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多元數位工具的教學應用：通識課程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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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臺灣中部某國立大學通識課程「國際關係」為探討個案，研究期

程為 3 學期（扣除期中考、期末考共 48 週），累積約 450 位學生的樣本，說明

運用數位工具與提升課程學習成效之關聯性。本研究研究動機與目的，主要針

對：一、數位工具能否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二、數位工具在通識課程之應用

與操作，三、運用數位工具可能面臨之障礙與解決方案。本研究以可免費註冊

使用之 Kahoot、Zuvio、Arguman 以及 Facebook 等數位工具，以系統性模式融

入通識課程。研究發現，無需付費之教學軟件，有助於教師有效運用課前準備

時間，增進學習熱忱並提升學習成效，同時達成教學創新與翻轉教學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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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 1984 年教育部函示全面辦理通識課程以來，通識教育在國內各大學院

校逐漸獲得重視，持續為大學生博雅教育作出重要貢獻。1 面對全球化帶來的

機會與挑戰，大學教育已由培育菁英走向普及發展，並由通識課程擔負起形塑

學生帶得走的能力之教育責任。學者 Derek Bok（張善楠譯，2008） 與楊國樞

（2000）均指出，大學教師除培養學生學門領域專業知能與職場競爭力之外，

教學還應涵蓋理解自我潛能與特質、溝通思辨的習慣、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

以及利他關懷的情操與實踐力等內涵。 

    然而，近年來隨著臺灣教育改革的浪潮與教育鬆綁的呼籲，通識課程改革

的焦點正從過去學生「學什麼」，轉而關注教師「如何教」的問題，教師的角

色逐漸從傳統教學活動中突顯出來（陳玉樹、莊閔喬，2010）。同時，由於高

等教育市場化、入學管道多元化、少子化生源不足等趨勢，大學入學學生素質

不一，除了學習基礎不佳與學習動機不足的問題外，資訊科技與行動上網普及

讓學生容易在通識課堂上分心，對大學教師的傳統教學與授課方式也造成相當

程度的挑戰。 

  誠如學者 Simplicio（2000）所言，目前學生的學習歷程已經改變，舊式的

教學方式已不足以達成有效教學，為了教導這一代的學生，教師必須發展更有

創意的教學方式。惟有透過精心設計的課程規劃、教材選擇與教學方法，才能

滿足大學生通識教育的需求，培養學生成為成功的學習者。學者黃政傑（2014）

即指出，由於國內大學教育標準鬆弛以及未能激勵學習士氣，以致大學生普遍

存在有學習態度不積極、學習成效差、上課有睡覺或缺席等問題（李家同，2000）。

更甚者，許多學生上大學只是為了取得一張文憑，以便出社會能找到好的職業。

而部分大學越來越強調職業訓練，過度強調功利與職訓需求的大學教育，造成

若干大學生價值偏差，缺少關懷社會與人文素養。但持平而論，部分教師習慣

採用教師中心的講述方式，未能引發學生參與及探究之樂趣，亦即造成此一通

識課程教學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亟需教師本身檢討與反思（徐式寬、岳修平，

2005）。然而，觀察教學現場可以發現，講述法在大學層次似乎不是最合適的

上課方式，但卻又是普遍存在於中外各大學的校園之中。 

                                                      
1 國內大學院校之通識教育始於 1956 年，東海大學向教育部呈報核准試行「宏通教育」，後

經教育部建議改為「通才教育」。1983 年教育部成立「大學共同科目規劃研究專案小組」，經

過一年研議，1984 年提出《關於大學通識教育及共同科目綜合建議》報告書，並於同年 4 月

以臺（73）高字第一一九八六號函檢送「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通知國內公私立

大學全面辦理通識教育教學（黃俊傑，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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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son 等學者進一步指出講述法有五大問題（Johnson, Johnson, & Smith, 

1991），包括： 

一、講述法的教室，上課時間越久，學生注意力就越差。 

二、講述法只能取悅喜歡聽講的學生。 

三、講述法傾向於促進片段知識的低階學習。 

四、講述法假設所有的學生需要相同的教材、以相同的速學習。 

五、學生傾向於不喜歡講述法。 

  學者蔡文榮（2014）分析認為，雖然最近這幾年號稱「磨課師」或「慕課」

的大規模免費線上開放式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簡稱 MOOCs）

與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逐漸興起，但不可否認地，講述法在國內各大

學教學活動中仍無法取代。舉例而言，教育部曾於 96-99 年度（2007-2010）執

行包括「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中綱計畫」、

「新興議題與專業教育改革中綱計畫」及「通識教育中綱計畫」，以及 100-103

年度（2011-2014）「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等，持續以經費補助方式推

動大學通識課程創新，豐富通識課程教學內容。不過，相關課程計畫或有助於

培育創新課程設計，仍舊未能改變講授教學法普遍運用於大學通識課堂的本質。

因此，面對上述教學現場短時間難以改變的結構限制，大學通識課程教師多面

臨如何翻轉講述法的教學困境，也時常尋思有助於改良傳統講述法的教具或策

略。 

事實上，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普及化的趨勢（王順平，2008），國內大

學課堂無論是必修或選修課程，教師均面對學生來源多樣化、素質不一、學習

動機與學習期待差異大的共同問題。通識課程學生大多來自不同科系，大學教

師面對課堂教學之困境，如何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進而樹立生涯目標與

自我定位，更是一項艱鉅的挑戰。近年來有關大學教師教學的研究日益受到重

視，諸如對教師的教學評鑑（王嘉陵，2016；林俊瑩、劉佩雲、高台茜，2015）、

教學效能（李承傑、張德勝、羅寶鳳，2017）、教學品保問題（李琪明，2015；

丁學勤、周玉媜，2012）等，但針對大學教師所面對現場教學與學生學習困境、

大學教師如何在教學上調適與因應，以及在教學專業成長方面所需要之資源與

管道等相關研究，則相對較為有限。研究者有鑑於此，基於對通識教學的熱忱，

引發本文探討通識教學策略之動機。 

  此外，根據財團法人臺灣網路資訊中心公布之「2017 年臺灣無線網路使用

調查」結果，推估全國 12 歲以上曾使用無線上網比例高達 75.1%，約 1,58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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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年齡層來看，「20-24 歲」、「25-29 歲」受訪者皆達 100%；教育程度則

以「研究所及以上」受訪者達 95.3%，高於其他教育程度（財團法人臺灣網路

資訊中心，2017）。另一方面，據資策會數位服務創新研究所（服創所）智媒

資料組的「2017 年 4G 行動生活使用行為調查」報告指出（如下圖 1 所示），

51.5%的民眾屬於手機中度使用者（每天使用手機的時間為 2 至 5 小時），而有

28.1%的民眾每天花超過 5 小時滑手機，屬於重度使用者。而在國人手機與數

位裝置持有情形方面，六成民眾持有兩種以上的裝置，除手機之外以桌上型電

腦 62.1% 最高，其次依序為筆記型電腦 55.5%、平板電腦 44.8%、穿戴式裝置

26.7%。行動多螢使用已相當普及（TechNews, 2018）。 

 

 

圖 1 近三年智慧型手機經常性行為（一週 3 次以上）使用比例 

資料來源：轉引自 TechNews（2018）。 

 

  由此，考量到國內網路高度普及（尤其是 20-29 歲的年青人）、而國人使

用手機和數位裝置持有及使用率高的情況，大學教師若能在通識課程結合多元

數位工具進行教學，或有機會借力使力、克服傳統講授法單調的學習模式，進

一步提升學生對通識課程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效果，則為本文第二個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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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互動性（interactivity）乃是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關鍵部分（Fitch, 2004; 

Hoffman & Goodwin, 2006），本研究旨在透過教學現場實務經驗的分享，論析

多元數位工具在大學通識課程之應用成效，以證成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Davis, 1989）對教學原理之主張。本研究以臺灣中

部某國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國際關係」實際教學經驗為探討個案，詳細說明

課程結合數位工具之操作實務，及其在提升學生通識課程學習上之應用成效。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之問題如下： 

（一） 數位工具是否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二） 數位工具在通識課程之應用與實際操作方式為何？ 

（三） 運用數位工具時可能發生哪些問題？教師如何因應與克服？ 

  本研究所指稱的「數位工具」，主要是 Kahoot、Zuvio、Arguman 以及 Facebook

等之數位媒體網站，而這些數位工具皆可免費註冊使用。必須說明的是，隨著

翻轉課堂以及教學創新理念蔚然成風，愈來愈多網站與軟體工具已被應用於教

學現場，數位媒體工具絕對不限於 Kahoot、Zuvio、Arguman 以及 Facebook 網

站。此外，相較於需付費使用之教學軟件，本研究採用之數位工具雖然功能簡

單、操作容易，但對初次在通識課程中嘗試創新教學的教師，正好可累積數位

多媒體教學之經驗，並符合研究者推廣通識課程教學創新方法之初衷。 

貳、教學創新文獻探討 

  可汗學院（Khan Academy）2006 年啟動「翻轉課堂」教學革命以來，以學

習者為中心的理念持續挑戰傳統「教」與「學」的單向灌輸模式，在教學現場

拿著麥克風而口若懸河的教師，早已無法因應新時代對課程教學的需求（黃政

傑，2014）。如何改變教師在教學現場的填鴨教育思維，轉而培養學生「獨立

思考判斷能力」，即成為臺灣教育能否轉變的關鍵指標。誠然，當教育可以與

時俱進並提供更多元學習路徑與價值時，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教育的「主體」，

而教育的未來也就可以有多元的路徑想像。事實上，教師教學創新並非新的概

念，國內外不同時期研究者均曾對「教師教學創新」提出相關主張，茲就教師

教學創新之意義與內涵，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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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創新的意義 

  依據教育資訊中心索引典（ERIC Thesaurus）對教學創新（instructional 

innovation）的定義，教學創新是指「介紹新的教學理念、方法或設備」

（introduction of new teaching ideas, methods, or devices），亦即教師使用有別於

傳統的教學法，以達到「創新」的目的（戴慧冕，2017）。綜合國內外相關研

究之觀點，教師教學創新至少包含下列三項意義： 

（一）具備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的新思維、新理念與新方法 

  教師教學創新旨在採用多元活潑的教學方法，豐富其教學內容，激發學生

學習興趣，提升學習能力。亦即，教師必須從學科知識、技能與意願之「學習

三角」切入，讓學生勇於提出新觀點、克服挑戰而創造新知識。因此，透過對

學習內容、過程、策略、方法提出批判反思，同時重視有意義的學習，教師即

能善用新情境與舊經驗的矛盾衝突點，創造新學習。學者吳清山（2005）即指

出，創新教學指教師能採用多元活潑的教學方法，豐富其教學內容、激發學生

學習興趣，進而提升學習能力。學者謝傳崇、李孟雪（2017）也強調，教師教

學創新是指為打破以往舊思維而採用新的教學模式或做法，使其創造更多附加

價值的過程。亦即，教學創新是指教師掌握學習生態的轉變趨勢，使用活潑的

教學方法及設計有趣的學習內容，激發學生內部學習動機，進而提高學生在教

學過程中的學習能力。 

  顯然，面對現今全球化網路世代的學生，教師在課程與教學觀念要從傳統

教師中心制轉化成學生創意學習之型態，積極採取創新態度與多元教學策略，

鼓勵學生批判思考、勇於創新發表（范熾文、陳慧華，2016）。教師要勇於面

對教學問題並提出興革策略，惟有不斷創新教學方法，才能保障教學品質，提

昇孩子學習參與度及學習表現（謝傳崇、蕭文智、官柳延，2016）。學者廖昭

彥、王子華（2016）認為，嶄新的教學方法與模式，才能將「教學改變」提升

到「有效的教學改變」。不過，除了教師自我堅定創新教學的決心外，來自學

校對教師教學創新的支持也很重要。Nie、Ta、Liau、Lau 與 Chua（2013）即表

示，學校決策者若能給予教師教學創新的權力，則能提高教師教學效能，進而

提高學生學習成效。Daft（2015）也指出，只要能給予教師適當的發揮空間進行

創新，不僅可以拓展學校組織價值，更是成功創新的與維持競爭力的關鍵。 

（二）善用科技設備及各式資源促使教學效益最大化 

  誠如研究動機所言，年輕世代對於 3C 產品與行動上網的需求甚大、使用

時間長，以至於知識與資訊取得的管道高度依賴手機與平板等科技設備。教師

在顧及教學目標與學生需求下，若能善用學生依賴科技設備取得資訊之習慣，

以新的教學理念，結合多元、活化的上課方式，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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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或是軟硬體設備進行改變，必能引發學生更高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效。學者林志成（2016）亦指出，教學創新是教師將創意及創造力展現於

教學活動、歷程與情境之中，運用新觀念、新策略、新方法、新設計、新流程

或新工具進行教學，使教學方式多元化，教學內容豐富且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提升學習成效，提高教學效能。但 Bergmann 與 Sams（2014）也提醒，任何一

種新的教學策略，都需要大量的時間才能徹底落實，教師不僅要重新思考如何

經營他們的教室，也要學習新的技術以達到教學創新。Christensen、Horn 與 

Johnson（2008）則直接提出「破壞性創新教學」的概念，但不是透過直接衝撞

既有的體制或傳統，而是強調了解問題、繞過既有的舊體制，循序漸進的進行

組織和技術創新，讓學習革命的有效成就成為專業創新教學的回報。 

（三）以學生群體為教學主體同時納入個別差異考量 

  Gardner（1993）指出，教師教學創新的目的，主要在於善用學生所擁有語

文、邏輯數學、空間、肢體動覺、音樂、人際、內省、自然觀察的多元智能，

讓學生能在課堂上發揮優勢，提升學習成效。學者張仁家、葉淑櫻（2006）強

調，具有創新特質的教師進行教學創新時，應考慮學生學習背景，透過不斷自

我省思、反省、質疑、解構與重建教學方法與內容，並將教學理論與實際教學

配合。因此，教師在規劃有別以往的課程內容時，應兼顧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

需求，讓學生學習過程聚焦同時維持有效吸收。學者李孟雪（2015）與王政忠

（2016）也主張，教師教學創新是指教師打破舊思維，採用新的教學模式，設

計新穎的教學活動與課程，重視學生個別差異，達到有效教學目標，並隨時反

思及精進專業知能。由上述論點可見，教師教學創新論者均同意「學生」為教

學設計的主體，當教師實施跳脫框架的教學方式，引導學生提出正確的問題，

了解如何從答案中建構知識，並讓學生參與決策和改進相關學習過程，才可以

幫助學生充分發揮潛力，提升教學效能（Quaglia & Corso, 2014；Turner, 2016）。 

二、教學創新之內涵 

  伴隨教育科技應用普及化，現今教師於專業成長與多元教學模組應用息息

相關，教學創新已成為全球化時代教育革新的重要課題。對於教師教學創新，

國內外學者因其研究面向不同，所建構的教師教學創新層面也因而有異，茲就

各學者觀點列舉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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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內外學者對教學創新內涵之主張 

研究者 年份 主要觀點 

Cohen & 

Ball 

2000 1.是教學中的協調：課程內容與學生之間程度的差異，需

要教師在設計課程時，做一些協調設計，以使學生達到

學習的效果 

2.是教學的資源使用：教師必須謹慎地審視教學課程內容 

3.是教師激勵：教師對學生的鼓勵，可以讓學生達到更高

的標準 

4. 教學環境管理：教學者必須有良好的教學環境 

史美奐 2004 教學創新分成改善、超越及創新等三個層級，即對現有的

教學內容進行自我反省，進而跳脫教科書的局限、超越既

有的教學方法，進而落實教學創新。 

Ritchhart 2004 1.是課程，教學創新必須能夠轉換學生在課堂上習得的經

驗 

2.是教學，教學創新必須有助於學生提高獲得知識與技能

的程度 

3.是學生，教學創新必須讓學生不限於課堂上或書本上的

知識 

林文星 

 

 

 

2010 

 

 

 

1.是教學理念創新 

2.是課程教材創新 

3.是教學方法創新 

4.是班級經營創新 

5.是教學評量創新 

鄭淵全、 

蔡雅茹 

2012 1.是教學評量 

2.是課程教材 

3.是教學理念 

4.是教學方法與策略 

5.是教學資源 

6.是班級經營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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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份 主要觀點 

劉秀枝、 

黃秀霜 

 

2013 1.是創新教學是以引領學生主動追求「新點子」為目的 

2.是創新教學以活化、新意、巧思為教學設計出發點 

3.是創新教學是以多重彈性、多樣變化、多元評量為教學

方法和教學內容 

4.是創新教學活動的主角是學生，引導者是教師 

Hsieh, Yen, 

& Kuan 

2014 提出教師教學創新可區分為教學理念創新、教學內容創

新、教學方法創新及教學評量創新四個層面。 

賴協志、 

吳清山 

2015 1.是課程教材 

2.是教學策略 

3.是教學設施 

4.是教學評量 

林志成 2016 前瞻開放的教學理念與思維、創新豐富的課程與教材內

容、活潑流暢的教學方法與技巧、多元變通的評量方法與

技術為教師教學創新重要內涵。 

謝傳崇、 

蕭文智、 

官柳延 

2016 1.是教學理念創新 

2.是教學內容創新 

3.是教學方法創新 

4.是教學評量創新 

謝傳崇、 

李孟雪 

2017 1.是教學理念創新 

2.是課程內容創新 

3.是教學策略創新 

4.是評量方式創新 

 

  綜合以上文獻觀點可知，教師教學創新在改變教學思維、運用科技設備及

各式資源、調整教學模式及教學內容，進而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及教

學成效之前提下，基本內涵至少包含四個面向： 

（一） 教學理念創新：隨時調整教學觀念，讓課程真實反映時代變遷與全球發

展的相關趨勢。 

（二） 教學內容創新：設計課程時以學生為學習主體並考量學生個別差異，才

能真正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三） 教學方法創新：靈活而彈性運用各項教學資源與科技設備，維持學生學

習興趣並營造良好的互動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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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評量創新：依據課程需要以及學生不同學習狀況，採取多元評量方

式評估學生學習表現。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採取兩項選擇標準，一為選課學生人數、二為網路討論

頻率。因此，選擇以臺灣中部某國立大學通識課程「國際關係」選修學生為研

究對象，該課程平均修課學生人數約 150 位，由一年級到四年級學生自由選修，

總共在三學期的研究期間累積約 450 位學生的樣本。由於該課程在臺灣最大的

學生社群網站 Dcard 校園選課板討論熱度頗高，約佔樣本大學國際關係課程總

留言數量的三分之二，因此以本課程作為研究對象，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二、研究工具 

  隨著智慧手機普及和人均行動上網時間增加，國內外相關應用軟體市場需

求都呈現擴大之趨勢，從而提供教師教學創新的工具選項。根據研究者「國際

關係」通識課程的實際教學經驗，本文以 Kahoot、Zuvio、Arguman 以及 Facebook

等四個數位工具為例，說明科技多媒體工具如何融入「國際關係」通識課程教

學創新。各項工具之基本功能如下： 

（一）Kahoot 

  Kahoot 是一款寓教於樂的即時反饋系統平台，結合時間倒數與背景音樂，

把回答問題變得跟遊戲一樣有趣（蔡銘修、蘇秋惠，2015）。該系統平台最大

的特色是即時反饋以及競賽式的系統設定，讓參與者每次完成問題後立即顯示

得分、排名與答對人數等。Kahoot 硬體需求相當簡單，學生只要有智慧型手機、

平板或電腦就能參與，同時教師只需要事先進入 Kahoot 網站教師頁面設定好題

目，學生就能在 Kahoot 學生頁面進行作答。答題過程中，學生可以立刻從系統

得到正確答案，而由於全班共同參與且作答時間有限，更激發學生潛能與專注

力。換言之，教師在一堂通識課程中穿插幾次 Kahoot 隨堂測驗，不僅能即時反

饋學生課堂學習狀況，亦有助於提高學生在下一段課程進行時的專注力。 

（二）Zuvio 

  Zuvio 網站平台與 Kahoot 類似，但提供更為齊全的功能，應用變化較多。

Zuvio 有四大特色，包括：同步點名、課前備課、課中互動和課後追蹤。舉例來

說，Zuvio 可以支援教師課前備課，並提供投影片外掛功能讓老師設計題目；同

時，Zuvio 除具備一般多媒體網站的封閉式問答外，也能支援多元題型、統計模

式與同儕互評機制等。同時，特殊外掛功能，亦讓教師能在學生回答問題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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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立刻透過統計圖表掌握學生學習狀況。首先，老師在課前備課時，可以

透過 Zuvio 的投影片內嵌外掛功能，在系統中預先設定題目。課堂進行時，學

生可以透過智慧手機、平板或筆電等數位裝置來上網答題，而老師則能從網頁

端統計圖表同步觀看學生答題狀況，追蹤學生學習軌跡；同時，學生在課堂中

也可以透過系統提問，不用擔心曝光而招致異樣眼光的壓力。此外，Zuvio 還具

備「學生互評系統」，提供學生小組報告時相互為彼此評比分數。 

（三）Arguman 

  Arguman 是一種論點分析平台，同時也是多國語言的網站，可系統性地建

立完整的推論流程、辯論圖表以及論點心智圖。Arguman 操作由出題者（教師）

使用直述句來描述特定現象、事件或過程為起點，而由於作答者只能使用「因

為、但是、然而」三個連接詞來回應出題者的論述，因此可以激發並培養學生

批判思考的能力。所謂的批判性思考，並非單純去批判他人的意思，而是針對

每個想法、每個論點都會認真思考，推論其中的前提與論據的合理性，最後衍

生出支持或否定的可能想法。所以，透過學生之間一層又一層的自我辯論，逐

漸把一個論點架構論述得更完整，同時呈現正反的意見，最後建構出一個新的

論辯地圖。值得注意的是，Arguman 系統的基本使用精神，在於讓參與者去思

考「一個結論是否站得住腳」，所以論辯地圖的建構流程是「反向推論」，也

就是從「結論」作為起頭，然後開放所有參與者逐一反推造成這個結論的各種

前提、論點、證據，並且在反向推論的過程中思考這些前提是否合理。 

（四）Facebook（FB） 

  2017 年 6 月，臉書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正式宣布 Facebook 用

戶正式突破 20 億，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已經比網際網路使用人數的一半還

多。Facebook 大受歡迎的原因，除了瀏覽貼文及文字編輯外，使用者還可任意

傳送圖片、影片、貼圖和聲音媒體訊息給其他使用者（現在也可傳送其他類型

檔案如.doc,.docx,.xls,.xlsx 等），同時透過整合的地圖功能分享使用者的所在位

置。此外，使用者也可以加入有相同興趣的群組，而這些群組大多依據工作地

點、學校或其他特性分類。教師開設 FB 專頁，可同時提供修課學生及其臉書

好友分享資訊，包括課程內容、補充資料、佈置作業、友站連結等，提供與本

課程相關人員交流互動的平台。 

三、研究人員 

  除了研究者本身之外，本研究還訓練三名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負責每週

協助數位工具之日常維護與相關教學操作。此外，為提升教學助理輔助教學能

力，三位教學助理須定期參加學校舉辦之教學研習活動，並隨時向教師反饋學

生上課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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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數位工具之應用成效 

  本課程在多元數位工具融入通識課程的前提下，為豐富教學內容並引起學

生學習動機，同時採用 Kahoot、Zuvio、Arguman 以及 Facebook 四個數位網站

平台進行教學設計。各項數位工具彼此之間功能不衝突，分別運用於課程教學、

點名、評量、資料補充、隨堂作業以及課後討論等不同用途，讓資訊科技的使

用成為師生之間一項不可或缺的教學與學習工具，自然而然地變成教室中日常

教學活動的一部分。各項數位媒體工具在本課程之應用方式如下： 

（一）Kahoot 

  本課程設定於開學第一堂課以及最後一堂兩個時間點，分別使用 Kahoot 進

行前測與後測，每次題數為 40 題。操作流程如下： 

1. 課前準備：在教學助理協助下，授課教師預先瀏覽課程及國際時勢內容，

設計包含國際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問題，並上網站創設該次主題。 

2. 實際操作：請同學以手機或平板連上網路進入 Kahoot。修課學生全部進

入 Kahoot 平台後，每題會有 10 秒讀題時間，學生須在 10 秒內選擇所

顯示的色塊答案。有趣的是，題目及選項只會出現在前方投影屏幕上，

因此一方面考驗學生反應速度，另方面同時也考驗學生的記憶力。每題

作答時間結束後，系統會根據正確性，以柱狀圖呈現對錯人數並依答對

速度顯示前五名最快答對者。 

3. 課程討論：針對學生每題作答情形，教師可先請學生相互討論之後，直

接對題目作出解釋，同時確認學生對該問題之認知是否已正確。 

  由於該遊戲採暱稱制，同學會因為排名前面而被大家看到自己的暱稱，一

方面增加同學相互之間的熟悉程度，另一方面也增進同學的投入感與競爭心理。

本課程為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在首次進行 Kahoot 遊戲前，由教師宣布前三名可

以增加平時成績作為學習鼓勵，而遊戲本身的趣味性也是重要學習誘因。學生

為了要順利在後測中作答正確，自然而然會更加專心聽課，因此教學內容也會

更完整地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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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Kahoot 系統課堂實際操作畫面 

資料來源：課堂拍攝 

 

圖 3 Kahoot 系統課程題庫總覽 

資料來源：截圖至 Kahoot 資料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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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Zuvio 

  本次課程應用 Zuvio 軟體三大功能：同步點名（包含快速簽到和 GPS 定位

簽到）、隨機抽點、課程公告。 

1. 同步點名：過去皆使用紙本唱名清點上課人數，耗時又耗力；使用 Zuvio 之

後，藉由電子化可以提升效率，又可以降低錯誤率，可以直接掌握每堂課程

的出席率，特別是 GPS 定位點名，有助於確認學生是否出席上課。 

2. 隨機抽點：課程助教上傳完整修課名單至 Zuvio 系統後，教師可以如桌遊

「大富翁」擲骰子般，隨機抽點課堂內學生回答問題。使用隨機抽點功能，

一來系統功效及動畫有助於活絡課堂氣氛，二來又可以確保抽點問答的公平

性，屬於相當實用的功能。 

3. 課程公告：隨著 Ecampus 即將走入歷史，I-learning 即將取而代之，成為大

學課程輔助數位系統。實際教學經驗發現，Zuvio 在這系統應用更換的過渡

時期，Zuvio 可以做為實用的替代方案。部分學生沒有檢閱電子郵件的習慣，

但是手機絕不離身，使用 Zuvio 公告相關訊息，手機 APP 會即時跳出課程

通知，學生不會漏掉課程相關重要訊息，確定學生可以穩定而即時接收到課

程相關公告。 

 

圖 4 Zuvio 系統簽到畫面總覽 

資料來源：截圖至 Zuvio 簽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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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隨機抽點畫面 

資料來源：截圖至 Zuvio 隨機抽點介面 

 

 

圖 6 課程公告畫面總覽 

資料來源：截圖至 Zuvio 課程公告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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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課程公告畫面總覽 

資料來源：截圖至 Zuvio 課程公告介面 

 

（三）Arguman 

  由於該系統設定出題者可使用一句直述句來描述一個現象，而作答者則只

能使用「因為、但是、然而」三個連接詞作為開頭來回應出題者的論述，藉此

激發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本課程為結合國際關係時勢，均選擇當時備受矚目

的議題如「朝核危機」、「美中貿易戰」作為引導討論的題目。以「兩韓會談

將為東亞情勢帶來和平」為例，參與討論的人數達 150 人，已經創下 Arguman

網站繁體中文版瀏覽及回復最高記錄，也是最複雜的樹狀論述圖。同時，截至

投稿日期為止，該課程為全國大專院校課程中，率先運用 Arguman 作為實際教

學平台。 

Arguman 作為輔助數位工具，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在於，過去學生並無任何

閱讀國際時事新聞的習慣，透過 Arguman 的媒介，學生漸漸養成主動查找時事

的概念；而論述心得的部分，則是獨立思考能力的提升，過去學生可能只是觀

看新聞，沒有進入到思考的層次，而藉由論述的撰寫，除了思考的層次強化之

外，表達的能力也必定有所增進。除此之外，由於 Arguman 特殊的回應方式，

如：只能使用因為、然而、但是為開頭作為回應，也因此學生可以透過 Arguman，

直接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從過去的淺層接收資訊，深化至資訊判讀及思考，

最後來到確認自身立場與發展論述，而面對同儕相左論述的同時，能夠檢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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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立場是否有足夠的強度面對他人的質疑，或者是自身的立場是否完整且邏

輯正確，而能夠批判他人的論述。 

 

 

圖 8 Arguman 網站總覽 

資料來源：截圖至 Arguman 網站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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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Arguman 課堂實作部分論述圖 

資料來源：Arguman 系統題庫 

 

 

圖 10 Arguman 課堂實作部分論述圖-總攬樹狀圖-1 

資料來源：Arguman 系統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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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Arguman 課堂實作部分論述圖-總覽樹狀圖-2 

資料來源：Arguman 系統題庫 

 

 

 

 

 

圖 12 Arguman 課堂實作部分論述圖-總覽樹狀圖-3 

資料來源：Arguman 系統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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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Arguman 課堂實作部分論述圖-總覽樹狀圖-4 

資料來源：Arguman 系統題庫 

 

 

 

 

 

圖 14 Arguman 課堂實作部分論述圖-總覽樹狀圖-5 

資料來源：Arguman 系統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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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Arguman 課堂實作部分論述圖-總覽樹狀圖-6 

資料來源：Arguman 系統題庫 

 

 

 

 

 

圖 16 Arguman 課堂實作部分論述圖-總覽樹狀圖-7 

資料來源：Arguman 系統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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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Facebook 

  本課程在教學助理協助下，開設「國際關係」課程 FB 粉絲專頁，網址為

https://www.facebook.com/nchugioipir。 

 

圖 17 FB 粉絲專頁總覽圖 

資料來源：截圖至 FB 網站 

 

  本課程 FB 粉絲專頁由教師與教學助理共同維護，是一個國際關係相關新

聞、資訊分享的平台，不只是文字，甚至也會有圖片及影片的分享。內容層面

也相當廣闊，包含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旅遊、飲食等，目的是與國際軌

跡同步，提升學生的國際觀，同時與學生有良好互動，如留言分享讀後心得等。

同時，不只是修課學生可看到 FB 粉絲專頁的貼文，甚至每位同學的臉書好友、

曾修過本課程的學生及其好友等均可看到，對本課程所欲推廣之內容有所認知。

貼文觸及人數曾高達 7000 多人，亦即本課程所分享的資訊有 7000 多人曾閱讀

過，資訊傳播效果實比傳統講學方式更快、更廣。 

  本課程於期中開始要求學生透過 FB 繳交作業，每週由教師選擇一篇重要

時事資料，請同學閱讀後至 FB 粉絲專頁上留下評論或心得。每學期約有 25 篇

貼文，相當於每週固定一至兩篇貼文分享，學生的貼文內容及互評則由課程教

學助理把關，針對每篇心得的閱讀，並適當、適時的給予回覆及鼓勵，甚至加

https://www.facebook.com/nchugioip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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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群體討論，深化整個學習脈絡，而針對貼文中相反之論述，如無任何不當立

場或字眼，則採自由發揮及討論，也藉此訓練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本課程共

150 位學生，同學之間看得到各自的評論，也有同學認為這份作業可以激發學

生思考廣度，並逐漸培養閱讀新聞，關心時勢的習慣。臉書作為輔助數位工具，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在於，過去學生並無任何閱讀國際時事新聞的習慣，透過臉

書的媒介，學生漸漸養成主動查找時事的概念；而論述心得的部分，則是獨立

思考能力的提升，過去學生可能只是觀看新聞，沒有進入到思考的層次，而藉

由論述的撰寫，除了思考的層次強化之外，表達的能力也必定有所增進。 

 

 

圖 18 FB 粉絲專頁貼文及觸及人數 

資料來源：截圖至 FB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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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結果之討論 

  有別於過去通識課程普遍「無聊」、「營養學分」的刻板印象，隨著電腦

科技不斷創新與網路技術持續成熟，近年來愈來愈多通識課程教師嘗試將數位

多媒體工具運用於課程設計之中，用以活絡課堂教學氛圍，以提高學生對通識

課程的學習動機。運用數位工具在教學上的方法很多，例如運用多媒體效果呈

現多樣化的知識內容、讓學生實際參與操作的設計，或利用網站提供的免費平

台或軟體來增加教學互動等。 

    相較於傳統的講授法教學，數位工具的應用確有助於凝聚年輕世代大學生

的注意力，並在互動式的實際操作中，更大程度融入學習活動。特別是過去礙

於教學科技使用上的瓶頸，傳統設備構造較為單純，故僅能接收一些簡單的資

訊（例如選擇與是非等封閉式問題），且學生端使用系統也是每人一支特殊設

備的遙控器（俗稱 clicker），造成管理方面的不便與偏高的使用成本。但近年

來智慧手機與行動網路的普及，鼓勵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並結

合網路即時反饋系統，已然為大學通識課程搭載一個嶄新的平台與解答（Harris, 

2012; Hockly, 2012）。 

  進而言之，受惠於智慧型手機的發展與行動上網的普及，打破傳統教學時

空限制已由理想變成現實。一方面，教學時間不再限於正規授課時段，學生隨

時可以透過手機瀏覽課程補充教材；另一方面，學習地點也不限制在學校教室

內，學生隨時隨地就能上網參與課程活動或完成教師指定的課程作業。換言之，

多元數位工具在通識課程中的應用，已經促使教師、學生、學習三者具有更緊

密連結的關聯性。以本課程為例：Kahoot 把學習變成一款競賽式的遊戲，學生

仔細聆聽教師授課內容，方能在答題競賽中勝出；Zuvio 具有點名與 GPS 定位

功能，有助於落實學生到課聽講，減少翹課或遲到的問題；Arguman 則是將落

實培養學生邏輯思辯能力之目的，讓修課學生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能針對教

師提示之主題、同學之觀點與主張等，提出個人支持意見或不同看法，共同完

成思維的論辯地點／架構圖；FB 粉絲專頁則是真正跨時空的交流園地，即使該

學期課程結束，學生仍能隨時與教師、曾經／目前修課學生、學生友人，以及

其他對粉絲專頁或特定貼文感興趣的人，持續保持互動並分享個人觀點。 

    此外，在教學應用上運用數位工具，進而更具體並充分顯示數據差異性與

顯著性，確有助於學生學習成效之提升。在 2017 年 09 月 19 日第一次使用

Kahoot 作為前測工具，受試同學共 133 位，答題正確率為 50.78%、錯誤率則為

49.22%；經過一學期的課程學習，於 2017 年 12 月 26 日進行後測，受試同學

為 126 位，答題正確率為 72.03%、錯誤率則為 27.97%。在 2018 年 03 月 13 日

第二次使用 Kahoot 作為前測工具，受試同學共 132 位，答題正確率為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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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率則為 51.8%；經過一學期的課程學習，於 2017 年 06 月 05 日進行後測，

受試同學為 124 位，答題正確率為 67.4%、錯誤率則為 32.6%。  在 2018 年 09

月 20 日第三次使用 Kahoot 作為前測工具，受試同學共 132 位，答題正確率為

45.22%、錯誤率則為 54.78%；經過一學期的課程學習，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

進行後測，受試同學為 124 位，答題正確率為 63.42%、錯誤率則為 36.58%。 

    研究者發現三次前測，正確率皆在 45-52%之間；而三次後測正確率就提升

至 63-72%之間，在研究者大數據題庫之中，相同難易度題組隨機出題的情況之

下，受試者測驗結果之正確率明顯提升 15%-20%，呈現學習者在數位工具的輔

助學習之下，學習成效有顯著提升。 

 

圖 19 國際關係 2017/09/19 前測數據資料 

資料來源：截圖至 Kahoot 統計資料表 

 

 

圖 20 國際關係 2017/12/26 後測數據資料 

資料來源：截圖至 Kahoot 統計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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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國際關係 2018/03/13 前測數據資料 

資料來源：截圖至 Kahoot 統計資料表 

 

 

圖 22 國際關係 2018/06/05 後測數據資料 

資料來源：截圖至 Kahoot 統計資料表 

 

 

圖 23 國際關係 2018/09/20 前測數據資料 

資料來源：截圖至 Kahoot 統計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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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國際關係 2018/12/27 後測數據資料 

資料來源：截圖至 Kahoot 統計資料表 

 

  值得注意的是，知識傳遞仍是教學活動的目的，多元數位工具的運用並非

要以資訊科技取代教學內容，而是希望利用電腦與網路科技的特性，讓學生與

教師「教」與「學」變得有更多元且有效，同時培養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的意義，即是教師在教學時，配合授課內容與教學策略

之所需，應用多元數位工具及網路多媒體的特性，將資訊科技或素材融入教學

活動中，以解決教與學的問題。一般而言，教師只需要具備基礎的資訊素養，

即可進行多元數位工具融入通識教學創新的活動設計。因此，隨著課程內容、

課程特性、學生能力及狀態的不同等，教師在多元數位工具的選擇、學習活動

的設計，以及融入方式、融入時機、適用對象的選擇等，均有相當大的彈性與

創意空間，並使得資訊科技的使用成為在教室中日常活動的一部分（溫嘉榮，

2003）。本研究所提供之網路多媒體平台，操作尚屬簡單且功能亦算單純，但

若教師能發揮創意而靈活運用於課程設計之中，仍能將通識課程變得豐富有趣，

大幅提高學生對該課程的期待和參與度。 

伍、結論與建議 

  學習是一個複雜的認知過程，傳統注重單向灌輸、背誦、記憶而較少思考

的講述式教學，日愈突顯出它在學習上的侷限，難以引發學生對通識課程的學

習興趣。誠如前述研究動機所言，即使講述式教學法的缺點一再被證明，但卻

仍難改變長久以來它在大學通識課程頻繁被使用的事實，而單一課程受歡迎與

否，往往由教師個人表達能力與口才所決定。然而，愈來愈多研究及教師經驗

分享指出，多元數位工具的運用，對於改善傳統講述法為主的大學通識教學確

有相當功效。無論是初次進入教育職場的新師，抑或相對較少接觸科技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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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2都能在瞭解網站或軟體功能後，短時間內就將

多元數位工具充分應用於課程教學，翻轉傳統講授法的教學。 

  換言之，生活在 21 世紀全球化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大學通識課程教

師所面臨的挑戰至深且鉅，除必須掌握資訊科技更新並善用科技所帶來的便利

外，對於龐大的資訊也要有蒐集、歸納、分析、辨識及靈活運用的能力，謹慎

以對。為此，通識教師除時時刻刻提升個人科技素養外，還需要以開放的心胸

勇於接受並改變自己既有的教學模式，認真思考如何將多元數位工具實際融入

日常教學活動之中，活絡講授式教學法下「教」與「學」的傳統學習模式。針

對本研究對多元數位工具融入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實務經驗，特就主要研究發

現歸納建議如下： 

一、無論有無教學助理協助操作，教師都要熟悉數位工具的基本功能：隨著智

慧型手機與行動上網的普及，應用程式與多媒體網站不斷推陳出新，而教

師惟有熟悉相關軟件及平台的特性，基本的數位媒體系統之安裝更是需要

先熟練，才能掌握數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s）的學習習性，將多元數位工

具充分融入大學通識課程。 

二、手段與目的切勿混淆，互動只是提高學生專注力與學習興趣的工具：數位

原生代日常生活多伴隨著電玩、網路、電視，「遊戲」自然能提高學生課

程參與並活絡上課氣氛。不過，教師在競賽式遊戲／搶答的時間掌握上必

須明確，避免過長的遊戲時間壓縮到授課時間，並慎防學生對遊戲的過分

投入而破壞教學現場知識學習的氛圍。 

三、即時釐清概念，為後續學習奠定知識基礎：運用多媒體網站系統融入課程，

只要規則及內容設計得宜，大問題可免、但學生小狀況仍可能不斷，諸如

遊戲規則不熟悉、題目理解不清、網路平台操作不當等。技術上的問題可

交由教學助理個別協助，但學生在數位媒體反應上所顯示的迷思概念，則

教師必須要即刻確認答錯的學生是按錯按鈕還是概念不清所致，以決定是

否要針對特定內容進行補救教學，以準確掌握學生學習進度。 

四、多媒體網站的永續經營是課程發展的關鍵：除 Zuvio 專門用來點名與張貼

課程公告外，本研究所使用的 Kahoot、Arguman 和 Facebook 等三個多媒

                                                      
2 美國教育評論員、作家普倫斯基（Marc Prensky）於 2001 年首先提出之概念。一般所謂的

數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s，或謂數位原生）是指 1980 年代以後出生的人，他們一出生就活

在電腦、網際網路世界的一代，生活中伴隨著電玩、網路、電視中長大的人，其思考方式及

工具使用方式與上一代不同。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世代指的是出生於電腦已經發

明的時代（1980 年代前），但尚未有數位環境的存在。這兩世代人，雖然生活在同一個文化

脈絡，但對生活的態度與學習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參見：Prensky（2005）；劉玉玲（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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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網路平台，均具有高度「開放」與「發展」的特性，適合通識課程老師

以「永續經營」理念規劃網站內容。 

（一） Kahoot 定調為機智搶答遊戲平台，但如果該門課是每學期或每學年

固定開設之通識課程，則教師或可發展出遊戲題庫，並適時維護該

網站，依課程內容與學科實際發展增刪題目。 

（二） Arguman 雖然以訓練學生批判思考並建構樹狀論述圖，但由於系統

設定為開放討論，修課學生愈多、樹狀圖就會愈精采，教師可以保留

每次作業，依開課年度與作業完成時間分門別類，以供日後修課學

生參考。 

（三） Facebook 粉絲專頁功能更強大，教師若能巧思設計與細心維護，粉

絲專頁將不輸其他專業網站，成為過去修課學生、目前修課學生、學

生友人、對該課程有興趣的人等，分享貼文與交流意見的網路平台。

建議教師除自己隨時瀏覽並回應相關貼文外，也需讓該課程前後任

教學助理交接定期維護工作，以永續經營的理念豐富 Facebook 粉絲

專頁內容。 

五、 未來研究建議：首先，在樣本數方面應可納入更多課程的相關統計，以增

加研究發現的說服力與代表性。其次，本研究的時間範圍橫跨三學期，或可

考慮設計三學年的時程範圍，同時強化統計量化工具的應用，以搭配質性分

析的論述。再者，評估學習成效的機制，僅有量化的 Kahoot 數據，Arguman

及 Facebook 僅有質性分析，未來應可在再強化檢視成效的評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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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outcomes of learning effects out of using digital 

devices in the selected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general education at given 

National University in central Taiwan. It attempt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ether digital devices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how to 

apply digital devices systemically in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the potential 

obstacles to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devices in classrooms as well as feasible 

solutions. Experiments of applying Kahoot, Zuvio, Arguman, and Facebook for free 

in the course aforementioned indicate positive effects in terms of shortening time for 

class preparation, increasing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and facilitating teaching 

innovations for flipped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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