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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程式教育的推廣已在國際上蔚為一股風潮。程式語言對於物理教

育極為重要，不但有助於學生提升運算思維，理解物理圖像，後續亦可結合智慧

型手機、Arduino 進行物理實驗量測，結合物理概念來解決真實問題。然而在師資

與電腦教室有限的前提下，如何大規模地經營全校性基礎程式課程，同時確保學

生的學習成效，便成為規劃與推動此類課程極為重要的課題。本教學研究分別在

108 學年度與 109 學年度採用結合磨課師的「翻轉式混成」與「增能式混成」來推

動全校性 Apps 入門課程，藉以了解不同教學模式對學生學習程式語言的影響。研

究結果發現上述兩種教學模式皆能有效提升大學生的學習成效。然而相較於增能

式混成，翻轉式混成更能增加學生線上學習的參與程度，進而具有更佳的學習成

果。 

 

關鍵詞：程式教學、磨課師、翻轉式混成 

 

 

 

 

壹、前言 

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已被認為是生活在這個複雜社會中必備的技能，同

時也廣受各界專家學者所重視。運算思維意指一種能將複雜問題利用電腦運算的概念進行解

構、重組，並解決的思維模式。其中程式教育是傳統被認為最能培養運算思維的方法之一，

因此近年來程式教育的推廣已在國際上蔚為一股風潮。而台灣在 108 課綱的「科技領域」課

程明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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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之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透過運用科技工具、材料、

資源，進而培養學生動手實作，以及設計與創造科技工具及資訊系統的知能，同時也涵育探

索、創造性思考、邏輯與運算思維、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等高層次思考的能力。 

 

這些改變無不希望學習不再侷限於知識的傳遞，而是藉由應用資訊工具進行有效的邏輯

思考，以激發創新與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樣的理念，對於物理教育而言亦極為重要。例

如教導學生撰寫程式並結合智慧型手機、Arduino 進行實驗量測，進而驗證物理定律，解決真

實問題。 

在大學端也有類似的做法。2017 年起教育部透過高教深耕計畫，期待 2022 年之前讓半

數大學生都學過程式語言，增加未來的就業競爭力。本文通訊作者有幸在任教學校的委託下，

負責全校大一 Apps 程式課程的規劃與推動。106 學年度正式對全校所有科系開設 Apps 程式

課程：其中理工相關科系將 Apps 程式教學融入原有的計算機概論課程內，非理工科系則獨

立開設一門 Apps 程式課程。107 學年度起並規劃了 Apps 學習地圖，以達成全校 100%的學

生對程式設計具基礎概念、10%~20%熟練、1%~5%精熟，並培養學生程式設計與整合應用能

力。後續作者亦開發教材，引導完成上述課程具有基礎之學生，撰寫 Apps 程式語言融入物

理實驗教學[2]。 

儘管上述大規模程式教學課程運作堪稱順利，然而施行兩年後，如何更有效地進行課程

規劃與操作，提升學習成效，便成為後續教學創新的重要方向。事實上國外早有更為成功的

典範，尤其是哈佛大學每學期開放給全校各領域的計算機概論課（CS50）。CS50 的特點是

選修這堂課的學生只需要出席第一堂和最後一堂實體課程，其它時間都可以在線上利用磨課

師（MOOCs）課程的方式進行學習。相較於國外學生（尤其是哈佛大學學生），台灣學生普

遍缺乏強烈的學習動機與自律能力，因此無法全盤採用哈佛大學的 CS50 教學模式。然而若

能針對台灣學生的學習習慣、學習態度調整實體課堂的操作策略，將有機會規劃出適合本地

學生的台版 CS50 課程。這不僅可以紓解全校性課程師資與空間的壓力，更可供其它大學與

中小學參考，有助於解決 108 課綱全台資訊教師不足的問題，同時對於物理與資訊的跨域教

學具有相當的助益。 

有鑑於此，108 年度起本文通訊作者在任教學校的支持下，規劃「翻轉式混成學習」進

行全校性 Apps 教學活動。在此所謂的「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是指結合面授教學

與線上教學的教學模式[3-7]，而「翻轉」則指線上教學時間進行傳統的知識傳授，面授教學

時間老師引導學生實作演練、分組討論。具體的作法是把每周 2 小時的課程時間拆分為 1 小

時的磨課師線上學習，以及 1 小時的實體翻轉學習；並搭配實體助教與線上助教的陪伴。本

教學研究的第一個目的，即是了解 108 學年度採用的「翻轉式混成」的教學模式，是否有助

於提升大學生對程式語言的學習態度、學習成效與學習意願。 

由於相關政策進行調整，109 學年度起上述 Apps 程式課程改以「增能式混成」推動；面

授教學時間以傳統的講述教學進行，線上教學則利用磨課師教材提供補充學習素材，讓學生

獲得額外的學習機會。因此本教學研究的第二個目的，則是了解這兩種不同混成式學習對學

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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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混成學習 

儘管混成學習這幾年已廣泛地被使用在各類教學現場，至今尚未有一致的標準或定義[3]。

一般來說，混成學習是指結合不同媒體、結合不同的教學方法；或是結合面授教學與線上教

學的教學模式 [4-6]。其中線上教學的比例大約介在 30％到 80％之間。舉例來說，上 課 時

數為 2 小時，在混成學習的設計架構下，面授教學的時數可能減少為 1 小時，另外 1 小時學

生則是在線上學習（這也是本研究所採用的線上、面授教學的時間分配比例）。Garrison 和 

Vaugan 指出混成學習需經過妥善的設計以整合面授教學與線上教學，使兩者產生良好的互補

[7]。因此如何將面授與線上兩種模式融合於教學設計中，利用這兩種教學模式的長處，強化

學生整體學習的參與感與學生學習的成效；甚至藉以創造自主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自主學

習能力，便成為教師在設計混成學習時必須妥善思考的要素。 

根據教學與學習的模式，混成教學可以進一步分成「賦權式混成」（Enabling Blends）、

「增能式混成」（Enhancing Blends）與「翻轉式混成」（Transforming Blends）等類型[3]。

其中「賦權式混成」是指教師將教學影片放在線上平台供學生觀看，方便無法出席實體課堂

的學生，抑或需要複習、補救學習的學生，都可以運用影片反覆學習，減少不同學生間的學

習落差。「增能式混成」則指利用數位教材提供額外、補充的學習素材，讓學生獲得額外的

學習機會。「翻轉式混成」是教師將原本的授課內容錄成影片，讓學生在家預先學習。實體

面授課程時間老師則引導學生進行分組討論、練習實作、創意思考等強調知識應用的學習活

動。在本研究中，108 學年度採用的教學模式為「翻轉式混成」，而 109 學年度則採用「增

能式混成」。 

二、翻轉教室 

近年來非常流行的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與翻轉式混成教學極為相似，本質上就

是一種混成學習的應用模式[8]。翻轉教室又稱作翻轉教學（Flipped Teaching），是藉由資訊科

技來解決學習成效低落的一種教學方式，亦即將課堂「知識講授」過程和學生回家「練習」

的順序對調。實際上的做法是老師將課堂講授的內容錄製為影片，讓學生在家課前預習，而

原本課堂時間用來測驗、進行師生討論、習題解惑或進行課堂活動。由於上課的方式與傳統

模式截然不同，教師端的教學心態與課堂設計也必需隨之改變：老師的角色轉為擔任學生的

引導者或協助者，學習的責任重新回歸到學生身上。 

翻轉教室已被廣泛應用在不同的學科領域，研究對象泛含國內外中小學生與大學生。以

科學教育翻轉教學的研究為例，課前階段主要採用教學影片做為教材，並以網路作為提供影

片與師生討論的平台。而在實體面授課程階段，主要的教學策略為問題導向的學習活動，部

分並佐以教學科技的使用。最後在課後階段，多半採用測驗與問卷來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

態度與動機、滿意度等等[9]。從這些研究的結果來看，翻轉教室已被證實可以有效促使學生

參與課堂活動，進而提升學習成效[10]；同時在學生的參與承諾與自主性，同儕的合作與溝

通能力，都能有效提升[11]。另一方面，隨著課堂氛圍與學生學習態度的改善，翻轉教室也改

變了老師對教學的定義與看法，並具有極高的意願繼續翻轉教學[12]。 

本研究在 108學年採用的翻轉教學課程內容主要為檢核學生是否完成線上影片所介紹的

例題，並進行程式實作測驗、檢討程式概念。此外也搭配創意思考活動進行 App 發想與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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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以小組合作方式完成創意 App 專案之規劃。 

三、磨課師 

台灣所謂的「磨課師」，乃由盛行於國外的大規模公開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簡稱 MOOCs）音譯而來。MOOCs 的概念緣起 2008 年加拿大學者 Alexander 與

Cormier 提出的概念：老師與學生經由網路產生連結，於課前學生藉由網路瞭解課程內容，在

課中參與線上討論與交流，於課後利用社群工具保持師生與學習者間的互動。隨後美國史丹

佛大學與許多知名大學基於提供公平教育機會的理想紛紛跟進，帶動了全球相關課程的普及

化[13]。 

磨課師與先前盛行的開放式課程（Open Course Ware，簡稱為 OCW）最大的差異在於針

對網路環境重新設計的課程影片；不但畫質更為細緻，課程設計、課程規劃、腳本撰寫、影

片後製也與 OCW 實體課程錄影的模式截然不同。磨課師進一步更把 OCW 單向閱覽的授課

模式，轉變成為雙向的教學互動，並加入了評量與認證[14]。台灣在磨課師的發展也沒有落

後國際。2013 年教育部宣布全面推動磨課師計畫，隨後並推出自己的磨課師品牌：中華開放

教育平台（OpenEdu）。本研究所採用的線上課程為通訊作者在教育部補助下錄製的磨課師課

程，便放置於上述的中華開放教育平台。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實踐研究的目的在探究「混成式學習」的教學模式是否有助於提升大學生對程式語言

的學習動機與成效，同時比較不同混成式學習的實行模式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本研究的課程

內容為大一統籌必修課程「Apps 程式設計」，採用圖控式程式語言 App Inventor2 進行授課，

內容包含程式基本概念：變數、邏輯判斷（if…then…else）、迴圈、陣列、子程式以及 Apps

創意發想。研究對象為作者任教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以文商學院的學生為主，並分成 108 學

年度（實驗組）與 109 學年度（對照組）。資電學院與其它理工科系學生因有計算機概論課程

教授程式語言，因此不在統籌之列。但光電系授課教師亦為磨課師教師團隊的一員，因此亦

參與了磨課師課程。 

108 年度課程採用「翻轉式混成學習」進行教學活動，亦即把每周 2 小時的課程時間拆

分為 1 小時的線上學習，學生自主觀看磨課師影片，以及 1 小時的實體教室翻轉教學。課程

實施分為課前教師與 TA 培訓、線上學習、實體授課、補救教學四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一）課前教師與 TA 培訓： 

由於本課程專兼任教師與學生 TA 均從未有過翻轉式混成學習的經驗，因此開學前，我

們召開了數次教學工作坊，並邀請所有授課老師、TA 群，完整規劃每一堂課的教學課程設計

方案、班級經營模式、課堂測驗題目、創意發想活動。並準備全校共用的上課投影片，確保

每一堂課的操作方式一致，落實混成學習的精神。其中 TA 由資電學院學生所擔任，後續他

們以程式教育提出創業構想，並獲得了教育部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的

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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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學習： 

每周 1 小時的線上學習學生必需自主觀看放在 OpenEdu（中華開放教育平台）的磨課師

課程。課程乃由本文通訊作者以物理人的觀點進行規劃、開發與設計。延續先前磨課師課程

獲獎的經驗，團隊利用情境學習的概念來設計影片拍攝腳本，藉以提升學生觀看影片的興趣

。影片主題除了家教情境的教學課程外，還穿插了本校 Apps 競賽的紀錄與作品採訪、Apps

生活短劇、以及不插電程式桌遊競賽，希望藉此塑造出真實的情境脈絡，吸引學生觀看課程

。該課程不但獲得教育部數位學習深耕計畫的獎助，最終也獲得教育部 2021 年磨課師標竿

課程。學生能利用 OpenEdu 平台依個人學習速度學習、複習，也有線上測驗、實作練習與線

上討論區，並由 TA 輪班給予學生線上回饋。 

（三）實體授課： 

實體授課以翻轉教室的方式進行，如圖 1 所示，同時所有班級根據相同的教案進行授課

。課程內容包含課前引導、磨課師課程註冊與 Openedu 平台功能介紹、學生分組、習題檢查

、實作練習檢查、程式測驗與檢討、App 樹狀圖與流程圖繪製、以創意思考進行 App 發想、

UI 與程式設計實作、成果發表等等。 

  
圖 1：以翻轉教室方式進行的實體授課 

（四）補救教學： 

為了確保學生獲得最佳的補救教學成效，團隊採用學習實驗室的方式成立「App Corner

」，利用校務經費聘任 TA 常駐在開放的電腦教室，從周一至周五，時段為每日的 10:00~20:00

，提供修課學生長時間的程式語言學習上的協助。同時搭配磨課師平台線上助教，落實帶好

每一位學生的初衷。App Corner 除了提供學生詢問問題、疑難解惑、自習場域之外，後續也

延伸出補課、補交作業以及跨領域專題合作的功能。 

 
圖 2：App Corner 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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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校政策改變，109 學年度起「Apps 程式設計」每週 2 小時改以傳統的講述教學進

行。授課的班級對象與目的不變，教材內容與範例由負責單位基於原本教材加入演算法的教

授。但磨課師課程「Apps 基礎實作」授課內容不變，在本學期則做為線上補充教材，學生依

規定必需同時完成磨課師課程。App Corner 與磨課師平台線上 TA 持續運作，但課輔時段與

TA 人數則有所刪減。綜括而論，109 學年度採用的教學方式可歸類為「增能式混成」，因此

本研究得以比較不同混成式學習的實行模式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二、 研究目的 

本教學實踐研究目的有二：目的一為了解 108 學年度採用的「翻轉式混成」的教學模式

，是否有助於提升大學生對程式語言的學習態度、學習成效，以及學習意願。教學實踐研究

一開始，學生需進行程式語言的學習量表前測。教學實驗期間為期 9 週，每週 2 節課，課程

結束後並進行程式語言的學習量表後測，並比較前後測有無顯著差異。目的二則是了解不同

混成式學習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實驗過程所有授課班級皆採用相同的實體與線上磨課師

教材，其中自變項為不同的混成式學習模式，包括 108 學年度採用的「翻轉式混成」（實驗組

）與 109 學年度採用的「增能式混成」（對照組）。應變項為程式學習成效與線上學習活動分

析指標（影片觀看數、影片觀看總時間、線上測驗答題數）。研究設計架構圖如圖 3 所示。 

 

 

 

 

 

 

 

 
圖 3：研究設計架構圖 

 

三、 研究工具 

（一）程式語言學習量表 

本研究參考 Openedu 多門磨課師課程線上問卷，自編程式語言學習量表。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方式，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 分數依

序為 5~1 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為.896。各分量表的 α 係數在 .869～.934

之間，屬可信的範圍。 

本量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並刪除因素負荷量 < 0.400 的題目與跨因

素的題目（題目在兩個以上之因素中的負荷量均高於.4 以上），刪除後再執行主成分分析法，

轉軸法使用最大變異法。最後得到 KMO 值為.906，Bartlett 球形檢定值為 9123.959，達顯著

水準（p < .001），顯示樣本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最後取出三個因素，分別命名為學習態度、

學習成效、學習意願，可解釋的部分占總變異量為 63.286%。表 1 顯示了各因素對應的題目，

以及各題目的因素負荷量。在此學習態度包含學生對待課程學習的態度與對待課程內容的態

度，學習成效包含學生對程式語言基礎的了解狀況，學習意願則包含學生對程式語言的主觀

感受與後續學習意願。 

自變項 

教學模式 

‧翻轉式混成(108 學年度) 

‧增能式混成(109 學年度) 

 

應變項 

‧程式語言學習成效 

‧線上學習活動分析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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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最大變異法因素分析表 

註：因素負荷量 > .400，以粗體顯示。 

 

（二）線上學習活動分析指標 

使用 OpenEdu 磨課師線上學習平台的優點是學生學習的活動歷程可以被平台記錄下來，

包含註冊人數、每日進入課程的人數、影片觀看次數，甚至個別學生的線上學習情況。本研

究分析 108 學年度與 109 學年度學生的影片觀看次數、影片觀看總時間、線上測驗答題數，

藉以了解不同混成式學習對線上學習歷程的影響。 

 

四、 資料蒐集 

在本研究中，程式語言學習量表透過 108學年度與 109學年度所開設的磨課師課程「Apps

基礎實作」，分別於課程開始與課程結束進行施測。課程利用線上問卷向受試者說明研究目

的與相關注意事項，再由研究對象自行決定是否填答。根據 OpenEdu 統計結果，108 學年度

「Apps 基礎實作」總註冊人數為 2289 人（包含校外學生）。經過比對 email 與學生證號，刪

除無效問卷，有效樣本為 599 份。109 學年度由於政策改變，程式語言學習量表僅保留屬於

題目內容 學習態度 學習成效 學習意願 

上課前我會完成老師指派的所有工作 .841 -.008 .146 

每一個單元內容結束後我會做課後的練習題 .807 .056 .228 

我會親自將課程裡的程式範例完成 .779 .021 .222 

上課時我常可以全神貫注傾聽老師的講解 .772 .053 .160 

即使教材很無趣我也會努力去學習 .750 .045 .185 

我上課時很少遲到 .726 -.143 -.043 

我會嘗試用各種方法去瞭解老師講課的內容 .703 -.185 -.014 

我很少蹺課或曠課 .703 .074 .279 

除非生病否則我會固定上線學習 .687 -.026 .037 

我上線學習時很少分心做其他事 .647 .032 .162 

我了解程式語言常用的陣列 array 概念 -.034 .908 .181 

我了解程式語言常用的迴圈 loop 概念 .011 .906 .168 

我了解程式語言常用的宣告變數 variables 概念 -.016 .871 .225 

我了解程式語言常用的邏輯判斷 ifthenelse 概念 .037 .864 .209 

我有能力寫出我想要的大部分的程式 -.099 .774 .189 

我有意願參加校內外舉辦的 App 程式競賽 .034 .259 .807 

我有意願參加程式相關的學生社群 .072 .265 .793 

我有意願參加校內外舉辦的創業競賽 .080 .229 .767 

我願意繼續選修本校開設的其它程式課程 .321 .086 .700 

我喜歡學習程式語言 .078 .302 .647 

我認為程式語言的能力對我未來的工作非常重要 .221 .019 .636 

我覺得學習程式語言很重要 .268 .071 .599 

特徵值 5.787 4.114 4.022 

占總變異量百分比 26.303 18.702 1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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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因素的 5 個題項。最終磨課師課程總註冊人數為 1968 人，有效樣本為 352 份。同

時利用OpenEdu磨課師線上學習平台，紀錄兩學年度學生的影片觀看次數、影片觀看總時間、

線上測驗答題數，並篩出有效樣本進行分析。 

 

肆、 研究結果 

一、 翻轉式混成對大學生程式語言的學習態度、學習成效、學習意願之影響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相關資料，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敘述性統計進行分析，並採

用成對樣本 t 檢定對 108 學年度學生在採用翻轉式混成教學法前後之學習態度、學習成效、

學習意願進行差異性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學生在 3 個因素後測的得分平均數均高於前測，

同時全部存在顯著差異（P<0.05），顯示翻轉式混成有助於提升大學生對程式語言的學習態

度、學習成效，以及學習意願。其中學習成效的平均數大幅度增加（前測為 1.995，後測則增

為 3.524），代表學生自認對程式語言的基本概念，包含宣告變數、邏輯判斷、迴圈、陣列，

在完整的課程學習後，主觀認知上已有大幅進步。這也反應在 OpenEdu 磨課師線上學習平台

的統計資料：線上 Apps 程式概念測驗答對率為 80.0%。 

 

表 2：108 學年度程式語言學習量表前後測差異比較 

因素 測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學習態度 
前測 4.023 .616 

-11.905* 
後測 4.326 .596 

學習成效 
前測 1.995 .952 

-34.484* 
後測 3.524 .827 

學習意願 
前測 2.932 .728 

-9.366* 
後測 3.206 .853 

*p<0.05 

 

 

二、不同混成式學習對學習成效的影響 

表 3 顯示兩組不同教學模式學習者的線上學習活動分析指標統計結果。由表可知，採用

「翻轉式混成」的 108 學年度在影片觀看數（51.165）與影片觀看總時間（317.068）都要明

顯優於採用「增能式混成」109 學年度的影片觀看數（40.680）與影片觀看總時間（252.154）。

兩組的線上測驗答題數的平均數差異不大。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對 108 學年度與 109 學年度

線上學習活動分析指標進行差異性分析，結果顯示影片觀看數與影片觀看總時間皆具有顯著

差異（P<0.05），線上測驗答題數則未達顯著差異水準（p=0.850）。這代表「翻轉式混成」

相較於「增能式混成」更能提升學生觀看影片的次數與時間。由於兩個學年度學生都必需完

成磨課師課程，因此線上測驗答題的狀況幾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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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8 學年度與 109 學年度線上學習活動分析指標差異比較 

分析指標 學年度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影片觀看數 
108 51.165 10.989 

8.338* 
109 40.680 21.975 

影片觀看 

總時間(分) 

108 317.068 80.083 
7.573* 

109 252.154 148.218 

線上測驗 

答題數 

108 19.447 1.714 

0.189 
109 19.414 2.998 

*p<0.05 

 

表 4：兩組學習成效因素各題項敘述性統計 

題項  
108 學年度前測 108 學年度後測 109 學年度前測 109 學年度後測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我了解程式語言常用的宣告

變數 variables 概念 

1.947 1.043 3.618 .923 2.233 1.138 3.335 .931 

我了解程式語言常用的邏輯

判斷 ifthenelse 概念 

2.269 1.178 3.765 .901 2.497 1.217 3.497 .937 

我了解程式語言常用的迴圈

loop 概念 

2.094 1.157 3.628 .901 2.256 1.171 3.361 .932 

我了解程式語言常用的陣列

array 概念 

1.917 1.052 3.581 .912 2.091 1.066 3.278 .919 

我有能力寫出我想要的大部

分的程式 

1.750 .902 3.027 1.001 1.949 .992 2.969 1.000 

為了瞭解線上學習活動差異性對兩組不同教學模式學習者帶來的影響，表 4 列出了兩組

學習成效因素各題項前後測的敘述統計結果。由表 4 可知，108 學年度所有前測題項的平均

值皆低於 109 學年度前測的平均值，而 108 學年度所有後測題項的平均值皆高於 109 學年度

後測的平均值。顯示翻轉式混成組在教學實驗後，學生在學習成就表現的進步幅度較大。同

時 108 學年度與 109 學年度所有後測題項的平均值皆高於前測，代表兩種混成方式都有助於

提升學習成效。 

由於 108 學年度所有前測題項的平均值皆低於 109 學年度前測的平均值，因此可排除

108 學年度後測題項平均值高於 109 學年度後測平均值乃是因為 108 學年先備知識較高的影

響，故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對 108 學年度後測與 109 學年度後測的學習成效因素進行差異性分

析，結果達顯著差異水準，如表 5 所示。該結果顯示「翻轉式混成」相較於「增能式混成」

更能提升學生對程式語言基本概念的了解。 

表 5：108 學年度後測與 109 學年度後測程式語言學習量表差異比較 

因素 學年度與測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學習成效 
108 後測 3.524 .827 

4.187* 
109 後測 3.288 .843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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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與建議 

不同一般作為論文發表所進行的準實驗研究；本課程規劃施行的初衷，是為了解決學校

必修程式課程電腦教室空間不足、專任授課教師人數有限的問題。也因為如此，問卷設計與

數據蒐集並非為了進行學術研究。也因為如此「真實」的實驗環境，本研究紀錄了大規模學

生（4257 人）接受混成教學的歷程與成效。分析結果顯示，108 學年度採用的「翻轉式混成」

教學模式，能夠有效提升學生對程式語言的學習態度，學習成效，以及學習意願。109 學年

度採用的「增能式混成」亦能有效提升大學生對程式語言的學習成效。然而根據本研究分析

結果，「翻轉式混成」相較於「增能式混成」更能提升學生線上學習的參與程度，同時提升

學習成效。這點與文獻結果相當吻合：藉由老師課堂經營與陪伴，翻轉式學習有助於改進學

生學習態度，成為更主動的學習者，促進學習與學習成效[10]。這也是翻轉式混成的成效優

於增能式混成的原因。 

自從 2020 年初 COVID-19 疫情席捲全球，線上學習重新受到全球重視。為了杜絕疫情

擴散，同時避免學生因疫情失學，全球各級學校紛紛將上課模式改為遠距線上教學，甚至 2020

年已被稱為「遠距教學元年」。遠距教學的模式一般可分為兩種：同步與非同步遠距教學。

前者利用視訊工具軟體提供師生線上面對面教與學的環境，後者藉由線上教學平台提供學習

資源讓學生自主學習。這兩種遠距教學模式在 2021 年 5 月台灣疫情加劇後各有愛用者，同

時也各自衍生出一些問題。然而根據本研究之結果，「翻轉式混成」有機會成為遠距教學已

成常態的大環境下，確保學習成效的有效方法：一方面以非同步方式讓學生線上觀看課程影

片，另一方面師生以線上同步方式進行討論、實作、解題，甚至小組活動。除此之外，本研

究也可以提供高中端操作全校性程式課程的參考，作為後續物理與資訊跨域教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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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 promotion of program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trend. Programming 

language is very important for physics education. It not only helps students improve their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understand physical pictures, but also can combine smartphones and 

Arduino to realize physical measurements, and combine physical concepts to solve real problems. 

Under the premise of limited computer science teachers and computer rooms, how to carry out the 

large-scale curriculum while ensuring the learning effect of students has becom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roblem in scheduling programing courses in college. This study uses " transforming 

blends" and " enhancing blends " in 108 and 109 academic years to promote the required Apps cours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blended learning on learning programming 

langu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wo types of blended learn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of college students. However, compared to enhancing blends, transforming blends can 

enha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in online learning, and thus have better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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