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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式的網路教學運用:以「電騎在

教育上運用」課程為例之研究

朱耀明

台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全球資訊織 (WWW)的興起，激起教學模式的重大改變，本研究為一教學

個案的介紹，敘述於一般教學過程中融入總路教學的教學方式與經驗，企

閻找出融入網路吾吾合教學的方式及其優缺點。融入之方式包括合作學習、

建構理論、角色情境扮演的運用，並探討師生闊的互動、學習成社及學生

的態度之變化。研究發現經由融入合作學習、網頁建構及角色扮演於教學

中的課程，學生有較高的學習動機與氣氛，學習成效良好。教學方式可採

用師生協同方式進行。由於使用總路蹋係，需增加教師與學生在網路運用

及總頁是構所需之知施。教師亦常在教學輔導、管坡、評量增加如能。

緒論

研究緣起

5.2洲間科技的進步提算了生活水準，但也lïíî臨自然、環境破壞及人文

社會文化衝黎的問題，而經濟風暴所造成亞洲各國經濟的街擊，更

是激發各國去思考如何直接闊呂立更具有面對未來挑戰與創造更適當的

生活環境的議題。 r教育改萃 j 常;為各關簡單單挑戰時所不能成缺的

要魚，各閣均企毆以教育的改蓋在來聞發人力發源，提昇素質以的應

自前與朱來挑戰望著訊社會。

教育不能脫離生活而獨存，它負有開發受教苦苦潛能以適應環境

與街拓光明的未來社會之宗旨。人類的文明IZ;J產業革命自農業社會



288 車是控明

?誰遂~li工業社會，冊資訊與通訊科技的發展，叉將工業做會過波~li

f是工業社會的資訊社會。童電lìJ\為生產、消費及交易的主要目的物，

資訊的創造、處理和傳播成為社會的主要活動 (Be口， 1976) ，因此

資訊社會下教學內容與形式的詢盤是教育改草草過程中必須去進一步

省慰的，它對教育的街驗與苦苦突是必然的。

在資訊社會環境的街嘴里下，教育ïIïí臨許多的街突點，諸如知識

形式轉變下學習方法的調整;知識內容的多變性所衍生的教學鼓點

一教導知識的本罐車克強調獲取知識的能力?校內校外、課!棚

外、教學角色等的界線模糊及望著訊教育影響等(張一響， 1997)均不

斷考驗教鉤的教學。的於事實訊的傳遞不再是單向約老師施教，學生

可多方透過管道獲取資訊來源，學生學習方式的調裳，老師角色的

轉變，電腦不僅是獲取知識的工具，在網路更是知識的本體下，老

師主主黨在杜絕資訊社會下的街勢是與影響，但它仍然法完全取代傳統的

教育功能。

文獻指出運用網路教學需提供一合適的情境，營造合作學習的

環境以建立學習社群及該學習者藍藍機自己的知識鰻系。因此，在一

般的課程，當融入網路於教學中縛，教師及學生能否適應、飾生的

互動、學習成效及相關問題均有待寶證的還用來加以檢討。

研究闊的

因此，本研究之因約為

一、分析現行網路教學相歸之學習理論與教學方法。

二、建立在傳統的教學中融入網路教學的方式。

三三、探討使用網路教學所帶來的影警車及簡題。

閥、提出使用網路教學的改進建議。

研究方法與純國

研究對象

立拉研究主要以二十二位大學三年級修習「電腦在教育上運用 J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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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習者為觀察對象，其中九位玄性、十三位努性，透過他們的學

習反應與的生互動過程中，了解將網路融入教學的意見，以作為往

後3實施教學的參考依據。在向卷調資中，則有二十一人扭著重。

研究方法

為完成研究之目的，本研究採閑下列方法進行-

一、文獻調查法

本研究之文獻調資包括

l 網路發展、特性及網路的教學應用。

2. 網路教學的相關理論。

二、教學鍋菜質施與觀察

(一)課程之設計

課程之設計分為教學策略之應舟，作業活動設計及教學內

容設計等三個向度， n說騎車日下:

1 教學策略之態ffl: 課程之教學與設計諒自入情草草教學、

建構遑論、合作學習、間題解決、角色扮演等教學原

理與方式。

2 作業活動設計.透過作業之練習達到課程之教學自

樣，作業發美麗包括文獻擒婆、訪談、開卷是宣言十錦直是與

分析、軟體運用、網資建構與教學運用。以對象而

分，作業分成他1人作業與蠻盟章作業街種。

3 教學內容 教學內容包括電腦在教育之逢周之角色、

現況與約關學理及問題探討、純真設計相關知能等。

(二)觀察的重點

為確定繳入網絡教學於一般諜程之成效，研究之觀祭重點

包括﹒

1.學生之學習成效。

2. 學生學習態度。

3 融入於傳統教學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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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師生角色約變化等四個方向。

三、街卷調查法

為了解學生學習的成效與反應，本研究以記名之「學生電

腦操作能力與謀殺期望 J ~J周至証是趕來了解學生之空軍勝操作能

力及對課程之期望，以無記名之「電腦在教育上還舟」之

課程評量問卷，以了解學生之學習成效及其學習態度，及

師生角色的變化的看法及意見。

5丹究流手里

本研究之廢程涉及教學實施，整體研究過程與教學相結合，茲說明

知下:

一、文獻探討:課程規直到前，了解網路運用於一般課程之相關

學理及i選用方式。

二、擬定教學大綱:擬定教發目標及教學進度、綴草草j總站網頁

架構及教學給陳文獻的蒐集與學備。

三、教學主實施

課程之實施分三三階段:

1 筍般在教育主運用認知:包括課程介紹、學生電腦操

{乍能力及期2單調主主及謀殺修正與觀念潑清、告車1局在教

育上還F眉之概念與知能。

2 電腦中文體操作能力培養 與電腦在教育上運用相關之

軟體介紹運用。

3. 總路選用之知能培養 為應用網路於教學所需之知青E

介紹興運用。

閩、隸後評畫畫與討論

(一)學期中

J.學生作業的評竅。

2 學生土豆果態度與教學評壘。

3. 上課後之討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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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期後(最後二週)

4. 問卷發送與@]收。

5. 問卷統百十分析。

6. 問卷箱5陸的重重道。

7. 結果由鑽波與問學討論(最後一週)。

五、研究報告撰寫

文獻探討與教學設計

文獻探討

網路的發展

資訊科技 (lnforrnation Technology)的發展影響綴及全世界各地及

各個領域，其中網際總路( lnternet) 的興趣要帶動全球人民的參

與，僅僅一兩年惰，利用電腦上網路的人口Æ擋車女性的增加。由於

使用網路的需求，提供網際網路服務業者及相關產品製造者急遂成

長，因此造就主的 1997年畫畫灣電子里電訊工業類的欣欣向榮景象。

網際網路提供了許多服務，較常見者如電子郵件( E-rnail) 、

時事論壇(News) 、檔案傳遞 (File Transfer) 、還端登錄 (Telnet) 、

廣域資訊服務 (WAIS) 、檔案搜尋 (Archie) 、分散式文件查詢

(Gopher) 、全球資訊網(WWW或3W或Web) 、 i車上交談(lRC) 、

網路列印......等等(勝儒恕， 1995) 。然而真正吸引使用者及造成風

潮的主要潔的是由於全球資訊網的興趣。全球資訊給主重要是運用

1989年歐州粒子物現重實驗室(The European Laboratory for Particle 

Physics)所發展出的「分散式是軍媒體(趴stributed Hyperrnedia) J 系

統，將文字、影像、聲音、動畫畫等建立連絡(Link) ，以提供多媒體

的資訊，彼此互棺傳輸(林奇星星， 1997) 。透過Hyperrned闊的方式

及網際網路的架構，全球各地的電腦資料因此間相互連絡，形成蜘

蛛網般的資訊網，人們只黎利用網際網路瀏覽器(Browser) ，可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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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與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網路資料相連，白白的搜尋投界任何一

個角落的事實訊，以即時方式、廉價費用獲得。

有關蓋全球資訊網的應用及其影響紛紛出現，諸如電子刊物的興

趣降低了閱讀傳統式的新聞報紙的時憫，各大報社均投入電子刊物

的行列j;J吸引網絡上廣大的客戶;旅滋服務行程查詢、 E黨認、訂票

作棠，隨時可更換行程;上射向從事醫療保健、保險的資詢;政府政

策之查詢、公仿、主主導、政見發表; I調民之報稅、電腦展、靈黎會

議與研討會訊息、之傳播或線上報名、網路購物、網路交友......等等

的活動隨處可見。業者都已敏感的察覺到全球資訊網所造成的衝

唱起;誰能妥善的遵照射向際網路及全球資訊網，誰就有可能捷足先

登。

全球資訊網的特色

至全球資訊網能在9::ã短的符間內吾吾及至~U全世界各地及各個行業領域，

吸引人們使用全球資訊網的原因路夠如後:

1. 多媒錄(聲音、影像、動童聲)約資訊特性，使用者可以不同

感官接受不同訊怠，訊息在保存、處理、傳播上更加容

易，學習的2主動與知識的ZE倒更加寬跤，多媒體的臀光譏

使用者可獲得最俊的資訊旻現方式，協助溝通及記憶，吸

引使用者的注意力。

2 簡單使用的操作界面 (User Interface) ，使用者透過全球

資訊網的瀏覽器如Netscape或 Internet Explorer等軟艘，

有效的發合 E-Mail 、 News 、 FTP 、 Gopher 、 WAIS 、

Archie...... 等總路功能於同一軟戀中，使用者僅需花一、

三小時的練習郎可悠遊於鴻瀚的資訊骰界中， ð寶取所需資

料。

3. Íì單獨界的資訊網路系統，使用者可取得廣大的資訊，透過

網站資料的;學結，學接到別的園、文章電訊或學接到網路上

任何一點的其他相關內容，此稱狀式的資料遠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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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ve Organization)與人類的思考與記憶模式的聯

想梨構 (Associative Structure)相類似，聞此，使用者在

全球資訊紹中查詢或讀取資料的行為接受程度高，可輕易

的取得所需害的資訊。

4 互動式的網路，使用者可建立當真(Home Page)的方式，

E信網路的使用者成為一個資訊的提供者，國此，全球資訊

網不臨時的成長，吸引更多的使用者。

5 即將性動態特點，的於CGr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給予全球資訊網的延伸功能， Java 、 Active X 以及各種多

媒體編輯系統約Plug-in等新技術約閃發，使全球資訊網

呈現動態、 (Active and Dynamic)資料，使用者可以透過蒐

毒草、討論、交談等方式彼此溝通或取得符合時效的資料，

並獲得即將的自態，增加網路時效俊(林奇贅， 1997 ;資

訊工業策進食， 1996 ;蔡宏興， 1996) 。

由於全球資訊網的特色，其在教育上的運用方興未艾，遵照全

球資訊網申請學位、查詢、詮冊、主建議及教學 等等綴例非常普

遍，前全球望著訊網中研究資源的共萃，要使得研究人員的PJIt:I資

源大為擴展，數位飽餐館的建立昌盛學生輕易的取得資訊，此種的

轉變對於以往難以變施的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或主聲音壺導向學習 (Evidence-based Learning) 的教學方式得以進行

(American Society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 1996) 。

網路的教學運用

目前在全球資訊網中已有許多學校、公私立E單位或倒人設有網路教

學課程，從跨校跨~ê的遠~教學到簡單的教學示範不一而足，為求

更進一步了解全球望著訊串連的教學選用，茲以直蓋譯著及美國之古巴份教學

課程，就其網頁的教學運用說騎車日下:

1. 也個人或公E吾國體設計之教縈總頁 此種教學謀殺綴易晃

於網路中，通常自私人或營利公司設計， 般內容包括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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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本網頁、課程簡介、試用謀殺、使用說明(新生訓練)、

免費教學(毒草本電腦概念)、教學課程內容(互動教學)、

問題討論、消息公佈及意見發表等主要內容，學習者透過

試用謀殺了解學習方式，進一步設冊以下教教學軟骨雙方式

閔行學習，有官ß份基本課程及使用技術則將教學內容夜接

上戰於網路中，學生學習後可透過上網討論獲得互動式的

學習效果，如 r Go Home J (http://www.gohome.com.tw) 

學電腦之教學課程等。通常JIt類之網站，其教學內容之編

排與設計忍不間網站而變化性大，主主教學資料星星簣，提供

學習者不錯的學習資源。位學生學習常為單方蓋亞進行，缺

乏特定教師，課程安排及學習目標與進度不夠明確，效果

不易控制，教學資料也缺乏資料靡之建立而蒐尋不易。

2 與學校教學課程結合的教學純真:通常網寞之運用配合學

校教鄧之課程，此種網頁內容大多包括課程介紹、設有討

論群及討論主題、謀殺進度、作業分配或小組分院及成綴

回鐵等功能，如畫筆灣大學工業管理系「產業政策 J 謀殺之

網頁 (http://www.mba.ntu.edu.tw/-minchow) 等。許多教

師直至把教學之教材及參考資料證入網頁，提供學生隨其寺哥哥

散，但也有報告指出，由於網站的使用，造成學生不用上

課也可取得上課資料，因此造成學生缺諜情形較多之現

象。

3 遠ßê教學或研究相關之教學網頁:此為以學校或雪草案計劉

為主所夠發之教學網寞，一般之內容有多媒體之教學課程

內容、線上測驗、非同步的公共討論~與公告l!I、信箱聯

絡、教學資源與教學管理等項之考畫畫，其內容盤寓，但可

能會因研究結束而未再更新內容，殊為可惜。類似之網約

如畫畫南師範學院之智勇重型網路學習系統所提供商ll1!:小學

教師進修使用，其網址為http://niiedu.ntntc.edu.tw/; 或

畫畫灣交通大學之遠早在合作教學之 CORAL (Cooperative 



融入式的網路教學逆f哥.以 r 電月站在教育上連 }!)J 課程為例之研究 295 

Remotely Accessible Learning)系統，該系統自路科會科

學教育發展巨星資助，目的在提供一館以多媒體總路與教材

為基礎的遠ßf!合作學習發境。學習者可以自網賞中取得越

媒體教材。該系統以合作學習的方式促進學生闋的討論，

增加學習動機。教你亦可有效掌握個別學生約學習過程與

障礙並適時輔導。另外如中央大學之虛擬教室，主主教學管

理活動更加妥善，包括討論、問答、學習、教學及教材等

活動之管理等，討論蜜之設置更加完備，其網址為

http://dbweb.csie.ncu.ed u. tw / -ncu vc/ 。

4. 美閣之至全球童電訊網在教育上之運用更加普遍，其教學總站

之設計除一般常兒之諜程教材外，教學能單單常常跨越社

區、學校甚至聞界，總路的遠絡將家庭、學校、公司企業

與教育緊密絃合。如 KIDLlNK (http://www.kidlink.org/ 

english/genera l/ overview. html)的總結提供學謹以不同語

言跨越國界互相學習討論; Star Schools Programs 

( http://www . ed. g 0 v / pro g_ inf 0/ S tarScho 0 ls/) 自美關教育

部所支援之教學級路，將全路公私立之學校、各級教育單

位連結，提供K-12之多媒體課程(教學、科學、外間語

文、 作文及職業教育)、教學模經 (Instructional Mo

dules) 、電傳視訊 (Video Teleconferencing) 、資源提供

(Access to Online Resources)及電子自車子訪問( Electronic 

Field Trip)等功能。而加州虛擬大學 (http://www

california.e伽J) 利用品見訊系統連結二十所學校翎設三百

個學分以上之課程，提供學生跨校選潔、筒中資優選修大

學課程、教都進修，並可作為遠ßf!會議與求職函談之功

能。

因此，不論遼灣或其它國家，當選用全球資訊網在教育上時，

其功能大多包括了(1)教學資源之提供及蒐毒草; (2)學弩之諮商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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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 (3)教學或學習之討論; (4)測驗或學習資料收策之學習評黨

(Portfolio) ; (5)線上教學課程(虛擬教室主) ; (6)教學相關訊息、公佈

與蒙哥華; (7)稅訊會談或面談。教學所使用之方式可闊步( syn

chronous) 的透過吾吾吾吾(I-phone) 、請寄上聊天 (Chat)及關訊網路溝

通，或以非同步(asynchronous)的方式如電子信件(E-mail) 、電子

佈告欄(BBS) 、檔案傳輸、網ffil:公佈等方式發表看法或讀取教材資

料。

研究相關理論基礎

電腦選為於教學上源自於電腦鱗助教學( Computer- Assisted In

struction 以下簡稱CAI) ，電腦在CAI的教學模式中扮演許多不同

角色，電腦透過學習者的互動，扮演「助教 J 的角色，引導學生學

謗，電腦依設計者的設定，題(共學書費者適合的學習途徑;當然電腦

也可扮演「工具 J 的角色，協紛處理教學相關行政工作、教學管

理、研究分析;或擔任「受教辛苦 J (如tee)的角色，提供學習者以語

言訓練學習者思考邏輯與分析的功能(3三立行， 1991) 。但CAI並非

無缺點，它無法發揮老師身教的功能、缺乏師生互動、無法形成學

生腦力激盪及意見交流約機會(洪榮昭， 1985 ;激嘉榮、邱乾燦;

1990)... .等問題亦為人質疑。

網路的特性如多黨自連串吉方式及即時互動的設計治可構築出一個

共同學習的社群，彌補傳統CAI單獨學習及缺乏友動的教學不足

(朱耀明， 1997) 。但傳統的CAI亦有其精華可供網路教學所使用之

處。茲車主運fflD~級路中之相關學理探討如下:

學習理論

學習過程的理論與研究必須與實際教學相結合，當教學發生問題

時，方能運用妥善的學習約旅程，解決教學問題。但由於學管理論

的不同，還ffl網路在教育上的教學策略就不相同。

l 行為理論(Behaviorism) 約激、反應、聯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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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主里論為心理學的一艾，主重要以科學的方法研究個體的

行為。因此，研究的百樣行為均可以觀祭出來，也可以進

行畫畫化的外在行為， 1!卑能對行為主主體而再用確的描述，以有

效控制行為的表現。反應(operant conditioning)及操作制

約 (classical conditioning)學習理論為其關大代表(李詠

吟， 1993) 。透過分析行為，訂定行為包練，以適當的的

餒及不斷的練習，達到改變行為的自襟。因此，學習強掰

@]鎖(效果律)、適時(接近律)和練習(刺激反應的練習

f幸)。

2 認知l理論 (Cognitive Theory) 

學習不是盲目的嘗試錯誤，而是由預期草紹智、知結梅所引導

的辛苦目的行為(按著手典、林j侖山， 1975) 。學習強誠心智

及探索人類的思考過程(Norman， 1981) 。的此，學習嚴

重重要的是獲得「結構 J 學生從學習中去發現或攀援教材

的基本結構和概念。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安排情境，提

供學生思考的綴會，去探索各種問題之間的關係與意義、

教材的結構和組織、寧主質的相似點和相異點，以發現事物

之原攻。

教學上梅種學習理論已被星電泛的運用，如行為自樑(態度、價

3室、技能)的訂定及技能分析與工作分析的應用，提供學生按部就

班的學習。常兒之教學悠閑如編序教學法的應用、反書畫練習、學習

指甫的訂定、目標的訂定等等都可遵照在網路教學之中。

教學理論

1. 建構理論(Constructivism Theory) 

學習楚知識的建構過程，問此，學習者草書籍自壤境及過去

經驗的記憶及其理解方式去處理ilf\怠(information) ，以建

橋自己的知識體系。ltSJ每個人的生長環境及學習經驗不

同，學習的方式立主要，每餾人知澈的建構過程及途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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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在傳統教學中，教都很難提供不同的苦苦訊滿足學生

個別差異。網絡中www的訊息、連結環境，學生可依照他

們的興趣及學習方式學習相關的知識內容，透過後設認知

的自我評估、檢視、反省的策略，建立自我學習模式以建

構起自己的知識僚系。

2 情境學習論(Situated Learning) 

論者認為知識只有在它所且是生及應用約活動與情境中去解

釋，才能接受意義。透過賞險的活動或情境來是學哥哥知識技

能，易將學習成果轉移到其他類似的情境中選用。知識絕

不能從它本身所草鞋的脈絡環境中孤立出來，眩此，學習膝

蓋監靈童提供一個重實際的情境衛非抽象式的符號邏輯環境。

3 合作學習論(Cooperative Learning) 

傳統式的教學常造成班級學生競爭的心態，前低學習成就

的學生在此環境下，容易康生退縮、缺乏自信及其它反社

會的言行( Slav妞， 1990) 。因此合作式教學於八十年代被

震泛的應用在各個領域與各年級，並獲得相當的成效，例

如增加後設認知策略的使用、提高解釋的層次、較好的學

習成綴、創造力、學習動機、責任感與溝通社會能力。

合作學習的運用涉及合作行為、刺激結構、工作結構

以及動機問項要素 (Slavi位， 1983) ，因此，如何在傳統教

學學習過程中使用電腦與網路技術及融入設計合作式學

習 7 f史傳統電腦串串助學習不再讓學生侷ß.畏於孤立的學習環

境，透過網路能跨越空間的和伺伴討論問題，合作學習、

截長補短、解決劉華童問題及增加學習的動機與興趣。

教學法

l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問題解決法普遍的被運用在教學上，主蓋過問題的解決過

程，培養學生高層思考的能力如分析、計置1 、比較、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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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評估、關聯等(Jonassen, 1996) 。問題解決的遵照常

與情境學習法及建構理論相結合，讓學習者透過外在經驗

世界主動態千萬或組織所需的知識(張史如， 1997) 。通常

照題解決的教學自教綁引導學生也辨認問題、研究問題、

設計和規懿解決方式、評靈解決途徑、執行解決方法、評

議檢討結果與改進等過程。問題解決的能力培養也為資訊

社會中應具備之基本能力 (Carnevale ， Gainer, & Meltzer, 

1991) 。

2 講述法

為目前一般上諜報普遍之方式，教師以口頭傳達向學生進

行教學，輔之以在童片或投影片，把知露在吾吾給學生嗨，學生

通常只有喜用線、主革接受訊息，教師可容易的依照教學目標

教學，位老師一學生的室里項溝通，老師為中心，易忽略學

生認知學習的~艘，學生缺乏思考，也不易從事科學校能

等的學習。一般遵照此教學方式可提供學習者先備知識及

經驗為主蓋礎防建構有意義地學習教學，教師會以討論教學

哥兒問答教學法做入講授法之中。

3 角色扮演教學法

教學架構

角色扮演為情境邊論的運用之 ，學習者以情境或財星星中

的各種角色〔演)出來，然後大家共向討論，教師預先指導

每一角色的重重點，而後自學習者扮演角色，其他學習者則

觀察與自己錄。透過此種方式，學習者可了解不同角色闊的

感受、態度、{貨值觀與知錢，進而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與

態度，草草於所扮演角色所需之知能(教材內草草)加以探討，

達到所需言之教學問綴。

為成功的傳遞知識，遂成教學目標， _-個良好的教學設計是教學成

功之首耍'1tSl此 r掌軍腦在教育之選用」謀殺之教學設計以教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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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分為前龍是請在偽、親翻譯苦胞及後綴?污動等三個階段(李隊鐘，

1996) 。茲說明如下﹒

F醫段一:前霞準儷

1 教學間的的ilJ定

電腦在教育土約運用很廠，依玉立行( 1991 )指出電腦在

教育上的運ffl包括教學、行政及研究三方訝，因此如何運

用電腦網路協助學習者完成電腦在教育上海用的認知及其

角色為教學的鼓點，欽本課程之自樣為「啟發學生對電腦

在教育上運用的角色認知，選用的技巧與方法，進而有效

約運用電腦來協助教學、學習新知及研究和教學管理等工

作 J

2. 教學內容的擬定

由於本課程關設於大學部三年級二學分之選修課程，上課

場所於具有總路遞給之電腦教室主進行。大學二年級學生通

常具有基本的電腦操作能力如文苦奮處理及使用總路的經

驗，個學生潑皮主主異性頗大。因此，在課稜內容的安排上

寫考主義學生程度及需求，課程內容之規都包括電腦在教育

上的角色認知、電腦軟體的使用與知能之學習、網絡教學

之應用與技能等三方弱。其詳細內容如下:

A. 電腦在教育上的角色認知 學習理論與電腦教學;為

腦在教育上還婿的討論;找出選用方式、問題和解決

途徑。

B 電腦軟體的使用與知能之學習

﹒艾議:軟體討論與運用:示範及練習。

﹒衛報系統軟普車討論與運用。示商品及練習。

﹒速算表軟體討論與運用:示範及練習。

﹒資料庫討論與運用::5G能及練習。

﹒多媒體的運用 影像、聲音、動畫畫。

.統計軟骨量的選用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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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網路教學之應用與技能:

﹒網路在教學上的運用討論。

﹒專業網的設計、運舟、探索。

﹒線路討論主題:討論綱、線上會議、資料庫等。

.本課程教學總真的建立與腔、賜。

階段二:規童自與主實施

1. 電腦在教育上的角色認知

主要吾土音書畫學習看了起草草蓋腦毛主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應具備

的知能，課程安排於前三週，第一週除課程介紹外，並調

查學生童電腦操作的知能及其對本課程之認知與其時皇室，以作

為後綴謀殺之安排及分組工作。然後以講授方式說明電腦

與教育憫之關係， CAI教學發展過程與學習瑰論o拙日、

行為、建構、{萬境、合作 u 刊)與道路i教學的應m及俊缺

點。學生土完諜f皮書害透過網路了直等街頭電腦在教育上亞軍用

之相關文章章，以觀察他人之論述及鐵路，並熟悉遵照電腦

蒐毒草資料的方法。街5資完後，學習者寫撰寫摘要書，說明建

立電腦於教育上還用的方式、限制、街星星及個人看法，以

收比較、反省之後設認知(Metacognítíon)學習之效。

第二遐其自針對電腦在教育的臉用方式進行討論，以了

解電腦所應扮演的角色、及使用於教育上所應具備的生日

能。為加深學習者對電腦在教育上運用的了解，立在預做電

腦在「研究 J 方隘的選用及認知培養。第二週課程結束

後，學生乏人為一綴，名詩於六週的期問進行訪豈是{愛用道腦

於教育上的使用者及簡單的問卷設計，進行調查收集資

料，以賜給以問卷調查的方法了解電腦在教育中的角色及

使照現況。問卷的應用及分析可言在學生熟悉統計軟體對教

育及發現新知的影響。也於學生對向卷設計及統計未有基

礎，問此不定期於每i扇上課發放有翰設計問卷、統計的相

關資料。直到SAS之教學後，各級進而分析問卷之給來。



302 車耀明

小組活動之進行譯音各小組成真具有分之及計IIlU之精神。 3走

進行之流程控日i團一所示。

2 電腦軟骨量的使F吾與知能之學習

參考國際教育科技紡織(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句

logy in Education) (Abramson, 1993)所陳述電腦教師應

用資訊科技設施所終必備的十三項知能援建章中，包括(1)

使用及設計電腦教學能力; (2)軟機使用能力一一包指多

媒髏、通訊軟體、文書蓋處理、資料庫、法草草君是及列印繪國

能力，及(3)評估軟僚主事三方窟。劉l沌，自第三三週開始直至

第←一過則為軟體的使用教學，主要學習軟體包括文書處

理約Word 、教學餓幸臣之 PowerPoint 、 速算表 Excel 、資

料庫 Access 、繪閱 CorelDraw 、影像Photoshop及統計應

用之SAS等。

單單一 電腦在教吾吾運為認知之教學流程

單單授電路與教育聞

之關{系、種論應用
..............學

~自題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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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引起學生白發性之學習，以著重重學生自省之能

力，軟體使泊之教學以角色扮演之方式，當醫學生與教師之

角色互換，學生將於現食之情境重實際教學，以了解電腦教

學的應用及應注意的學項。教學之進行自學生三人為一

組，每組負重整一種電腦軟骨置之教學工作，教學之內容包括

介紹軟骨置之角色、功能及其應用。由於學生的背景不向，

學生包f古文組及環工粗的學生，其需求與興趣不童聲相同。

tsl此，每組成真依第一週之鵑直是結果，將電腦軟體能力分

成為能力、中能力及低能力三麓，每組成員都需具有此三

種能力之間學，以作為問學悶合作學弩之安排。

學生教學內容與作業之安排禱於上課前一迎先與老師

共同討論，以確定教學之方向與品質或解決教學之相勝問

題。如艱深之教學內容員自由教師與問學共同分工，從事軟

體教學之活動。學生緣了負重賽的軟館教學外，學習者仍嚮

針對每一軟體從事作業之練習，以收操作練習刺激反應之

行為學派的學習效果。

學生對於電腦軟體操作能力之培養有的種方式，學習

者"i'ïJ經的(1)向學憫之相互激主醫學習一一同學闊的討論、

觀摩、教導; (2)透過網路資源之學習，經由網路的廣大

資源，跨越班級、學校的哥哥籬，以網路的溝通方式經經學

習的過程，立主建立討論的學習社群; (3) 自行看書;或

(4)透過 lliï對商或網路等方式，獲得教師約教導。相關之

教學流程如圈之。

3. *馬路教學之應用與技能

網路國全球資訊網的發巨賽前普及到每一領域，它的多媒饑

形式、互動性及星星蜜的內容特性，因此被大畫畫的運用到教

育棺瞬之教學上，放在電腦輔助教學的態用廢認真日以網路

約選用為吏，期能讓學習者熟悉網絡使府方法及設計教學

純真。課程內容之燒盡自自第十二週至第十六過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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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 電腦軟體的使用與知能之學蠻

同學問彼此

葭接或網路溝通協調

操作練習

知青E學習

合作學習

問題解決

角色扮演

學習經群的形成

( 1 )網路應俏的知能如瀏獎戀的運用技能、檔案傳輸

(FTP) 、遠ßê登入( Telnet) 、資料蒐等等; (2)網絡技教

學 t的遵照及總站介紹，以了解教學網站的應用現況，及優

缺點，進而提供設計教學總賞的義本主]能; (3)網頁設計

的相關知能，如多媒骨擎的還娟、動草鞋製作、編輯軟體

CFrontPage)等的介紹與練習、總址設定與網頁鱗鱗等，

(4 )總資特殊效果與互動式的總資設計。教學之進行仍如

軟骨童教學一般，自同學負責教學工作，而老都擔任學習輔

導的工作。學生在此階段，每小組寫完成五個教學網站的

分析工作，以清楚的了解純真設計的情況，如觀巨響學習優

良教學網站之長處及設計不使之網頁，以作為小組畫畫立教

學網資設計所需注意之哥耳環。觀摩分析網站前，自教師提

供分析網的所有害之知能及觀看君主黨品，以為依循。終的同學

軟體應用及對哥頁設計之教導後，學生應具有主基本的網寞設

計能力，每小組有害針對自己所負責之教學軟骨草或單元，建

立一教學網賞。教師於設計之初，先行規劉網址及網頁設

計規箱，供問學參考(間三)。



融入式的網路教學運用 以 r 電腦在教育上述JlJ J 課程為例之研究 305 

留三 總路教學之應用與技能流程

霞接或網絡溝通協調

閑適解答或資料傳遞

路段三:後續活動

操作練習
知能學習

教學純真遵

府與設計

學智紅鮮的形成

透過網路學習

自於教學之進行出發營者或學習者與老師共同組成，因此，學

習者在課堂教學完後，教師監室里[J針對教學的過程與成效提出討論，

以作為他級主學習者及其將來運用電腦協助教學之參考。

學生學習之評畫畫方式包括個人之許愛與小組評靈兩種，個人之

評畫畫包括上課愴彤、個人作業評分及教學表現三種。小組評選則針

對鷗髏作棠，知道自鎖在教育上選用之角色報告(含文獻、訪問及問

卷)、絢頁分析及教學總站之建立的表現，及小組之合作情形給予

評分。作業之繳交OJ透過網路( E-mail)或誼接交予教師。繳交之情

形烈的鐵公佈於教學網站。

於學期絃束前，如針對學{國學期之教學，教都製作問卷了解學

習者學習之情形，問卷之主要內容包括學生學習情形、教師教學、

教學海論之了解、學習成效、師生悶玄動等。問卷調查完成後加以

統計分析，於最後一堂課進行本課程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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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與討論

學前背景

教學進度與內容之調瑩

*-耀明

課程之初，先行調至主要學生的學前能力，及對學習的期望，以對課程

進度進行調整。的學生對課程期望的哥哥叢中發現，學生有很強的求

知欲，想草書的此課程而學習到的內容共分十二類，其中以文發處

理、影像處理、純真相關知能的傾向為最高，閃電腦在教育上還用

之認知及網路教學原壇最低，資料庫選用其次(兒表一)。因此，學

生對本課程的期皇室辛苦皇室在軟骨豐及網資設計的相鞠知授，而對於教學

管理與賀詞昌i教育運用之可能因對課程不了解而忽略，亞蓋鈍，在教育

運用之知能及角色認知有待加強與討論。

經再次修訂後之課程內容包絡電腦在教育之運用之現況之探討

及相關原理、文苦奮處理的Word 、教學簡報之PowerPoint 、速算表

Excel 、資料朦Access 、繪 III富 CorelDraw 、影像Photoshop 、教學研

表一 學前學生對 f lil!:腦在教育上還用」之期望

學習項目 N(%) Rank 

網絡梨設與管還 12(33.3) 
網頁設計 21(58.3) 3 

網路運用技能 14(38.9) 

資料療運用 5(16.7) 

速算是覺 14(38.9) 

艾蓓處理 27(73.0) 

影像鐵環 24(66.7) 2 

軟硬鐵安裝維修技能 12(33.3) 

程式設計 (VB 及 JAVA) 12(36.1 ) 

專業繪單單軟體(AUTO CAD) 13(36.1) 

作業系統 9(25.0) 

電腦網路教學選用及原理 5(23.9) 

註調查時，頭讓人數為36人。



融入式的網路教學逆府 以「電腦在教育土逆用 J 課程為例之研究 307 

究之統計應用SAS等、教學網站設計及格串串知能等。經過教學方式

的探討及作業的說明，蓋章後選修人數為二十二人。 3之四筒卷的約有

二十一人。

隸程的教學方式之規章1以下列三種方式為主:

一、學科導向教學法(Subject-based Learnin皂) ，教師透過講演

而學習透過練習、軍實驗、測驗等方式之學習，如課程中軟

體之教導與要學習者。

二、寧證導向學習式(Evidence-based Learning) ，由學生自己

尋找資料、觀察、分析及整理，如電腦在教育上之角色之

教學及作業。

三、愣是盡導向學習式(Problem-based Learning) ，給與學生主主

體的筒題，讓學生解決，如學習綱頁的藍藍稱作業等。

學生網路使用環境及習性

網路的教學設施影響學生的學習方式，由於本課程修諜的同學大部

份住校，因此大多數(7 1.4%， 15)的學生認為他們上網的環境還算

方便或很方便，但也有23.8%(5 )的學生持負闊的看法。

而學生設常使m網路的功能依序為 WWW (95.2%) 、 BBS

(85.7%) 、 E-maiJ (8 1. 0%) 、 FTP (52 .4%)、 Chat (9.5%)及Iphon

(4.8%) ，可兒WWW 、 BBS及E-mail己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相綜合，

在教學上運用WWW的方式，透過BBS及電腦郵件於教學中是有其

可行性與必要性。而其他如諧音寄電話或線上交談使F詩人數甚少，透

過網路Jl~8幸直接對談不論諧音或文字都非同學獲取訊息或溝通常用

之方式。

融入方式的探討

本研究將網路教學相關之教學放理與教學法融入到一般之講授式的

教學中，透過教學情域的安排、合作學習的方式、建構的理論及網

路的逢周而融合一趟。的於一般網路教學研究中部為控制自變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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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進行，當在實際教學的應用中，同時融入許多的學理，其成效

至是否能一-:1實現?

學習態度

在上完一學期之課程後，就學主主:學習態度上而言，本謀殺之學習者

有濃厚的學習興趣，巨富遂95.2%(20)發生對本課程有高度的興趣;

而學生對本課程的努力糢皇室也比一般課程筒， 42.9%(9)表示高出

很多， 52 .4%( 11)表示付出較多，僅一位表示與一般謀殺差不多。

有90.5% (1 9)的同學表示，與其它課程相較，他們付出較多的將開

於本課程之學習上。

雖然同學具有高度的興趣，也在學習上付出許多的心力，但

95.2%的學生卻表示上課時偶前分心，僅 1位學習者表示用心聽講

與練習。經上辣的觀察與同學的討論中發現，還丹3童電腦教學、教哥哥

電腦軟骨費及使用網絡瀏覽網頁縛，同學常為i給翰的網絡資訊世界所

吸引或正言嘗試軟億之其它功能而無法跟隨教學者的學習步驟，以致

鋒低教學效果。因此，運用電腦或網絡教學時，教學可能寫更加注

意及投制學智者之學習情形。

學習反應與成效

幾乎所有約學生(95.2% ， 20)都表示學習的時數不足， 1地隱含的意

義是課程內容太多，無法完全學完或為宣隊貫通，尤其，要在短您的

一個學期中了解軟體的使府及應用於網路教學確實不易。級自何學

的開放問答中，不少學生建議課程的學習軟灣應減少，而從 f增加

學一軟體的教授時數」的意兒中得以印證。可見學習者對於本課程

之立三旨「電腦在教育命運用 J 的方向似未能體會，同學傾向執哥哥於

軟骨聾技術的學習，而非電腦角色運用的草草骨輩學習。

經由一學期的學習，雖然同學表示教學時間不足，幾乎所有的

學生(90.5% ， 19)都表示在本課程中比一般的課程收獲來得多。經

由學生的學前能力調查，及學後能力的比較分析得知學生平均有

1. 2約手里皮護真的進步，如學生對毫無概念的軟徹大多都真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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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苦，以便將來自我學習或遂府;如稍具有義礎之軟飽財富E挺好古自可

以處建一般狀況的階段，其中以Photoshop及Access的進度較多，

而SAS的進步最少，此與軟骨聖使用所應具備之背景有關。其進步程

度見表二。

表之 學青留學元進步憐形平均表

月買自
學前能力 學後能力

Mean Std Dev Mean Std Dev 

道自由在教育上還用概念 2.05 。 86 3.28 。 72
艾蓓 Word 2.71 0.78 3.76 。 70
簡報系統 PowerPoint 2 .43 。 98 3.81 0.87 

Photoshop 1.48 0.70 2.81 。 61
CorelD raw 1.52 。 70 2.67 。 86
Excel 1.38 0.59 2.76 0.62 

SAS 軟體應翔 1.l 0 。 30 1.95 。 59
Access 1. 33 0.58 2.71 1. 01 

紛路應用(1.睡覺器) 2.28 I.l0 3.33 。 91
網頁設計(FrontPage) 1.66 0.86 2.90 。 77
總:&特效 1.33 0.86 2.38 1.02 

設。口也 21 0 

程度滋議: 1 ，輩無概念: 2 稍主主義礎: 3 尚可應付 ;4 足f甚軍任; 5 可閱班

授徒。

E起另一個角度前言，學生對課程的吉思間可透過是否推君哲學弟妹

將來也{學習本課程者的。除一位學生未表示意見外，所有約學生均

認同本課程，它們一致推薦學弟妹將來也修變本課程。

角色的轉變

教學工作有三種主要角色 教學者、教材建機者與教學管搜尋言，

本課程中教師與學生的角色同時具有教學者、教材設計9t構者、教

材使用學習者、教學翰紡者及教學管理者等五種角色。學生在課程

中不僅以 f學生 J 的角色，學習老抑或同學的教學內容，也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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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J 的角色，透過隸主主及網路建構網賞的方式遂行濕Æ:或網絡教

學。而教師街單詞的 F 講演辛苦 J (presenters)轉變為學生學習過程

中約「輔導者 J (facilitators) 、 r {}d半 J (co llaborators)和「學習

資源提供者 J (brokers of learning resources) 。

對於此種的調鑿， 90.5% (1 9)約學習者都表示在本課程中可明

顯的察覺出教締與同學角色的轉變，而此麓的轉變，大部份同學

(81% , 17)認為可以接受，四位同學( 19%)表示無意兒。綴遂一步

的探討，發現同學接受角色轉變之主要原因可分為:

一、學生可自己攀援學習進度。

二、更司角色變換，五7體會教師的角色及運用電腦教學的技巧，

有助將來從事教師工作能力之培裳。

三、有較俊的動機來促進學習。

翎、有提供同學自我反省、獄里整教學方式以遠見望著怨、齊之功

能。

五、老師要售商及教學中過符輔導，可補足同學教學之不足。

六、同學角色扮演之講授效果良好。

但也有部份伺學認為自同學擔任教學工作會劉教學內容不俊或

准備不足無法吸引同學聽擒，造成教學效果降低。

由於教師角色的轉變，土謀前教學內容的規鄧不再由老師個人

邱吉I完成，而需與學生互相視合;如|哥學宋能儘學配合，則會出現

學生教學不夠完備及缺乏畫室里品的問題，降低學習效果，此乃部份同

學認為角色變換後所產生的缺點的主要原因。

為解決J]:七稜的問題，教師有害加強教學計懿與管翅的工作，巨龍保

各級學習進度與教學潛備工作之進行。因此，教師除了需準織各種

線土學習課程與學習的資源外，街必須將持留意學生在線上學習的

情形並解答各稜學習問題，協助規劉學生之教學， 12到此所有害負擔的

工作將較以往更為多樣與吃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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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

本課程中，商也入式的網路教學方式分為( 1 )教師教學，教師建構教

學軟髓，學生配合網站學習，教師輔導; (2)教師與伺學協同教

學，學生配合觸的學習，教師輔導; (3)學生擔任教學，其他學生

配合網站學習，教師輔導，及 (4)學生自我縈習，教師指導等四

鐘。

針對此前三種方式之教學，學生認為在引起學習動機上，老師

與同學協向教學方式最能引起學習動機(57.1%) 。學習效果上則以

教的講授最佳(47.6%) ，學生講授的學習效果設法(81%) ，此代表

教師對學生的指導及學生的教學知能還鑄加強。而上課之氣氛以教

師學生協向 (47.6%)及學生自講授毅佳，老師講授最差。但也有不少

學生認為學生講授也會造成氣氛不住之情形(42.9%) ，有1免學生授

課之品值不易攀援 ， i旦教師學生協閉式教學則無此悶題。因此學習

者較能接受學生教師的協防教學方式，Jtl;也可自學生從喜歡的教學

方式中華奇的(有“.7% '泌的縈智者表示喜喜歡)。相對的，向學講授

的方式則不易被接受(見表三)。

表主 學生對教學方式鋁合之反戀3!<

項目 最好 最差

教ei前 學生 協陶 教師 學生主 協陶

引起學習動機 33.3% 9.5% 57.1% 28.6% 42.9% 28.6% 
護生;學管輿克車 14.3% 38.1% 47.6% 33 .3% 28.6% 38.1% 

學習效~ 47.6% 9.5% 42.9兮兮 9.5% 81.0% 9.5<!-告

上練氣氛 9.5% 的 9% 47.6% 42.9% 42 ,9% 14.3% 

喜歡何種教學方式 14.3% 14 .3% 66.7% 28.6% 47.6% 23.8% 

學習方式

本課程學習之鐵鎖，除老師或學生之教導外，向學亦可透過網頁之

資源及網路溝通的方式進行學習，或自行者還進修。經過調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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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兒， 81%(17)的同學表示經常以自行看番約方式進行學習，其次

38.1%(8)的同學經常透過同學闊的討論與教導進行學習，有28.6%

(6)經常潑過網絡學習。老約及同學課堂上的學習反而立立非學生學

習的主要來源。因此，學生校本謀殺之學習，尤其在軟殺之操作學

習上，大都以自行看舊書及透過向學互相學習的方式進行，小組合作

學弩之方式略有見其成效，而網路是學習及總路學習社群的建立授來

在本課程中明顯惹出，足.5ß網絡的教學運用仍有待努力或進一步找

出真正的原因(昆主聲問)。

表白 學吾吾方式反臆表

學習方式 自尋常: 偶而 甚少 沒有

老師諜畫畫或課後的教導 23.8\}也 42.9% 23.8% 9.5% 
主蓋過純真及網路資源約內容學習 28.6<}也 33.3% 28.6% 9.5% 
自行者至醫學習 8 1. 0吵色 19.0% 。 。
透過同學悶約討論與相互教導 38.1% 52 .4% 9.5% 。

互動方式

本課程中，老鄧與學生的互動或學生潤的彼此互動頻率相當菇，

66.7%的同學認為本課程比一般謀穆互動次數萬。有沌.2% (1 6)的

同學會向老師請教，其中21%透過網路方式，其它(79%)則以面對

蔽的方式進行，如扣除網路不方便之咽難，則有47.6%的同學喜歡

以網絡方式與老師溝通，而52.4%則仍維持玻狀。而同學憫之互動

因學習者均住學校宿舍，缺乏以網路溝通的需求，因此都以商對閥

的方式進行(見表五)。

合作學習的觀察

也於學習者大多位校，學生可當商溝通，因此缺乏建立網路學習的

社群環境需求。欽本謀殺之合作學習大多存在於小級作業與上課教

學之過程中。藥費堂而言，本謀殺的規輩u讓大多數(90.5%， 19)的同

學感受到學習的氣氛是互助合作而非競爭式的學習。幾乎所有的同

學(95.2%， 20)也都喜歡以互助合作或合作多競爭少的學習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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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草生互動的方式與主監控E

如果網路環境許可，你備好何種方式與

老自市溝通?

你與同學互動的方式與途徑令

箭
一
圳
是

差不多 低

33.3% 
杏

。

76.2% 23.8% 

面對筒溝通透過網絡 其他

79.0% 

47.6% 
。
。

2 1.0% 

52 .4% 

85.7% 14.3 1}也 。

'"六 合作學習反應表

題自

本綠程讓你感到為互助合 互相

作的學習還是競爭式的 合作

學習? 66.7% 

在一般的課程中你喜歡以 90.5% 

何種方式來學習。

你認為在小組分組作業的 非常

工作分配是否妥當公平 公平

反 E草

合作苦苦 無意見 競爭多 競爭式

競爭少 合作少

23.8% 4.8% 4.8% 0% 

4.8% 0% 4.8% 0% 

公平 無意見 不甚 非常不

公平 公平

(辛苦否i工作分配不均?) 19.0% 23.8% 33 .3% 14.3% 9.5% 

小組工作分配方式是否主 是 否

松遵守及完成? 7 1.4% 28.6% 

上課後你是否了解合作學很了解 了解 無意見 不岳 不了解

習的重重要性與選I!l能 了解

力? 42.9% 57.1% 0% 0% 0% 

僅一位向學表示喜歡競爭多合作少的方式學習。所有的同學都表示

能夠了解合作學習的運用及其重要性。大多數的問學( 7 1.4%，的)

對於小組分配的工作都能互相邀守及完成。但對於小組工作分配的

合理性意見中，有 42.9%(9)表示公平合耀外，主主餘表示無主畫兒或

不i毒草章(見表六) ，因此，對於合作學弩之督導、運用及認識仍有待

加強，諸如正間相互依賴感約建立、工作縮機的合理分配、合作的

刺激結構以及成員間的彼此肯定等社會攔係建立等均有害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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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戶主吉侖

又獻探討

一、網絡在教育上提供了( 1 )教學資源之提供及蒐憲章(2)學習

之諮簡單車導; (3)教學或學習之討論; (4)測驗或學習資

料收集之學習評主義 (Portfolìo) ; (5)線上教學課程(虛擬教

室豆) ; (6)教學相關訊息公佈與主主導; (7)稅訊會議或商談

等功能。教學所使用之方式透援苟同步 (synchronous) 的

透過吾吾膏、網上柳天及稅訊網絡約同步濟遠外，或以非同

步的方式如電子信件、筒子佈告欄、檔案傳輸、總頁公你

等方式發表看法或設取教材資料。

二、網路教學運泊之相關理論不脫離行為、認知的學管理論，

透過建構、'1育纜、問題解決及合作學習等方式以網路進行

學習。

課程規翻

一、透過文獻之探討，本融入式之課程教學方式設計仍以學科

導向教學法為主要之選用方式，主日電腦軟體之教學等，而

以喜事發善事向式(如電腦在教育上運用角色及認知)、問題導

向式(如教學網資建構及應用)為轍。

二、教學之進行過程透過學前調查、修正教學內容與方向、作

單建設計與分組作業、昌市5E角色扮演之情境教學、教學網貿

設計運用、課程諜後調至主及課程檢討而完成教學白線。

教學實施

一、本課程教學方式以學科導向教學法為主的網路及電腦軟艘

教學為支，而以喜事證導向式及問題導向式之學習為輸。後

兩者需大量皇之相關資訊，軍奮由總路資源的重重巨富而比一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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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容易進行及完成， 1且需教師進一步指導與管毒草，尤其提

示學生資訊取得的方法與來源。

二、學科導向教學法以角色扮演的倦境教學及合作學習之方式

進行，在角色的變換上， 80%以上的學生可以接受教師也

以「講演者 J 為主轉「輔導管理者 J 為輔的角色，轉為

r 鱗演者 J 為線「輔導管理者 J 為主的角色。此草靈角色的

轉變，教師的工作負擔加霆，教學全體備工作及與學生協調

互動機會增加，學生學習的觀察與管導更加重要。

三、融入式的線路教學有三稜方式一一教師教學、學生教學及

協向教學，其中以教師為主的教學效果畫畫好，學生教學最

差。藍藍繼而言，師生協同教學的方式盡量能引起學生學習動

機、產生學習興趣及受學習者接受。

四、情境角色扮演的協向教學磚引起學生學習動機，間縛，透

過小組合作學習及與建構式的方式，也提供學生自我學習

的動機，學生的學習動機的啟發有助學習之進行。

Iï、自由入式的教學方式營造互助合作的學習氣氛，幾乎所有的

學習者表示喜喜歡以合作的方式進行學習，唯費1於合作的分

工及彼此的協調營促等小組合作技能仍感不足，教綁在此

方筒需進一步加強與輔導。

六、學生學習方式也由依驗教師的學習轉而為自我獨立為主的

學習，在融入式的學習中，教師變成知識的陽啟者，學習

的過程為學生本身I'JT掌握'1tSI此，教師對學生學習的督導

直在形重要。自佳透過網路之學習方式非學生學習之三E要途

徑，線路的學習遂ffl仍無法取代學生以自行讀書聲及向學互

相討論學習為主主要方式。

七、在本課程中，學生!灣與郁金闋的請寄:道方式米如怨像中以網

路進行，立在無直是訊社會所造成人際關係疏離及人權在主制宜之

現象。大多學生(79%)仍以前對前1待遇方式進行，但如將

網路不便問題去除，則辛苦47.6%之同學毛對于以網路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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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此與課程合作學習之設計增加人際交動機會有所影

草草。因此，合作學習之方式有真正間之效果。

八、融入式之教學確為可行，學生學習興趣、效果、反應均比

一般課程為寓，位教師與學生對於課程的付出fu瀉出其他

課程。

建議

一、運用網路於教學中漪，教師與學生均應加強資訊科技的訓

練，以目前而言億人都應具有網路建在童及選用的相關技

能，如此方能將網路的長處融入車甘正常教學中，如此，在

網路合作學習、學習社群建立、及建構式的學灣方能成

立，而網絡為資訊本憾的後工業資訊社會的特色也方有可

能產生。

二、教綁運用網路於教學中時，對於教學言十劉管理能力、教學

設計、教學輔導能力，合作學習的知能與評霆，網絡相關

知能、軟硬鰻設施管環等知能、資訊的處理與過激輔導能

力均需加強，否則易造成教學混亂之現象。

三、學生使用網絡學習上對於上網問題、網路藍藍稱知能、學習

主立戀的轉變調j疆、投注時閥、合作協調能力、資訊敢得方

法的學習均需解決與加強。

四、課程規章目中的教學模式有學科導向教學法、事證導向式及

問題導向式三種，但因本課程教學流程設計，未能進一步

比較，其憫之差異與俊缺點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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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Style of Networking Instruction in 
"The Applications of Computer in Education" Teaching 
CHU Yao-mi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out the integrated style of networking instruction 

in a normal class.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by the author in the course of 'The 

Applications of Computer in Education "and 22 students were observed Learning 

theories such as cooperative learning, constructivism theory and situated learning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class. Learning outcome and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were 

examine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generating a learning homepage by teamwork and 

co-teaching by the instructor and students together increases students '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improves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learning outcome. For better out

come, the instructor and students need to increase www-network related abilities. The 

instructor also needs to learn more about instruction counseling, instruction manage

ment, and evaluation skil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