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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資訊與傳播科臨的控展制進步，為λ111生活型盤帶來7許多改

變與便利，醋由各現新興科扭扭此間的單合與應用，也值得人與人之間鹽I~

賀訊、進行資訊直視的管沮Jl!1ß暢通，也更多元化﹒在以佳教學祖祖中，老

師個學生品沮侷限在固定的教學空間亞特定的時間內進行教學，而這悍的教

育活動值得老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查到時空上的眼制﹒因此，蚓何突破遣

眉閣制融資貴的教育資源何以克帥共享與!'UIJ ﹒一直是學界共間關心的織

間。偽滿足此一教育需求，早在門世紐後間便有函扭教育(çorr目pondençe)的

斂，4型憊，通過郵寄方式將自學性教材寄站每位學生﹒ J買Jt自行研單進修 可

並講師生間以由自往來的方式進行學習上的滑油 (祉-)﹒ 其佳，隨著應用媒

體符扭地體展與自'1甜，過距敘育的形式也開站以各種不同的面說出現﹒憫

知l 脆哩踩體的揖明但生了無臨闡插教學﹒的建距教育明lJ!)唱1頁]盟富的回聽

斂架﹒然而迫些早期的連距教育型態，懿然都能掏突破傳統戰學所面峙的時

空間制﹒但仍無法鍵供在面對的1融學中﹒師生世此間1110等互動的臨場惡﹒因

此，目前由新的連距教育相關按術部朝向能胸淵J:È I!n帥E動的甜求扭盟﹒

二 、研究背玟與目的

從民國 83年 8 月行政院「國家賀訊通信基本建設粵東推動小組 J(簡織為

NII小組)成立後 ，新一代的述距教育便開站在國內瑾勃扭展﹒教育部也在83

年 12 月成立「過距教育先導系統組剛要且會 J 、開站的幢幢λ推廣溫距教育

的工作{位二)﹒ 隨佳缸肚 84年 7 月抽，由台大、南華以及貫通等國立大學所

共同參與的「連距教育先導系統」正式啟用。也用酷迫'fj貪騙性先導!tm'l的

成駒，教防部E從 85年 2 月間抽擴大連距教育試辦學間的隨圈。位至 87年 8

月為止，已有近百f而且私立大學院控參與追1Ji r!l教育部主導的「教育部連距

教育試帥扑倒J 試辦範間過佈台灣社、 l' 、南各區(包三)

目前在國內闡量控目的，遠距教育型睡主盟有 H 即峙!I描 造過刮起

通訊網站(ATM 或 I S DN)由此間的相互連結﹒也立 nnø師生間進行即時、多

艷、互動 近組肚面對面(;彎曲的教學頂峰. r!!拉育部主導的遠距扭宵試辦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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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flll屬於即時群捕，這也是目前在國內瞎用晶晶1M涯的類型 二) 虛援教

室 以全錄音訊網(Worl d Wide Web. WWW)屆主聾的體厲'ë台，進行對肚

教學fi' J;i的臨輝、祖捕 管理草工作 扭供一個不覺時空限制的虛揖學習環

境 {三11幫手里隨軍 運用臨新的閱單視訊(Video On Demand. VOD)拉總i • .tI 
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時間制需求來還揮拇扭的一種個馴化學習。而本研究所

探討的 乃是以 ISDN 帶胡闢脂民革蜓的即時群插過距教育 ﹒

閉著述距教育在國內蓮珊瞳展，學界也l間站針對遺個主姐作深λ的揖

討，欲、而做主目前大多數的研究仍集中於;其配種針和睡體扭術，開如 果統

平台的規劉與盟盟、系統運作與執行飯單位、拉術鹽合1寧等，對'"'連距教育中

教學活動的控間，個課程內容安排、學生需求什斬、學習活動設計、教學媒

體運用軍相關活動的組酬，並無多f耐著車 ﹒ 世民國85年教育部臨大推闡述距

教育以被封多參與過課程的學生都認為目前的溫距敢有只不過是自 糧空

中大學的電視融學 ( 益 ø l .振究 :H間，就在肚進行輯程敘學前並挂有經過詳

細的搜副與扭針，老師無法在課程中全而適用即時群揖迫距敘育現jJ!中所具

有 多點、即時 互動以且多蟬闊的時性，叫敢造成新科扭的適用無法撞到

預期的成盤﹒

過距教育椎動至今有許多值I!“探討與改善之處，因此也咀體7本研究的

勤儉，其主要目的有三項

1-1調查目前即峙r"縮進距軸宵的現祖與問題

{二}提出適用肚間1時r"描述距教育的教學嘻皮懊式 且

{司提出適用借自1I峙r"捕連距觀宵的相關買睡眼則 ﹒

在本研究所提到的融學扭展模式與宜睡原則 並非針對特定祖峰的單

位﹒而是正揣在即峙群插進拒扭育的血jJl下 ， 就整體的甜扭扭學聶嫂所進行

的 IJJI軍性研究 ﹒ 因此，對肚閻明別扭扭的特殊在教學扭展f財產生的產異 性

來在本研究擇抖的純國 ﹒

三 、文獻探討

來即將針對即時昨懦、教'，E扭間，投即時/" I!I粒，戶瞳臨作進一步的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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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還過既筍文獻的蒐盟與分析 ﹒ 首先說明即時 I1冊的環境鍵惰旦進行椏

武﹒溫-部份將以本研究所置定的研寬對象 宜過大學 中央大學且元曹大

學為憫 可 做 監理比較﹒此外 ， 將簡介幾揖教學體單間式，並性的適合本研

究主題的理論基瞇﹒最值.J;J研究者親身參與推動連距教育間年的經靶，提

出在即時群循環lJl巾暉注意的實施重點﹒

H 即時群揖

即時群織遠距敘育係指授課老師(直b5:主娟教室，學生值~撞騙的一個或

一個以上的收縮割草 ， 兩者通過視訊網峙的迪結進行即時互動的教學活動﹒

此續追距軸有依個IW織間寬的大小旦區分為 使用 ATM的寬頤蝸跆屁11SDN

的嚕，可!網路系統﹒即時群III因本身擁有曲大的頻寬，因此日I以悔過多元化的

酷昔背訊至目的地相當能歸滿足賈際教學的需要。此外即時!I捕司以提

供師生間 個同時具有高睦「即時J 與 r :g:勘 J 的教學間境亦為其他過距

教育領型所~I!<﹒因此可說是最盟員叫於傅前面對面教學的過距教育型盟﹒

即時 !I惜的教學現t昆主聲可以分為 主控室、主描教室及收緬盟主三個

立古 部分﹒主控室是盟個教學鹿程的管理中心，系組模作λ且的主要工作包括

根→ "， 重組(字J鞋、監i學及音訊彙盟、畫面監伯與控制、教材呈現掃帥、配古且l酪助

老師進行融學並進行攝影。主播盟主是世個教學活動的買施場所，現場的老

師村學生在其中進行傳統面對面的教學，教室中備有捕控與l揖收點音訊號的

問聽Jlt備，以便開盟國相聲音傳退到收抽教室去﹒收隔盟主則是{立酷迫端的

學生所布地﹒連峙的學生租位船主插扭室的師生進行如叫面對面的世4! .在

收緬盟軍中也!Ií具有興主婦教室相似'IJ隘的祖聽說做 才能的學生的影音質

訊回傳到主冊盟軍﹒圖 1 即為單個ßn時r，I捕教學現坡的甸樂 UIi簡 介﹒

即時I1捕主收檔端之間的撞騙連作主要釘四種不同的閉目 ( üÁ)

一到一邊緣

一間主婦敘軍對一間收捕軸宜的連臨JH1!正本的型態 ll.l純而在目智

體 倒是對肚系統的利用率太眶 。

-J月多且要含章

一次通距教，但的J'，JWt. llf通過r.!I謂的方式同時謂多個收佈端分平相同的'1 t 
禍JM ij;\ .

多，才-，望全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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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 即時群拾達2巨教育的教學環境

個收娟教室可以同時揖收來自~個主播禍的Ili音訊號，並 "r任意撞得

起一來收看，懂得上課內容自I'J~醫擇性E多﹒

多，可多邊緣

多個主緒教室與收揖教室同時進行不同的教學源程﹒因為道祖型盟在管

理控制土過胎扭扭，甚帥扣學生難以適盟多方岡時區λ的土掛惘現 園的陣

但其實性 ﹒

總站採用何磕頭盟，老師胡學生都必讀通過IJI盟主機、麥克風噩噩幕草棚

介來控立彼此的濾油橋"提 使 10在即時自1揖唱境下的教學情境與傳統面對面

的教學感覺犬不相同 ﹒ 由軒挂過媒介傳播的教學方"﹒老師無法同時郭挂所

何組點的學生並給予關臨的感覺 學生也因無法思覺到老師的親臨 造成注

宮內無法旦時間集中而失去參與思 ﹒ 因此可在即時昨捕的教學JlVJ!巾 r 互

動J 便成 Tiil攝影曹教學史責果的重聖因素 然而在即時11織的融學理JJ!巾

由扭掛但同時具有多僧收矯喘點，老師必揖面對不同學生並且揖供E動體

會， J主往會有國此失恆的情形醫生﹒

即時群揖撞距教育的 大特色在ñS:Jt紹過特殊~9:Jt的教學明棍，因此盟

體教學現坡的學I111是否克備，將是直接Ili智上瓢品質的臨大問索 ﹒ 以下謹城

本研究所選定的研究iHk 歪曲大學、中央大，但反元曹大學，目前的即時g，

捕軸學環境作悶介 ﹒ 置定研究對象的主因是這三所學校JóJ已具街兩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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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主收揖實務經蝠， 而且在扭扭空憐的賣國合作原這位 fJl!十分密回 ﹒ 對胎T

h 解即時1I揖教學理現的企圖有所助益﹒ 輝訪宜得妞，目前參與即時群槽的學

校在撞騙系輯上大敢相差不多 ﹒ 主要是因昂各體希望能闢少在實際運作過程

中因硬體量與所帶來不品耍的置身曹 ﹒ 以上述三扭來說 ， 各校間都揖用相同的

規訊會m系統 ， 並以 I SDN 34 8 K 連學東進行撞騙 ﹒

在教學環境上 I 道三所學校目前都閻王收檔教室古而為一 ， 且備有基本

捕放草草舌的設備以快車行課程之用﹒ 三間在主揖現場均會提供融學媒體以供

老師使用 ，個寶物投影機制可恨上帽的多媒體電腦等 ， 主墮為7配合在師的

教學習慣與即時鮮惱的運作揖" ﹒ 至扭用來維持I!1J6考 1I惱揖捏進行興師生互

動的影音誼俑，在視訊方面多揖用數{宜攻1II比IIU，被來進行祖先攝車間的捕

捏，而以直冒較情晰 ， 色影也較間寫的咀視體 ( 相較於單瞌睡影機 ) 來作揖

借故直捕車而的設備 在音扭扭皈上多半將來頭聲音扭曲擴大陸直扭揖紋至

教室現場 而聲音的(彈道 R'I因顧及老師在教學上的個訓 ， 多揖用無踹麥克風

作11\收音設備 而且發生部分明'1多以無關手拇賽克風作島上Z集體雷使用 ﹒

寺、法令 臨7撞揖盟備之外， 三啞的主控室均備有用來盧理墮合點音訊號且其他

tiJF 教學輔助媒體的報編 主要因自遣些輔助總體在使用相率攻擂般的即時性上

改 f 問 問此通常都會宜由位船主扭葷的系統人血來自責插敘如此也因I甜

以誠相 E師在教學過程中的血揖 ﹒ 前暫隨即日學/，1婦撞距教育的現jJ!來軒 ﹒ 特

~JII是 U H"開~ t收袖韓悍經驗的吵時， It微吟環境的哩間已相差無幾且且有

屯的 '" 1'﹒慨而且船躍升教學晶宮並但直學習成強的理念，持續YU 恃強 It

1'"，收燭'JJ睦或曲惘迪置一個更完善的即時鮮捕教學理頃，是每所§參與溫距

掀育生扭扭醒過隘的職貴 ﹒

{二)輯學發屁

f教學i是何計劇，不是興之所童的 ﹒ J ( ti 女 ) 所以盟問教學過程必讀經過

何系統的設計與體居莫過程 ， 才能加以執Ii拉獲致良好的教學緻果 ﹒ 而遭些課

程扭扭禮膜的程序往往會通過-連串井然有序的活動或工作來進行 ， 此即通

哨為教學系輯磁層( I n slruc l的na l Syslems Developm enL ISD)( Ü七 ) ，本研究

\lI1開梢的敘智體揖( I n struC li onal De ve lopment ). 教學扭血跡自胎"1Il體系，

用以值取挂計三軍備酷的組育訓蟬 ， 後來才在教育界運漸普且開來 ﹒ z畫惜鞋

展出來的教學模式制傳統教學做式閣大的不同在胎 教學扭厲害阻胎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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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重視學習者能力興興趣的個別蓋斃 ， 而非傳統教學個式所強調的教

科取向 ﹒此外 ，教學瞳Iilh!以系統化的過程來述情其教學活動﹒通過設計與

實施，有甜地指引教學讀展λ品相祖師，並且提供考察曲研究融學歷程的監

個結俑，具有聲體性的考量 (ti人)。

早闊的教學讀間多半屬酷較為單純而騙性的過程，強調鞋揖揖程中的自I(

f美 tt輯與其自且序邏輯，在應用上被肚評過於死眩，缺乏彈性 ， 以致在實際組

司1教學時寶安果不個預JVI理想﹒近年來，有許多從車相關研究的學者開站對胎

遣些缺失進行調監改善，希望能讓教學瞳風獲得更完善的暉用﹒本研究在過

程中回國分析了多個教學聲揖關式，“)Bra nson (il九) • Lesh in et a L{ il竹 ，

Oick & Carey (ü+-)等，然因闢幅有限，在此翻開由陸墮定作為本研究基

脆晶巴格的 Kemp間式 ( ii~';.)作 間介 ~ Kemp認閉在教學讀展過程中 ﹒最基

本也晶主要的就是 學習青、目標、育法與評盟等四個因素。因此 ， 在體展

課程過程中必讀先問以下幾個問越

1 連個教材!i1(訓蟬u酬是厲什麼人設計的。(49習古特質)

2 希望迺些學生或量訓古龍星星到什麼?(目標)

3 斂，但內容草控能最好用(十閉雙方法來教訓教學方法和學習活動)

4 用什麼11法制概誰來衡量學生的學習成斂。(評單芳出)

除7土述四!.\考血之外 置聖搭配一些相關的工作眉目才能成就一個完

善的教學揖[{校武﹒

1 評估學習者的學習需求以確定教學發展的目的、限制和世先順序

且是教學瞳厲的核心工作 ，世m:任何謂扭的教學控股都必祖先世需求評

估開始 評估的來甜可從過去的斂，詩經驅車通過調查來獲師資訊。確定了需

求後I可藉此隨定教學目的，目的決定後使日I針對執行的間停E限制做考量 ﹒

2 選擇教學的主題和工作 J1Ui 、及希望這刻的-般性目標

依據旺吏的教學日的來抽連學習主題手Il工作明目，亦即多'1出教學的百向

以且希監學生提掏學習到的控能﹒扭!-t時盟特別陸軍符古學甘古的程度且背

景，且在扭創安排上要能持古學生學習的頤序 之後即可夕IJ I:I1-般性目標，

主要獄是針對數學所田間達到的r&敘做一概略性怖述 ﹒

3 分“學習者特性

教研體展必iì1針對課程的主要睡覺對級之特性做深λ自吻了解與分4日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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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為敘學寶島的iff lJ! 0'位學習古臨終的學習暐鑽來做!~斷﹒因雌﹒將學習

雷的特性欣λ草帽考量(其中包括學習者過去的學單眼況﹒背覺扭捏等) .所

J9:2t出的親程將更為符合學習需求評估的內涵﹒

4 依據預定目的 ，進一步確定教學主題內容且分研工作項目

恨據所設置的教學目的。詳組分析並且刊出主旭方向及工作明目 ，主費

可以通過圖把說明或主字敘述的方式來連成目的，但也、須挂章所安排的內容

間ff.~苦經過詳咽地經揖控制 ， 能闢充分了解聾個現師過程的前1美國果﹒

5. ff\線教學主題內容且工作項目來 IT定明稽的教學自慷

主要就是要將教學目際更加具體化 ﹒ 叫作為未來衡量教學做旱的標單依

蜂﹒進行設計時冒1個錢不同的面向來決定學習習在揖堂教學後所盔、項具有的

實際1世放 大致 0'世相識眼收控能睡悴，且情感認知l遣幾方面東~T立明罐

的教學目蝶﹒

6 設計能夠達成教學目標的教學方式與學習活動

自了過班班定的教學目標，必由時間曲甜的敏，*ñ式並設計有特色的學

冶~:，~;~ 習活動來搭配，當然最重要的考量是要注賣到執行的暐斂﹒溫就有制組學撞

門， , 展苦讀前充分7解獸frE內容 學習者特性及活動特色縛，才能輛追到最佳的

斂!I!'
7 選擇各種適當的教學資源來配合教學

屆迂使用融學賀輝來輔助觀程的進行 nTH史謂程內容的呈祖ll!1J!1 1'l富多

揖且具吸引力﹒教學讀揖古必讀對各揖教學資源的特性E史教學內容的性質相

當7醉 方位置揮出最恰當的教學媒體來搭配 .jl外事I~使用的時價與使用

的類型在還得土也必讀多做句{m: '配合課程進度的設計來單行才不至~Ij;曹

教學 ﹒

8 安 n教學與 1體作教材所需的各種主授和服務

在世'11斂，A睡醒過程中臨重型的一點就是盟í~路目前所擁有的主阻扣服

務來進行 ﹒ 此即要考慮現何的峙作且可能曲曲的觀制個 人力 設備、經

甜、政彈?事方面的資辦。以便能帥克什利用各明班祠的主揖岫務來完成教學

的控Jt ﹒

9 提出對於學習成呆評值的肘~

:1i盟的目的是希望能興 f解骸骨古在l~壺過教學之挂 所呈現出知識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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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能上的轉墮程度﹒評鑑必讀以數學的主姐內容和工作項目作為依蟬，才能

真正碰蚓實際的結果﹒教學體風者可在教學過程中隨時進行評置，如此才能

掏針對教學寶康的成世進行分析與修正的工作﹒

10 透過預演方法來決定如何為學習看作學習繭的準惱和調整

在敘學活動正式執行冊 ，必讀頂站起以尋5克制相學習古的睡覺程度﹒還Jj

未來實際進行教學有很大的幫助，也可對ñ:l E克國的融學讀間進行7醉 ， 以

撞得在扭計過程中是否有所撞騙丑缺失，值t走進行後續修正的工作﹒

Kemp的理晶晶蟬式是鐘情在 個開創形之中，內部由十個要眾所組成 ， 無

昌在恢式的外形或名詞的使用上師已擺脫過去強調步輯、階段與順序的傳統

揖性恨i\ .尤其在臣模式中特別開評估興修正的工作獨立且在晶外層 ，而將

所有的單5億包古其中 ﹒主示在教學瞳民過祖<1>&，溫飽時隨地進行各團評估與

修正工作 然後再將評估的結果罐實回師到教學系靚每一個要眾的寶康過程

之吽， '以確保扭鍾的姐裂與品質，擷示捉到肚評f古典修正工作的重視，此

外，盟個院式是以評咕了解學習需求，描述磁芷扭學目的，且控定教學哩哇

順序並考量系統單展的限制作為基臨植心，其它所宵的工作都是在開告結心

要紫的原則下來進行，因此可以避免後緻鞋厲的結果國離軸學目標與ñ向 ，

造成執行妓果失當﹒同時 Kemp 也十分注重對教學蟬體的特性、盟擇與使

用之7牌 也刮肚在監個教學發直是過程中所能獲致的教學主扭，個人且配

修訂

國 2 Kemp 教學發展模式(取材自 K，m弘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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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預算睡覺、設備器材及其特殊限制特別加以強調﹒擷示教學系統的單揖

必讀通過對峙內部、外部進行監體溫盟的考矗立後， )可能性出盟恰當的盟副

且l執行11式﹒

(三)即時群揖輯學撞腫

Kemp模式是一種在教學體風上，目當具有彈性的監體性思考價式，而對酷

經常會因為系統扭術阻制、融學J;1JJ!特性、學生本質量臭，及教學資源侷限

等諸多因絮而.0須不斷修正的即時群構來說，熙攘是一個非常適當的教學體

展阻式 ﹒ 因此，本研究單定位-模式作聶基礎的理論梨俑，真望缸中推演出

適用酷即時E草帽圍繞的教學瞳風閉式 ﹒ Kemp 模式雖巴對鍛學矗厲的過程與

考量有扭岫蟬遁的詳制敘述、但該理揖是控情在l~一教室、同一時間的傳前

教學理坡，與即時群播中揖課老師制大部分學生被分隔於千里之外而讀rl媒

介傅捕E動的情祖大為不同 ﹒ 因此，吾人必i1í1!斬思考 Kemp 慎式中若干要

醋。甜助調查訪談以性出即時!l惱與傳統教學明境的差異，並提出核武修正

與補充之盟﹒以下研究者將以扭身參與即時眉宇捕兩年多位的觀察所得，捏出幾

1頁在進行即時!I婦連距教學時經常被單時﹒ 1且必現特別扭葷的投射重點

l 重視線位教學發展繭的I!訓導備工作

即時昨冊的實施會有許多學扭參與 ， 在土.tJ! ÎI有最重要的就是直針對郭程

的開設做時腔、時1ft值的淌過與協調 ﹒ 主要協調內容但恬 課程進行曲數、

間都時間、間都時酷、認程學分艷、人數限制、修課閣制、聞中與周末考

週 且各極重要廣典時間等等 ﹒ 有7明權的時但依縷冉來進行教學讀畏的工

作 ， 捕前聾兒因各體相E不能配合而導致教學活動挂歷壘刮起誤 ， 進而影響

到監體敘學的品質 ﹒

2 了解系統環境鍍槽，才線拉進行的限制

即時群冊的進行覺到教'，t明i盟的限制很大，所有教學活動&師生E動都

讀依輯系統的正常運作才何以進行﹒晶71賈老師和各端點學生間能克分體驗

到顛似傳統教學即時互動的感壺 ， 在每次上課時往往揖使用大量時間讀老師

和學生進行直談，如此的互動方式將會浪費大量贊賞的諒堂時間。因之，老

師在即時!l偈琨境中揖正自己掌控以且使用在扭扭講慣的時間是非常有限

的 ﹒ 因此 在進行數學體展時也.0酒同時考量到教學眉境的限制 ﹒

3 熟悉參與銀位學生的不同背景與學習情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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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傳統數學租即時!F捕的學生在本質土有很大的不同 前哲學生昀來

自同-學腔，彼此據有共通致如甜的學習背景教l情境，使得想程內容導備上

鞍馬單純.但在即時群播明境中，由b士參與學岐敢多且分散各處，參與學生

彼此間與質性很高，學生對於老師所實辨的課程內容、學問實開車用詞用;E

無法恩同身受 引起共峙 ， 因此增揖7課程內容準備上的困難與挑戰﹒若能

E上課前先對各幢學生背景克分7醉，並明實話實在教學讀展中，時可有敢

地提界學生對hft東捏學習的滿意度， JR所有學生都能感覺到自己的需求已被

融λ胎教學活動﹒

4 強調教學活動與課程教材的互動性設計

在即時"1織微型，5眉境中﹒老闡必扭曲對多個端艷的學生，致使師生間個

別E動的體會大為減少，也因此學生大部分時間都處胎極不專心的賦唔，睡

覺質扭單傲自己lfJ惰的情配比比皆是﹒相對地，當教學過程中運用到具高度

互動性的輯學活動或扭材峙，學生的E躍便給外強烈 ，對~~盟內容充滿好

奇興興趣﹒因此，苦思深化學生對譯程的揖量控並引起學習興趣，就讀適當

地揖割適用一些可以啞引學生住!!:訂單租學生進行直動的教學活動來搭配整

個課程的進行﹒

5 選擇多兌有鐵的教學輔助媒體

不同教學媒體有E異的特性 也因此會呈現不同的妞泉，特別是在即時

昨捕的現現中，任何視聽媒體部單單甜助傳訊系統才能遭到其輔助教學的目

的，以致蟬體應用的實際奴果會大打折扣﹒因此 ， 過去對監教學媒體置揮與

腫用的原理. uf能巴不完全過周肚即時!I捕，其中最明膨i的問干就是扭酷體

的使用﹒世t\i!有經過扭曲巨償投射再經過早純筒，自可 往往因訊號衰減而鹽1:1院

惘，嚴單臨響學生學習敢提 ﹒

6 即時群 l'教學環境與設備的充分農合

即時群捕課程的進行必攝依制各端酪設備做高度配合，才能掏鞋揮晶大

的輔掃功控﹒若是不岡甜點在設備上蓋與太多 ，將導致揖 f'i教學活動轉補上

的困難﹒因此 間加各喘動所使翔的軟睡個直設備有必要在τnn有做臨 T辭典

協調，~能鉤睡眠出適合於仇端點學生的紋，位活動。

7 各校喝點問現場工作人員的默吳建立

窗施即時81椅扭扭峙，除了授課老師和1學生之外 坦坦括(立在各端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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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工作人員﹒為7續數學過程進行頤楠 ， 老師和各端點人且間的協調與配

合是相當重要的﹒老師和現場工作人且在眼前若對教學研i程溝通不足 ， 輔導

致因默且不胸而產生步調不 ，甚盟將迫使教學中斷而耽頭都程車直﹒因

此，老師租工作人員對扭扭學梳腥的邵先溺輯、 1跨過與協錯 ， 是權保未來輯

程進行關軸的最佳芳法﹒

輔音上述 ， 若是將Kemp教學讀殷惜式盜用在即時群婚之中 將會無法

完全適用世此一特線的融學理IJl ﹒其主要原因在!t 即時群捕謹距敘育中仍

有許多因1!!JJl所哥|握的教學寶康重島亞 Kem p 模式尚未提丑的部分﹒因此 ，

為7有做提屏即時I1插撞陸教育之教學晶體，祖們對於 Kemp 教學體殷懊式

有必要進行部分修正﹒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86學年揖2學期實際參與過距軸育的成自進行訪談與調查 ，

並選定宜過大學、中央大學以及元曹大學的老師、學生及工作同仁作為本研

究的調查母體 ﹒ 本研究蟀取個別Yi敲開問卷調直關團方式?分別~I !t即時群

惱的參與成且進行調查研究，目外置搭配研究者本身參與即時群惜之親身觀

務來輔助研究結果的推為 ﹒ 其中老師E工作人且是採用個人lJj談肯式來自費相

其對巴1I時肝闊的觀!6興建議，而型生部分則是通過問世調直取得其對酷迫距

教學的認知與暫且﹒個人訪談租悶在臨削時間都扭定在三校期中考後 主監

希望老師、學生及工作人且都能對叩時眉宇播車現有7概念性的認識且較具時

間的過膺，並且系統認備的曲作及教學課程的進行都已頤和l正常的惘咽下進

行研究，以圖少研究誤差。

就老師部分，本研究晶晶T三所學扭正在參與即峙群槽的六位慢揖是師

事長做深廈前說 ﹒ 由於道六位查訪老師所組扭的譚埋在性自上均不由相同﹒因

此較能匣H!出$研究所欲揖討的一般現血與問題所在 ﹒ 而在工作人且方面，

貝'1晶晶7六位目前品質迢三所學校即時 1.1織系輸血 11 與課務行政的工作人

且 . 11、統陣作人自主鹽工作包括 tlW\系統i1!牌、t!i音訊號叫樹、教材呈現

捕放、 E單位監1"1蟬醋， 2單位行政工作 "'1包括 扭扭扭材創作、捕撈協調驛

站 協助現場管內草﹒至於，但生間揖調宜，李研究盟定拉J?IJ的三陸所開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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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輯程的所有修鏢學生進行全面曹查﹒

與老師訪談內容緩創制下 目前課程進行現況即時群播教學環境對教

學的助益與侷限 與縛統戰童教學的差異 融學內容的規剛與設計 教學買賣

果不日學習成斂 且目前在即時群揭撞距數學遭遇到的問問等 ﹒ 而在與現場工

作人員訪談中，主要方向在於蟬討 目前系統過作琨臣、教學環境與軟硬體

設備配置、扭扭進行時的系兢線作與搭配、教學斂來開學習扭扭，里目前在

耳純據作租協助教學所遭遇的問題等 ﹒ 學生的問告調查則主要著重扭 耳捏

內容設計與規劑、老師教學特由與控呵 教學活動與教材扭針、即時眸備教

學環境的運作輯程輔助興許鹽方或直覺訪吉基本宙料與個人特自尊 ﹒

五、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節將位明 Kemp 惜式所提示之聲清楚分項討為主師及工作人白的訪扭資

料 而(~問曹盟曬頤時以解析學生的意見調查 研究者並隨後闢納軒暫目前

叩時群惰的問題﹒以及推導出世敢擅距教有教研體展時所應注葷的實施原

喇 ﹒

(-)!Õ肢賀科分析與討輔

1 學 E 嗯，震、純學圓的 、世先順序~限制

多數即時自幸福課程並控有特別針對學生的學習需求來作評估 m~課捏

的教學目的租敘學間存也經常由老師個人彈指過去經驗來n立﹒ ltn:袁國在

給 ( 1)推動單位的樽賀4、油、協調1、問 ﹒ 目前即時齡3晶揖程(UU世部副植內航

的暉 Il~l位且責'"j些單位本身並司、民何課捏闊扭的借貴與期能 並多以

技術導向來執行此學j任務 ﹒ 因為 tf;醫務驗備分配4、佳、協調講過曹4且 不關

晶的俯視下，導致推動單位無法桔予回揖老師在教學目的 學習需求，或教

學關序與限制的過識與協助，惺跟老帥也因此無法得意即時群福教學現坡的

個劣盧﹒ (2)學生需求評估難以落實 ﹒ 晶7滿足令畸資蠟共軍並基肚成本f受益

的考11 ﹒目前各校對於扭扭的通慢點數都沒有限制可，誰也UH衛冕圈也相當廣

泛 ﹒ 貴品在師哲晶扭的 在如此現況下祖綠草先調查將 ;J.\! 參別扭扭學生的學

習背景且相蝴世凱 ﹒

2 主題、 工作項目與-般性自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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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時!1晶的融學現境中﹒老師輯學的ñ式覺到相當大的閣制 ， 師生間

的E動滑過也lt傳統戰學來得困難﹒因此 ， 在前盟中老師都認晶 ﹒ 設法盟副

出啞可 l學生學習興趣的主題內容且居糧生動的工作項目 ， 才是維持教學史責梨

的棋本之迺 ﹒ 此外 多數聖訪老師表示，有許多時候會因環境因眾的干喔 ，

個系組撞騙不德定、與學生互動時間過民簿，導致課程進度量到延誤，造成

原先實憐的內容祖師無法全部完輕地上完 ， 而讀做週縛住的做糞 ﹒

3 學習者特性

壘訪老師普遍認盾，與課學生的特性與蓋真是直攝影響教學如果的重要

因業 ﹒目前述距教學叫過識課程昂盒，對酷修練學生並陸有做前置，再加土

各校學生的背寮Eil巷，造成老師在教學內容和活動組A'I上的困蟬 ﹒ 因此老師

都控講， 土課前胞對B士學生的知融系日性能做適當協禮 ﹒ 且外，也肚目前即時

ßI插過距教學尚屬試辦階段，多數學生皆認為還傾聽程鹽屬於一續非正式現

實酷的性質 也因此讀學生有來傘宙空賣學分的扭機想法﹒以目前上課現回來

自 、 學生的出席率均不間，特別是收檔端的情況更儼重 主直是國學生感覺

不到來自老師或助教觀隘的的東 11 .

4 教學吳學習活動

目前老師所揖取的教學方式多半是坐在時他上，叫口輛;揖直方式搭配輔

助紅軍體育賢上揖﹒道主哩哇到教學理坡的阻制。 叫便利抽lIi老師的直面且操作

視聽蟬懦的即時性﹒副肘系統伸縮常有單盧致命關現象。老師在教學時必現

創意放慢盟歷來配合 i 會叫得不，t自然﹒為7;草收縮蹋的學生也能思垂直'If

師的世鹽， 自已經常要主動以各團方式揖學生參與-引扭其學習興趣 一般

來揖多數 E師都以間 Igl越來4日各騙點的學生互動﹒為7綠持Jr車組進E且大多

數學正的土綠俑益 E師過南部利用扭扭生'1一甘落後可才會 1'1問時間來和l學

生做彈性且輯暫的草草 ﹒

5 教學資源

多數老師在即時呂學擋明境中仍依鬧過去教學經輯來使用微學資源，其中

且以lJíi史由作的役影片或電腦聞報來呈現融學內容扭為普遍，因此教材里現

的團團腔的嫌不且﹒檢部分壺訪者表示，沒有考慮使用多丑化媒體來呈現教

材，主聾因時間與人力不且 ， 或鳴曲到3屆輯縛，會會膨響最終娘梁昌平 ﹒ 時了和l

m教室現場的教學習師外﹒扭課老師通常會提供其他課業輔助工具如 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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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BBS 、 E-ma i l 等，不過學生平時的使用率並不問 ﹒

6 主被服務

世訪扭資料犬的'l歸納出主蟬的需求 (1)經費主扭 ﹒目前的教學理境及

課程品質都可再做大幅度改善，特別是 學生收視設備、學生瞳言設備，且

虛理都音訊鐵設備等﹒而老師在提取即時群揖數學時所蘭外役λ的教材由作

扭用血建立酷勵老師參與的福利體系等，目前都控何被納λ正式的年度回師

或計直甘考之中 經常會造成經間不足或不惜定的缺憶﹒(2)人自主揖。目前

多數祖場工作人員都Iil~兼職人且揖任﹒因此在工作量t坦問時會出現且問過重

扭扭臨i導熬不品的情扭 ﹒ 同峙，協助教學進行的助教早日創作教材 維撞騙

站，單電于偷告冊的人:tJ師有組華園是由銀﹒ (3)按術主捏﹒間次揖觸即時自草

帽教學草坡的老師及工作人品租車示，若能得到相關的首務組臨早日!!且指

導，間可強化他們適應明坡的能力，特別是有蝴肚教學性巧﹒拉材設計、系

統據作的控術賽成等等 ﹒

7 學習評錯

目前 般的即時811晶教室大多以多媒體融體教室的規倒為主，就理現土

並不太適合拿來進行制臨評單，開帥，左右緊鄰的學生座位就會造前防弊工

作的盟國難行﹒因此許多堂前老師表示，目前會傾向以多元化ñ式來進行學

正的考lIi如 遇過甜酸宜作車來7解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吸收程度，攻讀學生

揖由學習報告以5聾啞 l(對於融學方式的揖暈眩況 ﹒ 此外 在師對肚學生的課

程參與情誼也較為關切，做調堂也做 回答睡悶、說餘表現草 ， 都是學習評

躍的一部份 ﹒ 此外，世訪益可以扭扭有部分老師對胎學生學習的評盟會採取

相對標雄，而JI 祖同仁的絕對標潑，開如他們會對主描端的現場學生要求

軸的做給一些 ﹒

8 預 演

多數老師並不能冗全適應面對扭頭的俯視 ， 做抽!lIB穿過常會闡明HH、太

自然 因此 「間協J 在即時群捕的用現下個擷m給外里睡﹒除 7盟副艷'C心

態與..盎監體理 lJl之外﹒量Jfj老師也認為必3日相現喝工作人且保持臨i主!Il

盟，以維持扭捏進行的流暢腔 ﹒所，111 r i\1 ì斑 J 且應涵亟仇睦!:11相互進行的系

統直組制試以直工作人日陣作等Jj'j 目，因自整個課程的百常抽出質科學!I符啞

的系批與人 n在樣作上充JH再配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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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以上訪說資料"J蚵，間1時群婦遠距教育的閣制進行，不能只揖授課老

師的賣力臨出 而必讀結古許多個闋的推動臨醋、行赦組位與各現賣擻 ，由

各個角睦相層回來進行整體的設計與規I1 ﹒

(二)問卷賀科分析與討岫

學生調查問卷正式施開時間是在民國 86年 5 月 5 日到 5 月 M 日，研究者

發出問卷 526 份，組共回收 303 份，回收率由 57.6句忌，其中有斂間瞥數 298

份，佔瞳般間哩的 56.7% .迫些有盟問管什別來自 元智 97 份、中央 149

份、賣大目前 • tJ學生所在的上觀地島東f1 ﹒屬於主播醋的學生問卷有 183

帥，來自收揖峭的問謹防l有 115 帥﹒其中堂開古典生有 202 份 女生有H

fH ﹒參與拇棍，誕生年訟分{部分別為 大 70位、大二 83 位、大三 66 位、大

凹79位﹒至胎選修即時E單獨嘿腥的次數上，絕大多數學生是單一次吾吾與道憬

的課程，共有270人 。 而有 24位甘經參與過兩次﹒胸腔參與扭捏學生對於即

時81揖課程的詔個及監控呈現個表 1

在 l 學生封課程內容認知典揖且

|所H學生主播站學生收喝起學生主組福兩者 I 值 P 值 2聖"
值平均數 平均毆 平均數 平t主}毆草 儡莒捏廈

扭扭內容刷1組| 3.88 3.97 3.75 。 22 2.3弘 0.022 + 
學習興趣

E單位內容與附蟬11 3.48 3.61 ).28 。 33 2.871 0," • 
一樣

棚內容酬| 3.92 4.01 3.77 。" 2587 0.01 • 
"捏內容安排有 3.80 3.89 3.65 。" 2.391 0.017 + 
軸1儲"系統

控 .素ii~ P<O.O! ' +表示 P<O.05(表示差異蝴F.程度}

兩端學生在對~.r"，程所組剛與安排教娘內容之認知與態度均連到擷昔盡

興才又想 ， 而且主捕端，持生各m嘻皮巨鹽ßJ憧胎收捕描學生 ﹒ 巾平均分歡樂

軒，學生對於在師世 i叫l時群惰的教學內容與安排長j給予肯定:T間，滿意態

度般高的是「烈程內容型自 J • Jt次揖「課程內容能引越學習興趣J 以且

rt單位內容安排何組揖訂系統J 。然而收婦踹學生臉不同意 f掛但內容與閉路l

一開 J 迫個1閻明， oJ能困的收捕踹學生m~課程內菁、轍，正大輛軍相關資訊

悶悶不明 只能耶憩j單純名綱來做判斷 ﹒ 造成在買際上揖後H較大t3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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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盲1捕，主收檔面臨學生對於團認輔導的認姐興鹽虛並無顧著畫

揖﹒不過學生對肚「課前能 I!~個課程大闡J !l. r原先具備輯程基本知能J 兩

瑣的&I!並不研縫 ， 也1示無為主婦草收檔蠅學生對於迺芳面認知!並不那縷清

楚明信 ﹒

表 2 學生封連線輔導認知與草皮

所有學生主帽堪學生收帽塌學生主雌揖兩者，值 P鮑 釐與

總平均數 平均轍 平鉤，世 平均數蓋 做著程度

悍的能!早姐扭捏 3.39 ).)1 ).42 -0.05 -0.368 0.713 
大關

關先具備揖程基 3.19 3 ∞ 3.5 0.' -3.805 0 
本划能

學生對肚目前即時眉宇循課程輔導所常鬧到的電腦控能均巴相當弘聶﹒顯

示學生普遍都能接量以電腦作為總後輔導、聯費2溝通、緻宜作囂的媒體 ﹒特

別是收縮端的學生，由E士平日祖有機會與老師或助融進行面對面的淌過﹒只

能在課後還過輔助管道以間接方式撞得與課程相爛的訊且盟與老舖 助教淌

過討誼﹒

在 3 學生具備各項電腦技能分佈

所有學生鴨 主帽晶晶學生 q 他惜堪學生事

會使II! www 95 94.5 95.1 
會使用 "OS 91 95.6 99.' 
會使用 E.Mail 90.9 9 1.8 89.6 
會1l'1II11l:路文惜噶理 87.2 85.2 90' 

0/<. 4 學生1t課程內容難品直認知分佈

所有學生帶 主扭扭學生骨 收惜晶晶學生骨

2單程內容太難 。 7 u o 
:單位內容相難 7.0 6.0 '.7 
;單位內容剛昨 76.5 82.0 67.8 

2單位內芳芳絢容易 12.8 ' .7 19.1 
1單位內容太容斟 3.0 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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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七成五以土學生認為，目前即時群抽踩捏內容皺眉直惜當﹒置費示

學控以通融課程民主要開t軍方向且老師對內容緩且Il!lIi捏均獲í~大多數學生

認同﹒不過盟體來說也有兩間多學生認為現捏內容緩品並不適合自己，甚至

有覺'f#太簡單或太難的情悟，此-現象以收抽捕學生巨暉克甚﹒

是 5 學生選擇即時群拾課程車回分佈

所有學生哩， 主揖晶晶學生% 輸揖越學生哩，

扭扭內容暖引蛇 54.0 59.0 46.1 

'"老師之品 19.8 25.1 IU 
謀捏眉胎晉冀學分 15.1 10.4 22.6 

學什雖不但j 17.4 15.3 20.9 

覺得好奇有新鮮恩 74.5 72.7 77.4 

其他 L7 1. 1 2.6 

宵t成以上學生置得還距教育課程是因好奇，而量到課程內容咀引的也

超過五成 品外認為迺類鐸程暉是一r'l曾讀學分或因自己學分數不興才來直

隸書亦不在少數，凸擷出-鍛學生參與即時群椅課程的心態﹒主播端學生因

查對l報捏內容吸引草慕名而來之比間比收檔端寓。適可能因主橘端學生較品

鹽Iq揖課老師及課程內容的資訊 而收插捕學生只能甜由闢站時費l聞單訊

且 ﹒ E倒是因為好奇、當聲學分，班學分數不摘等因，聽才盡謂的收插瑞學生

比主揖端學生為多 ﹒

世表6可以瞳f且，兩端學生對加「老師給扭足興時問揖間與討論」、「老

師面對國影機時表現自然J ﹒「老師談吐由獸 J - r老師會留監控們追捕上

抖動態」部里琨且頂著蓋樂且主婦端學生鹽度高胎妝揖端 ﹒ 歪扭「老師教法可

引起級學習興趣J 、「老師點軍現境與設備」、「老師與工作人員配合闢輔J 、

「老師有單富值體語雷J 、「老師會與 I!I們追捕保持E動 J '.&. r老師能掌握
各端學生學習扭扭』等問明則無顫著葦異﹒學生最滿意「老師面對攝影橫時

表現自然 J 但「老師舵手1)用單莒肢體語言晒可|聽 II4 J .&. r老師能站握各端

學生學習扭扭J 所呈現分數貝'1!IIi得較啞，收揖端學生重m各個問頃揖直均比

主檔瑞學生昂哩 ， 盡可能因揖課老師不在現場的緣故﹒

兩瑞學生對胎輯程輔導認個與態度雖無攝著差異 ， I且主揭瑞學生對肚週

兩周所給分酷均比收揖端學生來問醋，造成此一差距原因可能樂自扭主揖踹



品生，z
~c"'..，_， 

H弘

" 教ff資料與國會前學第三+七售賣1 酬。叩 emlx: r 1999) 

d<6 學生封老師各項教學4已成語知典草皮

所有學生主續過學生收檔指學笙主般續兩者 di1 p 驅 趕與

10平均毆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避 風許程度
~闕，實法可可i超級 3 的 3.71 3.56 0.15 1.454 0.147 
學習興趣

屋倒給"足，先明哼間 3" 
發間與1111

3.77 
3 “ 。 JJ 2.895 0岫 &

.. 耐熱愚頑境與殷備 3.77 

佐師與工作人員國已 3.62 合....
38 自

3.86 

3.70 

3.23 

。 11 1.1 78 0.24 

0.63 6.042 0 

.師面釗揖觀3峻的 4.09 4.15 4.0] 0.14 L661 0.098 • 

"現自然

.師訂費溜眩，體~.!ig 3.31 3.38 3.19 0.19 1.463 0.1峭

壁師獸，土胸~ 3.54 3.63 3.39 0.24 1.928 0.055 
~師會留意設們遮擋 3.82 3.89 ).70 0.19 2.125 0.034 + 
上轉動態

4至關會與"們tl!緒 3.81 387 3η 0.15 1. 5心 3 0.124 

慷椅'1illJ

E師能敢棍各組 3.30 ).36 3.20 0.16 1.262 0.208 

學生學習v:，見

垃 .，提示 P<O.O] , +裂示 P<O.OS • .費示 1'<0. 1(袋示差異盟員帶程度}

表 7 學生封課後輔導認知與草皮

所何學生主總起學生岐借指學生主收續兩者 t 他 F 值 謹慎

值平均數 哥城司，般 平均數 "鈞毆差 臘哲但皮

濕的"，.芳自值取 3.72 3.74 3.68 0.06 0.528 0.598 
傅:局發域，寶"

，，~有足夠管道 ).57 3.62 3.50 0.12 1.014 0.3 12 
可以討晶晶艙，健

表 8 學生 11課程進行過程認知典憩且

所有學生主揭祠，學生收檔惱學生主取糧繭. ，個 p ", 盞，聽

組，.詢，做 郁絢毆 平均數 平鉤，較差 擻響程度

其他惱與It們 2.79 
遭迫釘所互動

i量級學校品，多 2.88 
n扭過行顧暢 3.52 

2.95 

3β5 

3.65 

2.53 

2.59 

3.30 

。但 3.172 吼岫 & 

4‘ 
0.46 3.822 0 

0.35 2.947 0β03 

註 .，建示 P<O.OI • +袋示 P<O.05 、﹒ 費示 1'<0.1{裂示l!l想到普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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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以當由與老師及課程助教直揖進行滑過 ， 可利用管道聲且收燭端學生

來1n多元和便利﹒

間端學生對肘「且他端與祖們遺端有所互動」且「課程進行順輯J 里居

擷著萱異 ， 且主揖端學生態度比做攝晶學生更為正面，至於在「參與連臨學

扭過多」則由有顧著董翼。學生普遍提m上線時自己遭 端與其他措學生並

由有太多互動 ， 溫可能因-般老師所安排教學活動並無考盧以學校端動昂單

位的直流﹒對B目前進行輯程只否「參與Æ相學校過多J 方面，學生多半不

大認同﹒可能因元智軍三段每鬥鯨1:1均有限制其撞騙監酷的緣故﹒此外 ， 學

生認為目前源程進行鹽11順帽，盤時有因系統不揖定或人為因步發等笑置狀血

而追隨扭捏壘阻，不過回I能學生的!'ß昂溫情說不多置可揖壺，所以在態腔分

眉眼上呈現正面!H! ﹒

在 9 學生到課程看Z民主見效果站知分佈

所有學生% 主揖遍學生% l性措峙學生悟

土2軍費，對t轉變 79.5 92.3 59.1 

1::單聲音不揹娃 20.5 1.1 40.9 

iO盤速度太快 9.8 o 12.8 

』厲詛口齒不卅 14.8 o 19.1 

何體苦干擾 49.2 50.0 48.9 

音訊陣岫延邂 52.5 2 1.4 6 1.7 

現崩同學止過丹、|閱 45.9 7且.6 36.2 

其他 8.2 。 10.6 

有關班學生表示睡不消鍵老師講課的聲音，其主因為「音訊傳輸延

過 J ' r種音干擾 J 與「現場同學太過吵鬧」。其鈴依序為 ri揖站口飽不

1月』、「講話速度太快J ~字因索﹒收偈端的做睡眠況相當不理想，只有將近

六聞學生鹽i~哨聲老師上囂的聲音 迫與主揖端有九r~以上的比酬間表甚

過﹒主婦端學生並祖何感覺老師「講話速度太快』及「講話口齒不情 J 而

收檔端學生卻有蛇困蟬，那是因昂音訊覺到系統與畏距離傳輸的影響而証軍

jj)(千盟的現象﹒此外，近半數學生認為現場大吵而聽不消盤老師費音，擷示

目前土輯核fl'有持改善﹒

有近四成同學巨映他們無法:pJ ，c..聽擒，而服揭端是學生比開竟高運五成以

上，其中「老師上嘿太過圓圓調乏味 J !l r教宜同學很吵鬧」聞此間較高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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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 學生上課聽講愉形分佈

主螺棍，尊心聽喝

上"不能。尊心....

所有學生% 主揖惜當神生氣 收檔耐學生他

63.1 72 自 48.7

36.9 27.9 5 1.3 

,k 1 1 學生認島上課不能卑心錢講原因分佈

所有學生唱， 主揖自屆學生悟 眼揖越學生$

到&0內容搜興趣 13.6 19.6 8.' 
老師止血太單詞芝除 40.0 43 自 37.3 
戰畫同學很吵闇 38.2 37.3 39.。

老師不間，(Ai們還組主 1.3 o 自 3.6

"以前

其他 2 1.8 。 ，.， 27.] 

項因素 ﹒ 此外，有兩成以上學生置得「其他 J 在經過鹽理後體現，其中大

部分學生是國課程進行不過宜的緣故 ﹒ 而導觀課程不適固有颺個因察，包括

撞騙突聽狀扭、曲理過多與扭捏無棚lIî務、與其他端!ii呂學生互動過久等， 週

i弩71 些都會使學生學習受到影"，

表 1 2 學生主動發問回答分你

所有學生% 主檔治學生% 收檔.. 陳金%
會主動被開回答問題

不會主動續開自審問個

]4.8 

85.2 

18.0 

82.0 

9.6 
90.4 

義的學生上課本主動發間回答原因分佈

所有學生% 主揖祖學生唔， 輸惜祖學生唱，

不習慣幢幢膨體的攝 49.2 45.3 54.8 
賽克風不是且剛通費時 10.6 。 7 16.3 
搪心成閉住盧摺點 .. 53.3 40.4 
老師，蠅法需到松島手 Jl 0.1 6.1 

"他 20.1 22.0 17.3 

表 14 學生對課程緣持進且認知分佈

所有學生% 主姻問宿學生 % 收檔治學生%

2單位照這度進行

線但不照進度進行

90.3 

9.1 

92.3 

1.1 

87.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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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 課程不能組待進且應因分你

所有學生啞， 主揖竭學生% 轍攝增學生%

系統不懂會斷線 44.8 28.6 “革。
各個上課時間不一 379 .57 .1 去0.0

老師 1，迦多時間與學生互動 13.8 21.4 0.7 
安排內容揖多 103 71 13.3 
各控行車磨不能配合 44.8 >0.0 10.0 

其他 0.9 71 " 
表 16 學生在課堂最常作事情分佈

所有學生現 主揖噹學生。也 收福指學生%

尊心聽講上揮 6 1.1 68.3 49.6 
即同學聊天 \0.1 10.9 8.7 
種自己的曹 18.5 10,9 30.4 
睡個小覺 7.0 7.7 6.1 
真他 " 2.2 5.2 

在 17 常用教學媒體分佈

所有學生% 主惜祖學生唱 岫揖祖學生咽，

在師R常使m揖膨片 13.1 18.0 5.2 
老師R常使JJJ幻燈片 13 2.2 。
誓師團，常使用電腦 82.6 77.6 90 .. 
老師最常使用錄影帶 1.3 2.2 。
老師 11常使用錯音帶 o 。 。

其他 17 o ' .3 

有八成五以上學生表示不會主動鞋間或回害，其中特別在收檔端更加明

顯﹒「不官價值揖膨幢怕8萬」租「搶心成晶注意焦點」是絕大多數學生所聾

悍的因繁 ﹒ 此外，有一定比問學生表擅自己想聾發間或回答老師的問題，卻

因誼偏不足或太過耐煩而作罷 顯示目前教學現J.!W!J十上團存在華些缺失 ﹒

有九1賣學生認為老師都能維持良好數學進度，不過也有郁的學生符個庄

重見 ， 主曹因聶「系親不糧草常追問斷臨 J 特別以收揖端學生為多，其他

原因置但括「各校行車眉不能配合」與「各校上課時間不- J 兩項﹒

有近四nx學生無法專心上課，而學生且常做事情依芹但括「咱自己的

曹J 、「間同學聊天」及「睡個小覺」﹒分別巨映出學生參與即時群揖鐸程

時不專心的程度、教室秩序管理，且學生基本心態等等問題﹒此外，主惱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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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比收措端認真尊心，這顧示授課老師的親國恩典學生的參與度 ， 都是酷曹

即時群椅相當重酷的環節﹒

絕大多數控課老師都以電腦作為教學輔助媒體 ， 對於其他蟬體的使用'"

相當蟬，顯示老師在教學媒體還擇上不間多控化﹒收揭端呂學生對酷教學蟬體

的體度較主播端且面，且有四成學生巨映看不惜監教材內容﹒ 1諸多學生巨映

「呈現方式不能掏吸引祖 J'\\ r內容過胎聽多J ﹒擷示老師並挂有針對所使用

的數學媒體多做考量與設計﹒

有六"同學曾使用過輯程輔助管道，而收檔端學生使用比倒要比主播

求 1 8 學生f.t於教學樣做感覺分佈

所有學生% 主揭晶晶學生啞， 雌揖晶晶學生%

教學4某個能體'JIU 74.5 77.6 69.6 
教學峰回不能較可'" 25.5 22 .4 30.4 

"呈現內容祖興趣 18 .4 12.2 25.7 
呈現方式不能明可!拉 60.5 63.4 57.1 
呈現內容過"繁多 22.4 22.0 22.9 
看不糟贊皇現內容 32.9 26.8 40.0 

其他 5.' '.9 5.7 

4之間學生使用輔助管道分佈

所缸且輯，，，串 主揖晶晶學主唱 』性描指學生%

曾使.".世輔助管沮 6U 59.6 63.5 
不曹使用譚扭輔助管道 38.9 40.4 36.5 
不間有輔肋骨沮 15.5 16.2 14.3 
不會使'"輔助管過 9.5 12.2 '.8 
覺得自E控有帽要 58.6 55 .4 。"
覺l早使用手續支繁攪 21.6 20.3 23.8 

其他 12.9 12.2 14.3 

蟬學生3使得筒，然而其中也有相近四間不會使用過，原因是「覺得自己祖有

需墮J 租「覺得使用手闡太監祖」﹒也有一部份學生認昂，避過網路提供課

程輔助宜重雖好，但對肚家中誼有電腦車上樹不方便的學生巨生因鹽﹒男外

置有 15.5%學生不個有觀程輔助管道，週擷示目前老師且助教對於溫ñ面的

宜呀，作得置不間徹底﹒

學生普遍認為傳輸教學奴果要比連距教育好，且認晶連距教育扭扭對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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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學生tt J!pll命群裕祿程教學設果也知典揖Jt

所有學生主揖喝學生 收帽唱學生主q，帽兩者 1 值 P 值 望與

體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歐及 緝捕程度

傳統教學數果 3.28 3.17 ).4) 。 25 -2 油4 0.028 

較好
11距扭捏暨求 3.30 ).25 3.311 .0.13 .1.1 28 。 26
不IUI

"距較育不會 3.28 ).30 3.25 0.05 。 267 。 79
當人

詮 +袋示 P<O.05(衰示愛與割著位白質}

4, 21 學生能否學到知識拉能分你
所何學生他 主錯過1醫生句也 較燭指學生%

能學到如譏興技能

不能學~知!l輿校能

93.0 

7.0 

97.3 

2.7 

8的.1

13.9 

寸，

學生的聲求不祖傳統教學來jq輯:壘，所.1:).有多數學生認為ml時鮮擋嶽捏11該

不至酷宙人﹒收檔織學生感覺不到老師在進行教學峙的臨場感，因此無111在

敘學史安樂車間胎即時81揖眼程的看法部教且面，而比主揖揖學生更傾向昆同

1導航式教學﹒

鹽'1'全數主檔端學生胡覺得自己可以世即時群揖釋程學到東西，然而收

描端胡有將近 成五學生持相巨意見 ﹒ 道國示老師的教學娘果在收捕端確實

不屬雄持，而收檔瑞學生的學習姐來可能也比主揖騙來得差.

在 22 學生叫後會否選擇連J[課程分佈

以後會再選擇遍斑'"但

以後不efli還悔過躍E單位

所有學生% 主制醫治學生% 做娟治學生句也

81.2 
18.8 

86.3 

13.7 

73β 

27β 

~23 學生此後不會選擇連罷課程原因分佈

所何學生嗎 主槽竭學生% 收惜喝學生唔，

撞距羽壇上課本自在 16.1 12.0 19.4 
不再有新鮮憨 l已 l 20.0 12.9 
學習蝕果學 42.9 24.0 5且1

貫重血性質太圈 25.0 24.0 25.8 

其他 39.3 48.0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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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間學生表示將來不會再還修即時眉宇緒輯程(收揖端學生比間較高) • 

主要因「迺種方式的學習效泉壺 J 其次1M字昂「其他因眾J 、「課程的實

酷性曹大iII J 、「溫距教育環境上跟不自在 J 以及「不再有斬揖暉」等.

在「其他J 置項中，扭現有學生巨單即時群插課程所要求撤宜的作單太鈔 ，

對肚參與課程是一種且揖扣壓力﹒揖外也有部分學生認盾，系統不總定造成

學習不適盟，是自影響學習韋醋的重要因紫﹒

有將近 1州的學生平均出席率不到m島，甚至團有出席率不到一半者 ，

而主揖端學生盟總出席學普遍比收捕端好，其原因在肚收揖緒學生比較無法

感查到老師的關懷注視或親身的參與暉，加上若收播站現場誼宵負責組持秩

序的助扭，學生在課堂學習上值極品產生息情心瞳 遣瞌惘況也避而巨映在

學生出席率上﹒

.fc 24 學生課程:1:席牟分佈

所有學生% 主福站在#生唔， 敢擋地學生%

出席軍 1∞.76% 76.5 85.8 61.1 

出席學 75-5 1 9也 20.2 13.1 3 1.3 
出席車 50-26% 3.0 1.1 6.1 

出席$25-1% 。 3 。 。 9
山席司'0% 。 。 o 

(三)實施原則輯盟

結合以土資料分析，本單元將先以Kemp蟬式所提出之各項要聾作聶華

能3嗯?品，以推導出即時群循遠距教育之寶路原則﹒

1 學習，求、教學目的、優先順序與限制

實胞原則

。過調開輯學校在校內成立教務專賣哪位以執行收措揖程之需求評估 ﹒

揖講真間古作學拉成立兢一時校協調小組以苗賈課程評估與開課協

調﹒

理論學扭國早決定開設課程以進行後闡評估工作-

2 至超、工作項目、-般性目標

實施原則

越講彈性安排頭捏主題、工作眉目 並訂立一般性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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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講學校可多考量阱12量以「買輛應用』為句，晰的課程 ﹒

扭扭扭化課後輔導管沮功能(針對課程主姐、 工作明目R一般性目間

做加強) • 

扭~il強化置課輔導的立[場與告伺功能(普用各團資訊曹過並加強對肚

課程性質 方向、目標'll.內容的描述)

3 學習者特性

實施服刑

控措強化理諜，輔導的宣傳告姐的能(甚用各椅背訊官迺並加強對酷週

課學生所需特質的描述)

控講執行教學時調考慮到地坡性與全國性就間間隔句平衡 ， 以避免過分

強調區域性議題的教學內容﹒

述講扭芳、老師丑學生掛單即時/.1捕扇窗駿革試辦性質的心鹽，自臨

到正常教學與學習的狀鹽﹒

4 主題內容與工作分lIí

本研究結果顧示在過距教學理境中主題內容甜工作分昕與傳統敘學並無

京大差異-

5 教學方式與學習滑動

賞施原則

控措老師揖用較括海關酷的教學方式[胡說話控巧、肢體動作)

扭講揖E則足繭的聘單人且協助教學課程進行 (如控衛人且、調捏WJ

教 }

控t餐時間更先進的科控來協助教學 (在學扭資辦許可之下 ) • 

鹽1居老師以更合宜的呈現芳式來進行教學(如聲暈、動作等)

建議改善教學現壤之設備品質(主控系統ll.t!j音傳虛設備 )

建議老師攝取主勛、要求的方式個單各端點學生的互動(如抽動或撞

開}

建議各組動安排專屬助教以協助教學活動進行 ﹒

組J聲明體盟副研程專屬助教之職責 ﹒

連指控制每門輯程撞騙的端!.\數目 ﹒

迪議控制每個端點參與的學生酷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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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學資源

實施原則

控措選用教很快何時聖考'11到系統傳箱、接收投備的貪官酷響﹒

述講組副並實施連距教育的事單師官訓蟬(曲敘材設計、媒體置閥、

教吟唱境及系統理作的熱忠于字) • 

盟議強化~j!輔導睏酷的功能(如提供完盟斂，許資辦單單用其他非

l n1 ernel 的輔導甘道)

妞"直譯韋馳2評與激後輔導做克分有殼的配合 -

7 支援嵐務

實施原則

述講學校針對是距拉行的推動研權相關配合的政單﹒

述講姐化時扭協調古作的工作及管道﹒

也.;l'~性結 F推勘lïi/立充分立揖﹒

也直接學校站于扭扭老師充分主扭﹒

越講學校針對過距教研帥賀WI躍糊糊袖手')政領(個輔點薪宙 揖課時

歐等)

迎讀蟬割草乖窗跑遍距判有可:í'l人且訓蟬{但1月防衛人員直隸程Jl/J

斂) • 

8 學習靜鍾

實施原則

迎J~?j.l習態度與學習成賣史的研單調兼顧並重﹒

也lìI l軍閥更多元化研單ñ式且評單明自﹒

建議若望窗施傅版單試評車時，讀納λ￡宮前院校的國創協調(如人列

主矗教室/l.f用等 ) • 

控措間跟前先i，)盟嘿，正生進行先備個品與性能的臨曲 ﹒

為求公~三位斗，組m坦11!攝取「絕對悍準」來進行評躍-

9， j實i';

賈施原則

建議lJ-îjjiJ進行時校系統相容性且配古腥的開試﹒

建議培聲時輯工作λ品的配古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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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i矗授揖老師盟與校內外工作人且、說程WJ扭培聲配古歐里-

10. '乎{古典修訂

實施原則

建議萬寶教學品質與學習店甜的評估﹒

也i矗器官系統環境與科扭媒體運用的評估與修訂-

l l. ~臭豆，行政與遠距教育政策

遑論民間合作的學校成立統 閻扭峙單位之敘務行政與教育敵軍的協

調單位﹒

祖llIi控制撞騙端動寶貴目及參與學生數量(考量教學品質與成本敘益)

也講學體提阱授課老師更合理型富的福利{飪l揖動軒賞、慣課時數)

建議學校揖快揖課老師更克足的直觀與主捏(如人丹、扭扭、教育訓

闢教學宙源等)

控j農學校提供推動撒且更充足的官源與主扭(如λ力、經閩、融學賣

過頭等)

研究者將臥土即時畔播的實施原則l簡化或衍生，並重新予以分餌，呈現

個龔自

封信憫， 即時僻惱&ni教育教學磁腐之研究

意哼哼

押時群"述，.教育發展實施肺、J!'J表 25

成立統夠梭協詞'1、組以樁，曾與經評估與問鐸惱剝

皮合i盤桓敏習推動以酬，最刷刷，賣會政'"

在絞肉成立，安街'"食單位執行主般續踴但'"儒家評估

"'防校悔租小組i定捌仰的"'調各校之間設t單位

隘早決定關備開般的終也

多問訟，前傍l!m性質的跟他

在進行遺拇學生先備個續與核能的篩選

控制每偈踴位過線的晶晶蚣".

控制'"僧"位參與的學生，自覺

別強校內與院校凶謂合作曲工作與管道

落實絞肉與防段系敏姐境&科投般體的評估工作

線，匠，電磁波紋liH..態，回歸正常教學與學習狀態

鐘立Z單位溫行的時核研演制度

ta"按"老師、絞肉2是校外工作人員三者側的~合"哭

l州原'" 衛容明白

校際合作機制

，寶路政績

內

寶勝執行

政
策
/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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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彈性安1:I1n'!程過行的主翱內容、工作研目與教學目標

﹒教學峙暐多加呀，學生地，.惟草蟬的間姐

教
教學投叮 ﹒聲音動作的皇別且特最系統傳輸與按般的島，

'.師應間時法軍各指點學生互動相關注的感受

時取柚點敢擅間的主動方式以觸發興學生的互動

'呵, 
數學媒體 .在教學媒t!liKllI上宜哥姐系統帥怕與扭曲的影響

輯學研鑑 ﹒哩主的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姐之評估暉揖轍並矗

--;)/11多元化的評鑑明日與~'I'單方式

.協♀抉定學習班殼的師姐"創並肚明前進行規割協調

﹒學習成致的研單宜踩取 f組11悍嚐」東進行

綜 A 口 ﹒善月1多兀It輔導管道'"苟!Il其值平'1性

.兩 il!!l!輔導 加強對據捏住自 方向及教，但目標的描述

導
捌強對還.N!~ß笙各項科世基本錢能的描述

Z束後輔導 加強，指導管道與1單位內容的結合性

加強學生2畢業鱗導的服務功能

綜
合 給于推勵11!值更寬分的資2原教!玄被

給予嫂"老師更充分的資都與女被

支 人且!c但嫂制 嫂~I足夠的草草寮校倆人民便轉位遍行廠制

被 規蜜的足夠吶課程助教以協助教學遨行及學生管理

服
明罐嫂Iq設備人員與課，~W}教之職責

設備也值續劇 防校翎系統設備，j<須具有高度相容性

務 從屏目前教學耳目境設備之品質

， 還用更先謹慎1'1的科技Iit備鷗助教學之進行

微育制總 規創並實施專業師資的教育訓線

k見剛並實施轉業工作人員的教育甜據

六 、結論興建議

1-1即時醉揖輯學聾盟軍樓式

即，.群捕的課程推動無插在單作執行的純國革在睡醒設計的考量都比倫

祝教帶來 I#IJI迂回韓﹒因此 ， 本研究將扭扭上述結果，重新臉豔 Kemp 模式

叫進行補克與修訂的工作﹒此修訂的過程並非在推刮過去的阻式，而是 種

改良的!v蟬，希望甜此推油出 套適用酷即時群椅融學撞展模式﹒

祖國3可甜 可 研究者在原有Kemp融學鹽1員做式1mλ新的要醋，亦即「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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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修訂

團 3 即時群4~教學發展模式

輯行政與連距教育放軍J ﹒主單是即時群捕相傳統敏學最大的一個葦畏懼在

Jt面矗的，也國 ﹒ 除7主婿，tt睡之外 ﹒ 週但lli Jt他學校單多單位、人且以E學

生的共同參與 ﹒ 即時 61椅敘學揖展過程所牽涉到的行政/政闡 ( 如校際合

作 老師福利、推動政策等)相宜控股站 (蚓人力、經費 教育訓輯、教學

資辦等)都與校內外各個專責單位間的協調合作有宙間的關瞬性﹒因此 ，

「教務行政與連距教育政揖 J F!是整個教學瞳揖進行的-個重聲前扭 ， 而將

KempfMi足的十個要素坦青.1tql ﹒社外，對酷鹽個教學扭展過程的評估興修訂

的祖持嘲進行，才能興雌持教學扭展的品質 ， 因此研究者仍保間「評估興修

訂」的要紫並將其間船堅個閉式的晶外層﹒

由ðS~間存/，1插在教學眉1且直系組謹作上有其特殊性 Kemp 扭fJ扭厲模

式所揖的「學習需采、教學目的與優先關序及限制I J 、「學習古特性 J ' r教學

與學習活動J 、「主揖服務j 、「市演 J ..& r評估興修nJ 等要紫部國得恰外

重塑﹒因虹在推導即時群捕獸，步發展棋王史時 研究者亦特別強調道些要緊的

內涵範自甜食l應朋個恤 ， 因仿造些型索要l肚間川等 11插教學的頤和l iI!行 ， 且有關

鏈性的影響﹒

(二)研究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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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的限制有三項

l 選取據本伐表性

本研究主要還過「個人訪扭」和「問卷串連宜j 方式，多使f<討目前即時E手

續教學扭盾的問翹﹒並依揖研究拈來揖出適用肚即時群情環境的教學揖展做

式 ﹒ 基肚研究人均相便利性的考量，本研究在老師及工作人員方面都只畫得

六位進行擇歷訪談，而學生問卷則1矗針對質大、中央直元哲等三校作為研究

對象﹒因此在外部妓度土會被臨陣眶﹒導觀所撞1~.結論與教學扭風模式在推

論上會有不足之盧﹒

2 問卷資科1\裹住

在「間巷調宜J 部分，目7要繼時間聾的耳目收'"以及控制問曹回收的

時間，本研究是在預先設定好的朋間內 ， 到每鬥課程上課的教室去完成問卷

續苦和回收的工作 ﹒ 自酷耳1先誼有過蚓學生，再加上即時!I掃課程的學生出

席率並不高的攝紋，在回收的問嘩據本代表性上楠顧不足，造成每個個別的

悟本對齡間驛站來的影曹1)1頭大，可能會因此值得研究結為與賈際情閱有所

唱蓋 ﹒

3 影響要素複纏住

三位研究1日針對目前即時群揖歸程所進行的一次回探性研究，主要希望能

興7解現況、鞋帽r"1趟，並提供改善之i且 ﹒ 但由於間均每群揭教學讀厲的串串曹

困難相當幢幢且)/1臣，本次研究並沒有能興將所有曹亞廣 尹lλ擇討，揖

如 通訊傳箱、韓捏住圖書拿特殊研究能蜻﹒因此可能會有一些重要卻被思峙

的監響層面﹒道些影響層面都應列λ未來更深λ的研究予以揖討 ﹒

(三)未來研究方向撞祖

臨街!前述，相蝴的研究課題十分闡泣，路提出三項研究者認昂昂其學術

價值且 '1以立即著手的11向，希望。1同迺作為後繳研究的參考。

1 針對教發行政與 i龜鹿教育政策作深入研究

「軸務行政與遠距教育政策Jlf即時!I織課程融學讀國是-個相當噩噩的

環節﹒個果祖有學校盟體教葫行政以且連距教育放軍面的充分主持 ， 無為對

腔內的推動ljI位 參與人且且開課老師﹒故對他紋的配合軍顧與國調工作

土，都無法閣制進行 教學品質也因此難以維持 ﹒ 「扭旅行政與遠距教育教

策 J or深λ探討的重點醒包括 (1 )課捏捏創(如!需來評估 資源共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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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健側實 1!!l B.?ft草帽逐鹿教育，明星。在發腿之研究 ó9 

品質等) '(2)學生月m (~l催生撞聞學習直觀與扭術主扭的且得性軍事) ' (3) 

師青青普車(如參與溫距教育之激勵、量訓機會等) '(4)學費1Il!主冊(個修課

學費 註冊程序、學分認定等) , (5)錢術標護(如l扭備與岫務之相容性等) 0 

2 針對其他進距教育領型進行教學發展研究

本研究月針對即'HI冊的過距教育llí型所作的研究，因此所得結論(曲

質施原JlIj扣教學揖!民怯式)不-:6::適用於其他過距教宵現境(如盧揖教室、

閻扭扭訊 衛星通訊) ，因自類型、特性與梨楠皆不相同，因此在教學體農

上的考量重點也會E與﹒正當目前述距教育在國內蓮勃控股之際可需要大量

與融學體展相關的研究的優性λ 才能使科技扭由與教學應用齊頭並進﹒因

此 未來繼棚針對不同這距教育組型進行拉學瞳醋的研究是個1貴重要的﹒

3 以本研究結 自身作為基礎 ， 視創設計 2單位以實按其可行性

本研究雖然針對過距教育的即峙昨插型態腿出相關的教學扭臨窗施原則

&i適用的數學揖展植式﹒們這些結論都尚未經挫買m過程，因此祖難判斷其

實用性與正彼性。因之，未來后I依牌本研究之結論以實際執行即時CI捕的教

學控股 以朗對本研究揖出補充草斧正也諧、甚至重型盟體理論，俾值研究

成果更能回古即時/，1捕的實際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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