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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融入創新教學之 

教學策略與模式 
 

賴 阿 福 

臺北市立大學資訊科學系副教授 

 

【摘 要】 

  教學策略是資訊科技融入創新教學的關鍵方法，因此本文在於探討數位學習

常用教學策略及其相關模式，包含同儕評量、學生出題、探究式學習、專題導向

學習、數位說故事、繪製知識圖等策略，以提供中小學推動數位學習參考；更進

一步，調查及分析中小學教師對於教學策略及在傳統和數位具體作法之熟悉程

度、運用情形、對創新教學的看法，結果顯示教學策略熟悉度、作法及運用都有

待強化。 

 

關鍵字：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教學策略 
 

  有些教師認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不是

教育唯一的方式，此種想法並沒有錯誤，但

在適當時機與採用合適工具進行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將會帶來極佳教學效能及學習效

果，尤其對於創新教學，具備良好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知能及策略是必要的(賴阿福，

2011)；因此探討數位學習常用教學策略及

其相關模式有其重要性，且中小學教師在教

學策略之熟悉度、運用情形、對創新教學的

看法，影響資訊教育甚巨，但鮮少研究投入

此議題，故為本研究之目的之一。 

 

 

壹、創新教學 

  創意教學是基於「學生的學習興趣是可

以被激發」理念（陳龍安，2006）所發展出

來，魏惠娟（2007）將創意教學定義為發展

且運用新奇的、原創的方法來教學，因此創

意教學強調教學資源、教材教具、教學評量

的多元，教學方法的活潑生動有趣，其目標

在於教學活動中引起學生興趣、投入及引發

其思考，沒有固定模式（邱愛玲，2009）。 

  創新或創意是提升現代教育效能的重

要元素，在許多數位教材比賽或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典範教學團隊競賽都會把創新列為

重要評選項目，但在教育科技上卻未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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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尤其是關於資訊科技應用於創新教學

與學習上；但在競爭激烈的企業，創新往往

會影響其永續性，甚至是存亡，因此探討企

業創新且將其反射到教育上，將有其價值。 

  杜拉克(Peter Drucker)：「不創新，即

毀滅」，創新可創造企業財富，不創新將被

企業對手打敗，即創新是企業存亡及競爭力

的關鍵，而創新的本質在於協助成功解決問

題（吳松齡，2005）。管理學大師 Schumpeter

（2004）定義企業創新五種方法包含：1.

引入一種新的產品或提供一種產品的新質

量；2.採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3.開闢一個

新的市場；4.獲得一種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

供給來源；5.實行一種新的企業組織形式。

若將這些方法映射到教育上，則教育或教學

創新可能方法包括 1.引入新的數位軟、硬體

工具於教學：如將新的雲端工具使用於作文

共寫，Web 2.0 之社群網路應用於主題辯

論；2.採用或發展新的教學模式、教學策略

或學習理論：教育理論往往與實務教學有一

段距離，如能將社會建構論結合資訊工具應

用於學習，讓學生運用 Coogle 同步協作軟

體共同討論繪製心智圖；3.運用數位工具於

新的學習領域（已存在未開發、未整合）：

原先應用寫作的數位工具（如心智圖＿應用

於不同學習領域（如單字學習）；4.運用數

位教材、編修數位教材：自行發展原創性的

教案或數位教材，使抽象概念具體化或易於

理解；5.運用數位社會網路於教學或教師專

業成長：校長及主管運用資訊工具進行科技

領導，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推動某些教育政

策或信念。當然上述強調原創性，但不論創

新作法為何，其具體目標或本質是要解決學

生學習問題及教學困境，若原本易於教與

學，卻以某些數位型式取代且未具有更佳效

能及成效，都應加以檢討；例如原本可在傳

統黑板直接寫板書而改在實物投影機下板

書（若是用來檢討考卷，那是不錯應用類

型），是一種誤用工具的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這是我個人在校務評鑑中曾看見的例

子。 

 

表 1 創意教學和創造思考教學比較（整理

自吳清山，2002） 

 創意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教師

角色

著重教師的引導 
與激勵 

同左 

教學

過程

過程多元、活潑、 
富有變化 

重視創造思考 
策略 

教學

目的

鼓勵學生主動 
思考、樂於學習 

強調學生創造力

的激發 

 

  當發現教學少了喜悅與成就，即應提出

改革之道（林生傳，1998），但大部分教師

改革意願並不積極，傳統且被動的保守性

格，對課程自主權興趣不高（吳柳儀，

2006）。對於教師而言，不進行創新並不會

有被汰換的危機，且教師若以傳統教學工具

及方法，能將所有學生教好及讓學生樂於學

習，則似乎沒有創新的必要性，但處於資訊

化社會，面對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

各式新穎多樣資訊科技工具及多媒體資源

不斷推陳出新，且大部分具有教育潛力，因

此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教師無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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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地須嘗試運用資訊化教學工具以提升教

學效能及學習成效， 甚至作為解決或改善

教學困境及學習問題之利器，否則將成為數

位難民（digital refugee）被時代所淘汰。 

  反思與改革意願是創新教學的泉源，創

新教學活動中可能會融入創造思考技法（如

曼陀羅思考法、奔馳法 SCAMPER、萃思法

TRIZ），但易讓人將創新教學與創造思考

教學混淆，二者差異如表 1 所示；其次，創

新教學仍須有其標準，如同許育彰（2006）

所言，新穎性和價值性是創新的最重要判

準，換言之，創新教學需具有新穎原創性及

教育價值。 

貳、數位教學策略與模式 

一、學習策略與教學策略 

  對於學習策略的界定，眾議紛紜，許多

教育心理學家提出各種不同定義: 

1. 將學習策略視為具體學習方法或技能：

Jones、Amiran 和 Katims (1985)認為學習

策略是被用於編碼、分析和提取訊息的智

力活動或思維步驟，Mayer (1985)認為學

習策略是在學習過程用以提高效率的任

何活動，如做筆記、註記、評論、新舊知

識的連結（如畫心智圖）等；  

2. 將學習策略視為學習的調節與控制技

能：Nisbet 和 Shucksmith (1986)認為學習

策略是選擇、整合及應用學習技巧的一套

操作過程； 

3. 結合上述觀點：Dansereau (1978, 1985) 

認為學習策略是能夠促進知識的獲取、儲

存及運用的系列化過程或步驟，包含主策

略及輔助策略，前者如理解保留策略、應

用策略，後者如目標定向、時間規劃、自

我監控和診斷（蒯超英，1998）。 

  教學策略與學習策略之關係密切，凡是

用以協助或促進學習成效的方法及活動皆

是，其目的是達成教育目標；換言之，教學

策略是協助學生運用合適學習方法與技巧

進行學習，且能調整及控制學習歷程以增進

學習效率。 

  在資訊化時代，資訊科技及工具運用於

學習是無可避免，且數位工具或系統運用可

能有利於教學策略實施，例如雲端工具（如

Dropbox 或 Google 協助平台），提供合作

學習極佳的環境，尤其協作過程中作品共

創、分享、同步化更新及即時溝通，絕非單

機或傳統環境所能及。因此本文將數位學

習、行動學習中常用的教學策略加以探討，

期望作為中小學進行數位學習之規劃與實

施、數位學習研究入門等參考用。 

二、數位教學策略與模式 

  教學策略是達成有意義學習的理論與

方法，教學模式則是促進有意義學習的具體

且系統化的程序及模型，包含學習過程之輸

入、處理及產出，在數位教學與學習中，數

位教學策略與模式是影響學習成效的最主

要關鍵因素。在傳統教學情境中，已有許多

教學策略，包含合作學習、同儕教導(peer 

tutoring)、同儕師徒策略(peer mentoring)、同

儕評量、遊戲式學習(game-based learning)、

任務導向學習 (task-based learning，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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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L)、摘要策略(summarization strategy)、探

究式學習、學生出題等策略，且特定學習活

動或領域亦有其特殊模式，如提升閱讀理解

能力的模式包含 PQ3R，程式設計的 pair 

programming 學習策略；本文僅提出七種策

略與模式加以探討；其次教學模式與系統化

教學設計模式二者易於混淆，如 ADDIE 及

ASSURE 等都是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其活

動中可導入各種教學策略如合作學習，但二

者仍有極大差異。以下針對七種教學策略加

以探討： 

1.數位說故事 
  聽故事是人類最喜好的活動之一，尤其

對兒童更具吸引力，因此故事自古以來即為

人類傳遞知識文化的重要工具。故事有許多

不同類型，諸如歷史故事、童話故事等，故

事的內涵由主要人事、背景（時間及地點）、

故事目標、主角反應、結局等五元素所組成

(Idol &Croll, 1987)，且故事主角、敘說張

力、令人無法忘懷的結局是故事關鍵。 

  在傳統教學環境，教師會運用說故事策

略，甚至搭配道具，以吸收學生的注意力、

興趣及學習動機；甚至教師會要求學生讀完

一本書或唐詩後，自己編寫故事。而數位說

故事運用多媒體技術，能使抽象及概念性的

知識變得更容易了解(Ronin, 2009)，不論是

傳統或數位形式，述說故事可說是極佳教學

工具;但最有價值的做法，是讓學生成為創

意的說故事者，以個人或團隊合作方式創作

自己的故事，當學生主動參與數位說故事創

作過程，學生必須對於主題進行研究，運用

資訊科技工具搜尋資料、組識、寫作，以表

達他們意見及想法，以多媒體工具建構有意

義的述說。這些過程將提升學生對於教學內

容的興趣，且增強他們的 21 世紀技能，含

文化素養、資訊素養、媒體素養、大六技能、

溝通技巧、研究技巧等(Paul, 2002; Jakes, 

2006; Jakes & Salpeter, 2005 )。 

  在教導學生進行數位說故事時，可運用

結構化工具如故事臉(story face)、故事版

(story board)，讓學生掌握故事要素，故事

臉範例如圖 1 所示；此外，數位編輯工具可

採用影音編輯工具、故事編輯器(如 ipad 上

Toontastic) 、視覺化程式工具  (如 MIT 

Scratch ) 、電子書編輯工具，若利用程式工

具編輯時，可朝向互動式、非線性之多媒體

故事發展，讓故事呈現多元、動態性、且能

與觀賞者互動，對學生的正向影響更深遠。 

 

 
圖 1 故事臉範例 (劉芳琪，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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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索式學習（ Inquiry-based learning, 
IBL） 
  探究(Inquiry)是人類尋找資訊和理解

的過程，是一種思維方法(welsh Klopfer & 

Aikenhead, 1981)。探索式學習策略是開放

式的(open ended)、以學生為主體、實際動

手做(hands-on)的教學場域，為達到這種學

習環境，探究式教學策略包含：結構化探

究、引導式探究、開放式探究和學習環的方

式來實踐探究式學習策略(Colburn, 2000)。 

  探索式學習引導學生表徵問題，發展他

們自己的假設或實驗設計、提出證據、進行

自我導向探究、評估進度及反思整體歷程，

此種策略能有助於擴展有意義的學習及學

習遷移(Brown & Campione, 1994; Collins, 

Brown & Holum, 1991; Linn & His, 2000; 

Slotta, 2002; White & Frederickson, 1998; 

Lin, 2004)。探究如此重要，但許多因素或

迷失觀念造成教師未加以運用，其可能原因

包含 1.對於探索意義混淆、2.認為探究經常

需假設性或演繹式推論只適合高能力學

生、3.不易管理、4.無適當充分教學準備、

5.其目的是為下一層次做準備 (Colcurn, 

2000)。此外，以筆者之研究經驗得知，影

響教學進度、造成教師負擔、學生時間管理

不佳、教師不熟悉教學模式等都是造成教師

未加以應用的可能因素。欲解決上述困境，

應善用相關模式如 Bishop 與 Bruce (2002) 

探究模式、Edelson 的 Learning-for-use 模式

(2001)、5E 學習環境、洪振方的 CIM 探究

模式(2003)，且結合雲端之數位教學工具或

網路化探究或管理系統來協助管理。以下以

就 5E 學習環教學模式為例，加以說明： 

  5E 學習環教學模式是學習環模式的經

典代表之一，由美國生物科學課程研究

(Biological Science Curriculum Improvement 

Study, BSCS)基於建構主義所發展出來，它

被視為有效的動手做 (hands-on)、動腦

(minds-on)、探索為基礎的科學教學法

(Bybee & Landes, 1998; Bybee et al., 2006; 

Liu,Peng, Wu & Lin, 2009）；此模式將學習

分為五個階段，分別為參與(Engage)、探索

(Explore) 、 解 釋 (Explain) 、 精 緻 化

(Elaborate)、評量(Evaluate)，各項內容詳述

如下(Bybee & Landes, 1998; Bybee et al., 

2006; Liu,Peng, Wu & Lin, 2009)：1.參與：

教師先評估學生的先備概念，設計活動以激

發學生的好奇心與興趣，使學生能主動參

與，使學生投入新概念的學習。教學活動應

促進學生新、舊知識的結合，並關注學生的

思考歷程；如圖 2 以任務提醒學生應參與行

動學習生態活動。2.探索：這階段由學生以

個人或小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調查、探

索、記錄及組織資訊，過程中可由教師或電

腦化系統給予鷹架，從旁引導且挑戰學生想

法；如圖 2 以凱利方格，讓學生有系統地進

行觀察，且行動學習系統給予立即診斷與回

饋。3.解釋：教師提供機會讓學生統整新舊

概念並加以解釋，以呈現其理解及技能狀

況，且採用直接教學或其他教法，引導正確

且更深入的概念，使學生能將實際經驗與理

論作連結。4.精緻化：教師提出挑戰性問題

或任務且再次進入前述三項過程，讓學生將

所學到的概念延伸至其他情境或問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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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更深入且廣泛的內化知識。5.評

量：為評估是否達成教學目標，可讓學生參

與同儕評量及自我評量活動以評估所學概

念與技能，亦可使用歷程檔案評量方式，確

認學生是否能活用所學之概念。 

 

 

圖 2 採用 5E 學習環教學模式之行動學習

部分畫面 

 

3.Webquest 模式 
  瀏覽網站而無明確學習任務，其教育效

益是令人質疑（Dodge, 1995），將學習內

容放在網站並不保證學習發生（Foshy & 

Bergeron, 2000），因而 Dodge 和 March

（1995）提出 Webquest 正可解決上述教育

困境，且它被歐美 K-16 學校廣泛採用。

Webquest 提供系統化的教學架構，以產生

有意義的線上學習活動（Zheng, Pere, 

Williamson, & Flygare, 2007），一種探究導

向學習模式，讓學習者與網路資源互動，它

能提升知識應用能力，發展協作技巧及高層

次思考能力（Zheng et al, 2005）。 

  Webquest 模式是由六項要素所組成：

1.簡介（Introduction）：介紹探究的主題及

問題的情境，引發學習好奇心及動機；2.

任務（task）：學習任務即要求學生解決或

探究的問題，這類問題應該具有挑戰性，儘

量不要是結構化的問題、事實性的問題，以

非結構化問題且具有認知衝突的特質為

佳，透過開放性問題，加以探究，以解決認

知之衝突，澄清問題，如「基改作物」、「複

製豬」等問題或「推廣大龍峒觀光」、「推

動綠色校園」等任務。3.過程（the process）：

教師須具體描述學習過程，包含步驟說明及

建議，讓學生循序地完成學習任務，其過程

最好能以跨學科統整學習方式進行。學習過

程以合作學習為主，因此學生須運用社會技

巧分配工作及扮演角色，如有些人擔任訪談

員，有些人負責問卷分析，有些人負責解

說；4.學習資源（resource）：提供學習過

程所需網路資源，包含研究主題的教材網

站、百科全書，雲端工具等，讓學習者與學

習資源互動，專注於主題內容，取得核心概

念，以利於進一步應用且發展具體行動。5.

評量（evaluation）：教師須設計具體的評

量規準表（rubrics），針對學生的各方面表

現進行互評、自評、教師評量，如依電子書

成品、口頭報告等學習任務，設定各項表現

評量標準，當採用 likert 量表時，每一等級

分 數 須 有 具 體 描 述 其 標 準 。 6.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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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教師引導學習者於課程結

束前，針對探究主題之內容過程，加以複

習、思考和反省，且鼓勵學習者將所學知識

應用於其他領域上。Webquest 的範例及其

配合網頁式管理系統畫面，如圖 3 所示。

 

圖 3 Webquest 管理系統及範例 (朱榮富，2007) 

 

4.專題導向學習 
  傳統教育的分科教學在去情境化及過

度簡化的代價下，讓學生只掌握人工化、學

校為基礎之問題集和知識(Collins,1996)，因

而他們所學習經常無法符合校外情境之需

求(Resnick, 1987)；換言之，學習基本應該

是情境化，所習得知識須能彈性、流暢且熟

練地被運用在真實環境的任務中，而專題導

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簡稱 PBL)，

正可以解決上述教育問題，它是基於杜威的

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理念，讓學生在真

實環境下，投入於解決挑戰性問題，以產出

有意義的專題作品。 

  與其他探究式學習策略雷同，PBL 中

專題必須是生活化的挑戰性 (real-life 

challenges)、真實(非模擬的)、沒有預設產

出及預設路徑，因此自然科學實驗、作業簿

都不是(Thomas, 2000)，且 PBL 探究主題經

常 是 不 完 整 定 義 的 問 題 (ill-defined 

problem)、跨領域之主題，須能讓學生從事

知識轉換及建構 (Bereiter & scardamalis, 

1999)，若專題活動對學生是沒有困難或只

運用既有知識技能即能完成，都只是練習

(exercise)不是 PBL 的專題 (Thomas, 2000)。 

  Krajacik, Blumenfeld, Marx 和 Soloway 

(1994)強調 PBL 過程中科技化認知工具的

使用，舉凡以文書處理軟體(如 MS-word)

編輯報告、試算表軟體(如 MS-Excel, Google 



國 教 新 知 

第 61 卷 第 4期 

 35

Docs)繪製統計圖、以電子書設計數位解說

作品等都是重要認知或心智工具，但中小學

生對於 PBL 過程可能不熟悉，因此提供鷹

架、中介教學及協助學習過程之知識表徵，

協作溝通及反思之整合性電腦中介支援系

統將有其必要性，如 Laffey, Tupper, Musser

和 Wedman (1998)所發展 PBLSS 與支援

TRIPS 之網頁式 PBL 管理系統(如圖 4)都

是。 

  以 TRIPS 模式為例，此模式將 PBL 的

過程譬喻為旅遊，期望 PBL 像旅遊一樣是

快樂的學習歷程；換言之，當要進行深度旅

遊時，需事先設定旅遊地點或主題，規劃行

程，旅遊過程中會拍照、撰寫雜記，旅遊結

束後會整理、回憶旅遊成果且分享給親友，

最後評估該次旅行的收獲及價值。基於此模

式，Lai 和 Liu(2008)設計一套網頁式 PBL

管理系統，作為學生在 PBL 過程之整合性

認知工具，亦利於教師管理及檢視學生 PBL

進度及成果，這是一套 PBL 專案管理工

具，如圖 4 及圖 5 所示。TRIPS 模式包含下

列過程：1.T (Topic)：決定題目(decide the 

Topic of project)：在專題研究初期，由學童

進行小組討論以決定所想要研究之題目，並

將專題研究題目、研究目的、小組成員工

作、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等資料建立於線上

專題導向學習管理系統中。2.R (Research)：

規 劃 研 究 方 法 (program the Research 

method) ：在這專題規劃階段，學童經過討

論以擬定專題研究目的之解決策略及規劃

細部工作，並將這些學童認為可行之策略與

方法建立記錄在線上專題導向學習管理系

統中。3.I (Investigate)：專題研究探索及記

錄(Investigate and record the profile)：小組學

童將進行專題探索，包含資料蒐集、觀察、

調查、實驗、統計分析等，且將討論整理過

後的專題探索過程記錄（包括專題相關的資

料、遭遇的困難、問題解決的策略以及實驗

的紀錄…等等）上傳到線上專題導向學習管

理系統中。4.P (Produce) +：製作成果簡報

(Produce works by using ICT tool)：在這專題

成果製作階段，小組學童使用資訊科技軟體

（例如：魅力四射、MS-PowerPoint、MIT 

Scratch），將專題研究學習成果匯整成成果

檔案。並將成果檔案上傳至線上專題導向學

習管理系統。5.)S (aSsess)：評量(aSsess the 

result by self-reflection and peer- 

assessment) ：小組學童以口頭或數位方式

報告及分享其成果，且進行自評和互評；換

言之小組學童將成果檔案上傳至專題導向

學習管理系統後，並於系統中發表其反思記

錄與自評其小組之專題研究，最後互相觀

摩、互評其他小組專題研究內容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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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PBL 專案管理系統 (Lai &Liu, 2008) 

 

 

圖 5 PBL 專案管理系統之專題進度導覽與教師通知畫面(Lai &Liu,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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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儕評量與自我評量 

  在學習過程中讓學生參與評量似乎有

增加的趨勢，且其典型的作法是採用同儕評

量 (peer assessment)及自我評量二種形式

(Falchikov & Goldfinch, 2000)，自我評量是

由學習者評量自己的作品或表現，而同儕評

量是一群相同教育背景學生對於其他學習

者的品進行評分或給予建議 (Topping, 

1998)。同儕評量是植基於主動學習(piaget, 

1971)及維高斯基(1962)的社會建構論等學

習理論(Falchikov & Goldfinch, 2000)，被廣

泛應用高等教育的各領域中。 

  同儕評量可說是一種「評量中學習

(Learning by assessing)」的策略，評量過程

中學習者需進行檢視、總結、澄清、提供回

饋、診斷錯誤或迷失知識、區分作品差異性

等任務(Van Lehn, chi, Baggett, & Marray, 

1995)，能增加學生執行任務之思考、比較、

對比及溝通等時間投入，能幫助學習者強化

及加深了解 (Van Lehn, chi, Baggett, & 

Marray, 1995)，除了認知效益外，學習擁有

權、個人責任、動機、自信心、團隊技巧、

溝通技巧、表達及讚賞技巧等都能獲得提升

(Riley, 1995; Topping, 1998)。 

  但同儕評量仍存在一些缺點及問題，如

表現不佳者無法接納同儕的回饋(Falchikov, 

1995)，權力及友誼關係濫用(Byard, 1989)、

同儕分數有趨中特性(Catterall, 1995; Taylor, 

1995)。 

 

 

 

圖 7 行動化互評統 (Lai & Che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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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評量規準管理 (陳軍翰，2013) 

 

  以傳統紙筆形式進行互評，存在許多不

便及教師負荷，因此許多學者紛紛運用網頁

技術發展網頁互評系統，如 Lin、Liu 和 Yuan

發展 Netpeas 系統，且根據其研究，此類系

統具有許多好處，包含高度可信的匿名方

式、增加時空自由度、能力佳的學生能快速

修正其作品、增進師生及同儕互動與回饋、

低傳輸成本等(Lin, Liu & Yuan, 2002)。但中

小學使用網頁互評系統時，經常須把全班學

生帶到電腦教室或設置群組電腦的教室；因

此以行動計算技術發展行動化互評系統，可

讓學生以行動載具進行互評活動，換言之，

在一般教室、戶外都能進行互評，包含藝術

表演，體育技能等領域評量，Lai 和 Chen 

(2014)所發展行動化互評統如圖 7 所示。若

無法取得網頁化或行動互評系統，也可利用

Google 表單來製作。互評策略一般都應用

在形成性評量，但也有應用在總結性評量例

子，如 Ney(1989)應用在期中、末的大一寫

作課程。結合互評及自評程序包含：1.決定

作品或演示主題；2.訂定互評標準：提供清

楚評量標準(規準，如圖 8)，甚至範例，也

可讓學生參與標準的制訂；3.學生上傳作

品；4.系統隨機分派評量者，學生進行自評

及對其他同學作品評分且提供評語；5.系統

通知評量結果給受評者；6.依據回饋修正作

品，回步驟 3；7.完成互評活動 3～6 應進行

多少回合，將受限於時間限制，有學習者認

為三回合最佳)，最終由教師進行評分。 

6.學生自行出題策略 
  在傳統教學情境下，學生的作業及形成

性評量之測驗是由教師依相關性、重要性加

以命題﹙English, 1997; Yu & Liu, 2009）；

但近年來，將部分出題的責任轉移給學習者

成為趨勢（Yu & Liu, 2009）。由學生自行

命題（question-posing）之策略讓學習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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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過的資訊進行反思、精緻化和轉換為有意

義的個別化形式（Bangert-Drowns, Hurley & 

Wilkinson, 2004; Yu & Liu, 2009）。學生在

出題過程中需運用各種不同的認知及後設

認知策略，因而此策略具有許多成效，包

含：較深入了解學習內容、由獲取知識轉移

到應用知識、學習之擁有權感受、高層次及

多元彈性思考、建立自信心（Yu & Liu, 

2009）。採用此種策略，需建置學生可出題

之題庫管理系統（如于富雲教授等在 2005

年所開發網頁化出題及互評系統），或運用

雲端協作系統（如 Dropbox、Google 協作平

台），出題方式可採用個人或小組方式，題

目完成或後續的討論題目、解題、分享及檢

討等活動，可延伸其學習效益。 

7.繪製知識圖策略 
  心中想法不易以線性方式表徵

（Alexandra, 2007），而繪製知識圖為解決

此困境方法之一。van Gelder（2003）強調

4 項運用知識圖來發展思考技巧之優點，包

含知識圖能清楚簡潔呈現敘述關係、提供豐

富的表徵資源、非線性特質的論述、呈現隱

喻。知識圖（Knowledge map）包含心智圖

（mind map）、概念圖（concept map）、

論點圖（argument map）。 

  心智圖是由 Tony Byzan（1974）所提

出來，它以圖形方式來表徵主題及其相關聯

的想法，繪製過程可用關鍵字、句子、圖形

等，沒有特別限制，因此在腦力激盪過程運

用心智圖易於引導出新想法。網際網路有許

多心智繪圖軟體，包含 Xmind、Inspiration、

mindmap 等，適用於 MS Windows、ios、

Android 等作業系統上，若欲以多人協作方

式，進行繪製時可採用 Coogle；心智圖在

教學應用很廣泛，且許多研究皆證實其對學

習有正向幫助，應用範圍包含課文大意、閱

讀課程、寫作、小組或個人創意設計、英文

單字（字根連結）等。概念圖是由 Joseph 

Novak（1972）所發展的，它將概念間關係

透過命題（proposition）連結，尤其是新知

識與已知概念連結代表知識建構，是一種有

意義的學習。此類軟體相對地較少，而由英

國開放大學所發展的 compendium供免費下

載，概念圖可應用於教學評量以診斷學生錯

誤概念，尤其是自然科學領域。論點圖是由

J.H Wigmore 所發明（Austhink, 2007），

Compendium 的論點工具是由 Rittel 所發

展，其原本的目的在於解決不良結構的問

題，它是表徵推理的圖形工具，對於議題、

陳述、正向辯論及反向辯論上的推理規劃、

架構及分析上提供有用技巧，有助於澄清思

考及協助統整想法（Alexandra, 2007）；在

教學應用上，可做為學生辯論前整理論點的

工具，也可結合資料搜尋活動讓學生提出主

張及呈現其推理依據，尤其是非結構化、社

會性議題（如全球暖化，核能問題），圖 9

為一簡單範例。 

  Intel 創思工具，如 Visual Ranking、

Seeing reason 等，與知識圖有雷同之處；若

採用其他繪圖工具亦可，如 MS-Word 繪圖

工具列、Cacoo；其次，不論採用手繪或軟

體繪製，需考慮教學時間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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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全球暖化論點圖 

 

參、 中小學教師對教學策略之熟

悉度與運用及資訊科技融入

創新教學的看法 

  為瞭解中小學教師對於教學策略之熟

悉度與運用情形及創新教學的看法，本研究

運用 Google 表單設計線上問卷，其問卷內

容包含 1. 中小學教師對於「同儕評量」、

「學生出題」、「探究式學習」、「專題導

向學習」、「由學生編輯及說故事」、「繪

製知識圖(含心智圖、概念圖)」、「合作學

習」等七種教學策略在概念(理論)、傳統教

學的具體作法熟悉度、數位化具體作法熟悉

度，此向度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54；2. 傳統

教學及數位化環境之實施相關教學策略情

形，此向度內部一致性係數為.700；3. 對於

"資訊科技融入創新教學"的看法，此向度內

部一致性係數為.859；採用 Likert 五等量

表，其計分方式為「非常熟悉」及「非常同

意」給 5 分，「熟悉」及「同意」給 4 分，

「普通」給 3 分，「不熟悉」及「不同意」

給 2 分，「非常不熟悉」及「非常不同意」

給 1 分，整體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為.931，顯示本量表具有極佳信度。本次採

用調查研究法，因屬於初探性研究，故以方

便取樣，研究對象為臺北地區某公立大學在

職進修碩士專班的學生，人數為 35 人，其

中男生 4 位，女生 31 位，小學教師佔

65.7%，擔任導師 68.6%，科任教師佔

14.3%，平均教學年資為 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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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小學教師對於教學策略之熟悉度平均數(M)及標準差(SD) 

教學策略 
概念熟悉度

傳統教學的具體 
作法熟悉度 

數位化具體 
作法熟悉度 

M SD M SD M SD 

同儕評量 3.46 .950 3.06 .968 2.46 1.120 

學生出題 3.20 .901 2.89 .900 2.51 1.147 

探究式學習 3.26 .950 2.91 .887 2.37 1.114 

專題導向學習 3.11 .963 2.97 1.014 2.63 1.190 

由學生編輯及說故事 3.43 .815 3.40 .847 2.49 1.222 

繪製知識圖(含心智圖、概念圖) 3.80 .531 3.57 .739 3.37 .877 

合作學習 4.06 .539 4.00 .485 2.86 1.216 

 

表 3 中小學教師對於教學策略之運用情形 

教學策略 實施環境 從未實施% 一學期一次% 一個月一次% 一週一次%

同儕評量 
傳統 34.3 51.4 11.4 2.9 

數位 91.4 5.7 2.9 0 

學生出題 
傳統 54.3 28.6 8.6 8.6 

數位 91.4 5.7 0 2.9 

探究式學習 
傳統 37.1 51.4 8.6 2.9 

數位 88.6 11.4 0 0 

專題導向學習 
傳統 48.6 45.7 5.7 0 

數位 88.6 11.4 0 0 

由學生編輯及說故事
傳統 45.7 42.9 8.6 2.9 

數位 88.6 11.4 0 0 

繪製知識圖 
傳統 25.7 34.3 28.6 11.4 

數位 80.0 20.0 0 0 

合作學習 
傳統 2.9 17.1 37.1 42.9 

數位 85.7 8.6 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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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對於"資訊科技融入創新教學"看法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創新教學做法或特質 
非常同意

%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 
非常不同

意% 
平均數 標準差

「引入新的數位軟、硬體工具進

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以活化教

學」是一項創新教學? 
25.7 68.6 5.7 0 0 4.20 .531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採用新的

教學模式、教學策略或學習理論

於教學」是一項創新教學? 
22.9 71.4 5.7 0 0 4.17 .514 

「結合資訊科技以發展新的教學

模式或多元富變化教學活動，且

融入教學某些階段（含評量，班

級經營）」是一項創新教學? 

28.6 71.4 0 0 0 4.29 .458 

「運用數位工具於其他教師皆未

融入的學習領域」是一項創新教

學? 
28.6 68.6 2.9 0 0 4.26 .505 

「運用及統整數位教材、編製數

位教材以改善或豐富教學」是一

項創新教學? 
22.9 74.3 2.9 0 0 4.20 .473 

「運用數位社會網路等數位工具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是一項創新

科技領導? 
25.7 68.6 2.9 2.9 0 4.17 .618 

創新教學需具有新穎性、原創性? 28.6 62.9 5.7 2.9 0 4.17 .664 

創新教學需具有價值性（如提昇

學習成效或教學效能）? 
48.6 48.6 2.9 0 0 4.46 .561 

當發現教學少了喜悅與成就，即

應提出改革之道及創新教學? 
37.1 60.0 0 2.9 0 4.31 .631 

創新教學主要目的應是解決或改

善教學困境及學習問題? 
25.7 68.6 5.7 0 0 4.20 .531 

你個人在改革及創新教學意願

高? 
20.0 65.7 14.3 0 0 4.06 .591 

你大部分同事對於改革及創新教

學意願高? 
2.9 31.4 57.1 8.6 0 3.29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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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為中小學教師對於教學策略之熟

悉度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分別陳述: 
1. 對於教學策略之概念熟悉程度：只有「合

作學習」之平均數大於 4（介於「熟悉」

及「非常熟悉」之間），其他教學策略的

熟悉度皆介於「普通」及「熟悉」之間。 

2. 對於傳統教學環境下實施教學策略具體

作法熟悉度：在傳統教學環境中，中小學

教師對於實施教學策略具體作法之熟悉

度，其中最熟悉為「合作學習」，最不熟

悉為「專題導向學習」、「探究式學習」

及「學生出題」三種策略（介於「普通」

及「不熟悉」之間）。 

3. 對於數位化教學環境下實施教學策略具

體作法熟悉度：中小學教師對於運用數位

工具及系統實施教學策略具體作法之熟

悉度，只有「繪製知識圖」大於 3（「介

於「普通」及「熟悉」之間」，其他都屬

於「介於「普通」及「不熟悉」之間，但

此向度的離散情形較大。 

  表 3 為中小學教師對於教學策略之運

用情形，在傳統教學環境中，教學策略之實

施以「合作學習」及「繪製知識圖」最普及

(曾實施比例分別為 97.1%、74.3%)，「學

生出題」、「專題」、「由學生編輯及說故

事」三項教學策略之從未實施比例皆大於

45.7%；在數位教學環境下，所有教學策略

從未實施比例皆超過 80%，尤其是「同儕

評量」、「學生出題」更高達 94.4%。 

  研究對象對於本研究提出的六項創新

教學的作法給予高度肯定，每項的同意以上

比例皆大於 94.2%，平均數介於 4.17 及 4.29

之間，依平均數大小排列依序為：「結合資

訊科技以發展新的教學模式或多元富變化

教學活動，且融入教學某些階段（含評量，

班級經營）」、「運用數位工具於其他教師

皆未融入的學習領域」、「引入新的數位軟、

硬體工具進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以活化

教學」、「運用及統整數位教材、編製數位

教材，以改善或豐富教學」、「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時採用新的教學模式、教學策略或學

習理論於教學」。對於創新教學的判斷準

則，教育價值性(同意以上佔 97.1%)高於原

創性(同意以上佔 91.4%)，94.3%教師同意

創新教學的目的是解決或改善教學困境及

學習問題，研究對象個人擁有高創新意願佔

85.7%，但認為周遭其他教師具有高創新教

學意願僅有 34.3% (詳見表 4)。 

肆、結論與建議 

  在 NETS‧S 2008 的主要指標，包含創

新與創造、溝通及合作、批判思考、問題解

決、研究及資訊流暢、數位公民、數位能力

等(ISTE, 2008)；Resnick 等(2009)認為資訊

時代學習者不能只限於瀏覽資訊而已，應運

用資訊工具進行創作，以呈現數位流暢

(digital fluency)之能力；這些高層次思考能

力或創作能力都是本文所探討的教學策略

及模式所強調的，也是實施後可能產生的學

習成效；中小學教師在進行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時，可參考合適的教學策略，依循各模式

之系統化過程來實施，亦可因地制宜，加以

修正，以因應學習對象、教學情境之需求，

如將 5E 學習環擴增為 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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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本研究的調查結果可發現中小學

教師對於部分教學策略的具體作法不熟

悉，尤其導入資訊科技之環境更不熟悉其明

確實施方式，因而其運用頻率相當低，從未

實施比例高達八成。因此建議未來開設在職

教師研習班或課程時，可強調數位化教學策

略及模式之概念與具體作法，不宜只訓練電

腦技能而已，若採用產出型工作坊

(workshop)，將可讓中小學教師熟悉常用數

位教學模式之具體過程。 

  創新教學是教育的希望，且以解決或改

善教學困境及學習問題為主要目的。本次調

查結果顯示大部分教師皆認同本文所提出

之觀點，包含「結合資訊科技以發展新的教

學模式或多元富變化教學活動，且融入教學

某些階段（含評量，班級經營）」、「運用

數位工具於其他教師皆未融入的學習領

域」、「引入新的數位軟、硬體工具進行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 以活化教學」、「運用及

統整數位教材、編製數位教材，以改善或豐

富教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採用新的

教學模式、教學策略或學習理論於教學」；

但有高度意願以進行創新教學比例並不

高，但其原因亟需進一步研究及釐清，同時

也須學校主管透過科技領導以推動創新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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