學習中分工合作

完成學習任務。 

（四）軟硬體設備易用性、資訊能力提升和進行類似課程意願對

學習成效思考能力的預測情形 

本節旨在探討使用創新課程，軟硬體設備易用性、資

訊能力提升和進行類似課程意願對學生學習成效思考能力

的預測情形，主要考驗： 

H4-2：軟硬體設備易用性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思考能力有顯

著影響。 

H5-2：資訊能力提升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思考能力有顯著影

響。 

H6-2：進行類似課程意願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思考能力有顯

著影響。 

軟硬體設備易用性、資訊能力提升和進行類似課程意

願預測學習成效思考 

表 10  

思考能力之複迴歸係數分析摘要表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 值 p 值 

軟硬體設備易用性 .082 1.575 .117 

資訊能力提升   .469 8.709 .000*** 

進行類似課程意願 .342 6.336 .000*** 

*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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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表 10 可知，軟硬體設備易用性、資訊能力提升和進行類

似課程意願對學習成效思考力的預測情形。在軟硬體設備

易用性上，β=.082，p 值為.117>.05，未達到顯著差異，不

拒絕虛無假設，即 H4-2 軟硬體設備易用性對學習成效思考

能力有顯著影響，是不成立的；在資訊能力提升上，

β=.469，p 值為.000<.05，已達到顯著差異，拒絕虛無假設，

即 H4-2 資訊能力提升對學習成效思考能力有顯著影響，是

成立的；在進行類似課程意願上，β=.342，p 值為.000<.05，

已達到顯著差異，拒絕虛無假設，H6-2 進行類似課程意願

對學習成效思考能力有顯著影響，是成立的。而資訊能力

提升(β=.469，p <.05)和進行類似課程意願(β=.342，p <.05)

的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迴歸係數為正值，代表學生資訊

能力和進行類似課程意願的程度越高，其感受到的「學習

成效」越好。 

2.問卷中學習成效的思考能力，指的是課堂的教學方式讓思

考更有創造力、批判思考能力、問題解決能力。軟硬體設

備易用性對思考能力沒有顯著影響，應該是指操作介面容

易了解而言，對實際的思考能力幫助不大。但資訊能力提

升和進行類似課程意願對思考能力有顯著影響。推論資訊

能力提升，如：會使用文書軟體和打字速度快速，能夠有

更多的機會在有限的時間內蒐集不同的參考資料，並根據

所得的資訊做判斷，思索並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意願」

是一種心裡的動力，意願的高低會影響個人是否願意面對

問題時所要採取的作為，例如：發揮自己的想像力、想出

解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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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的質性觀察與訪談分析 

城鄉教育差距不斷擴大是台灣必須面對的嚴峻課題，目前偏鄉

學校為導入數位化教學，有些老師用心良苦極盡巧思，可是面對現

實環境有時也會心灰意冷，就本計畫與學校老師觀察和訪談的結

果，將研究發現略述如下： 

（一）在學校環境方面 

1.偏鄉學校弱勢學生比例高，由於環境限制學習動機不強，

學科能力偏低。 

2.來自家庭因素，家長不太重視學生課業表現，學生課後回

家家長不太過問學生學習狀況，家長認為那是老師的責

任，有些家長較關心學生課業者，會因擔心學生長此以往

影響未來發展，在中途轉學，也間接影響學童流失。 

3.學生在家長生活條件不佳狀況下養成不良習生活習慣，不

易導正，如此惡性循環造成學生記憶、思考、邏輯、分析

能力下降。 

4.不少學生的生活方式會因家庭缺乏教養和約束，學習態度

不佳。偏鄉地區網路資源不足，推展行動學習必須要有良

好的無線環境，學校在無線網路覆蓋率(WiFi)的資源相形薄

弱，老師上課學生學習較不方便。 

5.基本上偏鄉地區學校由於班級數少每班都已有足以應付資

訊化教學的電腦和投影設備。 

（二）學生方面 

1.鄉村地區生活簡樸，學生較少受到類似城市的文化衝擊，

思想單純，服從性高。（除了課業的學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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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家庭資訊化設備條件不若都會學校，家中設有電腦和

網路學生擁有行動載具的比例偏低，推動自備載具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的可能性不高。 

3.老師如果允許學生上課使用行動載具，會造成班級秩序管

理的問題，上課秩序不易控制。 

（三）在家長方面 

1.家長擔心數位化創新的教學影響學生的視力。 

2.有時不當資訊介入，恐影響學生身心健康。 

3.學生擁有行動載具可能會沉迷電玩，影響課業。 

4.多數家長在資訊領域的知能普遍不高，對孩子無法引起刺

激和激勵作用。 

（四）在教師方面  

教師處在教學第一線，所有教育改政策的落實，知識

技能的傳授，都有賴教師應用足夠的資訊技術和數位化創

新教學策略，始能落實數位學習的基本精神，目前偏鄉老

師存在下列現象： 

1.年輕老師和代理教師資訊技能應足以應付基本作業的需求 

，惟年紀稍長教師對資訊技術較為陌生，希望能夠配合資

訊科技發展的需求，學習創新的教學模式，以滿足時代進

步以後教學上的需要。  

2.偏鄉學校教師對學生的關懷與愛心不容置疑，但是配合教

育政策和創新程度會因人而異，少部分教師由於專長不同 

，對創新教學瞭解較少。 

3.偏鄉地區教師已進修完成碩士學位比例不低，這種進修活

動對於觀念的提升幫助不少，但在落實教學技能方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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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主因資訊技術進步太快，老師如果沒有經常練習操

作技能很快遭到淘汰和遺忘。 

4.偏鄉教師由於教學上的知識需求不大，長久在沒有足夠的

誘因和動機之下，冀望老師主動開創數位化創新教學新局

並非易事。 

5.偏鄉地區班級學生數少，學生互動低也缺乏競爭，老師如

果長久教同一個班級可能不利於學生學習，多數學校都有

採行老師在低、中、高年級約兩年更換教學班級。 

6.近年由於推行校園民主，在某些學校行政力相形弱化，對

於校園政策推動造成隱形阻力，也間接影響數位化創新教

學的實施，在類似學校都需要校長應用知識智慧和溝通技

巧，開導老師觀念，以利創新教學推展。 

7.國內中小學教師的考績制度已流於形式，老師若非請假超

過時數，基本上均為甲等考績，在此固定考績固定薪水的

制度，缺少誘因，會減低老師教學的意願和削減老師教學

熱忱。 

8.多數老師擁有足夠的資訊化教學技能，但是使用在教學的

意願不高，現有體制如果不去激勵老師，教學創新可能性

不高。 

9.現有教師在建置數位化創新教學資料的知能和多媒體物件

的編輯技術稍嫌不足，雲端空間的存取教學應用也不多，

這方面仍有待改善。 

伍、結論與建議 

計畫經過一年的實驗教學，問卷調查的量化研究，還有觀察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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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分析，得致結論和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學校行政人員 

偏鄉地區各校教師編制人數少，教師兼行政工作的情

形很普遍，再加上平日課前的備課，教師在忙碌的狀況下，

教學時間有時會被壓縮，難免力不從心。計畫有時是短期

的，要行政人員持續貫徹計畫是不容易。 

（二）教師 

1.本計畫實屬額外工作，基於因陋就簡的心態，如果要求老

師多花心思在計畫上似乎不太可行。 

2.一般老師資訊能力稍弱，學到的資訊較少運用，要應用到

偏鄉的教學環境、配合學生的程度更是不易，普及有其限

制。 

3.偏鄉教師對學生的愛心都足夠，但用在教學上的熱誠和動

機仍有待加強，例如準備上課課程需要花時間，另外設計

教案、上課的資訊設備如電子白板設定等都相當費神。 

4.偏鄉教師流動率高，負責計畫實施的教師可能在隔年就換

人，新的教師接手要重新了解適應。 

5.計畫實施初期教師配合度都很高，但如果遇到困難或無法

排除的問題無法得到適時解決，可能會產生挫折。 

（三）家長 

1.偏鄉學生家長意見少，推動計畫本是容易執行的，但屬於

弱勢的一環，若要家長協助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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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中資訊設備普偏不足，要走向 BYOD 不太可行，也就是

要學生帶自己的行動裝置來上課是有困難的。 

3.學生長時間使用行動載具會間接影響視力，也是家長所擔

心的。 

4.學生家中缺乏行動載具，可以學習操作資訊設備的時間只

限在學校，放學後回到家就沒有資訊學習的環境，家長也

無從指導，成效無法持續增進。 

（四）學生 

1.偏鄉地區學生學習動機弱，所受的文化刺激不足，影響學

習狀況。 

2.學生在創新課程學習的成效和滿意度高，普遍喜歡計畫所

帶來的課程學習，學生課後會持續學習。 

3.對於剛接觸資訊課程的三年級學生而言是有挑戰的，教師

適時的引導也很重要。 

4.對於資訊能力稍弱的學生，在一節課當中要透過操作平板

或電腦來學習，時間可能不夠，同儕間相互幫忙協助也是

需要。 

二、建議 

教育科技發展神速應可以補足傳統教學的不足，為提高偏鄉地

區教學品質教師適度應用資訊科技做為輔助教學工具應有其必

要。政府在推動數位化創新教學的政策和措施近年相當積極，可惜

國內教育環境和教學品質逐漸弱化，要推動新式的創新教學是有其

難度。最經濟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從教師的知能培訓開始。可惜的

是國內的教學評鑑制度，老師在固定考績、固定薪水的安定環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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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期待有很大的魄力和動機並非易事，需要大家建立共識。慶幸

的是這一波的數位化教學已經引起廣大教師注意，老師們都會盡可

能在自身能力範圍，將資訊科技逐漸融入學科教學之中，政府持續

在政策和設備的挹注也是偏鄉學校未來成功進行數位化創新教學

的重要因素。以下略述未來偏鄉學校老師進行數位化創新教學可行

的建議： 

（一）可行教學活動的思考方向 

1.數位學習：雲端運用,學習品質,自學能力 

2.邏輯培養：資訊技術,積木式語言,程式設計 

3.國際接軌：iEARN, GVC, Cyberfair,ePals 

4.城鄉共學：跨班/跨校/跨縣市/跨國 合作學習 

5.線上競賽：資訊 英文學習 

6.虛擬參訪：珍貴文化遺產 網路優質資源 

7.公益活動：與社區社團結合, 現有資源延伸  

8.創思教學：青春創想秀 生態環保 關懷弱勢 有機農業 文

化創意 

（二）參與實驗班級確有必要提供學生一人一機，以提高學生使

用資訊習慣。 

（三）鼓勵偏鄉學校參與教育部所提供的數位偏鄉服務計畫，例

如數位學伴、城鄉共學、國際蹲點、數位機會中心課後照

顧等等數位教學資源服務。 

（四）鼓勵老師在可行範圍底下，上課每節 40 分鐘內允許學生

進行 10~15 分鐘的數位化創新學習，例如資料搜尋、資料

檢索、數位化創新課程、互動討論問答等同儕互動。 



溫嘉榮、徐銘鴻                               偏鄉學校推動數位化創新教學探討與省思○177 

 

（五）如果學校在實驗班級要推動 BYOD 讓學生有一人一機可以

帶回家裡進行課後學習，如此在教室應備有充電設備或行

動電源，以備不時之需。 

（六）國小老師有安排週三進行研習，但整體而言，偏鄉地區由

於老師學習資訊化教學的意願不高，目前週三進修的安排

對於教師在數位化教學技能的精進提升有限，建議規劃可

以增強老師資訊教學技能的政策和機制，並安排一貫性系

列研習或產出型研習，直接在研習中讓老師建置個人網路

教學環境和編輯所需的教材文件。 

（七）偏鄉地區小校班級人數少，建議可以選擇適當科目彈性混

齡教學，推動此項措施可能需要行政介入或政策強制推

動。 

（八）建議老師在教學上強化師生間的溝通互動，建立學習社

群，可以使用現有的網路部落格或網誌運用到教學上。 

（九）應鼓勵老師學習多媒體物件編輯，如文字、圖形、聲音、

影音、動畫等教學資料的編輯技能。 

（十）強化老師的雲端空間教學應用。 

數位化創新教學可以提供更迅速精確的知識分享管道，也可加

強師生和同儕的溝通互動，它將是未來教學的重要策略和趨勢，學

校老師和家長都不能忽視此一優良的教學工具，希望偏鄉地區能藉

由創新教學，加上老師的熱忱得以提升，讓台灣偏鄉教育邁入新的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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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問卷   

壹、學校行政人員問卷： 

一、基本資料(略) 

二、問卷 

1-2 問卷題目：共 5 題 

請依照您對下列各題敘述內容的符合程度，圈選符合您目前狀

況的代表數字。每題都是單選，請從 1-6 中勾選最能代表您的狀況

的號碼。 

面向和內容 

(1 非常不同意／2 不同意／3 有點不同意／4 有點同意／5 同意／6 非常同意) 

A 1-2-1 這一年發展的創新課程能結合學校的特色。 

 1-2-2 教師對課程發展的參與度有所提升。 

B 1-2-3 學校未來仍能持續推展創新課程計畫。 

 1-2-4 學校行政系統支持教師進行創新課程。 

C 1-2-5 學校的科技設備有獲得妥善的應用。 

三、自評檢核表 

本表格僅作為計畫執行之參考，請據實以估計值輕鬆填表，來

年仍有機會提升。下列問題請以學校參加創新計畫後迄今之表現為

原則， (1 至 6 分別代表百分比：1 為 0%（表示沒有），2 為 1-20%，

3 為 21-40%，4 為 41-60%，5 為 61-80%，6 為 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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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團隊 : 教學團隊約_____ 人 

1. 是否建立創新教學專屬網站（未來學校，國際教育或知識管理平

台均可）？使用此一網站的教師比率為？ 

2. 教學團隊是否有使用過雲端空間（如：Dropbox, Blogger 等）？

學校教學團隊中使用過雲端的比例為？ 

3. 教學團隊是否有導入專題導向(PBL)教學？佔全校課程比例為？ 

4. 教學團隊是否使用過視訊設備進行教學性質的影音互動？教學團

隊中使用過的比例為？ 

5. 教學團隊是否有使用資訊科技（IT）於教學？使用過的比率為？ 

6. 教學團隊是否有使用資訊科技（IT）於課程設計？使用過的比率

為？  

7. 教學團隊是否有使用資訊科技（IT）於班級經營(如師生互動或學

生同儕互動)？佔學校教學團隊中的比率為？  

8. 教學團隊是否有使用資訊科技（IT）於教學評量？佔學校教學團

隊中的比率為？  

9. 教學團隊是否有使用資訊科技（IT）於國際交流? 佔學校教學團

隊中的比率為？ 

10.教學團隊的教師是否有建置個人網頁或部落格(BLOG)？佔學校

教學團隊中的比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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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團隊 : 教學團隊約_____ 人  

1. 全校教師約有多少百分比備有手提電腦（不限個人或公有,本題旨

在瞭解行動應用）？       

2. 全校教師約有多少百分比有網路硬碟(如:Dropbox 等)可供教師個

人存取檔案（不限校內或校外）？       

3. 全校教師約有多少百分比教師會用設備做為教學媒介或工具？  

4. 全校教師約有多少百分比具備網頁製作能力（如：用網頁編輯器

或 WORD 的網頁製作存檔）？       

5. 全校教師約有多少百分比具有個人部落格(BLOG) ？    

6. 全校教師約有多少百分比參與網路社群（如：FB, Blogger 等）作

為教學之用？       

7. 全校教師約有多少百分比已使用過電子白板作為教學工具？  

8. 全校教師約有多少百分比有創新教學意願？      

9. 全校教師約有多少百分比具備靜態影像，如照片或圖片的處理能

力（如：擷取、儲放、轉檔等）？       

10. 全校教師約有多少百分比曾在校內使用無線(Wifi) 上網？ (非 

3G/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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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問卷： 

一、基本資料(略) 

二、問卷 

2-2 問卷題目：共 21 題 

請依照您對下列各題敘述內容的符合程度，圈選符合您目前狀

況的代表數字。每題都是單選，請從 1-6 中勾選最能代表您的狀況

的號碼。 

面向和內容 

(1 非常不同意／2 不同意／3 有點不同意／4 有點同意／5 同意／6 非常同意) 

B 2-2-1 
我覺得這一年學校舉辦的活動有助於我進行創新課程（例：教學

觀摩會、工作坊研習、交流參訪）。 

 2-2-2 

我覺得這一年學校有提供行政資源，支持我進行創新課程（例：

提供鼓勵/獎勵/獎金/鐘點費、進行減課或減少其他行政工作負擔

等）。 

C 2-2-3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所使用的軟硬體設備讓學生容易使用。 

 2-2-4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所使用的軟硬體設備容易安裝與使用。 

D 2-2-5 我覺得我未來願意繼續進行創新課程。 

E 2-2-6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的方式有助於課程目標的達成。 

 2-2-7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的方式切合課程內容。 

 2-2-8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的方式切合學科屬性。 

 2-2-9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的方式讓學生的學習更有效率（例：花比

較  少的時間達到相同的學習目標）。 

 2-2-10 我覺得我未來有能力自行進行創新課程的設計。 

F 2-2-11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的方式能提昇自己的資訊能力。 

 2-2-12 
我覺得我能整合資訊科技於學生的學習評量（例：電子檔案、電

子成績單等）。 

 2-2-13 
我覺得我能運用資訊科技於課程設計上（例：教材準備、教案撰

寫、教學活動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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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4 
我覺得我能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中（例：讓學生搜尋資料、使用

行動輔具等）。 

 2-2-15 我覺得我經常使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中（一週超過 2 次）。 

H 2-2-16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的方式能訓練學生的合作學習能力。 

 2-2-17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的方式讓學生更具創造思考能力（例：更

具有想像力、思考事情能更開放等）。 

 2-2-18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的方式讓學生更具批判思考的能力（例：

能判斷訊息的真假、下判斷時能依據資料來作決定等）。 

 2-2-19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的方式讓學生更有問題解決的能力（例：

遇到問題時能想出更多的解決方案、能評估這些方案的有效性

等）。 

I 2-2-20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的方式能提升學生的資訊能力。 

 2-2-21 
自計畫開始至今（104 年 3 月～104 年 10 月），您發展幾個創新

的單元教材？ _____個 

 

參、家長問卷： 

一、基本資料(略) 

 

二、問卷 

4-2 問卷題目：共 7 題 

請依照您對下列各題敘述內容的符合程度，圈選符合您目前狀

況的代表數字。每題都是單選，請從 1-6 中勾選最能代表您的狀況

的號碼。 

4-2-1 我覺得孩子未來仍希望繼續參與創新的課程。 

4-2-2 我覺得孩子主動學習的時間有增加。 

4-2-3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的方式讓孩子更具創造思考能力（例：更

具有想像力、思考事情能更開放等）。 

4-2-4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的方式讓孩子更具批判思考的能力（例：

能判斷訊息的真假、下判斷時能依據資料來作決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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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我覺得這一年創新課程的方式讓學孩子更有問題解決的能力

（例：遇到問題時能想出更多的解決方案、能評估這些方案的有

效性等）。 

4-2-6 我覺得孩子的資訊能力有所成長。 

4-2-7 我會跟孩子一同討論他所學到的軟硬體設備（一週兩次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