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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學與基礎醫學的創新教學：

運用課堂實作及線上應用程式於教學

王淑綺*

摘要

本文是以作者於大學任教之「生理學」、「基礎醫學」及「通識」

課程為例，彙整近年於教學所開發應用之創新教學資源成效。目的在於

探討如何以多元創新教學法於不同課程中適時轉換，藉以引發學生學習

動機，提升學習成效，並減少授課教師負擔。受試者為本校醫學與非醫

學相關學生，約40～120人，採活動導向學習法（activity-based learning, 
ABL）及微翻轉教室（mini-flipped classroom）為主的教學法，包括：破
冰之旅、有效分組、創意課堂實作、線上互動工具、活動報告及線上集

點卡六大亮點。結果顯示此法能有效增進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增進師

生互動，改善教學現場氛圍，並能提升學習成效，為一具實用性的創新

教學法。

關鍵詞： 生理學、活動報告、活動導向學習法（ABL）、基礎醫學、線
上互動教學與集點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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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個好的創新教學法，應可適用於各種課程且可因時制宜彈性調

整。本文所陳述之創新教學法，不同於傳統單科量身訂做的教學法，意

圖設計一個簡單、方便、低成本、低人力的創新教學法，同時又可跨科

目、跨領域通用於大部分基礎課程。期能擺脫以往翻轉教學中耗時、耗

力、耗費大量金錢、複雜卻又不受學生青睞的教學法，因而達到節省老

師時間與精力，增加學生興趣與學習成效的雙贏局面。

本文以「生理學」、「基礎醫學」及「通識」等生理醫學相關領域

科目為主軸，設計一系列的創新教學教案，並就近三年來實施成效良好

的創新教學法進行說明。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規劃創新教學的首要任務，便是要先瞭解任

教學生的來源、組成及基礎知識程度，以便能因材施教，針對問題著手

設計教案。以下就作者近年來任教的授課班級組成及所遇到的問題，進

行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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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科系

學士後中醫系

護理原民專班

長照原民專班

護理系在職進

修專班（夜間

部）

物理治療學系

醫學院共同基

礎核心必修

校本部通識課

程（非醫學院

學生）

學士後醫學系

外國學生專班

年級

一

一

一

二

一

不限

一

二

科目

（學分數）

生理學（4）
生理學實驗（1）

生理學（3）
生理學實驗（1）

生理學（2）

生理學（2）

基礎醫學概論（含

實作）（1）

心理與生理（2）
人體生理與健康

（2）

單元模組課程之生

理學部分

必／

選修

必

必

必

必

必

選

必

班級

人數

50

79

38

76

120

87
93

40

學生程度概況

頂尖公私立大學畢業高材

生，多已投入職場工作多

年，年齡約22～50歲。生
理在學校或補習班都已學

過，程度高，理解力強。

高中或高職畢，多為文

科、商設、或藝術畢業，

幾乎無基礎，理解力及學

習動機不強的原住民學

生。

從事臨床工作之護理人員

或剛從專科畢業之護生。

生理有基礎但程度不佳，

對基礎課程興趣不高。

修過解剖的大二學生，對

於生理有基礎程度，理解

力中上，也會認真唸書。

醫學院各系之大一新生，

大班混系上課。雖基礎弱

但有學習動機。

理工、電機、管理、傳

設、觀光、語文、原民學

院學生，對基礎醫學觀念

所知不多，學習動機也不

強。

臺灣邦交國學生，來自世

界各國，程度不一，上課

喜好發問討論，全英語授

課。

一、授課班級組成

表1 

106學年度任教科目及學生組成

生理學與基礎醫學的創新教學：運用課堂實作及

線上應用程式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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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授課班級組成變異頗大，學生程度及學習動機也不一

致，授課教師面對此一多元性，將不能再以同一種授課模式涵蓋全部課

程，必須適時轉換教學方法，經營好每一個班級。

二、在教學上常遇到的問題

教師想改變傳統教學方式走向創新，不外乎在教學上遇到了困境。

以下列出本文作者在課堂上常遇到的七大問題：

（一） 不同班級差異很大：同一門課，不同班級授課時數、學生程度及

用功程度不同，在教材及教法上該如何適時因應轉變？

（二） 學期初該如何破冰：學期初老師與同學間彼此都不熟，該如何在

短時間內讓大家彼此破冰認識並熱絡起來？

（三） 如何有效進行分組：在通識或系級混合的班級中，同學彼此互不

相識，下課後就各自解散，該如何在課堂有限時間內快速有效完

成分組？在系級混合的課程中，分組時同系成員總是為一組，個

體戶常分不到組也沒人要，該怎麼辦？

（四） 學習動機低落：學生學習動機低落，上課低頭滑手機，不抬頭、

也不聽老師在說甚麼。如何將學生的注意力拉回來，提升學習興

趣與動機？問問題得到冷回應，學生不想回答（沒有人回答），

怎麼辦？

（五） 大班上課難掌控：班級人數眾多點名不易，該如何有效掌控學生

出席狀況及學習態度？大班上課學習動機更低落，該如何適時抓

回學生的注意力？

（六） 考試成績太差：學生普遍考試成績太差，補考也成效不彰，該如

何有效提升學生成績？

（七） 期末報告打混仗：期末口頭報告好無聊，台上學生唸完了事，台

下學生滑手機做自己的事，該如何改變現況？小組內總是有人想

拿分又不做事，該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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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設計理念與理論基礎

本文提出的創新教學理念主要是以活動導向學習法（activity-based 

learning, ABL）為主軸，微翻轉教室（mini-flipped classroom）為執行方

針的教學方式。其課程設計的概念主要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 設計多元化課堂實作活動：教師於學期中依課程不同單元屬性設計

不同形式的課堂實作，藉以營造課堂活潑氣氛與新鮮感，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與熱情，促進課堂知識自然內化吸收與應用。

二、 學生活動設計報告：教師訂定規範，要求學生於主題報告中設計相

關活動與台下同學互動。學生在思考與設計活動的過程中，不僅能

激發團隊合作與創造力，更能藉此精進深入瞭解報告內容。

三、 應用線上科技：增加學習興趣，減輕老師負擔，老師跟著學生一起

年輕。

中研院院士李琳山教授於去年初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指出，臺灣的教

育必須轉型才能進步。他認為，傳統大學課堂所講授的知識，必定無法

滿足學生畢業後，未來瞬息萬變的世界，因此該如何培養學生使其具有

更多的思考批判能力與靈活運用度，則是現今大學教師必須重新思考定

位的課題（鄒景雯，2017）。

著名的美國成人教育學家Knowles認為成人與兒童的學習動機不

同。成人因為有經驗累積及任務取向，因此其學習取向主要為自我導向

學習，並期望能立即應用所學於生活或職務上（黃富順，2005；Pappas, 

2013）。而在2012年科學人雜誌的文章中也提及，「興趣」與「熱情」

是促使學生能留在該領域繼續發展的主要原因（李名揚，2012）。

近年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的概念十分熱門（Bishop, 

2013）。教師於課前先將預錄好的上課影音檔或教案上傳雲端，並指

派作業讓學生於課前預習。教師於課堂上則不再進行講課，而僅發下學

習單，將課堂大部分時間留給學生小組討論，教師於課堂尾聲再進行問

題解析與說明。然而此種翻轉教學方式，對臺灣大部分的老師與學生而

言，無疑是一種額外的負擔。學生還是習慣老師傳統講課的方式。但以

學習理論觀點來看，傳統講課常聽過就忘，學生學習成效也不是很好。

因此，該如何在傳統課堂與翻轉教室間抓取平衡點，則是授課教師必須

生理學與基礎醫學的創新教學：運用課堂實作及

線上應用程式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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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的課題。在本教學研究中，授課教師不僅能保留課堂上原本應講授

的部分，也能依課堂進度適時安排一些實作、討論與測驗，使傳統課室

教學與翻轉教室的成效兼具，並視不同班級情況機動調整平衡點，以達

成對師生雙方衝擊最小，又能雙贏的局面。

此種微翻轉（mini-flipped）教學，需要設計一系列的課堂活動，才
能提供全學期不同班級使用，因而也直接呼應活動導向學習法（ABL）
【或稱實作導向學習法（practice-based learning, PBL）】為主軸進行的
課室教學。活動導向學習法理論指出：在實作與活動類主動學習且學

生能互相教導的情況下，學生於兩週後仍可得到90%的記憶效應，然
而以小組討論上台發表的形式，在2週後只記得70%，可見加入課堂活
動實作後的學習法能在學習上展現最大效應（Padmavathi, 2013; Sood, 
2015）。

參、教學實務設計結構與內容

在教學實務結構設計上，本文提出的創新教學法包括：「學期初

有趣的破冰之旅」、「快速有效的分組方式」、「創意式課堂實作活

動」、「運用線上工具進行課堂測驗與互動」、「創意大爆發的活動報

告」及「科技不落人後的線上集點卡」六大亮點，其內容概要如圖1所

示。

圖1 教學實務設計六大主軸及其分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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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創新教學實踐歷程

一、破冰之旅

師生互動第一印象決定往後學生對此課程的態度，因此如何破冰相

對重要。本文提出四項於學期初可使用的破冰方法，如表2所示，並逐

一分點敘述如下。

生理學與基礎醫學的創新教學：運用課堂實作及

線上應用程式於教學

表2 

學期初的破冰方法、適用班級及其可得到之效益

破冰方法

蒐集學生基本資料

公告班級組成

課前問題與互動

（前測）

認識同學活動

適用班級

學期初所有初步認

識的班級

人數眾多、混系、

組成複雜的班級

所有班級

通識班級

可得到之效益

瞭解學生基本狀況，以此為依

據進行學生互動。

學生可很快瞭解自己在班上的

處境，依此進行自我調整，有

利於往後分組。

學生端可藉由問答討論瞭解自

己觀念是否正確，互動也可增

加學生對往後課程的興趣與期

待；老師端則可很快瞭解班上

程度，以利往後課程調整。

熱絡師生互動，有利往後分組

實作。

（一）以Google表單收集學生基本資料――以此為依據進行學生互動

學期初為瞭解學生來源及對該科目的基本程度與興趣，教師會以

QR code引導學生進入Google表單填寫基本資料。填寫項目包括：從哪

個學校科系畢業、是否學過相關科目、修課動機、對課程內容有何期許

以及想對老師說的話等。此種方法適用於所有初步認識的班級，包括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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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必修與選修課程。此課前問卷的收集有其必要性，也對應教學評量中

安置性評量（placement evaluation）的前測概念。

本法與紙本蒐集資料最大的不同在於：紙本蒐集資料課後整理輸入

耗時費力；線上表單自動輸出成Excel檔，資料一目了然。此法可協助授

課教師瞭解學生的背景與先備知識，進而適時調整授課內容及難易度。

此外也可於上課時講述到相關議題時，請相關背景的學生起來陳述自己

的意見。例如在講述肌肉動作部分時，可請物理治療專長的同學起來回

答；講述用藥部分時，可請具藥學專長的同學起來回答；或者老師也可

特別指定來自其他非醫學院出身的同學，進行特別提問，以瞭解是否可

跟上進度。學生通常都覺得老師這樣指定問答特別刺激有趣，也可聽到

不同領域同學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覺得很有收穫。

（二）公告班級組成――讓學生很快瞭解自己在班上的處境，有利往

後分組

此法適用於人數眾多、跨系級且組成複雜的班級，如通識選修課

程。公告班級組成雖然看來毫無新意，也不足為道，但只要授課教師於

課前花點時間整理修課名單，於課堂上向學生公告班級組成，就可立即

吸引學生目光，使學生可清楚瞭解自己在班上處於何種情境，對學生往

後分組尋找組員也會有很大幫助。在公告班級組成的同時，老師也請班

上特殊族群的學生，如交換生、陸生、僑生、轉學生與原住民等，上台

簡短自我介紹，與大家互相認識。學生通常都很喜歡這樣的運作方式。

（三）課前問題與互動――有趣前測瞭解學生程度

此法可於學期初Google表單收集學生基本資料時一併收集，亦可於

課堂上教師開始講課前，以有趣的題目及不設定選項答案之問答方式，

詢問學生一些相關的基本觀念，看學生的回答是甚麼，以瞭解學生程

度。問題通常是生活中常見議題，或與自身相關生活化的問題。學生對

此生活化的問題普遍都很有興趣！學生由問答互動中可以瞭解自己的觀

念是否正確，老師也可藉此很快瞭解班上同學的程度，以能適切規劃往

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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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前問題與互動中，除了在專業議題上融入新鮮、時事與生活化

的問題外，適時運用Kahoot Live課堂即時測驗遊戲，也能快速幫助修課

學生瀏覽或複習即時所學知識。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Kahoot線上測驗

於相關專業必修課程，如後中醫及後醫系的生理學。施作方式是請學生

於課前先行預習上課內容，上課開始便進行Kahoot遊戲測驗，以瞭解學

生先備知識與課前預習狀況；或於當天課程結束前立即進行遊戲測驗，

以瞭解學生即時學習狀況。由學生回饋可知，學生不僅可藉由此種模式

直接加深所學知識印象，也對往後的課程充滿興趣與期待。以此模式進

行的遊戲測驗歷年來實施效果都很不錯，學生的回饋也很正面。在106

學年度我們首次將Kahoot互動施行於後醫系外國專班9月一開學的課堂

上，讓學生即時於課堂驗收學習成果，並搭配臺灣名產鳳梨酥與月餅，

作為答對前幾名同學的獎品，外國學生在此一互動課程中，都玩得很開

心，對臺灣留下良好印象。

    

（四）認識同學活動

在通識課程中，由於提升學生互動與班級經營是比較重要的一環，

且較不受限於課程內容，因此在課堂上我們排定認識同學活動。此活動

可讓原本彼此不認識的同學很快互相認識，進而有利於往後的跨系分

組。認識同學活動可以多種不同方式進行，在此我們主要採配對法及曼

陀羅學習法（Mandala thinking）進行活動。

在配對法中，教師依課程屬性設計與課程相關配對題目，讓學生依

序找到符合特徵的同學進行配對，並寫下對方的姓名及相關資訊，藉以

達到認識的目的。在曼陀羅學習法中，原意是以九宮格心智圖的方式，

作為思考做筆記的方式，也被應用於教學上（Marshall, 2003）。我們則

將曼陀羅學習法應用於認識同學活動中。首先請學生以自我為中心，寫

下坐在自己前後左右周圍同學的名字，並就有興趣的同學進一步進行訪

談，再完成第二個九宮格資料，以此類推。設計此活動的理念是，由於

學生一開始彼此都不熟，但通常會坐在同一區的同學，以後大概也習慣

會坐在附近，因此何不直接認識，以後直接組成一組，課堂上要討論也

會十分方便。學生在此認識同學活動中，全場跑、尋找相同特性的人，

生理學與基礎醫學的創新教學：運用課堂實作及

線上應用程式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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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得很開心，也立即炒熱班上氣氛，之後學生並順利組成一組，甚至有

的往後變成莫逆之交的好朋友。由此可知，此活動展現了小遊戲大功用

的成效。

二、快速有效的分組方式

   

課堂分組的適切性常與往後的分組實作直接相關。不適切的分組常

會衍生出組內分配不均及爭吵的問題。本文就大班通識課程及系級混合

課程之分組模式進行探討。常見的分組方法有：以亂數隨機分組、以學

號排序分組或以學生程度進行師徒制分組等。但由於臺灣學生總是脫離

不了依附關係，對陌生環境普遍存在不安全感，分組時同系學生擠成一

組，個體戶修課同學卻又找不到組別，而教師主動介入拆散學生的經驗

也不太受學生認同，因此我們提出一種折衷的創新分組法，稱之為半保

留式跨系分組法（semi-conservative grouping）。

（一）半保留式跨系分組法

此一發想源自於DNA複製時會先將雙股解螺旋，再進行半保留複製

（semi-conservative replication）的作法。我們將其延伸至分組操作上，

期望能讓學生在感到自我安全的情況下，插入部分新成員，以使大家都

有點溫度，減少組員在新小組中的不安全感。施行做法是：以一組5人

為例，成員由至少2系組成，且同系成員不得超過3人。各組的跨系組成

可以是3+2、2+2+1、3+1+1、2+1+1+1或5人全部不同系。研究結果發

現，學生令人驚訝的很同意這種分組方式。學生也會因組員人數不足而

主動尋找他系同學以組成小組。部分原本自己來修課的同學，也因破冰

時的自我介紹或科系專長符合他人需要，而很快被不足人數的小組主動

找進組中。研究發現，此種半保留跨系分組法，對保守的臺灣學生的衝

擊較小，學生在小組中有安全感，也可與他系成員進行溝通交流，是個

不錯的分組方法。



11

（二）以Google試算表進行線上協作分組、自拍組員合照上傳雲端

有時因時間有限，無法順利於課堂上完成分組，則教師將於課前或

課後開啟Google試算表，讓學生於課前在家先行上線進行初步分組，或

於課後持續開啟試算表，讓未完成分組的學生能繼續於線上完成分組，

建立組名並選出組長，線上小組成員亦可於線上通知其他組員應注意之

事項，老師端也可即時掌控分組進度。使用線上分組的好處是完成之分

組名單可以直接輸出成Excel，授課老師不必再自行手動輸入，是個十分

方便好用的線上分組工具。

在新小組成立後，由於一週只見面一次，組員在下次小組討論時，

可能已經忘了其他組員長相，要找人也費工夫，因此我們於課程中也請

各小組於分組完成後，自拍團體照上傳Zuvio雲端平台，註明各組員姓

名及其特徵。往後學生只要進入線上平台，便可看到照片及相關資訊，

快速瞭解自己組內有哪些成員。

三、課堂實作、測驗與互動（一般實作）

課堂實作必須多元呈現，才會持續引起學生新鮮感與學習動機，達

到學習成效。不同課程因為屬性不同，也必須因時制宜，視課程類型及

學生學習狀況，適時安插不同實作於課程內。以下我們列舉出一些曾實

施過的課堂實作方法，並分析其在各種課程上的適用性，以供教師於教

學設計上的參考。

（一）創意課堂實作

創意課堂實作包括搶答、討論或示範等，在此粗略分為四大項：1. 

課堂問答競賽；2. 課堂創意討論；3. 課堂實作、示範與活動；4. 引導學

生課前自學的作業。各項實作統整於表3說明。

生理學與基礎醫學的創新教學：運用課堂實作及

線上應用程式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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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一些好用之創意課堂實作法

分  項
分組搶答競賽

配對討論或滾

雪球式討論法

翻牌提示討論

法

狀況題示範或

活動

動手做，觀念

更清楚

心智圖海報展 

單元闖關活動

影片截圖報告

與競賽

說   明
可以座位排、區或既有組別為單位進行限時問題搶答。舉

手或舉牌搶答得分。亦可以分區方式輪流限時回答，未回

答或答錯立刻換下一區，直至答對為止。答對的組別在黑

板上劃「正」字計分，最高分者為獲勝。此外，使用賓果

或線上搶答也是不錯的方法。

小班時可兩兩一組進行討論。大班時則由老師拋出思考性

議題，請每位學生寫下自己的答案（至少3個）。接著兩
兩配對（pair discussion）討論出最重要的3個共識。接著
2*2四人討論，於6選項中再得到3個共識，以此類推。最
後請各大組上台分享討論結果。此種方法幾乎可蒐集到全

班學生的意見，有效去除較不重要的意見，統整相似的意

見，是省時省力的好方法。

學生翻牌或抽牌選題，老師給予提示卡（cue cards），協
助學生切題進行討論。提示卡上通常只有圖片及少數文

字，或一張坊間傳單讓學生抓錯。提示卡可將學生的焦點

抓回主題，避免討論離題。如有時間，則選取特定組別上

台分享。

就特定議題丟出狀況題，請學生分組討論或上台演示再進

行講評。

設計可在課堂短時間內即可合作達成的實作活動，如黏土

捏器官、手作DNA等，均可於1小時內完成。動手做讓學
生觀念更清楚。

此法對應至教學之「總結性評量（ s u m m a t i v e 
evaluation）」。是以心智圖概念運用於課程總結，幫助
學生瞭解整體課程內容並統合釐清觀念。有時可將心智圖

與期末海報展結合進行期末展演，由學生與老師共同評分

進行講評，也能有不錯的效果（如圖2）。
闖關活動為一般課堂討論報告的變形。學生必須於課前出

闖關題，經由老師審核，開放給他組進行解題闖關。此活

動的好處是：學生可藉由「闖關題設計」對原本已知的知

識能有更深入的瞭解。此外，為了要去闖別組的關卡，別

組的主題也要先讀通才行。無形中就讓學生把所有的主題

都念完了！

影片截圖報告為課前預習上課討論的變形。學生原本只要

在家看完影片，上課時來與同學討論問題就可以。但為了

要將重點圖文截取出來，學生不再只是看完影片了事，而

是要仔細找影片的哪個畫面是可以截圖的重點。而因老師

在課堂上要進行競賽或測驗，學生勢必又要把影片看清

楚，才能在競賽中獲得高分，因此無形中讓學生完成自

學。

項目

課
堂
問
答
競
賽

課
堂
創
意
討
論

實
作
與
活
動

引
導
學
生
課
前
自
學



13

生理學與基礎醫學的創新教學：運用課堂實作及

線上應用程式於教學

（二）Zuvio抽點出題，全班一起找答案。

近年來Zuvio線上程式已成為老師課堂上的好幫手。無論在課前、

課中或課後，隨時來個Zuvio小問卷、小測驗或抽點，絕對可以及時拉

回學生的專注力。本文在應用Zuvio於教學上的創新點是：「抽點學生

出題，全班一起找答案！」教師於每次課程尾聲，抽點學生進行出題。

被亂數抽到的學生，必須立即找出老師今天的上課重點，並進行出題。

全班同學聽到題目後，趕緊翻書或討論找出並寫下正確答案。以此方式

可重複抽點5位同學進行出題。研究結果發現：學生上課時開始專心投

入並勤做筆記，因為害怕待會抽點時會抽到自己，或無法進行提問。我

們也發現，原本坐在後面恍神放空的同學，因為被抽到要出題，只好趕

快翻書或問旁邊同學，努力的拋出了一個題目，而全班同學也接著開始

動手找答案。可見此種作法對於提升課堂學生學習的專注度及對知識的

理解性，有一定的效果。

  

（三）應用TBL刮刮卡於課堂討論與合作考試

團隊導向學習法（team-based learning, TBL）是除了問題導向學習

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外，醫學院常用的小組討論學習法

（王英偉、謝志鎠，2010）。TBL的做法包括第一階段的課前預習及課

圖2 基礎醫學課程中，心智圖海報展與學生評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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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個測、第二階段的小組團測及第三階段的進階問題討論，其目的是要

藉由小組討論來提升學習成效。TBL的設計原本是用於平時課堂討論，

在此我們則是除了課堂討論之外，亦使用於學習成效不佳的班級大考及

補考上。簡單說明如下：

1. 立即回饋評估卡的製作：

立即回饋評估卡（immediate feedback assessment technique, IF-AT）

簡稱刮刮卡，可向特定廠商購買，或自行製作。在本篇研究中，我們使

用最簡單的工具製作了可重複使用的刮刮卡，包括：帶點厚度的有色紙

張、加密立可帶、卡典西德、亂碼滾輪及便利貼，就可做成簡單可重複

圖3 左：自製TBL刮刮卡；右：購入之刮刮卡

使用兼具環保性的刮刮卡了（如圖3）。

2. TBL的應用：

我們將TBL流程簡化並應用於兩種情境：平時課堂討論以及期中

合作考試。使用於課堂討論時，學生應先於課前預習當週上課內容。

並於上課一開始時進行15～20分鐘的個測，得到個人成績（individual 

readiness assurance test, iRAT），收回考卷且不公告答案，立即再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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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份考題進入第二階段的小組討論（團測）。將刮刮卡上之正確答案

刮除，一旦整組完成作答便可立即統計得到團測成績（group readiness 

assurance test, gRAT）。此法的好處是由於學生於個測時已經看過題目

也已思考過，因此在小組團測時可直接討論得出可能答案，其觀念將會

相當清楚且印象深刻。

在部分學習狀況不太理想的班級中，教師會將TBL應用於學科考試

及補考的合作考試上，而較不用於平時的課堂討論。縱使學生平時不唸

書，到了大考也一定會唸書，但往往有唸沒有懂，此時以TBL方式剛好

可以讓同儕一起討論，激發潛力得到正確答案。第一階段個測部分與一

般考試方式相同，但在第二階段的團測部分，則從個測題目中精選部分

較具思考與應用性的問題出來討論。老師會跟學生說：「70分靠自己

（個測），30分靠別人（團測）。」同理，也可應用於較多人的補考

上，幫助學習不理想的學生藉由同儕討論加強釐清觀念，並能達到自

然加分的目的。學生考試很開心，老師也可以省去事後再手動加分的步

驟，的確十分方便。

（四）教學相長――由學至教，將課堂知識實際應用

在專業必修的外國專班生理學實驗課上，為克服語言隔閡及人手

不足，導致老師一人跑全場的困境，老師採用綁定中西兩系生理學實驗

的方法，讓臺灣具有一定程度的學生在剛學過課程操作，印象還十分深

刻的情況下，進入外國專班學生的實驗課堂中，一組1～2位同學，協

助老師教導外國學生實驗技術。對臺灣學生來說，藉由教導外國學生的

機會，可實戰練習英文會話，並可深化所學知識；對外國學生來說，他

們在操作中遇到問題可即時獲得解決，會認為我們是真的很用心且立即

地在解決他們的問題，因而對臺灣產生好感；對老師來說，直接以最省

力、省錢的方式達到最大效益，使老師與中外學生三方都可以有三贏的

局面。因此，我們等於直接建立了一個未來國際化職場模擬的情境，對

往後學生出社會執業時，若是遇到外國人求助，有了先前的經驗，將不

再害怕（如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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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堂實作、測驗與互動 （運用線上工具） 

在創新教學的線上實作部分，我們順應時代潮流，將線上工具適時

導入課堂實作，並以手機作為媒介，進行課堂即時測驗與問答。我們試

用過成效較好的線上工具（如圖5所示），分別以「測驗」、「討論」

及「競賽」的強度進行區分，而界定出較刺激、趣味、知性與溫和的教

學施作方式。圖中可見傳統課室之上課與測驗是較乏味與揪心，但當引

入簡單好用的線上平台後，課程變得更有趣了，師生互動也變多了！以

下就我們常用的六種線上工具一一介紹。

圖4 結合兩系之生理學實驗，中外學生共同協作進行課程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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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用「Google表單」進行線上測驗、討論與同儕互評

前面第一節破冰之旅時曾提及運用Google表單進行學期初的問卷

調查。而在一般課堂上，Google表單則可用來作為小考或課程接近尾聲

時的即時線上測驗，藉由學生當場限時翻書討論找答案的過程，有助於

將課程重點做一系統性的整理與回顧。在學生期末口頭報告時，也可將

Google表單設計成同儕互評單，讓學生上網填寫。其自動統計及分析結

果的功能，省去老師許多印製考卷、改考卷的時間，實在方便許多。 

在學生方面，由於老師已事先告知將於課程尾聲進行測驗，因此學

生上課時就會專心聽講，以便能順利完成今天的小考題，並能回顧上課

重點。此外，Google小考題也會列入正式考試之候選題，因此學生會很

喜歡做這樣的考題，甚至要求老師放上小考題讓他們練習。

（二）用「Google試算表」進行小組線上協作討論

先前我們提到以Google試算表作為學期初線上分組的延伸，在課堂

上Google試算表也可作為小組線上討論平台。每組同學將該組的討論結

果即時寫在線上以讓其他組看到，以互相分享討論成果，老師也可即時

圖5 課程中會使用之線上應用程式與教學互動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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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同學的討論進度，是否需要介入給予協助或其他提示。課後線上討

論結果仍可持續放在平台上，以便學生課後進入觀摩討論結果及老師評

語。此種方式能將課堂上未完成的討論事項，延伸到課後繼續討論，有

效幫助學生課後繼續學習。

（三）「Padlet雲端白板」課堂小組討論圖片結果即時上傳

Padlet雲端白板可以補足Google試算表不能放圖片的限制。Padlet

雲端白板是實驗及實作課的好幫手。各小組可將實驗或討論結果拍照上

傳至雲端白板，全班的結果同步呈現在白板上，可以一目了然看得很清

楚。學生可在Padlet上寫文字說明，老師也可以在白板上加註評語。最

後整份結果還可直接列印成pdf檔，整體功能還算完整（如圖6）。

圖6 學生將實驗結果放上Padlet雲端白板

（四）用「Kahoot」作課堂競賽性測驗及互動

如前所述，Kahoot除作為前測及當天課堂複習活動外，亦可放在學

期中或學期末，作為半學期的統整復習。依據我們的實際操作，建議一

學期玩Kahoot的次數不要超過三次，以免學生喪失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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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Quizizz」做課堂及課後競賽性自我練習

Quizizz是個與Kahoot介面很類似的線上測驗工具，同時也是輸入

game code就可以玩。不過Quizizz是非同步的測驗競賽，學生只要於老

師設定的時間內加入遊戲，完成所有問題的回答，就會依回答速度及正

確度做排名。因此可於課堂上進行Live答題競賽，也可進一步指派為回

家作業，讓學生自己在家練習。我們也試過以Quizizz做為遠距同步線

上測驗，老師於遠端可直接看到學生作答結果、嘗試作答的次數及答對

率。由於其為全英介面，因此對外國學生來說也是非常友善的介面。以

此程式老師可瞭解學生自學成效，是個很不錯的選擇（圖7） 。

圖7  Quizizz程式應用於課堂上的結果。教師端可看到學生測驗結果及答

對率。

（六）用「Slido」及「Zuvio」作師生線上互動與即時回饋平台

除上述線上互動測驗工具外，我們偶而也使用Slido進行台下聽眾匿

名發問與表達意見的方式與學生互動。此外，使用付費版的Zuvio進行

快速點名、抽點與互動，也是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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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報告與同儕互評

專業必修與通識選修課程的期末報告有所不同。我們採取以下策

略：

（一）專業必修課程――訂定有規範的專業報告

在報告組方面，除基本格式要求外，必須於報告最後提出至少三個

問題問台下聽眾，並須於報告最後放上「組員合照」，以證明所有的組

員都有參與報告製作。在台下聽眾方面，台下聽眾必須根據老師所派給

的任務，上線填寫同儕互評表單，無法上線的同學則發給紙本評分單。

所有最後的線上及紙本評分結果將會作為學生當天的出席記錄。學期末

則進行各組之組內互評，作為組內成員貢獻程度的加減分。

（二）通識選修課程――活動報告

除了以上規則與專業必修課程相同外，由於通識班級學生人數

眾多，且學生普遍散漫，因此傳統期末報告會改以「活動報告」方式

進行，期能藉由設計互動之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歷屆施行下

來，成效十分良好，也廣受學生歡迎。活動報告主要以「兩組合併」

（大組）的方式進行一份大型報告。報告時間約為一節課（約40分鐘左

右），須包含「PPT專業內容講解」及「活動」兩部分。活動可結合在

PPT裡面，也可分開進行，但須與台下同學互動。同時台下同學給予報

告組評分，並提出問題。

「活動報告」為一般報告的變形，目的在避免學生進行傳統短時間

（20分鐘）深度不夠但又枯燥乏味的唸稿報告，改採較長時間的大型報

告。其好處有：

1. 學生由於必須設計活動與台下聽眾互動，因此須熟悉自己小組的

報告內容，並經過充分思考，才能進行進階遊戲設計。

2. 較長時間的大型報告，較能充分發揮並討論一個主題，使學生能

充分瞭解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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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於平時課堂實作時，已習慣於自己小組的合作工作，期末報

告時可藉由不同小組間的合併，指定一完成之特定任務，則會在討論過

程中進一步激起火花，可能會有新的想法或不同的感受，對學生來說是

一種挑戰也是訓練。

在學生回饋上，學生普遍滿意此種活動報告方法。有學生說在合作

的過程中，認識了他系組員，得到完全不同的新想法；也有學生說認識

了交換生或僑生的組別，覺得很新奇，一起工作覺得收穫很多；對老師

而言，也能透過學生的創意，得到一些教學設計上的想法。活動報告讓

學生對於聽報告再也不感到無聊，反而會存有好奇心，期待這次同學們

又會帶給他們甚麼不一樣的驚喜。  

六、集點卷與線上集點卡

（一）自製集點卷

如何為大班或通識學生的課堂平時表現加分，實為教師的困擾，於

是我們就設計了集點卷。學生上課回答問題或參與活動表現良好，即可

得到一張集點卷，期末憑卷換分數，遺失不補發。學生也可以把卷當公

關，送給想加分的同學。學生普遍很喜歡這樣加分的模式（圖8）。

圖8  教師自製的其中一款集點卷，正面為與課程相關具有鼓勵性質的圖

案，背面則蓋有好棒棒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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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集點卡

近年由於網路資訊發達，學生對紙本工具的依賴性減低，因此從

106學年度起，我們開始試用線上集點卡於課程活動回答加分。學生不

用擔心紙本點數遺失，老師這裡也可有紀錄。在本研究中，我們採用

Line@生活圈的免費網路集點卡。

老師把課程當作商家經營，申請免費帳號，請學生加入好友。

Line@平台功能很多，目前我們只應用「線上集點」、「即時公告」、

「課後線上On Air搶答」及「課後線上一對一討論」四種功能於課程學

生互動上。學期結束後，教師關閉店家，請學生退出群組，並自動停止

集點卡功能，當新學期再度開課時，即可另行發行新的集點卡，加入新

的學生，帳號永續經營！

使用步驟如下所述：

1. 老師於課前先行設定Line@課程管理頁面與集點卡（學期初設定

一次即可）。

2. 首次上課時老師秀出QR code請學生將課程加入好友。（加入好

友立即得一點，學生有動機想繼續集點！）

3. 學生加入Line@課程後，請同學傳訊息給老師。學生開始在課堂

上大膽的傳送訊息給老師。老師告知同學傳訊息是進入「一對一聊天」

室，其他人不會看到。

4. 老師問第一個問題。舉手最快且回答正確的同學，請他立即上網

傳訊息給老師。老師即時拿起手機，傳送贈點連結給學生，學生點開立

即得到一點！

5. 其他學生看到該生現得兩點，全班氣氛立即高漲起來。之後老師

上課時再拋出其他問題時，可見同學們都踴躍舉手搶答，實為意想不到

的收穫！

6. 往後上課，答對問題的同學可自行於課堂或課後回傳訊息給老

師，老師（或教學助理）則統一於課後回覆點數給同學。

7. 同學課後有問題也可傳訊息至群組問老師；老師亦可於學期課程

進行中，依需要群發訊息或舉辦「On Air限時線上回答問題加分活動」

給班上同學，促進同學課後自學動機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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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於這種集點方式普遍都感到十分新奇也很開心，課堂上的互

動立刻活躍了起來！偶而老師也可於課後在線上舉辦On Air問題加分活

動，可見問題拋出後，短短十分鐘內就湧入數十通訊息，許多學生都掛

在線上努力的回答問題，真是令老師意想不到，又驚又喜（圖9）！ 

圖9  為學期末教師端可看到之學生集點卡點數分布結果。由圖可見僅有

一人獲得16點為最高，其餘遞減。

伍、教學成果回饋

在教學成果回饋上，由自製線上問卷收集學生意見可以發現：學生

對多元化的課堂及線上實作普遍持良好且正面的評價。以線上集點卡為

例，106學年度的2學期施行一學期的學生使用滿意度，有效問卷回收數

67份，其中針對線上集點卡的滿意度，5分（非常滿意）高達4.44分，

其中有61.2%學生評比5分，22.4%評比4分，16.4%評比3分，沒有人評

比2分與1分（非常不滿意）。而在課程參與度上，使用線上集點卡的課

程，學生於課堂活動的參與度普遍提升，也提升了上課態度，學生也因

此對學習有感（圖10）。此外，由施行創新教學的課程的期末學習意見

調查顯示，106學年度基礎醫學概論平均94.6分，心理與生理平均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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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個系級的生理學平均為95.0、96.4及96.7分，綜合期末教學意見調

查結果，平均為95分以上高分，可見以此種實作活動方式普遍能獲得學

生好評。106學年度學生學習意見與回饋部分摘錄於表4。

圖10  使用線上集點卡於課程的成效。上圖可見學生對課程的好感度增

加；下圖則可見學生對課程的參與度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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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教師於106學年度實施創新教學之學生期末學習意見與回饋（部分摘
錄）

序號                               學 生 意 見
 1. 喜歡，很新奇很有趣
 2. 可以多參與活動加分很棒
 3. 很方便！若有問題想提問的時候，不必等到上課，在線上就能發問
 4. 可以及時把資訊給同學，同學也可提問自己的問題
 5. 覺得集點能讓我更投入課堂，非常有趣！很喜歡！
 6. 上課很有趣
 7. 蠻創新的喔！
 8. 喜歡，感覺能辦更多下課時的問答
 9. 老師真的很好，我覺得集點卡可以繼續沿用，這個很讚！
 10. 一對一互動有問題可以單獨跟老師說，避免像其他群組可能因害羞

不敢在全班同學的群組發問

 11. 很嶄新的方法，可以清楚看到自己得到多少點（大概可以加多少分
的感覺～）

 12. 增加上課的主動性
 13. 可以讓同學上課更認真搶答，增加競爭力，並且可以加學期成績的

總分，很不錯！

 14. 很特殊的方式，別門課程都沒有
 15. 很有創意的加分方式，老師真的太用心。太酷了！
 16. 方便與老師交流聯絡，而且是一對一很隱私，可發表只有老師看得

見的內容。

 17. 有讓我更踴躍回答問題
 18. 很有趣，第一次遇到用Line集點的課
 19. 上課時能和班上其他同學一起互動，讓我覺得在每一週的課程中都

收穫良多。因為在遊戲與互動中，學習的知識更能加深印象及記

憶，不會有時間低頭滑手機，個人認為老師設計的課程對學生很有

幫助，也讓我們增加上台報告時與台下同學互動的有趣經驗，而非

死板板的報告，是非常好的體驗。

 20. 老師的生理課很特別，除了知識傳遞外，還常運用各種軟體及遊戲
引導我們互相討論，我特別喜歡TBL，能與同學們互相交流腦力激
盪，讓我學習更有動力，謝謝老師精心設計這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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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改變上課氛圍是第一要務。

近年來由於科技發達，人手一機，傳統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上課方式似

乎已無法滿足現今躁動年輕學子的心。因此，教師如何因應時代變動提

升自我，在教法上作改變，也變成當務之急。本文所提出的多元化創新

教學案，除了原本在課堂實作與活動中融入更多新的、多樣化的教學元

素之外，拜科技之賜也引入許多適用於教學的免費線上工具。猶記得於

課堂上第一次教學生加入群組使用時，學生發現可以光明正大拿起手機

當場傳訊息給老師，又當場收到老師的回應，都非常興奮！好幾個學生

都說，老師妳真的很先進耶！

自從開始實施創新教學後，學生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大幅提升，原本

不太認真的學生期末考試成績也開始有起色。除此之外，翹課的人變少

了。雖然老師的課並不輕鬆，但選課時總是有不少學生排隊等著加簽。

學生每次上課時總期待著老師今天又會給他們做甚麼實作，甚至學生會

期待每次老師的問題集點加分時間。學生下課時不再是背著書包從教室

後門快速走掉，而是會特地繞到前面，開心的跟老師說再見！

成功的創新教學必須經過精密規劃與多次的演練改進，才能達到最

理想的境界。本文中所提出之創新教學雖已經過數次淬鍊，但也因有部

分限制，仍有許多尚待改進之處。成功的教學最終目的就是讓學生能培

養學習的興趣及日後自學的態度。相信往後本文作者還是會隨時代的腳

步，不斷更新自己，提供給學生最前衛與優質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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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Teaching of Physiology and Basic 
Medicine: Application of Classroom Practice 

and Online Tools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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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highlight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techniques used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overcome classroom dilemmas encountered while 
teaching physiology, basic medicine, and other physiology-related elective 
subjects. Due to the numerous differences in the curriculum of each subject, 
it is important for teachers to design several teaching plans that can be 
applied to different classes in a timely manner. The subjects were medical 
and non-medical students at I-Shou University, from classrooms of 40 to 120 
students each. The study used the activity-based learning (ABL) method, 
and was followed by a mini-flipped classroom scenario where exercises were 
performed before class, during class, and after class. The teaching method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six techniques: (1) Ice-breaking exercis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2) Quick and effective grouping; (3) Creative 
classroom practices; (4) Using online tools for classroom quizzes and 
interaction; (5) Outbreak activity report; and (6) Fashionable online reward 
cards. When the study had concluded, they displayed a keen interest to learn 
their electives and provided positive feedback during classes. We propose 
that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developed here will enable students 
to naturally immerse themselves in a professional and positive classroom 
environment and will further help them discover their own abilities, thus 
allowing them to display their talents in their professional field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physiology, activity report, activity-based learning (ABL), basic 
medicine, online teaching and reward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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