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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混成學習精進英語授課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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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語授課為臺灣高教趨勢，但學習成效常受質疑。本研究以某課

程為個案，過往為教師單向講授，幾乎無法達到開課人數，教學評量也

有進步空間，因此嘗試實體及網路之混成學習，透過「計畫、行動、檢

核、調整」之行動研究法，以學習者、知識、評量為中心，計畫與調整

階段參酌近年及本期學生之需求來設計核心知識單元，行動階段融入線

上與實體教學活動以增加互動，檢核階段分析校級問卷、自製問卷、數

位平臺紀錄來追蹤成效。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對線上與實體教學互有偏

好，教學評量分數優於歷年紀錄及系平均值，惟仍無法吸引學生修課，

待日後繼續努力。

關鍵詞：行動研究、英語授課、計畫―行動―檢核―調整、混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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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專業課程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乃透過

英語來學習學科知識，國內大學一般將（全）英語授課定義為所有教學

活動採用（全）英語方式，包含教學計畫表、授課內容、教材、研討、

報告、評量、上課期間之交流。鍾智林與羅美蘭（2016）調查EMI實務

上多有中文輔助，惟亦有學校主張100%英語授課。謝尚賢、康仕仲、李

偉竹、張國儀與陳仁欽（2007）指出EMI的兩難，程度好的學生希望全

英語學習，程度差者期盼中文輔助。Tsou與Kao（2017）回顧歐亞高教

EMI現況，認為學生雖可習得專業知識並提升英語能力，但課堂互動及

專業深度恐受影響；即便如此，Tsou與Kao（2017）總結EMI於非英語

系國家將持續成長。

在臺灣，108學年綜合大學EMI課程達18,975門、502,522修課人次

（教育部，2020），雖有政策支持，但教學現場常見學生英語不佳或

程度差異大（Chen, 2107; Chern & Lo, 2017; Chung, 2017; Huang, 2012; 

Yeh, 2012）。Chang（2010）對370位大學生問卷調查顯示，自評聽讀技

能普通或不佳者達76%～82%、說寫技能普通或不佳者達87%～90%，故

建議EMI修課生宜有一定英語水平。此外，部分教師不認為EMI課程與

教師應負擔英語教學責任，反認為學生應具備相符的英語能力再來修課

（Chen, 2017），而學生多期待以EMI課程增進英語能力（Chang, 2010; 

Huang, 2009），進而影響課堂互動與專注度、學生無法理解內容、教

師降低授課廣度與深度（Chen, 2017; Huang, 2009; Yeh, 2012），常見

改善建議包括中文輔助及多媒體教學（謝尚賢等人，2007；Chen, 2017; 

Huang, 2012; Yeh, 2012）。鍾智林與羅美蘭（2016）檢視國內9所運輸學

系連續三年課程，多門EMI停開或改成中文授課，顯示師生仍不斷嘗試

與調整。大抵而言，教育部政策導引下，提供高教EMI的動能，但少子

化導致校系招生標準逐年降低，加劇教學場域諸多課題，成為EMI推動

隱憂。

作者反思開設多年的三門大學部EMI課程，教學評量均優於系平均

值，其中一門（個案）規模10～15人，另兩門為30～40與80～90人。換

言之，相同的教師及EMI模式，個案課程較不受青睞，箇中因素可能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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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課程屬性、教學設計、開課年級、上課時段、班風（class dynamics）

等，但不可諱言，教師仍扮演關鍵角色。個案課程102學年之前採用中

文授課，規模可達70人，改為EMI即驟降至30人，近年甚至乏人問津，

屢未達開課最低門檻15人。另一方面，個案課程涉及日新月異的運輸科

技，每年均搭配國內外資料更新教材，EMI提供直捷式的學習，培養學

生汲取外文資訊的能力，且有助於職場銜接及後續求學深造，學系與教

師均不願輕言放棄。

鑑於現今學生成長於數位世代、校園軟硬體設備俱全，與其苦惱學

生滑手機而耽誤學習，教師不如化阻力為助力，利用網路提供更友善的

學習體驗，透過數位教學平臺營造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環境；

混成學習泛指藉由網路科技與面對面上課的雙軌學習，強化學生整體參

與及學習成效（Garrison & Vaughan, 2008），故本研究欲瞭解混成學習

能否成為EMI困境的解方之一，探索(1) 從EMI課程教學評量觀點，混成

學習能否提升學習成效？(2) 從EMI修課人數觀點，混成學習能否引起修

課動機？

貳、教學方法設計理念與理論基礎

混成學習設計理念係將多元學習型態緊密融合於教學，Rossett與

Frazee（2006）指出廣義的混成學習包括面對面學習（如課堂講授、工

作坊、同儕與團隊討論）、同步與非同步虛擬合作（如指定時間之線上

即時互動或彈性時間之線上回溯互動）、自我學習與績效支援（如書

面或線上教材、資料庫、評量活動、教師與同儕支援等方式）。史美瑤

（2014）指出混成教學優點包括學生學習成效高、增加同儕及生師互

動、促使教師改變教學方法、保存學生學習過程與成果。Min、Wang與

Liu（2018）以實驗組和對照組比較中國EMI課程採混成或傳統教學之差

異，發現混成教學提升大學生專業技能與學習動機、降低課堂焦慮。Im

與Kim（2015）依韓國大學生深度訪談結果，倡議混成教學輔助EMI課

堂互動。從教師需求面來看，Fenton-Smith、Stillwell與Dupuy（2017）

調查20位臺灣的大學教師參與海外EMI增能研習，指出教師學員期望主

題之一是線上與教室以外活動的翻轉教學，混合應用更多元的教學方法

以混成學習精進英語授課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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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教學成效。

混成學習理論基礎可溯及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 Institute 

[NTLI]（1954）學習金字塔，該理論指出實體課堂講述之學習留存

率（retention rate, RR）僅約5%，建議搭配其他教學設計形成RR遞增

之金字塔，此本質即為混成學習，各活動可進一步對應布魯姆分類

學（Bloom’s taxonomy）之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估、創造等

學習階層；e世代學生長期接觸網路，教學面可透過線上文本（RR～

10%）、視訊教材（RR～20%）、自主蒐集資訊等方式瞭解單元內容，

並輔以小組討論（RR～50%）與評量（作業、測驗練習與應用，RR～

75%），同儕於學習過程中發揮互教互學作用（RR～90%）。

前述活動可用於實體或線上課程，有技巧的教師能將多元活動融

入實體教學，惟學生程度差異大，提高了EMI多元實體活動的困難度。

作者曾對某EMI課程學生施測中級全民英檢，閱讀測驗最高分者達滿分

120，最低僅66分，聽力測驗最高分者亦為滿分，最低僅69分（Chung, 

2017）。欲在課堂有限時間內，依學生程度實施英語文本閱讀、視訊教

材討論、互教互學等活動，誠屬不易，故個案課程過往與文獻案例相似

（Chen, 2017; Huang, 2012; Yeh, 2012），以教師全程講授為主，學生課

堂聆聽接收知識，教―學之天平偏向「師」；非同步式線上課程無教師

實體現身，學習主導權回到學生，除了接收線上教材，同儕亦可討論交

流，達成互教互學，教―學之天平偏向「生」。若能交替使用，將成為

實中有虛、虛中有實的混成教學，使「學」「教」達成平衡，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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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方法設計結構與內容

個案為三學分大三選修課，至本期（108學年）已連續六年全英語

授課，班級組成同質性高，以授課教師所屬學系大三生為主，有少數外

籍生、外系生、大二或大四生。課程內容旨在介紹智慧城市及運輸系統

發展下的商用客、貨車運輸管理知識，包含智慧城市、智慧客運、智慧

物流、商車新興議題等4大模組，各單元逐年更新。過往（調整前）透

過數位教學平臺供學生下載教材與上傳作業，學習評量包括作業、書面

／口頭報告及／或考試，教師未設計線上活動（討論、投票、測驗、同

儕作品觀摩），除了兩次校外教學，其餘各週採用實體課堂講授。

本期（調整後）包含正式及非正式面對面學習、非同步虛擬合作及

自我學習與績效支援，新增五週「非同步式」線上教學，原為精進教學

暨響應校方推動的多元學習方案，學生在指定週別自行於數位平臺完成

線上作品觀摩、影片欣賞、文章閱讀、討論、測驗、作業提交等學習。

適逢新冠疫情衝擊，個案課程遵循校方指示調整教學，包括(1) 往年上

課採取不定期隨機點名，本期因潛在疫調所需，實體課程每次全班點

名、線上教學不點名；(2) 取消春假週、期中與期末評量提前一週並改

為線上簡報與測驗、第18週為自主學習；(3) 校外參訪減為1次，於疫情

圖1  結合學習金字塔理論與混成學習之EMI教學情境

以混成學習精進英語授課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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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緩的期末階段舉行。即便有上述調整，但整體授課目標維持不變、各

週教學單元內容與教材相仿，如表1。

表1
個案課程教學計畫表調整前、後之比較

    1. 瞭解智慧城市與智慧運輸發展現況  3. 物流與供應鏈概論  
教學目標 
    2.商用車輛營運管理之應用與個案分析 4. 聯網車（connected vehicles）
（不變）   
               之全球發展趨勢
          調整後：11週實體課程+5週非同步
 週 調整前：16週實體課程+2週實體評量
            式線上課程+2週線上評量
 1 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
 2  智慧城市概論  模組1智慧城市概論
 3  智慧城市個案研析、作業1  模組1智慧城市個案研析
 4  校外教學：智慧城市博覽會  模組1線上教學影片欣賞／討論、過
           往優良作品觀摩、作業1
 5  春假    模組2智慧運輸系統概論
 6  智慧運輸系統概論  模組2智慧運輸系統應用
 7  運輸資料蒐集與分析  模組2線上教學指定閱讀文章、測驗、
各週           作業2
內容 8  智慧運輸系統應用、作業2  模組2智慧運輸客運篇
 9  智慧運輸客運篇  期中線上評量
 10  期中實體評量  模組3智慧運輸貨運篇
 11  智慧運輸貨運篇  模組3線上教學指定閱讀文章、測驗
 12  物流與供應鏈  模組3物流與供應鏈
 13  隨堂考試    模組3無線射頻辨識（RFID） 
 14  商車新興議題  模組4線上教學聯網車&專用短距通
           訊影片欣賞／討論、作業3
 15  校外參訪：每年彈性安排  模組4校外參訪：臺北市交通資訊中心
 16 無線射頻辨識（RFID）、作業3  模組4聯網車&專用短距通訊（DSRC）
 17  聯網車&專用短距通訊（DSRC）  期末線上評量
 18  期末實體評量  線上自主學習網路參考資源瀏覽
  US DOT ITS ePrimer (https://www.pcb.its.dot.gov/eprimer/default.aspx)
主要 教材 US DOT ITS Joint Program Office (https://www.its.dot.gov/)
  Smart City Challenge (https://www.transportation.gov/smartcity) 
  其他網路資源與自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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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即研究者／作者之行動研究常見於社會科學及教學實踐研

究，強調把研究的功能與教師的工作結合，針對特定時間、地點及情境

的問題特性，配合相關教育理論提出改善作為（張子超，2000）。本行

動研究採用Bransford、Brown、Cocking、Donovan與Pellegrino（2000）

指出有效學習的四大面向，內環以學習者、知識、評量為中心，外環係

以學習團體為中心，各面向共同確保有效的學習。本研究側重內環之

三個面向，並將其融入計畫（Plan）、行動（Do）、檢核（Check）、

調整（Adjust）之PDCA行動研究歷程，如圖2。計畫階段在歷年教學調

整的基礎下，參考過往修課學生反饋意見與本次的期初意見，釐清學生

需求，設計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A+P）；行動階段以專業知識傳授為

主，課堂約20分鐘為一段落，融入不同的學習活動，形成知識為中心的

EMI教學（D）；檢核階段包含期末校級與自製教學評量問卷、數位平

臺學習歷程分析，建立評量為中心的成效檢核機制（C）。執行期間諮

詢來自英語教學、課程與教學領域的三位專家學者，偕同檢證研究過程

與產出結果的有效性，亦作為未來執行第二輪PDCA之參據。

圖2  結合PDCA與有效學習面向之EMI行動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Bransford等人（2000）有效學習面向與PDCA概

念所發展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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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方法實踐模式與結果

一、學習者為中心之課程設計（Adjust and Plan）

個案學校每學期進行課程教學評量，涵蓋11個必選題組成的四個構

面，搭配一開放式填答題（請就老師在這門課的教學提供具體有建設性

的意見），由學生自由填寫。歷年意見依學生原始填答順序羅列如附

錄，多數表達肯定與感謝，學生對課程與教師的改善建議均發生於開課

最初三年，包括：

(1) 英語與專業知識拉鋸，以及專業知識深度不足；肯定者認為

「增進英文能力」、「能多學英文」、「因為是英文授課，所以對於一

些沒看過的單字頗有收穫」，但也有學生認為「有點像在上英文課」、

「這是商車課，非英文課，雖然英文進步，但想學的知識回想起來沒什

麼太深印象，並且課程內的教學方式有點無聊」、「有時上課步調太

慢，教學內容過於簡單。建議可以增加一些難度」。鑑此，教師持續維

持全英語授課，但逐年加深加廣專業知識，僅保留與課程內容直接相關

的英文學習活動。

(2) 班級學生英語程度差異，有學生反映「雖然功課很多考試也

多，不過其實最麻煩的是全英文。全英文真的好難……」、「有時候都

英文很難理解」；也不乏學生表示「容易理解」、「老師準備教材很用

心，而且上課也很容易吸收」。個案學校堅持全英語教學規定，課堂上

不得使用中文，但教師會在課前上傳教學講義至數位平臺，學生可視需

要於課前閱讀，或課中自行以線上翻譯軟體進行中英對照。

(3) 學生反映作業太多；不僅本個案，授課教師所有課程均以作業

多而聞名，主要目的是透過作業達成做中學（learn by doing），提升知

識留存率。惟教師亦重新檢視，藉由適度整併隔週作業而成為3至4週

的迷你專題報告，讓學生聚焦大方向，避免過多零星作業導致見樹不見

林。

(4) 課程時段安排無法滿足所有人，有學生希望連續上三節，或是

安排在同一天；由於該校規定大學部三學分課程不得連上，初衷是為避

免疲勞轟炸，但也限縮教師自行決定的彈性。一門課同天上兩次是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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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乃見仁見智，也需綜合考量全系的科目與教室安排，故教師並未改

變既有作法，維持分開兩天上課。

個案課程除依過往反饋意見調整外，並檢視本期班級特性與學生

需求，原有15人選課，1名外籍生因疫情被母國召回，另有3名期中退

選，總計11人全程修畢，均來自個案學系，包含10位大三生、1位大二

生，男生7位、女生4位。學生提供前一學期班級排名資訊，轉換成圖3

之百分等級（percentile rank, PR），可發現學業成績分布甚廣，未集中

於特定族群，顯示EMI班級不僅學生「英文程度」差異大（Chen, 2017; 

Chern & Lo, 2017; Huang, 2012; Yeh, 2012），還出現「學科程度」差

異大。若以每25百分位區分，PR值25%以下有3位、25%～50%有5位、

50%～75%有1位、75%以上有2位，整體以學科成績偏低的學生為主，

與「EMI吸引好學生修課」的直覺想像有出入。授課教師另行查訪該年

段成績優秀的學生，得知同時段有來自民間企業的兼任教師開課，與職

場銜接的誘因高，而個案課程採用英語授課，相對較難且給分嚴格，可

能拖累學期平均成績；一拉一推的雙重因素下，導致成績好的學生較不

願修習個案課程。

圖3  修課學生前一學期學科總成績PR值排序

教師另以期初開放式問卷瞭解本期學生選課動機，搭配觀察與判

斷，參酌Hutchinson與Water（1987）的學習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

理論，釐清學生想要（wants）、必要（necessity）、缺乏（lacks）等

以混成學習精進英語授課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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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需求，如表2。學生大抵想要課程符合興趣、與職場接軌、英語能

力提升、友善的學習環境尤其重要；教師認為友善環境為選課前提，進

階學科知識、理論實務兼具、以英語為媒介的學習能力為必要需求，而

學生尚缺乏進階學科知識、對產業之瞭解、基本聽／看懂英語的接收技

能、融會後能寫／說出英語的產出技能。

表2
學習需求分析

修課動機對照

* 想要增加關於運輸管理方面的知識。
* 會來修習這門課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課程內容。
* 對商用車輛管理有興趣。
* 在寒假時有機會去知名物流業者打工，看到了許多
業界上實務運作的流程，因此看到這門課程就想要

來學習相關的知識了。

* 大四想要考航管員，英文能力很重要。
* 想要在平時就有機會練習自己的英文聽力能力。
*上大學後對英文接觸越來越少，能力一直退步，藉
由多接觸而耳濡目染。

* 想藉由這堂課強化自己的英文聽力。
* 之前上老師課都會感受到一股熱誠，教學態度更是
受到讚揚。

* 因為有同學一起修，課程聽起來也蠻有趣的，時段
安排也可以接受，聽老師介紹後覺得OK，就決定
修這門課。

* 之前有修過老師的課，覺得不錯就再來修這堂課。
* 課程及時段符合我的要求，且全英文授課增長語言
能力且吸收更多的知識。

* 因為同學和時段許可，加上覺得老師教學認真及課
堂是使用英文，認為英文課程可以增進自身英文的

聽力及閱讀能力，所以選修這門課程。

* 之前上過老師的課老師都很用心備課，教材的內容
很多元，除了專業用語沒看過基本上不會太難理

解，加上好友也想修所以就一起選修了。

* 上學期修過老師的課，覺得很符合自己的需求，這
學期就再修不一樣的課。

項目

1. 課程內容符
合興趣

2. 與職場接軌

3. 英語能力提
升

4. 友善學習環
境（同儕陪

伴、時段合

適、課程壓

力適中、熟

悉且受肯定

的教師）

必要／necessity：教師觀察與判斷
1. 友善學習環境；2. 進階學科知識；
3. 理論實務兼具；4. 英語為媒介的學習能力

缺乏／lacks：教師觀察與判斷
1. 進階學科知識；2. 對產業之瞭解；
3. 基本：英語聽讀接收技能； 
4. 進階：英語寫說產出技能

類別

想要／wants:
學生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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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為中心之教學行動（Do）

依據學習需求分析結果，本期各單元教案維持學科專業知識傳授的

主軸，並更新產業發展現況，且融入英語練習活動。茲以學期第2週、3

節課與5段落的「智慧城市概論」單元為例，教學目標係從宏觀的城市

治理角度，帶領學生瞭解智慧城市的內涵與應用，並與生活體驗連結，

再由臺北延伸至新加坡智慧城市的經驗，讓學生思考兩者發展途徑的

異同，最終初步歸納成功要素，並於第3週「智慧城市個案研析」單元

中，藉由臺灣數個科學園區與韓國松島市案例，連結前週內容並重新檢

視成功要素。本單元各項教學內容與活動教案如下述，以Sn表示投影片

n：

第1節課

段落1（20分鐘：圖4）S1列出單元主題的參考文獻網址，可供課前

預習及課後複習；S2設計「smart **」的暖身活動，學生在教室以線上方

式參與，可與鄰座討論或自行思考合適的英文單字；S3~6為智慧車、智慧

卡、智慧商店等生活實例，搭配影片輔助說明，且開啟字幕顯示功能，

學生同步接收英文聽、讀資訊，提升理解程度。

以混成學習精進英語授課課程之行動研究

圖4  暖身活動與實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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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2（30分鐘：圖5）教師於S7~11講述智慧城市的多元外貌、要

素、定義、應用；學生於S12欣賞國外案例影片後，反思S7~11，並口頭回

答臺北是否為智慧城市，可用Yes／No，或參考段落內容，以英文關鍵

字、短句說出臺北具備智慧城市的何種特性。

圖5  臺北是否具備智慧城市的特性

第2節課

段落3（20分鐘：圖6）教師以臺北市i-Voting回應前段提問，透過網

路科技推動民意參與市政，如S13；歷年i-Voting的交通議題之一為臺北車

站西側廣場命名，學生於教學平臺投票，比對與市民投票結果異同，如

S14；之後教師再導引討論網路投票優缺點及改善之道，如S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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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i-Voting之優缺點及改善之道

圖7  智慧城市下的全球挑戰

以混成學習精進英語授課課程之行動研究

段落4（30分鐘：圖7）S19~20將段落3的臺北轉回學生所處校園，重複

呼應段落2的智慧城市內涵；S21~22拉高層級，探討智慧城市發展下的全球

議題，學生閱讀產業專家於2015年約800字的專訪文章，依據文章於學

習單寫出專訪主題、全球困境、解決方案；教師於S23~24接續詢問與補充

美中貿易戰、極端與單邊主義、新冠肺炎等2018年以後的新興事件，讓

學生知曉智慧城市所面對的本土及國際環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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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課

段落5（50分鐘：圖8）由於第3節為隔天課程，先以5至10分鐘回顧

S1~24並詢問學生印象最深的內容，再進入本節主題，S25~32對比臺北與新

加坡交通政策的規劃前瞻性與跨部門協調性，借鏡新加坡作法以歸納臺

北可借鏡之處；最終，S33~36回歸智慧城市對生活帶來的正面效益，也提

醒可能的缺失，並以全單元濃縮的投影片作5分鐘總結。

圖8  他山之石及單元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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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單元教案展示多項教學策略，可回應表2之進階學科知識學習需

求，包括：(1) 由淺至深的內容設計；(2) 宏觀與微觀角度交替陳述；

(3) 國內外實例串聯呼應；(4) 穿插多媒體影片提振注意力；(5) 數位活

動參與結果之即時回饋與討論；(6) 圖表及條列要點收畫龍點睛之效；

(7) ppt動畫及提示以引導漸進式答題；(8) 重複重點概念以增加知識留

存率；(9) 教材上傳數位平臺供課前預習及課後複習。教師課堂中使用

肢體語言輔助理解、音調起伏強調重點，與前述9項策略形成多模態

（multimodality）學習，而實體課堂融入線上資源如(4)、(5)、(9)，實

中有虛。此外，表2亦確認了學生對英語能力提升之需求，教師於實體

課堂雖未刻意強調「學英文」，但學生身處英語授課與教材之聽、讀環

境，並藉由課堂討論、答題、學習單填寫等活動，審酌自身能力以獨立

或合作方式參與英語說、寫練習。

個案課程的非同步式線上學習項目如圖9，交錯安排在實體課間，

混搭成四個模組，均以專業知識為主，搭配英語視聽讀寫說練習。期初

的模組1考量生師磨合及學生對於EMI新課程需要時間適應，故採用先

實體教、後線上學，教師於第2、3週實體課堂講授，學生習得基礎知識

後，第4週以線上自學與共學方式，完成三項學習，包括：

(1) 觀看45分鐘關於新加坡推動智慧城市的長片，可涵蓋較深、較

廣的探討，與實體課堂的3至5分鐘精華式短片有所區隔。學生從影片中

列舉臺北可效法之處，為第2、3週實體授課內容的延伸（圖8）；學生

將意見發表於數位平臺討論區，檢視彼此觀點，收到標竿學習之效。

(2) 學生依據教師指示準備智慧城市個案研究作業，於網路搜尋新

加坡以外的智慧城市案例，以ppt簡報的「故事」形式呈現，供第5週課

堂自願或擇優發表之用。因個案課程修課人數較少，每位學生於學期間

至少選擇一次作業於課堂口頭分享，超過一次者額外加分。

(3) 數位平臺提供前學年的優良作品，學生觀摩擷取優點，納入本

學年作業，可視為一種學習鷹架（scaffolding）輔助。

以混成學習精進英語授課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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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非同步式線上課程週別與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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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混成學習精進英語授課課程之行動研究

上述學習雖可獨立上網完成，但學生常會與較親近的同儕相約討

論，線上學習兼有實體互動，並可根據國外案例對照自身的臺北生活體

驗，虛中有實。每位學生貢獻心力完成案例探討，涵蓋全球4大洲11個

城市，成果共享並回饋教師之教材製作，亦成為次年學弟妹精進之參考

作品，可視為同期生師相互回饋、前後期學生接棒傳承的PDCA正向循

環。

相較模組1為先實後虛，模組2與3逐漸調整學習順序，至期末的模

組4翻轉為先線上學、後實體教。明確地說，模組4始於第14週的線上

學習，學生於該週完成一份模組3的總結作業，並觀看新單元的線上影

片、撰寫心得於數位教學平臺，主題為教師尚未講授的聯網車及專用短

距通訊DSRC；第15週接續參訪交通資訊中心，集臺北智慧交通資通訊

技術應用之大成；第16週回到實體課堂由教師介紹聯網車及DSRC，並

整合前兩週所學，教學設計屬於先虛後實。

作業及課堂參與涉及英文寫、說能力，寫作的部分側重整體結構、

專業內容、邏輯與排版，鼓勵學生利用校級英語寫作諮詢室、坊間英文

寫作編修網站、或系選修運輸專業英語課程等方式改善寫作品質。口說

的部分，實體課堂不強制學生表達意見，期初優先建立一個友善、安全

的學習環境，之後以分組指派代表回答，或以加分吸引學生發言，發音

差、文法錯、流暢度低均無妨，學生能以英文表達意思即可，進一步的

口語練習則推薦校級英語聊天室、坊間英語發音評析網站、或系選修運

輸專業英語課程；口語簡報影片作業則提供至少兩週時間，讓學生充

分練習。綜言之，個案EMI課程旨在傳授專業知識，教師推薦英語輔助

資源供學生參用，回歸文獻建議EMI課程以學科知識為主的學習（鍾智

林、羅美蘭，2016；Chen, 2017; Huang, 2012）。

至於課程與產業實務之連結，除了校外參訪、單元實務案例介紹

外，教師會不定期公告相關產業協會週報刊載的中英文國際產業訊息，

並建議學生加入協／學會、留意系辦的產業實習機會，以即時獲得第一

手訊息。每學期也會宣布相關企業提供的智慧運輸獎學金，修課學生或

是於指定的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者，均有申請資格。產業連結的另一常

見做法為業師演講，然而因為全英語授課及學生程度差異，業師需具備

深入淺出的語言及教學技巧，以客製化內容傳遞專業知識，多年來未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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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到合適人選，有待持續關注。

三、評量為中心之成效檢核（Check）

（一）教學評量結果及授課方式偏好

教學改變為經年累月的結果，個案教師開課歷程與教學法可分為三

階段，103～105學年為初期實體EMI、106～107學年為近期實體EMI、

108學年為本期混成EMI，歷年教學評量由校方統一實施，包括學習效

果、教師專業態度、教學方法、教學內容等構面及總平均，滿分為6，

可發現隨著教師經驗累積與教學方法調整，本期混成課的所有構面均優

於近期實體課、再優於初期實體課，如圖10。以此觀之，似應大力推

動混成教學；為避免個案結果無法代表全貌，另納入兩項輔助資料：其

一，個案學系於108-2學期開設44班課，含本個案及另5班混成課（由3

位專任教師授課）、38班非混成課（由25位專、兼任教師授課）。若將

學系的混成課和非混成課之教學評量分開計算，並獨立呈現個案課程，

可知個案教學評量優於全系38班非混成課的均值，再優於其他5班混成

課的均值，如圖11，亦即從全系觀點來看，非混成的傳統實體課更受學

生肯定。進一步檢視其他混成課發現，線上教學之內容為獨立單元，與

前、後週次缺乏連貫性，且多為文本閱讀，學習相對吃力與單調，可能

因此造成教學評量偏低。其二，由個案教師進行的期末質性意見調查，

透露出學生對實體及線上教學的看法，多數（6/11）偏好實體教學；表

3大抵可歸納出實體教學具有真實感、生師與同儕互動、甚至強制學習

的優點，而線上教學受到遠地、自主學習或自制力強的學生（3/11）喜

愛，另有少數（2/11）無明顯偏好。整體來看，混成學習對師生都是新

模式，教與學皆需更多時間熟悉與精進，若善加應用可提升教學評量，

稍不留意則可能適得其反。從表2、3及圖4～8、10～11揭露之教師經

驗、專業態度、教學技巧、課程內容與屬性、同儕效應等諸多因素的綜

合效果，應該才是教學評量優劣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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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個案課程不同階段之教學評量變化

圖11  個案課程與全系課程之教學評量比較

以混成學習精進英語授課課程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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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評量方式之偏好

個案課程的學習評量類別包括4次簡報（2次書面ppt與2次口頭簡報

影片，學生可看到彼此的成果，互相觀摩）、4次線上討論暨作品觀摩

表3

個案學生對實體與線上教學方式之看法

偏好

實體

教學

偏好

線上

教學

持平

意見

* 課堂上學習會比較專心且想學習，線上學習我會較常因為周遭

環境的干擾而影響。

* 實體教學比線上教學還要更明白老師上課想表達的內容，以及

能與同學老師之間的互動。

* 我比較喜歡實體教學，老師的課不會和某些老師一樣枯燥，只

要到教室上課，老師都會用最大程度的微笑歡迎，就算對內容

沒興趣，也可以練習英聽，線上課程我比較容易偷懶。

* 我喜歡實體上課，比較有上課感覺，非同步線上課會把原時間

拿去玩，並將要求的項目拖到最後趕工完成。

* 喜歡實體課多一點，雖然線上課自己的時間變多相對自由，但

實體課比較有上課的感覺。

* 我喜歡實體上課，線上課很容易偷懶和有點空虛感，不如上實

體課，有問題能直接問老師。

* 我喜歡線上課程，不用風塵僕僕跑來學校，家中也能學習到東

西，時間也能自己安排運用。

* 線上，偏向主動學習效果比較好。

* 線上課程可以彈性安排時間觀看，不懂的地方可以按暫停然後

去查詢，照自己理解的速度去調整。

* 線上或實體教學各有好處，前者省去通勤的時間，繳交線上作

業一樣能學到東西，後者有老師講解更清楚。

* 我必須說是一半一半，並無偏好，教室上課有老師講解互動，

比較有真的在學習聽課的感覺，而線上學習時間不拘，可以選

擇自己方便的時間或是隨時中斷休息，但也較容易分心去做其

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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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評、3次線上測驗（2次課後考與1次隨堂考）。表4羅列學生對各類

評量方式的看法，大致認為瑕不掩瑜，口頭簡報影片雖然比較麻煩，但

多人認為可訓練英文口語及草稿撰寫、內容整合、時間控制等能力，具

有新鮮感；學生由相對被動的知識接收者轉變成主動的知識傳遞者，產

生換位思考的效果。線上討論與互評也是利大於弊，除了教師的回饋，

也有來自同學的觀點，同時由他人作品中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線

上測驗著重課程內容之理解，允許考試過程中查詢相關資料或單字，受

到學生歡迎。教師認為考前須預作準備，非應試當下倉促拼湊答案，故

線上測驗設定開放與結束時間，有學生視為優點，也有人視為缺點。此

外，測驗題目大多沒有固定答案，而是課堂知識的申論簡答與延伸應

用，僅有少數題目屬於具有標準答案的題目，即便學生之間線上考試時

互通有無，仍無法因此及格。

以混成學習精進英語授課課程之行動研究

簡

報

優

點

* 口頭簡報作業讓平常很少開口講英文的我增添不少機會說說
英文。

* 全英文簡報影片能增強我英文能力，聽說讀寫都能顧到。
* 口頭簡報影片蠻新鮮的，做好ppt後再加上旁白，讓大家瞭解
內容。

* 我認為是很好練習英文口說的機會。
* 口頭簡報可練習英文發音，比較費時但能學到東西，這種方
式感覺蠻新鮮。

* 口頭簡報需在書面製作過程理解主題內容，做得好就可以教
人這些主題了，還蠻喜歡這個方式。

*  口頭簡報影片可以節省上課時間。
* 口頭簡報可以讓我們練習英文口說能力，若只上傳書面檔案
很難完整表達我們想要講述的內容。

*  有機會開口練習說出5～10分鐘的英文，除了撰寫講稿也要
學會控制時間，很實際的技能，喜歡。

*  總體來說，我很喜歡口頭簡報影片作業，可以一直刺激思考
邏輯，讓我們學習的邏輯線更清晰。

* 英文口頭簡報比中文簡報還要花時間，而且難以用英文完整
表達。

（續下頁）

表4

個案學生對學習評量方式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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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英文簡報影片要花比較多時間理解練習。
*  口頭簡報影片錄製較麻煩，不特別喜歡。
*  一開始比較抗拒是因為怕尷尬，因為要互評，別人也能看到
我的影片。

*  第一次口頭簡報影片因為沒經驗，沒辦法拿捏ppt內容；第二
次就比較抓到訣竅，沒太多問題。

* 剛開始一直問同學怎麼辦，因為靈活的作業或創意的作業要
花時間想好再做，做一次就熟能生巧。

* 錄製短片有時會因為檔案太大無法上傳。
* 藉著看別人的報告來反視自己可改進之處，不僅自己做完作
業，還可以瞭解改善空間有多少。

* 我還蠻喜歡這種方式，增加同儕之間的互動，增強學習。
* 還不錯，可以互相討論大家所做的作業，各自知道自己的錯
誤地方並加以改進。

* 可藉由列出學習重點確認自己是否對於單元瞭解透徹。
* 線上討論可以與其他同學交流，也可以知道其他同學對自己
的文章想法以及回饋，我很喜歡。

* 可以在觀看影片的途中自行發掘影片重點，有效地去訓練抓
重點的能力，沒觀察到什麼缺點。

* 能從其他同學的角度獲得意見。
* 我挺喜歡這種方式，可以讓老師更知道我們的學習狀況，也
可以給老師上課內容一些回饋。

* 可以吸收其他人不同的意見與觀點，同時從中得到回饋的成
就感，我覺得很喜歡。

* 一開始不習慣，後來看到自己和別人的差距，可模仿優點與
創意，也學習勇敢接受別人批評指教。

* 很容易因為忘記截止時間就沒有參與到討論。
* 有時候會忘記上線填寫，或是因為太多的討論次數而搞混每
一次討論的deadline.

* 我們畢竟是學生，沒有足夠專業能力去評判彼此的作品，我
常常猶豫如何給出意見和回饋，也覺得給出來的反饋沒有很

實際，並不會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 線上隨堂測驗可以讓老師知道學生們的狀況，進而再去調整
教學重點。

* 隨堂測驗能把上課所學到的知識即時運用。
* 課程結束後立馬進行複習測驗，能立即瞭解到剛剛課程中，
到底學到些什麼並快速吸收。

* 不需到校考試，在家輕鬆做答，遇到不會的可以上網查或與
 （續下頁）

線

上

討

論

與

同

儕

互

評

缺

點

其

他

優

點

缺

點

其

他

優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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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上

測

驗

優

點

缺

點

其

他

 朋友討論。
* 線上考試比較沒那麼有壓力，一樣可以測試學生是否瞭解單
元內容，也可以省去通勤時間，很好。

* 可讓學生在一定的段落後瞭解是否學到東西，有學到的可以
加深印象，沒學到的可以二次學習。

* 我喜歡線上測驗，可以查詢考卷上看不懂得單字，也可以用
翻譯將我想填寫的答案翻譯成英文。

* 老師設計了各種評量模式，不會一成不變，我們可以依照用
心程度去換到相對應的分數。

* 限時的優點是比較像真的在考試，會有警覺性。
* 不太喜歡考試限時，怕時間不夠亂了頭緒，只好拼接完成，
例如期末線上考試感覺時間不太夠。

* 隨堂線上測驗的缺點是有些人學習能力比較慢，可能無法這
麼快吸收。

* 容易忘記考試時間。
* 線上答題會一直吃字，網頁設計似乎有bug。
* 有時數位平臺填答系統不太好用，測驗時版面會一直跳動更
新，有點干擾作答。

在上述正面觀點之外，學生反饋意見亦提醒了後續教學注意事項。

首先，同儕作品觀摩使程度落後的學生自慚形穢。授課教師一般僅挑

選優良作品供觀摩互評，但個案班級人數少，優良作品往往來自單一

學生，故採用全班作品公開觀摩方式，此為學習壓力源之一。壓力源

之二為高頻率的作業，教師認為多次而低占分的作業可讓學生「現學現

賣」，達到即時學習的效果，呼應Nunan（2015）從語言學習的角度，

強調反覆練習的重要性、分段多次學習優於總結式一次性學習的論點。

依據齊加尼克效應（Zeigarnik effect），接受一項工作時，該人會產生

緊張心理，任務完成才會解除負擔，否則將持續緊張。王淑俐（2010）

指出壓力有優有劣，適量壓力有助於個人成長，過量使人沮喪而終至放

棄，不足則使人空虛而失去熱情。適量壓力門檻因人而異，每位學生的

壓力―表現曲線不同，如何在「給予適量壓力」與「營造友善環境」之

間取得平衡，實有賴教師經驗並依據每年修課班級整體特性審酌調整。

有學生反映某些評量作業具有挑戰性，第一次不易上手，但之後就漸

入佳境，顯示個案課程尚符合克拉申的「高一級」理論（Krashen’s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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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亦即給予學生既有程度i更高一級的任務，使其持續成長，也

可解讀為適量壓力帶來的正面效益。

再則，由於學生對線上評量較陌生，教師應提供額外的學習鷹架

輔助及評分尺規（rubrics），除了前揭已推薦學生使用的語言學習資源

外，例如影片製作、評論、摘要等作業所需技巧，教師可給予原則提示

並融入評分尺規。此外，作品觀摩雖可收到標竿學習之效，但也會框限

發想，降低學生摸索的意願，故創意巧思宜有某占分比例。線上評量的

技術面問題，例如數位平臺系統設計有漏洞（bug）、資料容量限制而

造成不便，教師已向校方反映，以提供更完善的使用介面。至於各種線

上評量有不同的截止期限，學生認為容易混淆，教師固然毋需如褓母般

時時提醒大學生，但不妨嘗試固定期限，導引學生在彈性學習之餘，仍

有規律的截止時間。

（三）數位平臺學習分析

數位教學平臺可輸出學習分析圖表及／或使用者線上使用日誌

（users log），透過集群、關聯、視覺化分析等資料探勘技術，探討

全班及個別學生的學習行為，乃至於學習成效預測／警，讓教師及早

介入輔導，並將教學資料分析延伸至教務治理之校務研究層級（王金

龍，2015；Figueira, 2016; Romero, Espejo, Zafra, Romero, & Ventura, 

2013）。個案課程所有教材與活動均透過數位平臺上傳、下載、閱覽、

參與，依據平臺系統輸出的學習分析數據，可瞭解數位平臺活動參與態

樣。首先，個別學生全學期上線時間與學期成績之分佈如圖12，以對數

（logarithm）函數為最佳配適曲線；第一名的成績為90分、上線19.3小

時，全班平均成績80分、上線8.3小時，凸顯了學習過程必須加倍額外付

出，方能攻頂。再則，108-2學期始於3月2日、止於7月3日，人均線上參

與量（登入課程平臺後的點擊次數）分別為3月137次、4月120次、5月

198次、6月171次，於5月初的期中考後達高峰，此應係課程內容及作業

量逐漸加深加廣；期中考前包含1個緒論單元及5個教學單元，全班合計

255次單元造訪紀錄，期中考後僅4個教學單元，造訪量卻高達649次。

鍾智林與潘嘉宜（2019）分析某EMI課程的Moodle使用歷程，結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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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本研究，亦即平臺上線次數與成績相關、期中考之後出現學習加溫現

象。

圖12  上線時間與學期成績之最佳配適對數曲線

以混成學習精進英語授課課程之行動研究

（四）學生、教師、課程面向評量

表5彙整學生對於自身、教師、課程等3面向的意見，學生主要提及

自身學習方式與態度之調整，需加強部分包括時間管理、課前預習、課

中練習、課後複習、英文能力，應避免的部分包括上課使用手機、過度

依賴翻譯軟體。教師面向多為佳評，呼應圖10與圖11的課程評量結果，

也與附錄之歷年意見雷同。課程面向的意見可分為維持、調整、檢討等

三類，有些涉及校、系的整體考量，無法盡如人意，例如有學生提及課

程宜有中文輔助解說，惟個案校方落實課堂「全」英語政策，在此框

架下可宣導學生利用課間及課後用中文向教師詢問討論；亦有學生反映

課程時間不當，此涉及全系課程整時段規畫，只能在有限的節次空檔微

調。個案教師相對能改善的是單元內容設計，未來尤須留意課程間的連

結性，個案課程前、後學期有其他教師以中文開設相關課程，內容局部

雷同，有學生認為可溫故知新，也有的認為無新意，凸顯了「銜接」與

「重複」兩者達到平衡的重要性，以及教師之間協調整合授課內容的必

要性。此外，關於計算、複雜概念、長影片（逾5分鐘）的部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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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加強說明，確保學生完整理解意涵。從圖2及表4、5都可發現，即便

小班教學，實體與線上學習仍會因每位學生的學科暨語言能力、修課路

徑、學習興趣等差異，衍生不同或甚至相反的學習需求，考驗著教師的

教學智慧。至於期初模組1的先實體教再線上學，轉換到期末模組4的先

線上學再實體教，學生未有偏好或反對意見。

表5
個案學生綜合建議

 *  我可以再更認真一點，騰出更多的時間做所有的作業。
 *  如果重來，我會調整自己的學習方式，盡量不去用翻譯軟體，給

自己壓力，才能讓英文能力更進步。

 * 希望我能做到課後複習及課前預習。
 * 希望自己可以更積極參與老師課堂上的討論。
 * 我會加強自己的英文口音，練習多次後再錄製口頭作業。
自身 * 自己上課滑手機及缺課的問題太嚴重了，別科甚至更嚴重，我可
面向  能需要強烈審視我的學習態度。
 * 加強英文能力再選全英文課程。
 * 我覺得我可以更努力更用心。 
 * 我需要更會調配自己讀每科的時間，要好好實踐課前預習課後複

習的好習慣。

 *  調整自己的學習方式，例如先預習可能就不會線上測驗慌張。
 * 老師每次都很用心製作ppt，內容也相當的扎實，只要稍微用心

便可以理解其中內容。

 * 老師的教學方式非常輕鬆愉快，不會讓學生對這門課感到很有壓
  力，我很喜歡。
教師 * 老師教學方式我覺得非常滿意，應該是不用提出改善／調整的建
面向  議，現在的狀況就已經足夠了。
 * 大二上老師的課後就很喜歡他的上課步調，這學期也很符合我的

需求，繼續維持下去就很好了。

 * 老師教學方式挺好的，在比較難的地方都會停下來讓我們想，也
會問問題，比較不容易恍神或睡覺。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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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與教學方式維持

 * ppt很豐富，再透過老師講解能更清楚知道ppt上所顯示的內容。
 * 課程相關設計我覺得非常滿意，沒有改善／調整的建議，現在的

狀況就已經足夠了。

 * 我比較喜歡智慧運輸單元，由於之前上過類似的課程，有種溫故
  而知新的感覺。
 內容與教學方式調整

 * 希望能有更專業的內容。
 * 智慧運輸單元的計算部分不太瞭解，無法正確寫出答案。
課程 * 智慧運輸單元與其他選修課重覆，所以有一種相同的內容又再聽
面向  一次的感覺。
 * 物流與供應鏈單元由兩個核心影片組成，觀看影片和做作業時，

專業單字內容理解有點負荷不了。

 * 我最不喜歡的是RFID和DSRC，因為本身對這方面不太有興趣，
沒有很喜歡這兩個單元。

 * 講述完一個單元或是重點時，可以再多用一些中文來講述比較需
要注意的地方，方便同學們理解。

 課程時段檢討

 * 不要把課排的太分散即可。
 * 上課時段可以再早一點。（註：個案課程為週三15至17時、週四

16至17時）
 * 大三排課太緊湊，禮拜三上完五節必修課，再接著上這門，常常

覺得精神不濟，影響學習成效。

以混成學習精進英語授課課程之行動研究

伍、結論與建議

個案課程以過往教學評量意見為基礎，加入本期學生需求分析，藉

由混成學習與多項教學策略傳遞專業知識，授課與評量過程融入英語練

習，整體課程滿意度獲學生肯定，量化教學評量優於全系及個案歷年分

數，質性評量意見也多屬佳評。期末反饋意見顯示學習成效影響因素甚

廣，如敬業態度、多元教法與策略、適切的教材、友善互動的教學場域

等操之授課教師的因素，應優先力求完善；學習方法與態度、時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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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同儕陪伴等操之在學生的因素，宜從旁輔導；全英語政策、課堂時

段安排、關聯課程協調等因素操之在校系及教師同仁，有賴整體規劃。

「全」英語授課排除母語輔助，不符EMI文獻一般建議作法，惟過往高

教政策引導下，各校多採用「全」英語一詞，所幸教育部漸以「雙語」

取代「全」英語，教學現場將更有彈性。不論雙語或全英語，EMI課程

因語言隔閡而增加學習難度，學生若自願選課，反而更能正面看待自身

不足，化挑戰為動力，授課教師宜持續給予學生鼓勵。

個案學校自107學年推動142班混成課程，109學年已翻倍為275班，

個案課程在本研究結果支持下，將繼續採用混成模式，並強化數位教材

內容以及虛實整合。首輪PDCA發現數項缺失，可供次輪改善參用：其

一，教師於期末才掌握到學生學習意見，無法即時補正教學，往後可於

各主題單元或模組結束後實施簡易問卷、面談、數位教學平臺使用者日

誌（log）之學習評量分析，以達成動態檢核與調整。其二，個案採非

同步式線上學習，未來可設計同步式混成學習，瞭解兩者成效差異。其

三，個案修課人數偏低，若班級規模達30人，可進行更完整的統計檢

定、前／後測等量化分析。總結之，個案未因混成學習而吸引更多學

生，持續面臨開課保衛戰，但學生自評顯示正面的學習成效，惟亦不排

除社會期許誤差（social-desirability bias），即學生傾向選答令教師產

生良好印象的內容，而與真實狀況產生差異。國內外已有豐富的EMI或

混成學習文獻，然而將兩者結合之探討極為有限，建議持續投入相關研

究，以勾勒出完整的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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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歷年教學評量學生意見彙整

107學年(第五次開課，修課人數22人)

* Teacher prepare well before class. Nice to see such a great teacher in my 

major subject.

* 老师，您非常平易近人。

106學年(第四次開課，修課人數10人)

* 老師備課認真。讓我從中學到很多。

*  非常喜歡小班制的教學，老師會照顧到每一個同學。另外老師準備的

教材非常豐富，上課內容也多變，一定強力推薦其他同學來修課。

105學年(第三次開課，修課人數29人)

*  老師認真

*  老師讚

*  老師上課認真，教材準備很充足。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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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  The teaching is do interesting. I love it so much. Even if I am not a student 

in this department, I started to get interested in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  謝謝老師

*  請問期末考的方式與內容，如果我英文文法或單字在考試時寫錯的

話，會怎樣？

*  老師可以強迫我們回答問題，不用急着幫忙解答。

*  老師教學認真也很用心

*  I really like your way to teach,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also very interactive.

* 老師很用心準備每次的上課內容

*  有校外教學很棒

*  老師上課很用心，也會安排校外參訪真的很有趣，雖然功課很多考試

也多，不過其實最麻煩的是全英文。全英文真的好難，但是也是很好

提煉自身英文能力的一堂課。雖然我並沒有因為這堂課英文就進步很

多，但至少我有意識到自己的不足。總之老師很棒其他的問題都是我

的問題哈哈！

*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

* Professor speaks English very clearly, made lots of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

104學年(第二次開課，修課人數29人)

* 增進英文能力

*  容易理解

*  很好

*  老師好棒 教導認真

*  老師準備教材很用心，而且上課也很容易吸收。

*  老師非常用心，每個禮拜準備全英文簡報，還有校外教學，增進我們

許多知識。

*  老師準備的很認真，不喜歡3節課分開。

*  很好

*  老師好棒 教導認真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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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ot of assignment哈哈哈哈哈哈
*  這學期系內報告太多，顯得作業多了一點^_^|||。但是商車的英文報告
和作業讓我們學會滿多的。

*  有點像在上英文課

*  這是商車課，非英文課，雖然英文進步，但想學的知識回想起來沒什

麼太深印象，課程內的教學方式有點無聊

*  即使節數分開也希望排在同一天

*  Too many assignments and tasks

*  很好

*  老師好棒 教導認真

103學年(第一次開課，修課人數23人)

*  參訪收穫很多，希望未來有很多參訪機會。

*  老師授課認真。安排企業參訪以及各禮拜的簡報都能讓學生能力有所

提升。

*  老師上課真的很認真，有備課。因為是英文授課，所以對於一些沒看

過的單字頗有收穫。

*  能多學英文

*  能外出訪查，接觸公司實地狀況及實務，此外瞭解了運輸科技之於生

活的各種影響及趨勢。

*  有時上課步調太慢，教學內容過於簡單。建議可以增加一些難度。

*  有時候都英文很難理解

*  讚

註：粗斜體字為學生對課程與教師的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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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on Improvement of EMI 
Courses by Blended Learning

Chih-Lin Chung*

Abstract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is a trend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however, it encounter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ssu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an EMI course that was teacher-centered and had very low 
enrollment. This action research thus applies blended learning with physical 
and online interactions to improve the case course. The study follows the 
PDCA (Plan-Do-Check-Adjust) method to reflect the learner-, knowledge-, 
and assessment-centered learning perspectives. The P- and A-stage took 
previous students’ feedback and current students’ needs into consideration for 
content design. The D-stage incorporated online and face-to-face teaching for 
better interactions. The C-stage reviewed the school-wide teaching evaluation 
report, custom-made questionnaire, and the learning output data of the 
e-platform to track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udents 
did not unanimously prefer online or physical instructions. The execution of 
PDCA and blended learning, however, generated a record-high evaluation 
outcome and outperformed the departmental average. Nonetheless, the 
concern that very few students take the course remains to be addressed.

Keywords:  action research,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plan-
do-check-adjust (PDCA), blend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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