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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Moodle 進行歷史學科補救教學課程之嘗詴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林秋蕙老師、陳政翊老師、趙文智老師 

摘要 

本實驗課程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傳統補救教學的思維中，找尋一道新而吸引

人的價值，初期以一學年為期，八年級補救教學參加學生為對象，透過 Moodle

線上學習課程實作，以討論、對話、省思的方式，重新切入歷史學習的核心，

期能符應教育最基本的價值-因材施教。 

具體實施步驟包含開課準備、進行課程、課後檢討等三個階段，由開設上

課帳號、密碼、課程資料上傳等準備工作開始，讓學生們透過電腦相互學習，

老師適時進行線上互動與回饋，發現學生普遍有正向的學習感受，老師的教學

也更加豐富而多元。 

數位線上課程使用經常被誤解為「老師無用論」，實際上從事這樣的課程設

計卻是十分辛苦的，如果沒有學生的肯定、同儕伙伴的合作、專業資訊人員的

協助，以及教育本質的掌握和隨時隨地因人、因地制宜，熱情是很難持續的，

因此，突破傳統教學思維、創新教學方式、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現代教育

的基本方針，但更重要的是，方法要對，教學與學習才能更輕鬆，成果也會更

豐碩。 

一、緣起 

筆者雖然已經教學多年，有鑑於傳統第八節補救教學之課程，無法提供

不同程度學生有效的學習，適逢本學年度教授八年級課程，需要進行第八節

分組學習，與政翊老師討論課程時，年輕有為的他提出想法，希望透過開放

性問題的討論，引導學生認識歷史。此想法正與我希望不在第八節課繼續重

複性講授學習重點的觀念不謀而合，但是，現在學生願意且能開口評述、表

達確切想法者並不多，幾經思考，決定融入資訊科技，運用線上課程的模式，

開放同學間討論，或依個人學習速度進行歷史之複習。此一課程就在資訊組

趙文智組長的大力支持下展開！ 

二、開課準備 

線上學習需要學校資訊系統管理者～資訊組的大力協助，首先，在學校

的 Moodle 數位學習系統，替學生建立個人帳號、密碼，開課老師也需要開

課的帳號、密碼。其次，由資訊組協助開設課程空間，我們的課程名稱：「歷

史動動腦」於此正式誕生！第三，將課程所需呈現的講義、簡報、複習題目、

各個題目的深入說明、討論文案、討論專區等，於課前上傳網路，並且測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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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是否計時、如何計分、學生回饋、問卷調查、開放討論區、學生分割

群組等，都得事先思量設定。第四，通知學生上課地點在電腦教室，教導如

何進入數位線上課程之進行。 

三、課程進行 

由於學生第一到七節多採取聽與說的方式學習，所以課程重點之一即是

要求學生用眼與用心自我專注。每班學生平均上課五次數課程，課程複習與

課外討論發表的比率約為三比二。 

當學生得知在電腦教室進行歷史課程時，都覺得很新奇，在教導如何進

入「歷史動動腦」後（學生已於七年級資訊課時學會數位線上課程相關操作），

多能投入自我學習中，老師除了事前的準備，處理突發狀況外，必頇隨時透

過主機監控螢幕，瞭解學生學習與電腦使用的情形，亦需透過線上課程的統

計系統，掌握學生學習進度、評量情形，必要時隨時進行線上或實體互動。

課後，學生可以在任何能上網的地方，繼續學習。老師則針對學生的發表進

行評量回饋。 

（一）進入課程之步驟 

1.臺北市立忠孝國中首頁 http://www.chjh.tp.edu.tw/ch/ 

2.進入「忠孝數位學習平台」http://163.21.229.9/moodle/ 

3.依科目別，找到歷史科，進入「歷史動動腦」。系統會詢問使用者帳號、密

碼、課程專屬密碼（僅於首次進入該課程時出現）。 

4.進入課程 

 

http://www.chjh.tp.edu.tw/ch/
http://163.21.229.9/m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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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取部分課程如下： 

活動符號說明： 

        

作業 單元課程 意見調查 測驗卷 線上資源 討論區 PDF 簡報 PPT 簡報 

 

各位同學：暑假已經複習過台灣史了，是否真正融會貫通？本單元將進行

前測，看看你會多少？要認真作答喔！  

公佈欄   台灣史前測   課輔使用數位線上學習意見 

1 

這樣的歷史課程教與學是不是不太一樣，每次線上分數將列入平時成績，

請不要輕忽！也請你發表對課程的想法供老師參考！千萬注意要具體確

實、言之有物喔！ 

課輔課程內容討論 

2 
逐鹿台灣課程複習！ 

 逐鹿台灣  逐鹿台灣    逐鹿台灣  

  

7 

太陽旗下的台灣課程複習！ 

 太陽旗下的台灣   太陽旗下的台灣  

蔣渭水簡介影片 關於蔣渭水的事蹟請說說您的想法 

8 

1895 電影預告片 

觀看電影後的心得報告 

 1895 乙未動畫版 

  1895 in Taiwan 

  

10 

戰後台灣經濟與社會發展課程複習！ 

 戰後台灣經濟與社會發展  戰後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愛家鄉  愛家鄉 

11 

我們未來的工作在那裡？ 

請同學仔細閱讀，並將你的心得、想法、因應之道用文字表達。 

我們未來的工作在那裡 

我們未來的工作在哪裡？～～個人想法陳述 

12 

台灣的國球是什麼？當同學喜歡某些運動時，是否想過為何某些運動在特

定地方表現突出？而它的意義何在呢？ 

再次提醒：學習歷史不是死記一堆史實，重點是這些史實的意義何在，每

http://163.21.229.9/moodle/mod/resource/view.php?id=897
http://163.21.229.9/moodle/mod/lesson/view.php?id=955
http://163.21.229.9/moodle/mod/resource/view.php?id=901
http://163.21.229.9/moodle/mod/resource/view.php?id=1009
http://163.21.229.9/moodle/mod/resource/view.php?id=903
http://163.21.229.9/moodle/mod/resource/view.php?id=948
http://163.21.229.9/moodle/mod/resource/view.php?id=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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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的因與果要能看透！ 

台灣演義-台灣國球   台灣國球二  

台灣演義-台灣國球系列報導觀後感-300 字  

從京奧到經典賽，當國球不再光榮～300 字 

  

19 

現在學習歷史有同學總覺得背得好辛苦、學得好累，老師也一再提醒各

位，理解、思考與應用，或許眼前選擇題猜猜過日子，未來呢？人都如此

短視嗎？提供一份高一的作業給各位參考，然後我們也來詴著寫寫與現在

所學相關的題目。 

成功高中高一這學期的歷史作業之一  

清末的改革   清末的改革 

20 

電影：活著 

劇情大綱：徐福貴及其一家人從 1940 年代以來的

生活。期間有許多因禍得福的事情發生，但也因

為共產黨建政之後運動不斷，徐家雖對政府政策

消極配合，只求不落人後保家人平安，但卻在大

躍進時期死了兒子，文革期間因為宏小兵批鬥權

威，徐家女兒也在生產中因為大出血而死亡。最終，只剩下兩個老人和一

個小外孫，他們唯一的希望便是小孫子將來能過得好了。電影導演以主人

翁徐福貴的一生遭遇，演繹中共建國以來各種運動對人民的傷害，算是一

種溫和的批判。 

人物介紹   歷史說明 

  

23 

在中外歷史上 1949 年是一個奇妙的年代!近年龍應台撰寫"大江大海一

九四九"一書，不知多少同學曾經讀過，台大齊邦媛教授所著"巨流河"

也深刻描述這個大時代，本學期的中國史課程，你我也將遨遊於此時

空，運用這個共同學習的時間，讓我們一起探討"一九四九"。 

 請運用線上資源找出在台灣和中國最足以代表 1949 這一年的事件

各一，並請詳述。 

 請列出兩件世界史上最足以代表 1949 這一年的事件，並詳述。 

 列出最足代表 1949 的事件，並說明選取原因。 

 請將個人所以選擇台灣、中國、世界最足以代表 1949 年的事件列

出 

24 

西洋史的學習對於同學來說似遠又近，在課堂中老師能提供的知識有

限，但是課外時間你卻能無限成長，以下將分主題以簡答題的方式一

起來搜尋與思考有趣的史實！ 

古希臘與希臘化時代(作業上傳區） 

古希臘與希臘化時代(作業題目區） 

http://163.21.229.9/moodle/mod/assignment/view.php?id=1116
http://163.21.229.9/moodle/mod/assignment/view.php?id=1116
http://163.21.229.9/moodle/mod/assignment/view.php?id=1117
http://163.21.229.9/moodle/mod/workshop/view.php?id=1118
http://163.21.229.9/moodle/mod/forum/view.php?id=1119
http://163.21.229.9/moodle/mod/forum/view.php?id=1119
http://163.21.229.9/moodle/mod/assignment/view.php?id=1136
http://163.21.229.9/moodle/mod/resource/view.php?id=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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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看過世博台灣館的 MV 嗎?行銷台灣之美，大家都有責任，本單元的作

業有二，請任選一項作答: 1.觀賞台灣的心跳聲 MV，並寫心得 200 字 2.

觀賞台灣的心跳聲 MV，並願一起行銷台灣之美，上傳 10 張台灣美景

的照片(人物或風景皆可) 

行銷台灣之美(心得 200 字或照片 10 張)  

台灣的心跳聲 MV 

（三）課程簡介 

1. 討論區 

提供學生主題討論發表，可以要求學生發表、相互回應與互評。 

學生發表想法，老師評比 

（以「愛家鄉」為例） 

學生發表想法，老師與同學間互評（以

「關於蔣渭水簡介影片」為例） 

  

2. 線上資源、  PDF 簡報、  PPT 簡報 

可以直接呈現講義（如 PDF、DOC、PPT 等檔案）、網站連結、影片，讓學生

在線上閱覽教材。 

PDF 檔 影片 PPT 檔 

我們未來的工作在那裡？ 台灣演義—台灣國球 愛家鄉 

   

3. 測驗卷 

提供學生檢測自己學習的情形，並於測驗後立即給予學生回饋，學生可以

http://163.21.229.9/moodle/mod/assignment/view.php?id=1138
http://163.21.229.9/moodle/mod/resource/view.php?id=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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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自己的進度施測，至於測驗時間長短、成績計算、施測次數皆可以由開

課者設定。老師可以從學生作答時間長短與選擇答案的項目分析，瞭解學

生學習情形。題目數量視時間與複習內容安排，平均約五十題為佳。 

測驗題目：大船入港 學生測驗總結：大船入港 

  

4. 意見調查 

如同實體教學歷程中詢問學生意見，可以讓學生直接點選，還可設定立即看

到投票結果。 

以「學生對於課輔使用線上學習 

之意見調查」為例 
投票結果立即呈現 

  

5. 單元課程 

針對課程內容進行各項評量性複習，老師可以設定讓學生做錯之題目重複出現，

直到精熟，每個答案選項皆能作深入說明。或者依據題目路徑安排，一旦學生答

錯，可以評估回到應具備之先備知識題目練習。學生最喜歡這項功能，因為透過

系統設定，讓學生有限時完成的壓力、答錯需倒退，而更加專注，學生戲稱這種

被設定的選項是「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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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遠古文明到元朝」為例 

學生所見詴題形式 老師設計之選項答覆內容 

  

學生作答歷程記錄 
學生作答次數、使用時間與得分情形

（可點選進入瞭解該生作答歷程） 

  

6. 作業 

學生依據教師所準備之主題素材，閱讀或觀賞後，將心得想法發表於線上或

將撰寫檔案上傳，教師於線上評閱回饋。 

※學生作業發表（以「愛家鄉」為例） 

805 楊馥羽  2009 年 12 月 13 日 Sun,PM 07:44 

看完這個短片我發現每個人都是靠自己的雙手來創造事業，從貧苦到富有，在人生中

總有起起伏伏的時候，有時因事業成功而富有，有時因投資失敗而困苦， 

鄉下的小孩有的很小的時候就在做農業，而到了長大以後就到都市去發展自己的事

業，等到事業有成的時候，再來投資回饋社會，現在新聞上有很多家暴和性侵害的新

聞，這些犯罪者不但妨害風化，也沒有回饋社會，只會近做一些危害社會治安的事情，

不像那些賺錢很辛苦的人，人總是要經過努力才有好的未來和事業，人生不會有不勞

而獲的事情，所以我們一定要腳踏實地的做每一件事，不能投機取巧，更不能用盡心

機的去滿足自己的慾望，也不能用卑鄙的手段去得到一樣東西，想要一樣東西一定要

靠自己的雙手去得取，就算再辛苦也要去完成這不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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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閱學生發表之作品（以「我們未來的工作在哪裡？」為例） 

 

四、課程檢討 

（一）學生對於使用數位線上學習的反應極為正向，非常喜歡與認為還不錯的學

生占 84%，認為普普通通、可有可無者占 12%，不太喜歡者有 1%，而非

常不喜歡者有 3%。(97 學年度調查統計資料) 

 

（二）數位線上課程實施，證明教師是無法被電腦所取代。 

掌握學生上課情形非常費神，要能隨時觀察學生的個別學習情形，給予適

度指導、提醒，難免有一、兩位學生想找機會上線玩樂，抑或忍不住找同

學說話，然多數學生皆能於課程中定心完成學習。教師亦需除了準備系統

內的素材外，還要用心觀察瞭解學生學習情形，才能協助學生是否有效學

習，否則僅學生與電腦互動，就失去資訊科技輔助教學之真意了！ 

33

59

13

1

3

非常喜歡

還不錯

普普通通…

不太喜歡

非常不喜歡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學生對於課輔使用線上學習之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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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教師教導到同學相伴學習。 

等著只想「聽」課的學生，不乏其人，但是以一耳進一耳出，過完一節課

的學生也大有人在，殊不知動手、動腦、動眼才能有效學習，古人云：「學

習要眼到、手到、心到。」難怪資質優、績效差，「懶」得做一切！這種

線上學習的方式，反而逼迫學生非得跟上，除了老師陪伴完成外，多數時

候是同學在旁邊督促著完成。 

（四）落實加強練習與補救教學。 

平時採取紙筆測驗反應差的學生在這樣的個人化學習中，有令人驚豔的表

現，因為不會有大家等他對答案的壓力，也可以回家再次練習，成績表現

優於平日。自我要求高的同學則會自行進入高分排行，期望找到自己的落

點。相同的題目、相同的練習，不同能力的學生學習時，老師只要花心思

改變系統的設定，引發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興趣，達成學習目標。 

（五）語文與思辯能力亟需加強。 

學生發表想法時，受到未曾思考歷史意義、語詞的貧乏、想法的狹隘、語

文標點符號的運用、構思的速度等影響，使文章內容常詞不達意，或是一

路到底完全無標點斷句，甚至火星文、不雅字詞任意出現，因此除了語文

能力有待培養外，思考表達能力更需要學習！ 

（六）課程外之解決與應變問題的能力。 

因為課程使用電腦，難免會與到硬體的限制狀況，更何況一次近 40 人同

時上網路，網路塞車或是不小心當機是會發生的，尤其是線上觀賞影片。

但是這樣的情況也不失為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與應變問題的能力。老師觀察

學生的反應，也發現很有趣的現象，爭取成績表現的班級，很努力想要看

完影片，以便立即開始個人作業，但是因為大家一起上線，看到一半塞車

當機，反覆重來，花掉大半節課，無解，待老師提醒要不要統一播放，才

恍然大悟。而另一個班級，平日不力求個人表現，反而在課程說明後，立

刻請老師統一廣播，大家一起看完影片再開始作業! 

（七）比傳統更費時費力的備課。 

課程內容除複習歷史課程外，涵蓋課外運用學習，教師需要花大量時間準

備素材、轉換、因應學生分組能力的難易度調整，比起傳統教學複習更費

時費力。教師需有一定的資訊素養，並且願意不斷學習新科技訊息，嘗詴

製作，在過程中除了需要不斷與資訊組長請益外，筆者還申請加入了

「Moodle 中文加油站」，以尋求支援解惑，讓資訊科技達成人性化需求。

而教學素材來源可運用網路搜尋，豐富便利，並不一定要全數自行創發，

素材下載後，依學生程度與個人教學風格調整變換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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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與建議 

數位線上課程使用經常被誤解為「老師無用論」，而讓學生自己使用電

腦練習，事實上在整個歷程中，筆者曾經想放棄，因為比起一般性的課程操

作更加辛苦，前置的教學素材整理成電子檔、素材轉換上傳系統工作時間、

課程中不間斷的同時關心近四十位學生的學習進度與情形、課後評閱學生的

發表，有時還得應付系統的狀況。幸而學生的反應很正向，且喜歡這樣的模

式，加以有很棒的工作夥伴—政翊老師和文智組長，才能激勵繼續進行課程，

接續發展出「中國史來挑戰」、「補救教學測驗」、「暑期輔導複習課程」等。

回顧來時路，與有意嘗詴此模式的教學者建議： 

（一）要能清楚掌握教學本質。 

這是最重要的一項關鍵，能清楚掌握自己希望透過資訊科技或教學軟體系

統教導學生什麼。如果為初任教師要使用，就要想清楚除了教學備課外，

班級經營與師生互動的掌握是否純熟，否則容易顧此失彼，反而被資訊工

具限制發揮的空間。千萬不要為了強調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而作，而是課程

與教學活動是否需要，才去設計安排。資訊科技是工具，用其所當被用的

時機，別被它宰制了! 

（二）課程設定的考量，因人、因地制宜。 

如課程密碼是否設定？課程開放時間與限制，都是變動的，系統運用存乎

個人或團隊之心，並不一定要開放到人盡可入的境況，也不一定只有團隊

成員可知，適時讓行政長官瞭解，亦是尋求資源的方法之一。更重要是針

對學生學習特質，謹慎選擇適合的挑戰設定，以維持與激發學習動機。 

（三）要有合作夥伴。 

每一位教學者必有其教學風格，透過討論與分享，能激發更多的創意，在

嘗詴過程中也能互相支持與協助。而在各項教學素材轉換製作上亦能互助

合作，減少單獨製作時的工作量。 

（四）要與資訊人員對話。 

學校是否能架設相關系統？能有哪些支援？多少時間能做好使用前訓練

（包括學生與老師）？使用歷程中問題的共同解決等。沒有足夠的資源與

支持難以成事。想想一人一機一帳號的進行，沒有資訊主管人員的支援，

如何能順利起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