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主學習的定義

運用電子教學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效能的行動研究

明愛樂進學校：李兆庭老師、陳柏瑩老師

「學與教博覽2019」



背景

● 明愛樂進學校是一所為中度智障學童而設的特殊學校，常額編制共有十二班

（以6至18歲的學齡兒童為主）可容納學生120人。

● 中度智障兒童智商程度為25 – 49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 2000)，學

習的能力較為遲緩。

● 因此，他們需要更多的時間學習，加上學生的個別能力差異大，教師需要評估

每位學童的個別能力，才能決定因材施教的方法。



背景

● 本校亦因應中度智障兒童的需要，自2008年開始製作教育短片，題材包括重溫活動、德

育及公民教育短片、以中國文化為題而製作的國民教育短片、藝能組的熱播歌曲短片等。

到現時為止，學校已累積超過100套短片。

● 此外，本校近年亦使用iBook Author軟件製作電子書，內容包含短片，聲效圖像及互動遊

戲。電子書配合課題並加入評估互動練習，讓學生更能投入學習，本校教師發現部份能

力稍高的初中及高中學生，他們的自主學習能力仍然很局限及有待提升。

● 故此，在本次研究，我們會對電子教學如何提升自主學習效能進行行動研究。



背景

● 特殊學校的傳統教學方法均以圖卡、字卡、課業及大量視覺提示為主，課堂主

要由教師主導，並以傳統教具引導學生學習。

● 近年教育界不斷加強推動使用電子學習資源，除了硬件上配備，例如電子學習

學校支援計劃，更為公營學校建立覆蓋所有課室的無線網絡，以方便學校使用

流動電腦裝置進行電子學習。

● 教育局向合資格學校發放一筆過津貼，用作購置流動電腦裝置，讓這些學校使

用流動電腦裝置去推行或試驗不同的電子教學法（教育局，2016）。



自主學習的定義

在學習過程中，能自覺地

● 確定學習目標；

● 選擇學習方法；

● 監控學習過程；

● 評價學習結果。

學生把自己的學習看成意識對象，不斷進行積極自覺地計畫、

監察、檢查、評價、反饋、控制和調節的過程。
資料來源：香港教育大學－文彩玲



自主學習的教育特色

● 以學習者主導；

● 自覺監控學習的過程；

● 豐富多維的學習內容；

● 掌握有效的學習方法；

● 師生共同承擔學習責任。

資料來源：香港教育大學－文彩玲



資料來源：
香港教育大學
文彩玲

自主學習 自學

學習主導 有學生主導部分，也有教師指導、班級
活動部分。

學生全然主導

教師角色 學習在校內或校外進行，教師擔任指導
角色，幫助學生學習。

在沒有受到專業教學人員輔導及幫
助下，單單依靠自己努力進行的學
習。

學習責任 責任由教師和學生共同承擔。 責任全由學生自己承擔。

學習方式 既定的學習目標、學習內容，學習進度
不是隨意變動。

不受任何教學計畫或教學進度約束，
不需要在一定範疇內選擇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方法和進度可以隨時改
變。

學習組織 自主學習是集體活動。
學習活動在學校所提供的體系中完成，
包括師資、設備、制度等。

自學是個體活動。
自學不依靠任何機構或學習組織而
完成。



自主學習的理論基礎

● 學習是一種發展的機能。學習從屬於發展，即某種能力是

學習另一種能力的先決條件。

● 學習是一種高層次的重組。從自身活動的協調中學到的東

西加以重新組織的方式來學習，其間需要自我更正或自動

調節平衡的過程。

● 學習是學習者內部建構的過程。兒童學習甚麼，不是由外

物強加的。 資料來源：香港教育大學－文彩玲



對象：禮班（初中）

● 教導學生自行用QR code，用平板電腦觀看相關教材的兒歌

影片。

● 教導學生查閱網上字典（電腦及平板電腦），學習英文字

詞。



紀錄方式

● 課堂觀察

● 課業記錄

● 影片及照片



第一週期：9月－12月

● 教導學生自行用QR code上網觀看相關教材的兒歌影片，學

生IEP堂可自行用平版電腦掃描QR code連接Youtube收看

相關兒歌教材，讓學生減少對老師依懶，不用等待老師。

● 同在大課觀看相關教學影片，深化學習。

● 學生表現積極主動，亦很快掌握QR code用法，對此學習感

興趣。

行動計劃為期一整學期（9 月至 7 月），並分為三個週期進行



第一週期：9月－12月

● 教導學生使用網上字典查閱字典（電腦及平板電腦），學

習英文字詞，收聽英文讀音。

● 此方法對學生來說很新穎，惟學生首次接觸，掌握需時，

有時就算查閱到該字詞，學生可能未必能閱讀該中文解釋，

仍然需要老師在旁提供指導。



第二週期：1月－3月

● 學生已完全掌握QR code 用法，不用老師幫助，能自行觀

看兒歌，即使能力稍遜的學生亦能多花時間重覆使QR code 
方法重覆觀看，教師亦配合提供學生感興趣的QR code。

● 教師隨後給予時間學生分享影片內容，增加學生在課堂主

導機會。



第二週期：1月－3月

● 學生能掌握使用網上字典的方法，能自行用鍵盤輸入相關

英文字詞，聆聽讀音，若學生因看不懂中文解釋，老師會

擔任指導角色，幫助學生學習。

● 學生能掌握使用網上字典的方法，能自行用鍵盤輸入相關

英文字詞，聆聽讀音，若學生因看不懂中文解釋，老師會

擔任指導角色，幫助學生學習。此外，教師亦會提相關查

字典工作紙，以提昇學生自覺監控能力，提升學習動機。





第三週期：4月－7月

● 學生已完全掌握QR code 用法。

● 學生能掌握使用網上字典的方法，能自行用鍵盤輸入相關英文字詞，聆聽讀音，

若學生因看不懂中文解釋，老師會擔任指導角色，幫助學生學習。

● 於第三週期，教師提供學習英文字詞工作紙，請學生以文字及繪畫形式，紀錄

學習到的英文字詞，並請學生跟其他同學分享自己的學習成果，介紹該英文字

詞及畫作，共同檢視自主學習成果。

● 相比起傳統教學（教師直接解釋及講述英文字詞），借助電子科技進行自主學

習，讓學生有在課堂有主導空間及機會，根據不同的學習任務，選用合適的網

上資源及教學策略，實現學習目標，從而提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動機。



QR CODE 製作方法-3步曲

1.https :/ / www.qrcode-monkey.com/

2.https :/ / bitly.com/

3.例子：https :/ / hk.dictionary.s earch.yahoo.com/ search?p=dictation

QR CODE 

？

https://www.qrcode-monkey.com/
https://bitly.com/
https://hk.dictionary.search.yahoo.com/search?p=dictation










對象：智班（高中）

● 教導學生自行運用教學網站（電腦復康訓練資源站）

● 教導學生運用搜尋引擎搜尋資訊

（方式：手寫／打字／語音）

http://crehab.emv.org.hk/


紀錄方式

● 課堂觀察

● 影片及照片

質性分析的長處在於能對現象的過程有較
整全和深入的探討



第一週期：9月－12月

● 教導學生自行登入自學網站 CREHAB
● 教導學生運用搜尋引擎搜尋資訊

● 部份學生表現積極主動，亦很快掌握自學網站的登入方法，

對此學習感興趣。



第一週期：9月－12月

● 此方法對學生來說很新穎，惟學生首次接觸，掌握需時，

有時登入仍然需要老師在旁提供指導。



第二週期：1月－3月

● 部份學生已完全掌握自學網站的用法及搜尋資訊，不用老

師幫助，能自行進行練習，即使能力稍遜的學生亦能多花

時間，教師亦配合提供學生感興趣的練習。



第三週期：4月－7月

● 學生已完全掌握自行登入自學網站 CREHAB
● 學生能掌握使用搜尋引擎搜尋資訊

● 相比起傳統教學（教師直接和學生進行練習及教學），借

助電子科技進行自主學習，讓學生有在課堂有主導空間及

機會，根據不同的學習任務，能選用合適的網上資源及教

學策略，實現學習目標，從而提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動

機。



研究成果

● 約經過一個學期後，這些曾接受相關教學指導的學生的自

主學習能力均有所提升，透過電子教學能減少智障兒童對

教師的依賴。

● 於課堂上，借助電子教學增加學生主導空間及機會，提升

學生主動學習動機。



總結

● 自主學習是一個教育的理想。

● 教師要肯定人性，樂於啟發個體能動力、善於創造合適的

客觀條件。

● 電子教學可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整過研究過程的經驗分享

質性分析重點

1：記錄有意思的地方

質化研究分析是個反覆的過程。若覺得特別有意思的點。這些都是可以記在你的分析備忘錄裡，作為將來

進一步分析與寫作的依據。

2：不確定的要點

在分析過程中，可能會遇到資料不知道如何分析，分析無法解讀，或是其它你不太確定的情況。除了把這

些地方標示起來，晚點再處理，你還應該把這些不確定的點記錄在分析備忘錄中。



3：與其它學者的討論（Critical Friends）

在這過程中，或是分析完之後，會與其它學者討論，而這些討論的點，就是確保大家有相同的了解，排除

不確定性。

4：活動紀錄

活動紀錄是記錄自己的思考過程。有這些活動紀錄，不僅可以防健忘，而且也可以藉由寫作，來增強自己

的分析。如果自己的思考都不能記錄下來，分析的結果如何說服別人？

5：與文獻/理論的關聯

質性分析備忘錄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記錄與文獻/理論之間的關聯，這是寫作文章時，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6：未來方向

如果在分析的過程中，有什麼想法，可以作為下一個計畫的基礎，你更應該把這未來方向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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