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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研究旨在探討《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之個案研究─以教

育部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為例，對國中補校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及可行性。本研

究採取行動研究法進行教學與觀察，以新北市立越界高級中學三年級 36 位學生

做為研究對象。教學前、後測透過 GEPT 全民英檢網「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測驗-初級」了解學生進行 O2O 教育模式教學後是否有所差異；教學期間教材、

教學現場紀錄、教學省思札記、錄影、訪談等多元方式觀察與紀錄學生協同學

習的表現情形、參與態度以及師生的互動關係等，同時參考學生在校兩次段考

成績分析《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教學結果，並針對教學過

程、教學結果、晤談來分析《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之個案研

究─以教育部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對國中補校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及可行性，最

後進行資料分析與討論。本研究結果可歸納下列四項結論： 

一、Cool English 線上學習平臺及教材內容適合個案研究補校學生程度。 

二、O2O 教育模式增加線下課程(offline)的學習效益。 

三、O2O 教育模式發現學習者學習動機更為強烈。 

四、應用 O2O 教育模式在補校學生英語教學，可顯著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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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subsidiar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effect and feasibility via “A Case Study on the O2O Educational Model Applied to 

Subsidiary Junior High School’s English Teaching –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Online English Learning Platform.” In this study, teaching and observation were 

carried out by action research on the study objects of 36 third grade students of Yueh 

Chieh Senior High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the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 Elementary Level” on the GEPT website was 

used to understand whether students are different after being taught by the O2O 

educational model. Multiple methods such as teaching materials during teaching, 

teaching scene records, teaching reflection notes, recording and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observe and record students’ performances, participation attitud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teachers dur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wo school exam scores of 

each student were also taken for reference to analyze the teaching results of the 

“O2O Educational Model Applied to Subsidiary Junior High School’s English 

Teaching.” Besides, the teaching processes, results and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analyze subsidiar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effect and 

feasibility via “A Case Study on the O2O Educational Model Applied to Subsidiary 

Junior High School’s English Teaching –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Online 

English Learning Platform.” Finally, data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were carried out. 

The study results were induced into four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The Cool English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uitable for 

a case study of subsidiary school students’ level. 

2.O2O educational model increased offline's course's learning effect. 

3.Via the O2O educational model, it found that learners have stronger learning 

motives. 

4.Applying the O2O educational model to subsidi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s. 

 

Keyword: subsidiary junior high school, O2O educational model, learn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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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緒論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名詞釋義；第三節為

研究範圍與限制。茲分節敘述如下，以期闡明《O2O 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

之個案研究 -以教育部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為例》為論題的教學研究價值與意

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終身學習的教育活動，從學前兒童一直到高齡長者，形成繼續性之教育過

程。學習社會、終身學習是各先進國家教育改革的「願景」，1995 年教育部發

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遠景》，將「規劃生涯學習體

系，建立終身學習社會」劃為重點，也將 1998 年訂為「終身學習年」，並發布

《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提出 8 項國家教育發展願景，14 項具體的實施途徑及

14 項行動方案。以期推展終身教育，建立「學習社會」。在 2002 年更訂頒〈終

身學習法〉，使我國成為第 6 個專門為終身學習立法的國家，促進個人成功地「終

身學習」是推展「終身教育」的基礎；建構「學習社會」，更應以人人具備「終

身學習」的能力為目標及條件。 

早期人民學習機會不多、教育尚未普及，導致失學民眾相當普遍，為完善

「終身教育」的理念，政府在國民中小學廣設補校，提供早期失學民眾再度回到

學校接受完整的國民中學教育機會。補校剛開始運行的時候，民眾就讀踴躍，

人民受教育機會增加；但在教育越來越普及的推進之下，就讀的學生越來越少，

尤其是補校學生大部分年紀較長，無法吸收國民中學補校課程，導致學習效果

不佳，更甚者荒廢學業，造成補校學生們漸漸地放棄英語學習的機會，亦對英

語課程失去學習動力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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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者對英語教學的關注 

研究者於 2012 年進入新北市立越界高級中學擔任英語教師一職，剛開始任

教於日間部國中，2013 年因緣際會之下，開始接觸國民中學附設補校，並擔任

國民中學英語補校教師一職，一開始研究者也很擔心自己是否能勝任這個職位，

教學前就不斷的思考要如何教授國民中學補校的學生，如何改變以往的教學模

式，讓補校學生從英語上獲得收穫，提升學習成效，找到對英語的學習自主性。

又因為補校教科書受到學校的硬性限制，其教科書內容和補校學生原有程度無

法相呼應，學生在閱讀教科書時等同跳級上課，在無法跟上進度的的上課，同

時已漸漸失去了學習的意願，甚而變成排斥學習，此一被動式的學習，無法有

效提升國民中學補校學生的英語學習能力，研究者擔任教師，亦深感愧疚，但

研究者抱持著因材施教的念頭，深信如果找對了正確的方式來讓學生學習，一

定會有所成效，於是開始在補校課程規劃方面進行了些許幅度的調整，不時地

針對學生能力去調整課程進度，並輔以教科書以外的學習管道。因此想利用本

次實際個案研究，探究能夠提升補校學生對英語學習能力，找出可行性方案，

提出全國國民中學補校參考模式，讓補校英語教學可以因此有所改善，強化學

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是以欲從事本研究的原因之一。 

貳、O2O 教育概念的啟發 

研究者以「O2O 教育」作為關鍵字搜尋，發現臺灣論文對 O2O 教育的實

證性研究甚少趨近於零，但此名詞卻在國外已相當普遍，加上先前有多媒體教

材運用在補校上的教學研究，其在研究論文數量上也明顯不足，故希望運用

「O2O 教育」來提升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讓原本補校的英語學習方式由被動式

改為主動式學習法，也讓補校的學生可以自主學習，研究者比較過不同線上平

臺的特性後，選擇適合個案研究學生程度的《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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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選擇透過教育部的專案計畫的《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幫

助補校成人學生在學習英語，培養學習英語的興趣。研究者期望藉由參與行動、

反思、觀察等活動，檢視與釐清實務工作的盲點，以改善補校英語教學的問題，

作為未來國中補校英語教學之參考，是以欲從事本研究的原因之二。 

參、國民中學補校教育的理解 

在終身學習理念的影響下，回到學校進修學習一直是我所追求的計畫和夢

想。研究者基於對教育上的專業知能、熱忱及追求自我夢想的實踐，有幸進入

國立政治大學的教育所進行修習，也讓我在教育上，不管是理論或是實務上都

可以一一作結合與驗證。在研究者的工作中，看到了補校教育的重點，也了解

補校學生學習的特殊性，因此激發研究者想藉由撰寫學位論文的過程中，對於

國民中學補校英語教學的現況和問題，嘗試提出解決方式，進而使用適合補校

學生英語學習的教材和輔助工具，幫助那些再度回到學校的補校學生，克服英

語學習的障礙，提升英語學習的學習主動性。是以欲從事本研究的原因之三。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 應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於補校的適切性。 

二、 瞭解 O2O 教育模式的學習動機。 

三、 瞭解 O2O 教育模式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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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中，為了探討 O2O 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對於國民中學補校學

生學習態度改變如何、補校學生對 O2O 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的看法及瞭解

補校學生使用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的看法，因此必須先定義幾個觀念： 

壹、國民中學補校 

教育部提出「終身教育」的概念，照顧失學或有志向學者，提供進修教育

的管道，在現今知識創新的時代，必須因應社會的趨勢，面對全球化的浪潮，

國民中學補校教育更為重要，補校教育以學生為中心，經過老師的引導和教學，

產生良好的學習成效，讓學生可以藉由課程內容的學習來增廣見聞，並運用到

生活中。 

貳、O2O 教育模式(Online to Offline) 

O2O 全名為 Online to Offline 或 Offline to Online，“線上─線下”商務

(Online to Offline)，簡稱為 O2O（張宏裕，2013；B. H. Lee & O'Sullivan, 2014; Ellis, 

Hughes, Weyers, & Riding, 2009；Mazgon, Mojca Kovac, & Stefanc, 2015）。廣義

的 O2O 不再侷限在“線上─線下”商務只要同時牽扯到“線上─線下”就可

以通稱為 O2O，O2O 運用到教育上，結合了商業模式線上和線下的概念，以「線

上學習平臺」作為媒介，基於混合學習策略提出的一種學習模式，張如敏（2015）、

Cho & Cho (2014) O2O 教育將傳統課程進行延伸，其目的在於引入新的教學方

式和理念，使學生在課程中得到有系統且有效的學習，進而掌握必備的學習技

能，同時結合課程強化學習效果，促進學生知識建構的能力，O2O 教育將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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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online)和線下資源(offline)作優點結合，將其教學作用發揮出來，又讓不同

的學習者可以依照自己的學習需求做選擇並參與學習的過程。 

參、教學平臺 

教學平臺是線上開放式課程，透過網路即可提供教育機會給每一個人，任

何人都可以使用網站所有的資源，透過網路上自主學習隨時調整自己學習的進

度，培養起學習自主性。研究者在眾多教學平臺上選出適合研究者任教補校的

教學平臺，故本研究選用《教育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來達到

O2O 教育之目的。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並運用「教育部的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來探究國民中學補校學生在《O2O 應用於國

中補校英語教學之個案研究》。 

為瞭解 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對於國民中學補校學生的

影響，研究者選定國民中學補校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對象之所以選擇國民

中學補校學生，教育部提倡終身教育，推動「終身學習圈」，培養民眾學習習慣，

補校學生會依照自己需求來考量自身條件選擇適合的學習方式，以達到學習目

的，故選擇國中補校成人學習者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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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對象而言：本研究參與者為新北市立越界國民中學補校三年級 36

位學生。 

就教學內容而言：本研究以教育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依據，

提供學生線上(Online)的學習平臺，線下(Offline)和老師作互動，以利英語教學

之進行。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考量人力、時間及經費等因素，有以下的限制：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僅以新北市立越界國民中學補校為限，並以該校三年級 36 位補校學

生為主要的教學對象，由於行動研究是講求解決教學現場中實際問題的研

究方法，並不強調研究結果的類推，因此本研究的結果未必適用各地區成

人英語的教學課程情況，在研究結果的推論上宜審慎。 

二、就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中的教育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以補校學生生

活化為主題和學生程度為優先考量，因此推論到其他非相關之主題，仍有

其推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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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國民中學補校英語教學現況及困境；

第二節探討 O2O 概念及其在教育上的應用；第三節探討英語線上學習平臺評

析。 

第一節  國民中學補校英語教學現況及困境 

有關國民中學的研究文獻數量上並不多，只能針對國民中學補校的整理性

概念或針對某一層面遭遇之問題作為研究議題之探討的研究，資料更是稀少。

故研究者將蒐集到的文獻分述如下： 

壹、國民中學補校面臨的困境 

現代社會快速變遷之下，成人畢業離開學校後開始工作，仍有「活到老、

學到老」的必要。1998 年教育部訂為「終身學習年」，2002 年公布「終身學習

法」積極增設國民中小學補習學校，開始重視補校教育的建立，協助未曾上學

的成人或是在過去時期未完成教育的人進行補救教育。而研究者自己在擔任國

民中學補校英語教師，深切感受到國民中學補校確實是在成人教育中佔有很重

要的一環，補校教育需要適時的調整和改進，才能讓國民中學補校的問題找到

解決之道，國民中學補校確實有教學上的困難存在（何青蓉、何進財與蔡培村，

1994；胡夢鯨，1998；謝青曉、劉玉玲，2016），國民中學補校雖然規模不大，

但卻可以讓早年失學者、新移民、婦女、高齡者及一般成人以循序漸進的方式

參與學習，並完成人生的另一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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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上述相關結果發現及研究者實際教學經驗，將補校面臨困境統整規納

為： 

1.附設性質： 

國民中學補校並未獨立成校，而是附屬在國民中學內，無獨立的編制，

對於師資的任用也都是日夜相通，人力配置上多為日校行政人員或教師兼

任，造成師資流動率高，甚至不易聘到適合的老師，臨時湊一湊師資，教

育相關單位也未設置專門培訓成人教師的機構。「附設」的性質使得國民

中學補校未受到像國民中學日間部一樣的照顧，往往變成最容易被犧牲掉

的一群，也因為補校屬於「附設」的性質讓教師的鐘點費比照日校辦理，

老師教學不能自主教學，教學場地必須受到限制，無法因材施教，因此有

研究提出國民教育改革和重心發展放在正規學校上，確實對於補校的發展

和整體性的規劃欠缺不足（吳美玲，1996；洪玉水，2003；胡夢鯨，1998；

陳昱至，2009），畢竟大家還是比較注重要升學的學生，對於補校的學生

就會失去照顧。 

2.學生異質性高： 

基本上國民中學補校的學生大多都是未具基本學習能力的成人學習

者，近來外籍配偶增加，使教育現場像是一個小型聯合國（蕭昭瑾，2004），

大多數學生不論是早年失學者、新移民、婦女、高齡者、中途輟學及一般

成人，大多數的補校學生都有相當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工作經驗和日間部的

國中生有著截然不同的特性，有些已經結婚、有些語言不同、有些更是已

退休、上班族或家管，在補校的學生平均年齡偏大，學習方面也會退化許

多，社會經驗多，學生異質性也高，多重角色的重疊，補校學生的組成，

不論年齡、工作或其他背景上，都有很明顯的落差，由於年齡差距大、男

女比例不均、工作不同、社經背景也不同（王政彥，1998；夏玉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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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皇木，2015；劉淑美，2009），因此補校學生在學習程度、學習態度及

面臨的學習困難也和日間部學生有所差異。 

3.教材不適切 

補校課程設計上缺乏彈性、多元選擇且和現實生活有落差，無法滿足

補校學生學習的需求，又因課程設計關係，補校專用的教科書因用量少，

單價偏高，於是沒有專用的國民中學補校教科書，又因為日間部課程教材

和國民中學補校教材差異不大，基礎課程相近，任教補校的老師缺乏時間

和專業能力去編寫專屬補校的教科書，故大多國民中學補校所使用的教材

仍然採用日間部國中教材，如此下來使用不適當的教材在國中補校教學上，

無法因為學生的程度不同而選擇適當的教材作使用，學生在銜接課本內容

有所困難（林美如，2005；彭玉慧，2008；劉雅玲，2006；藍聖翔，2011），

導致於學生的心理層面和學習需求無法配合的很好，不僅造成補校學生的

學習損失，也會造成補校教育資源的浪費，再者，補校學生缺乏教材的彈

性選擇，逐漸導致學生在學習上有失落感，逐漸失去信心，漸漸的放棄學

習的機會。 

4.缺乏專業師資 

依據教育部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18 條之規定：各學校附設之國民補

習學校及進修學校之教師，由校長依法聘請合格人員充任之；職員由校長

指派現有人員兼任或依聘僱相關法規進用。各級國民補習學校及進修學校

之教職員資格、待遇及保障等，適用同級、同類學校之有關規定。國民中

學補校教師大多由日間部教師兼任，日間部教師白天要上課，下班後又要

兼任補校的教學工作，而補校的教師鐘點費比照日間部的薪水辦理，長期

以來補校教師鐘點費偏低，無法提升老師的教學意願，教師在無形中也增

加教學負擔（林美如，2005；林勝義，1995；劉雅玲，2006；謝青曉、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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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玲，2016），最後往往是代課老師或是初任教育職場工作的人員擔任補

校教師的工作，再加上未編制專門培訓成人教師的機構，對於補校學生管

教未能確實落實，導致有時候教師太年輕而補校學生年齡上懸殊過大，教

學信任感需要時間培養建立（施玉娟，2002；洪玉水，2003；張德永、黃

芳銘與陳儀蓉，2008；黄富順，1985）。 

從上可知，補校缺乏專業師資，建立相關師資的培訓與專業訓練的充實也

是刻不容緩的，政府應該更有效的整合資源，提供補校學生專業的師資，以求

教學品質的精緻化。 

貳、補校英語教學學生與學習態度的問題 

補校辦理之現況，包括補校英語教學層面及補校英語學習態度和日間部學

生有所不同，可依下列幾個層面做說明： 

一、補校英語教學層面 

國民中學的補校教學中，以英語科為例，補校學生的學習困難大約可

以歸納出幾項： 

1.學生年齡導致學習能力效果不佳： 

由於補校學生大多年紀偏大，在身心靈都有所成長，故在學習效果上

會比日間部國中生學習能力落差大，造成學生在閱讀上的困難及影響其學

習能力。 

2.英語學習時間短： 

由於需要學習的時間增長，又缺少感官上的刺激，補校學生在獲取和

檢索資訊的能力，不如年輕人，補校學生常會抱怨：記不起來、字太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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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聽力不好、唸不出來單字…等 （張春鴻，2002；張德永，2013；

張德永等人，2008；許秀薇，2007；Chong et al., 2016; Li, Duan, Fu, & Alford, 

2012; Makani et al., 2016），成人學生又因工作忙碌疏於學習和複習，只是

接收片段式的學習，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到英語，導致於英語學習成效不

佳。 

二、補校英語學習態度 

學生是接受教育的主體，教育之成敗繫於學生學習成效。學習成效：

直接的學習成效係指學生在接受教育前、後之行為變化，亦即接受教育後

之「終點行為」減去接受教育前之「起點行為」所產生之實質變化，並衡

量大學的學生學習成效時，應涵蓋「認知的」、「情感的」及「動作技能的」

之不同向度，才能完整掌握大學教育所獲致之學生學習成效（王如哲，2010；

歐志華，2001；謝淑梅，2000；Aparicio, Bacao, & Oliveira, 2016; Gaikwad 

& Randhir, 2016; Makani, Durier-Copp, Kiceniuk, & Blandford, 2016）。英語

學習成效，乃是由「學習成效」一詞衍生而來，是指學生在上英語課程上

的學習成果或學習成就，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由認知、情感和行動三種成分

構成，英語學習態度和英語學習成效有密切相關，一是對英語課程學習的

態度、自動學習；二是對英語教法的態度和學習動機；三是對英語課程的

需求及對英語學習的期望；四是對老師的觀感和英語學習的班級風氣（吳

昌期，2001；唐璽惠，1989；康佳鈴、郭昭佑，2017；黃雁祥，2009；

Chong et al., 2016; Li, Duan, Fu, & Alford, 2012; Makani et al., 2016；Yusuf 

& Al-Banawi, 2013）。「英語學習成效」也主要是在探討學習者在英語課程

上的學習結果表現，提供老師課程是否需要改進的標準。 

綜上所述，大部分的研究者將英語學習態度分為四個部分：1.對英語課程

的態度；2.對英語教法的態度和學習動機；3.對英語課程的需求及對英語學習的

期望；4.對老師的觀感和英語學習的班級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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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民中學補校教學困難因應策略 

有關國民中學補校的研究文獻，在數量上並沒有很多，而針對國民中學補

校整體性或某一層面遭遇之問題未研究議題之探討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茲

將所蒐集到的資料分述如下： 

國民中學補校成人學生再次參與學習，主要是為了提升生活的現況、增加

個人自信心、增進知識、增進待人處事能力和結交新朋友（李雅燕，2012；莊

淑貞，2009；莫慧如，1988）。就學習特性而言，補校的成人學生的學習特性可

主要區分為下（賴昭蓉，2013）： 

 

圖  2-1 補校的學習特性 

資料來源：修改自賴昭蓉（2013）。多媒體教學應用於國中補校學生英語學習

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碩士學位論文，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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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問題為中心：國民中學補校成人學生接受補校教育是為了提升生活的   

現況、增進知識、增進待人處事能力…等，將所學知識與生活相連結。 

2.結果導向：補校學生認真把握每一個努力學習的機會，充實自我，認真

向上，經過學習後，學習結束有良好的學習成效，學生就願意繼續學習，

反之，學生如果無法達成學習成效，就會中途離開，放棄學習。 

3.具有自我導向的能力：不太依賴他人的協助，較獨來獨往的自我導向學

習。 

4.嘗試錯誤：補校學生往往會對學習知識用生活經驗來產生質疑，因此補

校學生傾向多方訊息與嘗試錯誤。 

5.尋求實用取向的知識：運用課堂學到的知識直接運用於生活，或在課堂

中提出即時問題、內容與實際生活所需。 

6.樂於主動學習：補校學生的學習偏向是積極主動，不喜歡被動的接受教

育，學習動機的動力多來自內在學習動機。 

7.喜歡參與的學習型態：喜歡參加事務，協助班級融洽，營造快樂學習環

境。 

8.豐富的生活經驗：補校學生豐富的生活經驗是學習的動力，但也可能是

阻力。 

9.線上學習平臺運用：運用線上學習平台來進行課程，網路資源與學習策

略整合在一起，規劃探究導向的教學活動，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 

國民中學補校學生的學習是基於內發的需求，學習自身特性和需求的學習

資源，與一般國中生有所不同，補校學生傾向實用取向的學習內容，學習是以

問題為中心，強調教學內容和知識可以實際應用在生活中，如解決生活中遭遇

的問題、吸收新知、結交朋友及拿到文憑…等（江喬瑛，2007；劉雅玲，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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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瓊慧，1999），再者，補校學生因年齡的增長與生活歲月的歷練，累積了豐富

且多樣化的經驗，學習動機多來自於個人需求。 

從上可知，補校學生因為瞭解自己的學習需求，而且是具有自我導向的成

熟獨立個體，要讓國民中學補校的學生再度參與學校生活，重拾回學習能力，

師生間需要很大的努力和改變，對於英語的學習上，一方面希望可以接上國中

英語課程內容、學以致用的語言；另一方面，中高齡學習者隨著年齡的增長面

臨生理及心理層面上的認知神經功能退化，無論在記憶力、理解力、聽力或資

訊的處理轉換終將逐漸退化，再加上本身英語能力的限制，造成在學習英語上

容易感到挫折和心理壓力，因而排斥學習，也覺得英語學習索然無味缺乏實用。

故研究者希望將 O2O 教育模式應用在補校教學上，採用教育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作為媒介，期望能結合成人學生既有生活經驗與編制適合

學生學習的教材內容，增進補校的成人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進而能將所學應

用於日常生活中。 

第二節  O2O 概念及其在教育上的應用 

壹、翻轉教室概念興起 

翻轉教育概念的發展 一、

翻轉教室的概念約在 2000 年的時候被提出，邁阿密大學的 Maurren J. Lage

和 Glenn J. Platt 以及禮來製藥公司的 Michael Treglia 於 2000 年的第一期《經濟

學教育雜誌》發表了 Inverting the Classroom; a Gatewar to Creating on Inclu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的文章。同年，第 11 屆在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市召開

大學教學國際會議，論文收集了賽達維爾大學 J. Wesley Baker 的論文”The 

14 



 

Classroom Flip”: Using Web Course Management Tools to Become the Guide by 

the Side。2011 年，美國科羅拉多州洛杉磯林地公園高中(Woodland Park High 

School)化學老師：Aaron Smith 及 Jonathan Bergmann 基於多年使用翻轉教室的

教學實踐，出版了書籍 Flip Your Classroom: Reach Every Student in Every Class 

Every Day。這本著作也獲得了美國國際教育技術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簡稱 ISTE）和美國督導與課程開發協會(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簡稱ASCD)的聯合推薦。2012年以後，

隨著 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Coursera、Udacity 和 edX…等大規

模線上課程，在全球廣泛的興起，其中 MOOCs 的出現更將線上課程推向教育

界巔峰，MOOCs 透過網路打破了教育的傳統模式，將大規模的面對面講授課

程模式打破，注入教學模式新潮流，甚至斷言是“傳統大學的終結”。史丹福

大學校長 John Hennessy 稱 MOOCs 是“一場海嘯” （宋述強、高瑄與鐘曉流，

2014；郝永崴，2015；郭春才、金義富，2015；黃政傑，2014；Swinnerton, Hotchkiss, 

& Morris, 2017; Terras & Ramsay, 2015）。微軟公司創始人 Bill Gates 認為學生透

過網路自學課程系統遠比大學提供的課程還要好，翻轉教室才變成創新教學模

式，並引起廣泛的討論和注意。 

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可被翻譯成翻轉教室、翻轉課堂、易位課堂、

顛倒課堂、顛倒教室或反轉課堂等（何依珊，2015；吳清山，2014；劉怡甫，

2013 ；AlJaser, 2017; Buch & Warren, 2017; Coyne, Lee, & Denitsa, 2017），最早

是由 Aaron Smith 及 Jonathan Bergmann，兩位老師為了解決學生因為缺課，而

無法完整學習課程，兩位老師利用軟體錄製 PowerPoint 簡報與講解旁白，並把

檔案傳送到影音網站《YouTube》上，讓缺課學生可以自由的上網去學習，這

樣的學習模式經過一段時間後，老師發現學生學習成效不錯，就改以學生在課

前先上網做學習、預習，老師再設計課堂的活動來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效，同時

也在課程中對遭遇困難的學生解惑，同樣也獲得良好的反應（朱偉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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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幸玉，2015；鍾曉流、宋述強與焦麗珍，2013），此模式也被定名為「翻轉課

堂(Flipped classroom)」。 

翻轉教室對於教師傳遞知識和知識內化作了個顛倒的安排，傳統的教師授

課角色和學生聽課學習的角色做了點更動，對於上課時間進行了重新安排的規

則，對傳統教學模式做了革新；學生不再只是學習，老師不再是傳統的教學，

老師最重要的是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判斷出學生的問題，並替學生解惑、檢

測和個別化的幫助，協助學生矯正錯誤理解、理解和掌握課程內容（宋述強等

人，2014；唐正皓，2015；蔡文正，2014；羅志仲，2014；Doruk, 2014; Kariuki 

& Kent, 2014; McLaren & Kenny, 2015）；學生預先學習線上課程，要提出疑惑

並帶到課堂上和老師或同學討論，強調的是知識建構的體系，此時課堂就變成

了師生和學生互動的場域，進而達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和培養學生問題解決的能

力，學習的主體也由教師中心轉化為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成效，養成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 

國外實施翻轉教室的情形 二、

可汗學院(Khan Academy)的創辦人─Salman Khan，當時 Salman Khan 在美

國工作和讀書，鄰居拜託他教小孩數學，Khan 為了教學將教學過程和內容及解

題技巧拍攝成影片，並放到影音網站《YouTube》，讓他們可以不受時間和地點

的限制就可以透過網路線上學習，後來 Salman Khan 擴大可汗學院的教學內容

和科目，才演變成現今的可汗學院(Khan Academy)，可汗學院提供了「免費+

全世界的人+高品質教育」的服務，同時也創下許多驚人的紀錄（呂冠緯，2015；

康佳鈴、郭昭佑，2017；郭珮君，2015；童敏惠，2016；Cargile & Harkness, 2014; 

Cmeciu & Coman, 2016）。TED 大會邀請 Khan 來演講，Khan 演講時提到「教

師可利用 Khan 學院的資源達到翻轉教室的想法」，這段演講內容也多次說明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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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課堂的核心與優點（呂冠緯，2015；林幸玉，2015），藉由 TED 演講的影響

力和 Khan 學院的力量，「翻轉教室」這個概念才可以讓更多人所知，從 

從表  2-1 可看出國外實施翻轉教室的脈絡： 

表  2-1 國外實施翻轉教室的脈絡 

提出學者 實施情形 

Gibbons at al. 

(1977) 

1977 年發現用電子器材錄製未經排練、剪輯及成本低

廉的教學演講影片，以促進學生學習。 

Walvoord 

&Anderson(1998） 

學生上課前要準備上課要學的教材，上課時再學習分

析、綜合、問題解決等過程成分。為了確保學生課前

好好準備以利上課的進行，他們採取作業本位模式

（assignment-based model），學生課前要有問題寫

作，以便在上課時得到回饋。 

Lage at al.(2000) 提出反轉教室（inverted classroom）的方法，他們一

開始是為了讓教學更適合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指導

學生經由各種工具在課外去獲取課前應學習的知

識，例如教科書讀本、教學影片、有語音的 PPT 或影

印的 PPT 腳本。為了要確認學生是否做了課前準備，

學生必須定期完成工作單，老師定期隨機抽樣和評

分。上課時間則用於學生活動上，重點在原理原則的

分析和應用，包含同儕對問題的回應、小組討論。他

們發現師生對這樣的教學模式都持正向態度，教師發

現學生的學習動機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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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可汗學院 

（Khan Academy, 

2014） 

2006 年可汗學院（Khan Academy ）的線上教學影

片開始流行，提供全球學生免費的線上課程，學生可

隨時隨地觀看學習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填補學習落

差，依照個人進度學習，發展特別興趣，不必隨著所

有 同 學 起 舞 ， 這 種 改 變 被 視 為 教 育 的 大 未 來

(Robinson,2014)。 

Day(2008) 2008 年，有學者介紹網路多媒體教學，結合演講、視

訊、音訊及文字進行教學，提供更多學習機會。 

資料來源：引自郭珮君 （2015）。翻轉教室於國中數學學習成效之研究 (未出

版之碩士論文)。南華大學，嘉義縣。  

從上可知，翻轉教育並不是一個新興議題，早在 1977 年就有人提出「翻轉

教育」這個概念，並將其運用於教育上，開創教育新模式，翻轉教育的教學資

源重要，老師把教學用影片或其他的方式呈現，讓學生在進教室前，就能夠獨

立完成這些預習，面對面授課時，老師用不同的教學策略進行分組及個別的學

習活動，最重要的是學習者中心，老師在課堂中說得少，學生主導學習，並透

過合作學習，促進學生學習，引起學生高層次的思考與有意義的學習。 

翻轉教室與傳統教學的差異 三、

翻轉教室強調的不是透過影片來學習，主要是把課程變得更多元，因此老

師在課堂上的角色更重要，老師是幫助學生將知識內化為能力，而不是只有將

傳統式的教學轉變為數位化的課程，主要是老師的引導式教學與學生之間互動

進而達到應用、分析、評估與創造的能力，故翻轉教室中老師的角色更為重要

了（宋述強等人，2014；康佳鈴、郭昭佑，2017；郭春才、金義富，2015；郭

珮君，2015；黃政傑，2014；劉怡甫，2014b；Allen, Withey, Lawton, & Aquino, 

2016; Kariuki & Black, 2016; Plush & Kehrwald, 2014）。學生在上課前，必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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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老師規定的作業範圍作課前預習，並記錄下自己的問題，於上課時間提出

與老師做一起討論遇到的問題，更深入了解學習的知識、協作探究和交流活動，

下課後學生再針對自己有興趣的課程內容去做延伸學習。 

大多數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表現在學習速度上，學生的學習重心只要提

供足夠的學習時間，學生就可以學習成效不錯；但在傳統教學上老師無法顧慮

到全體學生的學習速度，導致於學習目標無法順利達成；相較於傳統的教學模

式，以老師為教學中心，學生循著老師的教學被動式的學習，下課後再自行複

習或完成老師規定的作業，回家作業只是重複性的練習來達成知識的累積，這

不是最佳的學習型態 (唐正皓，2015；Robinson,2014)。郭珮君（2015）、

Mazur(2011)& Wilson (2012)提出學習過程可分為「知識的吸收和內化」和「知

識的傳遞」，而傳統教學只著重在知識的傳遞，卻忽略了學生內化知識的過程。 

表  2-2 翻轉教育與傳統教學的差異對照 

 翻轉教室 傳統教學 

學生 主動學習者 被動接受者 

教師 學習引導者 知識傳授者、課堂管理者 

課堂內容 問題探究、動機、參與、專注

等情意 

知識講解傳授 

學習能力 自主學習、應用、分析、評估、

創造、交流反思、協作與討論 

(高層次能力) 

理解、記憶、背誦 

(低層次認知能力) 

教師角色 協助指導學生，學習促進者 講述觀念，資料呈現者 

教學前 大部分學生會在家預習老師

所規定的影片完成進度 

極少部份學生會主動預習 

教學中 在課堂上透過師生互動更深

入了解其所要學習的內容 

教師單向講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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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後 學生再深入找補充資料研讀 學生回家完成功課 

資料來源：引自郭珮君 （2015）。翻轉教室於國中數學學習成效之研究 (未出

版之碩士論文)。南華大學，嘉義縣。  

從上表可知，翻轉教育與傳統教學上的差異，有很大的落差點，翻轉教育

勢必會對教育模式產生衝擊，也讓教室裡的重心產生改變，從以往的傳統教學

模式中，學生在課堂中接受教師的知識傳遞，知識內化則是在課外透過練習完

成的，翻轉教育對於這種傳統教學模式進行了翻轉，學生可以在下課後線上獲

得知識的傳遞，而知識的內化則是在課堂中透過互動來完成，讓老師有更多時

間來接觸學生，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給予有效的學習幫助。 

翻轉教室課程內容的呈現的優勢 四、

翻轉教育不僅是只提供學生虛擬的學習環境，也提供學生學習自主的環境，

更是將老師與學生的上課模式維繫在一個以網路為樞紐的虛擬學習空間，支持

學生自主學習，擴展老師在課外的延伸，有效的幫助翻轉教育的進行。 

翻轉教室課程有五個重點需要呈現，才能使翻轉教室做到最好的發揮，如

表  2-3 所示： 

表  2-3 翻轉教室課程重點 

重點 說明 

1.學生的專注力 因為在上課前老師須先將知識內容錄製成影片，所

以必須留意學生的專注力。學生的專注力是指一個

學生能將焦點或意志集中在某一件事物或遊戲上所

持續的時間，而不受外接刺激所干擾的能力。 

學生的注意力集中時間長短不一，會隨著年齡、發

展狀況及各別差異而有所不同，年齡越大，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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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的時間也會相對增加，一般而言：2 歲平均約 7

分鐘、3 歲約 9 分鐘、4 歲約 12 分鐘、5 歲約為 14

分鐘、7 歲~10 歲約 20 分鐘、10 歲~12 歲約 25 分鐘、

12 歲以上約 30 分鐘，所以不同年齡，在專注力上

有所不同，這是在錄製影片時特別需要留意的地

方。有了專注力，才能有效的學習，必將需要的訊

息轉為長期記憶，發揮思考、創造的潛能。 

2.學生學習目標 訂出明確的學習目標，讓學生可以清楚的瞭解每段

影片的學習重點，還有課程與課程間的銜接。 

3.事前準備 不同於面對面上課模式，教學影片無法與學生對

話，所以如果能事先撰寫影片大綱和腳本，應該更

能清楚明確的傳達教學內容。 

4.課程內容的設計 翻轉教育多了學生事先的線上課程觀看，課堂中老

師與學生的時間就增加了，可以安排豐富的教學活

動，充分運用師生間的互動與溝通，培養學生學習

主動，養成反思的的能力。 

5.影片錄製方式 影片錄製的方式有很多種，視需要而做準備是必要

的，當然也必須考慮設備的問題和老師本身的電腦

能力，此外如果能善用現成的網路資料來搭配符合

學習目標應該也是不錯的選擇。 

資料來源：林幸玉（2015）。翻轉教室之教學成效—均一教育平臺運用於國

小五年級數學面積單元教學。南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論文，嘉義縣。 

由上可知，翻轉教室課程有五個重點分別為學生專注力、學生學習目標、

事前準備、課程內容的設計及影片錄製方式，若能好好充分運用翻轉教室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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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教師授課時，先針對翻轉課程中重要的知識講解，將知識作為一個專題，

讓學生不斷的反思與透過同儕之間的學習，培養學生對問題進行分析，用自己

的語言描述問題，進而去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式，協助學生掌握學習方式和理論，

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貳、Online to Offline 的概念 

O2O 全名為 Online to Offline 或 Offline to Online，其概念就是「消費者在

實體商店中享受服務或取得商品，但卻是在網路上付費」，是一種新型電子商務

模式，與傳統電子商務相比 O2O 電子商務將線上(online)和線下(offline)活動之

間的關係更加緊密，透過線上營銷(online)、線下經營(offline)的結合，大大的提

升了服務的水平和改善消費體驗（吳勇毅，2015；唐正皓，2015；康佳鈴、郭

昭佑，2017；張宏裕，2013；B. H. Lee & O'Sullivan, 2014; Jones & Bennett, 2017; 

G.-H. Lee, 2015; Mazgon, Mojca Kovac, & Stefanc, 2015）。2010 年 8 月由美國

Alex Rampell 提出 O2O 的概念，Alex Rampell 在分析 Groupon、Open Table、

Restaurant.com 和 SpaFinder 公司時，發現了他們之間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促

進了線上─離線的商務發展，Alex Rampell 將其模式定義為 “線上─線下”商

務(Online to Offline)，簡稱為 O2O。 

O2O 廣義的定義不再侷限在“線上─線下”商務只要同時牽扯到“線上

─線下”的關係就可以通稱為 O2O，尤其是二維碼和定位技術使得線上─線下

業務上的整合更為容易，O2O 拓寬了電子商務的發展方向使電子商務進入新的

發展階段，逐漸成為電子商務創業的新藍海，也利用行動中斷的特性（周小勇，

2014；張宏裕，2013；郭春才、金義富，2015；Fulton, 2012；Naumann & Salmerón, 

2016; Wood, Grant, Gottardo, Savage, & Evans, 2017），例如：隨身性、用戶位置

的可追蹤性…等，並運用新的技術和營運模式開發潛在的消費使用者，同時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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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場空間，O2O 從概念走到現實生活中，讓使用者可以直接進行體驗。康佳

鈴、郭昭佑（2017）、郭春才、金義富（2015）和 Goswami(2016)隨著線上學習

平臺的發展，線上學習平臺和線下教育的交錯融合，在教育領域中也引用了

O2O “線上─線下”的概念，就形成了 O2O 教育模式。 

常見的 O2O 消費模式有兩種（張宏裕，2013）： 

1.Online to Offline 

線上，消費者在網路購買實體商店的服務或是商品，線下消費者進到

實體店家享受服務或取貨，例如：折價券或團購券網站。消費者可以直接

在網路上享受折扣服務或商品，直接利用線上(online)購買，接著在購買的

使用期限內到實體商店(offline)去享受實體服務或取貨，對於實體店家來說，

線上的廣告成效都可以直接轉換為實際的購買行為。 

2.Offline to Online 

消費者在實體商店(offline)購買服務或物品後，並在網路上付費。例如：

Homeplus 虛擬商店，特色就是將線上的電子商務搬到實體商店，結合傳統

零售和電子商務的優勢，讓顧客可以體驗到逛超市的樂趣又能享受到方便

實惠、送貨上門等電子商務便捷。 

 

圖  2-2 Online to Offline 概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網路購買
商店服務 
(online) 

實體商店
享受服務 
(offline) 

Online to 
Offline 
(O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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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 運用新的技術和營運方式，開發嶄新的消費使用模式，也開拓了更大

的市場空間，O2O 的應用不但簡化了繁瑣的流程和減少龐大的人力成本，O2O

的概念目前已經逐漸走向真實情境，讓使用者可以直接做O2O的使用。克雷頓．

克里斯汀生在《富比世》（Forbes）雜誌報導中，被票選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

商業思想家」透過旗下的 Rose Park Advisors 投資基金投資這家公司，是因為它

成功搭起實體與虛擬世界的橋(張宏裕，2013；劉致昕，2012；G.-H. Lee, 2015；

Nooshinfard & Nemati-Anaraki, 2014；Zhao, Deng, & Zhou, 2017)。克雷頓．克里

斯汀表示，O2O（online to offline，線上與線下連結）的趨勢，是破壞式創新的

最佳舞台，故 O2O 的商業經營模式的成功，逐漸受到各業界的重視了，學術領

域和實務領域逐漸重視到 O2O 概念。 

Clarke(2011)認為行動商務對使用者有四個主要價值觀點，提出行動商務價

值特性如下： 

1.無所不在(ubiquity)：可以不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直接作使用，只要透過網路即可接收資訊或進行交易。 

2.方便性(convenience)：容易透過網路即可存取的服務，是傳統商務所缺

乏的。 

3.地點性(localization)：可以輕鬆透過網路定位，了解附近有提供的服務。 

4.個人化服務(personalization)：透過網路，即可完成個人化的服務，也可

以搭配地點性作使用，可以根據個人所在的區域、時間，和需求作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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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行動商務價值特性 

資料來源：Clarke III, I. (2001), “Emergine Value Propositions for M-Commerce”,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ies, 18(2),133-148. 

參、O2O 模式引入教育 

O2O 教育藉由線上和線下結合的商業模式，以線上學習平臺作為媒介，基

於混合學習策略提出的一種學習模式，O2O 教育將傳統課程進行延伸，其目的

在於引入新的教學方式和理念，使學生在課程中得到有系統且有效的學習，進

而掌握必備的學習技能，同時結合課程強化學習效果，促進學生知識建構的能

力（康佳鈴、郭昭佑，2017；張如敏，2015；張宏裕，2013；Cmeciu & Coman, 

2016；Mazgon et al., 2015；Wood et al., 2017；Yang, Liu, & Wei, 2016），O2O 教

育結合了線上資源和線下資源的優點，將其教學作用發揮出來，縮小城鄉差距，

讓不同的學習者可以依照自己的學習的需求做選擇並參與學習的過程。 

• 提供網路
定位服
務。 

• 可提供個人
化服務。 

• 容易輕易存
取作使用。 

• 不受時間和
空間限制。 

1.無所不在
(ubiquity) 

2.方便性
(convenience
) 

3.地點性
(localization) 

4.個人化服務
(personaliza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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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0 年開始的線上課程，線上學習平臺發展至今已有十多年了，2008

年誕生的 MOOCs。MOOCs 是“M”代表 Massive(大規模)，與傳統課程只有幾

十個或幾百個學生不同，一門課課程可以提供給數以萬計的學生進行學習；第

二個字母“O”代表 Open(開放)，以興趣導向，凡是想學習的，都可以進來學，

不分國籍，都可註冊參與;第三個字母“O”代表 Online(線上)，學習在網上完

成，無需旅行，不受時空限制;第四個字母“C”代表 Course，就是課程的意思。

MOOCs 是由具有很多分享和協作的精神，且願意增強知識傳播的人或組織所

發佈的、分享到網路上、開放的大規模課程，且具有大規模的學習資源和學習

夥伴，多樣化的分佈式網路學習服務、開放性、組織性和社會性的特點（張瑞

雄，2013；黃能富，2015；葉丙成，2013；蔡進雄、林信志，2014；Bartolomeo, 

2015; Israel, 2015; Jansen, Schuwer, Teixeira, & Aydin, 2015），同時 MOOCs 也是

近年來教育領域出現一種新型課程模式，提供大眾公開式的線上課程。 

MOOCs 開啟了線上教育的新時代，Udacity、Coursera 及 edX 三大線上教

學平臺都相繼上線，有超過十幾個世界著名大學參與其中，MOOCs 開始在教

育領域中興起；但 MOOCs 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隨著人們熱情的減退和線上

教育所遇到的問題，使得線上教育遇到了瓶頸，雖然看線上課程的人依舊很多，

但真正上完課程的人卻少之又少，大多都是半途而廢。MOOCs 學習者不能堅

持學習完課程有很多因素導致而成，主要是卻乏相關實踐、必要課程背景知識

能力、足夠的學習動力…等因素，都會讓學習者中途放棄學習，而學習者的主

動性也被認為是 MOOCs 的成敗關鍵因素。康佳鈴、郭昭佑（2017）、張如敏

（2015）、郭春才、金義富（2015）與 Mazgon et al.(2015)指出 O2O(online to offline)

的概念其實並不新鮮，翻轉課堂的實踐就是基於 O2O 的探究，Gerstein(2011)

提出翻轉課程教學模型是將課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即體驗學習階段、概念探究

階段、意義建構階段和展示應用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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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 的教育模式 一、

Online 和 Offline 是相互關聯的，Online 注重學生網路自主學習活動，而

Offline 主要指師生面對面上課，兩者沒有明顯的分隔點，並不獨立存在，學生

線上學習會遇到困境，老師也不清楚學生的問題所在，原本的 offlline 老師知道

了問題卻無法和學生作講述，所以導致了問題的累積，進而影響到學生的學習

進度。O2O 教育的教學模式就是把傳統課程與線上教學平臺分成線上學習和線

下學習兩部分進行教學，多媒體運用在教育上（尹晗、張際平，2016；方麗、

黃海芳，2015；何運峰，2015；郭春才、金義富，2015；趙慧，2017；B. H. Lee 

& O'Sullivan, 2014; Mazgon, Mojca Kovac, & Stefanc, 2015；Nooshinfard & 

Nemati-Anaraki, 2014），綜合運用線上學習平臺和線下教學資源，只不過比多媒

體學習更強調在線下的課程。 

 

圖  2-4 O2O 的教育運行模式 

資料來源：郭春才、金義富 （2015）。 基於未來教育空間站的 O2O 應用模式

研究。中國電化教育，頁 24-30。  

學習者先透過自主學習或各類線上學習平臺，先完成課程的學習，學生必

須在課前先上線上學習平臺課程上課、進行線上課程的學習和知識概念的探究，

學生可以隨時隨地學習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更加積

極主動的參與課程教學，提高課程教學水平和效率；透過先前的線上學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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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線下學習主要是提升學生實踐能力的提升，線下課程教學老師以案例探討、

學習引導、解決學生問題、學習進度控制…等為主（余燕芳，2015；唐正皓，

2015；康佳鈴、郭昭佑，2017；張如敏，2015；郭春才、金義富，2015；Brown, 

Costello, Donlon, & Mairead Nic, 2015; Bucovetchi, Simion, & Stanciu, 2015; 

Chao & Loong, 2016），課程教學不再侷限在單純老師講授課程的基本概念，還

要鞏固學生的學習知識、解決學生的難題及提高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應用能力，

因此強化線下課程這個環節在 O2O 教育模式中是非常重要的。 

 

圖  2-5 Online 和 Offline 之間的疊合模式 

資料來源：郭春才、金義富 （2015）。 基於未來教育空間站的 O2O 應用模式

研究。中國電化教育，頁 24-30。  

學生透過線上學習平臺的學習課程，在課程結束後難以知道自己的學習成

效，但 O2O 教育可以出現在整個學習流程的各階段，如學習準備、學習環境、

學習支持及學習紀錄都可進行線上和線下的結合，相較於其他單一的學習模式

（孔蓉萍、張琰、朱曉雲、湯優美與管馨娜，2016；邱柏翔，2016；唐正皓，2015；

徐奕，2017；常娜、曹輝、楊挺與靳傳盟，2016；康佳鈴、郭昭佑，2017；劉

漢華，2016；Cmeciu & Coman, 2016；Cho & Cho, 2014；Mazgon et al., 2015），

更容易發揮優點使學習不會單調，線上可以學習，線下也可以學習形成一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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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互動學習體系，透過線下教學將線上課程和線下教學活動緊扣在一起，並

持續學習，將學習效益發揮到最大化。 

O2O 教育將線上課程知識傳遞、線上課程影片、知識鞏固、學習協作能力、

學習歷程記錄及學習成績量化紀錄…等整合在一起，以碎片化學習、及時補助

和個性化的學習推薦作為教學變革（余燕芳，2015；吳勇毅，2015；康佳鈴、

郭昭佑，2017；Goswami, 2016；Nooshinfard & Nemati-Anaraki, 2014），以簡單

化、快捷化及協作化作為學習體驗變革，把學生和老師真正的連結再一起作線

上課程和線下課程的全面教育，將翻轉教育中教學的四個階段融合在課前、課

中及課後三個環節中。 

 

圖  2-6 O2O 教育課程規劃框架 

資料來源：余燕芳 （2015）。 基於移動學習的 O2O 翻轉課堂設計與應用研究。

中國電化教育，頁 47-52,67。  

O2O 教育運用的優勢 二、

將 O2O 模式運用在教育中，主要透過線上學習平臺和線下的教學做連結營

造一個教學的環境，有下列四點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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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O2O 教育運用的優勢 
優勢 內容 

1.補足教學中抽象概念 學生教學中難以理解的抽象概念透過 O2O 教

育來實踐，使學生參與其中，體驗到真正的課

程知識的連結。 
2.拓展 O2O 教學模式 學生線上作學習，在線下實體課程中作互動。 
3.掌握學生學習 透過線上平臺，老師可以掌握學生的學習狀

況。 
4.線下實踐教學 學生在線上遇到的問題，線下課程可以提出來

作為實踐，並孑孓其問題。 

資料來源：許燕（2015）。"互聯網+"時代店商專業實踐教學中 O2O 模式的應用。

商場現代化，18。 

O2O 教育最大的特點就是跨越了時空，可以讓任何人(who)、在任何地方

(where)、任何時刻(when)，只要透過網路即可隨時隨地的取得內容和資訊，也

可以自由的和人分享、溝通即共享教育資源，O2O 教育讓學生可以在同時異地

進行相同的課程學習，傳統的教學是同時同地（王佑鎂，2015；康佳鈴、郭昭

佑，2017；郭春才、金義富，2015；趙慧，2017；B. H. Lee & O'Sullivan, 2014; 

Mazgon, Mojca Kovac, & Stefanc, 2015），但 O2O 教育真正的重點是在線下課程

(Offline)，學生可以依照自己進度自主學習。 

 

圖  2-7 O2O 時空 

資料來源：郭春才、金義富 （2015）。 基於未來教育空間站的 O2O 應用模式

研究。中國電化教育，頁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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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習模式都是以老師為主體，學生採被動式學習，以學習知識為中心，

但往往學習效果不佳，若能有效的降低學生學習痛苦，老師不只要具備專業的

學科素養，還要具備深厚的教育理論基礎，用更具高效能的教學方式，才能提

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常娜等人，2016；焦建利，2012；劉雅巍、楊麗麗，2015；

劉漢華，2016；Aparicio, Bacao, & Oliveira, 2016; Gaikwad & Randhir, 2016; 

Makani, Durier-Copp, Kiceniuk, & Blandford, 2016）。故 O2O 教育主要以網路作

為媒介，將線上教育與線下教育搭配再一起，強調學生學習為中心來主動自主

的學習，塑造學生正確的價值觀，轉變過去的填鴨式教育，開創嶄新的教育模

式（康佳鈴、郭昭佑，2017；張宏裕，2013；雒亮、祝智庭，2015；Ngqondi & 

Herselman, 2014; Salter, Karia, Sanfilippo, & Clifford, 2014; Segerman, 2013; Shah, 

2012），消除學生對學習的排斥，提升學生自主的能力，O2O 教育透過線上─

線下的教育，結合鼓勵學生表達意見，老師也可以和學生作互動。 

Online 與 Offline 的連結關係 三、

O2O 具有一些特性，如時效性、無空間區域性、互動性、個人化、資訊成

本的降低，相對提高產品價格的資訊透明度，同時包含了資訊取得的便利性，

缺點在於配送機制所造成的商品取得時間較長（康佳鈴、郭昭佑，2017；張宏

裕，2013；廖國鋒、溫淑雲，2011；Nooshinfard & Nemati-Anaraki, 2014；Mazgon 

et al., 2015），因此整合線上與實體通路的共通性，並將通路特性分為空間性、

時間性、服務性、互動性、交易安全性及價格公開性。 

1.O2O 教育線上(Online) 

傳統教學會受到時間上的限制，老師不可能將課程時間全部時間花在

重點和解決學生難題上，而這部分的學習就靠學生自己的理解能力。學生

被動式的學習，學習效果有限；若採用 O2O 教育，學生線上接受教育，只

要上線上學習平臺即可獲得教育，不受到課程時間的限制，學生對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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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可以認真的學習（周小勇，2014；唐正皓，2015；康佳鈴、郭昭佑，

2017；Naumann & Salmerón, 2016; Wood, Grant, Gottardo, Savage, & Evans, 

2017），同時，線上學習平臺可以明確訂出學習目標和重點，學生可以針

對難題部分作詳細的解析，學生在上課前透過線上學習平臺可先完成關鍵

知識的學習、理解及接受老師的教學目標，幫助學生掌握知識的技能。 

表  2-5 O2O 模式教育方案 

教學階段 參與者 實踐內容 實踐方式 

線上階段 

(online) 

學生 

教師 

線上學習 

知識建立 

學生在線上學習，依照

自己學習進度作學習

進度的調整。 

線下階段 

(offline) 

教師 

學生 

學習調查 

尋找問題 

瞭解學生學習狀況，老

師花時間尋找學生問

題及所需資源。 

O2O 教育模式 

(online to offline) 

學生 

教師 

鞏固、擴展知識小

組協作，確認學習

成效 

學生將線上學習疑問

帶到課堂討論、問題分

析，老師課堂上將知識

加深加廣，鞏固學習。 

資料來源：修改自周小勇（2014）。創業導向下基於 O2O 模式的電子商務實踐

教學探索。教育觀察，3，4。 

線上學習平臺的教學可以讓學生根據自己的程度隨時調整，也可以隨

時在網路上找到相關資訊幫助自己理解，在學習過程中可以和同學、老師

進行線上交流，透過自主學習了解課程的內容，課前先完成教師目標，把

遇到的疑問記錄下來，線下再請教老師，這是在傳統教學上很難兼顧到的。

任課老師也可以將練習題搬到網路上讓學生進行練習，利用學校的教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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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課程題庫。針對學生要學習的章節提供對應的題目，幫助學生建構理論，

提供學生對理論部分更好的理解（孔蓉萍等人，2016；王佑鎂，2015；余

燕芳，2015；常娜等人，2016；康佳鈴、郭昭佑，2017；Biasutti, 2015; Blowers, 

2015），同時老師也可以利用大數據將學生的學習狀況與成果做紀錄，找

出學生容易出錯的地方，在線下教學部分進行講解。 

2.O2O 教育線下(Offline) 

O2O 教育的線下課程，對學生是最重要的最有力的，不同於傳統教學

模式，老師教學主要透過面對面的講授課程來讓學生學習知識，並進行知

識的內化，學生大多都是被動的學習課程，老師利用出作業的方式來了解

學生的問題、解決學生疑問（孔蓉萍等人，2016；尹晗、張際平，2016；

余燕芳，2015；康佳鈴、郭昭佑，2017；郭春才、金義富，2015；趙慧，

2017；Cmeciu & Coman, 2016；Wood et al., 2017），O2O 教育的線下課程

主要是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針對線上的學習進行延伸。 

 

圖  2-8 O2O 師生關係 

資料來源：郭春才、金義富 （2015）。 基於未來教育空間站的 O2O 應用模式

研究。中國電化教育，頁 24-30。  

O2O 教育注重線下的課程，是可以幫助學生知識的建構，學生可將線

上遇到的問題記錄下來，線下課程中，老師可以考核學生的學習成果，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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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主題的討論，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學生提出自己對課程的理解程度，

課堂中與同儕和和老師一起進行討論、加深學習廣度，讓學生在討論中解

決問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對於學生不了解的老師再針對問題進行引

導和啟發，協助學生建立分析問題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方法（林淑

瓊、張銀益與張宏裕，2016；康佳鈴、郭昭佑，2017；郭春才、金義富，

2015；陳偉星、鄭俊文，2017；B. H. Lee & O'Sullivan, 2014; Mazgon, Mojca 

Kovac, & Stefanc, 2015；Cmeciu & Coman, 2016；Yang, Liu, & Wei, 2016），

提高學生的知識建構和創新的能力，老師也可以利用小組協作方式來完成

目標，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 

3.O2O 教育線下─線下(Online to Offline) 

傳統教學以教師為主題，權威式的教學模式，老師大多採用單向是的

口述教學，充分的將老師和課本上的，思想灌輸給學生，強調老師的教學，

學生被動的學習方式，教學環境大多以教室學習為主，受到時間和空間的

限制，在教學過程，老師為了教學內容忙著趕課程進度，忽略了讓學生題

提問的權利，扼殺了學生的創造力，把學生訓練成不會思考的人，變成只

會考試的考試機器人，學生不想坐在教室裡，學習興致逐漸低落，考試最

終成了老師確認學習狀況的最佳工具之後（唐正皓，2015；徐奕，2017；

常娜等人，2016；康佳鈴、郭昭佑，2017；郭春才、金義富，2015；趙慧，

2017），考試的結果—分數就成了老師診斷學習成果的憑據，沒有人在乎

學生能力是否得到良好的訓練與培養；也沒有人在乎，學生不是學不會，

而是在短暫的時間期限內還沒學會，如每個月的段考、每三年的大考；沒

人可以忍受學生學習程度差異，大家都被迫要在同時間學會相同的進度、

相同的內容；若學不會，就是成績差、低成就或不用心，考試意外成為了

判斷學生學習效果的指標，這就是所謂的填鴨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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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O2O 與線上(online)─線下(offline)的比較 
要素 線上(online) O2O 教育 線下(offline) 

方式 放養 棄養 圈養 

環境 網路空間 傳統教室+網路空

間 
傳統教室 

時空 自由(難顧慮) 約束下的自由 侷限 

主體 學生 雙主體(學生、教

師) 
教師 

重點 學 教學相長 教 

教師角色 教師角色弱化 夥伴、知識引導 權威、知識傳播 

學生培養 自訂步調，個性發

展 
兼顧共同發展和

個性發展 
統一進度、共同發

展 

教學規模 大 中 小 

教育效果 資訊多元，欠缺情

感 
融合式教育 言教身教，欠缺獨

立思考精神 

學習效果 一般 最優 一般 

資料來源：郭春才、金義富（2015）。基於未來教育空間站的 O2O 應用模式研

究。中國電化教育，341(345)。 

而線下課程(Offline)，以學生學習為中心，老師轉變為協助的角色，

強調在學生的學習，學生透過網路上的學習，依照個人進度作規劃學習，

不受空間時間的限制，線上學習資源眾多，但卻缺乏面對面教學與知識的

建構，雖然失去了情感的交流但卻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如果讓學生只

透過線上的學習仍然不夠，學生在線上學習遇到問題還是需要線下課程讓

老師來協助學生解惑。 

O2O 教育結合線上(Online)和線下(Offline)的優點，郭春才、金義富

（2015）、康佳鈴、郭昭佑（2017）、徐奕（2017）與 Cmeciu & Coman(2016)

指出教學過程中，老師和學生都互為主體，老師是知識的引導者、學習的

夥伴，教學和學習互相呼應，教學相長，老師和學生可以共同擬定學習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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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學習環境透過網路和實體面對面學習的建立，對於學生學習上有一定

的空間自由，教學過程中也有了情感的交流，同時也培養了學生知識建構

的能力。 

4.O2O 教育特色 

O2O 的教育特色，教師能夠及時發現學生在學習遇到的困難，針對學

生學習狀況有更深入的認識（余燕芳，2015；唐正皓，2015；康佳鈴、郭

昭佑，2017；張如敏，2015；B. H. Lee & O'Sullivan, 2014; Mazgon, Mojca 

Kovac, & Stefanc, 2015；Wood et al., 2017），有利於教師全面性的掌握學生

的學習效果，線下課程可協助學生解決疑惑。 

表  2-7 O2O 的教育特色 

特

色 

傳統教學 O2O 教育 

1. 

學

習

進

度

的

掌

控 

傳統教學裡，課程的學習包括內

容、進度、方式都是由老師掌控

的，學生完全依照老師的要求學

習，學習自主性幾乎被老師掌

控，缺發了創造性，美國教育學

家杜威 (J.Dewey)的知識論之要

點及其教育主張知識是人與環

境交互作用的結果。但在傳統課

程裡學生的學習只是  “告知”和 

“被告知”的學習模式。 

O2O 教育中，被動的學習模式被

改進了，學生可以依據自身的狀

況選擇學習的進度，學生掌控了

學習的自主性 

。 

2. 

學

習

互

動

性 

學生學習單向化，老師缺乏給學

生互動的機會，一昧的趕課，上

進度，讓學生變成失去思考能力

的人。 

淡化學生是  “受教者”的觀念，

鼓勵學生表達意見，在 O2O 教

育中，除了有線上課程還有線下

課程(Offline)的搭配，老師將原

本的知識傳播者轉換成學習資

源結合的角色，透過線上教學平

臺相輔相陳，可以隨時了解學生

的學習狀況，在課堂中針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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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進行講解，O2O 教育提供了

學生線上學習平臺，讓學生在分

享學習中碰到的問題時，可以在

線下提出討論。 

3. 

聽

課

模

式

的

改

變 

傳統課堂中，都是以老師不斷講

授知識為主，對於學生接受能力

和學習能力基礎不懂沒有作因

材施教的改變，導致有的學生在

課程中會產生厭煩，甚至學生的

學習意願也失去了。 

要求學生在線上就要先學習相

關知識，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進

度作學習，減少老師在課程中重

複的講解、提高講課效率。 

4. 

教

師

角

色 

傳統教學，教師角色乃知識與技

能的傳授者，整堂課老師就站在

課堂的前方授課，沒有互動討論

的機會，自我學習的功能低，且

學習者間互動少。 

學生可以與老師同時實時 (Real 

Time)獲取無窮無盡的網上資

源，老師必須要面對與學生一同

學習的新環境，老師優越之處是

老師有豐富的經驗引導學生學

習和解難，突出了學生學習自主

性，線下課程針對學生學習能

力、習慣、思考方式等進行培

養，培養學習型社會環境下人才

培養模式，引導學生獨立自主的

思考模式。 

5. 

課

堂

的

改

變 

傳統的教學方式是課堂講解加

上課後作業，傳統的課堂上，教

師是知識的傳播者、課堂的管理

者，學生是被動的接受者，傳統

教學是教師白天在教室上課傳

授知識。 

教學方式是線上學習加上線下

課程研究，教師是學習的促進

者，學生是主動的研究者。學生

在線上學習新知識，線下完成知

識吸收與掌握的內化過程。也就

是說，知識傳授的識得過程與基

本的習得過程發生在課外，知識

內化的習得與悟得過程發生在

課堂，提升學生學習效率，強化

學生主動參與。根據先學後教的

教學理念培養學生獨立思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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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自主性，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進行教學。 

6. 

學

習

效

果 

學習透過成績來評判學生是否

有學習到知識內容。 

學生透過線上學習，線下的討

論，老師可以立刻發現學生的問

題點，針對問題作講述和替學生

解決疑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表  2-7 可知，隨著網路的發達，各種教學模式的結構與操作的改變

將有助於創造一個嶄新的學習環境。O2O 教育模式帶來的不僅是多樣化的

學習機會，更帶來了新的學習選擇；此一新的學習模式是以學習者為中心，

異於傳統以教導者為中心的模式；其中一個正加速改變的新選擇便是遠距

教學，其可透過線上教學平臺，將學習與訓練內容傳到一般的用戶家裡，

或是由網路來達成遠距學習。 

 

圖  2-9 傳統課堂與 O2O 教育模式運行比較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余燕芳 （2015）。 基於移動學習的 O2O 翻轉課堂設計

與應用研究。中國電化教育，頁 47-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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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高科技文明的時代，傳統教學方式均不足以應付資訊爆增的需求，傳

統課堂模式，大多是教學者依既有的經驗，依照教科書的內容，以講述的方式

傳遞給學習者，學習者也只是被動的接受，不管了解與否(McLaren & Kenny, 

2015; Proctor, Bumgardner, & Center, 2016; Yusuf, Taylor, & Damanhuri, 2017)，因

此必須借助各種輔助學習工具，協助並改善注入式講述教學法，以不同形態的

教學法來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從上可知，現今網路資訊發達，面對強調統整式、全人式的教育改革，結

合學習者經驗與需求所規劃出的主題式統整課程，將促使以學習者為主的學習

方式取代以往教學者由上而下的授課方式提早來臨。過去的傳統教學皆以知識

為主體，並制定好教學目標，以激發學習者的先前知識、引導學習者學習、及

監控學習者理解程度為主要的教學程序，大部分是採教師單方向講述教學法，

但是應用網路資源於教學的新方式，則必須講掌控與規劃的責任轉交到學生手

裡，使學習者能制定目標，自己去激發先前的經驗，自己去探索問題，教學者

則是扮演「協助者」的角色，因此，交叉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進行教學活動是

有必要的，O2O 教育模式正好結合了兩種教學法的優點，非常適合進行教學活

動。 

第三節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評析 

壹、線上學習平臺的基本概念 

線上學習平臺首先應該要有教學內容，例如：課程內容，其次應該能滿足

學生在線上的學習，最後才是實現教學的互動，所以可以稱線上課程就是學生

透過線上學習平臺接受老師的講授課程，透過自己的消化、理解、練習、實現

對課程知識、學習技能的掌握的個別化學習過程；教學者或提供課程者可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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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物件，例如:文章、圖片、多媒體素材…等整合成基本的教學內容，再將所

有教材內容整合成一個課程，藉由課程管理系統來設計、製作、發展、管理、

發行與傳遞（余鑑、于俊傑、余采芳、鄭宇珊與李依凡，2011；吳美美，2004；

吳聲毅，2008；陳年興、楊錦潭，2006；Chen-Chung, Chia-Ching, Chun-Yi, & 

Po-Yao, 2014; Cheng, Kuo, Lou, & Shih, 2016; Hsu, 2016）。目前許多大學使用的

線上學習平臺 MOOCs 和 Moodle 數位學習平臺就是一種課程管理系統，也是一

種學習管理系統。鄒自德、李文斐與王學珍（2014）線上學習平臺和面對面學

習課程最大的不同就是線上學習平臺強調的是學習的過程，因此只要能實現學

生個別化的學習線上課程都可以說是線上學習平臺，例如：MOOCs、Moodle…

等。 

依 Clark 與 Mayer(2003)、Katz(2015)與 Mihai & Giurea(2016)對線上學習

平臺的定義，線上學習係指運用電腦，並藉由光碟、網際網路、企業內部網路

等形式傳遞之教學方式，其具有下列特點： 

表  2-8 線上學習平臺學習特點 

學習特點 內容 

1.教材方面 教材內容需與學習目標相關聯。 

2.教學方法 運用案例或實作之教學方法幫助學生學習。 

3.教學型式 可能是教學者引導教學的型式（instructor-led），使用同

步教學；也可能是個人自主訂定學習步調進行學習

（self-paced individual study），採取非同步教學。 

4.評量方面 學習者能夠結合學習目標，有效學習新知識與技能，或

者改善組織的績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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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學習平臺是指廣泛運用網際網路、電腦、媒體…等技術，只要有網路

的地方就可以讓教學者與學習者不受到時間、空間之限制，學生可以透過線上

學習平臺上課中完成學習活動，有效學習新知識與技能。 

貳、線上學習平臺在教學上之應用 

線上學習平臺設計理念 一、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學習管道多樣性，網路在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下，已成

為全球化、且具互動性的分享媒介，加速了資訊傳播的速度和廣度，視聽學習

也快速成長，教育除了可以透過在教室學習之外，也可經由其他媒介來學習，

例如：收聽廣播、看電視節目或看教學影片學習（王思峰、李昌雄，2005；胡

詠翔，2008；陳祺祐、林弘昌，2007；潘麗珠、蘇照雅與連育仁，2006；Brown, 

Costello, Donlon, & Mairead Nic, 2015）。人們早已習慣資訊網路的存在，透過網

路即可接受到來自全球的資訊和資源，網路儼然是近代影響最鉅的科技發明，

也因為網路的普遍化，使線上學習環境由單機走向以全球網路為基礎的網路化

學習(Wed─Based Learning)。 

「線上學習」和「網路學習」是利用資訊傳播科技，特別是透過網際網路傳

播或網際網路資源來進行學習活動，線上學習平臺在發展課程時，主要以學生

為學習中心，讓學生可以主動選擇想學習的內容即決定學習的過程，成為今日

「線上學習平臺」的概念基礎（洪榮昭，2005；康佳鈴、郭昭佑，2017；薛慶友、

傅潔琳，2015；藍聖翔，2011；Brown, Costello, Donlon, & Mairead Nic, 2015; 

Bucovetchi, Simion, & Stanciu, 2015）。線上學習平臺是運用適當的科技讓老師可

以有效地準備課程內容，幫助教學呈現和傳遞知識，進而激勵學生參與學習有

助於學生的學習發展 (Hu, Clark & Ma, 2003)。美國教育訓練暨發展協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簡稱 ASTD）定義「線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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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利用 web 瀏覽器去使用網際網路、內部網路、外部網路等的教育資源。

結合電腦輔助訓練以及教師指導的優勢」，正因為數位學習具有快速、成本效益

大、即時更新資訊與知識、富有彈性、互動性高的幾個特質，而變成不可或缺

的教育載體（李駿逸，2015；沈許真，2007；洪榮昭，2005；許瑛玿、廖桂菁，

2003；廖培瑜，2001；Chen-Chung, Chia-Ching, Chun-Yi, & Po-Yao, 2014; Cheng, 

Kuo, Lou, & Shih, 2016; Hsu, 2016）。Rosenberg 也認為網路學習是指利用網際網

路科技，傳遞多元的資訊，進而增進知識和提升學習成效的方法，老師只是引

導和指導的角色，提供互動學習的環境(Rosenberg,2001；Yusuf & Al-Banawi, 

2013）。「線上學習平臺」不僅顛覆了傳統教學模式(傳統面對面)的限制，更讓

學習者多了一種新選擇，利用資訊傳播科技學習，使學生的學習時間、地點和

學習方式更有彈性，無所不在學習，延伸、擴大個人學習領域，無論在國內外

都已蔚為一股新興的潮流。洪榮昭 （2005）指出數位學習（e-Learning）具有

下列幾個特質，而變成不可或缺的教育載具。 

表  2-9 e-Learning 的特質 

特質 說明 

1.有效且快速 提供學習者不同地點的學習方法。 

2.成本效益大 線上學習成本效益大，且可提供高品質的線上課程

供學習者學習。 

3.課程學習效果 線上課程對於忙碌的人而言，若線上學習課程內容

完善且提供誘因，更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意願。 

4.最新的資訊或知識 即時地更新資訊或知識，讓使用者可以較快速地運

用到工作。 

5.學習者安排個人化

學習進度 

學習者對於課程之進度和學習狀態由自己做安排

決定，提供學習更多元的學習選擇。 

6.節省學習費用 線上學習可同時容納眾多學習人數，而不增加其學

習費用，讓更多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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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互動性 (interaction)

的增加 

可以在線上過程中互動，快速找到答案。 

資料來源：洪榮昭 （2005）。 E-learning 的發展與運用。台灣教育（631），頁 

2-10。  

由上可知，線上學習平臺的介面設計上更是重要，學生透過線上學習平臺

介面之設計，可以了解到課程資訊、課程互動、個人成績及系統區等，老師可

將教材放在平臺上供學生依自己的學習進度學習，並提供討論區，讓學生可以

透過討論區提出問題、討論，線上學習平臺也提供各種有效的工具模組，像是

上傳作業、分享教學資源、家庭聯絡簿、班級行事曆、班級活動照片與影片…

等，不僅可以收集學生的意見及看法，也詳細紀錄下學生的學習歷程，有助於

老師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以提升教學品質；線上學習平臺具有雙向互動及不

受時間地域限制的特性，提供了適合大家的線上課程，也能作為傳統教學面對

面模式的補充教學工具，學生可經由與同儕或老師的互動逐漸建構自己的知識，

其設計理念主要在推廣社會建構主義教育學，如：Moodle 線上學習平臺，這對

倡導終身學習的現代社會而言，已成為重要的學習工具。 

線上學習平臺特色 二、

網際網路將世界各地的電腦串聯起來，產生便利性、開放性、多樣化、個

別化、時效性與互動性等等的特性，無論是學習時間或地點都更具有彈性，教

育部近年也積極的推展，將資訊科技應用於教育上（教育部，2001）。隨著科技

的進步和學習管道多樣性，使遠距教學（Distance Teaching）、線上學習

（OnlineLearning）也隨之蓬勃發展（王思峰、李昌雄，2005；余鑑等人，2011；

李駿逸，2015；林幸玉，2015；Biasutti, 2015; Blowers, 2015），學習者經由網路

連線就可以進行同步或非同步的學習，即時傳遞各種資訊及知識，強調提供參

與者間同步即時討論或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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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學習平臺可以克服地理上的限制，學習者可依自己需求，在任何時問、

任何地點上線學習，十分具有彈性(Brown, Costello, Donlon, & Mairead Nic, 2015; 

Bucovetchi, Simion, & Stanciu, 2015; Chao & Loong, 2016)，特色如下： 

表  2-10 線上學習平臺特色 

優點 內容 

1.時間 能夠提供透過網路即可學習的概念，操作上不受空間、

場地的限制，節省學習者時間，可以 24 小時全年無休，

隨時想學就能學。。 

2.學習方式 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主動求學為主要的學習模式，學

習者自行安排學習順序，做最個人化的學習，會學得更

快、更好。 

3.追蹤學習成效 健全的線上學習平臺可以完整記錄學習者的學習歷程

和學習成果，追蹤學習者的線上學習過程並紀錄成績，

讓學習者或指導者可以檢討學習過程和成效。 

4.科技化學習 多媒體超鏈結的媒體特性，幫助學習效益。 

5.主動學習 充分給予學習者學習自主權與選擇權，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 

6.資源多元性 無遠弗屆的網路學習資源，大量的資訊和知識，學習資

源豐富，除了既有的教材之外，在網際網路上可快速尋

找更多的資源，增加多元學習管道並充實課程的內涵和

深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可知，透過線上學習平臺的線上課程，是新一代數位學習的機制，強

調翻轉式學習，讓學習者進行有效的學習，學生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透

過網路即可學習，安排適合自己的學習模式，將學習自主權和選擇權交還給學

生，同時也透過網路的學習資源，讓教育資源變得更多元化，學習者更可以隨

時透過線上學習平臺來記錄自己的學習成效，隨時檢討和複習，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幫助學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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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學習平臺的困境 三、

多篇研究指出教師同時使用實體課程和線上學習平臺的授課經驗，只是把

實體的課程搬到網路的學習平臺上，未經過課程的設計和簡化並利用網路的優

勢來進行教學，因此網路的教學只是將實體授課的課程內容，原封不動的搬到

網路上，單純的把實體課程學習的教學文件、教材等課程資料傳上網路，沒有

特別的課程組織和教學引導，這樣的課程其實對學習者騎士是毫無自主選擇的，

也是無差異性的單向填鴨式教學（林奇賢，1998；鄒自德等人，2014；McLaren 

& Kenny, 2015; Proctor, Bumgardner, & Center, 2016; Yusuf, Taylor, & Damanhuri, 

2017）學生仍然是被動式的學習，只不過換了個學習模式而已。 

線上學習平臺的困境分析如下： 

表  2-11 線上學習平臺困境 

困境 內容 

1.時間 如果沒有網路設備的時候，對學習者心態而言，會抱持著「明

天再學習，反正隨時隨地都能學」的心態。 

2.學習方式 大部分的學習者還是被動的學習，人始終有惰性，對於不感

興趣的課程，還是需要有老師盯著才願意學習，否則可能無

法堅持不懈。 

3.學習成效 線上學習平臺的點閱紀錄、時數的紀錄，只是提供學習者記

錄學習行為的量化數值，常被學習者誤認為那就是學習成

效，卻忽略了學習者的認真是或行為是否真的有改變。 

4.科技化學習 線上誘惑太多，當學習者進行線上學習平臺學習時，很容易

被其他因素給吸引，導致學習延宕。 

5.學習進度 學習者通常不易具備規劃學習進度的能力，最後還是可能需

要由老師代為安排學習進度。 

6.資源多元性 線上學習平臺太多，需要老師協助選擇適合的學習平臺；線

上資訊來自四面八方，難以求證資訊是否為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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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線上學習平臺需要學生具備比較高的自我要求及強烈的學習動

機；而線上學習平臺眾多，學習者需要老師選擇適合的學習平臺提供學生學習，

老師還是需要觀察學生學習進度，督促學習，最重要的是線上學習平臺卻乏同

儕間互相討論學習機會，也沒有提供問題解惑的地方，最終還是得回到老師在

課堂中重新講述一次，浪費彼此學習時間。 

線上學習平臺基本原則 四、

線上學習平臺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使學習者能在任何時間、任何

地點得以和網路世界接軌（吳美美，2004；鄒自德等人，2014；Katz, 2015; Mihai 

& Giurea, 2016），運用線上學習平臺創造無時間、距離、障礙之學習方式與環

境，縮減因為時間、學習進度、城鄉差距等所產生的學習落差。 

表  2-12 線上學習平臺基本原則 

基本原則 內容 

1.操作方便 線上學習平臺的組織結構簡單明瞭，教學流程簡單合

理，學習者明確知道學習目標和目的。 

2.以學習者為中心 線上學習平臺的教學內容以學習者為中心，核心內容

基本相同，各學習模組的功能是什麼，要完成哪些學

習目標、達到那些要求…等都要明確的標示和引導學

習，教學資源(包括教學課程內容、講義、影片)的選

取及學習知識點的確認，都可以讓學習者輕易使用。 

3.記錄學習成效 線上學習平臺每個單元結束提供單元習題練習，供學

習者了解學習成效，追蹤並記錄。 

4.講解問題 線上學習平臺包括老師的講解、師生之間的互動交流

及資源延伸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線上學習平臺除了只是將學習工具轉變成科技化，更應該選擇合適的教學

策略來和科技做結合才是線上學習平臺的優勢，同時線上學習平臺應以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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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提供學習者操作便利的環境，紀錄學習成效，課程內容也須包含講解

說明的部分及課程單元評量測驗，供學習者建立最基礎的觀念及立即知道學習

成效。 

參、可汗學院 

可汗學院（英語：Khan Academy）是由孟加拉裔的美國人，麻省理工學院

碩士及哈佛大學商學院 MBA 畢業生薩爾曼‧可汗(Salman Khan)，在 2006 年創

立的一所非營利教育機構。是目前全世界使用率最高的二十四小時「網路家教」，

比爾‧蓋茲（Bill Gates）和 Google 員工的孩子都曾受惠。可汗學院網站最著名

的，是四千多支各十分鐘的數學、科學、歷史、藝術等教學影片（內容符合從

小學到大學的程度），以及相配的互動式習題（任家儀、孫于智，2015；官芹芳，

2012；薩曼，2013；Cargile & Harkness, 2014; Cmeciu & Coman, 2016；Ippaso, 

2015）。可汗學院通過網絡提供一系列免費教材，現今於 Youtube 載有超過 5,600

段教學影片，內容涵蓋數學、歷史、醫療衛生及醫學、金融、物理、化學、生

物、天文學、經濟學、宇宙學、有機化學、美國公民教育、美術史、宏觀經濟

學、微觀經濟學及電腦科學，每一個大人小孩只要登錄上網，就獲得一張專屬

的「知識地圖」，提醒你還可以挑戰的領域，也留下一份個人的學習紀錄：在哪

一題花了多少時間？哪類練習重複做了幾次？截至目前為止，可汗學院影片的

觀看率已達兩億五千萬次，可汗學院更是提供了全班每一個學生的即時學習紀

錄，讓老師可以在課堂上針對個別學生的需要，立刻給予更適當的指導，可汗

學院也已成為全世界兩萬間中小學教室的教學幫手。 

47 



 

  

圖  2-10 可汗學院創辦人 

資料來源：可汗學院（2017）。可汗學院。取自 https://cmn.khanacademy.org/ 

剛開始薩爾曼是為了幫助住在遠處的表弟們，他把自己的教學影片放上網

路，主要是在 Youtube 網站上，結果表弟學得開心，又得到其他網友的讚賞迴

響，很多人都上網看影片來幫助學習，薩爾曼因為大家的需求而得到了啟發，

於 2009 年辭去工作，投入全部的心力從事相關課程的錄製，成立了可汗學院。

薩曼（2013）、Cmeciu & Coman(2016)及 Peterson(2017)可汗學院曾獲得 2009 年

微軟教育獎，2010 年 google『十的一百次方計畫』教育項目的兩百萬美元資助。

有些影片已經被翻譯成中文了，在台灣有均一教育平臺，在大陸有網易公開課

程，都取材了可汗學院影片。可汗學院中的課程都是以影片呈現，每段影片從

六分鐘到十八分鐘，平均長度約十分鐘，從最基礎的內容開始，由簡易到困難

的進階方式互相銜接，都是薩爾曼本人在教學，非常有系統、有條理，不過他

本人並不會出現在影片中，是以一種電子黑板來呈現，很能讓人專心，而且不

需要一次專注太久，如果想專注久一點，可以自己繼續點選課程影片來看。 

在美國，某些學校已經採用「回家不做功課，看可汗學院影片代替上課，

上學時則是做練習，再由老師或已經懂得的同學去教導其他同學不懂的地方。」

這樣一種新的教學模式。從英文的網站中瞭解，已經有學校和可汗學院合作做

實驗教學(Buch & Warren, 2017; Jaster, 2017; Zhang, 2017)，可汗學院也開始開辦

了夏令營，未來可能會成為實體學校，以這種新的教學方式帶領學生學習，目

前有多所公立學校也將採用可汗學院的教材或方式，來增進學生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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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MOOCs 

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是指大規模免費線上開放

式課，最近國內外大學興起的大規模免費線上開放式課程，源起加拿大籍的數

位學習學者 Stephen Downes 與 George Siemens 於 2008 年提出「大規模開放式

課程」(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一詞，初始概念在於它能讓全球各

地自學者都能修習到頂尖大學的線上課程，這個概念的前提在於由各領域的專

家、教師與教學設計師合作編製出高成本且多元化的數位教材與評量內容，再

將其彙整置於功能強大的網站平臺中，是以開放與免費的形式提供大眾修習優

質的線上課程。以 5 至 10 分鐘小單元的分段影片課程，在段落間配合即時線上

討論與回饋、線上同儕合作學習與討論、虛擬線上實驗及線上練習與評量的課

程，學生可以依自己學習的速度安排學習進度（何榮桂，2014；張瑞雄，2013；

黃能富，2015；Bogdan, Holotescu, Andone, & Grosseck, 2017；Swinnerton, 

Hotchkiss, & Morris, 2017; Terras & Ramsay, 2015），有些磨課師(MOOCs)線上學

習平臺會給予通過評量者學習證書，藉由網路科技，同學們將可在線上與專業

的老師、助教討論，每週的作業都可以即時得到回饋，也可以依自己需求，與

課程中的同儕合作學習。 簡言之，MOOCs 就是無論何時何地，任何身份的網

路使用者都可以參與的一種學習模式！。 

目前全球最受歡迎的磨課師 (MOOCs) ，諸如由麻省理工學院、哈佛

（Harvard）以及柏克萊（Berkeley）大學共同合作的 edX，由史丹佛大學（Stanford）

兩位資訊工程教授創辦的 Coursera，由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畢業生沙門

˙康（Salman Khan）所創辦的 Khan Academy，以及由 Sebastian Thrun、David 

Stavens 及 Mike Sokolsky 投資的 Udacity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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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 的主要網站在國外如： 

一、edX (http://www.edx.org/) 

這是麻省理工學院、哈佛（Harvard）以及柏克萊（Berkeley）大學共

同合作的非營利組織。該組織希望提供免費的軟體平臺，讓任何一個希望

建立 MOOCs 的單位/個人皆可以使用，提供免費課程。 

二、Coursera (http://www.coursera.org/) 

Coursera 是由兩位史丹佛大學（Stanford）的資訊工程教授創辦的營利

公司，其模式為：與同意提供免費課程的大學院校簽約，一定比例的盈餘

撥給 Coursera 公司。目前 Coursera 已有十幾所知名院校加入，包括普林斯

頓(Princeton)和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 

三、Udacity (http://www.udacity.com/) 

由史丹佛大學資訊工程教授創辦的營利公司，該公司合作對象主要為

教授個人，而非學校單位，主要著重於資訊工程及相關領域。 

另外，臺灣亦有開放式課程： 

一、臺灣開放式課程聯盟（TOCWC）(http://www.tocwc.org.tw/) 

成員包括國內 29 所大學及科技大學，拓展不同領域之開放式課程內容。

目前交通大學已推動理學院基礎學科課程，並努力拓展至其他院系；台灣

大學與政治大學將以通識教育課程作為起點（黃能富，2015；劉怡甫，2014a）；

台灣師範大學將以保存知識的概念典藏經典課程；而海洋大學、台灣科大、

中山大學等學校，將各以其學校特色課程為基礎，推動具有其校園特色之

開放式課程並打破大學的圍牆與知識的藩籬，提供多元而豐富的學習資源，

建立終身學習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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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皆為開放式，供任何人瀏覽及下載課程內容，不需通過註冊。

該網站『開放式課程檢索』功能並提供檢索全台各大專院校的開放式課程

資訊以及教學大綱等基本資訊。 

二、各校開放式課程 

1.臺大開放式課程(NTU Open Course Ware) 

2.政大摩課師課程 

3.國立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Open Course Ware, OCW) 

4.國立清華大學─台聯大雲端經典課程 UST MOOCs 

5.國立清華大學開放式課程 Open Course Ware(NTHU, OCW) 

6.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開放式課程 

7.國立中山大學開放式課程(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8.成功大學 【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開放式課程 

9.國立彰化師大開放式課程 

10.高雄醫學大學開放式課程 

11.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開放式課程 

1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開放式課程 

伍、均一平臺 

均一教育平臺為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於 2012 年 10 月引進 Khan 

Academy 進入台灣，成立非營利性網站均一教育平臺，目標是透過雲端平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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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免費的『均等、一流』的教育機會給每一個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網站所有

的資源。不管你是學生、老師、自學家庭、校長、二十年後想回去當學生的大

人、或是對地球生物好奇的友善外星人，均一的課程內容與資源完全免費提供

使用。 初期以 Khan Academy 上的線上數學試題以及教學影片中文化為主（林

幸玉，2015；柳嘉樺，2015；Jakobsen & Knetemann, 2017; Jaster, 2017; Suo & Hou, 

2017; Zainuddin, 2017）。 為了配合台灣教育的需求，也開始錄製在地化的課程，

並開發在地化的線上題目，此外，均一教育平臺的成立也為了推動翻轉教室的

理念，在 2014 年開始也陸續在全台各地舉辦翻轉教室工作坊。 

 
圖  2-11 均一教育平台 

資料來源：均一教育平臺(2017)。均一教育平臺。取自 https://www.junyiacadem

y.org/ 

 
表  2-13 均一教育平台特色 

特色 內容 

1.學生怎麼用 只要使用能夠上網的電腦或平板，學生就可以

使用龐大的影片圖書館、互動式挑戰以及數學

技能分析，包含：完整的個人化自學工具有系

統地找人幫忙自己的展示頁面、累積分數、徽

章來表現成果。 

2.教練、家長、老師 均一教育平臺讓教練、家長、老師能夠深入了

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包含：詳細的學生學習歷

程即時的班級報告清楚的資訊協助做個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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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3.超過 8300 個影片(涵

蓋國小至大一的科目) 

教學影片涵蓋國小至大一的科目，每一個影片

長度大概十分鐘，對於數位教材，是比較好吸

收的量。 

4.學習的路途很長，路上

有人幫助 

每一個題目都是隨機產生的，所以你永遠不會

用光練習題。如果需要提示，每一題都會一步

一步的解釋。如果需要更多提示，影片做更詳

細的解釋。 

5.立刻看見學習的狀態 每當你做一個題目或是觀看影片，均一都會記

錄你學習的內容以及時間的分配。這些資料不

會公開，但是個別使用者還有自己選擇的教練

看的到這些統計資料。所有的學習過程一目瞭

然，也看的到是否有達成自己設定的目標。 

你可以宏觀的看到自己的進展。個人檔案中，

你會看到所有曾經做過，以及未來的練習。這

會反映你實際上對數學的熟練程度。 

6.知識的地圖 知識地圖會顯示我們所有的挑戰、技能以及概

念。畫面可以放大縮小，到處滑動來尋找不同

的技能與挑戰，就跟真的地圖一樣。你可以從

地圖任何地方開始，然後均一會建議最適合的

技能來練習。 

7.教師可以隨時觀察班級

資訊 

老師以及教練可以觀看自己所有學生的資料。

你可以讀取班級表現的報告或是仔細閱覽學生

個人檔案來找出困擾著學生的章節。班級狀態

讓教練可以一眼就看出如何最有效的運用教學

時間。 

8.值得炫耀的徽章 我們的網站具有很多遊戲化成分。一旦登入，

你就會開始從學習中獲得徽章還有點數。越是

挑戰自己就越多可以拿來炫耀的成就。 

資料來源：均一教育平臺(2017)。均一教育平臺。取自 https://www.junyiacadem

y.org/ 

由上可知，均一平臺透過雲端平台提供免費的『均等、一流』的教育機會

給每一個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網站所有的資源，不管你是學生、老師、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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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校長、或是二十年後想回去當學生的大人，均一平臺的課程內容與資源

完全免費提供使用。 

陸、Cool English 

緣由與目的 一、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是教育部的專案計畫，由臺灣師範大學英語

系陳浩然教授團隊執行，建置的目的主要是在協助提升台灣中小學生的英語能

力，有效刺激他們的學習動機，以及滿足他們的自主學習需求。 

網站分為「學習區」與「遊戲區」，「學習區」是根據第二語言發展理論開

發出一系列英語學習活動，並且與國內課綱對應，希望可以解決現階段國中小

學英語網站欠缺整合的問題，以及降低學生使用全外文網站界面的困擾。「遊戲

區」是以「教育趣味性」(Edutainment)為設計理念，開發各式線上學習遊戲，

讓英語學習變得更生動活潑，擺脫學習外語常給人困難、枯燥的印象，建立學

生的學習自信，激勵他們的學習意願，進一步提升學習持續力（教育部，2015）。 

網站架構 二、

 
 
圖  2-12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網站架構 

資料來源：Cool English(2017)。Cool English。取自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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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與建置團隊 三、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的團隊陣容非常堅強，網羅各校專家學者，

涵蓋英語教學、電腦輔助語言學習、語料庫、語音辨識、數位遊戲等領域，以

及教學現場教師的參與，希望編寫出更符合學生需求的數位學習內容（教育部，

2015）。同時，我們亦諮詢專家學者，邀請他們進行專家審查，以便確保學習內

容的品質。除此之外，團隊成員亦包括網站管理與美工專業人員，經由他們的

合作，設計出友善介面、美侖美奐的網站頁面，並且讓網站維持穩定運作。最

後團隊成員還包括勞苦功高的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他們發揮創意與巧思，將

學習內容數位化，變成生動活潑的英語學習資源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特色與預期目標 四、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不僅能線上使用，也朝著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邁進，提供有需要的學生及學校使用。教育部（2015）讓學生可以透

過平板電腦及手機下載部分的學習內容，透過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的建立，能提

供中小學師生一項更豐富且多元的學習工具，進而有效提升中小學生之英語教

學成效。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的特色與預期達到的學習成效如下： 

1.「基本學習內容」動畫版，提供補救教學學生進行課後練習。 

2.「情境動畫聽講」提升學習者的聽講能力。 

3.「開口說英語」透過語音辨識系統的研發，讓學習者開口說英語。 

4.「圖解式閱讀」輔助學習者理解閱讀內容。 

5.「主題式字彙練習」配合基本 1200 單字發展課程遊戲，讓學習字彙變有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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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法闖關大挑戰」提供互動式文法練習題，可讓學生自我反覆練習。 

7.「國中課本中英雙語字彙檢索」幫助學生了解英文詞彙的用法。 

8.「國內外英語學習相關資源」讓學生獲得更多樣豐富的英語學習資源。 

9.「遊戲嘉年華」精選 Flash 遊戲，讓英語學習變得更有趣。 

10.「闖關式 RPG 角色扮演遊戲」讓學習者沈浸於使用英語的學習環境。 

11.「APP 字彙遊戲下載」讓學生可以享受英語行動學習的樂趣。 

12.「智者為王」回答英語益智問題，讓學生學英語的同時也增廣見聞。 

本研究是根據新北市立越界高級中學補校三年級 36 位學生程度選擇適合

的線上學習平臺，以教育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來設計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則以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單元為主，搭配教師提供學習單

使用，並選擇適合的教學活動來上課，每堂單元後皆有單元測驗，可以立刻了

解學生程度，隨時追蹤，方便老師將上課內容調整為適合學生的最佳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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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瞭解 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之個案研究─以

教育部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為例。為達成本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

針對研究對象作深入而縝密的研究，廣泛地蒐集個案的資料，測底的瞭解個案

之現況和學習過程，並予以分析，以問卷調查的量化方式蒐集相館研究數據，

並分析質性資料，以輔助研究結果，研究者經由第二章的文獻分析與歸納，據

以發展本研究的概念架構，將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與流程；第二

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壹、研究架構 

研究者根據呈現研究之概念，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提出研究架構

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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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國民中學補校學生為研究對象，將 O2O 教育模式融入到國中補校

英語教學中，讓補校學生透過 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來學習英

語，茲依據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的架構： 

 準備階段 一、

首先蒐集並閱讀相關文獻資料，探討 O2O 教育模式融入到教學方法，

並搜尋適用國民中學補校學生之英語教學平台，以利補校學生使用，並於

實驗過程中，蒐集相關研究資料。 

 課程發展設計階段 二、

根據文獻探討，瞭解 O2O 教育模式可以促進教學效能，瞭解英語教學

平台操作方式，並教導學生使用方式，課程中根據學生能力作出適合的學

習單，課程後提供學生學習意見調查問卷及訪談問卷。 

 教學實施階段 三、

線上(Online)─每週告知學生英語教學平臺線上學習單元，請學生於線

上學習後記錄下評量成績。 

線下(Offline)─老師課堂上先針對學生問題作解惑，學生小組討論問

題和練習，輔助相關單元議題的延伸，更深入課程的發展。 

資料蒐集與分析階段 四、

在教學活動期間，研究者蒐集語教學平臺線上學習單元成績紀錄，於

教學課程結束後，輔以訪談資料，瞭解國民中學補校學生的學習歷程以及

對於使用 O2O 教育模式的課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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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研究結果 五、

由資料分析歸納，撰寫本研究的主要發現與結論，對未來相關研究提

出建議，以供教師進行相關教學實務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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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設計與實施 

 
圖  3-2 研究設計與實施 

準備階段 

1.蒐集與閱讀相關文獻 
2.確定研究題目與問題 
3.搜尋適合英語線上平臺 
4.決定研究方法 
5.問卷觀察表單設計 

課程發展設計階段 
1.O2O 教學設計 
2.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台運用 

教學實施階段 
1.O2O 線上(Online) 
2.O2O 線下(Offline) 

資料蒐集與分析階段 
1.教室觀察與紀錄 
2.分析學生學習活動 
3.訪談的轉譯與分析 

撰寫論文階段 
1.分析教學結果 
2.提出研究發現 
3.做成結論並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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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行動研究法的方式來做研究，以新北市立越界高級中學補校三

年級 36 位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根據系統化教學設計作為教學設計的架構以及教

育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來設計教學活動。教材內容則以《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單元為主，搭配教師提供學習單使用，並選擇適合

的教學活動來上課，茲說明如下： 

決定教學方向 一、

每週告知學生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學習單元進度，隨後學生開始線上進

行學習任務。 

分析教學目標 二、

決定學習任務後，開始分析學生完成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學習單元分析

學習者的知識與技能，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態。 

分析學習者 三、

依據基本能力調查問卷，實施 O2O 教育模式前，先分析學生的能力與

知識背景，瞭解學生的起點行為，並作為教學活動設計的參考。 

撰寫學習目標 四、

根據學生的能力後，選擇適當的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學習，提供學生使

用並開始撰寫適合學生的學習目標與方式。 

發展教學策略 五、

根據 O2O 教育模式，課前(Online)讓學生自行上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學

習，並記錄下每個單元的學習成績；課後(Offline)學生於課堂提出問題，

並和老師做知識的延伸，老師提供相關的輔助教材，來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隨時提供學生學習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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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教學 六、

在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中，學生上過每個單元後均有學習評量可立即檢

測，學生可以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效和進度，隨時做調整。 

評量 七、

由老師依據學生的學習表現，做為修正教學的參考。 

由上述之教學設計再搭配教育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學習

單元組成課程單元之設計，並依據學生程度選擇教育部《Cool English 英語線

上學習平臺》單元開始進行教學。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教育部 2002 年推行公布「終身學習法」，開始提供補校讓年少失學的成年，

或因為小學畢業後沒有通過初中考試，或在初中階段因為提早步入社會等成人

可以有機會再次學習，為服務這群成年人能繼續求學，以讓早年無法就讀國中

或高中的國人能夠一圓讀書夢，由於補校並沒有入學的限制，也提升想學習的

民眾學習管道，強調「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學生透過課程來達到終身學

習及擴展生活層面為目的，再透過課程中的做中學來增加學習興趣與成效，這

跟文獻探討中發現補校學生的學習特性多半比日間部國中生的學習態度還主動，

不喜歡被動的接受知識，也會提出生活中的疑問來和老師做學習討論並分析。 

表  3-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資料 性別 年齡 職業 持續學習 
英文時間 

學生 1.女性：31 位 
2.男性：5 位 

1.20-29 歲：1 位 
2.30-39 歲：4 位 
3.40-49 歲：6 位 
4.50-59 歲：10 位 

1.未在職：26 位 
2.在職：10 位 

1.1 年：0 位 
2.2 年：2 位 
3.3 年：30 位 
4.4 年以上：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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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69 歲：14 位 
6.70-79 歲：1 位 

確認研究對象後，在進行 O2O 教育模式前，會告知研究對象 O2O 教育模

式課程的運作情形及詢問學生上課意願。研究中期，將 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

中補校英語教學。最後，則以研究過程中，全程參與 36 位國民補校學生，作為

評估與資料蒐集之主要對象。 

第三節  研究工具 

研究者為教學者也是教學設計者，利用 O2O 教育模式對成人學習者進行教

學活動，在參與觀察的質性描述中，以學習狀況訪問，輔以記錄來協助以便事

後觀察，瞭解學習者對於教學活動的反應，並在課程結束後做反省思考；在量

化描述中，以問卷、學習單為主，輔以課堂觀察與學生訪談紀錄，瞭解學生感

受，利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瞭解學生的學習滿意度，研究者為了記錄下教學活動

的進行，設計下列研究工具，詳見表  3-2。 

表  3-2 資料蒐集一覽表 

 
 
 
 
 
 
待答問題 

資料蒐集 教

學

現

場

紀

錄 
(R) 

教

學

網

站

評

量 

全

民

英

檢

測

驗 

段

考

試

題 
 

半

結

構

式

晤

談 
(S) 

課

程

滿

意

度

問

卷 
如何發展與規劃課程  ˅     
學生學習成效 ˅  ˅ ˅  ˅  
學生對於課程之滿意度 ˅      
學生對於課程之感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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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對研究對象的問卷填答資料與訪談資料進行分析。本

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應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學習(Online)的適切

性；第二節 O2O 教育模式 Offline 的學習動機與效益 ；第三節 Online to 

Offline(O2O)整體成效；第四節 O2O 教育模式對學生學習成果分析；第五節綜

合討論。 

第一節  應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學習(Online)

的適切性 

壹、線上學習平臺教材內容的適切性： 

線上學習平臺是線上開放式課程，透過網路即可提供教育機會給每一個人，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網站所有的資源，透過網路上自主學習隨時調整自己學習的

進度，培養起學習自主性，選擇符合學生程度的學習平臺變得格外重要，適當

的學習平臺能幫助補校成人學生在英語方面的學習，培養起對英語學習的興趣，

因此研究者選擇符合學生程度的教育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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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學習平臺教材內容 
題目：我覺得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在使用上? 
構面 題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學習

平臺

教材

內容 

1 教材內容多寡適當。 3.94 .791 1 
2 教材內容難易適當。 3.56 .504 4 
3 線上課程音量大小及聲調適

當。 
3.83 .609 2 

4 教材內容的圖片、文字及動畫

都很清楚。 
3.78 .540 3 

N=36 
 

由上得知，研究對象對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的學習平臺教材內

容使用上，第一為『教材內容多寡適當』的平均數為 3.94 最高，從學生訪談回

應中可得知。 

「剛開始需要時間熟悉如何使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後來開始

試著線上上課，每個單元教材內容都剛好，長度也適中，讓我們老人家在學

習上可以很容易上手（S5，20160601）」。 

「學生覺得教材內容很不錯，有文法、閱讀、聽力等練習，可依自己需求學

習（R，20160504）」。 

「教材內容設計不錯，時間上也不用花很多時間就可以學習，非常方便（S23，

20160601）」。 

「當老師提到要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一開始覺得很麻煩，但

後來老師教導使用方式，感覺蠻有意思的，就開始註冊，去線上瀏覽教材內

容，課程內容長度也都剛剛好學習，不會沒耐心（S1，20160601）」。 

其次依序為『線上課程音量大小及聲調適當』的平均數為 3.83，「年紀大

了，耳朵聽力也比較不好，在上課中會聽不清楚發音，但使用 Cool English 英語

線上學習平臺，可以調整音量大小聲，發音聲調也不錯，老師有教我們 ECHO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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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讓我可以跟著一起唸，增加口說能力，可以更懂外國人的說話速度、腔調（S14，

20160601）」。「因為都在中文的環境，要適應一下講英文的速度，多聽就可以很快

適應聲調了（S10，20160601）」；其次為『教材內容的圖片、文字及動畫都很

清楚』的平均數為 3.78，「使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我覺得教學

內容更豐富多元，圖、文、影像、聲音、動畫等型態，對於學習者的我，很容易

學習，較能掌握重點（S6，20160601）」。「有圖片和動畫幫助很大，可以立刻和英

文單字做聯想（S1，20160601）」；最後為『教材內容難易適當』的平均數為 3.56，

「平臺中，教材內容難易部分，有時候線上遇到問題，卻不知道要怎麼解決，但有

時候課程內容很符合我程度，學起來也很得心應手（S23，20160601）」。 

由表  4-1 結果顯示，研究對象之中，大部份對於「英語線上學習平臺」方

式抱持正向看法，足見研究對象對於英語教學介入方式的感受為正向積極。 

貳、學習平臺單元設計的適切性 

線上學習平臺單元設計，可以專注於引發學生學習動機，也可以讓廣大群

眾透過網路連線取得學習資源，多數的學習平臺基本上都不給分數，學生無法

知道自己的學習成效。教育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卻可以在每個

單元結束後，立即提供單元測驗，讓學生立刻了解學習狀況，因此線上學習平

臺單元設計是否能夠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變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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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學習平臺單元設計 
題目：我覺得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在使用上? 
構面 題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學習

平臺

單元

設計 

5 平臺學習的架構能符合學習需

求。 
3.78 .637 5 

6 線上學習平臺操作便利。 3.81 .525 4 
7 我可以透過平臺自主學習。 3.92 .692 2 
8 平臺的設計容易引起學習興

趣。 
3.83 .609 3 

9 每單元學習結束時有評量，可

以確認學習效果。 
4.17 .811 1 

N=36 

由上可知，研究對象對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在使用上的學習平

臺單元設計，第一為『每單元學習結束時有評量，可以確認學習效果』的平均

數為 4.17 最高，從學生訪談回應中可得知。 

「上線上平台學習，一開始就想說隨便看看就好，結果沒想到每個單元結束，

居然有評量測驗，真是可怕，同學還會互相問說考幾分，害我不得不認真聽

上課內容（S10，20160601）」。 

「上課前先瞭解了學生線上學習成果，課堂中針對學生不懂的地方提出討論，

引導學生學習，適時補充所需的資料與學習單（R，20160420）」。 

「平臺中有很多練習的機會，每節課結束後也都會課後測驗，可讓我快速了

解自己是否理解學習內容，也可利用測驗引發學習興趣，找出自己還不熟悉

的地方，再回去看課程（S21，20160601）」。 

其次依序為『我可以透過平臺自主學習』的平均數為 3.92，「有了這個學習

平臺，像我有幾天沒辦法上課或是出去玩，我可以利用線上平臺，有網路的地方

我就可以自己學習了，不用怕進度會落後（S7，20160601）」。「學習平臺設計很簡

單，也很容易操作，用過幾次就上手，讓我很想去學習其他的單元（S23，20160601）」。

「平臺上有很多單元，像是閱讀、文法及聽力…等單元，平臺上的學習架構一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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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更新，單元架構不錯，清晰明瞭，我可以自由選擇想學習的單元去學習，會

在自己的課程內容自行延伸，去連結我們的線上學習課程（S18，20160601）」。「學

生會依照自己學習進度，隨時隨地自主學習，並記錄下難解決的問題通常或是未

學過的概念，在課堂中提出來討論（R，20160601）」；其次為『平臺的設計容易

引起學習興趣』的平均數為 3.83、其次為『線上學習平臺操作便利』的平均數

為 3.81 及『平臺學習的架構能符合學習需求』的平均數為 3.78，「因為上了第

一堂課，發現每單元結束都有測驗，還要做紀錄在成績表上，讓我覺得不能輸，

一定要努力讀，有這麼好的學習平臺，要好好地用。（S6，20160601）」。「英文口

說比較難，英語學習平臺可以一句一句學，使學習起來更快更輕鬆（S14，

20160601）」。「平常在家裡聽英文，都只會聽不會說，但是經過英語學習平臺的練

習之後，發現其實唸出英文也滿好玩的（S1，20160601）」。「課程中要求學生記錄

下每次評量成績，使學生主動關注自己的進步，看到自己的成績逐漸進步，增加

自己的學習動力（R，20160302）」。 

由表  4-2 結果顯示，研究對象之中，大部份對於「線上學習平臺單元設計」

方式抱持正向看法，足見研究對象對於英語教學介入方式的感受為正向積極。 

第二節  O2O 教育模式 Offline 的學習動機與效益 

壹、課堂學習氛圍 

以往的課堂主導權都在老師身上，學生就坐在台下聽老師講述課程，至於

學會多少不得而知，老師只管上課進度，學生當下聽得懂，但幾天之後就忘得

差不多，學生也不會主動預習課程，現在用 O2O 教育模式，經過線上學習平臺

學習後，在課堂上變得更加熟悉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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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課堂學習氛圍 

題目：課前先在線上學習平臺學習後，在課堂上 
構面 題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課堂

氛圍 
1 老師在課堂上的要求，使我在

課程認真的學習上課課程，加

深學習效果。 

4.19 .749 1 

2 老師的授課內容配合線上課程

的預先學習，讓我加深印象。 
4.08 .604 2 

3 多數同學們會在課前預先學習

線上課程，不事先看會覺得不

好意思。 

3.78 .797 3 

N=36 

由表  4-3 可以得知，研究對象對課前先在線上學習平臺學習後，在課堂上

的課堂氛圍，第一分別為『老師在課堂上的要求，使我在課程認真的學習上課

課程，加深學習效果』的平均數為 4.19。從學生訪談回應中可得知。 

「自己在家上學習平臺學習，有時遇到不知道的，我就有問題，問題積久了

還是問題，老師上課時都會讓我們問問題，將線上遇到的問題提出來討論，

又補充講義給我們，這樣讓我學得更好（S12，20160601）」。 

「我比較喜歡閱讀文章，而且學習平臺都會幫妳唸出來，所以比較仰賴聽力，

不過因為它唸得很快，所以看英文字幕就也要看快一點，所以還是有幫助的，

可以加深我的印象（S16，20160601）」。 

「讓學生自行透過線上平臺學習，學生帶著問題來聽課的學習效率提高了，

增加了課堂中實際練習和討論的時間（R，20160330）」。 

「老師在上課設計的活動、要求和同學問的問題，把所有課程有關的東西拉

進來，加強擴充性與深度，也要學生學習如何分享問題，如果沒預習，就跟

不上，課堂上是加深了線上學習的印象（S4，20160601）」。 

「透過學習平臺學習，知道課文的內容和真正的涵義（S2，2016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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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依序為『老師的授課內容配合線上課程的預先學習，讓我加深印象』

的平均數為 4.08，最後為『多數同學們會在課前預先學習線上課程，不事先

看會覺得不好意思』的平均數為 3.78，「回家要先預習課程，以前沒這樣預習

過，現在課前沒有預習，就害怕自己跟不上進度，來上課發現同學都有預習，就

會覺得一定要先預習線上學習平臺的課程（S15，20160601）」。「記得線上平臺有

個單元就在講旅遊，老師課程中會突然問我們問題，片語和單字都是線上學習平

臺有教到的，如果回不出來就會覺得很不好意思，就會回家或課堂上再看一下（S11，

20160601）」。「學生預先學習線上課程，於課堂中增進老師與學生互動機會，藉以

激發學生思考、引導解決問題，鼓勵合作學習及活用知識（R，20160420）」。「同

學來上課第一件事情就是會問說你這次單元考幾分，會不會，如果自己沒做就無

法討論，會覺得很害羞（S36，20160601）」。 

結果顯示，研究對象之中，大部份對於「課堂氛圍」方式抱持正向看法，

足見研究對象對於英語教學介入方式的感受為正向積極。 

研究者從訪談中發現，透過翻轉教室的實施，教師把學習的主導權回歸到

學習者本身，但因長久以來，學生早已習慣傳統的講述法教學模式，要啟動「自

學」與「合作學習」的能力皆需要「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而這些都需要透

過教師長時間引導及訓練，學生也需要培養耐心來自我鍛鍊。 

貳、學習效益 

學習效益在傳統教學中或翻轉教室中，老師不會注意到學生線上學習情況

和學習成效，上課也很少機會做練習，課程中互動的機會很少，往往是教師單

向教學、提問問題則大多是有單一答案的模式，缺少讓學生做自我迷思概念澄

清與與同儕討論的時間，成效不佳，對比於過去的學習模式，O2O 教育模式提

供了很多學習機會，老師在課堂中也會留意學生狀況，進行必要時之講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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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間互相發問討論或查詢工具書等作學習內容迷思概念澄清，課程中也包

含很多與同儕討論的時間，可以更加瞭解課程的內容。 

表  4-4 學習效益 
題目：課前先在線上學習平臺學習後，在課堂上 
構面 題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學習

效益 
4 上課中更多練習機會。 3.78 .722 2 
5 上課中，可以有更多機會和同

學討論。 
3.67 .828 4 

6 老師課堂上會確認學生線上學

習情況與學習成效。 
3.89 .747 1 

7 學習會比較專注。 3.72 .741 3 
N=36 

由表  4-4 得知，研究對象對課前先在線上學習平臺學習後，學習效益，第

一為『老師課堂上會確認學生線上學習情況與學習成效』的平均數為 3.89，從

學生訪談回應中可得知。 

「上課中，老師會問問題，鼓勵我們回答，我越來越敢發言，筆記越記越多，

也懂得聆聽別人的意見，學習許多知識（S28，20160601）」。 

「瞭解學生線上學習成效及學習情況，增進教師對學生的瞭解，課程中，鼓

勵學生自我提問，並積極參與討論相關問題（R，20160427）」。 

「上課中，老師會先問問題，請我們記錄下單元成績，線上遇到的問題可以

提出來討論，討論能提出彼此的看法，互相參考，比較不會無聊（S8，

20160601）」。 

「上課中老師會給我們寫學習單，我們會發問，也會分組討論，同學彼此試

著直接用英語與對方溝通，學習英語動機增加（S31，20160601）」。 

其次為『多上課中更多練習機會』的平均數為 3.78；其次為『學習會比

較專注』的平均數為 3.72；最後為『上課中，可以有更多機會和同學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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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數為 3.67。「我越來越喜歡上課，那種上課完分享得到同學掌聲的感覺簡

直就開心極了，我也越來越勤勞記筆記了，也會懂得要事先預習（S2，20160601）」。

「上課做各種活動，多了很多時間可以分組討論和練習（S16，20160601）」。「上課

有時會需要用到英語會話，就會學習變得很專注，專心作筆記，聽老師上課的內

容，也可以和同學交換意見與想法，很棒（S5，20160601）」。「因為喜歡跟同學討

論的那種感覺，有不懂的句子就可以問懂的人（S32，20160601）」。「學生進行課

前自學及預習，課堂中則進行討論，課堂多了更多時間可以設計有趣的課程內容，

並監督學生學習品質，瞭解學生學習成效（R，20160518）」。 

結果顯示，研究對象之中，大部份對於「學習效益」方式抱持正向看法，

足見研究對象對於英語教學介入方式的感受為正向積極。 

第三節  Online to Offline(O2O)整體成效 

壹、O2O 整體學習氛圍 

線上學習平臺中可以有效利用學習時間，有助於學習者作概念釐清與習得

高層次認知能力，遇到不懂的地方可以反覆看平臺單元再複習，也可以依照自

己的進度隨時做修改，在課堂中，能在遇到問題時隨時向教師或同儕發問，有

助於學習者在遇到學習問題時立即獲得協助，課後，由於學習內容已於課堂中

得到不斷練習、發問、討論的機會，在準備下節課活動所需事項時較能具有信

心及動力去完成，學習變得更主動，同儕之間感情也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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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O2O 整體學習氛圍 

我覺得運用 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式來上補校英語的課程， 
構面 題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學習

氛圍 
4 學習氣氛感到比較熱絡。 3.61 .766 3 
5 使同學們有機會討論，感情變

好。 
3.72 .815 2 

6 讓我能夠自主學習。 3.89 .575 1 
N=36 

由表  4-5 可以得知，研究對象覺得運用 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式來

上補校英語的課程，學習氛圍，第一為『讓我能夠自主學習』的平均數為 3.89，

從學生訪談回應中可得知。 

「回家先自己看一遍，作筆記，然後去學校再與同學或老師會較清楚觀念（S7，

20160601）」。 

「學生透過學習平臺增進了英語自主學習能力，掌握自己的自主學習步調，

從中獲得學習的成就感，使學生學習能主動積極（R，20160525）」。 

「平臺的教材有很多元的內容，有影片、故事或是會話…等，有時還會搭配

時事，我可以依照自己的學習狀況去調整進度，也可以透過課程的設計去選

擇適合的單元學習（S15，20160601）」。 

「平常除了上課學英文後，下課就不會在學英文或接觸英文相關，自從用了

O2O 這樣的上課方式，因為我的發音很奇怪，我就會強迫自己跟著線上平臺

每個單元進度去做學習，並跟著發音（S10，20160601）」。 

「平臺中有很多單元，像是文法、閱讀、口說，學到很多英語知識和用法，

因為它有很多有趣的文章，讓我比較感興趣，我還會帶孫子一起讀（S9，

20160601）」。 

其次為『使同學們有機會討論，感情變好』的平均數為 3.72；最後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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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氣氛感到比較熱絡』的平均數為 3.61。 

「每人學習效果跟意願不太一樣，這個學習平臺每個單元後面都有測驗題，

測出那個單元的能力，來上課，同學就會互相討論一下，看哪裡不懂再一起

問老師，我覺得以前大家不會這麼積極去討論，現在就會很努力地去發問

（S25，20160601）」。「本來以為用這個學習平臺後，大家會就不說話了，沒

想到大家會針對裡面上課的內容去討論，互相解答，幫助同學，我覺得班上

的氛圍變得很好，我更喜歡上英文課了（S19，20160601）」。「原本被動的學

習學生變得都能共同參與課堂活動，特別是學習低成就學生有顯著提升（R，

20160518）」。「每次上課大家都會問說你考幾分，促使我一定要上平臺上去

做學習，不然會跟不上，克服我心裡障礙，以前我不敢問問題，現在都敢勇

於提問，和同學、老師討論，沒想到大家都很樂意解答，我超喜歡這樣的感

覺（S2，20160601）」。 

從上述結果顯示，研究對象之中，大部份對於「O2O 學習氛圍」方式抱持

正向看法，足見研究對象對於英語教學介入方式的感受為正向積極。 

貳、O2O 整體學習成效 

相較於傳統講述，以前就是來上課才學習，下課後就沒有學習，O2O 教育

模式提供線上學習平臺，上課前先上線做學習，隨時可以依照自己的時間進度

選擇學習方式，線上也提供不同課程基本概念的教學，課程結束都有單元評量，

可以立即得到回饋，隨時複習當日課程影片或預習下節課程的影片等學習課程，

學習者亦能輕鬆地獨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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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O2O 整體學習成效 
我覺得運用 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式來上補校英語的課程， 
構面 題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學習

成效 
1 讓我更容易瞭解上課的內容。 3.78 .637 1 
2 讓我學得比較快。 3.61 .688 3 
3 學習成效比較好。 3.72 .741 2 

N=36 

由表  4-6 可以得知，研究對象覺得運用 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式來

上補校英語的課程，學習成效，第一為『讓我更容易瞭解上課的內容』的平均

數為 3.78，從學生訪談回應中可得知。 

「可以自己在家看影片、複習，更容易瞭解上課的內容（S22，20160601）」。 

「可以多認識很多課外英文（S30，20160601）」。 

「學習變得比較輕鬆，不會可以問人、討論，影片也可以一直看，這樣對我

而言比較容易吸收，我很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S29，20160601）」。 

「O2O 的上課方式，上課前我花很多時間去上線上學習平臺學習，學到很多

英語知識和用法，讓我很感興趣，上課也更知道在上什麼了（ S25，

20160601）」。 

「O2O 透過教師與學生的雙向的互動過程，引導學生思辨討論，提升學生的

學習層次（R，20160601）」。 

「O2O 這樣的學習模式，更能捉住學習重點，讓我很喜歡學習英文（S20，

20160601）」。 

其次為『學習成效比較好』的平均數為 3.72；最後為『讓我學得比較快』

的平均數為 3.61。「以前只會上課才學英文，現在上課前都會自己上線上去學習，

老師上課就可以馬上進入狀況，更了解學習的內容，我越來越聽得懂，就更想學

習（S22，20160601）」。「年紀大了，上課有時都會上到發呆，聽不懂就會不想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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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缺乏學習動力，老師上課積極正向的引導我們學習，我慢慢地接受去嘗試學

習平臺，經過學習幾次後，居然發現我很多地方都聽懂了，以前不會的突然也就

會了，好開心，覺得很神奇（S19，20160601）」。「以前不會的地方，就會問老師

一次，但是常常忘記，忘記又再問第二次，老師也會很細心地講解，現在平臺上

的單元也有文字呈現，忘記了，也可以隨時再去線上瀏覽一次，不受時間地點限

制，隨時都可以學習，真是方便又快速（S32，20160601）」。「因為年紀大了，學

習吸收變得比年輕人還差，在線上學習平臺學習，可以依照我自己的學習進度做

學習，不懂的就多看幾遍，熟能生巧，再不懂的地方，就到課堂上問老師，這樣

對我學習英文很有成長（S8，20160601）」。「以前因為只聽老師講雖然比較輕鬆，

但其實有時當下聽懂了，下次自己要解釋又講不出來，根本沒有真的學進去，所

以其實看似輕鬆快速的坐著聽老師講，反而用這種 O2O 方式來學習，我很喜歡，

讓很多同學都願意花時間複習（S33，20160601）」。 

上述結果顯示，研究對象之中，大部份對於「O2O 學習成效」方式抱持正

向看法，足見研究對象對於英語教學介入方式的感受為正向積極。 

參、O2O 整體過程評析 

多元角度的思考，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 O2O 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

並且藉由數位學習工具，培養學生自學、思考及互助合作的能力，並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一方面彌補學校教育或教師教學無法顧及之處，另一

方面則輔助增強學校教師的教學功能。 

表  4-7 O2O 整體過程評析 

我覺得運用 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式來上補校英語的課程， 
構面 題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O2O
的評

7 以後我如果繼續學習英文，會

使用Cool English英語線上學

3.72 .65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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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習平臺，或是尋找其他學習平

臺自主學習。 
8 我希望往後補校英語科老師

能使用這種教學方法。 
3.61 .688 4 

9 我覺得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式應用於英語教

學很適當。 

3.64 .683 3 

10 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

模式應用於英語教學，我的評

價很不錯。 

3.78 .637 1 

N=36 

由表  4-7 可以得知，研究對象覺得運用 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式來

上補校英語的課程，對 O2O 的評析，第一為『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

式應用於英語教學，我的評價很不錯』的平均數為 3.78，從學生訪談回應中

可得知。 

「以前上課就是老師上課，我在台下聽課，聽不懂就算了，反正學不會，

現在課前要先去平臺學習、預習，老師上課等於連接了課前的預習部分，又

在課堂中加深了難度，老師也知道我們哪裡不會，會特別提出來討論，讓我

們可以增加討論和練習的時間，我很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希望可以繼續用

這樣的方式來上課，進步很多（S30，20160601）」。 

「用 O2O 學習方式，繼續用這種模式學習，如果我這樣繼續下去，一年後，

一定會累積不少單字和知識（S31，20160601）」。 

「老師這次特地為了我們選擇適合的平臺，很棒，以前都不知道有這樣的

線上學習可以學，我覺得挑選平臺很重要，可以更容易從平臺上的單元學習，

而且平臺的 e 化設計學習，讓我覺得很有趣，學英文不再很無聊，可以用更

多元的方式學習很棒（S17，2016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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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適合學生的學習平臺，也相對地更注重教學策略與學習活動的靈活

運用，更容易注意到學生的學習成果（R，20160511）」。 

「我希望以後老師也可用這樣的方式上課，雖然摸索平臺對我們來說需要

花點時間去研究，但如果會使用了，學習英文會更快速，也更容易知道自己

不會的地方，也可以隨時回去看一下課程，我很喜歡這樣的學習（S13，

20160601）」。 

其次為『以後我如果繼續學習英文，會使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

平臺，或是尋找其他學習平臺自主學習』的平均數為 3.72；其次為『我覺得

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式應用於英語教學很適當』的平均數為 3.64；

最後為『我希望往後補校英語科老師能使用這種教學方法』的平均數為 3.61。

「不知道這類的平臺有其他科目嗎?這個平臺上只有英文的，對於學英文很不錯，

學習方式變得很多元，幾乎零成本，只需要有網路的地方就可以學習，也不用再

怕自己學習落後了，希望以後可以一直用這類平臺學習（S21，20160601）」。「如

果有時間的話，一定會看線上學習平臺學習英語，加強實力（S2，20160601）」。「線

上學習平臺學習，不但能加強各方面的能力還不用錢，而且翻譯又能變強，所以

會繼續去學習（S12，20160601）」。「透過平臺的運用，學生下課會拿出手機立刻

上線上去做學習，妥善運用時間的管理（R，20160601）」。「雖然沒有時間每天看，

但是有空閒的時間都可以趕快上線學習，可以學英文又可以不浪費時間，不管未

來會不會用到，可以學習都是一種福氣（S22，20160601）。」 

由上述結果顯示，研究對象之中，大部份對於「O2O 的評析」方式抱持

正向看法，足見研究對象對於英語教學介入方式的感受為正向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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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O2O 教育模式對學生學習成果分析 

壹、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評量分析 

為了解學生進行「O2O 教育模式」使用教育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

習平臺》學習成果，一開學就告知學生使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

需記錄下每個單元結束的評量成績，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進度做學習，調整學

習狀況，並記錄下每個單元所做的三次評量成績，評量包含文法、單字、閱讀

等題型，將其施測結果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8 所示。 

表  4-8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評量 

單元      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 

Lesson 1 46 82 98 75 
Lesson 2 48 89 99 79 
Lesson 3 42 83 99 75 
Lesson 4 47 89 98 78 
Lesson 5 51 86 96 78 
Lesson 6 44 85 98 76 
Lesson 7 55 84 96 78 
Lesson 8 40 86 98 75 
Lesson 9 46 88 96 77 
Lesson 10 52 84 98 78 

平均 47 86 98 
 

由表  4-8 可知，學生於每單元所做的評量成績依序為第一次評量成績平均

為 47 分；第二次評量成績平均為 86 分；第三次評量成績平均為 98 分，除了從

學生評量成績顯示學生的學習成果正面提升外，研究者更從平常的課堂觀察中

發現學生的積極度和自信心有顯著的提升。從學生訪談回應中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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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測驗時，很緊張，都不知道要怎麼回答，發現還有許多不懂，

重新再上一次課，找出自己不會的地方，考第二次，發現成績變好了，好開

心我想繼續學習，考到一百分（S7，20160601）」。 

「做完第一次測驗才發現原來自己很多不懂，才考那麼不好，就先把自己

不會的查一下字典，然後再回頭看課程，發現再看一次印象更深刻了，考試

都會了（S12，20160601）」。 

「評量做三次後，印象更深刻，也更知道用法，上課也可以和同學討論題

目再問老師（S16，20160601）」。 

「第一次做測驗時，還要熟悉一下題型，雖然沒有測驗壓力，但自己還是

會怕考得不好，我一直很努力的看，想辦法要記下來，看看自己能不能考到

滿分（S1，20160601）」。 

「鼓勵學生於線上學習時，記錄下每次的評量成績的差異，追蹤其學習成

果（R，20160601）」。 

「雖然要看好幾次一樣的課程很無聊，第一次看的時候，總覺得很簡單自

己都會了，沒想到第一次測驗考得不是很好，我才知道自己需要更努力讀英

文，讓自己更進步（S8，20160601）」。 

「每次上課都要登記成績，大家都一直挑戰自己的紀錄，我很喜歡這樣的

單元測驗，可以馬上知道自己的弱點（S21，20160601）」。 

此外，更有些學生會經過單元測驗後，會自行找補充資料來補充自己的知

識，每天都盡力要求自己一定要去上線上課程，漸漸的建立學習英文的自信心，

遇到不會的就會記下來帶到課堂上和老師、同學討論，上課多了討論的時間，

老師也可以補充更多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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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評量分析圖 

由此可知，學生經歷過每個單元三次的評量後，多數學生皆肯定自己在學

習成就上的改變，有些學生發現自己成績進步了，超過九成對於單元評量持正

面的評價，更有些學生發現自己在單字和句子上進步很多，學習越來越得心應

手，提升了學習興趣、瞭解自己的學習表現與學習主動性提升。 

貳、校內段考成績分析 

為了解實施「O2O 教育模式」是否影響學生的校內學習成效，一開學就告

知學生會進行進行「O2O 教育模式」來上課並應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

平臺學習，用新北市立越界高級中學第一次段考和第二次段考來測試校內學習

成效是否有效，第一次段考和第二次段考試卷各 65 題，包括聽力及閱讀兩類，

將其施測結果進行分析，研究者將第一次段考、第二次段考的得分，分別運用

SPSS21 統計軟體進行平均數之成對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4-9 所示。 

由表  4-9 可知，學生剛開始使用 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

之學生校內學習成效差異情形，前測成績為平均分數為 58.06 分，標準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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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4 分。 

表  4-9 學生校內學習成效差異情形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df p值 效果量(d) 
test1 58.06 16.654 -4.363 35 .000 -0.397  
test2 64.17 14.032 

      N=36 

O2O 教育模式教學實驗結束後，學生進行第二次段考，將第二次段考成績

進行相依樣本 t 檢定，以了解 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之學生校

內學習成效差異情形(如)，第二次段考成績為平均分數為 64.17 分，標準差為

14.032 分。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發現，第一次段考成績和第二次段考成績平均值有

顯著差異，第二次段考成績成績(M=64.17, SD=14.032)顯著大於第一次段考成績

成績(M=58.06, SD=16.654)，t(35)= -4.363，d=-0.397，p=.000<.05，達到顯著水

準，表示學生經過 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之學生校內學習成效

有明顯的提升，平均分數由 58.06 分進步到 64.17 分，進度幅度達 11%，說明

本研究所使用的 O2O 教育模式教學策略，有助於學生提高學生校內學習成效。 

參、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初級」 

本研究為了解實施「O2O 教育模式」是否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進行 O2O

教育模式教學實驗前，對新北市立越界高級中學補校三年級 36 位學生實施前測；

O2O 教育模式教學實驗後，再對新北市立越界高級中學補校三年級 36 位學生

實施後測。以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2016)初級預試考題(試卷 1、試卷 2)

作為前後測試卷，兩份試卷各 65 題，包括聽力及閱讀兩類，將其施測結果進行

分析，研究者將前測、後測的得分，分別運用 SPSS21 統計軟體進行平均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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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4-10 所示。 

由表  4-10 可知，學生尚未使用 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之

學生學習成效差異情形(如)，前測成績為平均分數為 58.5 分，標準差為 20.693

分。 

表  4-10 學生學習成效差異情形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df p值 效果量(d) 
Pretest 58.50 20.693 -4.853 35 .000 -0.385  
Posttest 65.78 16.962 

      N=36 

O2O 教育模式教學實驗結束後，隨即對學生進行後測，將後測成績進行相

依樣本 t 檢定，以了解 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之學生學習成效

差異情形(如)，後測成績為平均分數為 65.78 分，標準差為 16.962 分。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發現，前測和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後測成績

(M=65.78, SD=16.962)顯著大於前測成績(M=58.50, SD=20.693)，t(35)= -4.853，

d=-0.385，p=.000<.05，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學生經過 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

中補校英語教學之學生學習成效有明顯的提升，平均分數由 58.50 分進步到

65.78 分，進度幅度達 12.4%，說明本研究所使用的 O2O 教育模式教學策略，

有助於學生提高學習成效。 

第五節  綜合討論 

從文獻探討及實務經驗中發現，研究者的教學行動決定以 O2O 教育模式的

用意是將學習主動權還給學生，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並藉由透過線上學習

平臺當作學習工作，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思考及互助合作的能力，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一方面彌補學校教育或教師教學無法顧及之處，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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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輔助增強學校教師的教學功能。 

此外，學生透過 O2O 教育模式的學習過程，這些學習機會和經驗是無法在

一般傳統團體教學中讓學生體驗，需要老師協助、願意嘗試多元角度的教學模

式，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學生也願意支持這樣的教學活動設計，學生才能有

實踐學習的機會。本研究歸納出《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之個

案研究》的關鍵因素，分述如下： 

壹、選擇適當的學習平臺 

實施之前必須讓學生 O2O 教育模式的教學理念，選擇適合學生程度的線上

學習平臺，讓實施 O2O 教育模式的學生可以再進入課堂前，先透過線上學習獲

得第一次的學習經驗，因此，學生對教學課程內容能有先一步的準備和了解，

預先預習可以讓學生對於課程內容有基礎性的概念，使學習速度較慢的學生也

能有充足的時間做預備，同時每個線上學習課程單元結束後，都有立即的單元

測驗，學生可以立刻得知自己的學習成效，隨時可以再複習單元內容，線上學

習的好處只要可以上網的地方，學生就可以隨時上線做學習，學習零距離。 

貳、學生個別差異學習、精熟學習 

以往課程往往都是教師單向教學，提問的問題也有制式的答案，缺少讓學

生思考生做自我迷思概念澄清與同儕討論的時間，無法測得學生是否具有應用、

分析、評鑑與創造等高層次的認知能力，但是接受 O2O 教育模式的學生，學生

可以在線上學習平臺依照自己的進度做學習，隨時調整學習速度，反覆地複習，

老師能有較多的課程時間去做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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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線下加深、加廣教材內容 

以往的線上教學學生只是透過線上學習平臺學習，遇到學生不理解題意或

在課堂學習時有迷思概念未被澄清，又由於無協助者在一旁協助，使得學習者

掉入「不懂、不會寫、未完成、受罰」的惡性循環，雖傳統講述輔以課後影片

組的學生可以在課後重複觀看影片，但迷思概念未在課堂學習時得以理解，因

此仍未能解決不會寫作業的困境。O2O 教育模式的學生，教師可有較多課堂時

間能做有效地使用，因此課堂中除教師進行必要時之講解，常以學生間互相發

問討論或查詢工具書等作學習內容迷思概念澄清，此外，課堂時間也常以線上

學習所學內容為主，包含紙筆練習、口頭報告以及教師課前所設計的相關多元

練習活動，課堂進行期間亦同時進行評量，學生學習可從課堂中得到不斷練習、

發問、討論的機會，學生在準備下節課活動所需事項時較能具有信心及動力去

完成，學習更有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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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之個案研究》，本章

依據第四章各項研究分析結果。 

本章共分二節，第一節依據研究結果，歸納結論；第二節根據研究結論，

提出改進與具體建議，以做為教師實際教學使用以及研究者後續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論 

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結果，茲將研究結論敘述如下： 

壹、Cool English 線上學習平臺及教材內容適合個案補校學生程度 

選擇適合學生程度的教育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學生可以

依照個人的進度學習，無須擔心缺課跟不上或同儕間程度的落差，耽誤學習進

度，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只要有網路，全天候 24 小時均可線上學習。學生更

無須舟車勞頓，下班後還需趕場，不受時間，亦不受天候影響。透過線上學習

平臺，學生可立即學習課程基本概念，隨時上網做複習，保證上課高品質與一

致性 ，無須擔心老師生病或上課漏講，每個單元結束後皆有評量測驗，可以立

即得知自己的學習成效，使學習不再只是囫圇吞棗，讓學生更省時省力，更有

時間從事喜歡的休閒活動。 

貳、O2O 教育模式增加線下課程(offline)的學習效益 

O2O 教育模式則將教學重點放在教學互動上，O2O 教育模式與過去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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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平臺學習或翻轉教育的學習模式有很大的差異存在，O2O 教育模式不僅運

用到線上的學習平臺資源，學習平臺上的單元結束可以立刻做單元測驗，提供

學生當下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效，隨時再反覆地複習，並利用課堂時間(offline)

和老師互相討論學習，增加知識的延伸，教師上課前可得知學生的學習成效，

課堂中教師就有更多時間，學生將遇到的問題帶到課堂中與教師討論及延伸，

教師針對課程內容發展協作教學，有效的引導學生學習，協助學生延伸所學知

識，提供學生問題解惑，並讓學生從中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讓英語的學習過

程更加生動活潑，且有助於結合補校學生的生活經驗，提升補校學生的學習動

機，讓英語學習成為「活」的語言學習，同時教師兼顧了學生的多元發展和興

趣探索，提升教育的實質意義。 

參、O2O 教育模式發現學習者學習動機更為強烈 

綜合學生對於O2O教育模式適合補校英語教學觀點，36位學生均認為O2O

教育模式對於自己在學習英語上有很大的幫助，並提升學習英語的動機及興趣，

因 O2O 教育模式先透過線上學習平臺根據個人學習狀況自訂學習進度外，又可

以針對個人學習困難部分重複觀看是最大的優點。此外，透過線上學習平臺的

預習，可瞭解課程基本知識內容，在課堂中，可以和老師及同儕進行溝通、討

論及對話，互動的時間較以往上課方式更為頻繁，使用 O2O 教育模式融合英語

教學的方式，具有正向、積極的學習主動性。 

肆、應用 O2O 教育模式在補校學生英語教學，可顯著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本研究發現應用 O2O 教育模式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所助益，根據觀察、問

卷、訪談的結果瞭解其原因，不外乎是在學生自學時已能夠運用數位工具學習

教材內容，並且在小組討論時學會與同儕溝通、互助合作及解決困難，也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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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掌握到有效的學習方法，而透過相互指導時將資料貯存的短期記憶轉為長

期記憶，進而達成了精熟學習的目標。線下課程中，學生多了可以一起討論及

練習，因此對學習產生興趣，藉由小組討論的方式，不再認為自己孤立無援，

加上同儕間的口說練習，讓學生降低對學習英語的焦慮，而課堂中師生之間與

同儕間的互動頻率增加，也能促使學生較有勇氣提問及發言，進而激發求知及

學習的動機。 

第二節  建議 

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結果，茲將研究結論敘述如下： 

壹、多應用 O2O 教育模式在補校教育 

本研究所運用的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內容是以國中及國小為

主，但內容涵蓋範圍相當地廣，舉凡文法、口說、閱讀等方面，建議未來的研

究者可以尋找適合學習者程度的學習平臺，多應用 O2O 教育模式讓補校學生藉

由 O2O 教育模式來學習，引發學習興趣，進而增進補校學生的學習成效。 

若要更精準地確立 O2O 教育模式的教學成效未來還可以將 O2O 教育模式

做更詳盡的探究，畢竟本研究只針對個案研究的學生做 O2O 教育模式的教學，

以後還可進行準實驗研究法，透過實驗組與控制組比較，更能了解 O2O 教育模

式與一般教學的差別，另外在研究對象也可以適當擴充，研究時間也可以適度

延長，這都是未來相關研究可以參考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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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學習平臺方面 

實施 O2O 教育模式初期，學生對於觀看線上學習平臺的習慣尚未建立，

因此在課堂上示範教學並提醒學在自我學習時可將影片暫停和重新播放等步驟，

也須考慮到學生可能使用不同載具觀看影片，若是螢幕較小的手機或平板，解

析度不同會無法呈現出平臺畫面造成學習時的困難。 

選擇線上學習平臺，平臺內容宜以基礎概念講解為內容，且每個單元結束

應該有單元測驗，讓學生隨時可以知道自己的學習成效，以免因講解的內容過

多而造成學習者學習成果無法掌握。 

參、關於課堂學習活動的進行 

教師可於課程進行前先瞭解學生線上課程進度及學習單元成績，對學生有

學習狀況有所了解。教師於線下在課堂中，提供學生問題的解惑、教導溝通、

發問及小組討論的時間，幫學生延伸線上課程教材內容的深度，同時營造班級

互學、互助的學習氣氛，並鼓勵不同學習程度學生發言、表達意見，以活絡同

儕間的討論氣氛了解多方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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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A.姓名：                

B.性別：□男性 □女性。 

C.年齡： 

□40 歲以下 

□41〜50 歲 

□51〜60 歲 

□60 歲以上 

D.職業： 

□尚在職 

□未在職(含已退休) 

E.學習英文時間：共分為四個等級，其分項為 

□超過三年 

□三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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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學現場紀錄表 

教室現場紀錄表 
觀察者： 
日期： 教學者： 
教學

主題 
 

觀
察
與
發
現 

教學者的上課態度與表現： 

學生的提問與回饋： 

學
生
的
行
為
表
現 

發表狀況： 

上課情形： 

  

104 



 

附錄三 前測 

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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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後測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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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一次段考試題 

第一次段考試題 
新北市立越界高級中學 OOO 學年度第 O 學期第一次段考國中部九年級英語科試題卷 

  （本測驗分聽力測驗及綜合測驗兩部分，共五十題，請掌握時間做答，並將

答案劃在答案卡上。) 

第一部分:聽力測驗20%，每題兩分。 
一、 辨識句意：依據所聽到的句子，選出符合描述的圖片： 

1. 

(A) 

 

 (B) 

 

(C) 

                

2.   
 (A) 

 

(B)  

  

(C) 

 

3. 
 (A)  

 

 (B)  

 

 (C)  

 
 
二、基本問答：依據所聽到的內容，選出一個最適合的回應： 

 
4. (A) I didn’t hand in the test paper. 

    (B) I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C) I don’t see the point. 
  5. (A) Don’t be.  It’s not my business afte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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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You’d better take action before it’s too late. 

       (C) You don’t need to.  I didn’t do it for rewards.  
6. (A) Yes, her book has been published. 

    (B) Yes, she chose to follow her heart. 

    (C) Yes, she’s ready for the spelling test. 
三、言談理解：依據所聽到的對話與問題，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7. (A) Because swimming can be an outlet for the woman.   

    (B) Because they are good swimmers. 

    (C) Because he doesn’t see the point of swimming. 

  8. (A) She used to be happy to see Ted.         

    (B) She always keeps her word to Ted. 

    (C) She failed to keep a secret for Ted. 

 9. (A) She volunteered to help her brother.     

    (B) She helped her brother for a reward. 

       (C) She made her brother help her. 

  10. (A) She wants him to put away the water she has boiled. 

     (B) She wants him to get some water to the bathroom for her.  

     (C) She wants him to make the fire on the oven stop burning.  

第二部分: 綜合測驗80%，每題兩分。 
一、 單題:下列各題，請依據題意選出一個正確或最佳的答案。 

 
11. __________ Andy Williams finished singing, everyone stood up and started   
   cheering for him. 

(A) Since      (B) Until        (C) As long as     (D) As soon as 
12. Emma’s English notebook has been lost; therefore, she now has to ______   
   what she took down in class again. 

(A) repeat (B) review  (C) rewrite (D) respect 
13. Ann didn’t have any meat. ______, she only had some lettuce. 

(A) However (B) Instead (C) Finally (D) Lately 
14. Soon after the novel came out, it became the _____ of the year. 

(A) outlet (B) bestseller   (C) publisher  (D) model 
15. Maybe the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_____ groups have different skin colors, but 

they are the same inside. 
   (A) country (B) blood (C) culture (D) racial 
16. We should fight for ______. It’s our right to say what we want. 

(A) freedom (B) wars (C) secrets (D) re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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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use the machine. Could you ______ to me how it    
   works? 

(A) volunteer (B) appear (C) explain (D) practice 
18. Although it rained heavily, Jimmy and his friends Kept running _____. None  
   of them gave up. 

(A) above (B) forward (C) along (D) behind 

19. To be a polite visitor, remember to _______ your shoes before entering the 
house.   

(A) put away (B) put on (C) pick up (D) take off 
20. Only two of the members are from Japan; ______ come from Canada. 

(A) others (B) the other (C) another (D) the others 
21. How’s the weather today? Hope it’s _______ sunny day for us to play outside. 

(A) others (B) the other (C) another (D) the others 
22. David had a terrible accident on March 5, though he _____a driving licence 
two days before. 

(A) got (B) had got (C) would get (D) has got 
23. Few people have listened to Taylor Swift's new song on YouTube. _________ 

(A) Have they? (B) Haven’t they? (C) Neither have I.  (D) So have I. 
24. Natasha was surprised to find she was wearing a blue sock on one foot and a 

white sock on       . 
（A）another   （B）the other     （C）the others    （D）the second 

25. Neither Mark nor Diana knew how to answer the question. It means          
（A）Both Mark and Diana didn’t know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B）Either Mark or Diana could answer the question.     
（C）Mark knew the answer, but Diana didn't. 
（D）Mark didn't know the answer, and neither did Diana. 

26. If he _____ here tomorrow, I will ask him if he______ to the movies with us. 
(A) will come; will go  (B) comes; goes 
(C) will come; goes (D) comes; will go 

27. 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 
 (A) Here comes the bus. Get it on.    (B)Smoking is bad. Give up it. 
 (C) Find them out for me.          (D) Your shoes are dirty. Take it off. 

28. 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 
(A) It’s better to give than receiving. 
(B) Dolly’s sister doesn’t feel like using Facebook, and mine doesn’t, either. 
(C) The knife used to cut watermelon. 
(D) People are used to use “Line” to keep in touch with each other. 

29. 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  
(A) A boy asked to think of an idea that can change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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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Jenny gave back the money she lent to the woman. 
(C) Snow White didn’t appear to be shocked by the scary picture. 
(D) Please don’t forget packing the garbage before going home. 

二、題組:下列各題組，請依據選文或所附圖表資料，選出一個正確或最佳的答

案。 

(30-34) 
It’s never comfortable to take a bus during rush hours . All my friends hate 

it. And I …, well, I 30  it , too. 
Three months ago, I was on a bus filled with almost everyone in the city. I  

31  Nick for a movie. And then he called and said he couldn’t come. The air on 
the bus was terrible; the man in front of me smelled like dead fish. While I  32  
sorry for myself, a girl called my name. It was my old neighbor, Jane. I  33  
her in years. We were happy to see each other, so we decided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And that was the start of many dinners after. With Jane, the bus ride  
34 something I love. The bus is still full of people, but I enjoy the ride every 
day. 

30.(A) used to hate (B) have hated    (C) hate (D) would hate 

31.(A) was going to meet  (B) will meet (C) have met (D) had met 

32.(A) feel (B) felt (C) had felt  (D) was feeling 

33. (A) didn’t see (B) wouldn’t see (C) haven’t seen (D) hadn’t seen 

34. (A) became (B) had become (C) has become (D) would become  

(35-39)    

    Did you ever hear of “freegans?” Freegans started to appear in American 
in the 1990s. Now many people called themslves freegans.Teachers, office 
workers, and even businesspeople enjoy the freegan way of life. They don’t buy 
things. They use things again and again. They even look through the garbage to 
find something to use. 

   When some people don’t like the color of their shirts, they (35)  them  
(35).  Freegans (36)  them (36) and wear them or give them to the poor. In 
this way, there will be less garbage and people don’t need to make many new 
things. Freegans think this is a way to save the earth. 

Next time when you are going to throw something out, think about those 
freegans. Maybe you will  (37) , and at the same time, change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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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A) take; away (B) throw; away     (C) put; awaw (D) give; away 

36.(A) take; off (B) put; on (C) pick; up (D) put; off 

37.(A) change your mind    

    (B) make up your mind 

      (C) be out of mind 

(D) keep in your mind 

38 What will a freegan NOT do? 

    (A) Use old things.                      

  (B) Find things to use in the garbage. 

    (C) Buy used things for people in need.     

  (D) Wear second-hand clothes. 

39. Which is true? 

    (A) Freegans make more money by collecting old things. 

 (B) Freegans care a lot about the earth. 

    (C) Freegans first appeared 30 years ago.         

    (D) Freegans make new things for themselves. 

(40~42 ) 

      Miep Gies isn’t a name most people heard of.  However, she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publishing one of the world’s most famous diaries.  Miep Gies 
lived in Amsterdam in the 1940s.  She worked for Anne Frank’s father, Otto 
Frank.  She was a friend of the family’s, too.  The Franks were Jewish.  
However, after the Nazis controlled their country during World War Ⅱ,    
(40)   . In 1942, the Frank family hid in a building.  For the next two years, Miep 
Gies and her husband,    (41)   . In August 1944, someone told the Nazis about 
the Franks, and they were arrested and sent to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Otto 
was the only member of the Frank family that didn’t die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When he went back to Amsterdam after the war, Miep gave him Anne’s 
diary.  Anne Frank：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was published in 1947.  Miep Gies 
later wrote her own book about Anne.  In it, she said that she wasn’t a hero, but 
she did something to tell us    (42)   . 
.  arrest 逮捕 member 成員 concentration camp 集中營 

 
40. (A) they were proud of being Jewish    

(B) jewish people were treated nicely  
   (C) they were happy to work for the Nazis  
    (D) being Jewish was a dangerous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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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 brought the Franks food secretly    

(B) sent the Franks to concentration camps 
(C) wrote a book about the Franks       
(D) taught Anne how to keep a diary 

42. (A) how Anne Frank had changed the war   
(B) why the war had made a difference to the Franks 
(C) what the real life in the war was     
(D) whether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had been a bestseller  

 
(43~44 )       

Zack is poor at math and remembering numbers. One day, his mother 
asked him to go to the supermarket to buy ten eggs and three bottles of milk. 
However, when he got home, he found he had bought a dozen eggs and five 
bottles of milk. What’s worse, the clerk gave him less change than he was 
supposed to. His mother said that next time he should go with a shopping list. 

43.Which of the following pictures shows the things Zack bought? 

(A) 

 

(B) 

 

(C) 

 

D) 

 

 
44. The milk was NT$15 each bottle and the eggs were NT$5 each, and Zack 

gave the clerk five hundred dollars. How much change might the clerk have 
given him? 

       (A) NT$315                           (B) NT$365    
       (C) NT$400                           (D) NT$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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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7) 

The 21s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COP21/CMP11), 
which took place in France from November 30 to December11 2015, discussed a 
possible new global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More than 190 nations gathered in Paris agreed to a deal of reducing global 
carbon emissions and limiting global warming to 2C., and that was a major 
breakthrough for the climate talks, showing almost all countries were ready to be 
part of the new deal.  

What are the key elements? 

• To keep global temperatures "well below" 2.0C (3.6F) and "endeavor to 
limit" them even more, to 1.5C 

• To limit the amount of greenhouse gases emitted by human activity to the 
same levels that trees, soil and oceans can absorb naturally, beginning at 
some point between 2050 and 2100 

• To review each country's contribution to cutting emissions every five years 
• For rich countries to help poorer nations by providing "climate finance" one 

hundred billion dollars a year, with a commitment to further finance in the 
future. 

The climate deal reached in Paris is "the best chance we have to save the one 
planet we have",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as said. It could be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world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 of a low-carbon future.  

The deal sets out a clear long-term temperature limit for the planet and a clear 
way of getting there. The best efforts of the world should be made to keep those 
temperatures below 1.5C.That was a key demand of poor countries destroyed by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rising sea levels. 

The December climate talks in Paris could be a huge turning point in that 
struggle — and the effort to build a better future for us all. Time may be running out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but we are not running out of solutions. We must protect 
the planet that sustains us. 

conference 會議    climate 氣候     carbon 碳     reduce 減少    emission 排放  
breakthrough 突破  endeavor 努力  absorb 吸收   contribution 貢獻  finance 金融

commitment 承諾  adapt 適應    sustain 支持 
 

 
45.How long did the COP21 last? 

    (A) one week                      (B) two weeks     
  (C) three weeks                    (D) one month 
46.What do we know from th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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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ore than 190 nations are not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 anymore.    
    (B) The Paris deal will be done by 2020, and then our planet will be a better 

place for us to live in.   
    (C) The Paris deal is not just about reducing emissions, but also about  

protecting poorer nations. 
    (D) In order to limit the global warming to 2C.,every nation needs to spend one 

hundred billion a year. 
47.Which of the key elements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deal? 

    (A) The deal tries to limit the global warming to 2C.   
    (B) The developed nations are destroyed by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rising sea levels.   
    (C) The developed nations have to provide money to help poorer countries cut 

their carbon emissions.    
    (D) The deal is to limi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century.  

(48-50)  

 The list below is the top six popular school Apps for teenagers in Vanicevill 
City this week. 

1. 2,048 Books: Free. Thanks to Ray’s latest book, 2,048 Books comes up 
from the third place. Besides Ray’s books, other popular writers” books are 
in 2,048 Books, too. 

2. Wattpad: Free.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eBook community where over 
one million readers and writers share their own stories. Everyone here is not 
only a reader but also a writer. It’s the only App to keep the second place 
for two weeks in a row this month. 

3. Wordpark: Free. A new comer in the top six, Wordpark is an easy game to 
help you learn English new words. The longer the word is, the more points 
you get. It’s full of surprises. 

4. StoryPages : $1.99. Just put your pictures in the top and type your story in 
the bottom. Then StoryPages will read your story out. You or your friends 
may listen to your story before bedtime. 

5. isports: Free. isports has lots of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the players. The 
World Cup Soccer Game is coming, so it may get a higher place next time. 

6. MforU: $3. The first movie-making App in the list. With almost 500 short 
movies to choose from, you’ll have millions of possible combinations to 
creat your own ones. 

    App 行動裝置應用軟體 community 社區 combinations 組合 

48. Which is true about the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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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t shows us the Apps above all are free.    
(B) It tells us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ill love these Apps very much.  
(C) It’s the first time for Vanicevill City to make the list.  
(D) Besides helping their users in learning, those Apps also bring them some 

fun. 
49. What can we learn about the Apps in the list?  

(A) Only one new App comes in this week’s top six.  
(B) Tim, who loves the baseball player, Tanaka Masahiro, can check out 
isports to learn more about him.  
(C) No Apps in the list can help their users to be writers.  
(D) At least two Apps in the list can help teenagers to make movies. 

50. Which mighe be the ranking of LAST week’s top six popular school Apps for 
teenagers in Vanicevill City?  
(A)  isports  Wattpad 2,048 Books  Funspelling  Missingword 

          MforU  
(B)  MforU  Wattpad 2,048 Books  Missingword  isports   

          Wordpark  
(C)  HappyKiKi   Wattpad 2,048 Books  Dropbox  Easypen 

          isports 
(D)  Funspelling   Wattpad 2,048 Books  isports   Easypen 

          Drop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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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第二次段考試題 

第二次段考試題 
新北市立越界高級中學 OOO 學年度第 O 學期第二次段考國中部九年級英語科試題卷 
本測驗分聽力測驗及綜合測驗兩部分，共五十題，請掌握時間做答，並將答案

劃在答案卡上。) 

第一部分、聽力測驗 20%，每題兩分。請根據所聽到的內容及問題，選出一個

最適合的答案。 

一、 聽CD，選出適當的回應句： 

1. ＿＿＿(A) She bought a beautiful dress in the store which is just open. 
(B) She brought me a special idea I’ve never thought of before. 
(C) She brought a watch that can connect to the Internet. 

2. ＿＿＿(A) Yes, they passed away early. 
 (B) Yes, they kept up to date on the news. 
(C) Yes, they’ll be husband and wife soon. 

3. ＿＿＿(A) I love the smell of roses, too. 
(B) It’s from the soup I’m making. 
(C) I put them in order by function. 

4. ＿＿＿(A) My eyes are sore. 
(B) I used a computer. 
(C) It’s about outer space. 

5. ＿＿＿(A) No, not at all. 
(B) No, it was a rough start. 
(C) Yes, I have been a people person. 

二、言談理解：依據所聽到的對話與問題，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6. ＿＿＿(A) She is dead. 

(B) She is away from home. 
(C) She gave birth to a baby. 

7. ＿＿＿(A) Have children. 
(B) Block out bad feelings. 
(C) Build a lab in the house. 

8. ＿＿＿(A) Doing homework. 
(B) Watching cartoons. 
(C) Playing online games. 

9. ＿＿＿(A) If it was his turn to speak. 
(B) If the boy had another book. 
(C) If he could copy the boy’s answers. 

10. ＿＿＿(A) The speaker will return to Japan tomorrow. 
(B) The speaker will come back from Japan soon. 
(C) The speaker won’t leave unless someone picks him up. 

第二部分、綜合測驗 80%，每題兩分 

一、 單題:下列各題，請依據題意選出一個正確或最佳的答案。   
11. The umbrella          not only rain but also sun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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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nvents （B）blocks   (C）connects （D）draws 
12. After the fight, the teacher told us that we should learn to           each 
other. 
（A）respect （B）protect    (C）expect    （D）except 

13. Your backpack looks so cool. Where did you buy         ?  I’d like to get 
one. 
  （A）it     （B）one    (C）that     （D）the other 
14. We were all surprised when we found that how much Kevin           on that 

video game. 
  （A）paid  （B）cost    (C）spent    （D）took 
15. Jane sent me a letter with some pictures from Canada. She looks taller and           

now. 
  （A）slender  （B）more slender  (C）more smelly  （D）more stressful 
16. Jimmy tried the trick he had seen in the circus, but he failed.  

His mother got angry when she saw the        plates on the floor. 
  （A）break  （B）broke   (C）broken  （D）breaking 
17. The life at the beginning of junior high seemed so stressful.  And my mom had 

to listen to me          about it. 
  （A）explaining  （B）complaining   (C）to explain  （D）to complain  
18. The Internet can help us to           what’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A）get in touch with（B）look after information  

(C）kill time       （D）keep up to date on 
19. John and Jenny have been in love for two years, and everyone is asking when 

they are going to          . 
  （A）get through it（B）pass away  (C）give birth to a baby（D）tie the knot  
20. The chance for us to see Formosan Black Bears            really small 

because they’re           animals. 
  （A）is , dangerous（B）are, endangered (C）are, dangerous（D）is, 
endangered  
21. Nobody is sure             the food Ken cooks is delicious.  We haven’t 

seen him cook before. 
（A）that  （B）if   (C）which  （D） what 

22. The boy        loves to play basketball a lot.             . 
  （A）everyone is looking 
（B）she saw him yesterday 
(C）I borrowed the book  

（D）Jane is talking about  
 

二、 題組:下列各題組，請依據選文，選出一個正確或最佳的答案。 

 Many scientists in Google X are working on a lot of wild ideas. For 
example, they  23 cars which could drive by themselves in traffic and stop at red 
lights. They are also working on robots  24 super powers to do dangerous work for 
people, for example, saving people from fires. They are even thinking  25 an 
elevator to go to outer space. In this lab, nothing is im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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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have any wild ideas? Don’t  26  them back.  27 like a scientist, and 
one day you may change the world. 
 
23. （A）invented  （B）had invented  （C）are inventing     （D）
have invented  
24. （A）have    （B）who have  （C）which have      （D）
that has 
25. （A）build   （B）building  （C）that can build  （D）about building  
26. （A）draw    （B）take       （C）put            （D） 
hold 
27.  （A）To think  （B）Think     （C）Thinking      （D）
Being  
 
    Andy is good at computers.  He  28  new things on the computer since he 
was a little boy.  
When he was 6 years old, he learned how to use the computer  29 .  Andy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computer club since he started senior high school.   Every 
Saturday, he and the other club members volunteer to teach kids how to use 
computers.  They also help people  30  their computers for free.  Each of them       
31   the volunteer work very much. 

 32  his love for computers, Andy has decided to major in computer science. 
 
28. (A) has been learning    (B) learned     (C) was learning  (D) had learned  
29. (A) by itself           (B) for himself   (C) by himself   (D) for itself 
30. (A) fix               (B) fixing       (C) using       (D) play 
31. (A) enjoy             (B) enjoys       (C) enjoyed     (D) has enjoyed 
32. (A) Because of        (B) Because      (C) Thanks for  (D) Instead of 
 

Beauty means this to one and that to the other. 
But when we see a beautiful thing, 
We feel the same, just as you and I feel. 
A blooming flower, a town at night, a Christmas tree. 
A child’s smile, kisses from lovers, orange trees in spring.  
All are beautiful things on earth, just as you and I feel.  
They come quietly, but deeply.  
Beauty means this to one and that to the other? 
We think they are the same, from our hearts.         
 Blooming  盛開的/  standard 標準 

33. What does this sentence “Beauty means this to one and that to the other.” mean ? 
(A) It is beautiful and that is beautiful, too. 
(B) People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beautiful things. 
(C) Beautiful things are hard to find. 

 (D) There is no beautiful thing in the world. 
 

34. Which situation about “beauty”  is not mentioned (提及)in the reading? 
(A) A child is smiling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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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amily members are decorating a Christmas tree. 
 (C) Seeing lovers kissing to each other. 

   (D) Your grandmother touches you softly. 
35.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reading? 

(A) To a true beautiful thing, people feel the same feeling. 
(B) Money can buy any beautiful things. 

 (C) Seeing beautiful things is good for people. 
   (D) Beautiful things come quietly and go fast. 
 

< Recycling Center > 
To save the Earth, people who send recycled things to us can get some 

money back. 
Hope everyone do the recycling together to help ourselves and our home. 
*Glass Bottle           $2.00 / each 
*Plastic Bottle          $1.00 /each 
*Paper                $5.00 / kilo   (Over 10 kilos, $6.00 / kilo) 
*Can                 $6.00 / kilo 
*Old clothes           $1.00 / kilo 
TV/Radio/computer     $100.00 / each  

Opening time: 8:00-18:00, (12:00-13:00 Rest Time) from Monday to Saturday 
 
36. Cathy’s computer is broken.  If she sends it to the center, how much money can 

she get?  
   (A) $100       (B) $2.00      (C) $1.00       (D) No money. 
37. What time is the center closed? 

(A) 9:00 a.m.     (B) 11:30 a.m.  (C) 12:30 p.m.    (D) 17:00 p.m. 
38. Simon collected 20 kilos of paper and 8 kilos of cans.  How much money can 

he get? 
(A) $120.        (B) $168.      (C) $148.       (D) $160. 

39. Which is true about the reading? 
(A) People who do recycling can get some bottles back. 
(B) People recycle things not only to save the Earth but also to make some 

money.  
(C) The glass bottles cost the most.  
(D) TV shouldn’t be sent here.  

40. What can you do to save the Earth? 
 (A) Working at the recycling center.  

  (B) Making some money at the recycling center.  
(C) Buying new or old clothes.  
(D) Recycling the things which can be used again. 

 

A building has collapsed in an earthquake, and people are trapped inside. 
Firefighters, police officers, and rescue workers are working hard to rescue these 
people. To locate and save the trapped people, some very special members of the 
rescue team must be called upon—the rescue dogs.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rescue dogs. The best known is probably the 
search and rescue dog. This dog works with a handler to find victims of disasters, 
such as earthquakes and typhoons. Search and rescue dogs are trained to smell the 
sweat and other body odors of people who are buried or trapped.  They can also tell 
whether people are still alive or not. These dogs also work with firefighters to find 
people trapped in burning buildings and with the police to locate missing people. 

Another type of rescue dog specializes in saving people from disasters that 
happen in remote locations. Many of these rescue dogs are found in mountains.  
The St. Bernard and the Bernese mountain Dog, for example, rescue people who are 
trapped in the snow or in landslides. Another rescue dog, the Newfoundland, has 
been trained to save humans who have fallen off boats.  Without a doubt, dogs 
truly are man’s best friends—especially rescue dogs.  

  trap 陷阱/collapse 倒塌/ rescue 援救/ locate 探出位置/ sweat 汗水/victim 遇難

者/disaster 災害/ remote 遙遠的 

41. Rescue dogs are trained to     . 
(A) bite the bodies of trapped people      (B) locate and save trapped 
people 
(C) keep in touch with the police          (D) put out a fire 

42. Which is NOT true about rescue dogs ? 
(A)They can tell whether people are still living or not. 

   (B)They can smell the sweat of trapped people. 
   (C)They can smell body odors of trapped people. 
    (D) They work rescuing people by themselves. 
43. The word “handler” means         

(A)the person who trains the rescue dog. (B) the smartphone for saving people 
 (C) the person who is good at smelling  (D) the leader of the rescue team 

44. Which kind of dog is trained to rescue people in water? 
(A) St. Bernard.(B) Bernese mountain Dog. (C) Newfoundland. (D)Every dog. 

45. Which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reading? 
(A) How to Rescue People.     (B) Disasters in Remote Locations  

 (C) The Rescue Dogs          (D) How Dog are Trained to Rescue People   

Why do many people in Taiwan start to take out the trash when they hear 
Beethoven’s “Fur Elise”?  That’s right.  The garbage trucks are coming.  The 
truck in front collects the garbage, and the one at the back collects recyclable 
materials. 

  Taiwan has done its best to reduce and recycle trash over the years.  
According to Taiwan’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EPA）, the amount 
of trash which is produced by each Taiwanese per day has been reduced from over 1 
kilogram to under 0.5 kilogram, a reduction of over 50 percent!  The amount of 
materials that are recycled has increased from 85 tons to 273 tons a year. 

  Also, many of the football teams around the world wore Taiwan-made 
uniforms which were made from recycled plastic bottles.  The clothes w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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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nd also recognition from team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Kore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What’s more, a foreign newspaper ran an almost full-page 
article on Taiwan’s recycling efforts.  So, next time you are hurrying to take out the 
trash and recyclable materials, give yourself a pat on the back.  You are doing 
Taiwan and the world a favor besides doing yourself o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EPA）環保署/ reduction  減少

/increase 增加 /recognition 認同/pat 拍打/amount 量/material 材料 

 
46. What is the amount of trash that is produced by each Taiwanese per day?  

(Ａ) Over one kilogram.       (Ｂ) Less than half a kilogram. 
(Ｃ) One second of a kilogram.  (Ｄ) About two kilograms. 

47. Why did a foreign newspaper run an almost full-page article (文章)for Taiwan? 
 (Ａ) It said a lot about the beauty of Taiwan. 
 (Ｂ) It said a lot about the delicious snacks at Taiwan’s night markets. 
 (Ｃ) It showed how amazing Taiwan’s recycling efforts were.  

(Ｄ) It said something about the EPA in Taiwan. 
48. Which is NOT tru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Ａ) The amount of recycled materials here in Taiwan has been rising.  
(Ｂ) The uniforms which were worn by foreign football teams were made 
from recycled plastic bottles.  
(Ｃ)  The truck in Taiwn collects recyclable materials and garbage as well .  
(Ｄ) Taiwan has been doing a good job as for collecting recyclable materials. 

Katy: Excuse me.  Is there a science museum around here? 
Man: Yes, there is one near here.  It’s just a few blocks away. 
Katy: How do I get there? 
Man: Walk north.  Go along the street to the traffic light.   

There is a gas station on the corner. Turn left and go straight for one  
block. Go across the street and then keep walking for about two 
minutes. It’s on your right. There is a library across from it. You won’t  
miss it. 

Katy: Thank you very much. 
Man: No problem. 

 

. 

49 . What is C?  
(A) The science museum.  
(B)The gas station.  
(C)The library. 
(D)The history museum. 

  



 

50. What does it mean?  
 (A) The science museum.     (B) The gas station. 
 (C) The library.              (D) The histor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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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課程滿意度問卷 

課程滿意度問卷 
親愛的學習者您好： 

請您回答下列問題，使教學者瞭解您對於本階段教學活動的意見，

以做為改進的參考，此問卷以不記名方式填寫，所填資料非常寶貴，僅

供調查統計，以作為成效評核參考之用，且資料絶對保密。 

本問卷共有三大部分：第一部份「使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

平臺學習(Online)」、第二部份「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式在上課

過程中(Offline)」、第三部份「整體成效(Online to Offline)」。 

您所提供的意見非常寶貴，請先詳閱填答說明，再依據您實際的經

驗與感受逐題作答，並在適當的「□」打ˇ。由衷感謝您的支持與合作，

萬分感謝﹗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 郭昭佑 教授 

碩士班研究生康佳鈴 敬啟 
中華民國一零六年○月 

連絡電話：0900-000000 
E-mail：OOOOOOOOO@nccu.edu.tw 

O2O 運用到教育上，藉由線上和線下結合的商業模式，以線上學習平

臺為媒體，基於混合學習策略提出的一種學習模式，O2O 教育將傳統課程

進行延伸，其目的在於引入新的教學方式和理念，使學生在課程中得到有

系統且有效的學習，進而掌握必備的學習技能，同時結合課程強化學習效

果，促進學生知識建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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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學習(Online) 

題 
 
號 

 
題目: 
 
我覺得Cool English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在使

用上? 

非

常 
同

意 
 
5 

同 
 
意 
 
 
4 

尚 
 
可 
 
 
3 

不 
同

意 
 
 
2 

非

常 
不 
同

意 
1 

1.  教材內容多寡適當。 □ □ □ □ □ 

2.  教材內容難易適當。 □ □ □ □ □ 

3.  線上課程音量大小及聲調適當。 □ □ □ □ □ 

4.  教材內容的圖片、文字及動畫都很清楚。 □ □ □ □ □ 

5.  平臺學習的架構能符合學習需求。 □ □ □ □ □ 

6.  線上學習平臺操作便利。 □ □ □ □ □ 

7.  我可以透過平臺自主學習。 □ □ □ □ □ 

8.  平臺的設計容易引起學習興趣。 □ □ □ □ □ 

9.  每單元學習結束時有評量，可以確認學習

效果。 
□ □ □ □ □ 

二、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式在上課過程中(Offline) 

題 
 
號 

 
題目: 
 
課前先在線上學習平臺學習後，在課堂上 

非

常 
同

意 
 
5 

同 
 
意 
 
 
4 

尚 
 
可 
 
 
3 

不 
同

意 
 
 
2 

非

常 
不 
同

意 
1 

1.  老師在課堂上的要求，使我在課程認真的

學習上課課程，加深學習效果。 
□ □ □ □ □ 

2.  老師的授課內容配合線上課程的預先學

習，讓我加深印象。 
□ □ □ □ □ 

3.  多數同學們會在課前預先學習線上課程，

不事先看會覺得不好意思。 
□ □ □ □ □ 

4.  上課中更多練習機會。 □ □ □ □ □ 

5.  上課中，可以有更多機會和同學討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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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老師課堂上會確認學生線上學習情況與學

習成效。 
□ □ □ □ □ 

7.  學習會比較專注。 □ □ □ □ □ 

三、整體成效(Online to Offline) 

題 
 
號 

 
題目: 
 
我覺得運用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

式來上補校英語的課程， 
 

非

常 
同

意 
 
5 

同 
 
意 
 
 
4 

尚 
 
可 
 
 
3 

不 
同

意 
 
 
2 

非

常 
不 
同

意 
1 

1.  讓我更容易瞭解上課的內容。 □ □ □ □ □ 

2.  讓我學得比較快。 □ □ □ □ □ 

3.  學習成效比較好。 □ □ □ □ □ 

4.  學習氣氛感到比較熱絡。 □ □ □ □ □ 

5.  使同學們有機會討論，感情變好。 □ □ □ □ □ 

6.  讓我能夠自主學習。 □ □ □ □ □ 

7.  以後我如果繼續學習英文，會使用Cool 
English英語線上學習平臺，或是尋找其他

學習平臺自主學習。 

□ □ □ □ □ 

8.  我希望往後補校英語科老師能使用這種教

學方法。 
□ □ □ □ □ 

9.  我覺得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式應

用於英語教學很適當。 
□ □ □ □ □ 

10.  Online to Offline (O2O)教育模式應用於英

語教學，我的評價很不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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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1. 在「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的課程中，你覺得對你英語的

聽、說、讀、寫及翻譯能力有幫助嗎？若有請詳細敘述有哪些幫助？ 

2. 自己覺得運用「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學習英語，你感到收穫最大的部分是什

麼？為什麼？ 

3. 自己覺得運用「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學習英語，你感到困難最大的部分是什

麼？為什麼？ 

4. 在「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的課程中，課下(offline)有許

多與同學討論及練習的機會，你覺得上英語課的樂趣有增加嗎？為什麼？ 

5. 上完「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的課程後，日後在英語學習

方面，你是否願意繼續運用線上自學的方式加強自己的英語能力？ 

6. 在「O2O 教育模式應用於國中補校英語教學」的課程，自己覺得運用英語線

上學習平臺的上課效果會比較好嗎? 

7. 將「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學習和過去上課方式做比較，自己比較喜歡哪一種

上課方式?為什麼? 

8. 你覺得「英語線上學習平臺」融入教學的上課環境或是氣氛跟以往有何不同? 

你喜歡這樣的改變嗎? 

9. 自己覺得運用「O2O 教育模式」的上課方式，因同學回家都會上「英語線上

學習平臺」學習，你會感覺上課有壓力? 若有請詳細敘述。 

10. 關於「英語線上學習平臺」課程設計內容編排喜歡嗎?為什麼？ 

11.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課程，你覺得哪裡最重要?為什麼？ 

12.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課程，每個單元結束都會有單元測驗，對你有幫助

嗎? 為什麼？ 

13. 針對「英語線上學習平臺」課程融入教學的課程，你覺得還有什麼地方可

以做變化，請提出你的寶貴意見。 

14. 利用「英語線上學習平臺」課程融入教學的課程這種上課方式，讓你最深

刻的地方?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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