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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TS(Science-Technology-Skill)系統利用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習教學法增進化學實驗課
程的教學成效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教學（Teaching）與學習（Learning）是一體兩面的教育問題[1]。教師之所以運用
型式不同的教學策略與方法，無非是以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為職志。因為教師如
何「教」，會影響學生如何「學」
，且學生學習的成效亦會影響教師修正其教學方
式或方向。是故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在教與學過程中構成了動態的
循環連結關係。因此教學品質的提昇涵蓋了老師的教學效能及學生的學習效能。
強調教師應重視及強化自己的教學品質，以因應社會大眾對教學品質的要求及教
師本身專業地位的建立[2]。然而教學品質的提昇不可忽視教師教學方法的運用及
其課程的設計。「教學改進研究計畫」源自於美國大學教與學的學術研究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是大學追求「教學卓越」的理念與手段。
研究重點從學術專長領域的研究 (research problem in discipline)，轉向各學科教
學的研究(research problems in “teaching”)，目的是將「教」與「學」當成一個
學術領域[3]，進行探究。因此，教學改進研究計畫補助旨在鼓勵各學科教師提出
創新的課程設計，改進教學品質的策略，佐以探究的研究方法，以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
傳統實驗教學以食譜式實驗教學為主，整個教學過程學生是被動的，學生較
缺乏主動探究學習的精神[4]。而且常常因學習過程無法讓學生感覺到學習的樂
趣，所以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較弱，導致學習成效不佳。本教學改進計畫案擬利
用本校現有輔英數位 e 學網 ILMS 平台，結合資訊多媒體技術與漸進式學習理
論，強調多媒體課程內容的建置與實施的方法，利用「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習教
學法」
，並以「物理化學實驗」課程為案例，強調以課程相關之多媒體影片、報
導或文字來「刺激學習」興趣；再藉由漸進式學習單元主題「引導學習」
；最
後，經由課程相關範例知識或程式延伸學習主題來「加強學習」成效。綜言之，
本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習教學法即建構在 ILMS 平台上：刺激學習、引導學習及
加強學習等三階段學習知識網雲端下的教學成效改進案。
一般而言，在國內教育系統中大多數仍是以講述教學法（Lecture Teaching
method）為主。雖然教師在進行講述教學法的過程中，有些會利用電腦配合案例
或問題討論的方式，刺激或引導學生的思考，但基本上講述教學法仍是較導向單
向被動的方式佔多數[5]。而且講述教學法較以單向度的學習為導向，意謂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較少主動參與學習過程，較被動式的等待及接收教師給予知識，而將
其記憶下來。然而現今的教育理念已導向大專生在學習過程中應具備獨立思考及
批判思考的能力，因此，講述教學法已不能應付現今教育對學生的培育目標。再
者講述教學法較著重在「機械式學習」方式，意謂「被動」
、
「膚淺」或「複製式
學習（reproductive learning）」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主要是被動地記憶記取教學內
容，新概念並無法有效地與過去既存的認知結構進行聯結，致使每次學習過程皆

是以外掛方式進行記憶的累積[6]。又傳統黑板教學與實驗室教學環境下，一對多
且學生聽課位置差異下，經常導致教學效果的差異；特別對於實驗課程效果更是
糟糕。其成因在於分組學生人數過多、實驗操作設備有限、食譜式的實驗方法缺
乏探究動機、實驗結果無法與生活經驗或產業應用結合，導致學習效果不明顯
[7]。
雲(cloud)端(divice)資訊科技的興起，現代的教學環境下，不僅資訊科技蓬勃發
展，攜帶裝置(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更扎實地改變人類的生活，亦改變人
們對整個世界的感覺和領會。攜帶裝置普及的原因，相信是因其“多、快、準、
美”四種特質所致。特別在於攜帶裝置能同時處理”多”樣項目，其計算速度
既”快且準”，應用於視覺表達設計上，著實比起傳統的文字、圖片等平面構成
之”美”學效果大佔優勢[10]。多媒體技術的出現更體現電腦應用的價值。近年
來，多媒體技術得到迅速發展，多媒體系統的應用更以極強的滲透力進入人類生
活的各個領域，如遊戲、教育、檔案、圖書、娛樂、藝術、股票債券、金融交
易、建築設計、家庭、通訊等。其中，運用最多最廣泛也最早的就是電子遊戲，
千萬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為之著迷，可見多媒體的威力。簡言之，多媒體技術就是
利用電腦把文字、圖形、影像、動畫、聲音及視頻等媒體資訊都數位化，並將其
整合在一定的互動式介面上，此乃所謂雲(cloud)端(device)科技時代的來臨，使資
訊科技具有交互展示不同媒體形態的能力。它大大的改變人們獲取資訊的傳統方
法，符合人們在資訊時代的學習與生活方式。
本計畫擬結合資訊多媒體技術與漸進式學習理論，利用「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
習教學法」，以「物理化學實驗」課程為案例。並利用本校建構之數位知識 e 學
網 ILMS 平台，提供之講義作業與媒體文件上傳、互動討論區、線上考試等線上
與離線功能，來解決傳統課堂講授的缺點。強調經由黃金學習三階段：刺激學
習、引導學習與加強學習，來兼顧知識與能力的培採用多媒體技術來刺激學習及
加強學習，進而提升修課學生之學習成效，改善傳統食譜式實驗課程的教學瓶
頸，傳授生活或產業實用化學實驗技術，育成學生的考照力與就業力。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近年來漸進式學習概念亦出現在許多文獻上探討其對學習成效或系統效能的響。
諸如：黃錦輝與方貝盈[12]探討漸進式學習法針對學習地圖相關技能的成就判
斷、表現改善及學習的影響；楊勝源[13]探討：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習教學法之
研究 – 以智慧型程式設計課程為例；王柳鋐與韋秉妤[14]探討漸進式學習模型能
夠有效利用每一次互動機會，提昇受測者偏好模型的精確度；因此可解決傳統互
動式遺傳演算法互動次數過多導致的疲勞問題；許書瑋及李蔡彥[15]以快速展開
亂數樹為基礎所設計的漸進式街圖運動計畫器，探討機器人路徑計畫經由漸進式
學習法，提供最佳路徑搜尋的機會。但是國內鮮少有用於實驗課程教學者。
文獻上亦有諸多引用多媒體技術來探討輔助教學或提升學習成效的範例。例
如：許乃丰[16]探討國際學生對於英語互動式多媒體教學系統 ELLIS 的接受使用
程度，期望藉由科技接受模式，分析影響在全美語的學習環境下接受 ELLIS 系統

的因素；李金玲[17]探討教師多媒體教學的呈現方式對國小低年級學童學習成效
及學習保留的影響，並了解性別和學習風格對國小低年級學童多媒體教學的學習
成效的影響，以及學生對各種多媒體教學的呈現方式的看法；賴學聖[18]瞭解中
山附醫員工教育訓練之學習狀況，藉由觀察與深度訪談來了解中山附醫員工教育
訓練的情形與困境，並提出以多媒體所製作數位教材來改善教學困境與教學成效
等相關問題。
3.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本實驗對象為四技大學生，對化學認知主要來自國中理化和
高中職化學，從學測成績知曉其自然科成績普遍低落，故選擇此階段學生作為研
究對象。本教學改進計畫案擬利用本校現有輔英數位 e 學網 ILMS 平台，結合資
訊多媒體技術與漸進式學習理論，強調多媒體課程內容的建置與實施的方法，提
出「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習教學法」，並以「物理化學實驗」課程為案例，強調
以課程相關之多媒體影片、報導或文字來「刺激學習」興趣；再藉由漸進式學習
單元主題「引導學習」；最後，經由課程相關範例知識或程式延伸學習主題來
「加強學習」成效。綜言之，本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習教學法即建構在：刺激學
習、引導學習及加強學習等三階段學習金三角下的教學成效改進研究案，豐富學
生學習的多元需求，進而堅定其續學的動機與意願。本計畫的研究方法擬採取
ADDIE 共有五個步驟[19]，如圖 1 所示敘述如下：

圖 1 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習教學法研究流程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A)學生學前能力問題分析
本研究的調查的對象是化材系三年級的學生 22 位,課程為必修科目物理化學實驗,
每周四節課。圖一為學生學前能力分析，係針對的學生的數學、化學、數學與英
文等基本知能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整體而言皆不佳，若以四科等值加成平均為學
前能力，22 位中僅三位及格超過 60 分。本課程使用硬體為貴重儀器，人因介面
又皆以外文為主，若不引進新的教學方法，恐不易突破其學習障礙，獲得適性的
教學成效。
4.

圖 2 學生學前基本能力分析
(B)多媒體課程教材設計
基於「物理化學實驗」課程為共有 8 個單元實驗，實驗的理論與操作關鍵流
程，皆能以動畫呈現，每個動畫皆搭配顏色、簡單概念字幕、聲音與音樂，應實
驗簡介的就 wave 檔、實驗理論內容 powercam 檔、實驗操作手冊 word 檔。並佈
置於學校的 e 學園上，詳如圖 3 所示。學生可於手機、電腦、平板等任何攜帶型
電子裝置中學習。

圖 3 影音教材網路資料

(C) ILMS 數位教學平台發展
本教學改進案是在 ILMS 數位平台的運作下，詳見圖 4

圖 4 ILMS 多媒體教學平台
基本發展方法在於：刺激學習慾望、引導學習目標、加強學習目的，敘述如下
[20-21]：
(i) ILMS 平台刺激學習：WAV 影音多媒體教材，內容應與課程關聯性高、內容簡
短（15 分鐘為宜）。能與課程相關產業關聯度高者佳，因為學生最在乎學了本課
程能對他的未來有何幫助，進而能刺激學生的興趣與學習動機。
(ii) ILMS 平台引導學習：數位教材內容 PPT，應有代表性、難度適中、不宜過多
（50 分鐘為宜）、文字應具啟發性、內容事先發佈讓學生知道；讓程度佳的學生
能事先預習，達到因材施教之的；課後再做小組討論、整理成報告。教師審視報
告無問題後，進行實驗現場教學。
(iii) ILMS 平台加強學習：前二周 ILMS 平台告知學生題目，要求學生個人與小組
合作進入查詢相關講義資料，並將資料整理成報告上傳 ILMS 平台老師審查，實
驗完成請學生將實驗結果整理成實驗報告，並於隔週上傳繳交實驗報告，實驗報
告內容須有實驗題目、實驗目的、實驗步驟、實驗結果和心得與感想，心得與感
想部分，若是實驗失敗必須試著檢討失敗的原因應致力建構自我的知識，努力探
尋適合自己學習、知覺與經驗的方式，進行更有效、更有意義的深度學習，使自
我知識的建構能涵括思考、反省與行動，建構學生主動式的終身學習能力。
(D) 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習實施

圖 5 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習教學法實施流程
本計畫 ILMS 平台漸進式多媒體教學法實施時，教師、學生及同儕等的教學互動
與學習歷程皆紀錄於 ILMS 平台。實施的流程詳如圖 5 所示。不同角色的工作執
行說明如下[22]：
(i) 教師主導：課堂的刺激、引導與加強學習三階段，課餘及假日的 ILMS 平台線
上家庭作業與討論區，增強雙向學習的師生互動，彌補課堂講授單向學習的不
足；更可利用測驗了解學習的成效，然而作業與測驗均不宜過多或過難，避免衍
生學習反效果，甚或喪失學習興趣；
(ii) 同儕合作：ILMS 平台小組作業區最佳，擅用課堂、課餘或假日延伸學習時
間，體現獨立個體與團體合作間的學習差異，間接培養獨立、合作、分享、創
造、思考等務實技能，再度體驗知識與技能的重要；
(iii) 自我學習：ILMS 平台課程講義與教材內容事先上網，除了讓學生能兼顧預習
及複習的雙贏成效外，更能激發及訓練學生自我學習的能力，避免如溫室花朵
般，需要人呵護與引導才能學習，間接培養獨立探索知識的能力。
(2) 學生學習回饋
本研究的調查的對象是化材系三年級的學生 22 位,課程為必修科目物理化學實驗,
每周 3 節課。圖 6 為期末針對學生對多媒體教材的意見調查，結果發現無論教學
方法與內容整體滿意度皆超過 90%。

圖 6 期末教學反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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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ilms 教學系統輔助教學比較調查

圖 7 教學反應調查顯示使用 e 學網 ILMS 平台以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習

教學法比較於未使用者，確實可大幅改善教學方法與內容，進而增益學生學
習成效，提高為 4.75。
(3) 教師教學反思
本計畫已完成工作內容依序為:
1. 在輔英知識數位網 ILMS 平台建立完整的實驗課程數位學習與教學歷程檔
案。
2. 完成 8 個實驗單元的多媒體實驗教學錄影檔。
3. 完成 8 個實驗單元的多媒體實驗教學講義 ppt 檔。
4. 完成 8 個實驗單元的多媒體實驗操作手冊 word 檔
5.完成漸進式多媒體引導學習教學法的教學反應評鑑分析。
6.完成一篇研究報告。
對於改進教學的具體貢獻如下:
1. 改善學生學習方法與成果，可量化的學生學生成績提升 17%。
2. 增進老師教學成效與提升學習氛圍，可量化的教學反應調查評超過 4.5(5
級分)。
3. 增益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可量化的學生到課率提升 20%。
4. 計畫成果可供本院所有實驗課程與本校類似課程參考引用。
綜合而論，本計畫成果不僅在實驗教學上具有參考價值，在老師教學方法的
改善與學生學習成效的具體呈現於教學反應調查。參與計畫的研究人員，不
僅可得到實驗技術探究的多元訓練，熟悉資訊多媒體的製作與操作，對教學
方法理論與反應調查的統計分析技術等相關領域，也能有更廣泛且深入的瞭
解，為【技職再造、榮景重現】的教育目標，做出具體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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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Appendix)
(1)教材影音分享網址
http://speech.fy.edu.tw/channel/show/id/360
http://speech.fy.edu.tw/channel/show/id/177

(2)ilms 教學互動平台
https://ilms.fy.edu.tw/course/27871
https://ilms.fy.edu.tw/course/22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