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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如何應用新興的 ePUB3電子書技術於寫作課程的翻轉式學習，並提出一個以翻

轉式混合學習為基礎的寫作課程設計流程，使課程教案與教材能充份運用 ePUB3電子書的優

點，將教材內容透過適當的翻轉式學習活動傳遞給學生。接著，本文運用此流程於某大學通

識課程〈摘要寫作〉單元的教學與評量，並經由實際教學、準實驗研究法對照分析、以及學

生滿意度調查及感想訪談，以驗證應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與 ePUB3電子書於寫作教學的有

效性及學生滿意度。研究結果顯示，本文所提出的寫作課程設計流程，透過翻轉式混合學習

模式與 ePUB3電子書的應用，可提升學生的摘要寫作學習成效，而學生亦相當滿意使用此種

方式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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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a newly introduced ePUB3 eBook technique on the 

flipped learning of writing courses and hence present a flipped lesson design process that specifies 

the lesson plan and curricular contents with ePUB3 functions used in learning activities for delivering 

desired contents. For illustration, the process is practically applied on the ‘Abstract Writing’ unit of 

a Chinese ‘Application Writing’ course in a local university. For assessment,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control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and its accompanied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is conduced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and students’ favors of applying flipped learning 

and ePUB3 eBooks on the academic Chinese ‘Application Writing’ cours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design process for writing course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flipped learning 

and ePUB3 eBooks, ca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in abstract writing. Further, 

students also advocate using this approach in their learning. 

Keywords: writing teaching, flipped learning, lesson design, ePUB3 eBook,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teaching assessment 

壹、前言 

有關線上學習的管理機制，以及相關資訊系統的研究，已經成為近年來的熱門研究課題，

各大學亦紛紛推出 Moodle (Moodle, 2017)、iLearn (iLearn, 2017) 等數位學習平台，使學生可

以透過放置於平台的數位內容進行學習。此外，遠距方式的輔助學習管道如磨課師 (MOOCs) 

(MOOCs, 2017) 等亦已愈來愈普及，使得學習的管道與方式更是擴展至無遠弗屆。從學習的

角度看，這代表著課程內容是依據學習活動順序、透過適當的方式傳遞給學習者，以達到預

期的學習成效，相關的研究已非常多 (周君倚、陸洛，2014；鄭鈺霖、黃天麒、黃悅民，2008；

Stone and Zhe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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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因應教育的發展趨勢，各大學亦已開始調整授課方式為混合式課程，混合式

學習 (亦即 Blended Learning) (Bonk and Graham, 2006) 已在國外成為倍受矚目的學習方法，

其重點是將數位學習整合到教育系統之中，也就是善用網路與科技、並搭配合適的師生面對

面互動，以提升教與學的效率 (Alonso, López, Manrique, and Viñes, 2005; Bersin, 2004; Thorne, 

2003)，主要原因即為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參與提高，顯著地改善了學生因上課無聊而曠課的

情況。 

有鑒於 ePUB3 電子書的強大功能 (例如多樣化版面、多媒體嵌入、互動性功能、以及動

態式呈現等) (ePUB3 Overview, 2011)，筆者自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將部分教材製作成

ePUB3 電子書，並透過實務教學與評量，以驗證應用 ePUB3 電子書於寫作教學的成效。於此

同時，也開始進行 ePUB3 電子書教材製作、課程設計、彈性式/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等議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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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並已獲得初步的研究與實證成果。基於過去這一年的 ePUB3 電子書教學研究與實務經

驗，筆者深切感受到應用 ePUB3 電子書於教學的效用，但對於應用 ePUB3 電子書於翻轉式

學習，則仍發現目前已經完成的研究與實務成果，尚有許多待改進之處，其中主要的問題為

教材內容尚無法完整配合翻轉學習的多元化活動進行，而透過合適的方式傳遞給學生。 

為此，本研究將針對上述的限制，探討如何應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與 ePUB3 電子書於

寫作教學，使教材能運用 ePUB3 電子書的優點，將內容透過適當的翻轉學習活動，以多樣化

方式傳遞給學生。也由於本研究以應用 ePUB3 電子書於翻轉式混合學習為核心，因此將針對

以下三點詳加探討：(1)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下，寫作課程應有之學習活動 (也就是在翻轉式

混合學習模式下，寫作課程應如何進行)；(2)寫作課程教材內容的 ePUB3 電子書設計與製作，

以配合學習活動的進行；以及(3)嵌入於此寫作課程電子書的 ePUB3 功能規劃與實作，以完成

學習活動中的各項動作進行與教材內容傳遞。 

據此，本研究設定有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RQ1. 應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與 ePUB3 電子書於寫作教學的學習成效是否優於傳統翻轉教

學方式的學習成效? 

RQ2. 學生對於運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與 ePUB3 電子書於寫作學習的滿意度及感想為何?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針對上述的兩個研究問題，提出一個應用 ePUB3 電子書於翻轉式

混合學習的寫作課程設計流程，使課程能運用 ePUB3 電子書的強大功能，改善傳統翻轉式寫

作學習方案的許多限制，增加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滿意度。 

最後，本研究將運用所提出的課程設計流程於某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摘要寫作〉單元的

實際教學與評量，並經由準實驗研究法的實驗組及控制組對照分析、以及學生的滿意度調查

及感想訪談，以驗證上述的兩個研究問題。 

本文將於第貳章中，針對本研究的相關課題，做背景介紹及研究動機說明。接著在第參

章中，說明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與研究流程，並在第肆章中，運用此流程於實際

教學與評量，並透過準實驗研究法的對照分析、以及學生的滿意度調查及感想訪談，以驗證

本研究的學生學習成效及滿意度。第伍章則為結論與未來展望。 

貳、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翻轉式混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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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由美國新媒體聯盟 (NMC) 2016 年調查製作的報告《地平線報告：高等教育版、 

Horizon Report: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美國新媒體聯盟、NMC，2016) 當中所揭示出的未

來高等教育將面臨的關鍵趨勢、重要挑戰、以及對於科技應用的重要發展，認為未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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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為：持續重視學習評量 (Growing Focus on Measuring Learning)、以及加強使用混合式學

習 (Increasing Use of Blended Learning)。這篇報告中並提到，為因應教育的發展趨勢，各大學

已開始調整授課方式為混合式課程；其中，澳洲西雪梨大學已於 2016 年將大學部課程全部改

為討論式的混合式教學，而美國賓州 Peirce College 採用混合式教學後，曠課率由 10.2% 降

至 1.4％，主要原因即為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參與提高，顯著地改善了學生因上課無聊而曠課

的情況。因此，混合式學習 (Bonk and Graham, 2006) 已在國外成為倍受矚目的學習方法。 

此外，依據數位學習佔教學比例的多寡，混合式學習的實施模式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顧大維，2010；鄒景平，2003；Kharbach, 2014；McGee and Reis, 2012; Thompson, 2016)︰ 

1. 翻轉模式 (Flip Model)：運用科技以翻轉上課時學生與老師的角色，鼓勵學生課前依自己

的時程規劃預讀教材內容，之後於教室上課時、由學生自行提出或由老師指定題目以進行

討論，並視需要由老師進行補充說明的混合學習模式。

2. 轉動模式 (Rotation Model)：學生上課時依時程規劃於教室內的不同地點輪流進行學習，

其中至少一個地點是運用科技的線上學習，而其餘地點則可結合直接教學、小組討論、個

別輔導等方式進行學習。

3. 彈性模式 (Flex Model)：學生上課時於教室內以自己的時程規劃線上閱讀教材內容，老師

則督導完成其餘課程相關工作，例如練習、測驗、問卷等；此外，老師也可視情況進行教

材內容的補充說明或是針對個別學生從旁加以指導。 

4. 遠距模式 (Online Driver model)：以線上傳遞的方式進行遠距教學，例如近年來極為普及

的磨課師 (MOOCs) 課程教學。 

 

目前，在上述的各個混合式學習實施模式中，翻轉模式可說是最常見的學習模式 (Chen 

and Chen, 2014; Chu and Yang, 2017; Kim and Ahn, 2018; Pugsee, 2017; Ram and Sinha, 2017; 

Roehl, Reddy, and Shannon, 2013; Wen, Zaid, and Harun, 2016; Zhang, Meng, Han, Yuan, and Wang, 

2016)，其以學生為核心的教學理念，不僅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更能透過自行閱讀教材及

參與課堂活動、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例如，Chen and Chen (2014) 提出了一個整體翻轉

課堂方案 (Holistic Flipped Classroom, HFC)，以提供學生一個完整的翻轉學習環境，使其能在

學習活動中方便的閱讀教材及參與課堂活動。此外，Ram and Sinha (2017) 提出了一個翻轉課

堂模型 (Flipped Classroom Model)，使教材閱讀能與學習活動配合，並搭配 Moodle 學習平台

以便於這些學習活動的順利進行。最後，Wen, et al. (2016) 強調在翻轉學習活動中運用社群

網路互動及特定教學方法，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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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國內多所高中職導入於教學的 PaGamO (PaGamo, 2017)、1know (1know, 2017) 等

遊戲式線上學習平台、以及各大學紛紛採用的 Moodle (Moodle, 2017)、iLearn (iLearn, 2017)、 

Zuvio (Zuvio, 2017) 等數位學習平台，皆可使學生透過放置於平台的數位內容進行學習，以實

踐翻轉的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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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PUB3 電子書

在學習系統裡，透過適當的方式將教材內容傳遞給學生，將可以增進其學習興趣、提高

其閱讀意願。目前已經有許多教材內容傳遞機制，包括網際網路  (internet)、多媒體 

(multimedia)、社群媒體 (social media)、以及虛擬/擴增實境 (virtual/augmented reality) 等 

(Bermejo, 2005; Blank, Roy, Sahasrabudhe, Pottenger, and Kessler, 2003; Bressler and Bodzin, 2013; 

Caeiro-Rodríguez, Pérez-Rodríguez, García-Alonso, Manso-Vázquez, and Llamas-Nistal, 2013; 

Chen and Chen, 2014; Clark and Mayer, 2011; Gao and Liu, 2010; Lee, Chen, and Chang, 2016; Mao, 

Sun, and Chen, 2017; Martens, Gulikers, and Bastiaens, 2004; Ram and Sinha, 2017; Romero-Hall, 

Watson, Adcock, Bliss, and Tufts, 2016; Wen, et al., 2016; Zhang, et al. al., 2016)。 

此外，標準化的 ePUB3 格式 (ePUB3 Overview, 2011) 也於 2011 年被制定出來，以提供

數位內容出版及交換的標準規格，其運用了 HTML5、CSS、JavaScript 等機制，規範出數位內

容的呈現、結構、以及互動多媒體等特性，透過強化的數位內容語法及語意內涵，達成標準

規格的完整性及單一化。因此，ePUB3 已經被廣泛使用於電子書 (eBook) 的內容格式 (也可

稱之為 ePUB3 電子書)，而其豐富的功能性格式規範，例如多樣化版面、多媒體嵌入、互動性

功能、以及動態式呈現等，更能滿足不同領域的出版需求。現今，ePUB3 電子書也開始被教

育界所重視，以期待透過其功能強大的格式規範，提供更便利的學習活動進行與教材內容傳

遞環境。 

另外，需特別注意的是，有關電子書的內容格式，目前已經有許多正在使用的格式，例

如 DAISY (DAISY, 2018)、ePUB (ePUB, 2017)、iBook (iBook, 2018)、KF8 (Kindle Format 8,

2018)、以及 PDF (Adobe PDF, 2018) 等。然而，在這些格式當中，本研究將著重於 ePUB3 的

使用，主要是因為其提供的強大功能，例如其採用的 HTML5 機制可以提供相當豐富的多樣

化版面，而 JavaScript 元件可以提供完整的互動性功能；此外，ePUB3 是開放式格式，且支援

多國語言 (例如，日文、韓文、以及繁/簡體中文)，也因此已經被國際標準組織 ISO/IEC JTC1 

SC34 認證為國際性通用標準電子書格式 ISO/IEC TS 30135 (ISO/IEC TS 30135, 2017)。 

三、應用 ePUB3 電子書於寫作教學的思考 

活動進行與教材內容傳遞
http://joemls.tku.edu.tw

近年來，教育部為鼓勵大學校院強化學科專業課程的表達溝通訓練，十分注重學生涵攝

學科知能的綜合敘事能力，包括工作適應、語言表達、團隊溝通等能力，皆屬於大學生畢業

後進入職場所不能或缺的「軟實力」。此外，教育部於 107 年起推動高教深耕計畫，鼓勵教

師創新教學，自我檢視教材內容，秉持實用主義的態度，與時俱進，並透過系統化方法有效

運用學習理論。因此本研究所探討的應用 ePUB3 電子書於寫作教學，便是針對此一潮流所做

的創新教學。如前節所述，ePUB3 電子書不同於傳統的靜態文件，不僅提供便利的閱讀，更

能透過豐富且多樣化的功能，滿足教育領域所需要的便利學習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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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可使教學環境具有生動性、互動性、以及娛樂性；(2)可使教材內容具有知識性、回

應性、以及報酬性；(3)可使教材內容的傳遞具有時間性、順序性、位置性、以及重覆性。 

一般而言，寫作是應用中文的核心能力之一，大學應用中文寫作課程的特色，多是以培

養學生的重點剖析、事理敘述、情境設計等能力為主，因此所規劃開設的課程多包含 [筆記、

摘要] (重點剖析)、[書信、新聞、公文] (事理敘述)、[企劃、劇本] (情境設計) 等單元。也由於

這些單元性質不同，教材與教法必須活化、創新，方能引起學生的注意與興趣、並進而提升

其參與學習的意願。目前國內已有許多大學致力於推廣學生的寫作能力，紛紛成立與語文或

寫作能力有關的專責單位，例如靜宜大學的「閱讀書寫中心」、清華大學的「寫作中心」、台

北醫學大學的「反思寫作中心」、以及逢甲大學的「國語文研究中心」。而教育界更已有許

多使用翻轉學習做為寫作課程教學方法的經驗 (王憶貞，2018；張輝誠，2014；張瓈月，2011；

凱多，2015；薛羽珊，2018；雷由禮，2018)，以學生為核心、鼓勵學生課前預讀教材、上課

時再透過議題討論完成深度學習。教學評量結果也顯示，使用翻轉學習的確可以提升學生的

寫作學習成效，而學生亦滿意使用此種方式進行學習。 

然而，這些現有的寫作課程翻轉學習方案，仍然存在許多限制，例如多以學生翻閱課本

或觀看影片等方式學習，教師則使用數位學習工具 (如學習平台、行動裝置等) 進行教學，此

種方案不僅受限於使用的課本或影片等傳統寫作教材，屬於單向內容傳遞、缺乏多媒體及互

動等功能，對於學生較無閱讀的吸引力，更由於教材內容並未配合學習活動的進行而透過合

適的方式傳遞給學生，使得學生不容易於學習活動進行時依本身狀況彈性學習教材內容，從

而降低其參與學習活動的意願。因此，如何運用快速發展的數位科技以創新教材與教法、改

善傳統教材的限制、輔助寫作課程的教學與學習，就成為近年來相當受到教育界重視的一個

課題。 

本研究所將探討的，以應用 ePUB3 電子書於翻轉式混合學習為核心的寫作課程設計，即

是針對此課題而提出，將以 McGee and Reis (2012) 所討論的混合式學習課程設計規範、以及

述，翻轉式混合學習非常鼓
http://joemls.tku.edu.tw

知名的 ASSURE 混合式學習方案 (Smaldino, Lowther, Russell, and Mims, 2012) 為基礎，除了

參考現有翻轉學習模式的特色 (Chen and Chen, 2014; Ram and Sinha, 2017; Wen, et al., 2016)，

也另外再針對翻轉式寫作學習活動、落實學習活動的電子書教材設計 (蔡娉婷，2018)、以及

ePUB3 功能嵌入等部份加以擴充，使教案與教材能充份運用 ePUB3 電子書的優點，將教材內

容透過適當的翻轉式學習活動，以 ePUB3 電子書的豐富樣式傳遞給學生，以增加其學習興趣，

強化其對課程內容的了解，進而提升其學習成效。 

因此，基於以上思考，本研究將以 ePUB3 電子書以及翻轉式混合學習為核心，針對以下

三點加以考量： 

1. 為了倡導以學生為核心的教學理念，以及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本研究將採用翻轉式

混合學習模式於寫作教學，並探討在此學習模式下，寫作課程應有之學習活動，以及在翻

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下，寫作課程應如何進行。如同前章所 勵學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vdLewl/search?q=auc=%22%E9%9B%B7%E7%94%B1%E7%A6%AE%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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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課前依自己的時程規劃預讀教材內容，以培養其自主學習能力；之後於教室上課時，可

藉由學生自行提出問題或由老師進行補充說明，落實以學生為核心的學習模式。而為了達

成課程的學習目標，如何運用適當的學習理論 (Theories of Learning) (Ally, 2004; Hoic- 

Bozic, Mornar, and Boticki, 2009) 以規劃學習活動內容，將成為此工作的重點。具體而言，

研究顯示 (Mishra, 2002; Johnson and Aragon, 2002)，良好的學習活動內容皆會採用學習理

論中的主要三個理論：行為理論 (behaviourism)、認知理論 (cognitivism)、以及建構理論 

(constructivism)，而其中建構理論又最為教育界採用 (Morphew, 2000)，這主要是因為建構

理論強調以學生為主體、老師輔導學習的教學理念。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如何適當的運用

這三個學習理論，以完成寫作課程的學習活動內容規劃，以提供學生優質的學習環境。 

2. 接著，本研究將探討寫作課程的 ePUB3 電子書教材內容，此部份將以配合學習活動的進

行為基礎，落實學習活動採用的學習理論為核心，完成寫作課程的 ePUB3 電子書教材內

容設計，使教材內容能配合學習活動的進行，透過 ePUB3 電子書的豐富樣式傳遞給學生，

增加其學習興趣，強化其對課程內容的了解，進而提升其學習成效。

3. 最後，本研究將探討此寫作課程的 ePUB3 電子書功能設計，由於 ePUB3 具有豐富的功能

性格式規範，例如多樣化版面、多媒體嵌入、互動性功能、以及動態式呈現等，因此如何

運用這些功能性格式於此電子書 (也就是如何嵌入這些功能於此電子書)，以實作出配合

學習活動進行與落實教材內容傳遞的功能，就成為此工作的重點。具體而言，ePUB3 所能

夠提供的、可被嵌入於此電子書的功能 (Lin, Tsai, Lin, and Li, 2017)，除一般性文字與圖

片外，尚有影片、參考連結、語音導讀、自動輪播、作業練習、分組討論，及測驗等。 

 

據此，本研究透過以上三點考量，將可提供學生優質的翻轉式混合學習歷程，透過便利

的學習活動進行及教材內容傳遞環境，增加學生學習寫作的興趣，並進而提升其學習的成效。

最後，有關實務驗證部份，本研究將運用所提出的翻轉式混合學習課程設計流程於 106 學年

度第 1 學期某大學通識課程〈摘要寫作〉單元的教學與評量，並經由實際教學、準實驗研究

法的對照分析、以及學生的滿意度調查及感想訪談，以驗證應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與 ePUB3

電子書於寫作教學的學生學習成效及滿意度。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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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係以前後測量不等組準實驗設計為主，封閉式問卷調查及開放式面對面訪談為輔，

探討應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與 ePUB3 電子書於摘要寫作課程的教學成效。實驗設計模式如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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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自變項為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與 ePUB3 電子書融入教學情形，實驗組採用實驗處理、也

就是將 ePUB3 電子書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融入教學，而控制組則是不採用此實驗處理的傳統

翻轉學習方式，也就是設計與實驗組相同的學習活動，但使用內容與實驗組相同的傳統紙本

及影片教材，因此學習活動進行方式也由 (實驗組的) 線上操作 ePUB3 電子書以完成教材閱

讀、分組討論、以及成就測驗等活動，改為傳統的紙本閱讀及測驗、面對面討論等方式進行。 

二、研究對象 

以本研究所探討的〈摘要寫作〉單元教學與評量而言，其授課對象為某大學大一學生，

並未接受過專業寫作訓練及具備先備知識。課程評量部份，則包括以下二項評量工作：(1)準

實驗研究法的實驗組及控制組對照分析，以驗證應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與 ePUB3 電子書於

寫作教學的學生學習成效，(2)問卷調查以了解學生對課程的滿意度，以及(3)面對面訪談以了

解學生對課程的感想。因此，基於採用準實驗研究法、運用實驗組及控制組對照的質性與量

化分析，本研究有以下研究對象： 

1. 實驗組，為該大學通識教育大一學生，43 人，年齡為 18 至 20 歲之間，將接受 ePUB3 電

子書翻轉式學習模式。 

2. 控制組，為該大學通識教育大一另外某班學生，47 人，年齡亦為 18 至 20 歲之間，將接

受不採用 ePUB3 電子書的傳統翻轉式學習模式。 

3.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入學背景、分數、年齡皆相當接近，且皆未修習過摘要寫作相關課程，

因此所具備的摘要寫作先備知識及能力皆相當有限。此外，兩組學生皆未曾接受翻轉學習

以及使用 ePUB3 電子書的經驗。 

三、研究工具 

(一) 摘要寫作預讀成就課前測驗 

排名後 者。試題難度

自變項 

ePUB3 電子書翻轉式混合 

學習模式融入教學情形： 

1. 實驗組；2. 控制組

依變項 

學生摘要寫作學習 

成就課後測驗分數 

共變項 

學生摘要寫作預讀 

成就課前測驗分數 

http://joemls.tku.edu.tw

在課前測驗 (前測) 部分，由於係以測試學生對於摘要寫作的概念為主，因此以選擇題命

題，由筆者與其他兩位曾授過此課程的專業教師根據教學目標以及課程內容來命題 (10 道選

擇題)，並透過難易度 (高/低分組答對比例的平均值) 以及鑑別度 (鑑別度指數) 的分析，以

驗證這 10 題的難易度以及鑑別度。為了進行試題分析，本研究以 28 位曾修過本課程的學生

來實施檢測，並根據難度 P、鑑別度 D 等指標來進行試題篩選，檢測後的資料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其中高分組為分數排名前 27%者，而低分組則為分數 27% 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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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標準為：0.2  P  0.8 (P < 0.2 代表試題偏難，P > 0.8 代表試題偏易)；鑑別度 D 的篩選標

準為：D  0.3。根據以上標準，本研究的前測試題篩選方法為：鑑別度通過篩選標準，且難

度值介於 0.2 至 0.8。據此，扣除掉 A3、A9、A10 等三道過於困難或容易、鑑別度不佳的題

目，課前測驗共採用了 7 道命題，以了解學生的預讀成效 (也就是對於摘要寫作的概念)。 

(二) 摘要寫作學習成就課後測驗

至於課後測驗 (後測) 部份，由於以驗證摘要寫作的綜合應用為主，因此以問答題命題，

由筆者與其他兩位曾教授過此課程的專業教師根據教學目標以及課程內容來加以命題 (1 道

綜合應用問答題， 內容為老師指定一篇微小說，學生進行閱讀、並寫出 5 個關鍵詞及 100 字

以內的摘要)，以驗證學生的學習成效 (也就是對於摘要寫作的綜合應用能力)，並於測驗後以

評量尺規 (Rubics) 做為評量的標準 (如表 2 所示)，分別針對「內容掌握度」、「文句流暢度」

與「關鍵詞選定」進行評量。為了驗證後測試題評量尺規的穩定性，本研究以 13 位曾修過本

課程的學生來進行後測題目的檢測，並由筆者與其他兩位命題教師根據評量尺規進行評分，

接著再以肯德爾 W 檢定 (Kendall’s W Test) 來驗證評分者間的信度 (Scorer Reliability)。 

表 1 

ePUB3 電子書摘要寫作單元課前測驗題目難易度以及鑑別度分析 

題號 高分組答對率(PH) 低分組答對率(PL) 難度(P) 鑑別度(D) 

A1 1.000 0.500 0.750 0.500 

A2 0.875 0.300 0.588 0.575 

A3 1.000 0.800 0.900 0.200 

A4 1.000 0.600 0.800 0.400 

A5 0.875 0.400 0.638 0.475 

A6 0.750 0.200 0.475 0.550 

A7 0.875 0.500 0.688 0.375 

A8 0.875 0.200 0.538 0.675 

A9 1.000 0.700 0.850 0.300 

A10 0.375 0.000 0.188 0.375 

表 2 

ePUB3 電子書摘要寫作單元課後測驗評量尺規 

項目 極佳 佳 可 欠佳 

內容掌握度 (40%) 36-40 (完全掌握) 31-35 (適當掌握) 26-30 (部份掌握) 00-25 (欠缺掌握)

文句流暢度 (35%) 31-35 (極為流暢) 26-30 (相當流暢) 21-25 (尚屬流暢) 00-20 (欠缺流暢)

關鍵詞選定 (25%) 23-25 (極為精準) 20-22 (相當精準) 17-19 (尚屬精準) 00-16 (欠缺精準)

表 3 

ePUB3 電子書摘要寫作單元課後測驗評量尺規評分者間信度之肯德爾 W 檢定結果 

內容掌握度 文句流暢度 關鍵詞選定 

個數 3 3 3 

Kendall's W 檢定 a 0.698 0.655 0.698 

卡方 25.131 23.580 25.135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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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 12 12 12 

漸近顯著性 0.014 0.023 0.014 

註：a. Kendall 和諧係數 

根據表 3 的肯德爾 W 檢定結果可知，無論是在「內容掌握度」、「文句流暢度」，還是「關

鍵詞選定」等評分項目上，其漸進顯著值皆小於 0.05；因此，在顯著水準為 0.05 的情況下，

本評量尺規在不同評分者之間具有顯著的穩定性。 

(三) 問卷調查

有關學生對於使用 ePUB3 電子書教材進行摘要寫作學習的成效自我評量，本研究於實驗

組上課結束後，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此問卷調查針對電子書以及翻轉式混合學習的使用，

共設計有 9 道選擇性題目 (如表 4 所示)，分為三類：一、使用 ePUB3 電子書；二、使用翻轉

式混合學習模式；三、整體滿意度。而尺規部份則採用 7 等級的李克特量表 (seven-point Likert 

scale)，其中最低等級為「非常不好」(得 0 分)、而最高等級為「非常良好」(得 6 分)。 

表 4 

ePUB3 電子書摘要寫作單元滿意度問卷調查題目 

題目性質 題目內容

使用 

ePUB3 

電子書 

Q1. 跟傳統的紙本書籍比較，使用 ePUB3 電子書，是否讓你覺得學習上更有效率？ 

Q2. 第 3 頁中針對摘要寫作的三個步驟，使用小動畫的方式重複播放，是否讓你覺得更容易

記住摘要寫作的三個步驟順序？ 

Q3. 第 5 頁的「摘要寫作實例(一)：刪字」，使用小動畫的方式重複播放減省文字的練習，

是否讓你覺得更容易理解摘要寫作的掌握重點、刪除多餘相似詞的過程？ 

Q4. 第 9 頁中針對摘要在語言的應用，使用影片播放搭配小測驗方式，以練習如何減省語言

描述，是否讓你覺得更容易學習如何應用摘要寫作？ 

使用 

翻轉式 

混合學習 

Q5. 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上課，是否讓你覺得更有學習效率？ 

Q6. 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上課，是否讓你覺得更以你為核心、

提供你更能自己掌控學習的學習環境？ 

整體 

滿意度 

Q7. 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以及 ePUB3 電子書上課，是否更能

提高你的學習興趣？ 

Q8. 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以及 ePUB3 電子書上課，是否更能

提高你對課程內容的了解，進而提升你的學習成效？ 

Q9. 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你會優先選擇採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以及 ePUB3 電子書上

課的課程嗎？ 

表 5 

ePUB3 電子書摘要寫作單元面對面訪談題目 

  問題性質 問題內容 

http://joemls.tku.edu.tw



11 

 

使用 

ePUB3 

電子書 

Q1. 跟傳統的紙本書籍比較，你覺得使用 ePUB3 電子書學習是否更方便？為什麼？ 

Q2. 跟傳統的紙本書籍比較，你覺得使用 ePUB3 電子書學習是否更有效率？為什麼？ 

Q3. 跟傳統的紙本書籍比較，你覺得使用 ePUB3 電子書的優缺點是什麼？ 

使用翻轉式 

混合學習 

Q4. 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你覺得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上課是否更有效率？為什麼？ 

Q5. 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你覺得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上課的優缺點是什麼？ 

整體感想 

Q6. 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你覺得使用 ePUB3 電子書以及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上課是否

更有效率？為什麼？ 

Q7. 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你是否更有意願使用 ePUB3 電子書以及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

上課？為什麼？ 

Q8. 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你覺得使用 ePUB3 電子書以及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上課的優

缺點是什麼？ 

(四) 面對面訪談

有關學生對於使用 ePUB3 電子書教材進行摘要寫作學習的感想訪談，本研究也於實驗

組上課結束後，以面對面方式，進行學生對於使用 ePUB3 電子書教材進行摘要寫作學習的感

想訪談。此面對面訪談採用系統抽樣法 (systematic sampling)、以學生名單中 ‘每 5’ (‘every 

5th’) 取樣方式，從 43 位學生中選取 8 位 (編號#1 至#8) 進行訪談。如同問卷調查，此訪談

針對電子書以及翻轉式混合學習的使用，設計有 8 道開放式問答題，分為三類：一、使用 ePUB3

電子書；二、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三、整體感想，如表 5 所示。 

 

四、研究流程 

 

由於本研究以應用 ePUB3 電子書於翻轉式混合學習為核心，因此所提出的寫作課程設計

流程，將以現有許多翻轉式混合學習研究成果為基礎，另外再針對翻轉式寫作學習活動、落

實學習活動的電子書教材設計、以及 ePUB3 功能嵌入等部份加以擴充，而有以下五個步驟 

(此流程以完成 ePUB3 電子書翻轉式寫作課程的實施為目的，自確認寫作課程的學習目標開

始，經由學習活動的規劃以及電子書教材的設計與製作，於完成實際的授課與評量後結束)︰ 

(一) 確認寫作學習目標

如同一般課程，在設計課程活動及製作教材之前，應先確認授課對象以及學習目標，並

且需要先了解授課對象的先備知識、學習特質等，如此方能針對學習對象量身打造一份適合

的學習活動及教材內容。以本研究所探討的〈摘要寫作〉單元教學與評量而言，其授課對象

為某大學大一學生，並未接受過專業寫作訓練及具備先備知識，因此設定以下三項〈摘要寫

作〉學習目標：(1)找出文章主旨，摘錄重點語句與段落大意，(2)對文章做整理與重組，以簡

潔扼要的語句重新表達，(3)具備有效閱讀、再次閱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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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寫作學習活動

此部分為寫作課程設計的核心，可透過以下幾項工作完成規劃︰

1. 根據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決定寫作課程的各個學習活動。一般而言，翻轉式混合學習

寫作課程是以學生為核心，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寫作的能力，因此學習活動皆以學生為主

體、包括有：(1)上課前學生預讀寫作教材內容；(2)上課開始時先進行課前測驗 (前測) 以

了解學生預讀成效；(3)上課期間學生透過寫作題目討論以深化寫作思考與訓練，或由老

師 (根據前測結果) 針對寫作教材內容進行補充說明；(4)上課結束時進行課後測驗 (後

測) 以驗證學生寫作學習成效。

2. 依據各個學習活動，決定其進行時所需具備的特性。一般而言，為達成翻轉式寫作學習

而進行的學習活動可具備以下七個特性：(1)學習理論，也就是學習活動所採用的學習理

論，包括行為學習、認知學習、建構學習等；(2)學習方式，例如個別、分組、班級等；

(3)學習型態，例如直接教導、學生討論、專題製作、問題解決等；(4)學習模式，例如面

對面講授、線上操作 ePUB3 電子書、混合 (面對面及線上操作) 模式等；(5)學習地點，

例如一般教室、電腦教室、學校外等；(6)學習時間，也就是學習活動所需花費的時間；

(7)學習資源，也就是學習活動可獲得的資源，例如特殊設備、教學助理等。

3. 依據各個學習活動所需具備的特性，將學習活動依其進行的順序關係規劃完成。以本研

究所探討的〈摘要寫作〉單元課程而言，其學習活動可規劃如下： 

(A.1) 上課前，學生先預讀〈摘要寫作〉教材，此教材內容著重於「摘要寫作的原則、步

驟、以及實例」，而預讀教材為學習理論中的行為及認知學習的運用，以累積摘要

寫作的知識。因此，特性上可規劃為：運用行為及認知學習理論、於學校外、透過

線上操作 ePUB3 電子書、以個別方式進行、直接閱讀教材、七天時間預讀。 

(A.2) 上課開始時，學生先進行課前測驗 (前測) 以了解其對於摘要寫作的理解狀況，此

為認知學習的運用。因此，特性上可規劃為：運用認知學習理論、於電腦教室、透

過線上操作 ePUB3 電子書、以個別方式進行、直接回答題目、10 分鐘時間測驗、

教學助理監督。 

(A.3) 正式課堂上課時，使用〈摘要寫作〉教材，學生自行閱讀電子書，並由老師根據前

測結果進行補充說明，以增進摘要寫作的理解，此為行為及認知學習的運用。因

此，特性上可規劃為：運用行為及認知學習理論、於電腦教室、透過混合 (面對面

講授以及線上操作 ePUB3 電子書) 模式、以班級方式進行、老師補充說明、15 分

鐘時間進行、教學助理協助。 

(A.4) 正式課堂上課時，使用〈分組討論〉教材，學生自行操作電子書，並根據老師指定

分組及練習題目進行討論，使學生能透過同儕間互動及討論構築新的體會，增強

摘要寫作的理解及應用能力，此為認知及建構學習的運用。因此，特性上可規劃

為：運用認知及建構學習理論、於電腦教室、透過線上操作 ePUB3 電子書、以分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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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方式進行、學生討論題目答案及口頭發表成果、45 分鐘時間進行、老師及教學

助理協助。 

(A.5) 上課結束時，學生進行課後測驗 (後測)，學生須回答問題並撰寫一份摘要報告 (以

文書編輯器繕打完成後，於系統中上傳)，使學生能透過答題過程的思考，建立自

己的摘要寫作知識脈絡，以驗證其對於摘要寫作理解及應用的學習成效，此為認

知及建構學習的運用。因此，特性上可規劃為：運用認知及建構學習理論、於電腦

教室、透過線上操作 ePUB3 電子書、以個別方式進行、直接回答題目、25 分鐘時

間測驗、教學助理監督。 

(三) 設計電子書寫作教材內容

此步驟以配合寫作學習活動的進行為核心，以完成寫作課程的 ePUB3 電子書教材內容設

計，使教材內容能配合學習活動的進行，透過 ePUB3 電子書的豐富樣式傳遞給學生，以增加

其學習興趣，強化其對課程內容的了解，進而提升其學習成效。 

以上述〈摘要寫作〉單元課程的學習活動而言，此 ePUB3 電子書教材內容可於設計之初，

根據學習目標將所要傳遞的摘要寫作基本概念與應用知識，以有系統的方式加入教材，並配

合學生預讀教材 (A.1) 以及老師補充說明 (A.3) 等學習活動的進行，將教材內容適當的組織

化，以累積、增厚摘要寫作的知識。而為了配合課前測驗 (A.2) 的進行，測驗內容可以「透

過答題過程的思考，使學生理解摘要寫作的原則、步驟、以及實例」做為設計的原則。此外，

為了配合學生進行分組討論及口頭發表成果的學習活動 (A.4)，在教材中也可另外加入練習

題目及思考綱要，以引導學生進行討論，使摘要寫作的知識能透過「已知」加「未知」而構

成新的體會，並進而獲得學習的增強。最後，為了配合課後測驗 (A.5) 的進行，測驗內容可

以「透過答題過程的思考，使學生建立自己的摘要寫作知識脈絡，並進而得到反思與內化」

做為設計的原則。

在完成上述的 ePUB3 電子書寫作教材內容設計後，接著即可著手進行此電子書的功能設

計。由於 ePUB3 具有豐富的功能性格式規範，例如多樣化版面、多媒體嵌入、互動性功能、

以及動態式呈現等，因此如何於電子書嵌入這些功能、以實作出配合學習活動進行與落實教

材內容傳遞的功能，就成為此工作的重點。具體而言，ePUB3 所能夠提供的、可被嵌入於此

電子書的功能 (Lin, et al., 2017) ，除一般性文字與圖片外，還包括：影片、參考連結、語音

導讀、自動輪播、作業練習、分組討論、以及考試測驗等。因此，以摘要寫作課程而言，其

ePUB3 電子書教材的設計，即運用了這些多樣化的 ePUB3 功能，以增加學生的閱讀興趣，並

進而提升其學習成效。 

(四) 製作電子書寫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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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 ePUB3 電子書寫作教材內容以及 ePUB3 功能運用的設計後，接著即可著手進行此

電子書的製作工作。有關 ePUB3 電子書的製作，目前已經有許多開發工具可以使用，例如

ViewPorter (ViewPorter, 2017)、InDesign (Adobe InDesign, 2017)、Sigil (Sigil, 2017)、Calibre 

(Calibre, 2017) 等，其中以 Viewporter 最為通行，製作出的電子書品質也相當受好評。以摘要

寫作課程而言，其製作完成的〈摘要寫作〉ePUB3 電子書教材部份頁面，如圖 1 (摘要寫作步

驟的語音導讀、以及課間練習的進行) 所示，而課程中將於分組討論活動 (A.4) 使用到的〈分

組討論〉ePUB3 電子書教材，則如圖 2 (分組討論的進行說明、以及答案的上傳繳交與口頭報

告規定) 所示。 

(五) 寫作課程授課與評量

在完成 ePUB3 電子書寫作教材的製作後，接著便可排定日期進行寫作課程各個單元的實

際授課，而此步驟的進行將依據前述規劃好的學習活動 (如前述的學習活動 A.1 至 A.5)，透

過 ePUB3 電子書寫作教材的使用，依其順序與時間，逐次完成各活動的學習工作。至於課程

評量部份，則包括：(1)準實驗研究法的實驗組及控制組對照分析，以驗證應用翻轉式混合學

習模式與 ePUB3 電子書於寫作教學的學生學習成效，以及(2)問卷調查以了解學生對課程的滿

意度。 

圖 1 〈摘要寫作〉單元 ePUB3 電子書教材內容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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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分組討論活動 ePUB3 電子書教材內容示例 

肆、翻轉式寫作課程教學與成果評量

在提出應用 ePUB3 電子書於翻轉式混合學習的寫作課程設計流程後，本研究接下來即運

用此流程於〈摘要寫作〉單元的實際教學與評量，並經由準實驗研究法的實驗組及控制組對

照分析、以及學生的滿意度調查及感想訪談，以驗證應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與 ePUB3 電子

書於寫作教學的學生學習成效及滿意度。本章先於第一節討論摘要寫作課程設計及教材製作，

而實務教學與評量將於第二節進行介紹，最後於第三節針對實務教學與評量結果進行討論。 

一、摘要寫作課程設計及教材製作 

如表 6 有關實驗組學習活動 (使用 ePUB3 電子書) 所示，此摘要寫作課程的實驗組共設

計有五個學習活動 A.1-A.5，其中各個學習活動進行時所需具備的特性亦有完整規劃，例如 

“A.1 預讀教材” 為 ‘行為及認知學習理論’ 的運用，學生於 ‘學校外’、透過 ‘個別方式’、經

由 ‘線上操作’ ePUB3 電子書、於 ‘七天’ 內完成 ‘教材閱讀’ 的學習活動。而在規劃完學習

活動後，即可進行課程使用的 ePUB3 電子書教材內容設計工作，其中包括為配合各個學習活

動進行而需運用的 ePUB3 功能，例如為了配合 “預讀教材” 的進行，此 ePUB3 電子書教材將

使用圖片、影片、語音導讀、自動輪播等功能，以協助學生完成 ‘教材閱讀’ 的學習活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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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整合教材內容所運用的 ePUB3 功能後，即可設計出此摘要寫作課程的 ePUB3 電子書

教材，並接續進行此電子書的製作工作，如同流程第四步驟所述，此摘要寫作課程的 ePUB3

電子書製作，是以 Viewporter 做為開發工具，而製作出的電子書 (如前述圖 1 及圖 2 所示)。 

至於此課程的控制組，則因為接受不採用 ePUB3 電子書的傳統翻轉式學習模式，因此如

表 6 有關控制組學習活動 (使用紙本及影片) 所示，設計有與實驗組相同的五個學習活動 A.1-

A.5，但使用內容與實驗組完全相同的紙本及影片教材，例如 “A.1 預讀教材” 的特性與實驗

組相同，僅 [‘線上操作’ ePUB3 電子書] 更改為 [‘翻閱’ 紙本教材及 ‘觀看’ 線上影片]。 

二、摘要寫作課程實務教學與評量 

本研究依 3.2 節所述之研究對象為基礎，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的 12 月 15 日上午時間

進行採用 ePUB3 電子書的實驗組翻轉式混合學習實務教學、而於下午時間進行不採用 ePUB3

電子書的控制組翻轉式混合學習實務教學，而課程的實施過程則依據表 6 所設計的各組 A.1-

A.5 五個學習活動進行，圖 3 為此課程的教案及活動流程。

其中實驗組部份，其活動流程及內容如圖 3 所示，首先於前一週 (12 月 08 日) 班級下課

前，對學生介紹次週上課要進行的 ePUB3 電子書翻轉學習模式 (也就是表 6 所示的實驗組五

個學習活動 A.1-A.5) 以及 ePUB3 電子書的使用方式，並說明次週 (12 月 15 日) 上課前七天

內，需完成 ePUB3 電子書教材預讀，並於 12 月 15 日上課開始時先進行課前測驗，以了解學

生對於摘要寫作的理解狀況 (例如，對於摘要寫作原則或步驟的理解狀況)，並於上課時首先

由老師根據前測結果進行補充說明 (例如，針對學生理解較差的部份進行補充說明)，接著根

據老師指定分組及練習題目進行討論，以增強學生的摘要寫作理解及應用能力，最後於上課

結束時進行課後測驗，以驗證其對於摘要寫作理解及應用的學習成效。 

至於控制組班級，其活動流程及內容也如圖 3 所示，於前一週 (12 月 08 日) 下課前，對

學生介紹次週上課要進行的 (不採用ePUB3電子書的) 傳統翻轉學習模式 (也就是表6所示、

與實驗組相同的控制組五個學習活動 A.1-A.5，但使用內容與實驗組完全相同的紙本及影片教

材)，並要求次週 (12 月 15 日) 上課前七天內，需完成紙本及影片教材的預讀，並於 12 月 15

日上課時以紙本方式進行課前測驗以及課後測驗，而老師補充說明及學生分組討論則以面對

面方式進行。 

表 6 

摘要寫作課程設計 (實驗組與控制組) 

課程名稱 摘要寫作 

學習目標 

1. 找出文章主旨，摘錄重點語句與段落大意。

2. 對文章做整理與重組，以簡潔扼要的語句重新表達。

3. 培養有效的閱讀能力，節省再次閱讀所需的時間。

翻轉式 上課前 上課開始時 上課時 上課結束前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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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學習模式 
學生 

預讀教材 

學生進行測驗 

(前測) 

老師 

補充說明 

學生 

分組討論 

寫作練習 

(後測) 

教學助理監督 老師及教學助理協助 教學助理監督 

實驗組學習活動 

(使用 ePUB3 電子

書) 

特性 

學習理論 學習方式 學習型態 學習模式 學習地點 學習時間 學習資源 

A.1 預讀教材 行為及認知 個別方式 教材閱讀 線上操作 學校外 七天 

A.2 課前測驗 認知 個別方式 題目回答 線上操作 電腦教室 10 分鐘 教學助理 

A.3 補充說明 行為及認知 個別方式 
教材閱讀 

補充說明 

線上操作 

面對面 
電腦教室 15 分鐘 老師 

教學助理 
A.4 分組討論 認知及建構 分組方式 題目練習 線上操作 電腦教室 45 分鐘 

A.5 課後測驗 認知及建構 個別方式 題目回答 線上操作 電腦教室 25 分鐘 教學助理 

控制組學習活動 

(使用紙本及影片) 

特性 

學習理論 學習方式 學習型態 學習模式 學習地點 學習時間  學習資源 

A.1 預讀教材

與實驗組相同 

紙本翻閱 
線上觀看 

學校外 

與實驗組相同 

A.2 課前測驗 紙本作答 一般教室 

A.3 補充說明 面對面 一般教室 

A.4 分組討論 面對面 一般教室 

A.5 課後測驗 紙本作答 一般教室 

預讀 ePUB3 電子書內容所述

摘要寫作的原則、步驟、以及實例

使用 ePUB3 電子書
測驗學生對於摘要寫作的理解狀況

共 7 題選擇題

老師根據前測結果面對面補充說明

摘要寫作的原則、步驟、以及實例

老師指定分組及短文進行討論
使用 ePUB3 電子書

寫出5個關鍵詞及100字以內摘要
組長口頭發表成果

老師指定微小說進行閱讀
使用 ePUB3 電子書

寫出5個關鍵詞及100字以內摘要

1. 說明 ePUB3 電子書翻轉學習模式
2. 介紹 ePUB3 電子書使用方式
3. 要求次週上課前完成 ePUB3

    電子書教材預讀

活動

A.1預讀教材

A.2課前測驗

A.3補充說明

A.4分組討論

A.5課後測驗

介紹次週課程

時間 實驗組活動內容

課前一週內 

(12月08日至15日)

12月15日上課時
10分鐘

12月15日上課時
15分鐘

12月15日上課時
45分鐘

12月15日上課時
25分鐘

前一週 (12月08日) 

班級下課前

預讀紙本教材及影片內容所述

摘要寫作的原則、步驟、以及實例

紙本測驗學生對於摘要寫作的理解狀況
共 7 題選擇題

老師根據前測結果面對面補充說明

摘要寫作的原則、步驟、以及實例

老師指定分組及短文進行討論
紙本寫出5個關鍵詞及100字以內摘要

組長口頭發表成果

老師指定微小說進行閱讀

紙本寫出5個關鍵詞及100字以內摘要

1. 說明 (傳統) 翻轉學習模式
2. 介紹紙本翻閱及影片觀看方式
3. 要求次週上課前完成教材預讀

    (紙本翻閱及影片觀看)

控制組活動內容

圖 3 摘要寫作課程教案內容及活動流程 (實驗組與控制組)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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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驗組及控制組的學習成效對照分析

在 12 月 15 日上/下午時間完成實驗組/控制組的實務教學後，透過 25 分鐘的課後測驗

(實驗組 43 人、控制組 47 人完成測驗)，以驗證學生的學習成效。為了驗證實驗組的學習成效

是否優於控制組，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1: 應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與 ePUB3 電子書於摘要寫作的學習成效優於傳統翻轉教學方

式的學習成效。 

由於本研究在教學設計上要求學生於課前預讀課程內容，且實驗組與對照組的預讀方式

與教材不盡相同，因此，不同的預讀方式與教材就有可能影響最終的學習成效。為了排除不

同的課前預讀行為對於最終學習成效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採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Analysis of 

Covariance) 以排除前測成績對於後測成績的影響，其中共變數為前測成績，自變項為組別 

(實驗組、控制組)，而應變項則為後測成績。 

表 7 為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檢定結果顯示，在「內容掌握度」、「文句流暢度」、

「關鍵詞選定」與「整體試題」等四個項目的 F 值分別為 2.057、0.279、0.109 與 0.983，而 P

值則分別為 0.155、0.599、0.742 與 0.324，由於所有檢定項目的 P 值皆大於 0.05，表示在這

四個項目之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迴歸線斜率相同，符合共變數分析的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前

提假設，因此可進行共變數分析。 

表 7  

實驗組與控制組摘要寫作學習成效後測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評分項目 Type III SS df MS F 值 p 

內容掌握度 40.674 1 40.674 2.057 0.155 

文句流暢度 2.558 1 2.558 0.279 0.599 

關鍵詞選定 1.521 1 1.521 0.109 0.742 

整體試題 79.213 1 79.213 0.983 0.324 

表 8 

實驗組與控制組摘要寫作學習成效後測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評分項目 組別 人數 調整後平均數 F 值 p η2 

內容掌握度 實驗組 43 29.954 0.128 0.722 0.001 

控制組 47 29.617 

文句流暢度 實驗組 43 28.674 7.995** 0.006 0.084 

控制組 47 26.873 

關鍵詞選定 實驗組 43 20.860 7.414** 0.008 0.079 

控制組 47 18.724 

整體試題 實驗組 43 79.441 5.131* 0.026 0.056 

控制組 47 75.150 

註：* p < .05, ** p < .01 

表 8 為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在「內容掌握度」、「文句流暢度」、「關鍵詞選定」與「整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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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試題」等四個項目的 F 值分別為 0.128、7.995、7.414 與 5.131，而 P 值則分別為 0.722、

0.006、0.008 與 0.026；其中「文句流暢度」、「關鍵詞選定」與「整體試題」的 P 值皆小於

0.05，只有「內容掌握度」之檢定結果未達顯著。因此，「文句流暢度」、「關鍵詞選定」與

「整體試題」在排除前測成績的影響後，實驗處理效果顯著，實驗組的調整後平均分數分別

為 28.674、20.860 與 79.441，而控制組的調整後平均分數則分別則為 26.873、18.724 與 75.150，

在顯著水準為 0.05 的情況下，這三個項目之實驗組的學習成效顯著優於控制組的學習成效。

由於在「整體試題」的平均分數上，實驗組顯著優於控制組，故而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設 H1，

也就是應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與 ePUB3 電子書於摘要寫作的學習是相當有成效的。 

(二) 問卷調查以了解學生對課程的滿意度

最後，有關學生對於使用 ePUB3 電子書教材進行摘要寫作學習的成效自我評量，本研究

於實驗組上課結束後，使用表 4 的九個問卷題目 Q1 至 Q9 進行調查，而學生對此九個題目的

回應結果顯示平均分數分別為 5.71、5.68、5.76、5.66、5.54、5.32、5.62、5.67 與 5.59，皆達

到 7 個等級中的「良好」(5 分) 等級 (僅次於 6 分的最高等級) 以上，可見學生普遍對於使用

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與 ePUB3 電子書進行摘要寫作學習是滿意的，未來也會優先選擇採用翻

轉式混合學習與 ePUB3 電子書上課的課程。 

此外，從題目 Q1-Q4 有關使用 ePUB3 電子書上課的高滿意度回應可知，學生對於 ePUB3

電子書使用動畫重複播放、影片播放搭配小測驗等多媒體及互動功能以提升學習效率是相當

滿意的。然而，由題目 Q5,Q6 有關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上課的較低滿意度亦可知，有較多學

生對於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是感到不滿意的，特別是題目 Q6：「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使

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上課，是否讓你覺得更以你為核心、提供你更能自己掌控學習的學習

環境？」的評量平均分數是九個題目當中最低的。為此，本研究經過了解後得知，主要是因

為部份學生覺得課程學習活動的規劃仍然過於制式，特別是上課時的老師補充說明以及學生

分組討論，如何搭配 ePUB3 電子書的閱讀，應該保有彈性運用的空間。針對此點，本研究亦

認為值得於未來工作中加以詳細的探討，以期能透過更加完善的自主性及合作性學習模式，

提升學生對於翻轉式混合學習的興趣及參與意願。 

(三) 面對面訪談以了解學生對課程的感想

最後，本研究也於實驗組上課結束後，以面對面方式，進行學生對於使用 ePUB3 電子書

教材進行摘要寫作學習的感想訪談。而訪談結果也顯示，8 位學生中有 7 位 (除編號#6 外) 對

於此摘要寫作單元的學習，不論是 ePUB3 電子書、翻轉式混合學習、或整體感想，都表示出

正面的滿意態度，以下列舉部份回應：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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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 ePUB3 電子書 

1. 利用電子書的方式上課，對我來說方便很多，不懂的地方可以重複去看，很不錯!

2. 我覺得電子書會提升樂趣，使大家樂於學習，也會因為閱讀方式的不同，可以將內容快速

記在頭腦，比紙本更容易學習。

3. 我覺得電子書很方便，上課可以更專注，不會聽到一半就分心，自己實際操作也更有感觸。

二、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 

1. 我蠻喜歡上課前能夠預讀，這樣上課時就不會那麼茫然，也可以有充足的時間寫筆記和查

詢資料跟吸收思考。

2. 我覺得上課時可以自己操作電子書很方便，而分組討論也可以讓我知道同學的看法，蠻好

的一種新學習方式。

三、整體感想 

1. 我覺得使用翻轉方式上課十分新鮮，電子書教材也很有趣，跳脫以往的紙本，對學習很有

幫助的。

2. 我喜歡這樣的翻轉方式上課，可以自己決定看電子書的內容，後面的分組討論可以讓我跟

其他同學一起討論老師給的題目，讓我很有參與感，很棒! 

3. 同時使用電子書跟翻轉方式上課，等於一次體驗兩種新的學習方式，又能在遇到問題時，

馬上得到老師或助教的幫忙，希望以後能更多這樣的上課方式。 

ePUB3電子書翻轉式混合學習(A)

翻轉式混合學習(B) ePUB3電子書(C)

自主學習(B1) 合作學習(B2)

自主操作(B1-1)

重複閱讀(B1-2)

預讀(B1-3)

分組討論(B2-1)

同儕學習(B2-2)

參與感(B2-3)

易用性(C2) 接受度(C3)吸引力(C1) 有用性(C4)

易用(C2-1)

方便(C2-2)

好用(C2-3)

自在(C2-4)

網路速度(C2-5)

影片流暢度(C2-6)

新鮮感(C1-1)

有趣性(C1-2)

使用習慣(C3-1)

使用意願(C3-2)

提升學習效率(C4-1)

幫助理解(C4-2)

增加思考時間(C4-3)

幫助記憶(C4-4)

提升專注程度(C4-5)

降低學習難度(C4-6)

圖 4 本研究之代碼系統 

然而，也有 1 位學生 (編號#6) 有不同看法，以下為其表示的意見： 

一、使用 ePUB3 電子書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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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雖然電子書很方便，但覺得它在某些地方還是不太方便，像是想要跳到某頁去就只能先到

目錄去點選，然後從章節開始地方去翻頁，感覺還是不太方便。

二、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 

1. 我覺得翻轉式混合學習用意很好，但上課時的進行順序還是不夠好，像是老師先補充說明

之後再開始分組討論，但同組裡面有同學都不進來留言，因為他們還是不清楚老師補充說

明的地方，所以不知道要怎麼討論，這樣效果就不好，應該要想辦法讓他們先了解老師的

補充說明，再讓他們進來組裡面討論才對。

三、整體感想 

1. 我覺得同時使用電子書跟翻轉方式上課還是好有挑戰性，像在分組討論時想要查資料去看

電子書，就覺得要花蠻多時間來翻頁到想查的資料，如果能在討論區裡面直接連結到這些

資料就更好了。

最後，根據以上訪談活動所獲得的質性資料，我們進一步使用模板式分析法 (Template 

Analysis Style) 來將訪談記錄轉換成抽象概念並建立本研究的代碼系統 (Miller & Crabtree,

1999)。首先，我們根據本研究的目的而預建「ePUB3 電子書翻轉式混合學習(A)」這一項主

旨代碼以及「翻轉式混合學習(B)」與「ePUB3 電子書(C)」這兩項子代碼的層級結構，並在

此層級結構之下，從訪談紀錄中擷取出：「自主操作(B1-1)」、「重複閱讀(B1-2)」、「預讀

(B1-3)」、「分組討論(B2-1)」、「同儕學習(B2-2)」、「參與感(B2-3)」、「新鮮感(C1-1)」、

「有趣性(C1-2)」、「易用(C2-1)」、「方便(C2-2)」、「好用(C2-3)」、「自在(C2-4)」、「網

路速度(C2-5)」、「影片流暢度(C2-6)」、「使用習慣(C3-1)」、「使用意願(C3-2)」、「提升

學習效率(C4-1)」、「幫助理解(C4-2)」、「增加思考時間(C4-3)」、「幫助記憶(C4-4)」、「提

升專注程度(C4-5)」與「降低學習難度(C4-6)」等二十二項代碼。接著，我們再針對這二十二

項代碼進行分類，而得到「自主學習(B1)」、「合作學習(B2)」、「吸引力(C1)」、「易用性

(C2)」、「接受度(C3)」、「有用性(C4)」等六個分類項目。最後，將主代碼與子代碼合併，

形成如圖 4 的代碼系統。根據此代碼系統，我們認為受訪學生在翻轉式混合學習方面所關注

的議題主要為自主學習與合作學習，而在 ePUB3 電子書方面，受訪學生關注的議題主要為電

子書的吸引力、易用性、接受度、以及有用性等四個分類項目。 

三、結果及討論 

經由上述的實際教學與評量結果可知，本研究所設計的翻轉式混合學習寫作課程設計流

程以及使用的 ePUB3 電子書寫作教材，經由實際運用於摘要寫作課程的教學與評量，對於提

升學生的摘要寫作學習是有一定成效的，而學生亦普遍能夠接受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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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PUB3 電子書教材進行學習，特別是對於透過電子書自行閱讀或討論，更是持相當正面的

態度，因此也驗證了本研究所設定的兩個 RQ1 及 RQ2 研究問題。 

然而，透過實際教學的經驗及評量結果的回饋，本研究亦對於應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

與 ePUB3 電子書於寫作教學，有以下的討論及建議： 

1. 同時應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與 ePUB3 電子書於寫作教學，課前準備事關重要，特別是

學習活動的規劃以及 ePUB3 電子書教材內容的設計與製作；其中學習活動需以學生為主

體，透過自行閱讀及討論等方式，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寫作的能力，而教材設計則需以配合

學習活動的進行為依據，使教材內容能於學習活動當中，適時的透過 ePUB3 電子書的豐

富功能傳遞給學生。雖然目前教育界更已有許多使用翻轉學習做為寫作課程教學方法的

經驗，其教學過程也使用許多數位學習工具、例如學習平台、行動裝置等，但仍然存在許

多使用課本或影片等傳統寫作教材所產生的限制，因此善用 ePUB3 電子書的功能，使學

習活動能透過學生自主閱讀及合作討論等方式進行，將可以提升學生的摘要寫作學習成

效。

2. 實際課程進行過程當中，由於是學生同時自行閱讀教材及參與翻轉式學習活動，老師將會

需要隨時處理不同學生的不同問題，例如電子書無法操作或操作不順利、分組學生不參與

討論等，因此隨時關注學生學習狀況、發現問題了解原因，並給予適時的協助或輔導，就

顯得更為重要。雖然目前教育界在使用翻轉學習做為寫作課程教學時，無不強調關心及輔

導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情形的重要，但由於使用課本或影片等傳統寫作教材所產生的限制，

使得學生不容易於學習活動進行時依本身狀況彈性學習教材內容，從而降低其參與學習

活動的意願，如此也就容易增加老師關注學生學習狀況、發現問題並給予協助或輔導的壓

力。因此善用 ePUB3 電子書的功能以增加學生依本身狀況彈性學習的空間、從而提高其

參與學習活動的意願，將可以減低老師教學時協助或輔導學生參與學習活動的壓力。 

3. 根據問卷調查及面對面訪談的學生反應，除了能夠了解學生對於課程進行的滿意度及感

想，更重要的是能夠從學生角度去知道可能的缺失，例如部份學生覺得學習活動的順序過

於制式，特別是老師補充說明以及學生分組討論的進行，如何搭配 ePUB3 電子書的閱讀，

應該保有彈性運用的空間；此外，也有部份學生覺得同時使用電子書跟翻轉方式上課太有

挑戰性，應該再加強電子書的操作方便性。因此，本研究認為，透過問卷調查及面對面訪

談的學生反應，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感受以及遭遇到的問題，更是同時應用翻轉式混合學習

模式與 ePUB3 電子書於寫作教學，所應該重視的課題。 

此外，透過實際教學的觀察及輔導，本研究亦對於教學活動的進行歷程，特別是預讀教

材以及分組討論的進行，有以下的心得及省思： 

1. 課前預讀教材為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的必要活動，目的是使學生能於課前了解摘要寫作

的原則、步驟、以及實例，而增加上課時參與分組討論的能力。但由於目前對於學生預讀

ePUB3 電子書教材情形，尚未做到詳細的追蹤，以至於僅能根據前測結果以了解學生的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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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讀成效，對於預讀情形不佳的學生，無法於預讀期間做適時的輔導，以改善其預讀情形、

增加對於摘要寫作的理解。然而，由於 ePUB3 電子書已可支援閱讀追蹤的功能，因此如

何運用此功能以強化對於學生預讀情形的了解與掌握，可做為未來持續增進教學成效的

一項研究課題。 

2. 課程進行時，分組討論為核心活動，目的是使學生能透過同儕間互動及討論構築新的體會、

增強其摘要寫作的理解及應用能力。然而，目前的小組討論方式，尚屬一般形式的討論，

並未實施特定的深化討論模式，因此誘發及參與討論的機制並不完整，以至於會發生討論

過程無法持續或是結論無法聚焦等現象，從而降低討論的成效。因此如何透過適當的深化

模式，經由完整的誘發及參與討論機制，以增進學生的討論意願與成效，也可成為未來的

另一項研究課題。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成果及貢獻 

近年來，隨著網路技術與雲端應用的快速進步與發展，如何運用愈來愈成熟的線上學習

技術與環境以擴展教育範圍、增加學習機會、強化知識獲取，已成為各級學校、機關團體、

企業單位等，增進其成員素質、維持其競爭優勢的最主要憑藉之一。國內目前有關這方面的

研究也已經有一定的成果，但是與西方先進國家相較，仍有許多待發展或改善的地方。 

本研究著重於如何應用新興的 ePUB3 電子書技術於大學通識課程中的寫作教學，並針

對電子書教學的教案規劃與教材製作，提出一個以翻轉式混合學習為基礎的寫作課程設計流

程，並以此流程所規劃出的教案內容以及製作出的 ePUB3 電子書教材，實際以翻轉式混合學

習的模式運用於某大學通識課程〈摘要寫作〉單元的教學與評量。而經由課後準實驗研究法

的實驗組及控制組對照分析，以及問卷調查與面對面訪談的結果可知，本研究所設計的翻轉

式混合學習課程與使用的 ePUB3 電子書教材，經由實際運用於摘要寫作課程的教學與評量，

對於提升學生的摘要寫作學習是有一定成效的，而學生亦普遍能夠接受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

模式以及 ePUB3 電子書教材進行學習，特別是對於透過電子書自行閱讀或討論，更是持相當

正面的態度。此外，透過本研究的質性資料分析結果顯示 (如圖 4 所示)，受訪學生在翻轉式

混合學習過程所重視的是自主學習與合作學習，至於在 ePUB3 電子書部份，則重視電子書的

吸引力、易用性、接受度、以及有用性等四個項目，此分析結果將可作為未來教師設計翻轉

式混合學習課程以及 ePUB3 電子書教材時的參考依據。 

此外，值得探討的是，雖然目前已經有許多關於翻轉式混合學習的課程設計方案，如 Chen 

and Chen (2014) 提出的 HFC 翻轉教室，將教材閱讀與學習活動予以整合，以提供學生方便的

學習環境，而 Ram and Sinha (2017) 則提出一個適合翻轉式混合學習的 FCM 架構，並透過與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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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管理系統 (LMS，如 Moodle) 的整合，提供學生整體的學習環境。此外，Wen, et al. (2016) 

強調運用社群建構理論  (Social Constructivism Theory) 於翻轉學習活動的進行，並藉由

Competency-based Learning 及 Inquiry-based Learning 等教學方法，強化學生的學習成效。但由

於這些方案多以影片做為教材，較缺乏與學生的互動，不僅使學生較無閱讀參與感，也使學

生受限於資訊單向傳遞而無法透過互動動態取得資訊。而本研究運用 ePUB3 電子書的豐富功

能以改善如此的限制，不僅提供學生更便利的教材閱讀與資訊查詢環境，更為教師提供多元

化且有有效率的教學與輔助環境。 

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以翻轉式混合學習為基礎的課程設計流程、教案內容、ePUB3 電

子書教材，以及運用 ePUB3 電子書於課程實務教學等內涵，可以提供給數位科技輔助教學的

先進及同好參考，並期許未來如此豐富而多元的數位輔助教學方式，能對線上學習領域產生

更多正面的成效與影響力。 

二、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限制為，僅實際應用所提出的 ePUB3 電子書翻轉式寫作課程設計流程於某大

學通識課程的摘要寫作單元教學與評量，對於學生學習成效及滿意度的驗證仍有可加強之處。

因此，未來可持續應用於其他學校或單位的摘要寫作課程，以強化本研究的學生學習成效及

滿意度驗證。此外，對於應用於寫作課程的其他單元，則亦有探討的價值。一般大學應用中

文寫作課程，除摘要外、亦可包含許多其他寫作相關單元，例如筆記、書信、公文、劇本、

報導、新聞等，由於各個單元性質不同，教材與教法亦可能會有所調整，因此如何應用本研

究所提出的課程設計流程於這些單元，並經由結果分析以評量成效，可成為未來驗證其實用

性的研究重點。 

此外，未來運用 ePUB3 電子書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時，可於課前預讀時搭配 ePUB3 電

子書支援的閱讀追蹤功能，以強化對於學生預讀情形的了解與掌握，而於課程進行分組討論

時，搭配適當的深化討論模式 (例如腦力激盪法、深度討論法等)，以增進學生的討論意願與

成效。最後，亦可於學習活動中搭配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例如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或是情境學習 (Situated Learning) 等，以活化學習活動的進行，增進學生的學習成

效。而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中使用這些追蹤功能、討論模式、以及教學方法時，如何規劃學

習活動以及設計與製作配合這些學習活動進行的 ePUB3 電子書教材，使教材內容能於學習活

動中適時傳遞給學生，就顯得相當重要，因此未來也可以朝此方向做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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