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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設計、製作與實施：

以通識「數位內容輕鬆做」為例

王佩瑜*

摘要

磨課師已廣泛應用在高等教育、終身教育以及通識教育之上，其

全網路影片化的課程傳遞方式，可降低教學成本並落實教育機會均等。

本文描述研究者如何在磨課師課程開發中，扮演了探索者與教學者的雙

重身分，並探討大學教師如何自製並實施一門通識磨課師課程。本課程

的開發歷時兩年，經過了三階段的設計發展、檢視反思與修正，每階段

有不同的困境與解決方式。研究者根據課程發展結果提出經驗分析與建

議，包含課程設計內涵與方向、課程發展與製作及教學實施經營等三大

面向，期提供大學教師進行磨課師製作與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大學通識教育、網路課程、影片式教學、磨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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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通識教育的產生為對現代大學學科知識過度專門化之反動，其旨

在培養學生多元思考的博雅知能，至今已成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

部分（陳介英，2008）。臺灣目前通識教育以人文學、社會科學及自然

科學為主要領域，進而延伸細緻內涵至藝術、文學、哲學、公民、邏輯

及科技等（吳清山，2009）。數十年以來，臺灣的大學通識課程係由各

大學院校成立專屬通識教育單位，進行課程規劃設計；然卻常因組織與

行政的資源有限，而面臨理念實踐困難的問題，且實施的過程中，可能

出現偏向與失焦現象，亦缺乏有利於強化學習動機與落實行動的參考模

式與公共資源（陳志銘、陳勇汀、林筱芳，2010；黃政傑，2006）。在

全球資訊網蓬勃發展後，開放式教育熱潮興起，數位化開放資源成為大

學通識教育的重要支援，包含虛擬大學、數位圖書館、數位博物館及數

位典藏等。臺灣教育部於2008年起推動建置了整合國內外通識教育資源

之資訊服務平臺「臺灣通識網」，以提供充分且即時的通識教育訊息，

而滿足使用者專業性與多樣性之需求（臺灣通識網推廣中心，2008）。

隨著網路影片傳播技術的進步，教育部自2014年起推動磨課師計畫，於

2015年開始推動跨校「通識教育磨課師」計畫，利用磨課師平臺建立

通識課程共享制度及作業流程，使通識教育透過磨課師的影響力擴大推

廣，並以具學分效力的課程模式深化運用磨課師（李威儀，2018)。通

識教育的開設伴隨著網際網路與新興媒體的進展，走向全網路與影片化

的里程碑，而磨課師的呈現亦成為課程的重要呈現方式。

作為通識教育傳播媒體之一，磨課師起緣於2008年加拿大阿薩巴

斯卡大學一門課程「關聯主義與連結知識」，該課程吸引了超過兩千名

的網路學習者。2011年美國史丹佛大學的「人工智慧」網路課程亦有十

數萬人的註冊與參與，創新的網路學習方式在高等教育中獲得極大迴響

（Martin, 2012; Rodriguez, 2012）。各國多所知名大學陸續跟進，基於

免費知識共享、提供弱勢者均等教育機會的理念，授課者提供不同知識

領域的線上課程於不同平臺，如美國的Coursea、edX、Udacity、英國

的FutureLearn、德國的iversity、法國的FunMOOC以及中國的學堂在線

等，眾多平臺均具百萬人次的學習者規模。於臺灣除Coursera與臺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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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合作推出如「機率」、「史記」及「工程圖學」等經典課程，各大學

也開發能設置課程的平臺，如交通大學ewant、空中大學TaiwanLIFE、

清華大學ShareCourse等。磨課師課程在製作上，主要有兩種不同的方

式：一者是由教師所在學校的專業製作中心進行製作，另者則是由教師

自行製作（Hollands & Tirthali, 2014）。前者的製作方式乃全程由專業

中心協助課程設計、拍攝與後製，錄製過程接近電視教育節目的製播，

具有較佳的影像呈現與收音品質。但並非所有大學均具備充足資源，實

務上許多教師仍需獨力設計並完成磨課師的製作。在教師自製課程的情

況下，其需自行負責課程規劃、課程設計、腳本撰寫、影片錄製，以至

於影片後製等。因此，教師本身必需具備數位課程設計的基本知能，輔

以部分的影視技術支援方能完成課程自製。雖然教師自製磨課師的發展

時程較長且品質參差有異，但已有越來越多的大學教師投入並嘗試開發

設計課程。

在臺灣教育部宣布啟動磨課師計畫之時，研究者即開始有製作磨

課師的構想。雖研究者具有自製遠距課程的經驗，然磨課師的影片特質

與傳統遠距課程的製作規格差異甚大，在課程開發上極有挑戰。固然如

此，磨課師為未來高等與終身教育的重要傳播管道，研究者期以過去於

遠距課程上發展的經驗為立基，繼續進行投入與嘗試。研究者自2015

年初開始著手以「數位內容設計」為課程主題製作磨課師，歷經不斷修

改更新，終在2016年底完成課程製作並以「數位內容輕鬆做」的正式

課名定期於空中大學TainwanLIFE播送。該課程於2017年起獲選為臺灣

公務人員進修學分認證課程，且在2018年正式通過審核，成為校內大

學部全網路通識課程。在課程發展過程中，研究者對國內外磨課師課程

與研究進行探究，發現多數學術研究著重於學習者端的修課行為分析，

且聚焦於「個案實施成效」、「教育理論的發展」、「影片教學成效」

與「教學實施方法」等（Liyanagunawardena, Williams, & Adams, 2013; 

Veletsianos & Shepherdson, 2016），多強調磨課師的運作面向，而在教

師自製課程影片的實務、過程、實證、方法與理論上少有執行與論述

（汪耀華、張基成，2018）。新興課程模式有賴於教師的關注及創新教

學的實踐（Anderson, 1997），教師在產出磨課師時的設計過程、反思

與想法等能為課程創新帶來貢獻，並能為其他教育工作者帶來值得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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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務經驗，這是研究者撰寫本文之主要動機。

本文旨在探討大學教師設計、製作與執行磨課師之過程以及問題解

決方式，其面向上包含：(1) 教師如何建構磨課師的內涵與方向？(2) 教

師如何進行課程發展與影片製作？(3) 教師如何進行課程實施與經營？

本文除敘說磨課師開發的經驗之外，更以課程設計內涵方向、課程發展

製作及教學實施經營等三大面向，進行磨課師課程自製的討論與建議，

期能將整個磨課師的經驗與過程加以分析探討，成為磨課師影片在發展

與推廣上的學術基礎。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研發之通識課程以全網路磨課師為呈現方式。磨課師屬於

影片式教學的一種類型，雖其拍攝方式十分多元且具彈性，但經過十

餘年的發展，其在呈現上稍有共識。磨課師影片可於攝影棚拍攝或是教

室拍攝，畫面以教師本人為主體呈現課程內容，少有教室側錄型的影片

（Hansch et al., 2015）。這類影片與早期空中大學以單人或雙人為主講

者的描述性影片性質類似，唯其多為教師自製。因成本有限，影片著重

於教學內容，重點在以單元性、模組化及實用性的內容服務全球大規模

的學習者，在特效、後製以及運鏡的要求上相對較低。磨課師的課程長

度通常為六週至十週，其課程中會標示起始日期、結束日期、課綱與每

週工作事項。每週的學習內容被切割成小單位，以六到十五分鐘內的短

影片方式組成，並常有線上測驗或討論（王佩瑜，2017；Guo, Kim, & 

Rubin, 2014; Lackner, Kopp, & Ebner, 2014）。

本課程所研發之影片屬於教師自製影片（instructor-made videos或

稱instructor-generated videos），乃由教師自身根據課程需求所錄製的引

導或內容影片，而好的課程影片品質為激發學生自主學習之原因（Clarà 

& Barberà, 2013）。為完成影片之製作，教師需具備影視素養，包含影

片創作、教學內容腳本化以及面對鏡頭的展演能力。其中，教學內容的

腳本化即如何將傳統課堂模式與內容轉換為影片可行的腳本、模組與單

元，教師需具備影片敘事知能以進行課程內容轉化，並將課程內容生動

陳述且作趣味引導（王佩瑜，2018；汪耀華、張基成，2018）。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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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自行拍攝與剪輯影片的教師而言，影視與剪輯知能的具足也是必要

條件，教師需瞭解如何將講課畫面進行擷取並作適當的後製與視覺呈現

（王佩瑜，2017；陳富美、王瑞、渥頓、黃進忠、潘雅玲，2019）。

教師自製影片由教師本人的影像或聲音構成，在內容上通常由教師

探討每週議題、說明作業、大綱，甚至進行複習或對較艱深的內容進行

進階解說（Pan et al., 2009）。影片內容通常不超過十到十五分鐘，目的

用來傳達課程內容或作為課堂學習鷹架。教師製作影片的目的有兩種，

一種是用來融入實體課堂教學，作為動機引起或翻轉教學的工具；另一

種則是用來形成全線上非同步課程（Draus, Curran, & Trempus, 2014），

本研究擬探討的則屬於後者。研究指出，全線上課程若能將教師自製影

片加入其中，可增加學習者的社會臨場感（Draus et al., 2014）。而社會

臨場感為參與者在溝通的過程中所感受到的涉入程度以及參與性，在線

上學習中，增加社會臨場感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Baker, 2010）。

因此，具有教師影像或聲音的影片在線上課程中，常被視為影響課程

成功的關鍵因素，影響學習者的持續率以及學習社群是否能順利運行

（Ladyshewsky, 2013）。有研究指出，教師使用自製影片在非同步線

上課程中，較實體上課更能提升學生對教師的親近感，同時，學生也

具有較好的專注力、回饋反應以及學習成效（Griffiths & Graham, 2009; 

Kovach, Ding, & O’Neil, 2010）。有其他研究者指出，以教師自製影片

為主的線上課程，雖無法實質提升學習成效，但對提高學生的學習感受

有正面的影響（Harris, 2002）。

在影片式課程的製作流程及方法上，教師為達教學活動的目的，數

位教材需經過系統與嚴謹的發展步驟，方能達到最佳效果。提出系統化

數位教材發展方法的學者包含了Dick與Carey（1978）、Seels與Glasgow

（1990）以及Horton（2000）等人，其中許多系統化模式可歸納為

ADDIE之架構（何榮桂、林燕珍，2011），而這也是最被普遍使用的系

統化方法（Gagné, Wager, Golas, & Keller, 2005）。ADDIE指將教學設

計的過程付諸於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

實施（implement）與評鑑（evaluate）等數個線性階段，此課程發展流

程從需求與內容分析為起始，進而根據目標做內容設計與發展，最後進

行課程實施與評估，是實務上最常被廣泛應用的方法。此外，近年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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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提出以快速雛形法（rapid prototyping）作為教學設計的方法

（Jones & Richey, 2000）。快速雛形法源於軟體工程發展方法，結合了

設計、發展與評估等階段，但此方法為非線性的開發方法。快速雛形法

首先以課程方向發展出雛形內容，並在一次又一次的互動、測試與修改

中聚焦並確認正式課程版本，其步驟上包含雛形創造、評估檢視與修正

等階段。快速雛形法克服了傳統ADDIE方法需一次到位的需求分析困

難，並在不斷的早期互動、測試與修正中完成課程的具體設計。在課程

內容、活動或是使用媒體屬於較複雜、新創的情況中，快速雛形法是適

合的選擇，這也是本研究發展課程時所採用的方法。本課程在開發的過

程中體現了快速雛形法不斷進行檢視與修改的特質，並在最後階段完整

並確定了整體課程呈現。以下就詳細的課程發展進行探討。

參、課程設計理念與特色

臺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多將課程內涵分為人文學、社會科學及自然

科學等科目，強調的核心能力包含民主素養、倫理素養、科學素養、媒

體素養、美學素養等（吳清山，2009；劉毓芬，2013）。以研究者所

服務之學校而言，大學部通識教育強調的博雅素養核心能力則有：「自

我發展與溝通互動」、「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歷史文化與藝文

涵養」、「生命探索與環境關懷」、「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語文

應用與溝通實務」以及「跨領域」等七大領域。本研究所擬研發之「數

位內容輕鬆做」課程屬於「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主要培育學習者媒

體知能，部分主題兼含美學素養的培育。課程設計上以現代公民核心能

力養成指標為依據（陳佳欣，2014），目的在讓學習者於數位內容的

解讀中瞭解媒體訊息內容及組織方式，並在數位內容的創作中訓練溝通

表達、美感表達、創造與創新能力。課程在設計上從數位內容的組成基

礎為始，進一步帶領學生使用各種資訊工具與媒體，進行創新設計與應

用。本課程具體內容包含：導論、影像擷取、圖文整合、聲音處理、數

位敘事、影片製作及結論等主題，課程特色有：(1) 內容解說系統化：

就數位內容的組成與產業內涵進行說明；(2) 工具操作具體化：提供開

放或免費軟體與工具的使用方式與設計準則示範創作；(3) 設計製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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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化：提供情境讓學生在作業或評量中創作具應用性的數位內容作品。

本通識課程以全網路的方式進行設計、製作與實施，線上通識能提供學

習者個別化與自我導向的學習環境，為通識教育課程開設的新典範（于

第，2011），而教師在製作磨課師影片之過程，亦可作為其他教師課程

發展上之參考。

肆、課程設計與發展過程

研究者以「數位內容設計」為主題進行課程設計，開課目標在使學

習者習得資訊科技與數位設計知能並應用創新。本研究採用快速雛形法

發展課程，並使用行動研究法方式紀錄，歷時兩年的課程發展可分為三

個階段，每個階段均包含課程發展、評估與檢視、課程修改等歷程。根

據快速雛形法，本研究先就課程初始方向設計第一階段的課程雛形，並

對發展成果從事反思與修正，進而產生第二階段的課程雛形。第二階段

課程雛形完成後，本研究採行可用性測試並加以修改，進而產生了第三

階段的正式課程。三個階段均以課程設計與影片製作為主要課程內容發

展任務，且前一階段的評估結果為下一階段的修正依據。整體樣貌呈現

如表1。唯階段一並無足夠的影片產出以利評估，因此，該階段的反思

檢視僅以文件資料為之，而影片的評估行動均在階段二與階段三中得以

進行，且階段三的評估即為課程影片正式以磨課師上線之後的課程實施

評估。

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設計、製作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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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課程發展階段

時間

階段

課程發

展

評估與

檢視

評估結

果與課

程修改

方向

2015.01～2015.12

階段一：

雛型課程初始設計

階段

以「數位內容設計

在產業上的應用創

新」為方向，課程

發展工作包含初始

主題設計、初始內

容設計、初始影片

製作。

以課程設計紀錄、

課程規劃書、影片

文字腳本、影片成

品、協拍者回饋等項

目進行反思與檢視。

刪減小部分產業議

題，仍嘗試兼論數

位設計與產業發展

的整合應用。

2016.01～2016.05

階段二：

雛形課程製作與測試

階段

以「數位內容設計」

為方向，課程發展工

作包含主題與內容修

正、影片重製。

進行雛型影片的學習

者可用性測試，以實

驗結果數據進行分

析、評估與檢視。

刪減所有產業發展內

容，增加數位設計知

能的傳達，簡化影片

的拍攝與後製。

2016.06～2017.01

階段三：

正式課程製作階段

以「數位內容設計」

為方向做最終內容修

正，訂定正式課程名

稱為「數位內容輕鬆

做」。課程發展工作

包含確認主題與內

容、完成影片製作、

評量設計、課程正式

上線經營。

課程正式上線後以線

上成就測驗、課程評

鑑問卷、質化訪談等

項目進行資料分析。

完成磨課師課程開設

並就影片呈現持續進

行調整。

以下茲就各階段的發展狀況進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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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雛型課程初始設計階段

（一）課程發展

1. 初始主題設計

在研究者設計課程之初，課程主旨在培養學習者數位內容創作能

力，並將其應用於在地產業進行創新與加值。研究者對課程目標與理念

上有以下描述：

……希望學習者能瞭解網路科技對產業的革新方式與影響結果，

並能應用數位內容科技針對在地產業困境提出創新加值的解決方

法……並以資訊科技的觀點與技術發想出產業與產品加值或轉型的

可行性……（2015.01.28研究者課程設計紀錄）

可見在磨課師設計之初始，研究者極期望這門課，除能培育學習者

數位內容創作知能，亦能兼論在地產業的整合，擬進行跨領域的課程設

計。

2. 初始內容設計
在訂下主題後，研究者將課程內容發展出14個主要單元，各單元介

紹不同數位內容科技，在產業（如米類、蔬果及花卉等）上的應用與實

際創作方法。在課程內容設計上，除了需將各單元訂定出來，還需擬定

分段影片內容及長度。影片的文字腳本由研究者自行撰寫。研究者初期

擬以敘事型言說方式來授課，將部分內容進行劇情化編排，因此，腳本

上也跳脫傳統遠距課程的棚拍模式，而以訪談、外拍及動畫的方式來呈

現。

3. 初始影片製作
研究者在完成初步的課程內容設計與腳本後，於校內大學部募集到

10位有興趣的同學進行協拍（稱之為協拍者）。多數協拍者是初次接觸
影片拍攝與後製，因此，拍攝的過程中多在嘗試中探索。影片製作的方

式分為兩種：

(1) 外景拍攝：進行外景拍攝時，由研究者與協拍者共同修訂腳
本，再根據腳本內容進行攝影。如在花卉的單元中，研究者與學生先後

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設計、製作與實施：
以通識「數位內容輕鬆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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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市區零售花店、彰化田尾花市以及校內農藝系進行採訪，以瞭解並陳

述數位內容在花卉產業上的應用。

(2) 棚內拍攝：進行棚內拍攝時，研究者借用了校內專業攝影棚進

行綠幕攝影。研究者也是與協拍者先定案腳本後再行錄製。

此階段的拍攝製作雖然長達一個學期，但由於研究者先前並無影視

製作經驗，也未曾製作過影像版的遠距課程，加上當時臺灣剛開始推動

磨課師，校方仍無法提供技術支援，因此，過程中遭遇許多困難。

（二）評估與檢視

因課程內容亦在拍攝期間同步建構，不論就研究者或協拍者而言，

對於整體方向、規模及呈現手法都不熟悉且難掌握，故製作時常有疑慮

與不確定性。不同協拍者拍出來的風格也差異極大，造成研究者統整困

難。在此階段中，研究者透過課程設計紀錄、課程規劃書、影片文字腳

本、影片成品及協拍者回饋等項目進行分析並做評估、反思與檢視。

……不知道要拍和剪到什麼樣程度才算是可以，覺得每一單元拍出

來的影片都差很多，有的分量很多，有的分量很少。手法不一樣，

老師協助的程度不一樣。

……沒有足夠的內容，又要花很多時間探索，方向不明確，覺得很

累。

……訪談內容剪接有困難，重剪很多次，剪出來沒有老師想要的效

果……（2015.06.10協拍者回饋彙整）

在影片製作的同時，研究者也嘗試於外景與攝影棚拍攝兩分鐘前導

短片，但由於經驗不足的狀況下，影片並未呈現出好的品質。階段一的

磨課師製作終未完成。

（三）評估結果與課程修改方向

階段一的雛型課程初始設計歷時最漫長且問題繁雜。首先是研究

者初期訂定之課程規模龐大且又是全新跨領域內容，不但需重新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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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內容，同時還要構思影片呈現方式，在分量上負擔沉重。此外，因

課程創新使其主題與內容較不穩定，常有需要修改的狀況，這都增加了

影片製作的變數。其次，影視知能不足也成了研究者製作課程的問題之

一。實務拍攝上的困難主要來自兩個面向，一為腳本設計，二為攝影技

巧。研究者原為使課程活潑有趣，大量使用訪談及敘事法設計影片；然

其在拍攝與剪接上的難度太高。再者，研究者與協拍者對於攝影與後

製實作的不熟悉亦造成製作阻礙，如收音、人像入鏡方式、畫面大小比

例、鏡頭角度、講者眼神位置及影片背景的操作。以下為研究者的反思

與修正：

1. 縮小課程規模並調整課程內容：研究者重新評估個人能力以及所

能負擔的分量，縮小課程規模並減少課程單元與內容。將原定的14個單

元減少為6個單元，並減少課程中跨領域的產業知識面向而聚焦於數位

內容本身。

2. 改變影片言說方法並精簡團隊人數：原影片以訪談、敘事等言說

方法作為設計的方式，導致拍攝上太過困難；研究者評估後，將多數影

片課程修改為較簡單的描述型言說方式，即為一般授課講述的模式，大

幅減少外景與訪談的比重。也因整體製作方式簡化，整體團隊人數降到

1～2人，以能深入溝通與影片製作為主。

二、第二階段：雛形課程製作與測試階段

研究者在2016年開始著手階段二的進行，探討如下。

（一）課程發展

1. 主題與內容修正

研究者將前一階段的龐大內容明確聚焦為六個單元，除了數位內

容產業概論之外，亦探討影像處理、影片後製、行動技術在花卉、稻米

及旅遊等各產業上的應用與創作。研究者於第二階段修訂出的六個單元

中，大幅降低產業面向的比例，並增加數位內容的部分。除了保留課程

開頭為訪談影片，其他內容則改為由研究者以描述型方式進行授課。

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設計、製作與實施：
以通識「數位內容輕鬆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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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片重製

研究者將協拍者減為2人，負責拍攝與剪輯。有感於階段一的高成

本外景拍法並不適合作為磨課師製作的主要方式，研究者將多數場景

（含訪談）移至棚內及一般研究室中。影片拍攝的方式如下：

(1) 棚內綠幕拍攝：研究者保留前一階段的棚內綠幕拍攝方式；唯

在拍攝的過程中，鏡頭的角度與研究者講課時的眼神聚焦位置一直是有

所爭議之處，因此，研究者在許多單元中都拍了多種不同的版本，擬在

後續實驗中進行比較與驗證。

(2) 研究室拍攝：研究者於個人研究室尋找背景簡單的位置（如單

色的窗簾前），加擺茶几桌椅作為布景，以坐著講課與訪談的方式進行

課程錄影。

3. 影片實驗性測試與評估

研究者於大學部二年級開設的相關課程中，將雛型影片融入教學以

作測試。此評估除讓學習者進行成效自評外，主要亦在瞭解學習者對於

單支影片長度、單週影片段數與拍攝畫面的偏好。研究者將影片實驗融

入大學部課程中，成為三週的翻轉教學。在這三週中，學生需於課前觀

看影片並完成指定的作業；實驗結束時，學生自願性地進行線上問卷的

填寫。參與實驗者共有大學部學生共26人。

（二）評估與檢視

研究者針對影片實驗進行資料分析以瞭解學習者對目前影片設計

狀況的反應。此評估以所拍攝出的影片為主體，除確認影片的助益性之

外，更擬瞭解學生對影片之想法以及對影片長度、段數與畫面之偏好。

就單支影片長度而言，在不同影片長度的選擇中，學習者偏好25和

30分鐘的人次最少，都各為1人，而以建議10分鐘和15分鐘者為最多，

分別是9人與7人。經卡方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χ2 = 11.87, df = 5, p = 

.04），表示學習者對影片長度有顯著的傾向，集中在10以及15分鐘。

就單週影片數量的部分，在不同影片數量的選擇中，學習者偏好一

段、四段的各有1人，而偏好二段、三段者各有12人。經卡方檢定結果

達顯著水準（χ2 = 18.62, df = 3, p = .00），表示學習者對影片段數有顯



89

著的傾向，集中在二段以及三段。

就影片畫面偏好上，研究者以教師鏡頭注視方式以及不同背景製作

成三種影片畫面（綠幕為背景且教師直視鏡頭、綠幕為背景且教師不直

視鏡頭、以自然環境為背景且教師不直視鏡頭拍攝），讓學習者選擇偏

好。結果學生偏好集中在教師於自然環境中（研究室或辦公室）教學而

不用綠幕。經卡方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χ2 = 7.00, df = 2, p = .03），表

示學習者對影片畫面有顯著的偏好。

此實驗結果除了確認研究者目前所製作的影片成效，並為影片拍製

的細節提供立基，成為課程發展最後階段的參考。

（三）評估結果與課程修改方向

雖然本階段並未將磨課師影片完工，但整體課程方向更加明確且腳

本已近發展完成；同時，研究者也透過實驗確定影片成效並找到影片修

正方向。研究者之反思與修正如下：

1. 修改並確認課程主題與內容：研究者再次修正了課程方向，將課

程主軸定位於數位內容設計知能培育，而將產業結合的部分移到了課程

的作業與討論區。

2. 確定拍攝方法與畫面呈現方式：研究者再度簡化了影片拍攝方

式，將影片拍攝定調於單機於自然環境中（如一般研究室）進行，並將

影片維持在10～15分鐘內，此拍製模式為學習者較偏好的手法。

3. 簡化後製工作：在充足的內容下，後製工作中不需要增添過多不

必要的影片特效。因此，研究者將後製定位於講者講課片段與輔助圖文

或投影片畫面疊置的工作。

4. 優化圖文整合：在課程內容與拍攝方式確定後，為更增添影片的

美感與專業性，研究者擬將影片中的圖文進行重新設計與配置。

三、第三階段：正式課程製作階段

研究者在階段二結束後隨即展開第三階段，包含正式課程的製作以

及後續的課程上線。以下就階段三進行探討。

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設計、製作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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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發展

1. 主題與內容定案

至此時，研究者進行磨課師影片的摸索與發展已將邁向第十八個

月。研究者在此階段中將課程重新定位，並以數位設計知能為主軸發

展出了11個單元，產業整合應用的部分被設計於作業中成為輔助。此時

正式課程名稱亦確定為「數位內輕鬆做」，整體課程單元架構如圖1所

示。

圖1 磨課師「數位內容輕鬆做」課程架構圖

在最後階段所產生的課程中，資訊知能成為主軸發展，產業整合應

用的部分則被完全設計於作業當中作為輔助。此階段的單元分段影片範

例如表2所示，其特色如下：

(1) 在每單元開頭新增前導案例作為引起學習動機的策略。前導案

例有可能為新聞時事、作品賞析或趣事軼聞，由研究者自行從書籍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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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進行資料蒐集、整理並口述。

(2) 將學習內容有意義的分段，並增加單元模組的強度。課程內容

發展到最後一個階段，研究者需要具體把關影片長度。在製作的過程

中，難免碰到部分影片長度過長的狀況，此時便要對內容進行有意義的

切割，並錄製新的片頭片尾。

(3) 將發展課程時所寫的腳本整理為投影片與教材，以作為影片後

製及課堂實施時用。

表2

階段三課程規劃書單元範例

週次 單元主題    影片內容設計

  2-1 前導案例：手機攝影師王小路（10分鐘）

  2-2 手機相機攝影入門：三類相機比較（6分鐘）

  2-3 手機相機攝影入門：場景、ISO、曝光值、白平

 手機相機  衡、濾鏡（9分鐘）
 2
 攝影基礎 2-4 手機相機拍照技巧：光線（6分鐘）

  2-5 手機相機拍照技巧：景深（6分鐘）

  2-6 手機相機拍照技巧：構圖與APP（6分鐘）

  2-7 本週作業：利用手機相片為花店進行網路行銷

   （1分鐘）

2. 正式課程影片製作

在此階段中，研究者仍維持兩名的協拍者，一名負責影片圖文及

投影片的美工，另一名則負責影片拍攝與剪接，且講課影片的拍法僅剩

一種：於一般研究室自然場景中以一機平拍的方式進行；而在影片後製

時，僅將研究者的講課片段和美編之後的圖文進行疊置，雖無任何特效

設計，但畫面簡單清爽，能有效地傳遞課程內容（如圖2）。

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設計、製作與實施：
以通識「數位內容輕鬆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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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課程的趣味性、實用性及引起學習動機，研究者於單元開頭

新增了前導案例影片，以案例討論的方式，帶領學生進行新舊知識連結

並進入新課程內容（圖3）。案例包含了時事新聞、作品賞析或趣聞軼

事等，均由研究者整理之後以詼諧的口吻講述（圖4）。

圖2  磨課師「數位內容輕鬆做」講述型影片畫面範例

圖3 磨課師「數位內容輕鬆做」之前導案例設計（節錄一、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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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針對課程需求，研究者另外錄製了相當多的螢幕錄影片段以

進行軟體教學。由於不需人像入鏡，此部分研究者可自行錄製與後製。

為提升學習感受，螢幕錄影畫面會加上研究者本人的卡通人像在側（如

圖5）。

圖4  磨課師「數位內容輕鬆做」前導案例討論影片畫面範例

圖5  磨課師「數位內容輕鬆做」軟體操作型影片畫面範例

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設計、製作與實施：
以通識「數位內容輕鬆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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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階段中，包含腳本及投影片等課程內容均已製作完成，而拍攝

也以極快的速度進行著。在所有課程內容影片均錄製完成後，研究者擬

出每週的線上測驗問題及作業，並將作業說明以聲音或影像的方式再加

以錄製。最終完成的課程有11個單元，共計79支影片（66支內容影片加

上13支作業影片）。

為達課程宣傳廣告效果，臺灣磨課師上線均需搭配兩分鐘的前導短

片。由於其對前導片品質的要求甚高，因此，研究者求助校外攝影專門

人員協助拍攝，以一週的時間完成腳本、拍攝與剪輯。

（二）評估與檢視

磨課師課程底定後，於同年九月份正式上線；之後，研究者蒐集學

習者的線上成就測驗、課程評鑑問卷與訪談資料等資料進行分析；正式

課程實施期間的評估方法將在第伍章節中完整說明。

（三）評估結果與課程修改方向

本課程結束之後，研究者就開課狀況與各項評估資料進行結果分

析、整理與討論。第伍、陸章節將完整呈現教學實踐的結果與反思建

議。

伍、教學實踐與評估

磨課師影片課程編製完成之後，研究者將之付諸教學實踐並進行

評估。研究者擬探究的問題有二：(1) 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教學成效為

何？(2) 學生對課程的感受為何？以下為詳細的實施狀況與評估結果。

一、實施流程

本課程施行時間為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1月3日，實際進行週數

為14週，研究者即為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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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進行方式

在課程正式開始前，學習者需在空中大學磨課師平臺上註冊；其

後，隨著課程進度，教師會開放當週影片內容、作業與討論區。每週活

動實施之程序如下：

1. 影片發布：教師逐週發布課程影片上線通知，以告知學習者進度

並提醒作業繳交期限，並開設了「作業繳交討論區」、「課程內容討論

區」與「平臺功能討論區」等討論區讓學習者提問、互動與繳交作業。

在學習者觀看影片時，教師需注意討論區中的提問並給予回答。

2. 作業評閱：當週作業乃根據課程影片內容而設計，分為兩種形

式，一者為以單選題構成的線上隨堂測驗，由系統自動評閱分數；另一

者為上傳至「作業繳交討論區」中的作品設計與討論，教師需親自對其

進行評閱與建議。

3. 總結回饋：最後，針對每週學習者的作業繳交狀況，教師作出總

結及建議，並將優秀作品進行集結與探討，再用線上通知的方式發布以

完成當週課程。

此外，研究者在課程的最後兩週實施整體課程評估，包含線上匿名

問卷的施測與質化問答資料蒐集，以進一步釐清學習者對影片的想法。

（二）師生互動與同儕互動方式

本課程主要以「作業繳交討論區」、「課程內容討論區」與「平臺

功能討論區」等作為師生互動的主要空間。討論區除能讓教師蒐集學生

作業與評分，亦可輔助師生間之課程內容澄清與疑難探討，而學習者可

透過討論區上傳作業、瀏覽他人作品、給予同儕回饋或進行作品討論。

此外，有部分學習者習慣以電子郵件的方式與教師溝通，教師亦需對信

件給予即時回覆。

（三）評量與回饋方式

學習者每週所繳交的作業均由教師與教學助理共同評閱，教師會針

對每一個作品以文字的方式給予建議與回饋，並評給成績；如在影像編

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設計、製作與實施：
以通識「數位內容輕鬆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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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作業中，教師則會根據主題需求，視其內容與美感對學生作品進行

建議。

二、研究對象

教學對象為透過TaiwanLIFE平臺註冊本課程的學習者，而課程旨在

培育與傳達數位內容設計的知識與應用能力。由於是全球開放性課程，

因此，學習者除了校內修課者之外，亦包含了校外及國外有興趣與課的

學生。課程自初次播送至結束為止，共有347名學習者報名，其中來自

臺灣者有291名，來自中國者有21名，其餘學習者未填寫國籍資料。

三、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包含學習者的成就表現以及課程評鑑問卷兩大部分。在

學習成就上，研究者將評量訂為9次的線上隨堂測驗（占三成，系統評

分）以及11次的作品設計（占七成，教師評分）等兩個部分。線上測驗

的部分為教師根據各週課程內容自編的成就測驗，內容包含各週所傳遞

的數位內容知能，包含導論、影像擷取、圖文整合、聲音處理、數位敘

事以及影片製作等。每週題目四至五題不等，題型為單選題。如在第一

週導論的課程中，線上測驗題目如「下列何者不屬於數位內容產業八大

領域的範疇」、「關於自由軟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等。整個學期

的線上測驗共40題，平均測驗信度值為.85，平均難度值為.82，平均鑑

別度值為.30。試題偏向簡單，且在每次的測驗中，學生均有三次作答機

會，是以鼓勵的性質提升學習參與度。

至於作品設計的部分，則為教師根據當週課程內容所設計的實作主

題。如在第四週「影像處理」中，學習者需使用軟體，將指定的影像素

材加以編修與呈現；而在第五週「圖文整合」中，學習者則需將圖片添

加文字設計、搭配與呈現。最後，再由授課教師與教學助理根據作業要

求評分，作品分數範圍落在60～100分之間。為避免過於主觀，教師評

分時，會與教學助理共同討論，並就內容與美感兩個面向加以決定。

本研究採用的課程評鑑問卷為空中大學所發展的磨課師課後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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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空中大學磨課師團隊中之專家，為瞭解學生對課程整體的滿意度所做

的規劃與設計。除了基本質化資料與平臺評估之外，量表中有11題李克

特式五等問題，包含媒體教材、教師教學、線上討論、作業評量、進度

掌握及課程滿意度等，平均信度值為.94。研究者在課程即將結束的最後

兩週，以匿名且自由填寫方式進行線上問卷施測。 

四、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

研究者在課程實施中進行質化與量化資料並重的觀察與探索，除

了全面的成績評定與分析、完課率統計及課後問卷調查之外，也針對部

分學生實施質化回饋的文字性蒐集。其中，學習者成績主要來自線上測

驗與作品設計：線上測驗以單選題構成，由平臺端自動評閱；而作品成

績則由教師與教學助理於討論區中進行瀏覽與給分。此二成績均記錄於

平臺當中，於課程結束時由教師統一匯出計算。完課率指的是學生於本

門課的及格比率，需在所有學生各週作業成績底定後加以計算。課後問

卷則採用空中大學平臺所製作的課程評估問卷，以全線上的匿名方式

進行。在課程結束之後，研究者自空中大學取得完整的原始數據並進行

描述性統計量的呈現，以作為本課程實施成效的重要依據。而質化研究

的部分，研究者則在取得部分修課學生的同意後蒐集質化資料，並以文

字問答的方式獲得學習者的回饋；其質化問題包含「你如何進行線上學

習」、「你最喜歡與不喜歡的單元是什麼」、「你對線上學習是否有感

到喜歡或是困難的面向」、「你對影片拍攝的方式有什麼想法」等，學

習者以文字的方式書寫，並由研究者進行文字整理、分類與編碼，以作

為量化資料的詮釋輔助。

五、資料分析結果

課程結束後，完成隨堂測驗且平均成績達到及格的學習者雖有31

人，但若考量繳交的作品品質，總成績及格者則降到23人。其中，線上

測驗的平均成績為97.15，而作品成績平均為81.31。在缺交狀況上，僅

有一人缺漏一次隨堂測驗，而作品缺交的狀況則較為多，次數在一到五

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設計、製作與實施：
以通識「數位內容輕鬆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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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不等。有關學習成就表現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磨課師「數位內容輕鬆做」初開課之完課學習者成就分析結果

 人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線上測驗 23 88.89 100.00 97.15 3.57

作品表現 23 48.64 94.45 81.31 14.53

學習成就總成績 23 64.00 97.00 87.45 10.71

註： 線上測驗共9次，每次滿分為100；作品作業共11次，每次滿分為

100；學習成就總成績為線上測驗占30%與作品作業占70%的加總合

計。

為鼓勵學生參與課程並完成測驗，每週的評量試題設計為難度較

低，且有多次測驗的機會，因此，學習者的線上測驗平均成績較高。在

作品表現上，研究者與教學助理共同為作品進行評分，以確保作品在內

容和美感上的客觀性。在最末週的影片作品中（圖6），有學生以礦泉

水為主題，使用手機製作數位短片，其畫面精緻、節奏流暢，不僅得到

很高的教師評分，且在討論區中引起了廣大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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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磨課師「數位內容輕鬆做」學生作品範例

本門磨課師課程共有校內外23位學習者達到及格成績，通過完課

門檻並取得修課證明。由於本課程以磨課師方式開設，因此，平臺上

除可取得正式學分的校內修課者之外，亦包含來自校外的學習者以非

正規教育的方式修習，整體完課率為6.63%。目前全球磨課師的平均完

課率在5%至15%之間（Ahearn, 2018），有學者曾針對Coursera,、EdX

和Udacity三大平臺上279門課程進行完課率統計，得到的平均值為6.5%

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設計、製作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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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dan, 2014）；本課程完課率雖在區段範圍內，但整體完課度也與多

數課程一樣仍有提升改善空間。

除了分析學習成就之外，研究者也對期末問卷進行分析。回收問卷

共有25份，問卷為匿名自願填寫，且填寫問卷的同學不一定為完課的同

學。表4為問卷分析結果。

表4

磨課師「數位內容輕鬆做」初開課之課後問卷分析結果

    人 最小 最大 平均 標準
面向 題目
    數 值 值 數 差

 線上媒體的教材呈現品質良好。  25 4 5 4.64 .49
媒體
  教師所使用之延伸教材及各項輔助
教材    25 3 5 4.48 .71
 工具能增強我理解及學習的功效。
  
教師 教師的講解能幫助我理解課程內容。 25 3 5 4.52 .59

教學  教師的授課方式能引起我學習的動機。 25 3 5 4.52 .77

 課程的討論區互動能幫助我學習。 25 3 5 4.32 .80
線上
 教師或助教能及時的在討論區回覆我的 
討論    25 3 5 4.40 .82
 提問。 

 課程的評量含作業設計與評分方式合宜。 25 3 5 4.44 .71
作業
  課後的評量測驗、作業、議題討論可以 
評量    25 3 5 4.40 .65
 幫助我掌握學習重點。 

進度 我能依教師安排的上課進度定期完成線
    25 1 5 4.28 .98
掌握 上評量。 

課程 我對本課程設計整體感到滿意。  25 3 5 4.52 .65

滿意 我很樂意跟我周遭的親朋好友推薦這門 
    25 3 5 4.60 .65
度 課。  

由課後問卷之資料分析中發現，本課程在所有題目的得分上均高於

4.0，其中以「媒體教材」與「課程滿意度」表現為佳，兩個面向的平均

數均達到4.56，為所有題目之冠。而在學習者所給予的心得回饋上，有

在職學生表現了這門網路課程對其的合宜性：



101

上完課後覺得時間過得好快，有點意猶未盡的感覺，因為要配合時

間的關係，不然是覺得可以再多增設一～二個單元的線上課程，多

學習不同的方式及軟體。覺得這樣線上課程對我們在職生來說是非

常合宜合適，所以也期待可以再開設更多不同類型的磨課師課程。

（學生B，文字回饋，2016/12/27）

學生回饋中以探討媒體教材設計者為最多。同學表達出對影片視覺

畫面的正面感受：

一開始想說線上課程可能螢幕上就是老師站在黑板或白板前娓娓道

來課程主題內容，就像以前高中或大學時的模式（教授用ppt講課，
但通常教室光線通常不足）……但開始上第一週前導案例時，是鮮

明清楚、有趣的呈現方式，上完第一週的課程後，嘴巴勾起微笑，

覺得對課程信心滿滿，心裡覺得踏實許多。（學生A，文字回饋，

2016/12/27）

畫面與收音是媒體教材品質的關鍵點。學生認為收音的清楚與一致

性，增加了線上學習的舒適感：

我覺得老師這門線上課程的收音很好，課程內容的聲音大小幾乎都

是一致且清楚的，有些線上課程聲音會忽大忽小，或因為拍攝者與

鏡頭的距離不一，而產生影片聲音忽大忽小，除了開場動畫有時候

會很大聲以外，我覺得聲音的一致性是讓人聽了很舒服的！（學生

C，文字回饋，2016/12/29）

有學生提出影片畫面上能有更多的後製與活動的變化，同時也能邀

請專家訪談或用更多元的方式進行課程：

……如果人力或時間許可，我認為後製的部分可以做得更好，可以

加一些動畫或是背景有不同的變化，使整個影片的畫面可以更豐

富。亦或是可以不只有老師自己一個人在上課，可以透過與他人對

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設計、製作與實施：
以通識「數位內容輕鬆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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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或是找專家進行訪談的方式，讓教學更多元、有趣。（學生D，

文字回饋，2016/12/27）

此外，拍攝的鏡頭角度變化也是學生期望改善的面向：

……一開始上線上課程會覺得很有趣，但是長時間下來發現好像都

是普遍相同角度的鏡頭，或是一整節課程都相同的角度，會覺得比

較沒有吸引人或眼睛為之一亮的感覺，我覺得可以架設2～3個鏡
頭，在同一段課程內容內，配合課程節奏，穿插各種角度，但也不

要過多變化，會顯得鏡頭有點錯亂，可以穿插至多3個鏡頭會比較
有趣，也讓人有期待下一秒會出現什麼的感覺！（學生C，文字回

饋，2016/12/29）

針對學習者對於本課程的優缺點看法以及建議，研究者都審慎將其

記錄並列入後續影片改良與研究從事的工作內容。

課程經過數次內容與方向的修正，以及拍攝方式的調整，研究者終

究完成一門磨課師課程，並於空中大學平臺進行播送與經營。在極為有

限的資源下，研究者評估了自身能力並動員最少的協助人數之後，仍完

成課程錄製與經營，中間碰到的困難與解決方式值得分析與探究。

陸、反思與建議

本研究以課程設計內涵與方向、課程發展與製作及教學實施經營等

三大面向進行磨課師課程自製的反思、建議與探討。

一、課程設計內涵與方向

（一）磨課師課程需著重於實質內容的傳遞

磨課師源起於美加地區知名大學的開放式經典課程，其傳播規模

與學校知名度有極大的關係。多數課程為教師所自行錄製，其手法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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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重視實質課程內容的程度遠遠超出影片拍攝、動畫等特效（Admin, 

2015）。磨課師的精神不但在於使高等教育普及化，也在讓經典課程進

行數位保存與流傳；教師製作課程時若執著於影片畫面美感、動畫後製

以及前導行銷片等效果，將增添課程製作的困難度與成本，更失去了磨

課師課程原創建之立意。大學教師獨立自製磨課師的困難度雖大，但並

非完全無可能性，關鍵在於教師是否能瞭解並展現自身長處與優勢，以

彌補影視技術上的限制。經驗、支援與資源的缺乏的確會拉長磨課師製

作的時間，但並不會完全阻礙磨課師的製作，若教師投入耐心與熱忱，

仍有完成課程製作的可能性。

（二）初次開發磨課師課程宜以教師熟習之主題為方向

多數教師在課程設計之初，傾向訂定一個規模遠大的新主題，但

若教師本身是初次製作磨課師，這樣的選擇常會造成製作上的困難。以

本研究而言，研究者在課程設計之初極力發展跨領域新內容，然而，由

於專業知識較為欠缺，加上拍攝困難，導致課程製作數度面臨瓶頸。因

此，研究者建議，首次製作磨課師的教師應暫緩開發全新課程，而是要

以本身之實體課程開設經驗且能駕輕就熟的內容為主題來製作最為合

宜。教師可將已熟悉的課程增加部分趨勢性內容，整合成為新的課程。

教學宜以深厚紮實的內容為主，這才是讓課程穩紮穩打、永續經營的最

好方式。

二、課程發展與製作

（一）教師宜充備個人影視製作與數位課程開發知能

製作磨課師並非一蹴可幾的工作。研究者於兩年的課程製作期間，

有一年半的時間在摸索與學習影視知能。教師若本身具備影視能力或

能取得校方支援，則課程製作上會較為簡單。建議教師們可在課程製作

前，利用各種進修管道充實影視素養。此能力不僅能應用於磨課師之製

作，對於一般課堂之翻轉或創新上都極實用。影視製作與使用能力已成

為未來教師的重要知能之一（Miller, 2015），教師不能忽略。此外，在

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設計、製作與實施：
以通識「數位內容輕鬆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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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製作的流程上，不同的課程影片言說方法有不同的設計方式。目

前磨課師以非敘事型的描述型言說為多，本研究所發展的課程也採用這

樣的方式，步驟上可分為：課程內容彙整、投影片修改、腳本撰寫、影

片錄製及影片後製等製作步驟，此為初次自製課程之教師較易上手的線

性流程。

訂定課程主題與單元時，教師需考量本身的專業能力以及影片錄製

的可能性，以縮短課程發展的時間。在腳本撰寫部分，若教師本身對課

程內容已十分熟悉，則不需要太過詳細的腳本文字撰寫，只需註明拍攝

時講者所需呈現的語氣、眼神和風格。在影片製作的部分，若經費成本

有限，則可以一機平拍的方式進行拍攝即可。在後製的部分，最基本的

手法就是將投影片與講課畫面進行左右互相疊置以及基本的轉場製作，

片頭通常就是單元名稱的呈現，片尾用簡單的音樂淡出即可。字幕的部

分，教師可評估必要性並選擇性加入。研究者所發展的課程影片並未逐

字提供字幕，但由於收音很好，因此，學習者在聽課與學習上並未反應

困難。

（二）持續修正磨課師課程的單元模組與影片分段

磨課師課程的線性結構很強並強調單元模組的設計，即單元之間

與影片之間的連結。磨課師有固定的週數（通常為6到10週），每週有

固定的影片時數（通常為40到60分鐘），且每段影片有固定的長度（通

常為6到10分鐘，多未超過15分鐘）。在課程模組的設計上，通常第一

週為緒論，即課程內容的介紹；最後一週為結論，即課程的尾聲。中

間則置放不同的單元，通常一週為一個單元。各週單元的數目與內容則

依據教師授課經驗與預定的課程深度來制定，但由於線上學習常有學習

疲乏的狀態，研究者建議單元數（週數）不宜過多。此外，單元與分段

影片及各段影片時間的規畫通常無法一次到位，製作者一開始僅能根據

經驗，約略抓出單元中各段內容的講述時間，但錄影結果偶爾會與預期

不同，需要在後製期將影片分段，甚至開課之後還會面臨影片段數的調

整。雖然工程較為繁瑣，但在製作上並不需要太複雜的技術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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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宜練習並掌握鏡頭語言以提升影片品質

面對鏡頭講課與實體教室講課的感受差別極大，故磨課師的授課教

師需練習面對鏡頭進行教學的能力。就研究者多次錄製影片的經驗，教

師面對鏡頭時需注意以下事項：

1. 教師對內容要熟悉且表達要極為流利順暢，並以生活化的口語

表達來進行敘述。若是講課內容較龐大，可使用提字機或提字本作為輔

助，教師偶爾可以看向提示方向，但避免長時間念稿或說話速度過於緩

慢。

2. 教師要能以語氣的輕重緩急吸引學生目光，避免無起伏地機械化

講話或說話速度過慢。對於重點或較難的內容，教師可以提問或停頓的

方式來進行。

3. 教師的眼神要固定，不論直視鏡頭或注視某個方位，講課時眼神

都不宜飄移，身體也不宜晃動過大。

為改善影片錄製狀況，建議教師多面對鏡頭練習講話並捕捉適合的

說話節奏，才能自然地在鏡頭前獨自進行教學。此外，在攝影與後製的

部分，對於人力支援及影視知能皆欠缺的教師而言，錄製磨課師的確是

一大挑戰。但所幸教學影片所需運用的鏡頭、角度和後製尚屬單純，經

過摸索與經驗累積，要完成攝影的任務亦是可能。建議教師可尋找有影

片拍攝經驗的校內外人士或學生共同合作。就研究者的經驗而言，有效

率的影片應具備以下基本要素：

1. 收音清楚穩定：口述講課的聲音是影片式學習的重要元素，建議

影片錄製時要加裝定向收音設備以確保收音效果。

2. 畫面簡單自然：講課背景可用教師的研究室或一般教室進行單機

錄製即可。許多研究指出，學習者喜歡自然簡單的畫面多於專業攝影棚

綠幕錄製的結果（Guo et al., 2014），研究者的經驗也是如此。最簡單

的後製方式為：投影片與講課影片疊置。搭配講課呈現的投影片或圖文

影響影片美感呈現甚大，建議教師可請具美工專長的人員或學生進行編

排。

磨課師影片式課程之設計、製作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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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導影片的製作可尋求專業協助

磨課師的前導短片是一支課程宣傳影片，亦是整個課程發展中難度

最高的影片。這支影片通常在課程發展末期拍攝，完成後將其置放於教

學平臺中作為課程行銷與廣告的用途，與正課影片的拍法不同。臺灣磨

課師的前導片普遍具有商業化的細膩感，一般教師較難獨立完成。研究

者評估自身無法獨立製作，因此，求助他校攝影專業人士，採用戶外取

景、拍攝並運用了大量的鏡頭與運鏡，方完成二分鐘的課程宣傳片。建

議教師們在製拍前導短片時應評估自身的能力與需求，必要時仍需尋求

專業攝影團隊幫助。

三、教學實施經營

（一）善用教學平臺的自動評分機制

課程開始在平臺上播送之後，研究者需做的就是每週定期將影片上

線，並進行隨堂測驗與作品評分。隨堂測驗的部分可多以選擇題的方式

於線上進行且由系統自動計分，建議教師善用此機制以降低作業評閱之

負擔。然在作品型作業的部分，則需要開課教師或團隊親自評閱並給予

回饋。以研究者所開設的課程而言，雖然註冊人數高達三百多人，但實

際上參與課程並發表作品者，平均每週在20到30人之間，是研究者可以

負擔的評閱人數範圍；但若人數超過於此，則研究者將考慮增加教學助

理以協助評閱。

（二）提前於教學平臺公告開課以增加學習者人數

課程的註冊人數在開課之前以及開課前期成長的幅度最快，建議教

師們提早將新課程之開課通知公告於平臺上，避免拖到逼近開課前才開

始著手課程行銷。另外，課程開始進行之後，建議教師以信件或公告的

方式通知學習者內容更新狀況；線上學習者通常會有較大的倦怠感，而

每週的公告可以扮演督促及鼓勵的角色。在作業與討論的部分，教師也

儘量親自回覆，增加學生的社會臨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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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欣賞與接納的心態看待多元的學習者

磨課師的課程經營與一般實體課程較為不同，其學生來源多元，且

動機各異。建議教師以欣賞與接納的心情去鼓勵學生參與，並尊重學生

繼續或中斷修習的選擇。磨課師為成人學習與終身學習的重要管道，教

師需瞭解、體會與包容來自各個階層及不同類型的學生，以共同提升教

學品質。

柒、結論與未來

本磨課師課程開發歷時兩年，經過了三個階段的修正與改良，終於

順利完成開設並通過成為全線上通識課程。研究者除具體呈現整體課程

發展歷程之外，亦對磨課師的課程內涵與方向、課程發展與影片製作、

課程實施與經營提出建議，包含教師在製作磨課師課程需重視實質內容

傳遞、充實個人影視知能、持續修正單元模組與影片分段、掌握鏡頭語

言及善用平臺自動化功能等。本研究以教師獨立製作並經營磨課師課程

的過程為主要描述內容，將經驗完整記錄，並將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

法加以描述與探討，期能提供其他教師在製作課程上之參考。然磨課師

網路課程內容在發展完成後，仍可能有不斷修改、反覆重新錄製與更新

的情況，需要教師耐心地面對與維護。網路課程實為通識教育未來趨勢

之一，研究者將繼續實務製作與探索，並期有更多教師共同投入研發與

分享，以提升並優化臺灣開放與遠距教育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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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Prod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OC for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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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have been a new form of 

online education and have become mainstream delivery channel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cademic references on the solutions to create 

MOOCs, this study was implemented to explore how a university teacher 

independently went through the MOOC production process. This was a two-

year project with three stages, and different design and evaluation tasks were 

generated in each stage. Diverse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were considered 

in the process, and the data sources analyzed included the curriculum and 

course design notes, video scripts, video clips, survey results, and participant 

feedback. This study concluded with a discussion on several MOOC issues. 

The research is hoped to help promote MOOC video production and improve 

MOOC video quality.

Keywords: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online course design, video-based 

learning, MO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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