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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課程藉由融入TED talks進行翻轉教學，提升科技大學學生英文寫
作學習動機與成效及多元文化知能。參與者為19位科技大學二技學制應
用英語系學生，課程為英文寫作必修課，採取文體為主強調歷程的寫作
教學模式。本文示範如何融入TED talks進行英文寫作翻轉教學。教學活
動分為課前、課中、課後；課前活動包括填寫影片觀前學習單、在家觀
看TED talks影片、線上測驗、填寫學習單；課中活動包括討論線上測驗
及學習單、撰寫作文、改寫作文、小組討論、師生討論；課後活動包括
填寫學習日誌及寫作反思紀錄。分析學生的寫作表現及課程回饋問卷結
果顯示，融入TED talks的翻轉寫作課程確實有助於提升學生英文作文
流暢度與可讀性、增加字彙與課室投入程度、培養多元文化素養和國際
觀。本文亦針對課程推廣之可行性及其限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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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說明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科技大學二技部「英文寫作方法」
之創新課程設計。在學習英文聽說讀寫四項技能的歷程中，英文寫作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EFL writing）一向是學生最感困難的一項
能力，對教師而言，寫作也是聽說讀寫四項能力教學中，最具挑戰的科
目。寫作原本就是不容易學好的能力，更遑論以第二語言或外語寫作；
然而在資訊蓬勃發達、網路與國際交流頻仍的今天，英文寫作的需求比
之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在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的課程規劃
中，英文寫作課程仍被認為是學生必須修習的科目，期望能培養學生正
確且流暢的英文書寫能力，以滿足未來升學或就業所需。然而，筆者在
科技大學教授二技學制英文寫作課程多年，觀察到學生的英文基礎普遍
不好（文法觀念薄弱、單字量太小、不擅長以文字表達想法）、英文程
度差異大，學習動機低、對寫作感到焦慮、多元文化背景知識不足，倘
若這些困境得以改善，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英文書寫能力與學習動機。
近年來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受到許多教育專家與教師的關
注，翻轉教學的關鍵就是學生於課前先自行學習相關教材，把課室的時
間留做更多師生互動及其他活動之用。隨著愈來愈多的網路資源及教學
平臺可供使用，翻轉教室將會變得更容易設計與執行，學生於課前先學
習相關教材，這些教材提供課室活動鷹架支持，有助學生在課室活動中
能投入更多更擬真、涉及更高層次認知技巧的語言使用與練習。翻轉教
室經常會搭配教學影片，讓學生在課前先觀看教學影片（Long, Logan
& Waugh, 2016; Tucker, 2012），先完成原本在傳統教室中由教師講解
的部分，如此便能將講解占用的時間，挪為其他教學活動之用。TED
talks影片即是經常被作為教學之用的教材之一（Broadaway, 2012; DaVia
Rubenstein, 2012），TED邀請來自全世界各領域最優秀的思想家和行動
家，以18分鐘左右的時間分享他們的故事，演講內容主題涵蓋面極廣，
講者來自不同的文化與專業背景，是延伸學生多元文化學習與拓展視野
的極佳選材。
因此，本研究目的為藉由融入TED talks進行翻轉英文寫作教學，提
升科大學生英文寫作課程投入程度、學生英文寫作整體表現以及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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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素養與國際觀，並提出下列四個研究問題：
1. 學生對於觀看TED talks影片反應如何？
2. 學生對於寫作翻轉教學的活動安排反應如何？
3. 融入TED talks於教學是否有助學生英文寫作表現？
4. 融入TED talks於教學是否有助提升學生多元文化素養？

貳、教學方法設計理念與理論基礎
一、教學方法設計理念
本課程教學方法設計理念為「以學生為主體」、「歷程與產出並
重」、「合作與獨立寫作並進」、「強化批判性思考訓練」以及「提升
多元文化素養」，藉由融入TED talks進行翻轉教學，加強實踐上述教學
理念。各項理念詳述於後。

（一）以學生為主體
以學生為主體的課程在教學進程中，必須營造安全的學習氛圍，顧
及學生的個別差異，適時給予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訂定可達成的目標，並提供學生機會反思自己的學習經驗，如此方能提
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尤其是在學習較具挑戰的科目，如英文作文，以學
生為主體的課程設計理念，更是必須具備的核心理念。

（二）歷程與產出並重
寫作教學若側重最後的寫作成果，視文本為目標（text as
object），這種寫作教學法可視為以「產出為主」的教學（the product
approach）；寫作教學也可以採「作者取向」（writer-oriented
approach）或者「讀者取向」（reader-oriented approach）（Hyland,
2008, 2016）。「作者取向」的寫作教學以寫作者為核心，教學強調創
意發想（creative expression），或者強調寫作過程中的思考與解決問題
（problem solving and thinking），則為以「寫作歷程」為主的教學（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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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approach）。另一方面，「讀者取向」的寫作教學則以讀者為核
心，強調寫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視寫作為一項“social act”（DudleyEvans & St John, 2008）。本課程並重寫作產出與寫作歷程，寫作前進行
討論與發想和腦力激盪，寫作產出必須歷經自我校閱、同儕校閱，最後
始能定稿。歷程中的所有版本均收錄於學生個人的寫作檔案中，除能作
為教師評量之用，也可供學生作為日後反思自我寫作歷程之用。

（三）合作與獨立寫作並進
本課程的教學並重師生合作、同儕合作以及獨立寫作。此理念是
以Vygotsky（1978）的ZDP（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為理論
基礎，認為學生學習效果最佳的範圍是在他們的ZDP之內，也就是介
於學生可以獨立完成作業，與在協助之下能完成作業的範圍之間。因
為若欲達成學習必須仰賴跟較有知識的人進行語言溝通和任務協商
（“Learning evolves from verbal interaction and task negotiation with a
more knowledgeable person”）（Hyland, 2003: 21），老師扮演的就是這
個“more knowledgeable person”，在學生發揮潛在能力時，幫忙「搭建鷹
架」（scaffolding）或給予支持。在學習各種文體的初期，老師協助學
生並介入示範、討論文本、解構並分析其語言跟架構。在此時期，鷹架
學習的情形最為明顯。師生這時共同分擔責任，一起協調建構文本，通
常是利用一些草稿或者同儕的協助，直到學習者已具備獨立完成的知識
與技能。這種協助會隨著學生進步而慢慢減少。

（四）強化批判性思考訓練
多數的學生對於各種議題，往往只有立場，沒有論述，更遑論對於
他人所持不同立場的理解、尊重與包容，此乃因學生缺乏批判性思考的
訓練。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是一種產生疑問、合理思考、分
析、評估，以解決爭議和下定論的過程，批判性思考也是一種詮釋、分
析或評估某些訊息、論點或經驗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運用一些反省的態
度、技巧和能力，指導我們的思想、信念和行動（陳膺宇，1994）。批
判性思考能力是成為現代成功的思考者很重要的一項能力，而成為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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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考者所需具備的態度包括：好奇心、客觀、開放的心胸、彈性變
通、懷疑精神、智識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系統化、一致性、果
斷、尊重他人的意見等（Luckey, 1991）。批判性思考教學期望能使學
生瞭解語言和邏輯之間的關係，進而引導他們去分析、評論某些理念，
作歸納和演繹的推理，並能依據清楚明確陳述的知識或信念加以正確推
論，做出結論（陳膺宇，1994）。本課程的批判性思考教學目標為培養
學生上述十項態度、分辨事實或價值判斷的能力、分辨知識或信仰信念
的能力，以及熟悉歸納與演繹的法則，藉以察覺語言和思想中的謬誤。
批判性思考教學活動包括TED talks內容討論、教師提問及個人反思與反
饋。

（五）提升多元文化素養
多元文化素養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學習的（王雅玄，
2007），且是可以教導的。多元文化教育強調「多元」、「差異」與
「社會行動」等概念，希望培養學生對不同文化的理解與欣賞，對不同
觀點的尊重與包容，消除優勢族群的偏見與刻板印象，提升弱勢族群的
自我概念（劉美慧、陳麗華，2000）。多元文化教育的課程目標，在
認知方面，期能幫助學生瞭解與認同自己的文化、瞭解文化具多樣性；
在情意方面，期能培養學生的自我概念、消除刻板印象與偏見；在技能
方面，期能培養學生多元觀點、群際關係能力、社會行動力以及適應現
代民主社會的能力。多元文化的課程設計依課程架構的改變程度，可
以分為貢獻模式（the Contribution Approach）、附加模式（the Additive
Approach）、轉型模式（the Transformation Approach）、社會行動模式
（the Social Action Approach）（Banks, 1993）。本課程的多元課程模式
屬於附加模式，在原有的課程結構下，以聆聽TED talks、討論議題和寫
作題目，融入與多元文化相關的內容、概念和主題於課程中，期能提升
學生的多元文化素養，除了能瞭解與認同自己的文化之外，對多元文化
有更多的理解、尊重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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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理論基礎
（一） 翻轉教室――定義、理論基礎、實施原則及其於英語教學之
應用
1. 翻轉教室的定義與實施原則
根據Flipped Learning Network[FLN]（2014: 1）的定義，翻轉學習
（flipped learning）或翻轉教室是「把直接教授從團體學習的空間挪至
個人學習空間，讓團體學習空間轉變成有活力具互動的學習環境，教師
在學生投入活動或運用概念時給予引導的一種教學法」。簡言之，以翻
轉教室教學模式進行教學時，就是把傳統教室做的活動變成學生在家
完成，而家庭作業則變成在教室完成（Berrett, 2012; Herreid & Schiller,
2013; Little, 2015; Mehring, 2016）。此外，翻轉教室經常會搭配教學影
片，讓學生在課前先完成教學影片觀看（Tucker, 2012），先完成在傳統
教室中由教師講解的部分，如此便能將講解占用的時間，挪為其他教學
活動之用。許多文獻指出翻轉教室對教學帶來許多好處與正面影響，包
括學生可依自己的速度學習、課室時間可以更有效率使用、增加學生主
動學習、投入程度與成就感、增加訓練學生高層次的思考、提高學習成
績等（Fulton, 2012）。
翻轉教室並沒有固定的實施流程或教學活動，但有一些原則必須
遵行。翻轉學習網（FLN, 2014）提出翻轉教學的四大支柱：彈性的
學習空間（flexible environment）、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文化（learning
culture）、精心安排的學習內容（intentional content）以及專業的教師
（professional educator）。Chen、Wang、Kinshuk與Chen（2014）再加
上三項實施原則，讓FLIP變成FLIPPED，這三項原則包括積極的網絡
學習活動（progressive networking learning activities）、投入且有效的學
習經驗（engaging and effective learning experience）以及多樣且隨時可
用的學習平臺（diversified and seamless learning platforms）。Chen等人
（2014）所提出的FLIPPED原則反應了科技發展進步的結果，他們所強
調的學習網絡和學習平臺是近幾年開始蓬勃發展的，其實就是彈性的學
習空間，其所強調的「投入且有效的學習經驗」也可以涵蓋於「精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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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學習內容」當中，因為學習內容也可以包含學習活動。簡言之，實
施翻轉教室的基本原則就是，把學習空間從教室延伸出去，涵蓋任何教
室以外的場域，把教師解說的部分從教室移除，以教學影片或其他方式
交由學生自行預習，作為課室活動的先備知識，課室時間保留作為實作
或相關討論及師生互動。至於使用什麼樣的平臺、自製教學影片或用現
成的影片，端看教師如何取得、使用是否覺得自在順暢而定，重點不在
用絢麗的科技和平臺，而在提供學生更多機會進行高層次的思考和更專
注有效的學習。
2. 翻轉教室的理論基礎
支持翻轉教室的理論有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Hung,
2015）、認知負荷理論（cognitive load theory）、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Abeysekera & Dawson, 2015），以及鷹架理
論（Scaffolding）（Bishop & Verleger, 2013; Crews & Butterfield, 2014;
Little, 2015）。主動學習一詞泛指「使學生潛心於從事某些事情並思考
手邊所做的事情」（“involves students in doing things and thinking about
the things they are doing”）（Bonnell & Eison, 1991: 2），據此，很多教
學活動都被認為是可以助長主動學習的，例如，小組討論、個案研究、
合作學習、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Hung, 2015）、任
務導向學習（task-based learning）等，而這些活動也經常在翻轉教室中
被使用。
認知負荷理論（Chandler & Sweller, 1991; Clark, Nguyen, & Sweller,
2005）認為大腦的工作記憶處理資訊的容量有限，在學習新事物時，
大腦有三種認知歷程同時運作，也就是intrinsic processing、extraneous
processing和generative processing，因此會產生三種負荷：內在認知負荷
（intrinsic processing load）是由習得事物本身的複雜程度所決定，外在
認知負荷（extraneous processing load）決定於教授方式，而增生認知負
荷（generative processing load, germane load）則在學習者投入較深層的
認知歷程時才會產生，也就是只有在學習真正發生時，才會產生增生歷
程。翻轉教室要求學生課前預習相關內容，以及課室中的交流與互動，
都能降低學習的外在認知負荷，有助增生認知負荷形成，因此有助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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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決定理論（Deci & Ryan, 1985, 2008）認為學習時有三類認知需
求必須被滿足，即能力需求（need for competence）、自主的需求（need
for autonomy）和連結的需求（need for relatedness）。學習新知與技能
時，學生必須感到自己有能力學會、可以掌控學習，並且與某一情境是
相連結的、有歸屬感的。翻轉教學的課前活動是學生要在課室以外的場
所自行完成，學生可以依自己的能力，完全掌握學習速度，因此滿足了
自主的需求；完成在課室中的實作能滿足學習的能力需求；在課室中的
師生或同儕討論和互動，能給予學生歸屬感和連結感，連結需求因此能
獲得滿足。翻轉教室的教師藉由課前教學影片以及提供相關訊息讓學生
先預習，其實就是給予學生課室活動所需要的鷹架支持，課室活動所產
生的互動與交流，能帶領學生進入學習的ZPD（Vygotsky, 1978），有助
於有效學習，同時也有較多的機會可以做高層次的思考與學習（Bloom,
1984; Hung, 2015）。
3. 翻轉教學於英語教學之應用
翻轉教室最被讚賞的一項優點就是，在教師的引導與同儕的協助
下，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可以發展較高層次的思考（Berrett, 2012），對於
學生人數眾多，上課多採講解方式進行的課程，很適合用翻轉教室，因
此在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領域中最常
使用翻轉教室進行教學（Berrett, 2012），成功例子不勝枚舉。翻轉教室
在英語教學的運用不如STEM領域多，但已有愈來愈多的趨勢。兩個來
自臺灣針對大學英文課程進行的翻轉教室教學研究，便極具參考價值。
Hung（2015）用準實驗設計（quazi-experimental design）來探索為
期六週的翻轉教室對大學生學習英文的效果，計有三個班級的學生參與
研究，三個班級的教學活度安排在翻轉程度上有所不同，其中結構式
翻轉教室（structured flipped classroom）的課程搭配WebQuests進行；
半結構式翻轉教室（semi-structured flipped classroom）的教學活動未使
用WebQuests，但使用TED-Ed平臺的教學資源；控制組的教學是傳統教
室教學，採任務導向的教學活動，講解與作業的指派一如傳統教室的安
排。研究結果顯示，翻轉教室對於非STEM領域的科目，亦能產生正面
教學效果，參與兩個翻轉教室的學生有較好的學習成效、對學習經驗持
正向態度、學習歷程中亦投入較多心力；結構式的翻轉教室明顯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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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深度學習的投入程度，但是半結構式的翻轉教室則未達到明顯效果。
Hung（2015）認為，翻轉教學讓學生能依自己的需求與速度預習和複習
課程內容，包括查閱不熟悉的單字、觀念及閱讀額外的資料，因此提升
了學習成效。
Chen Hsieh、Wu與Marek（2017）結合翻轉教室和Output-driven /
Input-enabled模式（Wen, 2008）設計了一個英語口說訓練課程，課程
包括線上書寫及口說溝通，藉以學習英文的成語。該研究分析的資料
包括成語知識前後測、兩個問卷調查（Perception of Flipped Learning
Experience與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以及半結構式焦點團體訪
談。結果顯示，翻轉教室提高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增加學生在課室中使
用成語的意願和增加學生對成語的知識。以上兩個研究顯示，翻轉教室
是很適合運用在英語教學的教學法，然而，翻轉教室在英語教學的教學
與研究中，仍未見有關寫作的相關研究或教學實例，本課程實施結果有
助於填補翻轉寫作教學的文獻缺口。

（二）TED talks於教學中的應用
如前節所述，翻轉教室經常會搭配使用教學影片，作為課前學生預
習之教材。為能使教學影片達最高的教學效果，教師必須慎選影片，如
欲自製教學影片，也必須小心設計，方能達最大效益。課前使用的教學
影片一般不宜太長，宜控制在20分鐘以內，以免學生失去耐心和注意
力（Day & Foley, 2006; Frydenberg, 2013），影片可以是教師自製或取
材自網路平臺，如TED talks、TED-ED、Khan Academy等。影片之外
應搭配相關引導問題或學習單，幫助學生為接下來的課室活動做好準備
（Hung, 2015）。
TED（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and Design）是個非營利組織，
成立於1984年，致力於分享值得分享的點子（ideas worth spreading）
（Loya & Klemm, 2016）。TED talks來自全世界各領域最優秀的思想家
和行動家，以18分鐘左右的時間分享他們的故事。由於TED talks主題涵
蓋面極廣，將TED talks作為教學工具已經在許多領域中逐漸被廣為使用
（Broadaway, 2012; DaVia Rubenstein, 2012; Takaesu, 2013）。Takae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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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利用TED talks作為延伸的聽力訓練教材，藉由聆聽TED talks，
讓學生的英文聽力進步、學習動機提升，也進而適應不同腔調的英文
發音。DaVia Rubenstein（2012）認為TED talks在教師培育可以扮演重
要的角色，應該多加利用，教師亦可以將演講融入教學中。Banker和
Gournelos（2013）與四位中學教師的訪談研究結果顯示，受訪教師認為
TED talks能夠激勵學生、訓練批判性思考、提升學生自主學習並激發學
生好奇心。Banker與Gournelos（2013）更提到，TED talks能喚起終身
學習的熱忱，因為這些演講能夠滿足聽眾對經驗、成長和個人修為的渴
望。最有效能的老師是能激勵人心的老師（McGonigal, 2004），教師若
能善加利用TED talks，激勵學生對生命及學習的熱忱，就能成為激勵人
心的老師。Romanelli、Cain與McNamara（2014）指出，TED talks相當
具有結構，講者都是訓練有素的演說家，他們的演講遵循一個特定的模
式，能夠凸顯講者對講題的熱情，並激發聽眾的好奇心。TED talks不傳
達大量的訊息或知識，而是呈現更具高度的想法。他們認為TED talks很
適合作為翻轉教室使用，演講傳達的內容學生可以自行在家觀看接收，
而其背後所傳達的深厚訊息可以在課室活動中加以分析、討論、辯論、
或消化。Lawson、Bodle、Houlette與Haubner（2006）則指出，教學影
片欲達最好效果，宜提供學生引導式問題或簡單的問卷，幫助學生觀看
影片時更能聚焦重點，也較容易內化重要觀念。

參、教學方法設計結構與內容
本課程係針對科技大學二技學制第一年（相當於大三）應用英語系
必修寫作課所設計，課程以不同文體為教學單元，搭配適切的TED talks
作為學生寫作素材。本文呈現如何結合TED talks進行翻轉教室的寫作教
學。學生於課前觀看TED talks，演講的內容為文章寫作的素材，每一次
的課前觀看影片均有相關的學習單配合，以加強學生學習重點，並藉以
檢視學生是否確實完成課前準備活動。學習單內容包括影片引導問題、
重要文法、句型、字彙、修辭提醒與練習，作為下一次課室活動的前置
準備，以利課室小組討論或實作順利進行。教學方法採以學生為中心的
任務導向教學法，每一單元的任務是完成一篇3至5個段落符合文體結構
80

結合TED Talks之翻轉英文寫作課程

的文章；為完成此任務，學生必須藉由課前準備、完成學習單、同儕討
論、完成初稿、同儕校閱、與教師諮詢討論、改寫等多元教學活動方能
達成。評量策略採多元評量，包括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整體課程
設計如圖3所示。

（一）明確的教學目標
本翻轉寫作課程訂定明確的教學目標，計有下列四項：
1. 藉由翻轉教室課前預習活動（如觀看TED talks影片、填寫學習
單），加強學生文法概念、提升英文字彙的質與量。
2. 藉由翻轉教室課室中的教學活動，提升教師與學生、學生同儕之
間的互動交流與討論，進而優化學生英文寫作能力。
3. 藉由聆聽不同主題的TED talks，增進學生英文聽、讀、說能力，
提供寫作練習題材，提升學生寫作的動機與信心。
4. 藉由聆聽不同主題的TED talks，增進學生對多元文化的瞭解，提
升學生多元文化智能。

（二）多元的教學活動
本課程採多元教學活動，概述如下：
1. 教師講解：教師針對各文體的結構與特色作詳盡的說明，協助學
生瞭解英文文體與中文文體的差異；針對學生完成的學習單和線上測
驗，也會在課堂上於寫作前與學生討論，教師藉此釐清學生困惑，並增
進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2. 填寫課前及課後學習單：教師根據指定的TED talks內容，編寫單
元學習單，內容包括重要字彙預習、影片內容相關引導問題、下次上課
活動先備知識等。影片觀前學習單有助學生聚焦影片重點，以及構思之
後的文章寫作。
3. 內化圖像組織圖：教師於每個不同文體的教學時，加入適合該文
體的圖像組織圖，幫助學生組織歸納想法、統整英文作文不同文體的修
辭結構特徵，並指導學生繪製能提綱挈領的圖像組織圖，提升構思寫作
的歷程與寫作品質。經過多次演練後，期待學生能夠內化圖像組織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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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應用於其他科目的學習。
4. 觀看聆聽TED talks：TED talks主題涵蓋層面極廣，內容深入淺
出，每一場演講時間在15至20分鐘之譜，藉由聆聽TED talks，學生能增
加不同領域的知識、學習多元文化、增進英文聽力與增加字彙、作為寫
作素材、以及自我省思。由於學生於課前在家觀看影片，學生可依自己
的需要自由切換字幕，且可以反覆聆聽，沒有播放的時間限制。
5. 合作寫作：藉由腦力激盪與合作學習，降低學生寫作焦慮，提升
學習動機與增進學習成效。
6. 個別寫作：學生針對不同文體撰寫短文，並經同儕校閱與教師批
改後修改文稿。
7. 同儕校閱與討論：學生閱讀同儕文章並給予意見和建議，討論過
程有助雙方釐清寫作疑惑。
8. 師生討論：學生於課室中進行小組討論或實作時，教師會遊走於
各組之間，提供各組或個人需要的協助，視學生學習需要而定，教師也
會安排2～3人一組的指導與晤談。
9. 觀摩佳作與自我反思：教師在智慧大師平臺公佈優秀學生作品提
供同學觀摩，學生寫下觀摩心得以及反思自己作文的錯誤。

（三）豐富的教學資源與教材
本課程採用豐富多元的教學資源與教材，概述如下：
1. 寫作教科書：教科書為牛津出版社所出版的Effective Academic
Writing系列用書的第二冊（Savage & Mayer, 2012），該教科書的編排以
文體為編寫單元，利於本課程教學主軸的進行。
2. TED talks：教師選擇適合的TED talks作為教材，學生必須反覆
觀看影片，方能完成教師所編寫的學習單與課室實作活動，以及課後作
業。
3. 單元學習單：教師自編的單元學習單內容包括重要字彙預習、影
片內容相關引導問題、影片內容複習與檢視、上課活動先備知識等。
4. 線上測驗：教師針對演講內容、學生共同的寫作錯誤編製線上測
驗題目，學生於上課前完成測驗，教師於課室中討論測驗結果，有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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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深入瞭解演講內容，並提升文法知識和增加字彙。
5. 課室學習日誌：學生於每次下課前五分鐘填寫學習日誌，回顧反
思當日課室學習狀況及感受，並提供教師教學建議。
6. 「智慧大師」學習平臺：學生利用此平臺回答課前提問、繳交作
業、與教師和同儕互動。

（四）多元評量方式
評量與教學是一體之兩面，評量的本質及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為
第一要務（Davis, 2000），評量有兩大目的：(1) 檢視學生程度，進行
素質把關；(2) 探究改進方案，以提升學生學習。就評量的時機和功能
而言，教學評量可以分為「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和
「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assessment），前者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
所採用之各種形式的評量活動，藉以瞭解學生的學習與能力現況，並
據此檢視並調整教學內容、方法與步調；後者指的是在一個或數個教
學單元結束後，教師所採用的評量活動，藉以判斷教學目標的適切性
與教學的有效性。在多元評量的前提下，形成性評量是不可或缺的評
量方式。此外，若從評量與學習的關係來看，評量可以分為「促進學習
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評量即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學習結果的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甄曉蘭，
2008；Earl, 2003），前二者屬於形成性評量，第三種屬於總結性評量。
本課程採多元評量方式，包括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所進行
的形成性評量包括：影片觀前與觀後學習單、線上測驗、小組討論、
教室學習日誌、觀摩心得、錯誤反思、學習檔案。總結性評量則為個
人寫作成品。在形成性評量的部分特別著重學習檔案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主要在學生學習過程中彙集寫作討論以及學生修改／成
品相關的各項資料，進行評量，具有持續累積的評量效用。檔案評量
已被許多英語教學的學者與教師發現其在呈現學生的成就、努力與進
步方面，有極大的優點。此外，檔案評量能讓學生有自我評量（selfevaluation）的機會。學生的個別檔案提供了一項持續累積的語言發展紀
錄、勾勒學習過程的全貌、呈現進步的情形、提供師生一起設定目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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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評量的機會，並可將具體成果與同學及其他教師分享，進而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

肆、教學方法實踐模式
一、研究參與者
參與研究者為19位就讀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二技修習英文寫作方法
課程的學生。學生之前所受的訓練差異大，五專時期主修不盡相同，不
全是英語科系，且程度差異大，其中有11位學生在進入二技就讀前未曾
上過英文寫作課程，所有參與者英文寫作能力介於歐洲共同語言參考
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CEFR
A2～B1+之間 1，程度相當於全民英檢初級與中級之間，學生異質性相
當高。

二、課程實施步驟
本課程的設計理念之一是以學生為主體，因此在進行主要的寫作活
動之前，務必協助學生作好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的準備，學生方能
循序漸進，完成英文寫作任務，尤其在面對許多學生過往的學習經驗呈
現極大異質化，循序漸進的課程實施步驟益顯重要。本課程在進行每一
個單元教學時，依照下列五個步驟逐步引導學生，提供適切的鷹架支持
（Chen, 2016; Hyland, 2007）：
1. 建立情境（setting the context）：進行每一個單元之初，教師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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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解說，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識，協助學生建立基模（schema），相關教
學活動包括：說明文體特色、說明TED talks背景、說明影片觀前學習單
等。
2. 示範解說（modeling and instructing）：建立情境後，教師針對
新的知識作詳盡解說，加強學生新知識的理解與吸收，相關教學活動包
括：分析範本、解說線上測驗、討論TED talks內容、討論觀後學習單
等。
3. 合作寫作（joint construction）：在教師的示範說明之後，學生先
行分組進行全班討論或小組討論，藉此進行腦力激盪或合作學習，學生
亦可藉此獲得足夠的認知與情意方面的鷹架支持，相關教學活動包括：
課室小組討論、師生討論、同儕批閱等。
4. 獨立寫作（independent construction）：完成前面四個步驟後，
學生已作好獨立完成寫作任務的準備，可以在家或在課堂中進行獨立寫
作，若是在課室中進行獨立寫作，學生可以自由與同儕或教師討論。
5. 連結與比較（linking and comparing）：學習效果若要最大化，教
師必須提供機會引導學生反思與比較，相關教學活動包括：教師解說共
同錯誤、觀摩同儕佳作、寫作錯誤反思、填寫課室學習日誌等。

三、TED talks選用原則
TED talks主題包羅萬象，教師該如何選擇適當的影片作為教學材
料，端看教學目的與學生的興趣而定。教師亦可將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
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作為選擇TED talks主題
的參考依據。本課程所選用的兩個TED talks主題為“How do you define
yourself”以及“A warrior’s cry against child marriage”，前者內容關於一位
患有罕見疾病的大學生Lizzie如何努力克服人們異樣的眼光與同儕的霸
凌，成為作家與演說家；後者則是關於馬拉威少女Memory Banda努力
遊說呼籲取消童婚的傳統，以保護女童的健康及受教權，兩則演講符合
SDGs中的第4項目標「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
終身學習」以及第5項目標「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利」，同時
也有助擴展學生的國際觀，瞭解世界不同文化，增進學生對多元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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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提升學生多元文化智能。

四、學習單、線上測驗與課程回饋問卷編製
為能確保翻轉教室的學習效果，筆者編製了影片觀前與觀後學習
單、寫作後學習單、線上測驗以及課程回饋問卷等表單，作為輔助與強
化學習之用。以下針對這些教材的設計原則敘述如後。

（一）各式學習單
學生回家觀看影片之前，在課室須先在教師的引導之下填寫觀前學
習單，觀賞影片結束後填寫觀後學習單，這兩份學習單也可以合併於同
一張學習單中，但必須清楚劃分哪些題目是觀前須完成，哪些又是於觀
後完成。觀前完成的題目著重於建構與演講內容相關的基模，幫助學生
於觀看TED talks時更能聚焦；觀後完成的題目則著重演講內容的重點整
理以及英文學習，幫助學生複習演講內容、學習重要英文字彙和句子以
及延伸題目，如個人學習心得等，這些均有助學生在回到課室中寫作文
時，能更快掌握重點撰寫文章。教師於完成第一版寫作內容批閱後，針
對學生最常出現或最核心的錯誤，編製寫作後學習單，目的在提高學生
對英文字詞、句法與篇章的知覺，幫助學生完成更順暢的英文作文。本
課程所使用之各式學習單請詳見附錄一。

（二）線上測驗
為能確保學生如實完成觀賞聆聽TED talks影片，學生於特定的時間
之內必須完成教師設計的線上測驗，測驗的內容以演講內容為主。藉由
線上測驗一方面可以確認學生完成影片觀看，另一方面可以幫助學生複
習影片內容。題目的設計可包含事實問題（factual questions）、和推論
問題（inferential questions），教師也可依學生作答狀況，檢視學生對演
說內容理解程度，並於下一次上課時協助釐清學生錯誤的解讀；線上測
驗的題目也可以針對英文學習而設計，教師可依據演講內容相關字彙和
句法，編寫相關的題目。附錄二為TED talks “A warrior’s cry against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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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age”之線上測驗題目。

（三）課程回饋問卷
編製課程回饋問卷是為了要確認學生對翻轉寫作課程的看法，問卷
調查結果可提供教師下一次教學相當寶貴的資訊。本課程之課程回饋問
卷分兩大部分，計有43道題目，第一部分1～29題調查學生是否同意融
入TED talks之翻轉教學各項活動的內容敘述，包括TED talks內容是否有
趣（第1題）、是否有助各項能力之提升（第2～10題）、在家預習活動
（第11～18題）、課室各項活動安排之效果（第19～28題）以及本課程
整體評價（第29題）。第二部分第30～43題調查學生對於各項活動的喜
好程度，問卷採李克氏六點評分（0～5分，0為「非常不同意／非常不
喜歡」，5為「非常同意／非常喜歡」）。

（四）學生課室學習日誌以及觀摩心得
為能更瞭解學生對課程內容以及進行方式的感受，並讓學生反思自
己的學習，學生於每次課程結束後填寫課室學習日誌（見附錄四），
學習日誌的問題包括：(1) 今天的課程中你最喜歡的部分是什麼？為什
麼？(2) 今天的課程中你最不喜歡的部分是什麼？為什麼？(3) 你如何評
量自己今天的表現？(4) 你從今天的課程中學到了什麼？(5) 你想給老師
什麼建議？藉由這些問題，教師可以調整下次上課的活動安排，讓教學
活動內容更能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學生亦可藉由回答這些問題進行學
習反思，以強化學習效果。此外，學生於觀摩同儕佳作之後撰寫觀摩心
得（見附錄五），觀摩佳作能激發學生師法於上的動機，作品被觀摩的
學生也能獲得成就感，強化其學習動機；同時，學生撰寫心得也是一個
學習反思的歷程，藉由反思自己的學習，學習效果得以被強化。

五、單元課程大綱
本節以一個完整的翻轉英文寫作課程單元教學大綱，說明本課程的
實踐模式，包括：課室活動安排、使用教材與教學資源以及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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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單元教學大綱如表1所示。
表1
融入TED talks之翻轉英文寫作課程單一單元之教學大綱
時程

實施步驟

教學活動

活動目的

使用之教材
與教學資源

單元進行 建立情境 * 教師發TED talks觀 * 協助學生建立先備知 * 影 片 觀 前
前1週

前學習單，引導學生 識及schema

（10～15

填寫及討論學習單內 * 有 助 學 生 觀 看 T E D

min）

容
* 學生填寫學習單

學習單

talks時更聚焦、更能
掌握重點

單元進行 建立情境 課前活動：
* 學 生 在 家 觀 看 T E D *翻轉學習，學生學習 * 影 片 觀

第1週（2

talks

節課）

自主學習

*學生在家完成線上測

前 學 習
單、TED
talks、智

驗、觀後學習單
課中活動：

慧大師平

示範解說 *教師引導檢討線上測 *學生學習重要文法、
驗及觀後學習單

深入瞭解演講內容

*教師解說寫作重點

*協助學生構思寫作內

臺

容、進行形成性評量
合作寫作 *學生分組討論
*教師巡視解惑

*腦力激盪、提供
scaffolding
*scaffolding、形成性
評量

獨立寫作 *學生撰寫文章
*教師巡視解惑

*主要的寫作練習
*scaffolding、形成性
評量

課後活動：
連結與比 *學生填寫課室學習日 *學生反思今日所學
較

誌

*課 室 學 習
日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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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進行 建立情境 課前活動：
第2週（2
節課）

*學生在家完成線上測 *翻轉學習，學生學習 * 智 慧 大 師
驗（聚焦於文法及學 自主學習、學習文法 平臺
生共同錯誤）

與修辭技巧

課中活動：
示範解說 *教師引導檢討線上測 *學生學習重要文法與 * 智 慧 大 師
驗、解說學生共同錯 修辭技巧、學習如何 平 臺 、 經
教師批閱
誤、引導學生如何修 修改作文
的學生作

改作文

文
合作寫作 *學生分組討論、觀摩 * 腦 力 激 盪 、 提 供
佳作
scaffolding
*教師巡視解惑
獨立寫作 *學生修改文章
*教師巡視解惑

*提供scaffolding
*修改文章、學習寫作
技巧
*scaffolding、總結性
評量

課後活動：
連結與比 *學生填寫觀摩佳作心 * 學 生 反 思 自 己 的 作 * 學 生 作 文
較
得、錯誤反思心得、 文、反思今日所學、 學 習 日
誌、反思
課室學習日
總結性評量
心得

六、資料蒐集與分析
針對所蒐集學生撰寫的三篇文章與課程回饋問卷進行統計分析後發
現，三篇文章中，一篇為進行翻轉教學之前所寫的文章（非翻轉），
兩篇為兩次翻轉教學後的作文（翻轉1與翻轉2） 2 ，為確保評分者信
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學生作文由筆者以及另一位經驗豐富的大
學英文寫作教師共同進行評閱，若二位評分者所評定的分數相差大於
或等於3分，則評閱者藉由討論直到達成共識為止。評閱得分為文章
2

囿於篇幅限制，其他質性分析資料包括各式學習單及學生學習日誌內容分析，則不在本文
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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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讀性（readability），文章的流暢度則以每篇文章的字數來計量
（Wigglesworth & Storch, 2009）。

伍、結果與建議
一、教學實施結果
本課程計實施了二個單元的翻轉英文寫作教學，並於單元教學結束
後，分析學生的寫作表現和對課程的回饋問卷。整體而言，學生對融入
TED talks的翻轉英文寫作課程抱持相當肯定的態度，學習結果也顯示這
種課程安排有助學生學習英文寫作。茲就學生寫作表現和課程回饋問卷
分析詳述於後。

（一）學生寫作表現
學生寫作表現分別就教師批閱結果及學生作文流暢度兩方面來看。
筆者與另一評閱專家在批閱兩份翻轉課程後的作文時，均明顯感受到學
生的作文可讀性提高很多，相較之前的寫作，這兩個單元的文章結構清
楚，重點明確，雖然文法錯誤仍相當多，但對表達語意影響不大，批閱
起來負擔相較以往減輕許多（學生作品請見附錄三）。整體而言，學生
翻轉教學後的第二篇文章又比第一篇文章表現更好。在流暢度方面，也
有明顯的進步。以進行翻轉教學之前學生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翻轉第
一單元、翻轉第二單元為例，比較三篇文章的得分與流暢度，可以清楚
看見學生的進步。流暢度為每篇文章的總字數，得分為1～10分，為文
章整體表現的評分。由表2可得知，流暢度與得分的平均值逐次提升；
再進行相依樣本 t 檢定後，如表3所示，流暢度的提升達顯著水準，得分
表現則在翻轉第二單元達顯著水準。綜上所述，融入TED talks的翻轉英
文寫作課程對提升學生作文的流暢度與整體表現是有相當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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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學生三篇作文流暢度與得分比較
學生作文

字數

得分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非翻轉

250.26

68.311

4.79

1.512

翻轉1

305.95

62.169

5.21

1.873

翻轉2

410.58

81.234

5.95

2.248

表3
學生三篇作文流暢度與得分成對樣本檢定
配對

t

成對差異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平均值

非翻轉 vs.

流暢度 -55.684

56.695

13.007

翻轉1

得分

-.421

1.346

.309

-160.316 101.028

23.177

非翻轉 vs. 流暢度

自由度 顯著性

翻轉2

得分

-1.158

1.608

.369

翻轉1 vs.

流暢度 -104.632

97.660

22.405

翻轉2

得分

-.737

1.558

.357

-4.281*** 18

.000

-1.363

18

.090

-6.917*** 18

.000

-3.139**

18

.006

-4.670*** 18

.000

-2.062

.054

18

（二）課程回饋問卷
在連續進行二個單元的融入TED talks翻轉英文寫作課程後，學生填
寫一份課程回饋問卷，計有兩大題，共43道題目。第一部分（第1～29
題）針對TED talks及其他相關教學活動對學習的助益；第二部分（第
30～43題）詢問學生對翻轉課程的各項活動的喜好程度。問卷採李克
氏6點量表（6-point Likert scale）填答，5為「非常同意」或「非常喜
歡」，4為「同意」或「喜歡」，3為「有些同意」或「有些喜歡」，2
為「有些不同意」或「有些不喜歡」，1為「不同意」或「不喜歡」，0
為「非常不同意」或「非常不喜歡」。19位學生填答結果如表4所示，
問卷信度Cronbach α為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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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翻轉英文寫作課程回饋問卷填答狀況
題目

平均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偏差

1. TED talks的內容很有趣。

4.58

5

3

.607

2. TED talks的內容有助我學習新知。

4.74

5

3

.562

3. TED talks的內容有助我瞭解不同的文化。 4.79

5

3

.535

4. TED talks的內容有助我提升國際觀。

4.74

5

3

.653

5. TED talks有助提升我理解世界上不同文化 4.68

5

3

.671

人士的態度和行為。
6. TED talks有助提升我的英文聽力。

4.47

5

3

.697

7. TED talks有助提升我的英文說的力。

3.53

5

2

.905

8. TED talks有助提升我的英文閱讀力。

3.95

5

1

1.129

9. TED talks有助提升我的英文寫作力。

3.74

5

1

1.046

10. TED talks有助增加我的英文字彙

4.63

5

3

.597

11. 我喜歡老師在課程中融入TED talks。

4.53

5

3

.697

12. 在家看TED talks是浪費時間。

0.58

2

0

.769

13. 在家看TED talks很輕鬆自在。

4.37

5

3

.761

14. 課前看TED talks有助課堂上構思作文。

4.11

5

2

1.100

15. 課前的線上測驗讓我覺得有壓力。

1.79

4

0

1.437

16. 課前的線上測驗是浪費時間。

0.68

2

0

.820

17. 課前的線上測驗有助我學習英文

4.26

5

3

.733

18. 課前的線上測驗有助我更瞭解TED talks

4.37

5

3

.761

19. 課堂上寫作前與同學討論有助我寫作文。 4.11

5

2

.937

20. 課堂上寫作前與同學討論是浪費時間。

0.79

3

0

.976

21. 課堂上寫作前老師的講解有助我理解

4.47

5

3

.772

22. 課堂上寫作前老師的講解有助我寫作文。 4.32

5

3

.820

23. TED talks觀前學習單有助我瞭解TED talks 4.32

5

3

.749

內容。

TED talks內容。

內容。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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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ED talks觀前學習單有助我寫作文。

4.32

5

3

.820

25. TED talks觀後學習單有助我瞭解TED talks 4.32

5

3

.671

4.42

5

3

.838

27. 寫作文時老師在教室裡走動巡視讓我覺得 2.00

4

0

1.333

3.95

5

2

1.079

29. 大致上來說，我喜歡這種課程安排。

4.42

5

3

.692

30. 課前在家看TED talks演講。

4.26

5

3

.872

31. TED talks—How do you define yourself

4.42

5

2

.838

32. TED talks—A warrior’s cry against child

4.11

5

3

.737

33. 填寫觀前學習單。

3.68

5

2

1.003

34. 填寫觀後學習單。

3.79

5

2

1.084

35. 在課堂上寫作文。

3.58

5

1

1.017

36. 在課堂上跟同學討論。

4.00

5

2

.882

37. 老師課堂上講解。

4.53

5

3

.697

38. 寫作文時老師在教室裡走動巡視。

4.00

5

2

1.000

39. 課前線上測驗。

3.89

5

3

.737

40. 填寫課室學習日誌。

3.63

5

2

.895

41. 觀摩同學佳作。

4.32

5

3

.749

42. 反省自己的寫作錯誤並記錄下來。

4.16

5

2

.898

43. 在時限內繳交作業。

3.74

5

2

1.147

內容。
26. TED talks觀後學習單有助我寫作文。
有壓力。
28. 寫作文時老師在教室裡走動巡視有助我寫
作文。

marriage

從表4可以得知，整體而言，學生對融入TED talks的翻轉英文寫作
課程，抱持相當肯定的態度，認為TED talks對他們的學習是有正面助益
的，其中以提升新知學習、瞭解不同文化、提升國際觀以及理解不同文
化人士的態度與行為的幫助同意度最高（見問題第2～5題），且所有學
生均持同意的看法。由此可見，融入TED talks於課程中，是提升學生多
元文化素養及擴展國際觀相當可行的資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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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語言學習方面的助益，包括聽、說、讀、寫能力提升以及增加
字彙（見問題第6～10題）。整體而言，學生認為TED talks對增進這些
能力是有幫助的，平均介於3.53～4.63之間，尤其是提升聽力和增加字
彙這兩項，所有學生均表同意；有少數學生認為TED talks對提升英文
說、讀、寫能力提升幫助有限，但學生寫作流暢度及可讀性的進步，已
客觀證明融入TED talks作為寫作的前導活動，的確能提升學生的寫作表
現。我們可以推論，認為TED talks無助於提升寫作能力的學生可能直覺
地主觀如此認定，畢竟，從聽的練習轉化為寫作能力提升，與一般人的
認知是有衝突的。整體而言，學生對於在寫作課程中融入TED talks是相
當肯定的（見問題第11題），平均達4.53。
此外，學生對於寫作翻轉教學各項活動安排，也多持肯定態度。學
生對於線上測驗、填寫影片觀前觀後學習單對於學習的幫助持正面態
度，所有學生均同意這些活動有助於理解演講內容、學習英文及英文寫
作。對於學習單的看法，學生均抱持相當正面的評價（見問題第23～26
題），平均介於4.32～4.42之間，相當同意學習單有助瞭解演講內容及
後續寫作，儘管學生對「填寫學習單」這項活動喜歡的程度（見問題第
33～34題）僅為3.68和3.79，介於「喜歡」和「有些喜歡」之間，但他
們仍肯定學習單對學習的助益。「寫作前與同學討論」和「寫作時教師
於課室中走動巡視」兩項活動安排，整體學生同意其學習助益，同意程
度分別為4.11和3.95，但仍有學生勾選「有點不同意」。分組討論是否
有助寫作文，可能跟學生個人的學習型態和英文程度有關，喜歡獨立作
業的學生可能比較不喜歡與同儕討論，而程度較佳的學生不一定覺得自
己可以在討論中獲益；教師遊走於教室裡可能會給學生壓力，但也有學
生表示非常喜歡有老師或同學在旁邊，隨時可以請教解惑。總而言之，
融入TED talks的翻轉英文寫作課程有助中等及中下程度學生學習作文，
也有助提升學生的多元文化素養及國際觀。

二、推廣應用的可行性與限制
上述融入TED talks的翻轉英文寫作課程確實有助提升學生整體文寫
作表現、提升學生多元文化素養與國際觀，學生對於TED talks影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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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學的各項活動安排亦多抱持正面的態度。這個創新教學方法值得
推薦給英文寫作教師，且無論是程度較差的學生，或者是進階程度的學
生，融入TED talks的翻轉英文寫作課程均相當適合。惟本課程僅實施二
次融入TED talks的翻轉教學，本研究所顯示的短期寫作教學成效無法推
及長期教學效益，仍待未來更多相關研究之釐清。此外，在實際執行類
似課程時，仍有其他方面的限制。
首先，是學生年紀的限制。由於TED talks的訴求觀眾是成人，大
部分的演講主題需要心智較為成熟的成年人方能理解，因此較適合高中
及以上的學習者。其次是設備的限制，教師也必須確認所有的學生都有
管道能觀看TED talks，有網路可以使用以利進行線上測驗，如此所有
學生才能在上課時已經完成必須完成的前置作業，翻轉教學才得以順利
進行。而且在實施翻轉教學之前，學生必須具備英文作文修辭結構的知
識，知道文章架構包括那些要素。
再者則是教師所需的準備，這也是翻轉教室是否能成功的關鍵。為
進行融入TED talks的翻轉英文寫作課程，上課前教師必須花費許多時間
與心思構想與準備，上課中必須投注更多心力於指導個別學生，課後必
須即刻批閱學生作業，才能使翻轉教室持續向前推進。課前的準備包括
挑選適合的TED talks，考量其主題是否能引起學生興趣、內容是否難易
適中、演講者的口音是否易懂、時間長度是否恰當等。選定演講之後，
教師要反覆聆聽觀看，以確定教學重點，便於編製學習單、線上測驗題
目和確定寫作文體和題目等。上課之前教師必須有可靠的機制或平臺以
確認所有學生均已完成在家預習的任務。課程進行時，教師除要進行講
解之外，還要預留時間讓學生書寫作文，於此同時，教師要關照所有需
要協助或個別指導的學生。下課後教師必須立刻批閱學生作業，才能及
時發布下一個線上測驗或在家作業，期間所耗費的心力與時間，是一般
課程的數倍之多。在進行此類課程時，學生亦須投入較多的時間完成作
業和任務，有鑑於此，翻轉英文寫作課程不似一般運用於STEM課程的
翻轉教學，可以全學期，乃至全學年均實施之，建議一學期安排2～3次
翻轉英文寫作課程即可，教師才不至於為此耗費太多時間與心力，壓縮
了其他教學與研究的時間，因而心生倦怠；而學生也不至於因為接二連
三的看影片、填寫學習單、線上測驗、寫作文、改寫作文而心生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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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融入TED talks的翻轉英文寫作課程結合了網路科技與創
新教學概念，以學生為主體，學生在學習英文寫作的同時，亦提升了字
彙量、學習新知、培養多元文化素養、加強批判性思考、擴展國際觀等
能力。未來筆者將持續實施此創新教學，同時歡迎更多的英文教育者也
融入這兩元素於英文寫作教學中。雖然改變之初費時費力，但學生的進
步，包括寫作能力以及文化素養的提升，讓一切都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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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各式學習單
1. 影片觀前學習單—How do you define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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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片觀前學習單—A warrior’s cry against child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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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片觀後學習單—A warrior’s cry against child marriage

104

結合TED Talks之翻轉英文寫作課程

105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 3-2

4. 寫作後學習單—A warrior’s cry against child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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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線上測驗題目
Test on “A Warrior’s Cry against Child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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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學生作品—On “A warrior’s cry against
child marriage”（第一版及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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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學生課室學習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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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學生觀摩佳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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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pping the EFL Writing Classroom with
TED Talks
Christine Chifen Tseng*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n innovative flipped EFL writing class model.
With the incorporation of TED talks and implement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s, it is hoped that higher efficacy can be achieved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L writing. A total of 19 students who were English majors in the
second-year program at 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ticipated
in this research. The course is a mandatory writing course, which takes a
genre-based, process-oriented approach to teaching EFL writing.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o incorporate TED talks into the writing class. Activ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pre-class, in-class, and post-class elements. Pre-class
activities include filling in pre-viewing worksheets, watching TED talks at
home, taking online tests, and filling in post-viewing worksheets; in-class
activities include discussion of online tests and worksheets, writing essays
and revising essays, group discussion, and teacher-student discussion; postclass activities include writing learning logs and reflecting on writing.
An analysis of students’ essays and responses to the course feedback
questionnaire revealed that flipped writing classrooms that incorporate TED
talks indeed help improve the fluency and readability of learners’ writing,
enlarge their vocabulary, enhance classroom commitment, and cultivate
multi-culture literacy and global vision. Limitations an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TED talks, multi-culture literacy, EFL writing, fluency, flipped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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