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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幾年科技的蓬勃發展，讓全球進入了科技時代，進而導致大家的習慣也開

始改變，再加上智慧型手機及網路的普及，讓學生的學習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

前只能從老師和書本中獲得知識，現在的學生能利用各式各樣的科技產品汲取新

知，而多元的線上教學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讓學習不僅僅只限在學校，更多

時候學生能夠隨時隨地自發性學習，更妥善自由的規劃學習計畫。2020 年初

Covid-19 席捲全球，線上教學平台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們讓學生能同時兼顧

健康安全及學習，並開發出更多互動的功能，即便線上課程也能有身歷其境的經

驗。本文主要透過審視相關實徵研究之成果，探討科技輔具及線上學習平台對於

國小學生的影響為何。 

近幾年翻轉教學的精神遍地開花，學習的場域跳脫出教室的框架，使得更多

時候是由孩子主動學習，每個孩子的學習風格和學習速度都不相同，藉由多元的

輔具及平台都能有效協助他們邁向卓越，翻轉教室也讓教師教學有彈性，任何地

點、時間都能學習。課室中的環境也慢慢開始改變，設備上多了電子白板，可以

上網、可以播放影片、可以使用電子書，孩子已經慢慢習慣看著螢幕而非傳統的

黑板；課程設計上也有所轉變，許多教師上課直接使用電子書，上面的功能五花

八門，而且出版社都有規劃完整的課程，老師所要做的只是針對有疑問的地方進

行解釋，甚至有補充的影片能讓學生更能身歷其境，感受文字所無法表現的感

動。陳彥君、董修齊（2010）的研究得知互動式電子白板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張鐵懷、陳斐卿（2016）提及電玩與真實世界情節的數學做結合，受到國小生的

青睞，其中培養的邏輯概念或生命價值，展現了高度的數學內外部連結能力，更

反映了投入電玩世代的「數學素養」不分齡之奇特現象；李佳琪、洪智倫（2019）

發現利用 Cool English 線上平臺能提升國小生的英語聽讀能力。上述研究都顯示

了更多元的學習方式，以及形形色色的科技融入有待我們去認識及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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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理論與研究 

（一）知識建構理論 

依據 Scardamalia 與 Bereiter（2014）提出的知識建構理論，涵蓋了幾項基本

原則：1.重視真實的情境，關心學習者內心的想法 2.想法是會不斷推陳出新的 3.

同一個想法要有多元的觀點 4.求知若渴當個主動學習者 5.社群成員創建知識、彼

此有同等的責任 6.尊重個體差異，不隨意批評 7.透過不斷的互動交流，持續創新

8.隨時隨地都能進行討論 9.保留對專家知識的景仰，但不能停止批判思考 10.知識

的建構來自於大量的對話11.個人不斷地的思考態度有助知識創新12.每次的統整

都能讓知識更加完善。要了解知識絕不是被動的接收，必須是學生主動思考，並

經由不斷修正與改進，進而產出漸趨更完善與可行的知識。從以上說明可以發

現，當我們要學習新知時，重要的並不是教師滔滔不絕的一直說，更多時候應該

要將時間還給學生，讓學生透過他們的反思還有彼此訊息的交流、合作與建構，

強調知識可以不斷的被修正與改進進而碰撞出新的火花，老師再適時引導，也符

合了 108 課綱強調「結合生活情境的問題」，使學生對知識有更深的理解。 

洪煌堯、蔡佩真、林倍伊（2014）則發現知識論壇平臺(KB)讓每個學生的想

法得以圖像化、結構化，而且發散式的思考讓學生能獲得更多元的知識，使學生

從被動接受者逐漸轉化成為知識的積極創造者。 

（二）資訊融入教學—課堂輔具 

1. IRS 即時反饋系統是透過電子裝置（如手機、遙控器、平板等行動裝置），在

課堂中老師與學生互動，讓學生可以即時反饋相關資訊給老師的一種教學應

用系統。黃建翔（2017）認為它的優點具備以下幾點（1）課堂中互動變多，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2）學生態度積極、主動參與，課堂更活潑；（3）教學

過程、評量方法更加多元，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4）教師能立刻評量學習

成效，並不斷修正教學；（5）藉由建立歷程檔案，針對學生評量結果給予相

關補救教學。另楊慶麟（2020）則認為 IRS 教學優點在於線上即時回饋與討

論，有助於學習與反省，能了解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理解程度，進而提出修改

或補充。邱婷君（2019）的研究發現：IRS 系統應用於自然領域教學，對國小

六年級學生之「課堂專注」、「學習投入」皆有顯著影響，且學生對於 IRS 系

統應用於「學習成效」、「師生互動」、「使用感受」三個層面上，皆達高度滿

意。 

2. 均一教育平台是目前全台國中小教師普遍使用的教學平台，於 2012 年年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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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發跡，為學生提供免費且「均等、一流」的教育機會，前期著重在補救教

學的使用，近幾年漸漸走向差異化教學的推動。薛雅純（2019）從實務中觀

察到平台的優點：（1）能掌握學生特性提供教材、（2）設計多元活動、協助

調整教學策略、（3）實施多元評量、易於檢視學習成果、（4）組織專業社群、

共同精進教學。 

3. 因材網於 2017 年問世，多功能的學習診斷及評量是它的一大特色，結合了包

括補救教學、學習扶助、自主學習等。它將所有的學習內容串聯起來，讓學

生能依照學習階段及難度進行課程，並有完善的教學資源如影片、教案、試

題等，讓學生自主學習成效提升、讓教師備課更便捷、也提供初任或新手教

師在不同領域的協助。教育部自 2019 年起，預計 3 年內讓全國的國中小教師

都學會使用「因材網」，跟上 AI 學習時代。陳麗明、范斯淳（2020）在研究

中發現，教師對於使用因材網的行為意圖具有中高程度之認同，而且教師認

同因材網融入教學是有助提升教學工作，搭配軟硬體設備以及學校主管、同

事間的支持，就能增加教師使用因材網融入教學活動之意圖。 

4. Plickers 為簡易版 IRS，學生只要拿著一張掃描卡就能作答，教師能即時看到

作答情況並給予回饋。邱怡云（2019）研究顯示：結合 IRS 和 Plickers 進行教

學，可以增強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也可以減少學生的數學學習焦慮，進而

還能提高學生的數學學習成績，最重要的是可以幫助提高教師的自我反省和

教學專業發展。江娟如（2018）也發現該科技輔具能顯著提高學生數學學習

成就、提升學生學習態度、提升對數學的接受程度。 

（三）關於 PaGamO 的實證研究 

曾予鳳（2019）的研究中發現，學生在接受 PaGamO 平台後的學習成效達到

顯著的差異，並有近八成的學生願意持續使用平台進行數學學習，低成就學生使

用平台後對其態度有正向影響。徐揚智（2020）的研究結果也顯示低成就學生使

用 PaGamO 平台對於自我效能、學習態度之提升有顯著影響，數學低成就學生使

用平台進行課後複習，對於提升學習成效有正向影響。林莉臻（2017）的研究發

現：PaGamO 平台對於學生在社會領域的學習態度、成就皆有差異，有助於提升

學生的學習態度及學習成就，且約七成的學生認同平台對於自身社會領域學習存

在正向影響。柯淨眸（2020）也發現運用 PaGamO 平台可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成

效及學習態度。 

綜合以上研究，可以觀察到無論是科技輔具或是線上平台，都能帶給學生不

同的體驗，也能提升其課堂參與以及學習動機，對於學生的影響有目共睹。不過

細看會發現這些研究主要都針對數學、自然領域，且對中低成就的孩子有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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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那對原先高成就的孩子會有不同的影響嗎？這些平台或輔具有辦法協助他們

獲得更優質的學習嗎？如果成績已無明顯提升空間，那內隱的特質有無改變呢？

也許往後的研究能再深入探討。 

三、結語 

其實網路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了網路這些工具才得以使用，而且

對於現在的學生而言，課本中的內容即使十分重要，但因為習慣的不同，這些知

識往往只會留在課本上，並不會成為學生帶得走的能力，所以進而使用不同的平

台、多元的輔具引起學生更多的興趣，接著才能刺激他們的腦袋並建構新的知識。 

身為現場的在職老師，筆者認為在未來的五年內，科技會成為教育密不可分

的一部份，以下為來自教學現場的觀察： 

（一）學生使用網路的時間頻率愈來愈高 

最近很流行一句話「抖音一響，父母白養。」，APP 的使用不僅牽扯到內容

適宜性，還延伸到網路交友、網路成癮等狀況。這幾年剛好都帶高年級，發現只

要一提到任何關鍵字，原本昏昏欲睡的眼神瞬間變得炯炯有神，經過班級內部調

查，每天回家使用網路超過兩小時的人將近快要一半，與上一屆學生相比已有明

顯成長，再加上去年因疫情而展開線上學習，學生已經養成了使用網路的習慣，

當然這也跟家長的管教方式有關，很多家長將使用手機當成獎勵，但是一旦將獎

勵抽離，學生的行為就會因此而受影響，這也是為何現在愈來愈多網路成癮的孩

子出現。 

（二）教師教學習慣的改變 

以前的老師帶著課本再搭配板書就能進行教學，對於科技的依賴沒有那麼

深。自從電子白板問世，網路發達後，很多老師開始用網路媒體進行教學，一來

可以有很多補充教材，二來也省下很多寫字的時間，再加上五花八門的遊戲輔助

軟體，如：Kahoot、Blooket，能夠讓教學更多元。筆者自己上課會使用輔具

plickers，比起小組討論，觀察到學生使用輔具時的參與動機明顯提高很多，雖

然有輔具本身的限制存在（顯示比例問題、僅限選擇題使用等）。但整體來說，

學習態度是有提升的。班級經營上還有使用 class dojo 進行獎懲制度的應用，也

蠻受學生的喜愛，但最多五分的加扣分造成了一些使用上的不便。其實過去並沒

有相關課程教授關於輔具的使用，直到踏進職場才有從研習中學習的機會，筆者

認為適度的使用對學習來說是有正面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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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政策的推動 

教育部之政策「生生有平板」即將進駐學校，每位老師終將成為計畫中的一

員，以後的課堂會有愈來愈多的科技融入，能夠給予孩子更多的刺激與動機，這

樣真的好嗎？筆者也曾捫心自問過，個人是蠻喜歡挑戰的，看到很多北部的同學

都在進行類似的教學，會想要精進自己的能力，讓平板成為孩子的最好的學習夥

伴，也期待能藉由課堂上實際的操作，讓孩子從中學習如何辨別網路世界的真

偽，培養他們良好的習慣及態度，更重要的是教導孩子「自學」的能力，讓網路

上的資訊都能成為學習的養分。大體而言，筆者覺得不完全是件壞事，因為我們

正處於科技時代，在學習新事物的同時，也能兼顧學習的本質，應該就是未來的

趨勢。 

當然，這些科技就像是雙面刃，能夠成為孩子最稱職的幫手，也能成為讓孩

子跌入深淵的「推手」。身為一名教師，除了希望孩子能夠熱愛學習，最重要的

是不要停止學習，要持之以恆地吸收新知，不斷的思考創新，進而成為一名具有

科技素養的人，這才能達到課室教學與新科技之間的完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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