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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偏鄉弱勢學童面臨教育資源普遍不足之挑戰，資訊落差情形受到關注。本研究目的在於

探索偏鄉教師行動教學參與經驗與經歷之挑戰。研究藉由深入訪談與問卷調查而蒐集教師之

反應資料。透過 7 位參與偏鄉行動教學的教師進行深入訪談，以歸納教師對於行動教學推廣

之關注焦點。而問卷調查則廣泛調查參與行動教學之偏鄉教師反應。在 100 份回收之調查資

料中，針對個人平板電腦教學之因應方面，教師高度反應自己對於科技問題主動找尋相關解

決途徑，以及教師有感於教學資源需要花時間整理篩選之挑戰。未來的建議方面，強調未來

行動教學的推動應增進經驗分享機會，並考量教師各方面的支援與需求，簡化行動教學計畫

申請的程序，以落實行動教學之實務。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limit resources and digital divide among the great majority of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have caught much attention. The study explored teachers’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in mobile teaching in rural schools. Both interview and survey methods were used to gather research 

data. Interviews conducted among 7 teachers revealed the issues concerning tablet teaching. A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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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obtain reactions from more teachers, and some findings were summarized 

with 100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their experiences, teachers reacted highly on trying their own 

way on solving technology problems in tablet teaching. They also felt more challenging on selecting 

appropriat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use in classroom. For future implementation, teachers strongly 

expected more experience-sharing opportunities and more support and resources provided from the 

society. Simplifying application process for mobile teaching projects and focusing more on mobile 

teaching practices were also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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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化學習環境與設備漸趨成熟，加上網際網路之普及，知識與數位教材與內容

發展迅速，電子書載具技術日益成熟，如何應用科技協助學校善用教學科技，並在實體教

室中協助教師與學生進行教學與學習，成為各國的重要趨勢與課題。雲端建設結合各種載

具的運用輔助教育領域知識之學習為重要的努力重點。相關的應用涵蓋教學、學習、行政、

社群、資源、評量、合作、行政、管理等各個層面，並且銜接到不同的網路連結載具。 

偏鄉教學透過行動科技之運用，結合豐富的學習資源，規劃兒童行動學習之環境，為

兒童未來學習準備，實為縮短城鄉差距之重要議題。基於學習資源與一般家庭經濟之限制，

偏鄉兒童科技素養必須仰賴學校提供的科技環境，豐碩其所需的學習經驗。學習端教師之

教學需求，以及教學科技環境之建置，對於行動學習推廣成效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面對時代潮流的需求，教師必須透過科技活化教學。但就教師專業養成對於科技融入

教學的訓練往往是不足的（Chen, Clarke & Resnick, 2016）。在行動學習環境中，兒童所需

的各項能力，並非單純的載具操作使用的能力。而教師為因應行動學習的科技，對於課堂

學生學習的規劃必須面臨多層面的考量，涵蓋對於科技的知識，以及如何將學科知識與科

技知識互相融合，並加以設計課程，以營造科技化的學習情境。這些新的調整與學習，使

得原本教師的教學規劃與備課增添了更多的負擔（Osakwe, Dlodlo & Jere, 2017）。而在融

入的過程中，教師行動教學為的內涵為何？教師行動教學經歷了那些挑戰？這些問題值得

相關研究深入探討。行動教學推廣在偏鄉學校之普及化有助於改善數位落差，提升偏鄉行

動學習之素養。而教師之參與經驗更值得偏鄉學校推廣應用與參考。本研究主要以偏鄉行

動教學之教師為主要觀察對象，針對偏鄉教師之行動教學推廣之經驗加以分析，以下為探

索之研究議題。 

1.教師對於行動科技應用於教學環境之經驗如何？ 

2.教師對於行動教學所反應之挑戰如何？ 

3.教師行動教學之建議如何？ 

 

 

各國政府當局積極因應數位落差的狀況，偏遠或經濟弱勢的情形使得科技全球化的議

題面臨種種考驗（Gudmundsdottir, 2010）。而彌平數位落差之措施，除了由基礎科技技術

層面之硬體建置之外，經費與人力持續性的投入，配合整個教育工作環節的推動，非常重

要（Tregeagle, 2012）。教師教學規劃與課堂活動之安排必須不同於傳統學習的模式，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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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提供體驗式學習，引導兒童體驗知識內容。而基於偏鄉環境社會資源與數位使用模式

與都會地區的差異，資訊平權的理想有待進一步的努力（Yu, Lin, & Liao, 2017）。 

因應教學科技的普及，學習活動不但網路化，更必須有即時即地學習的特質。校園環

境提供對應之規劃，例如行動學習環境、電子學習資源、e-Book 閱讀資源。政府與文教界

甚至重新定義因應時代需求的核心能力標準，以因應 21 世紀學習環境之需求（Puente, 

2012）。各國教育當局制訂相關政策，將資訊素養納入必備的能力。除了各種素養的帶領

外，需要涵蓋多層面的能力傳授。學生學習的能力必須涵蓋：經由行動學習產生與自己教

學脈絡相關的問題、學習並由網路延伸之相關資訊之取得，進而將多種來源的教學知識內

容整合，與他人溝通並交換所得（Lauricella, Blackwell & Wartella, 2017）。 

學校科技化學習環境的規劃強調教學現場的科技運用，透過教師的帶領，啟發兒童思

考與科技運用的能力，讓學童體驗不同的學習經歷（Laferrière, Hamel & Searson, 2013）。

隨著行動教學日益受重視，行動學習的教學模式與教學策略的應用受到重視。教師必須考

量在現有課堂教室之教學框架（pedagogical framework）、時間的範圍（time space）之下，

規劃學生情境式學習（contextualized learning）、參與學習（participatory learning）、個人化

自主學習（personalized and autonomous learning），以及互動式學習（conversation connected 

learning）的環境，並強調社會互動空間環境（social culture）的營造。課堂的運用必須將

時間與空間構面列入活動安排的考量，才能讓教學的規劃更具行動的特質性。行動學習的

情境，結合學習的彈性以及資訊的流通互相分享，也成為行動學習活動之重要考量。S. 

Binsaleh 與 M. Binsaleh（2013）以學習者為中心之學習考量，指出：行動學習結合生活化

的需求，建立起學童以行動載具學習之熟悉度。行動學習的活動安排必須與生活化的知識

交接（Interwoven with daily-life activities），結合學童的需求、鼓勵學童的自我管理，並讓

學童建構符合自己需求與意義化學習的情境與脈絡。 

 

偏鄉教師在行動學習趨勢之衝擊下，力求突破。然而教室環境的科技學習受到許多內

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的影響。一方面，教師個人對於科技使用的接收度、使用習慣，影響教

師嘗試、探索的意願。另一方面，在探索與嘗試的過程中，教師必須克服學校硬體、軟體

環境，學校相關行政的支援、課程壓力，以及課堂管理的問題。這些都影響教師對於行動

教學的態度與實際做法（Pachler, Bachmair, & Cook, 2009; Scott, 2014）。而對於資源缺乏，

地處偏遠，加上兒童家庭的弱勢之學校教師在行動科技融入教學的推動上，更具挑戰性。 

對於家庭經濟相對弱勢的偏鄉學童，科技接觸的環境有限（Celano & Neuman, 2010）。

而學校科技環境的充分支援，能夠有效提升弱勢學童數位素養以及學習的投入。尤其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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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家庭成員教育程度低，缺乏機會接觸科技的情形，更需要學校規劃多元科技接觸與運

用的機會（Binsalehl & Binsaleh, 2013）。教師必須配合課內與課外學習活動，刺激兒童的

認知，活化學童與電腦相關之認知與工作技能，以增進學習的參與、學業的表現，並提升

資訊科技的能力（Amiri, 2009）。 

因應行動學習科技環境，教師策略性的引導，讓兒童能夠由設計與體驗活動中，探索

學習的內涵尤為重要（Brown, 2008）。課程活動藉由視覺性（visual）、聽覺性（audio），以

及體驗式（kinesthetic）的經驗，讓學童體驗突破傳統式的學習，因應不同特質學童的學習

需求。 

 

偏鄉教師對於行動教學的投入，有助於兒童未來科技化學習之準備。然而，並非所有

的教師對於科技之使用抱持正面的態度。教師行動科技融入教學之態度受個人科技知識能

力之內在因素以及學校環境、能獲得之支持因素而影響（Liaw & Huang, 2016）。在兒童學

習的引導上，更必須配合策略的運用、課程的突破與活動規劃的創新（Blackwell, 2013）。

對於教師而言，教學創新有賴教師的參與意願、時間之投入，以及隨時準備因應科技使用

環境障礙（例如：設備、硬體的問題，或是其他教室管理的問題）（Afshari, Bakar, Luan, 

Samah, & Fooi, 2009）。 

行動教學中，探索性活動的規劃，能引領兒童經由多重感官（multimodal）接觸不同

的知識內容。學童經由活動的帶領，主動思考知識的意涵，結合活動過程中探索知識，詮

釋知識，寓教育於活動之情境中。這種學習，知識的獲取融入生活的體驗（Bannan, Cook, 

& Pachler, 2016）。教師的行動教學策略除了涵蓋課堂內容相關的任務帶領之外，更需涵蓋

不同載具的使用訓練，讓學童熟悉載具的使用，以獲取與豐富的教學資源（Laferrière et al.,  

2013）。基於教學資源之新穎與新奇性、方便性，知識的取得不再侷限在教科書或教室內，

而是在任何時間與地點，透過行動載具取得各類教材，獲得多元知識的學習。學童更可利

用零碎時間進行學習。此種彈性的學習模式開啟終身學習的新頁，也顛覆傳統教育的模式。

行動學習的融入，豐碩兒童的活動與思考經驗。而搭配各種情境式學習策略的運用與引導，

讓行動學習更能成為有利的學習工具，以鼓勵知識的運用，以及意義化之思考途徑（Hu, 

2013）。教師對行動教學之帶領經驗與探索歷程值得相關研究的投入，以提供未來科技化

教學推動參考。 

 

教育當局透過政策性鼓勵，對於偏鄉教師推動行動教學，扮演重要的角色（Khan, H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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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ment, 2012）。教師必須獲得充分的支持，包括相關的經費、指導、培訓，以及所需的

設備、物力，與鼓勵，因應遭遇問題的準備，才能推動教室科技化的教學模式（Blackwell, 

2013; Khan et al., 2012; Tondeur, van Keer, van Braak, & Valcke, 2008）。而就知識應用的環

境規劃方面，相關文獻建議結合社區情境（community context）之課程設計議題，以活絡

知識應用之情境，鼓勵教師社群互相討論與分享經驗，思考與規劃行動學習互動的模式，

以營造兒童主動探索的行動學習環境（Binsaleh & Binsaleh, 2013; Sharples, Taylor, & 

Vavoula, 2005）。 

教師參與行動科技融入教學之主動性來自於教師個人專業信念、科技能力、科技使用

習慣，以及所受的訓練（Gloria & Oluwadara, 2016; Peterson, 2011）。但是就教師專業養成

對於科技融入教學的訓練往往是不足的（Chen et al., 2016）。在行動學習環境中，兒童所

需的各項能力，並非單純的載具操作使用的能力，其他重要的能力還包括：因地而宜之情

境覺知（Context-awareness-learning at locations）、資訊搜尋能力（search and informational 

skills）、識讀能力（literacy and reading）、社會合作能力（social and collaborative skills），

以及新媒體接收的能力（technical and new media skills）（Gloria & Oluwadara, 2016）。而教

師本身科技課程內容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必須隨時因應學

生科技使用能力與學習趨勢的需求（Hsu, 2016）。 

行動教學的成功有賴於教育政策、學校的支援環境，而這些因素亦影響教師參與行動

教學的意願與動機。Khan 等（2012）列舉科技融入教學之外在環境之支持要素，包括：

學校環 境之 基礎建 設（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資源經 費支 援（ funding support for 

resources），以及政策支持（policy supports）。對於偏鄉學校之教師與兒童而言，各種教與

學的創新突破亦必須考量偏鄉學習環境可以負擔的程度（Kumbargoudar, 2013; Schlicht, 

2013）。面對教室環境中，學生家庭與經濟背景差異，教師對於學童的行動學習的投入亦

必須因應更複雜的因素（ChanLin, Lin, & Lu, 2015; ChanLin, 2016）。 

綜合文獻分析，教師對於本身行動科技知識能力、教育政策、學校的支援環境的需求，

以及教師參與行動教學經驗值得深入探討。行動學習環境需要教師投入時間規劃並探索、

嘗試，而針對教師行動教學過程中的經驗加以分析，有助於行動科技融入教學之了解。另

外，教師推動行動學習相關的經驗與挑戰，亦值得資訊教育相關環節的重視，以便於未來

相關支援與資源之規劃。 

 

行動教學推廣在偏鄉學校之普及化有助於改善數位落差。而偏鄉教師在如何應用行動

載具於課堂上？在使用行動教學的過程中，經歷了那些問題與突破？這些問題都有利於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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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後續推廣之了解。本研究旨在於探討教師行動教學之經驗。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作為理

論背景之基礎，涵蓋行動教學之趨勢、教師之因應需求、教師之科技知識，以及教師所面

臨之挑戰。藉由這些議題，而深入分析教師之反應意見。以下分別針對研究設計、研究場

域、研究資料之蒐集，加以說明。 

 

為了深入探討偏鄉教師在行動科技融入教學的經驗，並廣泛蒐集更多教師之反應資料，

本研究結合質性的訪談與量化之問卷調查。在探索研究之重點議題過程中，透過參與行動

教學的教師進行深入訪談。另一方面，亦透過問卷調查，以廣泛蒐集偏鄉教師之反應資料。

圖 1 所示研究架構，訪談的議題由研究問題出發，而教師回應之內涵依據重點歸類。研究

進行之方式分為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為深入訪談，透過參與平板電腦教學兩年以上之教

師進行訪談。第二重點為問卷調查，調查問卷之設計參考文獻分析之重點，部分亦呼應訪

談現象。藉由廣泛徵詢多數教師以蒐集填答反應。訪談大綱與問卷之設計，皆以研究問題

為核心，延伸相關的探索議題。以下分別依據這兩個重點加以說明： 

 

   

 

訪談大綱重點

․教師經驗

　（課程安排）

․學童行動載具

　學習經驗

․平板電腦融入

　之考量

․具體作法

․資源與支援

․經歷之阻力

　與助力

研究問題

․教師行動

　教學經驗

․教師行動教

　學之挑戰

․行動教學之

　建議

問卷調查重點

․基本資料特質

․科技因應做法

․行動使用與分享

　經驗、學習

․科技使用信念

․行動學計畫申請

․資源使用與限制

․教學模式

․備課與規劃之時間

․課堂掌控

․數量與使用安排

․網路連線

․資源整合

․主管機關統籌

․分享平台

․教師社群

․低成就兒童之輔導

․觀摩

圖 1  研究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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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教育部行動學習之推動（教育部，2017），近年來，偏鄉學校亦啟動相關的平板

電腦行動學習模式。配合社會資源捐贈之挹注，部分偏鄉學校能夠透過教師的計畫申請，

而取得所需之平板電腦藉由課程的結合或課外的使用，讓兒童體驗平板電腦的學習。本研

究乃針對偏鄉教師使用平板電腦教學經驗加以分析。 

自 2012 年以來，某企業以數位公益名義捐贈平板電腦，透過新北市某大學偏鄉關懷

中心共同推動平板電腦的學習與閱讀使用活動。作者擔任捐贈計畫之推廣與執行，建立行

動教學分享社群，與花蓮縣教育網路中心共同推動偏鄉行動教學。基於推廣之經驗所累積

之基礎，而歸納研究相關的重點，進行分析。 

就推廣與計畫執行之便，本研究研究場域以花蓮縣之偏鄉學校為觀察重點，訪談對象

亦以申請計畫之學校教師為主。由於許多偏鄉學校地處偏遠或山區，交通不便，這些偏鄉

學校的兒童，有很多都必須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就讀，許多學校班級的規模為每班學生的人

數在 10 人以下。就家庭結構分析，許多偏鄉兒童多來自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家庭，家庭結

構的不穩定，家庭經濟困難的情形亦非常普遍。基於家庭經濟的弱勢，偏鄉兒童能夠由家

庭獲得的資源與科技的接觸相當有限。而許多偏鄉學校亦面臨師資外流，師資欠缺的問題。

教師參與平板電腦的捐贈的申請，期望能結合現有課程的學習或者融入社區文化、環境，

以及歷史探索的學習，強化兒童科技學習的能力，以及族群的認同感。 

 

 

為深入了解教師如何如將平板融入學生課堂與課外之學習，研究資料蒐集所訪談重點

強調教師之經驗與面臨之挑戰。採用之訪談大綱如表 1 所示。訪談的對象為 7 名深度參與

「數位公益計畫」行動教學的偏鄉教師（2015 年參與之教師）。研究以立意抽樣便利族群

為樣本，便利族群為非機率取樣方法之一，這種取樣過程難免與整體族群有所誤差，然而

基於立意抽樣以具有相當經驗的族群代表為基礎，較能提供豐富的資料（Suri, 2011）。教

師訪談之資料如表 2 所示。這些教師在參與平板電腦融入教學之初，部分學校之行動網路

建置並非很完善，於是教師們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課堂教學或學生課外學習活動的嘗試，亦

有部分教師讓兒童以平板電腦進行補救教學。 

訪談資料之分析採用歸納分析之方式：首先將錄音檔轉錄為逐字稿資料，再進行資料

的歸納與分析，針對逐字稿資料進行編碼與歸類分析。先以教師反應之內容編碼，再整理

為現象。而這些現象所對應之研究問題如表 3 所示。為確保資料內容分析的信度，本研究

採取編碼者交叉信度評估（inter-coder reliability assessment），比較兩個以上研究者對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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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資料所屬之概念，就訂定之編碼原則結果，檢核一致性之程度。除了研究者之外，邀

請另一具實務經驗之研究人員擔任第二編碼者，提供編碼原則，以及編碼表以供參考。研

究者依據一致性百分比進行比對分析，編碼相同度為 90%。而研究結果中逐字稿資料之引

用方式，則以 T1、T2、…T7 教師代號，代表反應的教師，而引用的內容則以行號標示。

例如：「T1：23-24」則代表 T1 教師之逐字稿資料 23-24 行內容。 

表 1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之問題  歸納之重點  對應之研究問題 

偏鄉教師使用科技與行動載具之經驗如何？

偏鄉學童以行動載具學習之經驗如何？ 

偏鄉教師對於平板電腦融入學童學習有那些

考量？ 

教師對於行動載具以及行

動教學之經驗 

學生學習的情形 
教師對於行動科技應用

於 教 學 環 境 之 經 驗 如

何？ 

所經歷之挑戰如何？ 

平板電腦融入學科學習與課外學習之具體作

法如何？  

學科學習內容特質與行動學習之需求如何結

合？ 

教師如何分享平板電腦之行動學習之經驗 

行動學習融入不同主題之

知識學習與生活化資訊技

能之教學規畫經驗 

教師如何在有限的資源與支援環境，尋求教

學的突破？ 

面臨教學管理之問題、行動

教學計劃之申請、執行情形

教師對於行動教學所反

應之挑戰如何？ 

教師推動行動學習過程中所經歷之助力與阻

力何在？ 

所需的支援以及內在外在

的激勵 

教師行動教學之建議如

何？ 

 

表 2 

教師訪談資料 

教師代號 任教年資 任教科目 訪談時間 訪談方式 

T1 7 年 資訊教育 60 分鐘 線上訪談 

T2 6 年 資訊教育 40 分鐘 線上訪談 

T3 11 年 語文學習 30 分鐘 線上訪談 

T4 7 年 自然與生活科技 30 分鐘 線上訪談 

T5 8 年 數學學習 45 分鐘 線上訪談 

T6 6 年 語文學習 30 分鐘 線上訪談 

T7 11 年 資訊教育 40 分鐘 線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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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逐字稿資料之範例 

逐字稿資料 現象歸類 對應之研究問題 

「平板如何開闊他們視野，開闊他們學習領域的

部分，這是我未來比較期待的部分。」（T3: 39）

應用： 
學習趨勢之信念 

教師對於行動科技應

用於教學環境之經驗

如何？ 

「也會用平板來教本位課程，這比較算是學科外

除了國語數學之外的東西。還有像是網界博覽會

的比賽。學科外的部分我們就有一批學生研究小

組比較專精的，我們有好幾組的同學，這些學生

在平板的使用上又比一般學生更加熟練。」 

（T4: 24-27） 

應用： 
知識的學習與主題探索 

「我們去上過行動學習方案的課程，我們的學生

不太適合這樣的課程，所以我們就自編教材。」

（T5: 10-11） 

挑戰： 

教學模式應用限制  

教師對於行動教學所

反應之經驗與面臨之

挑戰如何？ 
「一開始十幾台平板進來，我們要規劃維護擺放

問題，所以我一開始心理壓力非常大，壓力不是

在於教學，而是在於管理維護。」（T1: 117-119）

挑戰： 

平板電腦管理維護 

「多參加類似的研習推動……透過觀摩學習可

以刺激成長…老師需要一個網路社群平台隨時

提供我們相關新知，讓老師不會是孤立無援的推

動平板教學。」（T2: 92-102） 

建議： 
教師互享資源平台 

教師行動教學之建議

如何？ 「我一開始像無頭蒼蠅，慢慢參考別人的作法，

慢慢走出自己的方法。」（T1: 129） 

「家長質疑學生使用平板會玩遊戲或是近視會

加深。」（T1: 120-121） 

建議： 
行動教學分享 

 

 

本研究一方面透過問卷調查，廣泛徵詢偏鄉行動教學教師填答，本研究透過縣政府教

育網路中心舉辦之行動教師研習會加以宣傳，邀請參與行動教學之偏鄉教師以線上問卷而

填寫資料。問卷內容涵蓋行動教師對新科技之個人應用與教學應用看法、行動教學管理上

之挑戰，以及行動教學推廣上，所需的推動（詳見附錄資料之列舉）。問卷題項設計所參

考的文獻資料例子如表 4 所示。調查問卷之設計除參考相關文獻外，亦呼應訪談的結果歸

納。例如：所有教師提及硬體與網路是所有受訪者皆提到之問題，於是在問卷調查中，在

教學管理上之挑戰涵蓋網路斷線所產生之挫折感之題項。問卷反應以 1-5 分表示教師對每

一個題項之同意程度（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調查問卷發放時間為二個月。透過縣市

行動教學研習的機會，配合小禮物之發放，提供宣傳，鼓勵教師上網填答。參與填答之教

師為偏鄉參與行動教學教師。這些老師對於行動教學有不同的涉入程度，教學經驗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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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問卷基本資料，分析教師之背景與反應意見。網路問卷填答總共蒐集 100 份教師反應

資料。 

 

表 4 

問卷題項之範例 

問卷題項 相關文獻資料 對應之研究問題 

基本資料：學校層級、年資、教學科目、所

使用之載具、所使用之軟體、經費來源等資

料 

 
教學之應用與經驗 
找尋相關軟體滿足課堂需求情形、自己主動

找尋因應科技問題之相關解決之道、與他人

分享教學使用經驗、重視學生行動學習、自

我學習行動科技、重視學生行動探索、平板

電腦融入計畫之申請 

 

 

 

 

教師對於行動載具以及行

動學生學習的分析 

（ Binsaleh & Binsaleh, 

2013） 

行動學習融入不同主題之

識學習與生活化資訊技能

之教學規畫經驗 

（ Bannan et al., 2016; 

Laferrière et al., 2013） 

教師對於行動科技應用

於 教 學 環 境 之 經 驗 如

何？ 

行動教學之管理與挑戰 
免費資源、可參考之模式、教學資源之篩選

整理、教學應用之協助、教學規劃時間投入、

軟體應用之學習、學生學習障礙、載具數量

不足情形、連線之問題 

教師面臨教學經費之問題、

管理之問題、行動教學計劃

之申請、執行情形 

（Afshari et al., 2009; Liaw 

& Huang, 2016） 

教師對於行動教學所反

應之挑戰如何？ 

行動教學建議 
整合資源、分享平台與硬體資源、教學資源

共享、跨校教師社群、弱勢或學行程就不佳

兒童之學習規劃、多元計畫申請管道、簡化

行政程序、親師分享、教師研習、成果分享

所需的支援以及內在外在

的激勵 

（Gloria & Oluwadara, 2016; 

Khan et al., 2012; Peterson, 

2011） 

教師行動教學之建議如

何？ 

 

 

 

 

依據教師訪談之分析，參與平板電腦教學之教師在初次接觸平板電腦時，對於載具並

不熟悉，操作上就是一項挑戰，在教學上更不知該如何應用。透過定期之跨校教師教學分

享活動，加上自己不斷地摸索，才能在課堂上進行教學。接著在開始引導同學使用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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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多數同學也是未曾使用過平板電腦，因此資訊老師先讓同學認識硬體設備開始，接著

慢慢引導到上網、攝影等有趣的活動（T1, T2, T5, T7）。當教師與學生都漸漸熟悉工具硬

體，老師會開始應用在課堂內容知識層面，漸漸引導學生透過應用工具，完成作業（T1, 

T4），同時也開始解答學生知識上的疑惑（T1, T2, T3），以及反覆練習（T5, T6）。在這個

過程中，多位老師表示發現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提升（T3），邏輯反應增強（T1），能夠協助

同儕學習（T4）。除了學生轉變之外，過去對平板教學排斥的老師也因為看到學生的轉變

而產生嘗試的意願（T2, T4）。教師的經驗中反映科技教學過程中，教師不斷嘗試的過程。

而教師彼此分享過程中，也提供了經驗的傳承。教師反應之例子如下： 

「我們老師也是剛開始接觸平板，所以還是在摸索。剛開始接觸我自己也很不清楚，後

來是一系列的培訓（每月的行動學習輔導分享會議）後比較了解。我自己也是行動學習

者，會主動去查，不會等。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是瞎子摸象，只是知道說有平板可以放

在學習課程上。」（T2: 13-15） 

「這學期才接觸這一批平板，我們花很多時間在測試，看有甚麼可以用，甚麼不可以用。」

（T5: 27-29） 

「我剛開始是讓他們比較自由的去使用（平板學習），因為很怕上太嚴肅的課，他們會

覺得沒有興趣，或以後對電腦有排斥。所以我會給他們交代一個小的課程，完成後就自

由操作。他們反而對自由操作很有興趣，所以就會趕快完成交代的功課。」（T7: 50-53） 

「老師就是要想辦法提升自己的資訊能力……。等到我們現在申請到教育部的行動學習

計畫，我就有經費做更多的事，我打算做 3D 列印，讓現在創客，maker 的概念帶進來給

學生，讓他們每個慢慢成為 maker。」（T1:129-132） 

 

 

針對行動教學管理上之挑戰方面，由訪談資料反映：硬體與網路是所有受訪者皆提到

兩大問題（T1, T2, T3, T4, T5, T6, T7）。不同老師針對不同學生有不同的自我建構知識能

力的啟發方式，而這些嘗試都需要額外的時間投入。幾位受訪教師提及對於載具使用的障

礙問題，包括教學上使用所遇到的問題，以及學童使用的障礙（T1, T2, T3, T5）。在開始

使用的階段，許多老師必須透過自我摸索，才能了解平板電腦的操作方式（T1, T2, T5, T7）。

另外，教師亦提及平板電腦管理上的問題，亦擔心學童因為操作不慎而毀損設備，為了保

護平板電腦的使用安全，必須與兒童約定使用的規範（T1, T2, T5）。多位受訪教師在平板

教學環境採用建構學習方式進行引導。針對特教學生，老師需要建立較多的鷹架，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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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步學習、理解，因此在規劃上需要花較多的時間測試是否適用（T5, T6）。針對一般學

生，受訪者有的採用探究學習的方式，給學生思考的空間，並自己找答案（T7），有的採

用小組討論與發表的方式，讓學生進行合作式學習（T1、T2），教導學生透過平板攝影方

式學習記錄電子筆記。而這些教學的事前規劃，亦需投入相當的時間進行測試，課堂活動

探索與互動的設計，需要提供學生充分的時間（T1, T4）。基於偏鄉兒童許多來自於弱勢家

庭，有些學童需要有額外的學習時間，教師必須安排借回家使用的機會（T1, T2, T6）。以

下列舉教師在教學管理上之反應： 

「少數的學生是有（網路與電腦），我們有稍微請學生舉手［調查］，表達家裡有網路或

有電腦的，大約是四分之一左右的家庭會有。有些是有電腦沒有網路，有些是兩樣都沒

有。」（T7: 34-35） 

「學生還沒有認識網路之前，包括如何判讀知識的正確是非之前，我覺得還是給孩子一

些學習架構會比較適當」（T3: 34-35） 

「（課堂使用）最大的問題不是在數量，而是在無線網路頻寬上。」（T2: 29-30） 

「（課堂規劃方面）老師自己本身摸索平板教學的時間，還有課程進度的問題。」（T2: 

85-86） 

「他們一開始完全不會使用。所以我一開始把平板放在資訊課，讓他們慢慢去了解。…

在特色的部分，因為經費因素，我主要是以免費軟體為主。」（T1: 16-20） 

「一開始十幾台平板進來，我們要規劃維護擺放問題，所以我一開始心理壓力非常大，

壓力不是在於教學，而是在於管理維護。」（T1: 117-119） 

「之前提過一些平台，有些是付費，有些免費。付費對學校會造成困擾，試用期也會造

成困擾，免費的工具有時候又太陽春。」（T2: 98-99） 

 

針對行動教學需求建議方面，由訪談資料反映教師對於學生族群家庭為經濟弱勢的問

題重視，而表達需要更多的教育資源與社會資源挹注。雖然政府有相關的行動教學推廣政

策，但是對於弱勢兒童居多的偏鄉學校，需要更充裕與暢通的推動管道與環境（T2, T3, T5, 

T7）。教師亦希望能夠簡化行動教學計畫執行的行政工作量，以專心投入行動教學執行之

心力（T4）。另外，資源的挹注必須穩定、持續。教師也反應資源挹注的不穩定對於教師

造成困擾之情形（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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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兒童來自經濟弱勢的家庭，學校為了讓學童有充分的學習機會，部分教師讓兒童

將平板電腦帶回家學習。而有些兒童的家長對於平板電腦的學習輔助並不了解，反而會加

以排斥（一方面考量兒童視力問題；二方面擔心兒童利用平板玩遊戲；三方面基於須負擔

平板電腦保管之責任）。平板行動學習的推動上，教師與家長需要透過充分溝通解釋，亦

需要讓家長共同參與監督兒童在家中的學習（T2）。 

訪談資料中反映教師對於教師行動教學社群之肯定。同校的教師彼此之間的觀摩能產

生互相學習的作用。許多學校中對平板行動教學原本持觀望的教師，亦開始嘗試（T1, T2, 

T4）。另外，資訊能力較強的教師可以帶領資訊能力較弱的教師。除了校內的合作之外，

教師們亦肯定跨校行動教師分享經驗的重要性，透過跨校的分享可以建立合作與觀摩的模

式。尤其針對開始起步的學校有提攜的作用（T1, T2）。以下提供部分教師之反應： 

「學生的家庭背景一般來說都是屬於比較弱勢一點，部分是原住民的族群，部分是經濟

弱勢。」（T7: 14-15） 

「是不是可以透過一些公益團體或是企業團體提供（捐贈所需資源），旁邊有廣告沒關

係，可以幫助他們獲得收入。給越多學生使用，他們也是在栽培未來的市場。另一方面，

老師需要一個網路社群平台隨時提供我們相關新知，讓老師不會是孤立無援的推動平板

教學。」（T2: 99-102） 

「我覺得這個計畫對孩子來說真的有非常大的助益。我個人覺得這個還是要繼續推展。」

（T3: 81-82） 

「缺乏軟體開發的教材。……剛剛提到這是跟大學教授合作的計畫才有的資源，但是如

果結束合作，就沒有資源了。」（T5: 103-105） 

「我們教導主任很積極，會辦很多研習，給我們很多參與的機會，所以現在我們在拉一

位快要退休的老師，她也是會很害怕，可是我們看到她說不錯這東西不錯喔，只要她有

心願意嘗試我們就會很積極在協助她。我們很多人一起幫忙，那快退休的老師都可以成

功了，那其他的老師更不用說了。」（T4: 66-69） 

「老師要去適應，準備的時間又比較長，難免會抗拒，我自己剛開始也是如此，我心裡

面也是覺得很害怕，我一邊害怕一邊作，我知道方向是對的，可是有太多不會的東西就

一直要問。」（T4: 53-55） 

「上學期只有兩個老師願意嘗試平板教學，下學期有更多的平板進來，到目前為止已經

有 10 多位老師想參與。」（T3: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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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教師問卷填寫之基本資料分析，大部分教師以花蓮縣教師為主（94%）（其他縣市

者只有 6%）。教師任教的學校層級多為國小（92%），少部分為國中（8%）。而就任教年資

統計，以「15 年以上」為最多（40%），「10-15 年」次之（27%）；而「5-10 年」占 16%；

而「0-5 年」占 17%。這些教師多半為非資訊教師（74%），以過去曾經任教之科目而分析，

「語文學習」勾選人次最多（44%）、「自然與生活科技」次之（34%），其餘詳見表 5。 

表 5 

教師曾進行行動教學的科目 

科目 次數 (%) 科目 次數 (%) 

語文學習 44 (44%) 自然與生活科技 34 (34%) 

數學學習 25 (25%) 藝術與人文 16 (16%) 

社會學習 20 (20%) 資訊教育 26 (26%) 

健康與體育 18 (18%) 環境教育 11 (11%) 

N = 100 

 

受調教師用有平板電腦的情形為 74%。教師們進行行動教學所使用之載具中以筆電居

多（佔 61%），平板次之（53%），而手機最少（26%）（表 6）。而針對以平板為行動教學為

載具的教師中，上課學生所使用平板電腦取得管道多元：包括學校參與計畫配得（27%）、

自己購買（22%）、學校經費購買（21%）、機構捐贈（17%），以及自己計畫申請獲得（15%）

（表 7）。而學生上課人數規模以 11-20 人與 21-30 人居多（31%）（表 8）。配合行動教學

所使用的軟體多元，如表 9 所示，涵蓋：學習平台、掃描影像辨識、文書、各類網路資源

與工具，以及雲端硬碟之使用等。 

表 6 

教師行動教學之工具（複選） 

載具 筆電 平板 手機 

人次 61 53 26 

N = 100 

 

表 7 

上課學生所使用平板電腦的來源（複選） 

來源 自己計畫申請獲得 學校參與計畫配得 學校經費購買 自己購買 機構捐贈 

人次 15 27 21 22 17 

N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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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上課班級學生人數 

班級人數 10 人以下 11-20 人 21-30 人 31-40 人 40 人以上 

人次 28 31 31 7 3 

N = 100 

 

表 9 

配合行動教學所使用的軟體 

類別  軟體 

學習平台 Educoco 社群學習平台、its5、澔奇 IRS 互動平台、Monkey 平台、Moodle 平台、

Hi-teach 互動教學系統、緯創智慧教室平台、Kahoot、均一教育平台 

AR、QR Code Aurasma、QR Code Scanner 

文書筆記 PowerPoint、Evernote、Keynote、Word、Google 文件、Google 表單、隨手寫 

網路資源 Google、Google Map、Phet、字音字形網、教育部國語字典、duolingo 語言學習

網站、raz-kids 兒童互動電子書、ISSUU 線上電子書製作、Scratch 程式撰寫、

S4A Scratch 資源網 

影音繪圖 Video Player、Flash 動畫、PhotoImpact、繪聲繪影、sketchup 

雲端硬碟  Google Drive、Dropbox 

工具  Teamviewer、Xmind、星象 App、錄音、錄影、音效魔術 

 

 

針對「平板科技之個人應用與教學應用」項目之分析結果如表 10 所示。在表 10 所列

項目中，整體而言，教師對於該層面之反應同意度高（平均數高於 4.0）。同意程度最高者

為「對於科技問題的因應，自己會主動找尋相關解決之道」（M = 4.34, sd = 0.72）；其次為

「自己會主動找尋相關之應用軟體滿足自己需求」（M = 4.22, sd = 0.68）。而同意度最低之

題項則為「行動教學相關的計畫之申請對我而言有相當難度」（M = 3.42, sd = 1.12）。這些

結果反映參與行動教學之教師對於科技知識之探索主動性高，自我尋求科技相關問題之解

決之道。對於教學的應用，也是邊探索邊學習。多數教師認為「校方參與行動教學相關的

計畫可以藉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資源」（M = 4.20, sd = 0.70）。而對申請行動教學的相關計畫

困難度之反應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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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平板科技之教學應用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自己會主動找尋相關之應用軟體滿足自己需求 4.22 0.68 

2. 對於科技問題的因應，自己會主動找尋相關解決之道 4.34 0.72 

3. 我經常與朋友之間分享個人行動載具使用之經驗 3.96 0.79 

4. 我認為行動學習對學生知識的學習有密切關 4.14 0.87 

5. 我經常學習行動教學相關的軟體 3.73 0.89 

6. 我覺得自己的教學內涵，需要有讓學生使用行動載具學習的機會 4.02 0.78 

7. 我覺得行動學習對於中小學生知識的學習與探索很重要 4.11 0.84 

8. 我會我樂於參與學校申請行動教學相關的計畫 4.07 0.71 

9. 我覺得校方參與行動教學相關的計畫可以藉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資源 4.20 0.70 

10. 行動教學相關的計畫之申請對我而言有相當難度 3.42 1.12 

N = 100 

 

 

針對「行動教學管理上之挑戰」項目之分析結果如表 11 所示。在表 11 所列項目中，

整體而言，教師對於該層面之反應同意度中等（平均數在 3.5 以下之題項居多）。同意程度

最高者為「對行動教學使用的教學資源需要花時間整理篩選」（M = 3.91, sd = 0.77）。而同

意度最低之題項則為「對於行動科技應用於教學的問題總是求助無門」（M = 2.74, sd = 0.87）。

這些結果反映，參與行動教學之教師對於行動教學管理上之障礙大都可以尋求解決之道。

許多教師對於使教學資源整理篩選方面，以及免費學習資源需求。而值得注意的是免費工

具通常都有試用期限的問題，對於需要持續、穩定學習工具的教師而言，也是面臨的挑戰

之一。如何持續性提供優質資源，減少教師篩選所投入之時間與精力，實為必要。雖然訪

談資料中，所有教師都表達硬體與網路在推廣上的障礙，而對於「課堂使用遭遇網路斷線

問題往往讓推動行動教學的意願喪失」之反應分析並非很強烈。其他的題項上，教師的反

應平均都在 4.0 以下，反映教師因應問題障礙上，已有相當經驗，負面反應之現象並非強

烈。 

表 11 

行動教學管理上之挑戰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就自己的教學領域，行動教學應用方面可以參考的教學模式有限 3.38 0.93 

 2. 行動教學可供運用的免費學習資源有限 3.47 0.94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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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3. 行動教學使用的教學資源需要花時間整理篩選 3.91 0.77 

 4. 對於行動科技應用於教學的問題總是求助無門 2.74 0.87 

 5. 我對行動科技之教學規劃，需要投入比他人更長的時間探索 3.45 0.92 

 6. 在行動教學上，設計活動利用讓學生透過行動載具學習的活動很費時 3.30 0.92 

 7. 學生對於課堂上學習軟體應用會產生使用上的障礙 2.95 0.95 

 8. 讓學童使用行動學習設備時，亦擔心學童因為操作不慎而毀損設備 3.46 1.10 

 9. 在自己的學校中，行動載具數量不足，課堂教學的應用多所限制 3.39 1.68 

10. 課堂使用遭遇網路斷線問題往往讓推動行動教學的意願喪失 3.29 1.10 

N = 100 

 

針對「行動教學需求建議」項目之分析結果如表 12 所示。在表 12 所列項目中，整體

而言，教師對於該層面之反應同意度高（平均數在 4.0 以上之題項居多）。同意程度最高者

為「簡化行動教學計畫申請的程序，落實行動教學之實務」（M = 4.38, sd = 0.63）。教師們

亦期待教育當局統籌規劃增進學習互動所需之軟體，並建置資源分享的平台，以分享優質

的教學資源。此外，統籌教學所需資源、教師社群的建立與聯繫、資源的分享、對於學習

成就不佳學童或弱勢學童規劃、教師研習、多元計畫申請管道，以及簡化申請程序亦為教

師們所高度反應之項目。無論就訪談資料或問卷調查反應資料，優質的行動教學計畫，以

及社群分享、資源的建立，以及互相觀摩的機會為多數教師所期待。 

表 12 

行動教學需求建議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整合社會資源，提供符合學校的需求的協助 4.24 0.62 

 2. 教育當局統籌規劃增進學習互動所需之軟體 4.32 0.62 

 3. 建置資源分享的平台，以分享優質的教學資源 4.33 0.65 

 4. 建立跨校行動教學教師社群，以彼此分享教師之教學經驗 4.30 0.70 

 5. 對於學習成就不佳學童或弱勢學童規劃利於其行動學習之管道 4.19 0.73 

 6. 提供教師多元計畫與經費的申請管道，鼓勵優質之行動教學規劃 4.31 0.73 

 7. 簡化行動教學計畫申請的程序，落實行動教學之實務 4.38 0.63 

 8. 舉辦行動學習對於學習成就不佳學童或弱勢學童規劃，有助於行動學習的

推廣 
4.13 0.76 

 9. 為因應資訊教育時代，新進教師研習應加入行動學習課程 4.18 0.70 

10. 各縣市教育局應辦理年度行動學習觀摩暨成果發表會 4.06 0.89 

N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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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學校教師在行動學習的推動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現行的教育制度之下，

教師教學突破的嘗試過程經歷許多挑戰。尤其在經費與資源短缺的偏鄉教學環境，學校教

師必須克服許多內在與外在的因素。而基於讓學生能趕上科技化學習之腳步，教師進行各

種課程與活動之嘗試。以下分別由教學應用層面、挑戰，以及因應加以討論。 

 

科技融入教學之相關研究指出：在新科技的教學應用上，教師個人一方面必須改變科

技使用的接收度、使用習慣；另一方面，探索與嘗試過程中因應問題的能力與可獲得的支

援多寡都影響教師對於行動教學的態度與實務（Chiu & Churchill, 2016; Phiri, Foko, & 

Mahwai, 2014; Polly & Orrill, 2016）。針對科技融入教學方面的論述，Rogers（2010）強調

融入過程的持續性，以及參與資訊融入教師與其他人員的溝通環節。由這個論述中，教師

在行動教學的過程當中，扮演著主動學習，建構科技與學科教學的知識。教師必須與整個

教學互動的環節，包括學校、同儕、社群，以及學生之間的溝通，不斷的進行經驗的交換，

並修正自己的看法以及科技融入教學之知識結構（Olofson, Swallow & Neumann, 2016; 

Osakwe, et al., 2017）。本研究觀察到，教師在參與行動教學之初，基於興趣而進行嘗試，

對於許多行動科技的接觸，都透過自我探索、自我嘗試的方式在班級教學中推動。由教師

問卷之反應，同意程度最高者為「對於科技問題的因應，自己會主動找尋相關解決之道」；

其次為「自己會主動找尋相關之應用軟體滿足自己需求」。基於資源的有限，申請計畫獲

得補助是啟動教與學的第一步。部分教師有感於這方面能力的不足。資源的限制也是阻礙

教師探索科技融入教學的要素。 

 

本研究觀察到老師使用平板教學重視教學的啟發方式，學童學習能夠更意義化。而這

些嘗試都需要額外的時間投入。就本研究問卷資料的反應，大部分題項反應平均多在 3.5 

以下，對於問題因應已有相當經驗，負面反應之現象並非強烈，但仍然值得重視。參與行

動教學之教師對於行動教學管理之挑戰上，關注教學資源整理篩選的問題，對於「行動教

學使用的教學資源需要花時間整理篩選」同意度高。由於經費的限制，許多教師對於教學

資源之取用，以免費學習資源需求較為迫切。而如何持續性的擴充優質學習資源，讓教師

不用花太多時間篩選，實為必要。教學資源與課堂學習的結合、內容的適切性，以及分享

管理的機制，為教師教學資源運用之重要條件（Perrault, 2017）。另外，教師提供兒童行動

學習的同時，亦必須建立學童自我管理能力，並藉由行動學習擴展學習的視野（Sánch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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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eto, Olmos-Migueláñez, & García-Peñalvo, 2016）。訪談資料中，教師在科技使用上所面

臨的不確定性亦值得重視。科技使用上的不確定性除了網路連線、硬體、軟體，學習資源

之提供外，資源挹注的持續性，對於兒童終身能力的培養，相當重要。偏鄉學校教育一直

都是教育政策討論的問題，教育機會均等的落實、弱勢教育政策的因應，值得相關單位省

思。 

 

相關文獻指出：在新科技的採用歷程中，教師逐步建構對於科技使用與教學的知識。

透過科技在教學上的應用，建立與社群成員互動的管道，並經由社群分享的經驗與回饋，

持續的試驗探索不同的行動教學模式（Taber, 2017）。行動學習亦挑戰教師能夠設計學習情

境讓兒童體驗以行動載具「無所不在」（ubiquitous）的特質，解決現實環境的問題（Burden 

& Kearney, 2016）。由本研究的觀察中，教師有感於學生學習行動教學的過程中，學習動機

與知識互動的增長，而願意繼續探索行動教學。教師與學生建立共同學習的群體，由教與

學的過程，彼此體驗知識，重新建構對於行動學習的詮釋模式。而這些經歷必須結合教師

對於課程規劃的突破。學校軟硬體環境的更新、教育當局政策的鼓勵，以及教師社群的支

持都是幫助教師改變的動力。 

在未來建議方面，教師反應優質教學資源的重要。在經費與資源的申請上，希望簡化

行動計畫申請的行政程序，落實行動教學之實務。由本研究的觀察中，歸納行動教學必須

落實多層面的規劃：載具的使用、政策的支持、學生與教師的投入、教師社群的互助、學

生學習成果。這些面向呼應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在資訊融入教學應用之相關論述，

強調融入之過程（process）、活動成員（actors），及活動（actions）。而推動的工具（tools 

for implementation）、參與師生的努力（efforts by participants）、學生的學習成果（outcome 

of subjects）、社群（ involved community），以及政策（policy）的配合皆為努力的重點 

（Caiazza & Volpe, 2017; O’Neill, 2016）。教師肯定教師行動教學社群之重要性。建立跨校

行動教學教師社群分享教師之教學經驗實為必要。教師有感於行動教學需要時間的投入，

與多方嘗試。行政與社群的支持為教師持續行動教學信念的後盾。而學生學習興趣的提升，

以及學習的動力，更是支持教師教學探索的動力。 

 

本研究透過質化的深入訪談與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偏鄉教師參與平板行動教學的經

驗。研究以訪談資料分析教師平板電腦行動教學之應用以及面臨的挑戰，並藉以反應未來

需求。問卷調查則廣泛的徵求參與行動學習的偏鄉教師針對所列題項，提供程度的反應。

由研究結果歸納：參與行動教學之教師對於科技知識之探索主動性高，自我尋求科技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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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之解決之道。平板融入教學對於中小學課堂教學環境是一個新的嘗試，對於新科技教

學的嘗試，教師的主動探索問題解決的途徑。多數教師有感於行動科技、行動學習對於兒

童未來學習的重要，而願意投入時間進行探索。 

針對行動教學面臨的挑戰方面，就量化資料的反應程度，對教師而言，資源篩選的問

題對教師的挑戰程度高。搭配行動教學的應用，必須篩選適合的資源，而這方面往往需要

更多的時間投入。學童對於課堂內或課堂外平板電腦的操作之學習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相對而言，平板電腦之使用管理上，較具挑戰性。制定使用規範，也能藉此讓學童建立平

板電腦使用管理責任。 

教師之間的分享，經驗的交換，能夠藉以分享資源之選用以及教學規劃的經驗。而政

府單位分享平台的建立與資源的共享，更能讓教師取得優質免費的教學資源。由教師所提

出的需求建議反應資料，亦可觀察到教師對於未來推動行動教學的期待。社會資源如何投

入偏鄉關懷，為偏鄉兒童規劃學習環境。讓他們能在社會關懷之下，培養能夠「帶著走的

能力」非常重要。兒童學習的增進才能夠讓兒童獲得終身學習的能力。偏鄉教師為偏鄉教

育的前線，他們的行動教學經驗與面臨的挑戰，值得相關單位的關注。未來應思考如何結

合政府與民間社會的資源，與偏鄉教師共同規劃科技化的學習環境，嘉惠偏鄉的兒童。 

 

本論文改寫自「偏鄉行動教學教師參與分析」，發表於「2017 圖書館資訊社會研討會」，

該論文為科技部計畫之衍生論文，感謝科技部提供研究經費之贊助。另外，亦感謝仁寶電

腦公司多年捐贈偏鄉學校平板電腦，以提供偏鄉學童以新科技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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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師任教學校所屬縣市：                

2. 教師任教的學校層級：□國小  □國中 

3. 教師年資：□ 0-5 年  □ 5-10 年  □ 10-15 年  □ 15 年以上 

4. 教師曾進行行動教學的科目（可複選）：  

□語文學習     □數學學習    □社會學習   

□健康與體育   □自然與生活科技  □藝術與人文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其他（     ） 

5. 自己是否擁有使用平板電腦：□是   □否 

6. 進行行動教學所使用之載具：（可複選） 

□筆記型電腦  □平板電腦  □手機  □其他（     ） 

7. 上課學生所使用平板電腦的來源為（可複選）： 

□自己寫計畫申請  □學校與其他機構合作計畫配合所得 □學校經費購買 

□自己私人購買   □機構捐贈         □其他（      ） 

8. 目前上課班級學生人數： 

□10 人以下  □11-20 人  □21-30 人  □31-40 人  □40 人以上 

9. 配合行動教學所使用的軟體有那些： 

                                         

 

題項 反應程度 

A. 平板科技之教學應用：行動新科技之個人與教學應用看法予以 1-5 分

之同意程度評分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4 3 2 1 

1. 自己會主動找尋相關之應用軟體滿足自己需求      

2. 對於科技問題的因應，自己會主動找尋相關解決之道      

3. 我經常與朋友之間分享個人行動載具使用之經驗      

4. 我認為行動學習對學生知識的學習有密切關      

5. 我經常學習行動教學相關的軟體      

6. 我覺得自己的教學內涵，需要有讓學生使用行動載具學習的機會      

7. 我覺得行動學習對於中小學生知識的學習與探索很重要      

8. 我會我樂於參與學校申請行動教學相關的計畫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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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題項 反應程度 

9. 我覺得校方參與行動教學相關的計畫可以藉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資源      

10. 行動教學相關的計畫之申請對我而言有相當難度      

B. 行動教學管理上之挑戰：針對行動教學課堂規劃面臨之問題予以 1-5 分

之同意程度評分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4 3 2 1 

1. 就自己的教學領域，行動教學應用方面可以參考的教學模式有限      

2. 行動教學可供運用的免費學習資源有限      

3. 行動教學使用的教學資源需要花時間整理篩選      

4. 對於行動科技應用於教學的問題總是求助無門      

5. 我對行動科技之教學規劃，需要投入比他人更長的時間探索      

6. 在行動教學上，設計活動利用讓學生透過行動載具學習的活動很費時      

7. 學生對於課堂上學習軟體應用會產生使用上的障礙      

8. 讓學童使用行動學習設備時，亦擔心學童因為操作不慎而毀損設備      

9. 在自己的學校中，行動載具數量不足，課堂教學的應用多所限制      

10. 課堂使用遭遇網路斷線問題往往讓推動行動教學的意願喪失      

C. 行動教學需求建議：針對行動教學推廣上所需的推動，予以 1-5 分同

意程度評分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4 3 2 1 

1. 整合社會資源，提供符合學校的需求的協助      

2. 教育當局統籌規劃增進學習互動所需之軟體      

3. 建置資源分享的平台，以分享優質的教學資源      

4. 建立跨校行動教學教師社群，以彼此分享教師之教學經驗      

5. 對於學習成就不佳學童或弱勢學童規劃利於其行動學習之管道      

6. 提供教師多元計畫與經費的申請管道，鼓勵優質之行動教學規劃      

7. 簡化行動教學計畫申請的程序，落實行動教學之實務      

8. 舉辦行動學習親師分享會，有助於行動學習的推廣      

9. 為因應資訊教育時代，新進教師研習應加入行動學習課程      

10. 各縣市教育局應辦理年度行動學習觀摩暨成果發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