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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鑽研計劃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以本校以中三級學生來進行實驗。自變項為教學
法對照組接受傳統教學、實驗組接受以學生主導，利用多媒體介入輔助教學，依
變項為中三級學生於學習資訊科技教育「電腦網絡」課程中其協助能力、創造能
力、解決問題能力及溝通能力的影響如何。

(一)  目的及架構以下

一、探討學生在接受多媒體器材介入教學後，對其協助能力之影響為何？
二、探討學生在接受多媒體器材介入教學後，對其創造能力之影響為何？
三、探討學生在接受多媒體器材介入教學後，對其解決問題能力之影響為何？
四、探討學生在接受多媒體器材介入教學後，對其溝通能力之影響為何？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依據本研究目的，實驗設計模式採用「不等組前測、後
測實驗設計」。

自變項（教學法）
1、傳統教學（對照組）
2、以學生主導，利用多媒體介入輔助教學（實驗組）

依變項
1、 協助能力
2、 創造能力
3、 解決問題能力
4、 溝通能力

組別 前測 後測

對照組 01 03
實驗組 02 04

說明如下：
一、將受試樣本分為二組，分別為對照組、實驗組。
二、教學實驗處理前，各組分別接受學習能力評估測驗(前測)（01、02）。
三、教學實驗處理，對照組接受傳統教學，以學生主導，利用多媒體介入輔助教
學
四、教學實驗處理後，各組分別接受學習能力評估測驗(後測)（03、04）。

各個班級參與人數統計表

班級 中三A班(實驗組) 中三B班(對照組)
人數 18 14 共32



(二)  工具

鑽究工具
前測及後測
個別訪談
課堂觀察

多媒體介入工具
使用ipad介入輔助上課(語音、導讀、預錄匯報、搜尋資料)
將課程節要講解錄製上載於Google Drive

(三)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取樣時僅就學生入學之初之編班進行取樣，並未對所有參與學生重新
進行全面性的智力測驗/評量。此外，參與本研究之實驗組學生課程的教學實施
主要是由主要兩位老師擔任，教學介入過程與研究結果可能受到教學者個人特
質（含對教育理念、教學態度、及教學經驗等）所影響。最後，亦受到疫情影響，
老師未能按計劃施行，部份研究單元因疫情而停頓；而學生對於使用ipad的概念
有所混淆，直接影響其運用多媒體介入協助學習的觀感。

(四) 問卷數據及分析

學習學科
知識

投入度 閱讀能力 表達能力 溝通能力 資料組織
能力

3A平均分
（前測）

7.2 7.4 6.4 6.4 6.6 7.0

3A平均分
（後測）

7.8 7.1 5.9 6.6 6.3 7.0

正負值 +0.6 -0.3 -0.5 +0.2 -0.3 +0.0

3A班前後對比

單從問卷數據而言，3A班學生在學習學科知識及表達能力上有輕微增長，

相反在投入度、閱讀能力及溝通能力上卻有輕微下降。在與組內成員研究後，成

員皆發現在3A班 18個回應中，有4位同學6條的自評題目都是填寫10分滿分的，

而其中3位同學的後測自評題目則略高於該班平均分數。有見及此，成員在選取

訪談對象時均有考慮這項因素，並與學生討論相關問題，結論在後段訪談報告中

展示。

另外，在計劃課程時，老師亦比平常新增了不少閱讀學材讓學生能在課內

課外參考資料。可是，閱讀能力的自評從數據上卻有明顯下跌，這是成員在往後

訪談時也需探討的事項。

此外，建基於第一年計劃中的訪談，學生表明喜歡參與一些外出學習活動

，所以在計劃課程時，成員們刻意加入活動教學，讓學生能走出課室去學習知



識。但從問卷數據上卻有輕微下跌，這是成員們不解的，所以在訪談時也有特別

關注這一項目。

學習學科
知識

投入度 閱讀能力 表達能力 溝通能力 資料組織
能力

3A平均分
（前測）

6.9 7.1 6.2 5.9 6.1 6.5

3A平均分
（後測）

7.5 6.9 6.2 6.3 5.9 6.8

正負值 +0.6 -0.2 0.0 +0.4 -0.2 +0.3

經訪談後，有2位同學承認前期問卷是隨意填的，所以成員們決定在前及後

期問卷中也不包括那2位同學的數據。上表是經抽取後的數據，而下表是正負值

的比較。

學習學科
知識

投入度 閱讀能力 表達能力 溝通能力 資料組織
能力

正負值
（前）

+0.6 -0.3 -0.5 +0.2 -0.3 +0.0

正負值
（後）

+0.6 -0.2 0.0 +0.4 -0.2 +0.3

t Test result

學習學科
知識

投入度 閱讀能力 表達能力 溝通能力 資料組織
能力

P value 0.34 0.81 0.98 0.69 0.78 0.77

3A正負值
（後）

+0.6 -0.2 0.0 +0.4 -0.2 +0.3

*By conventional criteria, this difference is considered to b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學習學科
知識

投入度 閱讀能力 表達能力 溝通能力 資料組織
能力

P value 0.37 0.47 0.24 0.22 0.78 0.23

3B正負值
（後）

+0.90 +0.80 +1.30 +1.40 +0.30 +1.30



實驗組與對照組對比

學習學科
知識

投入度 閱讀能力 表達能力 溝通能力 資料組織
能力

3A平均分
（前測）

6.9 7.1 6.2 5.9 6.1 6.5

3A平均分
（後測）

7.5 6.9 6.2 6.3 5.9 6.8

正負值 +0.6 -0.2 0.0 +0.4 -0.2 +0.3

3B平均分
（前測）

5.6 5.7 5.2 5.8 6.5 5.4

3B平均分
（後測）

6.5 6.5 6.5 7.2 6.8 6.7

正負值 +0.9 +0.8 +1.3 +1.4 +0.3 +1.3

對照組內的課程在前測及後測階段均沒有作任何改變。但從各個數據上

卻有顯注升幅。與組內成員討論後並參考3A班的訪談得出以下結論：

3A班部分同學提及由於以往堂上較少涉及文章閱讀、匯報及團隊合作，所

以當新增了這些元素時便發現自身其不足之處，因而自評時有所下跌。但3B班由

於沒有新增這些課堂元素，所以未能從實質事件反思自身，以致自評時只能用印

像分。

t Test result

學習學科
知識

投入度 閱讀能力 表達能力 溝通能力 資料組織
能力

P value 0.38 0.74 0.22 0.25 0.85 0.32

正負值
（後）

+1.0 +0.8 +1.7 +1.6 +0.5 +1.4



(五) 訪談歸納：以ipad作為課堂輔助工具及教學法的調節能協助他們學習需要

1.以ipad作為課堂輔助工具

● 搜尋資料(不需要問老師，可以找事例來睇容易明白、不用去電腦室或圖書館)

● 整理資料(拎出來方便，紙張容易唔見，可以複製)

● 作為匯報工具(整齊，無咁尷尬，講野順左)

● 可以用語音(快、手寫好辛苦、不用寫太多字)及手寫功能(唔識打字)

2. 教學法的調節

● 多互動(有趣，不同只看書、看書好辛苦，以前比較單一)

● 走出課室(有期待感覺、深刻)

● 分組討論(可以分享、有溝通)

● 自主閱讀(可以自己搜尋資料，獲得更多資料)

比較2019-2020訪談歸納

● 戶外活動讓學生對於課程都有期待

● 學生喜歡課堂有互動

● 用ipad打字，字體工整

● ipad有手寫及語音功能可協助學習

● ipad可順時搜集資料及做報告

● ipad會讓學生分神

● 用IG分享能獲得成功感



(六) 結論：

根據問卷及訪談數據顯示，學生對於以ipad作為課堂輔助工具及教學法上的調節
均有正面的回饋。成效對於具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言語障礙、讀寫障礙及自閉
症)相對顯著：

1、 緩衝言語障礙及自閉症這類不善於表達學生的學習限制

ipad作為課堂輔助工具，能有效緩衝言語障礙及自閉症這類不善於表達學生的學
習限制，很多時候他們有問題亦不敢發問，而ipad正正能協助他們當遇上不懂的
字可以用語音導讀，遇上不明白的問題或想了解圖像都可以上網搜尋；以視藝為
例，學生在課堂中透過ipad觀看老師提供的圖片或自行上網搜尋，最後作品成果
明顯地比起沒有使用ipad時的好，由此可增加他們的創作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從而增加了他們的學習自信。

2、 協助讀寫障礙學生解決書寫、認字及讀字的困難

讀寫障礙學生對於認讀書寫較弱，ipad的語音及語音導讀功能亦能協助學生解決
書寫、認字及讀字的困難，當遇上不會寫或不會讀的字或句子時能馬上運用語音
搜找，不用每次需要舉上問老師。同時亦能放大縮小字體，更能有效協助閱讀。

3、 協助缺乏次序感的學生有系統地處理資料文件

對於書寫及資料整理欠缺乏次序感的學生，ipad能有秩序地分類、儲取資料方
便、字體工整及不容易遺失的特性能有效地協助學生處理資料文件，例如字體完
整，寫句子不會東傾西斜，比較紙本亦容易儲取而不容易遺失，因些ipad作為資
料整理工具，讓學生不抗拒處理多文件的資料文件。

4、 教學法上的調節獲得學生的認同(增加互動活動、走出課室、分組討論、利用
QR code於google drive及自主閱讀)

課堂的互動活動，同學不只單單對著書本看書，讓課程變得不單一，增加學生在
課堂上的投入度；而透過分組討論則讓學生多了表達的機會，對於表達能力及溝
通及協助能力有一定的幫助，由其平時比較小表達的自閉症及言語障礙學生。而
學生自主閱讀亦增加了，學生期望能不用老師自己搜尋答案，亦能獲得更多資
訊。而部份學生對於走出課室都有期望感覺，在獲取知識上亦因此得以提升。最
後訪談亦可聽到部份學生在分組上的問題依舊存在。

(七) 使用建議：



利用多媒體介入輔助學習對於具學習需有能有效促進學生學習，而根據我們的
研究問卷、訪談數據及教學經驗所得，在使用以ipad作為課堂輔助工具及教學法
的調節上，我們有以下五項使用建議：

1. 作為輔助工具使用
老師方面，可用來輔助一般正式教學之不足，而不是用來取代一般正式教學，
例如利用ipad來編製及發放教材，也可以用來展示教學、藝術賞析、音樂欣賞等
教學活動。而在學生方面，可用透過ipad的輔助來進行語音讀字及手寫打字、畫
圖、溝通、查字典、找資料及整理資料等活動

2. 建立使用規則
老師可根據自己科目的特性建立規作，訓練學生自己於流動車上儲取ipad；並按
ipad己經編制好的號數(1-30)，學生則按自己於該班別的編號於流動車上儲取相
同編號的ipad。上課或分組時，老師亦可制定簡單規則讓學生知道甚麼時候可以
使用或甚麼時間不可以使用或者老師自行學習MDM管理。

3. 建立「學科課程共用資料庫」
老師可利用QR code配合Google Drive 建立「學科課程共用資料庫」，並將每個單元
的資料根據議學科的性質分別，將相關的學習資料發放於Google Drive的「學科課
程共用資料庫」，方便老師自己上課使用及學生溫習使用。

4. 分配任務指引
老師無論在簡報專題製作或分組活動等，都可為學生設計一些指引，並一步步引
領學生進行；例如在製作專題簡報時，可讓學生了解相關的軟件特性並製作簡單
的文字處理，再慢慢引導學生如何加入圖片，如何有效地搜尋資料(例子1)。而進
行分組活動時，老師亦可按學生能力進行角色分配，預先在分組時為學生安排角
色有助減小學生在合作時的磨擦。

5. 走出課室提升學生對課堂的期望感
在訪談中我們發現學生對於走出課室具有相當的期望，老師可在每學期設計讓
學生走出課室的機會，訪談中最明顯的是學生在整個單元中，對於走出課室所學
的印象最為深該，能在過程中更深刻地了解其學科知識，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缺點：
1. 需要比較昂貴的設備，學生未必有一人一機
2. 教學者及學習者需要學習額外使用多媒體技巧
3. 課程及教材設計費時
4. 限制副學習
5. 學習過程有機會減小實體人際溝通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