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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於國文課程之教學實踐

應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於國文課程
之教學實踐

蔡娉婷*

摘要

混合式學習與ePUB3電子書為近年來相當受教育界矚目的學習方法
及教材，因此本研究整合此兩項題材，以創新國文課程教案及教材，提

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在教學實踐部份，本研究運用此兩項題材於玄奘大

學大一國文課程的創新教學，並透過課後測驗及問卷調查等，檢視此

融合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與傳統學習的國文課程教學成果。結果顯
示，此融合式國文課程教學，確實可以增加學生的閱讀教材及參與學習

興趣，進而提升其閱讀效率及學習成效。最後，反思教學成果，本研究

將檢討實務教學成效，並修正課程教案教材，俾使提升國文課程的教學

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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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線上學習（e-Learning）範疇中的混合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Bonk & Graham, 2006）已在國內外成為大眾熟知且接

受的學習方法，其重點是將線上學習環境整合到教學系統中、並搭

配師生面對面的互動，以提升教與學的效率。此外，在線上學習環

境中，透過合適的方式將教材內容傳遞給學生，可以增進其學習興

趣、提高其閱讀意願。一般而言，目前已經有許多教材內容傳遞機

制，包括網際網路（internet-based）、多媒體（multimedia）、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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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ity）等，而標準化的ePUB3電子書、eBook（ePUB3 Overview, 

2011）也於2011年被制定出來，其強大的Web技術功能，例如多樣化

版面、多媒體嵌入、互動性功能、動態式呈現、以及閱讀行為追蹤

等，不僅可滿足不同領域的出版需求，更因此而被教育界所重視，

以期待能提供更便於學習活動進行以及教材內容傳遞的線上學習環

境。

據此，本研究統整混合式學習以及ePUB3電子書此兩項題材，

瞭解其可能帶來的教學創新機會包含有：

第一，混合式學習鼓勵學生依自己的喜好或習慣（於教室外

或課堂上）閱讀教材內容，教師則在課堂上提供必要的解說或個別

的指導；雖然閱讀教材是在線上完成，但教師可提供機動的面對面

支援，例如小組教學、分組討論、以及個別輔導；如此的混合式學

習，既能彌補學生線上閱讀時可能產生的理解困擾，也能提供其足

夠的自主學習空間，因此被視為是最能激發學生潛能的一種學習方

式。

第二，運用ePUB3電子書於混合式學習，不僅提供學生豐富且

多樣化的閱讀教材方式，更能透過豐富的Web技術功能，滿足教育領

域所需要的便利學習活動進行以及教材內容傳遞環境；例如，除了

一般性文字與圖片外，還可以包括有影片、參考連結、語音導讀、

自動輪播、作業練習、分組討論、考試測驗、以及閱讀追蹤等功

能，而使(1) 教材內容更生動且具有閱讀互動性；(2) 教材內容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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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元，例如依據特定時間、順序、位置、或重覆呈現；(3) 教學環

境更利於師生互動，例如依據閱讀追蹤，可以瞭解學生閱讀情形以

協助教師提供必要解說或個別指導。

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此一議題，也就是針對上述的教學創新機

會，透過混合式學習使學生能捲入教學情境中，並與傳統學習課程

的融合，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其學習成效。在教材部份，

本研究將運用獨特的ePUB3電子書教材，以增加學生的閱讀興趣及效

率，並透過後端追蹤功能，有效掌握學生教材閱讀、習題作答等學

習狀況，以提供必要輔導、增進其學習參與及成效。接著，本研究

將運用所提出的課程設計及ePUB3電子書教材於玄奘大學大一國文課

程的創新教學，並經由實際的教學與評量，以驗證其增加學生閱讀

教材及參與學習興趣、提升其閱讀效率及學習成效。

本文將於第貳章中，針對本研究的教學理念與特色，做背景介

紹及說明。接著在第參章中，說明教學實務設計與實施，其中包括

課程設計、課程教材、實務教學等內容。第肆章則說明教學成果，

以驗證本研究的成效。第伍章則為結論與反思。

貳、教學理念與特色

一、教學理念

混合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為2006年由學者Bonk以及

Graham提出（Bonk & Graham, 2006）而被關注，強調結合多媒體輔

助教學與傳統教學並進的方式，其中包含多種執行模式（顧大維，

2010；鄒景平，2003；Kharbach, 2014），例如︰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轉動模式（station rotation model）、實驗室模式（lab 

rotation model）、彈性模式（flex model）、遠距模式（on line）等

五種，目前在美國公立大學中，已有79% 的學校採用混合式學習，

並獲致良好的成效【美國新媒體聯盟（NMC），2016】。

在統整混合式學習以及ePUB3電子書此兩項題材，並瞭解其所

可能帶來的教學創新機會後，本研究提出一個相當具創新性的「應

應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於國文課程之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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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於國文課程」論述，並以此論述為核心、

達成「強化學生實用中文寫作能力」為目標，做為教學理念 （也就

是「應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於國文課程、以強化學生實用中文

寫作能力」的教學理念）。

因此，本研究將針對ePUB3電子書教材規劃及製作、應用ePUB3

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於課程單元、融合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與傳統

學習等議題進行探討，並有以下的教學目標：(1) 應用ePUB3電子書

混合式學習，使學生能有效捲入教學情境中，強化學生的實用中文

寫作能力，並與傳統學習課程融合，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

提升其學習成效；(2) 規劃及製作ePUB3電子書教材，以透過其Web

技術功能，增加學生的閱讀興趣以及效率，並透過後端追蹤功能，

有效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以提供必要輔導、增進其學習參與以及

成效。

本文後續內容即為本研究依據教學理念而完成的課程設計及教

材製作，並運用於玄奘大學大一國文課程創新教學的成果展現，以

展示達成教學理念目標的具體成效。

二、課程特色

本課程以傳統學習模式的國文課程內容為基礎，融合ePUB3電

子書混合式學習課程單元與傳統學習課程單元、以達成本研究的教

學目標，並具備以下四項特色：

（一）實用中文寫作國文課程內容

由於近年來高等教育極重視學生所學的學用合一，因此本研究

的國文課程以中文寫作訓練做為授課內容，各課程單元以培養學生

實用中文寫作於職場環境的能力做為教學目標。因此，課程內容設

定以培養學生的「重點剖析」、「事理敘述」、「情境設計」等能

力為主，包含有「筆記、摘要」（重點剖析）、「書信、新聞、公

文」（事理敘述）、「簡報、企劃、劇本」（情境設計） 等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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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寫作單元。此外，為了增進學生學習的邏輯思考能力，亦規劃有

「心智圖法」單元，以訓練學生對資料進行組織、過濾、以及重組

的寫作基礎能力。而校外專家的 「專題演講」單元，則可增進學生

對於新聞務實運作的瞭解。「期末影音製作成果發表」單元，則可

訓練學生運用所學習到的故事設計、劇本寫作等內容，增進其綜合

應用寫作的能力。最後，為了評量教學成效，亦另外規劃「期初前

測（瞭解學生基本寫作概念）、期末後測」等評量活動。

（二）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課程單元

為了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本研究於傳統學習模式下，運用

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模式於部份課程單元，使課程能透過學生未

曾體驗過的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模式，增加其閱讀教材、參與學

習活動的興趣。課程單元實施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模式的規劃如

下：

1. 彈性式混合學習︰為了使學生熟悉ePUB3電子書的閱讀及

上課模式，首先從重點剖析及事理敘述單元中，挑選出康乃爾筆記

法、書信寫作、企劃書寫作、公文寫作等單元，實施以老師為核

心、協助學生依自己喜好或習慣閱讀教材內容的彈性式混合學習模

式。

2. 翻轉式混合學習︰在學生較熟悉ePUB3電子書的閱讀及上

課模式後，為了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寫作的能力，從重點剖析及情境

設計單元中，挑選出摘要寫作、劇本設計等單元，實施以學生為核

心、協助學生上課前預讀教材內容以及上課時分組討論以深化寫作

思考與訓練的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

（三）融合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課程單元與傳統學習課程單元

為了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提升其學習成效，本研究將

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課程單元融合於傳統學習課程單元，使課程

能透過學生已熟悉的傳統學習以及未曾體驗過的ePUB3電子書混合式

學習的相互運用，保持學生對課程進行的新鮮感，進而維持其閱讀

應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於國文課程之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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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參與學習活動的興趣。課程單元實施的學習模式規劃如下：

各單元以實施學生熟悉的傳統學習模式為主，其間穿插ePUB3電子書

混合式學習、並以間隔1～2週進行乙次為原則，以使學生保持對課

程進行的新鮮感。

（四）強大Web技術功能的ePUB3電子書教材

ePUB3電子書以Web技術為基礎，功能強大且可應用於不同領

域，例如其採用的HTML5機制可以提供相當豐富的多樣化版面，

而JavaScript元件可以提供完整的互動性功能以及閱讀行為追蹤等；

此外，ePUB3電子書也是開放式格式，且支援多國語言 （例如，日

文、韓文、以及繁／簡體中文），因此已經被國際標準組織ISO/IEC 

JTC1 SC34（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Subcommittee for Document 

Description and Processing Languages）認證為國際性通用標準電子書

格式ISO/IEC TS 30135（ISO/IEC TS 30135, 2017）。如同前述所言，

運用ePUB3電子書於混合式學習，可提供便利的學習活動進行以及

教材內容傳遞環境，例如：除了一般性文字與圖片外，還可以包括

有影片、參考連結、語音導讀、自動輪播、作業練習、分組討論、

考試測驗、以及閱讀追蹤等功能，而使(1) 教材內容更生動且具有閱

讀互動性；(2) 教材內容的呈現更多元，例如依據特定時間、順序、

位置、或重覆呈現；(3) 教學環境更利於師生互動，例如依據閱讀追

蹤，可以瞭解學生閱讀情形以協助教師提供必要解說或個別指導。

參、教學實務設計與實施

一、課程設計

本課程為玄奘大學大一國文課程，上課時間為每週五10:10～

12:00，共有65位社會科學院學生選課，地點為一般教室及電腦教

室，並有一位助教協助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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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具備重點剖析、事理敘述、情境設計的能力，其中(1) 

透過康乃爾筆記法、摘要寫作等單元，培養重點剖析能力；(2) 透過

書信寫作、公文寫作、新聞稿寫作等單元，培養事理敘述能力；(3) 

透過簡報設計法、企劃書寫作、劇本設計等單元，培養情境設計能

力。

（二）課程單元、學習活動

如表1所示，此課程共計18週時間，融合傳統學習與ePUB3電

子書彈性式／翻轉式混合學習 （標示★為實施「彈性式」混合式學

習、標示⊙實施「翻轉式」混合式學習），共規劃有符合職場環境

寫作需求的「康乃爾筆記法、書信寫作、公文寫作、新聞稿寫作、

摘要寫作、簡報設計法、企劃書寫作、劇本設計」等寫作單元。

表1 
課程大綱（各單元實施項目）

 週次 日期 單元進度       學習模式      教室     評量
 第 1 週 09/22 課程說明、應用寫作能力前測 傳統學習 一般教室 期初前測
 第 2 週 09/29 心智圖法 傳統學習 一般教室 無
 第 3 週 10/06 ★康乃爾筆記法（重點剖析） 彈性式混合學習 電腦教室 課後測驗
 第 4 週 10/13 心智圖及筆記法應用 傳統學習 電腦教室 無
 第 5 週 10/20 ★書信寫作（重點剖析） 彈性式混合學習 電腦教室 課後測驗
 第 6 週 10/27 書信寫作-補充說明 傳統學習 電腦教室 無
 第 7 週 11/03 ⊙摘要寫作（重點剖析） 翻轉式混合學習 電腦教室 課後測驗
 第 8 週 11/10 摘要寫作-補充說明 傳統學習 電腦教室 無
 第 9 週 11/17 ★企劃書寫作（情境設計） 彈性式混合學習 電腦教室 課後測驗
 第10週 11/24 企劃書寫作-補充說明 傳統學習 電腦教室 無
 第11週 12/01 ★公文寫作（事理敘述） 彈性式混合學習 電腦教室 課後測驗
 第12週 12/08 簡報設計法（情境設計） 傳統學習 一般教室 課後測驗
 第13週 12/15 新聞稿寫作（事理敘述） 傳統學習 一般教室 課後測驗
 第14週 12/22 專題演講︰新聞稿撰寫技巧 傳統學習 一般教室 無
 第15週 12/29 ⊙劇本設計（情境設計） 翻轉式混合學習 電腦教室 課後測驗
 第16週 01/05 劇本作業評析 傳統學習 電腦教室 無
 第17週 01/12 期末複習、應用寫作能力後測 傳統學習 一般教室 期末後測
 第18週 01/19 期末影音製作成果發表 傳統學習 一般教室 無

應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於國文課程之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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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實施前後特別規劃有「作業觀

摩、同儕互評」等活動，以加強學生的學習成效。而「心智圖法、

課外簡報比賽、專題演講、成果發表」等學習單元，則可擴大應用

層面，增進學生的綜合實務寫作能力。最後，為了評量教學成效，

亦另外規劃「期初前測、期末後測」等評量活動。

至於各個單元的學習活動，則依據其所實施的學習模式而制

定，表2為實施傳統學習模式的各單元學習活動及其特性規劃，表3

及表4則分別為實施彈性式及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的各個單元學習活

動及其特性規劃。

（三）混合式學習課程單元的學習活動參與追蹤

由於運用ePUB3電子書於混合式學習，不僅提供學生豐富且多

樣化的閱讀教材方式，更能透過其閱讀及行為追蹤功能，瞭解學生

閱讀教材、參與學習的情形。例如：(1) 實施彈性式混合學習模式

時，透過閱讀追蹤功能，可以瞭解學生是否有依時間規定進行教材

內容的閱讀；(2) 實施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時，透過行為追蹤功能，

可以瞭解學生是否有依時間規定參與分組討論的活動。由於教材內

容閱讀或學習活動參與的情形，也意味著學生是否融入課程學習，

教師可根據參與情形做出即時回應，例如個別提醒或班級解說，以

掌握班級整體學習氛圍、提升學生參與學習的意願。因此，針對各

個實施混合式學習模式的課程單元，均於課程進行過程中，啟動閱

讀及行為追蹤功能以瞭解學生閱讀教材、參與學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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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傳統學習課程單元學習活動設計

課程名稱   中文寫作應用單元

 上課開始時 上課時  上課結束前

     課後測驗
傳統學習 老師說明  老師講授（學生閱讀）教材
     （僅限簡報設計法
模式 課程及教材 學生課間練習
     及新聞稿寫作）

 助教協助  助教協助  助教監督

    特性
學習活動
 學習方式 學習型態 學習模式 學習地點 學習時間 學習資源

課前說明 班級方式 老師說明 面對面 一般教室 10分鐘 助教

講授教材 班級方式 老師講授 面對面 一般教室 60分鐘 助教

課後測驗 個別方式 學生回答 面對面 一般教室 20分鐘 助教

表3 

彈性式混合學習課程單元學習活動設計

課程名稱    中文寫作應用單元

 上課開始時  上課時   上課結束前

 老師說明  學生閱讀教材 老師     

 課程及教材 老師協助／指導 補充講授

 助教協助  老師及助教協助 助教監督

             特性
學習活動
 學習方式 學習型態 學習模式 學習地點 學習時間 學習資源

課前說明 班級方式 老師說明 面對面 電腦教室 10分鐘  助教

閱讀教材 個別方式 學生閱讀 線上操作 電腦教室 35分鐘  老師及助教

補充講授 班級方式 老師講授 面對面 電腦教室 25分鐘  老師及助教

課後測驗 個別方式 學生回答 線上操作 電腦教室 20分鐘  助教

應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於國文課程之教學實踐

彈性式

混合學習

模式

學生寫作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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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評量

本課程的學習評量以檢測學生學習重點剖析、事理敘述、情境

設計等能力的成效為主，因此包含以下評量措施：

1. 形成性評量：各寫作單元課後學習成效評量

有關課程單元的課後學習成效評量，由於本課程著重於學生重

點剖析、事理敘述、情境設計等三個面向的能力培養，因此如表1所

示，針對各個寫作單元、於學習活動結束後進行測驗或指定作業，

以驗證學生對於單元著重的特定面向能力培養的學習成效。此測驗

／作業以問答題方式進行，評量標準則以「評量尺規」（Rubrics）

方式規範，尺規中包含有適當的評量項目以及各項目的評量級距與

分數區間，使本研究可以透過各評量項目及整體成績表現，瞭解學

生的學習成效。

2. 總結性評量：期末後測 

表4 

翻轉式混合學習課程單元學習活動設計

課程名稱    中文寫作應用單元

 上課前 上課開始時 上課時   上課結束前

  老師 學生 學生補充閱讀 老師 學生

  說明課程 預讀測驗 老師協助/指導 補充講授 分組討論

  助教協助 助教監督 老師及助教協助   助教監督

                特性
學習活動 
 學習方式 學習型態 學習模式 學習地點 學習時間 學習資源

預讀教材 個別方式 學生預讀 線上操作 學校外 七天 

課前說明 班級方式 老師說明 面對面 電腦教室 05分鐘 助教

課前測驗 個別方式 學生回答 線上操作 電腦教室 05分鐘 助教

補充閱讀 個別方式 學生閱讀 線上操作 電腦教室 20分鐘 老師及助教

補充講授 班級方式 老師講授 面對面 電腦教室 20分鐘 老師及助教

分組討論 分組方式 學生討論 線上操作 電腦教室 20分鐘 老師及助教

課後測驗 個別方式 學生回答 線上操作 電腦教室 20分鐘 助教

翻轉式

混合學習

模式

學生

預讀教材 

學生寫作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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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後測於第17週、以問答題方式進行，以驗證學生三個面向

的學習成效（也就是對於重點剖析、事理敘述、情境設計等三個面

向的實用中文寫作能力）。此測驗也是以問答題方式進行，評量標

準同樣以「評量尺規」（Rubrics）方式規範，尺規中包含有適當的

評量項目以及各項目的評量級距與分數區間，使本研究可以透過各

評量項目及整體成績表現，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

3. 學習態度評量

學習是個不斷累積的歷程，並非只有結果。在學期進行過程

中，學生的學習態度，亦至為重要。此面向的評估，以達成本課程

的核心能力為目標，並透過出席情形、課堂參與、團隊合作、溝通

協調、問題解決等表現，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

（五）學習滿意度

本課程的學習滿意度調查，以檢測學生對於透過ePUB3電子書

混合式學習模式進行學習的滿意度為主，因此包含以下滿意度調查

措施：

1. 混合式學習課程單元的問卷調查

由於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為一種創新性的學習模式、學

生未曾體驗過，因此也於各個實施混合式學習模式的課程單元結束

後，針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學生對於透過ePUB3電子書混合

式學習模式進行學習的自我成效評量及滿意度。

2. 期末問卷調查 

由於融合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課程單元與傳統學習課程單

元為一種創新性的學習模式、學生未曾體驗過，因此也於期末後測

結束後，針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學生對於融合ePUB3電子書

混合式學習課程單元與傳統學習課程單元的學習模式的滿意度。

應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於國文課程之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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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教材

本課程中，實施傳統學習的各個單元均使用傳統簡報教材，實

施混合式學習的各個單元，均使用本研究依據教學需求而自行規劃

製作的ePUB3電子書《應用寫作一本通》（蔡娉婷，2018）。此教材

內容為本研究自106年3月起，實施ePUB3教材規劃，自行開發設計之

數位教材，共計七個單元，分別為︰康乃爾筆記法、書信寫作、摘

要寫作、企劃書寫作、公文寫作、故事設計、劇本寫作。教材共分

兩冊：其一為教材內容，供課程教學使用，另一為測驗內容，以供

課後測驗使用。圖1至圖6為教材封面、序、編輯說明、目次及部份

頁面，而每個單元均於起始頁敘明其學習目標及課程大綱、內容則

除了文字圖片等基本素材外，亦使用了影片播放、參考連結、自動

輪播、作業練習等功能。

三、實務教學

在完成課程設計及教材製作後，本研究接著即運用此課程設

計及教材於玄奘大學大一國文課程的實務教學；此課程有65位學生

選課，最後有51位學生完成修習（取得成績），年齡為18至20歲之

間，未曾有使用ePUB3電子書的經驗。在學校教務平台的協助下，本

研究於學期的18週時間內依序完成各週次的教學工作；首先於第1週

上課時，對學生介紹教學大綱、學習目標、各單元實施模式、學習

活動與教材，以及進行期初前測以瞭解學生基本寫作概念；之後的

第2及4週時間則為心智圖法介紹以及同儕觀摩互評，培養學生對資

料進行組織、過濾、以及重組的寫作基礎能力。各寫作單元依序進

行，最後完成第17、18週的期末後測、成果發表等單元。

（一）傳統學習課程單元學習活動成果

傳統學習課程單元之上課地點為一般教室，主要目的為補充說

明ePUB3電子書上課中可能遇到的學習狀況，視學生不同之學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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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接受提問，並將電子書數位敘事作業擇優與學生分享。因此本

研究於隔週實施傳統面對面之學習活動，可以補足學生運用ePUB3電

子書後印象之加深。另外實施課內簡報觀摩、課外之簡報比賽，使

學生能透過實務練習的參與，凝聚向心力，增進其學習意願。

（二）彈性式混合學習課程單元學習活動成果

如表3所示，彈性式混合學習課程單元以教師為核心、協助學生

依自己喜好或習慣閱讀ePUB3電子書教材內容，必要時教師再補充講

授教材內容，因此學生有足夠的自主學習空間，教師亦能即時解決

學生閱讀時可能產生的理解困擾，故而被視為是最能激發學生潛能

的一種學習方式。此外，也由於學生須操作ePUB3電子書以閱讀教材

內容，透過將其捲入閱讀豐富且多樣化的教材方式，減少其分散注

意力的機會，增進其閱讀教材的興趣及意願。

圖1 《應用寫作一本通》封面

應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於國文課程之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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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應用寫作一本通》作者自序

圖3《應用寫作一本通》編輯說明及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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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每單元先明訂學習目標及大綱

圖5 教材包含參考連結、作業練習

應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於國文課程之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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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本課程針對各個實施彈性式混合學習課程單元，

均於課程進行過程中，啟動閱讀追蹤功能以瞭解學生閱讀教材的情

形。因此本研究可以透過此追蹤功能，瞭解學生是否有依時間規定

進行教材內容的閱讀，並做出即時回應，例如個別提醒，以維持學

生閱讀教材的氛圍。 

（三）翻轉式混合學習課程單元學習活動成果

如表4所示，翻轉式混合學習課程單元以學生為核心、協助學生

上課前預讀ePUB3電子書教材內容以及上課時分組討論以深化寫作思

考與訓練，必要時再補充講授教材內容。因此學生於課前即開始自

主學習，而教師亦能於上課時即時解決學生預讀教材內容時可能產

生的理解困擾，且透過分組討論方式更能深化其寫作思考的訓練，

因此是目前相當受教育界矚目的一種學習方式。此外，也由於學生

不僅須閱讀ePUB3電子書，更須參與分組討論，透過將其捲入閱讀教

圖6 教材包含影片播放，自動輪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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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及參與討論的方式，更能凝聚其注意力、增進其參與學習的興趣

及意願。

此外，如同彈性式混合學習課程單元，本課程針對各個實施翻

轉式混合學習課程單元，均於課程進行過程中，啟動閱讀及行為追

蹤功能以瞭解學生閱讀教材、參與分組討論的情形。

肆、教學成果

一、學習成效評量成果

（一）形成性評量：各寫作單元課後學習成效評量成果

有關課程單元的課後學習成效評量，由於本課程著重於學生

中文寫作能力的培養，因此針對各個寫作單元、於學習活動結束後

進行測驗，以驗證學生對於單元著重的特定面向寫作能力培養的學

習成效。而測驗以問答題方式進行，評量標準則以「評量尺規」

（Rubrics）方式規範，尺規中包含有適當的評量項目以及各項目

的評量級距與分數區間，使本研究可以透過各評量項目及整體成績

表現，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以課程第15週的「劇本設計」單元為

例，表5顯示了各評量項目及整體成績的最高、最低、以及平均分

數，其中各評量項目以及整體的平均成績皆達到80分左右，而最低

分數亦有52分以上，可見學生的劇本設計學習成效是相當不錯的。

（二）總結性評量：期末學習成效評量成果

期末後測於第17週，以問答題方式進行，驗證學生重點剖析、

事理敘述、情境設計等三個面向的實用中文寫作能力。此測驗也是

以問答題方式進行，評量標準同樣以「評量尺規」（Rubrics）方式

規範。表6顯示了期末後測各評量項目及整體成績的最高、最低、以

及平均分數，而表7則顯示各評量項目成績的人數及百分比。從表6

可知，各評量項目的整體平均成績為81分，而從表7可知，各評量項

應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於國文課程之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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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表現欠佳（40分或以下）的人數均只有1人（2%），可見學生的三

個面向學習成效相當不錯。

（三）學習態度評量成果

學習是個不斷累積的歷程，並非只有結果。在學期進行過程

中，學生的出席情形、學習態度，亦至為重要。表8為本課程1～17

週的學生出席情形（每週每位學生出席得6分，當週出席總得分除

以修習總人數為出席平均分數）以及修習總人數的整體出席平均分

數，而從表8可知，本課程的各週學生出席狀況良好（平均82% 出席

率，4.9/6.0），特別是愈接近期末時出席狀況愈顯改善，顯見學生的

整體學習態度良好，對於本課程抱持認真學習的態度。

表5 

劇本設計單元測驗評量成績

    項目 劇本格式 角色塑造 情境掌握 故事創意 整體成績

最高分數 100 98 98 96 98

平均分數  82 80 81 78 80

最低分數  54 57 60 52 56

表6 

課程期末後測評量成績

 重點剖析 事理敘述 情境設計 
   項目    整體成績
 （35%） （35%） （30%）

最高分數 35 35 28 98

平均分數 29 29 23 81

最低分數 20 20 1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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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滿意度成果

（一）混合式學習課程單元的問卷調查結果

由於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為一種創新性的學習模式、學生

未曾體驗過，因此於各個實施混合式學習模式的課程單元結束後，

針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學生對於透過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

習模式進行學習的自我成效評量及滿意度。以課程第15週的〈劇本

設計〉單元為例，此問卷調查針對使用ePUB3電子書及翻轉式混合學

習，共設計有12道選擇題，分為三類：(1) 使用ePUB3電子書；(2) 使

用翻轉式混合學習；(3) 整體滿意度。尺規部份則採用7等級的李克特

量表（seven-point Likert scale），其中最低等級為「非常不好」（得

0分）、而最高等級為「非常良好」（得6分）。如表9問卷調查結果

所示，對於使用ePUB3電子書以及翻轉式混合學習，學生的反應平均

皆達到「良好」等級以上，可見學生普遍對於使用ePUB3電子書以及

表7 

課程期末後測評量成績人數（百分比）

 極佳 佳 可 欠佳 不全

分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項目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重點剖析（35%） 18（35%） 26（51%） 6（12%） 1（2%） 0（0%）
事理敘述（35%） 16（31%） 29（57%） 5（10%） 1（2%） 0（0%）
情境設計（30%） 3（6%） 23（45%） 24（47%） 1（2%） 0（0%）

表8 

學生出席情形

1-17週出席平均分數 （每週每位學生出席得6分，當週出席總得分除以 
                 平均
全班總人數為出席平均分數） 
                 分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5.2 5.2 5.1 5 4.9 4.6 3.8 5 4.2 4.5 4.3 4 4.4 5.6 5.7 6 5.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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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式混合學習，是感到滿意且有成效的。

表9 
劇本設計單元問卷調查結果

問題  平均 標準
                           問題內容
性質  分數 差

 第一頁中所嵌入的課程簡介影片，是否讓你對於學 
  5.69 1.08
 習故事與劇本寫作有基本概念？

 單元中間的小測驗，是否讓你對「故事設計、劇本
  5.77 1.03
 寫作」加深印象？
 
使用 電子書穿插使用的影片補充解說，是否對你瞭解本 
  5.54 1.24
ePUB3 單元內容有幫助？
  
電子書 單元中使用的超連結說明功能，是否讓你對於瞭解
  5.83 1.15
 該名詞，有更深的認識？
 
 劇本文字和影片呈現，互相搭配，是否讓你對二者
  5.68 1.29
 之間的關係有更清楚的認知？
 
 「三幕劇」怎麼分割、起承轉合怎麼分配，用小動 
  5.78 0.97
 畫的方式重複播放，你覺得是否更容易理解？
 
 與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
使用  5.64 1.06
 上課，是否讓你覺得更有學習效率？
翻轉式
 與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
混合
 式上課，是否讓你覺得更以你為核心、提供你更 5.81 0.99
學習
 能自己掌控學習的學習環境？ 
 與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

 式以及ePUB3電子書上課，是否更能提高你的學 5.74 1.21
 習興趣？
整體 
 與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使用翻轉式混合學習模
滿意度
 式以及ePUB3電子書上課，是否更能提高你對課 5.72 1.08
 程內容的瞭解，進而提升你的學習成效？ 
 與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你會優先選擇採用翻轉
  5.53 1.13
 式混合學習模式以及ePUB3電子書上課的課程嗎？
註︰採用7等級的李克特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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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末問卷調查結果

由於融合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課程單元與傳統學習課程單

元為一種創新性的學習模式、學生未曾體驗過，因此也於期末後測

結束後，針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學生對於融合傳統學習與

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以及使用ePUB3電子書與混合式學習的

自我成效評量及滿意度。此問卷調查共設計有9道選擇題以及1道問

答題，分為四類：(1) 融合混合式學習與傳統學習；(2) 使用ePUB3

電子書；(3) 使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4) 綜合意見回饋（問

答題），其中選擇題的尺規部份也是採用7等級的李克特量表（0～6

分）。如表10問卷調查結果所示，不論是融合傳統與ePUB3電子書混

合式的學習、使用ePUB3電子書、或使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

學生的反應平均皆達到「良好」等級以上，可見學生普遍對於融合

傳統學習與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是感到滿意且有成效的，未來也

會優先選擇融合傳統學習與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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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融合傳統學習與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問卷調查結果
問題   平均 標準
                           問題內容
性質   分數 差

 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融合傳統學習與ePUB3電
融合傳統
 子書混合式學習的上課模式，是否更能提高你對課 5.36 1.33
學習與
 程內容的瞭解，進而提升你的學習成效？
ePUB3
 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融合傳統學習與ePUB3電
電子書混
 子書混合式學習的上課模式，是否能提高你學習的 5.73 1.05
合式學習
 興趣？

 跟傳統的上課方式比較，你會優先選擇融合傳統學
  5.86 0.92
 習與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的課程嗎？ 

 跟傳統的紙本書籍比較，使用ePUB3電子書，是否
  5.81 1.02
 讓你覺得閱讀書籍內容上更有效率？

使用 跟傳統的紙本書籍比較，使用ePUB3電子書，是否 

ePUB3 能提高你對書籍內容的瞭解，進而提升你的學習成 5.72 0.95

電子書 效？  

 跟傳統的紙本書籍比較，使用ePUB3電子書，是否
  5.82 0.98
 能提高你閱讀書籍內容的興趣？ 

 跟傳統的學習方式比較，使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

 學習，是否能提高你對學習活動的瞭解，進而提升 5.92 0.94
使用
 你的學習成效？
ePUB3
 跟傳統的學習方式比較，使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
電子書  5.88 1.06
 學習，是否能提高你參與學習活動的興趣？
混合式  
 跟傳統的學習方式比較，使用ePUB3電子書混合式
學習
 學習，是否讓你覺得更以你為核心、提供你更能自 5.75 1.05

 己掌控學習的學習環境？ 

註︰採用7等級的李克特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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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及反思

近年來，混合式學習以及ePUB3電子書相當受教育界矚目，其

應用成效也愈來愈受到肯定。本次作品即為本研究整合運用此兩項

題材，創新所教授的國文課程教案及教材，並實務教學於玄奘大學

106學年度第1學期大一國文課程的創新教學成果展現；而從教學評

量結果可以發現，不論是課程設計、教材製作、或是教學實踐，確

實可以增加學生閱讀教材、參與學習的興趣，並進而提升其閱讀效

率及學習成效。

由於融合傳統學習與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以及運用ePUB3

電子書與混合式學習為一種創新性的學習模式、學生未曾體驗過，

其課程設計、教材製作、或是教學實踐等內涵，將可以提供給數位

科技輔助教學的先進及同好參考，並期許未來如此豐富而多元的數

位輔助教學方式，能對線上學習領域產生更多正面的成效及影響

力。

最後，本研究反思本課程的教學實踐成果，對於運用ePUB3電

子書及混合式學習此一相當具創新性的教學嘗試，雖然成效尚稱不

錯，惟透過實務教學經驗、學生的學習活動參與及回應、學生的學

習成效及滿意度等回饋，深知完成此創新性教學的不易，特別是以

下幾點可視為是此創新性教學是否得以順利進行的關鍵因素：

第一，ePUB3電子書的設計須能配合學習活動的進行，將教材

內的知識透過ePUB3電子書的強大Web技術功能傳遞給學生，以增加

學生的閱讀興趣以及對教材內容的瞭解，進而提升其閱讀效率。由

於適當的使用ePUB3電子書功能（例如，影片播放、參考連結、語音

導讀、自動輪播、作業練習、分組討論、以及考試測驗等功能）可

以使教材內容的呈現更加生動、多元、且具互動性，因此如何嵌入

這些功能，以設計出便於學生閱讀、可增加其閱讀興趣以及對教材

內容瞭解的電子書，就成為非常重要的一項教學重點。

第二，課程進行時須能掌握學生學習氛圍，透過將學生捲入教

材閱讀、活動參與等方式，減少其分散注意力的機會，增進其參與

學習的興趣及意願。例如，傳統學習模式下，可以搭配課間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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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能透過實務練習的參與，凝聚其注意力、增進學習意願；而

在混合式學習模式下，學生依自己喜好或習慣閱讀ePUB3電子書教

材內容，教師則在課堂上提供機動的面對面支援，例如小組教學、

分組討論以及個別輔導，使學生有足夠的自主學習空間，教師亦能

即時解決學生的理解困擾或是深化其寫作思考的訓練；最後，在混

合式學習模式下，ePUB3電子書的閱讀及行為追蹤功能可以協助瞭解

學生閱讀教材、參與學習的情形，使教師針對狀況不佳的學生做出

即時回應，例如個別提醒或班級解說，以維持學生或班級的學習氛

圍。

第三，課程設計時，須能適度的融合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

課程單元與傳統學習課程單元，透過學生已熟悉的傳統學習，以及

未曾體驗過的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的相互運用，保持學生對課程

進行的新鮮感，維持其閱讀教材、參與學習活動的興趣。例如，課

程單元實施的學習模式可規劃為：各單元以實施學生熟悉的傳統學

習模式為主，其間穿插ePUB3電子書混合式學習、並以間隔1～2週進

行乙次為原則；其中，為了使學生熟悉混合式學習的閱讀及上課模

式，可以先實施以老師為核心、協助學生依自己喜好或習慣閱讀教

材內容的彈性式混合學習模式；之後再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寫作能

力為目標，實施以學生為核心、協助學生上課前預讀教材內容以及

上課時分組討論以深化寫作思考與訓練的翻轉式混合學習模式。

因此，本研究將持續透過實務教學經驗、學生學習活動參與及

回應、學習成效及滿意度等回饋的檢討，掌握上述三項關鍵因素，

從課程設計、教材製作或教學方式，改善傳統的教學法，使國文、

中文應用寫作這樣的傳統課程，有了數位科技創新媒材的輔助後，

注入創新而更有成效的教學方式，使學生的學習更有感，更能提升

學生實用中文寫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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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ractice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ePUB3 eBook-based Blended Learning in 

Chinese Classes

Tina Pingting Tsa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lended learning and ePUB3 eBooks have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learn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in all education sectors. 

To improve stud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se two 

themes with the aim of innovating teaching plans and learning materials 

of Chinese courses by applying them in practice as a teaching method of a 

Chinese course in a university. For assessments, post-class/semester test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reviewed to validate the integrated effects of the 

blended and traditional learning models in Chinese cour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pplying such an integrated learning approach to Chinese 

courses can actually increase students’ interests in reading and learning, 

and thus improve their reading efficiency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inally, reflecting on teaching outcomes, this study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s in Chinese courses through reviews 

and revisions of curriculum designs and learning materials based on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s and its effects.

Keywords:  ePUB3 eBook, Chinese course, practical teaching, blend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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