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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殊學校校本電子教材教學運用課堂觀察研究 

 

鄧潔儀、冼權鋒、蘇建群、高鳳展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Use of School-based  

Electronic Teaching Materials in Hong Kong Special Schools 

 

K. Y. Tang, K. F. Sin, K. K. So & F. Gao 
 

 

 

摘要 

 
本文是探討如何運用校本電子教材，提升特殊學校不同科目的教學

效能，如「個別差異照顧」、「自主學習」、「混合式教學」、

「互動模式及師生角色」等。結果顯示，透過校本電子教材教學，

教師在「個別差異照顧」及「自主學習」等方面，意識非常清晰，

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課業表現。結論指出教師應多利用電子教

科書的優勢，提供不同互動方式，使教學更能以「學生為本」。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based e-learning 

materials in the aspects of learning diversity,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 

blended learning mode; and interaction mode & role of teacher and 

students in special schools. From the findings, with the use of the school-

based e-learning materials in teaching, the teachers were with good 

awareness on the learning diversity and SRL that led to the enhancement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among students. It was 

recommended that teacher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e-learning 

materials so as to provide different interactive learning. This will help the 

learning be more student-centered.  

 

關鍵詞： 校本電子教材 School-based E-learn materials  

 特殊教育 Special education  

 個別差異照顧 Learning diversity 

 自主學習 Self-regulated learning 

 混合式教學 Blended learning 

 互動模式及師生角色 Interactive mode and  

role of teacher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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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研究是「特殊學校校本教材-電子化計劃」連串研究中的其中一個。

此計劃由匯豐銀行 150週年基金贊助，2016年 9月到 2019年 8月為期三年，教

育大學負責計劃的質素檢視及研究工作。研究的總目標，是探討電子學習於特

殊教育的應用：能否提升特殊學校學生的學習成效、教師的教學表現，以及有

不同特殊教育需要個案在電子化學習的模式下，所產生的學習和行為表現。教

育大學每年也會提交質素檢視報告及舉辦研究結果分享會，與教學同工一起檢

視過去一年的表現及提出下一年的展望。 

 

於 2016/2017 質素檢視及研究報告中，教育大學團隊提出了四項課堂教

與學的建議，即：「個別差異照顧」、「自主學習」、「混合式教學」、「互

動模式及師生角色」。本研究便是回應 2016/2017 報告的建議，收集 2017/2018

學年同工的課堂教學觀察數據分析結果。 

 

是次研究在教與學上的意義 

 

概念上：「個別差異照顧」與「自主學習」在主流學校已經是極需處理

的情況；對特殊學校而言，學生的差異更大，而且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更需培

養。此觀察研究縷述了此兩大概念中的具體項目，讓教學同工能從抽象到具體

地明白此兩個概念的其中所指，考慮如何設計教學時，方向更清晰。 

 

運作上：如果「個別差異照顧」與「自主學習」是結果（ends），「混

合式教學」、「互動模式及師生角色」在電子書優勢下的運用，便可以說是其

中一個可行的途徑（means）。此觀察研究闡述了此兩個方向在實際應用時的

注意點，給教學同工提供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解難方向。 

 

本文先簡述「個別差異照顧」、「自主學習」、「混合式教學」、「互

動模式及師生角色」四個概念，及此研究的理論框架。然後是結果及分析，即

這四個概念的觀察數據分析；其中「個別差異照顧」、「自主學習」兩項，會

以中文科為主要分析對象，藉此類推三科綜合數據的結果。最後是總結；除總

結是次研究結果及作出建議外，還就電子課本「教與學」，提出優化教學的展

望。 

 

概念/詞彙說明及研究理論框架 

 

個別差異照顧 

 

「差異」可譯自 diversity 及 individual differences 兩詞 (韓孝述、李文浩、

黃顯華，2012)，尤其是後者，更是一個價值中性的詞彙，不帶有色眼鏡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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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差異」。其實，「差異」不單是指學習能力或表現，也可以指學習心理

而言。除了「多元智能理論」外，Dune & Dune (n.d.) 的學習風格理論，更指出

了學習環境、情緒、生理狀態、社交和心理等不同方面的學習取向，影響著

「學習」差異的出現。特殊學校學生在這五方面的差異更明顯。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的譯詞可會是源自 Independent learning (IL), Self-directed 

learning (SDL) 或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 ，三個詞彙本身也常常相互運用。

但回顧文獻，看到學生培養了 SRL，便可以慢慢變成 IL 及 SDL 的學習者，而

且，從 SRL的廣義解釋來看 ，SRL已經包括了 IL及 SDL的意思。所以這裡的

自主學習是 SRL 之意 (Balapumi & Aitken, 2012)。簡單而言，自主學習是指學

習者（1）對自己的學習有負責的能力、（2）學習過程中能進行批判思考，及

（3）積極參與學習，不是消極地依賴教師 (沈鐘鐘，2004)。 

 

混合式教學 

 

在電子學習概念下，Hybrid Learning (HL) 與 Blended Learning (BL) 時常

交互使用，其實前者用於同步網上課程 (Synchronous online course)，後者則泛

指電子技術支援的學習 (Grgurovic, 2011)。本研究是引用 BL的學習模式，混合

式教學是指「面對面教學」與「電腦協助」兼有的教與學模式 。「電腦協助」

包括：校本電子教材、網絡連結 (online learning)，甚或其他輔助的電子教材。

至於兩種 (即「面對面教學」與「電腦協助」) 教學模式的課堂觀察辨識，則視

乎教師的主導模式作決定(註1) (Neumeier, 2005)。 

 

互動模式及師生角色 

 

就 Neumeier (2005) 的建議，在三類型的互動模式下(即 Through、With、

At 三種)，學生、教師與電腦/電子教材三個群體類屬 (parties)，在一位與一群

不同的數量組合下，可以變化出多樣的互動模式 (請參考圖 12所列)。另外，教

師的角色，由「指導者」到「速發者」，意謂教師主導(teacher center)的位置漸

次淡化。此外，學生角色由「接受者」到「專家」，是指學生主導 (student 

center) 的位置漸次強化 (請參考圖 13)。 

 

 

 

 

 

                                                           
註1 所以觀察記錄會同時考慮下列三者：Focus on mode、Distribution of modes、Choice of 
modes，即教學內容的分佈和選擇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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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本文乃根據鄧潔儀 (2018)於第三屆語文教育國際研討會(註2)中所發表的

論文，及「品質檢視及研究報告-2017/2018」(註3) 鄧潔儀負責撰寫的段落，綜

合整理而成。下文將簡述此研究設計的框架。 

 

研究對象 

 

3所主要計劃的特殊學校，再加上 3所伙伴特殊學校。2017/18年度共 44

節示範課和公開課，抽取其中語文 (11 課節)、常識 (13 課節)及數學(14 課節) 合

共38課節，作課堂觀察研究數據分析。因為各校課節時間有別，故以累積時數

作統計計算。 

 

研究工具 

 

包括「學生表現觀察表」 (主要用作「個別差異照顧」及「自主學習」

程度上的分析)、「互動及角色觀察表」(主要用作「混合式教學」及「互動模

式及師生角色」類別上的分析)，及雙向鏡頭課堂錄影帶。「學生表現觀察表」

的內容劃分見圖 1、類屬題號見表 1。 

 

研究方法 

 

首先進行兩位獨立觀察員之「信度」分析，確定觀察數據可信後，以一

位觀察員的整套課堂觀察記錄作數據分析，其中「個別差異照顧」及「自主學

習」兩個項目，會以中文科作主要分析對象。 

 

研究問題 

 

經過一年後，電子課本計劃可有： 

1. 在「個別差異照顧」方面，提升了教與學效能？ 

2. 在「自主學習」方面，提升了教與學效能？ 

3. 在「混合式教學」方面，提升了教與學效能？ 

4. 在「互動模式及師生角色」方面，提升了教與學效能？ 

  

 

 

                                                           
註2 題目：中文科電子書教學   『個別差異照顧』與 『自主學習』定量分析。日期：2018年
11月 16日。主辦機構：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言學系、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註3 香港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需要及融合教育中心負責此計劃的研究及品質檢視部分，每年就計
劃的進程提交內部報告作檢討之用。其中『課堂觀察研究』部分為鄧潔儀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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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學生表現觀察表」內容劃分 

 

表 1：「學生表現觀察表」課堂觀察表類屬題號 

「個別差異照顧」題號 

1，2，5，6，8，10，a, b, c, f, g, i 

「自主學習」題號 

3, 4, 8, 9, 10, a, b, c, d, e, h 

 

研究結果及分析 

 

本段將以「互動及角色觀察表」和「學生表現觀察表」兩份課堂觀察表，

及課堂錄影所收集到的數據，就四項課堂觀察建議作為分析的綱領，分析特殊

學校在校本電子教材運用的環境下，「教師-學生」的「教-學」表現。數據按

(1)出現時數/次數、(2)出現時段、(3)出現項目三方面加以闡述。 

 

個別差異照顧 

 

就下圖所見(圖 2)，綜合數據發現「個別差異照顧」的出現時數/次數，

38課節各個項目合共約 3,430次，即平均每課節有 90次「個別差異照顧」的行

動出現。另外，因為觀察的課堂有的是 50 分鐘一節課，有的是 30 分鐘一節課，

如果按 50 分鐘為一節課來計算，每分鐘約有 1.8 次「個別差異照顧」的行動出

現。如果按 30分鐘為一節課來計算，每分鐘則更約有 3次「個別差異照顧」的

行動出現。次數可謂不少。 

 

 

 

 

觀察表

認知表現

內容設計 涵蓋面

情意表現

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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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綜合各科的「個別差異照顧」表現 

 
 

至於綜合數據「個別差異照顧」的出現時段，多集中於首 30 分鐘內出

現，這可能因為只有部分課堂為 50 分鐘，使 30 分鐘後的「個別差異照顧」行

為數目減少。而綜合數據「個別差異照顧」的出現項目，以題號 2「因教材切

合學習能力/程度而投入」最多，其次是「因教材切合學習需要而投入」（題

號 1）。說明教師在學生學習能力和學習需要兩方面，都做出了慎重考慮。另

外，「因教材照顧學生的學習風格而投入」(題號 5)、「教材活動誘發學習興

趣」(題號 a)、「教材活動讓學生保持學習專注」(題號 c)出現的次數也相當可

觀，顯示教師不單只在認知方面，同時在情意動機方面，也有考慮學生的學習

差異，從而作出不同的教學活動，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保持學生的專注度

(高頻出現項目見圖 3、4 實線外框)。  

 

但是，題號 6 (教材設有不同層次的練習) 卻要特別注意，「練習」是鞏

固所學的最佳方法之一，如果在分層工作紙的設計多一些考慮，對學生的學習

可能更有幫助。至於文字工具箱的應用(題號 g)，其設題原意，是參考教育局

「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發展專責小組報告」(2009)文件，目的是為了撇除因硬

件設置不足而影響學生學習和造成學習差異。然而，本研究的三所主要特殊學

校，在電子課本文字工具箱硬件的設置和運用上，已經發展完備，不需要有額

外的教學設置，因而造成使用率偏低而已(低頻出現項目見圖 3、4 虛線外框)，

這倒是完全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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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個別差異照顧-綜合數據表現 1 

 
 

圖 4：個別差異照顧-綜合數據表現 1 

 
 



香港特殊學校校本電子教材教學運用課堂觀察研究 

143 

 

因為綜合數據包括了中國語文、常識和數學三科，為要探究是否三科也

有近似的教學考慮，故抽出中文科再作分析。從圖 5 所見，中國語文的(1)出現

時數/次數、(2)出現時段、(3)出現項目三點的數據分佈及比例，模式均與綜合

數據非常相似(請參考表 2)。 

 

圖 5：中國語文科的「個別差異照顧」表現 

 
 

表 2：個別差異照顧-綜合與中文科數據比較 

 

 
綜合數據 中國語文科數據 

出現時數/
次數 

38課節共出現約 3,430次 

平均每課節有 90次 

30分鐘一節課計算，每分鐘出現

約有 3次 

11 課節共出現約 1,030次 

平均每課節有 94次 

30分鐘一節課計算，每分鐘出現約

有 3次 
出現時段 出現次數最多的 5個項目觀之，

各項分佈平均 

與右同 

出現項目 出現最多題號：1、2、5、a、c 與右同 

出現最少題號：6、g 與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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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學習  

 

就下圖所見(圖 6)，綜合數據「自主學習」的出現時數/次數，綜合 38 課

節及各個項目，約 3,150 次。又將每課節在各項目總和後計算，即平均每課節

有 83 次「自主學習」的行動出現。另外，如果按 50 分鐘為一節課來計算，每

分鐘約有 1.66 次「自主學習」的行動出現。如果按 30 分鐘為一節課來計算，

每分鐘約則更有 2.76 次「自主學習」的行動出現。 

 

圖 6：綜合各科的「自主學習」表現 

  

至於綜合數據「自主學習」的出現時段，與「個別差異照顧」的情況相

類似，除開出現時段看似較集中首 30分鐘內之外，課堂在首 5分鐘，教師已經

安排「自主學習」活動。綜合數據「自主學習」的項目都可以說是很平均，雖

然當中也有所分別，但卻未有很大落差。然而，特別有趣的，是「快速聯繫其

他資訊網站」一項(題號 h)，此本來是電子課本的其中一個學習優勢，使學生

因為方便多方提取資訊 (easy access) 而增強學習效能。現在的結果，可能是教

師有不同的因素，才作出如此取捨，然而此項目與其他項目的異常落差，叫人

不得不多加注意。 

 

至於中國語文科的表現，與綜合數據的分佈、選項、模式雷同(請參考

圖 7、8 及表 3)。縱觀「個別差異照顧」與「自主學習」兩項數據發現，中國

語文教學同工的教學考量與準備、施教與綜合數據貼近。推而廣之，雖然綜合

數據中，科目與科目之間的表現或有差距，但從中文科作為例子觀之，說明三

科在「個別差異照顧」與「自主學習」項目的選取上相同，故就綜合數據的建

議，對任教不同科目的教學同工也有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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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中文科、綜合數據「自主學習」表現相同的項目 1 

 
 

圖 8：中文科、綜合數據「自主學習」表現相同的項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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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學 

 

本年度教師在「混合式教學」的表現，在出現時數/次數及出現時段兩

方面都很平均(圖 9)；可是，須要特別注意的，是「混合式教學」中的(ii)電子

課本採用、(iv)師生均手持電子課本，與(i)師生面對面授課、(iii)一般電子教具

採用教學，變成了兩大類別/項目的極大反差(四類課堂模式及記錄例子請參考

圖 10)。這到底是一個可喜還是奇怪的現象？ 

 

表 3：自主學習-綜合與中文科數據比較  
綜合數據 中文科 

出現時數/
次數 

38課節共出現約 3,160次 

平均每課節有 83次 

30分鐘一節課計算，每分鐘出現

約有 2.76次 

11 課節共出現約 975次 

平均每課節有 89次 

30分鐘一節課計算，每分鐘

出現約有 3次 
出現時段 出現次數最多的 5個項目觀之，

各項分佈平均 

與右同 

出現項目 出現最少題號 h：電子課本的學
習優勢，此項目的異常落差，要

多加注意 

與右同 

出現最多題號：4、a、c、d、e 與右同 

 

 

圖 9：綜合各科的「混合式教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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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的重點，是驗證電子課本使用的成效，從課堂觀察的數據所見，

教師大量以「電子課本採用」及「師生均手持電子課本」上課；這應該可以視

為本計劃的成功。然而，令人覺得奇怪的是，電子課本以外的教與學活動，及

其他電子科技教具真的能夠被電子課本取代嗎？這也許是造成未能有效回饋和

促發學生自學的其中一個原因。其實，某些教學理論 (如：華德福教學法)高調

反對電子產品走入教室，其理念強調：學生從真實的互動中學習。互動包括人

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人與自然環境之間。所以，一些有效的學習方法如小

組討論、學生匯報、用具實作(hands-on experience) 等學習活動，不妨保留，並

加以善用。 

 

圖 10：綜合各科的「混合式教學」項目及觀察記錄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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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模式及師生角色 

 

出現時數/次數、出現時段、出現項目三方面，可能是科目性質不同的

關係，三個學科所呈現的情況都有所不同。然而，三者都同時表現出鮮於運用

「師生一起坐在電腦/互聯網前互動」模式 (Interaction at computer/networks，題

號 P1.3) (三科表現比較見圖 11、「互動模式」項目內容及表現請見圖 12)。既

然教師在「師生透過電腦/互聯網互動」(Through，題號 P1.1)和「師生與電腦/

互聯網互動」(With，題號 P1.2)兩方面都作出了很好的嘗試，故此這裡毋用探

究不同互動項目內的細項。然而，此情況卻給了大家一個很好的反思機會，探

究題號 P1.3 不被考慮和運用的原因(見圖 12 虛線外框)。 

 

圖 11：「互動模式」各科綜合及分科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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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互動模式」項目內容及表現 

 
 

另外，從「教師角色」和「學生角色」(師生角色種類見圖 13)分佈中，

看到學生仍然處於「接收者」(題號 P1.9)的角色，而且，與其他項目比較，呈

現出極端的偏差現象(圖 14)。這一點除了或可以用來解釋上文為何「自主學習」

未能充分利用電子課本多方提取資訊的特點及有效回饋外；也許，正說明了

「師生一起坐在電腦/互聯網前互動」的互動模式仍有很多可作教學設計考量

的空間。 

 

圖 13：師生角色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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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互動模式-學生角色」各科綜合及分科的表現 

 
 

 

圖 15：「互動模式-教師角色」各科綜合及分科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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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與學生為「接收者」相配合的，是「教師角色」角色的發現，圖

15 看到教師仍然是擔當「以教師為中心」(Teacher-centered)的指導者角色(題號

P1.4)。然而，教師同工除了是「指導者角色」外，也嘗試或樂於擔任其他的角

色，例如「資源提供者」(題號P1.5)、「協助者」(題號P1.6)。這樣，既可將學

習的主權逐步交回給學生，激發學生自主學習；如果同工嘗試再「放手」一些

由學生自主，及鼓勵學生彼此之間的互動，則更能培養他們的溝通能力和責任

感。 

 

總結 

 

是次研究以課堂觀察的方法，探究香港特殊學校在校本電子教材運用的

環境下能否及怎樣優化教與學。教與學的優化，指向「別差異照顧」、「自主

學習」、「混合模式教學」及「互動模式及師生角色」四方面而言。 

 

四個指向的發現 

 

個別差異照顧：教師在學生學習能力和學習需要兩方面，都作出了慎重

考慮。在時數/次數和類別兩方面，都能因應學生的差異情況作出考慮。同時，

數據也顯示教師不單只在認知方面，同時在情意動機方面，也有考慮學生的學

習差異，從而安排不同的教學活動，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保持學生的專注度。

然而，在分層工作紙設計方面不妨再多作考慮。故此，對成績稍遜學生而言，

教師如何及作出何種「個別差異照顧」行動，(如：運用實物、圖片幫助抽象

思維較弱的學生；又或電子課本有不同程度的工作紙設計等)都是可再作探討

的方向。 

 

自主學習：課堂在首 5 分鐘，教師已經安排「自主學習」活動；而且

「自主學習」的活動(教師的教學設計)貫穿整個課堂。活動項目也能平均分佈，

雖然當中也有所分別，但落差不大。然而，「快速聯繫其他資訊網站」項目

(題號 h)可能有加強考慮的必要，以便充分利用電子課本便於多方提取資訊的

特點不容忽視。 

 

此外，本研究報告集中為綜合數據的呈現，未有作不同科目個別陳述，

但是，為要說明綜合數據的建議，對任教不同科目的教學同工也有參考意義，

故以中國語文科「個別差異照顧」、「自主學習」的表現為例子，與綜合數據

的(1)出現時數/次數、(2)出現時段、(3)出現項目，作分佈、選項等比較。縱觀

兩項數據發現，中國語文教學同工的教學考量與準備、施教，與綜合數據貼近。

茲說明是次觀察數據，科目與科目之間的表現或有差距，尤其是考量項目方面，

三科都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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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與中文科數據在「自主」與「差異」的比較： 

1. 中文科各項目表現與綜合數據非常接近 

2. 教學同工在「自主」、「差異」兩方面都有很周詳的教學考慮 

3. 所以這一年來， 「自主」、「差異」兩方面都提升了教與學的效能 

4. 仍然有改善的空間，如題號 b、h、6、8、9(題目內容見圖 16) 

 

混合式教學：教師大量以「電子課本採用」及「師生均手持電子課本」

上課。但是，教師不妨再考慮靈活運用不同教學模式，例如：小組匯報。並與

電子課本交錯運用，當中雖有主次之分，卻避免過猶不及。 

 

互動模式及師生角色：教學同工在「師生透過電腦／互聯網互動」

(Through，題號 P1.1)和「師生與電腦/互聯網互動」（With，題號 P1.2）兩方

面都作出了很好的嘗試，但「師生一起坐在電腦 /互聯網前互動」模式

(Interaction At computer/networks，題號 P1.3)卻未見加以善用。另一方面，在師

生角色上，學生仍然處於「接收者」(題號 P1.9)的角色。但是一個可喜的未來

是，同工嘗試從「以教師為中心」的角色以外尋覓其他可行的角色 。所以，教

師可以再設計一些能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及發掘他們擔當其他角色的可能，不

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 

 

電子課本「教與學」結語 

 

電子學習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習有所助益 (Moorhouse, 2017)，相

信大家對此不會質疑。在香港特殊學校運用電子課本學習，也有一段時日。但

是當中的成效，須經過驗證才可下定論。是次觀察研究，是以兩個教學極需解

決的狀況-「個別差異照顧」和「自主學習」-作為成效驗證的切入點。再以兩

個可能解決此狀況的方法-「混合式教學」、「互動模式及師生角色」-作為解

難途徑的驗證指示。 

 

觀察數據分析結果發現，同工都能針對學生的「個別差異照顧」和「自

主學習」，來考慮教學的設計，並且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提升上課的表現。

當中有運用不同的互動模式及混合教學模式，將電子課本、電子科技教具，及

師生面對面溝通的元素，都在教學中運用。然而，對比「學生中心」、「任務

中心」的準繩，仍然有可以改善的空間，特別在學生與電子書互動、師生角色

方面。 

 

借用 Tyler (1949) 對課程提出的四個問題作概念整理。關於電子課本的

使用，首先要考慮的，是運用電子課本教學想達到甚麼目的，清晰的目標是前

行的方向。今次計劃的優化教與學目標，是提升教師「個別差異照顧」和學生

「自主學習」的能力。運用的目的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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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個別差異照顧」、「自主學習」有改善空間的地方 

 
 

 

接著要考慮的，是校本電子課本計劃想給學生(尤其是特殊學校的學生)

提供甚麼學習經驗 (learning experience)。這涉及電子課本的教學設計及使用要

求的考慮。教師設計教學時，除了本科教學內容和電子硬件使用的考慮外，也

需要同時考慮：如何將電子課本與其他教學法融會貫通、如何盡量利用電子課

本的優勢、師生角色的轉變等。 

 

科技發展在21世紀已是銳不可擋的勢頭，電子科技及其產品在教學上的

應用亦方興未艾。電子課本，在「如何應用(how)」、「為何要應用(why)」及

「怎樣應用(what\who\when\where)」的議題上，都是所有教育工作者要面對及

解決的問題。本計劃中一系列的行動研究，目的是針對以上問題，希望能為教

學同工，提供電子課本「教與學」運用知識逐步發展的路徑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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