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9），頁 288-293 自由評論 

第 288 頁 

翻轉新視界－結合磨課師（MOOCs）的藝術教育 
鄭念慈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的主要任務在促進統整人格

的發展，藝術為人類精神生活的反

映，從事藝術活動有助於智慧的提

升、情感的陶冶、情操的培養、以及

整體精神力量的發展，藝術因而成為

達成教育任務的必要媒介（劉豐榮，

1986）。而藝術在學習各階段皆不可或

缺，以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為例，藝術領域課程包含

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的音樂、視覺藝

術與表演藝術，以及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的音樂、美術、藝術生活等必修

科目，與表演創作、基本設計、多媒

體音樂、新媒體藝術等加深、加廣選

修科目（教育部，2015）。所以藝術從

國小到高中都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

門領域。此外，在資訊科技與網路發

達的社會，儼然科技與人的生活密不

可分，教育也無可避免，透過網際網

路取得知識或使用資訊科技等數位媒

介進行教學，在二十一世紀資訊時代

中更顯重要。因此，十二年國民教育

中新增科技領域，面臨科技化社會，

科技素養儼然成為現代國民應具備的

另一種基本素養。再者，相關研究（施

盈吉，2007；高震峰，2010；陳燕蓉，

2007；劉建增、李堅萍，2005）發現，

資訊科技融入藝術領域讓學生有良好

的學習表現，可見，各學習階段藝術

領域與資訊科技結合刻不容緩，有助

於提升學習成效。 

 

然而，社會大眾對於學習藝術教

育經驗是不足的，甚至在學習的過程

中藝術課程不受重視。以下歸納現今

藝術教育問題有三：（一）藝術教育脫

離生活，只重視「教」藝術的知識，

忽略人文與環境互動；（二）教師從藝

術家的專業角度教導學生，並以單向

式傳遞知識，忽略藝術素養才是大眾

美術教育的特性（陳燕蓉，2007）；（三）

藝文師資不足，常見非專才專任教師

教授藝文課程，甚至淪為副科，因而

無法教導學生藝術教育內涵（呂燕

卿，2010）。上述問題反映出藝術教育

不被重視的原因是過於知識性的學

習，老師過於重視藝術知識教授、單

向式傳統教學，因而無法被大眾接

受。當老師著重知識與技術的教學，

學生無法在課堂上馬上吸收，便會失

去學習機會。當學生無法從中獲得滿

足便會逐漸失去學習動機而無法體會

藝術的重要性。因此，藝術教育在教

學法上勢必做出改變，突破上述教學

困境，使藝術教育的「教」與「學」

開創新的道路。 

近年來出現許多創新的教學方式

來解決傳統教學的問題，希望學生成

為學習的主導者，不再從學習中逃

走，而 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簡稱 MOOCs 或磨課師，又

稱為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就是其

中之一。藉由磨課師可以讓學生自主

學習，從知識接收者轉化為生活學習

者，課程中要參與活動，不再被動式

的接受，進而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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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婷，2014）。國內學者指出磨課師有

多項特色，可以改善教學品質、提升

學習成效，以下筆者整理如下：（一）

課程開放性，打破在教室學習的時空

限制；（二）自主性：學員成為學習的

主人，由學員自己決定學習進度，展

現主動學習的精神；（三）分段式：學

習內容以小單元影片呈現，避免長時

間學習降低學習成效；（四）互動式：

平台中設有討論區，學員可隨時提出

問題或補充相關資訊，解決學習者問

題促進雙向溝通；（五）教材資源具廣

佈性，將各平台資源整合成一門課程

利於學習；（六）社群式：以學習社群

的方式，透過網路相互討論學習心得

和分享經驗，令學習更精進（杜依倩，

2014；吳清山，2013；黃皓偉，2014）。

呂冠緯（2015）指出磨課師學習不侷

限於教室，而且老師可以透過平台掌

握學生學習進度，在課堂內無須重複

講述簡單概念，而是解決學生學習問

題，安排延伸、具跳躍思考之活動。

由此可知，藉由磨課師自主性特色，

可以改善被動學習的問題；分段式特

色可解決學生概念不清而無法重新學

習之困境；互動式特色可以即時解決

學生問題，非侷限於教室中，若將磨

課師結合藝術教育應有其提升學習成

效、解決藝術教育困境之可能性。 

磨課師是否有可能改善教育現場

中藝術領域所面臨的問題，而 108 年

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教是否能與磨課

師結合促進教育進步，以下筆者先說

明磨課師的發展、理念及特色，接著

說明磨課師融入藝術教學的現況與成

效，最後分析十二年國民教育藝術領

域課程綱要的內容與特色，並分析磨

課師與十二年國民教育藝術領域結合

之可能性，以期改善教學困境，進而

達到課程目標，期許即將上路的十二

年國教課綱實施能更加順利。 

二、磨課師的發展、理念及特色 

現階段有許多創新教學法，磨課師

就是其中一種，以下筆者介紹磨課師的

發展、理念及特色。磨課師這個名詞最

早 是 由 兩 位 加 拿 大 學 者 Bryan 

Alexander 與Dave Cormier 於 2008 年

所提出的概念，藉由開放的平台激發學

習者共享教育資源，而學習者則透過各

種連結進行廣泛的學習，目的在發展一

個線上協作的學習環境 （劉怡甫，

2013）。接著，2011 年前史丹佛大學資

工系教授在可汗學院(Khan Academy) 

的 激 勵 下 ， 將 「 人 工 智 慧 概 論

（Introduction Into AI）」課程開放至網

路上，其註冊率迅速達到約 16 萬人，

同年，Andrew Ng（吳恩達）教授也將

自己的課程公開在網路上，同樣吸引了

10 萬人報名，這兩名教授因成效極佳

而受到鼓舞，先後在 2012 年創立營利

性質的線上學習公司 Udacity 和

Coursera，麻省理工學院與哈佛大學也

在同一年集資立了非營利公司 edX（劉

怡甫，2013）。2012 年 MOOCs 興起，

其教學平台讓每個人皆有機會接受高

等教育，且提供如同實體教室的學習經

驗，因此紐約時報形容 2012 年為

MOOCs 元年（何榮桂，2013），將 2001

年 MIT 開放式課程 ( OpenCourseWare, 

OCW ) 的單向閱覽，轉變為雙向的教

學、評量與認證（劉怡甫，2013）。磨

課師透過網路開設的開放式課程和大

規模互動參與，提供課程者依其興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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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註冊並選讀。有別於傳統的開放式課

程，磨課師課程依據主題需設計並錄製

小單元，每個影片必須控制在十五分鐘

內，每週課程也由教師自行規劃作業內

容，學生可自行決定學習進度、完成線

上學習與評量、並給予即時線上回饋

（吳清山，2013）。磨課師的興起到現

在為教育帶來不一樣的風景，更因磨課

師的特色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成效。 

筆者歸納磨課師特色如下：（一）

課程開放性，打破在教室學習的時空

限制；（二）自主性：學員成為學習的

主人，由學員自己決定學習進度，展

現主動學習的精神；（三）分段式：學

習內容以小單元影片呈現，避免長時

間學習降低學習成效；（四）互動式：

平台中設有討論區，學員可隨時提出

問題或補充相關資訊，解決學習者問

題促進師生或生生雙向溝通；（五）教

材資源具廣佈性，將各平台資源整合

成一門課程利於學習；（六）社群式：

以學習社群的方式，透過網路相互討

論學習心得和分享經驗，令學習更精

進（杜依倩，2014；吳清山，2013；

黃皓偉，2014）。近幾年，教育模式出

現極大轉變，結合平台作數位化學習

的磨課師，在教學現場運用數位科

技，翻轉過去老師於課堂講解內容，

在教學與學習上皆有好的成效。因

此，為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運用

磨課師讓學生線上學習，隨時掌握學

習進度及確實瞭解學習問題，打破學

習空間的限制，改善單向授課學習的

上課方式，採用多元的教學方法與評

量方式，結合各種教學媒材，此教育

轉變更能解決教育之困境。 

筆者也曾錄製磨課師影片並運用

於課堂中，學生課前先觀看教師錄製

好的教學影片，並請學生摘錄重點或

寫下問題，上課時再一同與學生討

論，引導學生深入學習，學生的學習

態度比過去更加積極投入，也因為教

師出在影像中覺得新奇，因而更願意

專心觀看影片內容，提升學習效果，

實為磨課師影片帶來的效益。雖此次

運用磨課師影片教學並非藝術相關科

目，但筆者相信磨課師的特色與優點

不侷限於某些科目，應可廣泛應用於

教學現場。 

如何將磨課師與藝術教育結合，

運用資訊科技優勢進行新型態的美術

學習模式，將是當前藝術教育的重要

課題。然而，磨課師在藝術教學上的

相關研究仍有限，但因磨課師是運用

網路平台進行教學，以下筆者藉由網

路平台融入藝術領域之文獻來說明其

重要。 

三、磨課師融入藝術教學之重要性 

在網路數位時代，網際網路累積

了豐富的藝術相關資料與資源，無論

是傳統藝術或新興的網路藝術與網路

藝術文化活動，在我們的生活中無所

不在，這些資源與流通的方式，成為

美術教師的重要教學資產與學生學習

的重要內涵（張全成，2005）。磨課師

在藝術教學上的相關研究如下：陳曼

熙（2013）透過網路同儕互評，提升

國小學童藝術鑑賞之能力。高震峰

（2012）透過班級部落格藝術學習社

群促進學生同儕互動與討論分享，呈

現多元的作品鑑賞回應。雖然磨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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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藝術教學的案例不足，但磨課師

仍有其他領域教學相關研究，且皆有

良好成效：施信源（2015）以 MOOCs

融入數學科翻轉教學模式，提升班級

數學學習成效及學習興趣，進而提升

學生自主學習。宋梅珍（2015）研究

指出線上學習網站 Coursera 之線上課

程，增進聽、讀、寫的英文能力，藉

由國外實境的學習環境，也能提高他

們的學習動機與文化交流的機會。可

見，磨課師與藝術教育結合有望改善

教育困境與提升學習。 

磨課師的特色是利用網路平台進

行大規模線上教學，屬於網路數位學

習的一種，故以下引用網路數位學習

應用於藝術教育之文獻來說明其重要

性，郭文毅（2004）藉由觀察分析學

習網站的經驗中探討網際網路對術教

學的重要性，研究發現網際網路教學

對美術教學的重要性如下： 

（一）網路是未來知識累積與整合的

場所，透過網路進行美術教學可突破

時間、地域限制，並從中學習得到多

媒體的操作能力；（二）網路是未來美

術教學及學習知識的環境，藉由網路

的即時性分享學習，解決了城鄉間的

落差問題；（三）網路是虛擬學習社群

互助教學的管道，可解決傳統教室的

時空限制，及教師專業智能之不足，

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深度及廣度；（四）

網路是科技整合與教學創新的媒介，

改變了傳統的教學，使教學更具創

新。由此可知，結合網際網路的數位

學習在教學上突破時空界線，教學資

源能隨手可得廣泛學習，以彌補當前

傳統單向教學之不足。 

資訊科技的進步影響教育學習的方

式，藝術教育亦不例外。陳燕蓉（2007）

研究發現，終身學習網路教材在國小藝

術教學領域中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成

效。施盈吉（2007）研究指出，應用網

路互動平台於視覺藝術鑑賞教學上，對

學習者在學習態度和認知學習上具有正

向之功能與價值。高震峰（2010）表示

將數位學習科技應用於各學科領域有助

提升學生之學習成就與動機，並增進同

儕學習的可能性以及評量績效。根據上

述，網路教材與網路互動平台在藝術教

育與教學上有重大影響，能提升學習者

正向的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筆者針對

上述磨課師融入藝術教育之重要性，就

以老師的角度提出十二年國教與磨課師

結合之可能性。 

四、十二年國民教育藝術領域課

程與磨課師結合之可能性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提出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藝術領域課程

綱要草案提及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的音

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課程內容適

時連結各領域，並融入各項重大議題，

結合藝術領域的基本素養與社會文化的

關切。藝術領域的課程發展，強調以核

心素養來連貫各階段的學習，「核心素

養」強調藝術學習不僅限於知識及技

能，而應強調藝術學習與生活、文化的

結合，透過表現、鑑賞與實踐，讓學習

者得以全人發展（教育部，2015）。當學

習以核心素養為中心時，期能改善藝術

教育脫離生活，只重視「教」藝術知識

的困境，筆者認為十二年國教是為改善

教育困境而改，身為教育者皆希望教育

能持續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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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筆者就教材編選、教學實

施、教學資源、學習評量四大面向說

明國民小學視覺藝術之實施。首先，

教材編選應連結學生生活經驗，透過

體驗逐漸引導學生學習媒材、技法、

構成要素與形式原理、符號概念與藝

術鑑賞等知能，並鼓勵學生創意表現

與多元思考。再者，教學實施應營造

適合學習者的藝術學習情境，教師運

用多元教學法發展藝術基礎技能。此

外，教學資源方面應充實各種教學媒

材，整合各項資源拓展學生藝術視

野，善用網路平台提供學生自我學習

及相互觀摩的機會。最後，由於現代

藝術活動多樣化與媒材多元的特質，

學習評量應採多元的方法，如自評、

同儕互評、實作評量等，重視學習的

歷程與情境，將藝術知識、表現過程

與完成作品整合於生活實踐中（教育

部，2015）。由此可見，藝術領域重視

課程與生活連結，採用多元的教學方

法與評量方式，結合各種教學媒材，

培養以學生為中心的感知覺察、審美

思考與創意表現能力，從快樂學習的

過程，充實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筆

者發現磨課師的精神與十二年國教藝

術領域之理念及特色不謀而合，培養

學生藝術知能，提升藝術鑑賞能力。

磨課師融入藝術教學就是將磨課師視

為一種方法，並融入於教材、課程與

教學中，以其滿足學生需求。 

五、結語 

本文透過分析創新教學磨課師融

入藝術教育，從藝術教育的重要性及

面臨之問題試圖找出解決方法，筆者

發現資訊科技融入藝術教育教學有助

於改善教學困境。更因應即將施行之

十二年國民教育，藝術領域也不同以

往，十二年國教將過去分科的科目統

整在一起，是統整課程概念的開始，

課程由淺至深、由近到遠，從國小一

年級到高中三年級整合學習，從能力

轉換為核心素養，培養藝術學習三大

目標－創作、欣賞、實踐，透過藝術

學習，建立美感，實踐在生活中。而

十二年國教之理念及特色與磨課師部

分特色相符，可見，磨課師讓未來藝

術教育有了新樣貌，學生透過線上學

習、教學者與學習者間的密切互動，

翻轉過去課堂上的師生角色，翻轉過

去課堂上的授課模式，激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使學習成效大幅提升，以達

到藝術教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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