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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精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 

 
子計畫三：綜合活動教材教法攜手計畫：MOOCs課程航向偏鄉翻轉教育 

 

子計畫主持人：國立嘉義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王瑞壎教授 

協同主持人：國立嘉義大學資工系洪燕竹教授、國立嘉義大學數位系王思齊教授 

 

兩年目標： 

(1)大學教授錄製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理論與相關內涵，並錄製教學觀察的要訣，

藉以診斷與評估教學。 

(2)學校教師錄製與示範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實務經驗，供師培生與實習生學習。 

(3)師培生和實習生錄製綜合活動學習領域實習課程，對偏鄉小學生進行翻轉教學。 

(4)綜合活動學習領域依循《總綱》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透過專業發展合作，與教

師專業發展夥伴學校發展良好的互動關係，其主要目標計有以下三點： 

（一）促進師培生與實習生得以由做中學，以獲取豐富的實地教學知識的經驗。 

（二）聯繫大學教授與實務學校教師，深化師資培育的理論與實務。 

（三）建構課程磨課師平台，以翻轉教育的理念，進行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教授、

協同的實務學校授課教師、修習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師培生、實習生的鏈結模式。 

 

執行成果簡介 

活動名稱 MOOCs 課程準備和籌備 

活動日期 106/08/01 ~ 107/02/28 

實施成果 

    上半學期重點在於規劃與籌備相關綜合活動領域各項活動，以及實踐

學校課程的理解與相關資料文獻之蒐集。此外，邀請小學教師，參與大學

教材教法課程，協助磨課師與翻轉教學教案編寫，並規劃擔任輔導老師的

具體實施策略與方式。 

    除此之外，規劃在綜合活動學習領域教材教法與教育實習課程規劃與

實施中，納入 108 課綱教師個別指導，以強化師資生之課程設計實作能

力。同時，並引進有經驗專家、學者與教師入班協助師資生進行綜合活動

學習領域教材教法教學演示，結合磨課師與翻轉教學進行觀課。 

 

*本檔案為成果展示用，尚未發表，請勿轉載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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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下學期 子計畫三：MOOCs 課程航向偏鄉翻轉教育 

 

活動名稱 MOOCs 與課程的結合作法 

活動日期 2017/3/15  19:00~20:00 

活動地點 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A405 

參與對象 國立嘉義大學在校師資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__18____人 

實施成果 

    由陳彥廷教授分享自身從專門學科領域的課程設計，逐漸融合 MOOCs

概念設計出來的課程，幫助學生初步了解 MOOCs 與課程結合的過程以及衍

生出來的作品，如繪本和電子書等教材。從經驗分享當中，扭轉學生對於

MOOCs 拍攝影片的既定印象，因為大部分同學認為拍攝影片加上融合影片

是比較陌生而困難的。但從陳教授的分享當中，使學生有不同的想法和思

維切入MOOCs與課程的設計，而開始對MOOCs融入課程設計有更多的認識。

辦理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活動名稱 與指導老師的初遇 

活動日期 2017/3/15  20:00~21:00 

活動地點 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A405 

參與對象 國立嘉義大學在校師資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__18____人 

實施成果 

  首先由興嘉國小-楊宗明主任為學生介紹 108 學年即將上路的課綱，幫

助學生更了解新課綱的內容以及更動，教導學生要如何著手設計課程等，

幫助學生對於課綱有更多一層的認識。 

  六位國小指導老師與學生們的相見歡，讓六位老師與學生熟悉彼此並討

論往後課程設計的方向及雛形，如可以運用融合哪些元素進入課程和可以

運用的資源等等，讓學生有方向可以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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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活動名稱 磨課師影片製作學習課程 

活動日期 107/3/16 9:00~10:00 

活動地點 嘉義大學  教育館 

參與對象 國立嘉義大學在校師資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18___人 

實施成果 

由王瑞壎教授講解綜合活動領域之發展、十二年國教核心素養、總綱

三面九向等，並說明領綱基本要點、如何與課程結合等，使學生能夠運用

於將來拍攝磨課師課程影片。 

辦理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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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助教群資訊交流 

活動日期 107/3/30 12:00~13:00 

活動地點 教育館 B03-111 教室 

參與對象 精進師資素質事項子計畫三 助教 8名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__9____人 

實施成果 

  藉由這一次的討論，每位助教分享自己在預定遊覽車方面的資訊，做了

綜合性的比較以及統整全部要預訂的車次時間，如此可以方便與遊覽車公

司洽談生意以及協商金額，因為每位助教負責的行程有半/全天之分，個別

洽談較不容易節省資金。 

  最後討論結果由一位助教作為對外窗口，與遊覽車公司負責接洽，但與

各個司機的聯絡仍是各助教自行提醒聯絡。 

辦理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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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嘉大附小教學觀摩 

活動日期 107/3/30 8:00~12:00 

活動地點 嘉大附小 

參與對象 國立嘉義大學在校師資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__20____人 

實施成果 

  這次校外觀課分別由曾嘉慧、洪雪華以及陳佳萍老師為各位師資生做演

示： 

  從嘉慧老師的課堂當中，可以看到老師在課程規劃上以及班級經營的用

心。一開始，嘉慧老師先用影片引起學生對於空氣污染的影響以及來源，

接著限定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閱讀，並且運用學生座位的交換 

，幫助每位成員都能聽到不同組別的資訊，最後分組上台報告，從小開始

培養學生的口才。這一連串的課程規劃，都能看到嘉慧老師課程背後的苦

心及用意。 

  接著是雪華老師的演示，這次雪華老師上課的內容是度量衡，解釋「一

公尺」的長度以及與公分的換算。一開始先簡單扼要地複習上一次的上課

內容，幫助請假的同學能跟上其他同學的先備知識，接著帶領學生到附近

社區的游泳池量游泳池的長與寬。這些課程設計，讓我們看到數學並非只

是單純地在紙張上計算單位，而是可以用更生活化的方式學習，也讓我們

再一次體會到綜合活動的精神。 

  最後是由佳萍老師的教學，帶領學生認識校園當中的「交趾陶」，藉由

有趣的前導影片，先讓學生了解交趾陶的起源以及發展，接著引導學生開

始尋找校園中的交趾陶，並且藉由模仿交趾陶上的人事物，為這片交趾陶

做劇本並演給同學看。從這堂課當中，發現家萍老師運用大量的肢體動作

為學生們示範，用著開放和接納的態度與學生們相處，讓學生備家萍老師

的鼓勵和熱情打動，相當值得學習的心態! 

  從這三位老師的演示當中，可以看到當綜合活動融入學科當中，可以化

腐朽為神奇，將枯燥乏味的知識，變得生動而有趣，也讓我們學到了重要

的一課! 

辦理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6

活動名稱 綜合體驗與學校見學 

活動日期 107/4/10 7:20-13:00 

活動地點 嘉義宣信國小、嘉大附小 

參與對象 教育系、特教系、體育系大學生與師資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_44__人 

實施成果 

王瑞壎教授分享與討論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和特色課程、宣信主題

課程與嘉大附小檜意森活課程之關係。 

由宣信國小的主任及校長介紹其國小的特色課程、辦學願景和目的，

藉由展示其教學成果和設備(如:導覽地圖和電子書)，來介紹宣信國小的特

色課程—科技教育，並展示該校的教學成果和學生回饋。 

由嘉大附小的老師介紹其學校課程，主要有結合社區和家長的在地化

課程，使學生更能融入社區，並由兩名該校的學生帶領我們走訪和介紹附

近景點(如:雲霄古道)，使參與者更能了解該校所推動的結合社區之教育。

辦理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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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蚵鄉、東石-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實踐與體驗 

活動日期 2018/4/14 8:00~19:00 

活動地點 嘉義縣東石國民小學、東石社區、外傘頂洲 

參與對象 

1. 東石國小校長、主任、教師 

2. 東石社區相關社區解說與實作體驗輔導人員 

3. 嘉義大學輔導諮商學系、教育系師資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__40____人 

實施成果 

由東石國小校長介紹東石鄉的養蚵產業，並講解如何將在地的文化特

色融入校本課程中，結合社區資源發展特色遊學課程，且在課程中，讓學

生實際體驗剖蚵及動手做蚵料理，使其了解偏鄉特色課程的實踐。王瑞壎

教授分享與討論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和東石特色課程之關聯。 

藉由實際走訪魚市場和外傘頂洲與聆聽總幹事與東石主任專題講座，

使學生深入瞭解偏鄉產業運作及外傘頂洲的生態，再結合東石國小發展的

特色課程，並讓學生了解如何將在地特色與學校課程結合，並在一天的體

驗課程中，汲取未來發展 MOOCs 課程的材料。 

辦理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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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綜合活動太平國小見學與教學體驗 

活動日期 2017/4/27 7:00~13:00 

活動地點 嘉義縣梅山鄉太平國小 

參與對象 國立嘉義大學在校師資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__20____人 

實施成果 

    由黃彥鈞校長進行太平國小的治校理念以及未來願景專題講座，並且

讓師資生到各年級觀課，王瑞壎教授分享與討論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和

太平特色課程之關聯。最後，帶領師資生走訪太平社區，了解當地的風土

民情。從這次的活動當中，真實的與學生接觸之後，了解到當初設計教案

的不足，之前因為不夠理解太平國小學的先備知識以及當地文化，所以在

設計教案上完全依照自己憑空的假設，實際接觸之後，才發現可以在教案

當中做許多更改，也在與太平國小全體老師討論，獲得更多資訊和建議，

幫助我們可以設計出更適合太平國小學生的教案。 

    最後，太平參訪過程，透過同學走訪附近的「孝子步道」，為各位同

學介紹步道名稱的由來和故事，也走訪了太平老街，幫助學生更了解當地

的文化，也為學生設計校本課程提供具體資訊和靈感。 

辦理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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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磨課翻轉體驗課程籌備會議 

活動日期 2018 年 5 月 3 日 12:00~13:00 

活動地點 嘉義大學  教育館 B202 教室 

參與對象 教育系、數位系、輔諮系學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_9__人 

實施成果 

透過會議使參與人員共同討論製作磨課師課程影片的相關問題，在會

議中訂定明確的影片主題與執行方向，討論影片內容應該從何種層面著

手，商討觀片者的年齡層與需求，並找尋資料為製作磨課師影片做準備，

藉由此會議使與會者明瞭拍攝影片的具體事項，並分工已順利執行作業。

 

活動名稱 磨課課程專題與實作 

活動日期 2017/5/16 8:30~12:30 

活動地點 國立嘉義大學行政大樓 A403 

參與對象 國立嘉義大學在校師資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__19____人 

實施成果 

    王瑞壎教授分享與進行太平國小磨課課程製作的引導，並從實例中討

論與引發同學對初稿的修正與錄製影片腳本可用的相關資源。陳彥廷教授

分享自己走進偏鄉學校的耕耘歷程，教材的形式從最原始的 MOOCs 影片到

目前自己的團隊出版電子書繪本，這一路上的轉變，讓我們學到教材的形

式，不應該只侷限於原地，而是在遇到瓶頸的同時，能想出更適合的解決

方法。 

    學校設計本土課程時，一定要「從本土的文化出發，而非想著自己要

上什麼課程」!因為當自己沒有實際了解當地文化，而是將自己的想法融

入課程的同時，這樣設計出來的課程，也就失去本土課程的意義，只是將

自己的文化加諸在其他地方罷了! 

辦理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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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磨課課程設計與華德福學校專題演講 

活動日期 2017/5/18 8:10~13:00 

活動地點 國立嘉義大學教育館 B03-206 

參與對象 國立嘉義大學在校師資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__19____人 

實施成果 

    廖宏彬校長先帶同學到一個較適合活動的空間，讓同學體驗一下在華

德福學校中，體育課的活動方式，以及活動背後的設計原因，讓學生對於

華德福學校有一個初步的體驗。回到教室之後，廖宏彬校長分享自己在華

德福學校擔任校長的心得以及所見所聞。從校長的分享當中，我們知道了

華德福學校背後的創校理念，也透過照片的方式，看到華德福學校的課程

內容是如何運作的，與綜合活動課程的課綱有哪些異曲同工之妙。 

    王瑞壎教授延續廖校長的觀點，將華德福經驗，應用與討論太平國小

磨課課程製作的修正，並啟發在太平國小綜合活動課程能與 108 課程素養

結合。 

辦理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活動名稱 磨課師翻轉體驗課程籌備會議 

活動日期 107/5/22 10:00~13:00 

活動地點 嘉義大學教育館 111 

參與對象 嘉義大學師資生與大學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_23__人 

實施成果 

龍巖國小校長提供偏鄉小校課程的諮詢，介紹學校師生、雲林偏鄉學

校文化及環境。使參與學生了解龍巖國小的特色與校園文化。 

此外，同學分享針對其各自的主題分別進行研討，除了 ppt 呈現以及

教學流程表外，也使用自製的磨課師影片，藉由運用影片加深學習的印象

與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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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MOOCs 課程航向偏鄉翻轉教育會議 

活動日期 107/05/23 10:00~13:00 

活動地點 國立嘉義大學 教育館 2樓 B03-218 教室 

參與對象 

嘉義大學教政所王瑞壎教授、成功國小主任、大南國小校長、北回國小主

任、民和國小主任、竹崎高中主任、後塘國小主任、文安國小主任、下崙

國小主任、文賢國小老師、嘉義大學數位系學生、嘉義大學教育系學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13_人 

實施成果 

由每位參與老師分享其學校的特色，特色課程，說明磨課師課程影片

可結合綜合領域課程，並說明相關議題可結合影片教材作為輔助。 

最後由陳聖其老師進行教學教材分享，說明如何善用各種教學設備進

行課程，並講述教材如何和國際議題與課程結合加以運用。 

辦理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活動名稱 教育議題課程參訪 

活動日期 107/6/5 7:20~17:00 

活動地點 雲林縣龍巖國小、雲林縣潮厝華德福小學、維多利亞雙語中小學 

參與對象 教育系師資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_46__人 

實施成果 

由龍巖國小主任介紹該校歷史、校本課程、國際教育等，並向參與者

展示其學生得花鼓表演，此為在地特色，並說明其藉由學校資源發展生態

教育以及積極發展國際教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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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華德福國小校長介紹該校辦學理念以及各式課程教學成效，並使參

與者體驗該校的實作課程，使其更能了解其教學方針。 

王瑞壎教授分享與討論本日三所不同型態學校的課程型態與綜合活動

領域的關聯以及磨課師課程拍攝之重點與對偏鄉學校的協助。 

由維多利亞小學的校長、副校長介紹學校特色之座談，並帶領參與者

參觀校園，並介紹其辦學理念，同時做課程介紹，也展示其學生的優良升

學表現。 

辦理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活動名稱 太平國小綜合活動領域課程實踐 

活動日期 2017/6/8 6:50~13:00 

活動地點 嘉義縣梅山鄉太平國小 

參與對象 國立嘉義大學在校師資生 

參與人數 實際參與人數：___19____人 

實施成果 

師資生於太平國小實施特色遊學課程和綜合活動領域課程，王瑞壎教

授指導師資生觀察前會談與觀課重點，透過學生製作磨課師課程教學影

片，其課程結合十二年國教綜合活動領綱，並於太平國小實施混齡教學，

展示課程成果。此外，並於師資生教學結束後，王瑞壎教授與全體太平國

小教師和師資生進行綜合活動領域的相關研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