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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資訊與傳播科技在教育與訓練上

的運用，已經使得教育與學習的典範

在過去三十年來有了許多的轉變

（ Brandsford, Brown, & Cocking, 

1999 ）， 其 中 ， 行 動 學 習 (Mobile 

learning, 簡稱 m-Learning)已成為繼遠

距學習、數位學習後當前最受重視的

學習趨勢之一。Quinn（2000）指出，

行動學習就是透過行動運算裝置來進

行學習。Shepherd（2001）則進一步提

到，行動學習不只是數位化，它還具

有移動的特性，藉由輕便的行動學習

裝置及無線網路環境，提供了一種真

正資訊隨手可得的機會。顯見，行動

學習相較過去其他科技支援學習的策

略愈加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我國

教育部於 103 年「國中小行動學習推

動計畫實施方案」中，遴選全國 123

所學校，鼓勵學校善用資訊設備發展

以「學習者為中心」之多元創新教學

模式，藉此推動及評估行動學習在教

學上應用之可能，筆者任教之學校亦

為其中受補助學校之一。因此，依筆

者實際的教學經驗，本文首先提出行

動學習的教學實踐示例；其次，針對

此教學實踐進行多元的反思，根據反

思結果，期能提供基層教育工作者應

用行動學習於教學歷程之參考。 

一、行動學習的教學實踐 

根據 Chang, Shen, & Chan（2003）

等人的歸納，行動學習活動可分為室

內個人行動學習、戶外個人行動學

習、室內合作行動學習，以及室外合

作行動學習等四類。在本行動學習

中，筆者根據任教科目屬性、學習者

學習背景、教學環境安排、教學資源

取得等特性，乃採取室內合作行動學

習的模式進行此教學實踐。茲將設計

理念、班級經營、教學目標、及教學

活動與流程，敘述如後： 

(一) 設計理念 

本教學活動，係以資訊融入英語

領域的方式進行。首先，就教材內容

而言，筆者擔任六年級的英語領域教

學，六上康軒版英語教科書前三單元

為「格列佛遊記」，單元內容係以周遊

列國的方式介紹國家的概念。據此，

本教學活動嘗試援引世界公民的想

法，由教師帶領學生認識自己社區環

境（或家鄉）開始，進而設計一本介

紹臺灣的電子書，期能讓世界其他地

區或國家的小朋友，也能有機會認識

身處亞洲的我們。其次，就資訊融入

而言，筆者藉助平板電腦（iPad）、瀏

覽器、App 應用程式、PowerPoint 等媒

材，於課前準備活動，課中發展活動，

以及課後綜合活動與評量等部分，實

施行動學習的教學，期能翻轉教學，

改變過去以「教師為中心」的師生學

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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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班級經營 

為能符應行動學習的教學理念，

筆者於教學前、中、後說明與善用各

資訊媒材的特色與功能，以期達到有

效教學之目的，且讓教學活動能順利

進行，包括： 

1. 平板電腦（iPad）使用前的影片觀

賞，讓學生明瞭使用平板的規則

與建立習慣。 

2. 老師下口令後，才可打開平板電

腦（iPad），否則喪失使用的權利。 

3. 下課前請組長收齊、檢查平板電

腦（iPad），並請小老師再次確認、

清點與協助充電。 

4. 給予每部平板電腦（iPad）編號，

每一位學生皆依編號使用，有問

題教師可立即掌握學生的使用狀

況。 

5. 教學歷程中，運用 Class dojo 應用

程式對學生個人學習表現或小組

團體表現給予加減分（如積極認

真、勇敢發言、幫助同學……），

期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三) 教學目標 

1. 能說出自己來自於哪個國家，並

能運用學過的單字與句型作簡單

的自我介紹（如 Name, Country, 

Favorite food, Color, and Animal）。 

2. 能運用課文中的單字與句型，做

本單元內容讀寫和口說的練習。 

3. 能使用行動裝置附加的功能，完

成本單元社區宣導單與電子書的

製作。 

(四) 教學活動與流程 

1. 有聲有色的社區宣導單 

(1) 教學說明：教師帶領學生透

過對本單元基本句型（如國

家、方位）的認識，請學生

說出並畫出個人心中的社區

環境或家鄉圖像，同時利用

先前課堂教過如何介紹建築

物方位的說法，模擬邀請他

人至自己的社區或家鄉遊

歷。教學歷程中，利用 Doceri

應用程式，結合影像、繪畫、

文字與聲音等功能，製作一

份介紹自己社區（或家鄉）

的宣導單，讓學生能充分兼

顧與展現英文聽、說、讀、

寫等能力。 

(2) 觀察與發表：引導學生透過

YouTube 觀看 Where are you 

from? 從簡易歌曲中帶入教

學的主題。其次，運用 Google 

Map，帶領學生尋找自己居住

社區或鄉鎮的建築物，並能

夠指出與說出正確的方位。 

(3) 實作與分享：學生首先利用

紙本書寫與描繪一份介紹自

己社區環境或家鄉的宣導

單。之後，利用平板電腦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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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功能，結合 Doceri 應用程

式，完成數位化的作品。待

學 生 作 品 完 成 ， 上 傳 至

Dropbox 應用程式，並利用教

室數位廣播系統，進行學生

作品的相互觀摩與分享。 

(4) 評量：利用 Pingpong 應用程

式做即時線上測驗，評量學

生對於本單元內容的認知與

理解程度。 

2. 臺灣電子書的製作 

(1) 師生討論：教師首先利用 ppt

投影提問: How to introduce 

Taiwan? 引導學生從自身的

經驗，假設若要介紹臺灣給

其他國家人民認識，有哪些

是重要的部分？好讓其他國

家的人民，能夠快速的瞭解

我們。在師生討論的過程

中，學生提及了六個可供思

考的面向，包括：Geography, 

Capital and Currency, 

Traditional Food, Traditional 

Festival, Famous People, 

Beautiful Place 等。 

(2) 分組活動：教師將學生分成

六組，採異質分組的方式，

每一組有五位同學，活動初

始，每組先分配兩部平板電

腦，2-3 位學生共用一部，以

進行上述與臺灣有關資料的

蒐集。資料蒐集後，進行資

料的分析與篩選，再發給每

生 一 部 平 板 電 腦 ， 利 用

NoteLedge 應用程式，結合繪

圖、文字書寫、錄音、錄影

等功能，由學生個別製作一

頁介紹臺灣的動態電子書。 

(3) 統整與發表：學生在完成個

人的頁面之後，將檔案儲存

在 Dropbox 應用程式，最後

集結成完整的臺灣介紹，進

而轉存成 pdf 檔播放，並進行

口頭發表與分享。 

二、行動學習教學實踐之反思 

筆者應用行動學習於教學之初，

曾經有過種種的疑惑：行動學習真的

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效能嗎？學生會不

會拿著 iPad 亂玩，反而不聽課呢？課

室的管理該如何進行？在歷經實際的

行動教學後，這些疑問也逐漸獲得了

解答。筆者透過課室觀察、教學者的

反思1、與學生的訪談2，嘗試勾勒出行

動學習應用於教學涵括的特點及其面

臨的限制。說明如下： 

(一) 教師角色與教學型態的轉變 

在行動學習的教學過程中，教師

的角色從過去知識的傳遞者與控制

者，轉變成知識的轉化者與輔助者。

此外，必須打破的迷思是，行動學習

不是讓教師在課室中變得更為輕鬆、

不用上課，徒讓學生自己學習。相對

的，行動學習課前的準備相較過去更

為重要，才能讓學習變得更有效率。

誠如筆者在教學歷程中反省到： 

「教學前，授課教師必須自身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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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使用 App、教學網頁的知能和技

術。因此老師備課與設計課程的時

間會增加，而為能提升學生的學習

效率，教師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去

發展教學設計。」（R20141005） 

「雖然學習工具改變、學習主體性

改變、資訊科技已達爆炸的時代，

學校的教育與學習，教師仍是教學

的靈魂所在。在社群網站上，看到

許多優秀的行動學習案例分享，但

哪一個不是用心的教師去做規劃

設計，才能讓孩子享有學習的樂趣

和果實。」（R20141114） 

顯見，行動學習必須改變教師過

去習以為常的教學型態。若從教學準

備的角度來看，或許它會成為當前教

師教學的額外負擔；然而，若從教學

效果的角度觀之，教師角色的轉變、

用心的課程規劃，不但能觸發學生的

學習興趣，更能讓學生成為真正學習

的主體。 

(二) 學習動機與學習效果的提升 

傳統的英文教學，總是透過講述

或大量的紙本練習，導致學生學習的

動機不夠強烈，學習的效果難以彰

顯。然而，藉由學習方法的改變，行

動載具的運用激發了學生更多的學習

熱忱，學生也更樂於展現個人的學習

成果。就以英文口語練習為例，傳統

的課室學生總是小聲的念讀或朗誦，

甚至羞於開口，導致教師無法仔細聆

聽與了解學生的個別發音與閱讀問

題。 

然而，透過教學 App 應用程式，

藉由聲音與影像的存取方式，學生不

但勇於開口，教師也更能掌握學生的

學習表現。從課室觀察中可以察覺，

學生在口語錄音錄影的過程中，更專

注於個人的表現，甚至有學生主動向

老師求助，覺得自己說的不夠好，要

求重新來一次。部分學生在課後訪問

中亦提及： 

S20：「使用平板的行動學習，不但

增加課程趣味，也讓學習更便利。」

（I20141124） 

S15：「我覺得使用平板不但可以讓

學習更便利，也可以把作業快速的

完成。此外，還可以用平板裡的瀏

覽器查詢不會的單字，還會把單字

念出來讓我們知道單字的發音，所

以我覺得我喜歡平板的學習。」

（I20141124） 

由此可見，行動學習的教學有助

於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效果的提升。

此外，多樣化的學習歷程記錄，以及

多元化的作業表現，更讓學生樂於學

習。特別的是，學生的作品成果超乎

教師的預期，充滿學生的創意與想像

力，顯得彌足珍貴！ 

(三) 學習過程與知識取得的改變 

在傳統課室的學習中，師生之間

或生生之間的互動，往往侷限於單向

的溝通而缺乏雙向或多向的交流。然

而，在本次行動學習中，依筆者的觀

察，學生在實際操作載具或教學 App

時，經常能相互幫忙、解決問題，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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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主動提問，這是傳統課室比較難看

到的景象。受訪學生有著這樣的描述： 

S10：「在這段期間，我們都用平板

上課，我覺得非常有趣，有困難

時，大家都一起討論，增加彼此的

感情並互相交流，讓我感受到另一

種學習的方式。」（I20141124） 

S22：「我用了平板學習之後，學會

了團結、分享，能和組員一起分享

學習內容、分工合作完成電子書。

在過程中，雖然有些困難和衝突，

但我們試著溝通，不但增加組員彼

此之間友誼，也更順利的完成任

務。因此，我們先慢後快，完成自

己的工作之後，到各組幫忙和支

援，感覺很融洽。」（I20141124） 

S23：「這種學習方式帶給我歡樂的

經驗，過程中和同學熱烈且愉快的

討論，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與感

動。盼望還有機會可以繼續使用平

板學習，和同學們一起交流。」 

由上述學生的談話可知，透過行

動載具的學習方式，能即時解決學生

的學習需求，增進學習過程中師生或

生生之間的溝通與互動。誠如 Seppala 

& Alamaki （2003）對於行動學習的詮

釋，它是一種最終極的彈性學習方

式、最富彈性的學習環境。 

除此之外，行動學習讓知識的取

得不再是被動地汲取片段零散的知

識，而是主動地尋求探索知識的方

法，建構知識的統整性。以本單元教

學為例，筆者帶領學生認識的不僅是

國家、方位等英文基本句型，更能透

過宣導單及電子書的製作，建構學生

對於社區、家鄉或國家的完整圖像。

如同學生 S16 所言：「有了這種新的學

習方式加上老師的教導，讓我學習到

如何自我學習，讓我學習到更完整的

知識，而這些知識不一定要在課本上

才能獲得。」（I20141124） 

(四) 行動載具與課室管理的定位 

行動載具的善用乃是行動教學成

功與否的要件之一。而以行動載具進

行資訊融入學科教學，可歸納出幾項

優點（蕭顯勝、蔡福興、游光昭，

2005）：行動輔具可以人手一台、教學

情境不受限制、資訊隨手可得、資訊

交換方便快速、數位手寫、攝影功能、

合作學習容易進行等。在本單元教學

活動中，透過教學活動的有效安排，

以及載具中各應用程式的選擇與使

用，依筆者的觀察與反思，教學效果

大體能夠符應上述揭櫫的若干優點。

然而，載具的使用仍有其需具備的條

件與限制，筆者在教學歷程中曾有如

下的反思： 

「行動載具的使用仍屬於教學工

具的應用，教師在教學上不應受限

於工具。由於行動學習需要學生能

同時上網路，因此教室內外的資訊

網絡必須確保流暢，否則資訊中心

或學校的網絡斷線時，勢必影響教

學。因此，教師必須保有應變的能

力，採用其他教學方式，否則打斷

課堂節奏，花費時間解決資訊問

題，卻無法提供正式課程應有的質

量，將會違背學生有效學習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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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R20141120） 

「有些教師將平板的學習定位在

拍照、瀏覽器的運用…，如此只是

將電腦教室的桌機以及數位相機

的功能應用而已，此教學則失去行

動學習希望培育學生五大關鍵能

力的效能。畢竟無須運用平板也可

以拍照、查詢網頁。因此，教師的

行動教學仍須具備使用平板教學

的技能，才能將行動學習的課程設

計與運用方式，結合正式課程，化

繁為簡，促進有效率的學習。」

（R20141122） 

由上述反思可知，行動載具的使

用絕非有效教學的萬靈丹，學校資訊

軟硬體的建置以及教師行動教學技能

的具備與否，在在影響行動教學的成

效。換言之，教師才是行動教學的主

體，而非附屬於行動載具的客體，如

此，才能真正發揮行動載具的功效與

促進有效的行動教學。正如 Pinkwar

等人（2003）所言，行動載具的使用，

不是要讓教育的情境被資訊科技所掌

控，而是要讓行動載具成為傳統教學

中的一部份，成為教學中一種隨手可

得的資源或輔助性工具。 

其次，行動載具對於學生的吸引

力，是否也會對課室管理產生困擾

呢？事實上，從課室的觀察可以發

現，學生在利用平板學習之後，學習

的專注力反而愈加提升，因其深怕錯

過每一個載具或應用程式的操作流

程。因此，在課室管理上，教師毋需

時刻透過獎賞或處罰的用語約束學

生，學生即能展現高度的自律，更加

珍視使用的學習工具。唯值得一提的

是，教師也能使用載具搭載的 App 應

用程式作為課室管理的工具，然而，

時間一久，學生顯得疲乏而失去新鮮

感，使得班級管理仍有賴教師用心經

營才得以維持，故無論再好的行動載

具與 App 管理程式皆無法取代教師的

角色，此再次突顯教師在行動教學中

所扮演關鍵要角的地位。 

三、結語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將資訊教

育列為六大議題之一，並強調「資訊

融入學科教學」之必要。甫於今年初

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草案）》，更將資訊科技提升

至八大學習領域的範疇。顯見，資訊

教育已成為當前教育改革重要趨勢之

一。而在資訊融入教學的策略與方法

中，「行動學習」更成為當前學界與實

務界關注的重要議題。本文嘗試以筆

者自身教學經驗為例，提出行動學習

應用於英語教學的具體示例，在此示

例中，透過行動載具及教學應用程式

的使用，引導學生先後完成「社區宣

導單」及「臺灣電子書」的製作，藉

此突顯行動學習以「學生為中心」取

替「教師為中心」的師生學習模式。 

經由此教學實踐與多元反思，筆

者試圖歸納行動學習應用於教學的若

干特點：其一，教師角色與教學型態

從過去知識的傳遞與控制，轉變成知

識的轉化與輔助，以凸顯學生做為學

習的主體而非客體。其二，透過行動

載具與教學應用程式的使用，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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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動機與學習效果獲得了提升，激

發高度的學習熱忱，展現多元的學習

成果。其三，相較傳統課室學習，學

生的學習過程從過去單向溝通轉變為

多向交流與互動；知識的取得從過去

被動、瑣碎的汲取轉化成主動、完整

的探索。其四，行動載具的善用能夠

發揮資訊融入教學的諸多優點，並能

有效提升課室管理與敦促學生自律。

然而，任何學習方法或策略皆有其實

施的限制，行動學習亦然。依本教學

實踐結果，其可能的限制則有：一、

行動教學的準備，成為教師教學的額

外負擔；二、行動載具的使用良窳，

必須奠基良好行動環境的規劃；三、

教師行動教學技能的缺乏，將降低行

動教學的成效；四、行動載具的過度

依賴，將貶抑教師在教學歷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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