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推動的教與學實驗
疫情籠罩的ㄧ O 八學年下學期
台大超過一千兩百門遠距上課
老師被迫當網紅、學生得習慣沒有同學的學習生活
教與學都在實驗中
一個學期的實驗，看到了哪些挑戰和機會？
大學教育創新，下一步該怎麼走？



　坐在桌前、打開電腦、拿出紙筆，就讀台大護理系一年級的劉衍彣同學正準備開始今天的

課程。這是許多大學生熟悉的課前準備，然而，這學期為因應疫情，許多課程改成遠距教學，

電腦螢幕取代了熟悉的教室，劉衍彣和多數的大學生一樣，上課地點可能是家裡、宿舍或咖

啡廳。少了與同學的互動、和老師的眼神接觸。

老師，遠距讓你不認識我

　劉衍彣這學期修了七門，共二十二學分的課，卻超過一半都改為遠距。平常習慣坐在第一

排和老師互動的她，自從改成遠距後，少了很多與老師互動的機會，只能隔著一個螢幕看著

老師的課堂講解與操作示範。她表示，遠距上課的感受與實體真的很不相同。「以前跟老師

認識後，可能到下學期老師都還記得我；但這學期（線上）聽課，老師也沒有多大的機會認

識我，應該現在也不知道我是誰吧，」她苦笑說道。

　一零八學年的下學期，如台灣的頂尖大學台大，全校九千多門課當中，就有超過一千兩百

門課實施遠距教學，「軟體該怎麼用」、「鏡頭怎麼架」、「如何防範學生作弊」，教師和

學生面對不熟悉的教學工具、充滿疑惑與不安。這是一次從未有過的學習及教學體驗。不僅

學生需習慣沒有同儕在旁的學習環境，老師也度過了需要克服鏡頭尷尬、對著空氣上課的時

光。

　然而，遠距教學面臨的挑戰並不只有這樣。

左：台大護理系一年級劉衍彣
今年有一半以上的課改為線上
上課。
右：劉衍彣同學遠距上課情形。

攝：陳浩瑋



遠距學習學生的大挑戰：分心

　許多採取遠距後的課堂，學生都不免表示遇到分心的問題，不由自主想將影片快轉，或者

同步上課時注意力神遊到其他地方，在視窗上另開一個小天地玩耍。台大地理系三年級的何

雨潔同學表示，使用遠距線上討論時，效率往往比實體差，「會害怕每個人的沉默不是在思

考，而是分心跑去其他地方。」

　手機、筆電，這些數位隨身裝置不僅僅整合了教學資訊、同時也融合了娛樂、社群、工作

郵件，更加貼近生活同時，卻也讓人無法專注在同一畫面太久。人在心卻不在，數位分心已

經成為人人需要在意的教育議題。

　遠距學習，可以人在心不在，更考驗學習者有沒有足夠的自發動機。台大寫作教學中心李

維晏教授提醒，「遠距教學其實需要學生更努力地督促自己」，但台灣學生太習慣將外界給

的壓力或肯定，當成自己學習的動機。也因此很多台灣學生會認為，只要坐在教室裡，被老

師甚或是同學監督著，就能夠心安理得地說自己有在學習。但這是大學希望給予的教育嗎？

「當資源對你來說已經變得觸手可得，你更應該要 aggressive( 更積極 )，」李維晏說。

遠距學習新機會：時間地點彈性，課程可能性無限

　雖然這樣的教學模式面臨許多挑戰，卻也帶來意想不到的機會。

　遠距教學迷人的地方，便是可以突破時間和空間限制的特性，讓學生、甚至是老師的學習

變得更加多元彈性，是教學創新的新機會。當學習者遇到陌生難懂的理論時，可以反覆觀看

影片，並且隨時暫停做筆記。

　台大政治系三年級的湯瑋欣也最近自己進修了 Google 線上課程。她說，短短 40 小時的課

程，對於數位行銷的基礎知識有了粗略的了解。這些並不是她原本大學科系的課程規劃，卻

能更了解業界需求和自我職涯探索。

　學生發現了學習不必侷限在教室，老師也在教學上發現了更多的彈性。台大新研所教授謝

吉隆，這個學期開的課，雖然修課人數並未達必須遠距上課的門檻，但趁著這個機會，主動

採取遠距教學的實驗。謝吉隆表示，因為遠距上課，有些課程可以預錄，時間更彈性，原本

平時忙於報導現場的現役資料記者，反而更有機會與學生平日一起開線上視訊講座，讓彼此

在閒談中交流，學生甚至可以看到老師、講者課堂上的另一面，藉此更拉近距離。

　政治系的郭銘傑老師也在課程線上化後，有了反思自己課程的機會。在錄製、剪輯教學影

片的過程中，檢視自己的授課方式，這才發現自己講課講話速度太快，可能導致學生難以順

利吸收課堂知識，因此他開始放慢自己的語速，這也是過去實體上課時，沒有機會反省的收

穫。

遠距教學這麼厲害，那還需要老師嗎？

　隨著遠距教學的興起，全世界有許多學校，在今年三月關閉後，到目前為止都還是遠距教

學。在這樣的趨勢下，課程錄了一次就可以反覆觀看，老師實體授課的價值還剩下什麼？

　「你們覺得，教得很好的老師，跟一本寫得很好的教科書，差別在哪裡？」台大地理系系

主任溫在弘教授強調：「老師最重要的任務是啟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而這只有透過互動性高

的實體授課才能夠達成。」他認為，寫得很好的教科書跟教得很好的老師之所以不同，因為

書不會跟人產生關係，但老師會。溫在弘以自己的教學現場為例，在實體上課時，他會出題

請學生上台分享，這時其他學生因為可以看到別人「出糗」，就會很專注在課堂上；相對於



老師在台上講課時的噤若寒蟬，學生也會更勇於挑戰台上同學的說法，建立起一個全班性的

互動與關係。

　李維晏也提到，實體上課時發生的 non-verbal communication（非語言溝通） 也是課堂上

很重要的元素，從學生的眼神、表情、肢體等語言之外的表達，老師更能看出學生有沒有吸

收上課所講的內容，藉此調整課堂上的節奏。互動顯然是實體授課不可或缺的價值所在。

一加一大於二、 混成式教學崛起

　既然，遠距跟實體教學都各有優缺點，因此結合兩者優勢的「混成式教學」（Blended 

Learning）應運而生。它結合了遠距與實體的優點，學生一方面能透過遠距來配合自己的學

習狀況，另一方面實體也能補充師生互動的不足。

　臺大數位學習中心教學科技組的張暐舜副組長，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們開發 NTU 

COOL 這一個校內數位教學平台，就是希望未來能推動混成式教學，他們認為教授們如果能

夠把每年重複的理論課程錄製起來，就能把這些多出來的時間投入到教學模式的改革，用更

多創意帶動學生思考。

　寫作教學中心這學期第一次開設的「讀中生智：英文批評閱讀」，就是以混成式教學的概

念設計而成。每周三小時的課程，學生需先透過一小時的非同步課程，學習老師指定的內容，

剩下兩小時是是實體體討論課。授課的李維晏教授表示，這樣的課程設計，是希望在實體討

論確保每個人對課堂課堂主題都能有充分的認識，程度不好的同學就多看幾次，程度很好的

同學就調快速度，以這樣的方式來幫助討論課的順利進行。

　「其實學習是需要過程的，」李維晏說。從學生接收知識，到自己可以舉一反三地運用，

甚至做出創新，在這個過程當中，遠距跟實體都有它自己可以扮演角色的空間。遠距加速我

們的知識吸收程度，實體課則給予學生一個實踐運用的機會，將知識轉變成自我能力的一部

分。

　直至今日，全球疫情仍在繼續蔓延，病例數更刷破了千萬大關，然而這樣疫情催生下的教

與學實驗卻也在這幾個月中，著實改變了世界各國教育的風貌，慢慢成為師生日常裡的風

景。雖然這些衝擊下，還無法確定科技的使用，是否真的可以對教育有所幫助，但對於一些

肯願意翻轉的教育者、嘗試的學習者，這些改變已經帶來了機會，也是今後教育的一大推手。

溫在弘教授。／攝：陳禹蓁



台大數位學習中心的攝影棚，是許多非同步遠距課程影片拍攝的地方。／攝：張佳頎

　在這一學期，台大有個數位教學平台突然竄紅，「NTU COOL」這個以前師生並不熟悉

的網站，突然變成師生們幾乎天天都要登入的教學系統。

　NTU COOL 為 NTU COurses OnLine 的縮寫，是繼 CEIBA 後的新一代線上教學平台，

除了具備基礎上傳課程內容、繳交作業、公布成績等功能外，更進一步提供教授一個存放教

學影片的空間，以支援非同步遠距教學的進行。目前大學端常用的遠距教學可以分為「同步」

與「非同步」兩種：同步指的是老師利用軟體或社群平台直播進行教學；非同步則是老師事

先預錄影片，將影片儲存在線上平台如 NTU COOL，供學生觀看。

　NTU COOL 平台原訂目標是在 2022 年取代 CEIBA，成為學校的主要的教學平台。在這

次疫情的催化下，NTU COOL 不得不提早接下挑戰：協助教師在平台上建置課程，也給予

沒有數位學習經驗的老師與助教建議。

「突然全世界的老師好像都在找我！」

　數位學習中心教學科技組的副組長張暐舜回憶起，過年後的隔天她就來學校，討論線上的

事務、需要那些材料，因為電腦主機原料要從國外進口，在疫情下，「人人都處於一個搶設

備、搶機器、搶時間的狀態」。為了換機器和做升級，好幾次工程師凌晨三點起來開始工作

到七點。為了因應突如其來的流量，不讓系統因為多人進來而卡住，工程師在短期內將頻寬

誰來讓老師無所畏「距」？　
遠距教學的幕後功臣



擴展、買了很多的硬碟，將儲存空間加大。

　來自老師與學生排山倒海的問題更是不

勝枚舉。「感覺全世界的老師都在打電話

和郵件來問你相關的問題，這個東西該怎

麼用那個東西該怎麼用這樣子。」張副組

長道。客服的問題千奇百怪，從老師本身

對影片錄製、麥克風架設等技術問題、到

平台本身如何使用、學生作弊該怎麼辦？

學生也會反映使用影片很卡、無法登入平

台的問題。

　面對這些難題，NTU COOL 必須快速消

化。針對老師，NTU COOL 製作手冊、錄

製教學影片讓老師可以快速上手。若老師
NTU COOL 副組長張暐舜 。／攝：張佳頎

還是操作不來，還可以直接到教學科技組的辦公室請工程師協助。她接著談到制度面的協

力，學校可以透過教學獎項的設立，或是放寬教學時數的統計等方式，提供教授一些誘因，

讓教授有動力去改變教學模式。

　除了技術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引導老師做好遠距的心態調適，消除他們對遠距教學的疑

慮。像是有老師問「同學會看上課的直播嗎？同學會不會很容易分心？」當個人遇到要改變

的事物，多少會很驚慌，「所以我們也有一個任務是，老師面對遠距教學可以協助他們慢慢

適應，讓他不會對這些事物這麼緊張。」張暐舜說。

數位教學轉型挑戰：充裕的數位助理

　除了協助老師調整心態，數位學習專家、交大教育所的吳俊育副教授說：學校提供充足可

協助遠距教學的人力也可有效地幫助老師。以他在交大教育所開設的高等教育統計課為例，

三十人的課就有三位助教在協助他進行上課、完成多元評量。因此培訓能夠讓老師專注於教

學的助教是很重要的前置作業，臺大教務處為了協助教授進行遠距教學，特別設置了「數位

助理」，然而並不是每個教授都知道這個政策，教學現場的技術問題仍層出不窮。

　他也分享過去到國外參訪知名大學建立遠距教學與數位學習課程的見聞。某年暑假他參訪

美國內華達大學，該校的教發中心、遠距教學中心和數位內容中心就有不下六十位職員，是

製作影片動畫的工程師就有十位以上，網路硬體布置工程師又有十數個，除此之外，各學院

或館舍裡面又分派駐點數位學習與內容專家跟教授討論教學設計與影片內容等作業。相較之

下，交大的相關遠距教學支援人力約十數位，而臺大的數位學習中心也只有人，遠距教學與

數位學習的推動能量明顯不足。

　吳俊育也提到，學校面對支援數位教學人力不足的問題，也可以考慮透過聘請具備相關背

景、或培訓有興趣於此的學生來填補。聘請學生的另一個好處是，學生比起老師，更了解同

學的想法，也更了解數位工具的操作。他說，教育所的高等統計課程中很多有效的多媒體或

遠距教學設計就是助教們集思廣益出來的，他開玩笑稱之為「以夷制夷」，教與學成效極佳。　　

　且他觀察到各國遠距教學的相關產業在疫情過後逐漸成型，未來說不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學



生願意投入這個產業，藉此給他們這樣一個校內類似實習的經驗也是一箭雙鵰。

　台大政治系助理教授郭銘傑認為「老師的工作不是直播主。要準備上課，還要顧慮上課麥

克風不好，或是鏡頭的位置不對，會有很多額外的心力的成本。」學生可以組織社團，或利

用服務學習的機會來協助技術問題。

遠距數位教學的未來，軟、硬支持後備缺一不可

　談論到遠距教學的未來，不論是 NTU COOL、吳俊育或郭銘傑老師，都肯定疫情對遠距

教學、甚至數位學習整個產業的促進。至於該如何在後疫情時帶持續推動遠距教學？則需

「軟硬兼施」，教師心理上的調整適應的「軟性支持」及遠距教學背後的人力「硬體設備」，

缺一不可。

　使用者心態調適的支持，不僅是 NTU COOL 在疫情時代的階段性任務。NTU COOL 在

未來，更想持續讓老師適應遠距教學，推動實體與線上混合的「混成教學」。有些老師教同

樣的知識多年，自己覺得無聊、學生也不感興趣。「如果這些偏理論的課程，老師先把他錄

製起來遠距化，那他就會有更多時間去改變他的教學模式、用出更多創意和帶動學生思考」。　

「混成教學」的優點是學生可以彈性利用時間學習，影片也可以在不懂的地方註記、重複觀

看課堂也可以有更多時間互動實作，深化線上課程學到的理論。

　遠距教學若要持續推動，除了教師心態上的調適，實體的支持也非常重要，如同吳俊育及

郭銘傑指出人力不足的問題得要解決，教師在教課之餘，已無心力準備影片的拍攝與錄製。

如何將遠距教學的成本「內部化」，動員學生的力量解決教師的負擔，或許也是學生的學習

機會，和教育革新的起點。

左：交大教育所吳俊育副教授。
右：台大政治系郭銘傑助理教授。

攝：張佳頎、丁瓘茵



與其擔心學生分心，更該教會學生透過數位科技與他人
互動、自主學習
學習科學專家交大教授吳俊育認為，
數位和實體虛實整合的混成式教學是最好的教學方式。
疫情下被迫的遠距教學，給了大學教與學改變的機會

老師透過遠距會議軟體，對學生進行一對一期末口試。攝／陳浩瑋

　走到交通大學教育所吳俊育老師的研究室前，門上貼著「期末口試 on the air」的紙張，

老師正在進行「高等教育統計學」的期末口試。在最後一位同學進行口試前，老師很熱情地

邀請我們入內。

　研究室裡只有老師一人。老師透過 google meet 對一個個同學進行期末口試，結束後再與

助教簡短地線上討論。老師和同學們互動如流，難以想像這些人身處不同地點，各自對著自

己的螢幕說話，而這學期，吳俊育老師和同學的互動絕大部分都是這樣發生的。

　吳俊育老師 2019 年曾以學生「數位分心」的理論研究，榮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一項科

技部獎勵學研界研究貢獻的重要榮譽之一。他的研究專長是「學習科學」，透過結合教育心

理學、數位學習、認知心理學等學科，了解學生的學習行為、社交網路造成的分心問題等。

他以一句話總結這個學科：「學習科學就是在講『互動』對於知識學習及行為改變的重要

性。」

學習科學專家吳俊育：
有互動就是好教學



　吳俊育老師這學期教授的「高等教

育統計學」結合了非同步線上教學，

以及同步的線上討論、問答。老師在

上課前會先將當周課程內容錄製成影

片，供學生課前預習，正式上課時間

再要求同學連上線、打開鏡頭、接受

老師設計過或隨機的提問。「（既使

採取遠距教學）同學間、師生間的互

動不能消失。」吳俊育老師強調，透

過 在 表 定 上 課 時 間， 要 求 學 生 連 上

Google meet 或是 teams、打開視訊鏡

頭、接受老師的問題，用一小時的同

步上課，「把互動抓回來。」

　一周三小時的課，吳俊育老師每周錄製 1.5 小時的課程內容精華，拆成五個影片，加上標

題，並在每段影片上提示重點。同時，老師固定會在每個影片放入錯誤的內容、空格，或是

一定要看完影片才能回答的問題。

　同步上課的一個小時內，主要都是吳俊育老師問學生問題，這個學生答不出來就問下一

個。不論同學的答案是對是錯，他都會用「不錯喔」回應同學。他認為，有 80% 的可能，

學生無法完全正確作答，但另一位同學來補充之後，答案的完整度就會增加 20%，到最後，

「只要有參加討論、耳朵打開，都會對於教學內容更加了解，甚至超出課堂既定內容。」他

說：「對話、交流才是讓知識擷取或知識精緻化最重要的部分。」

讀萬卷書不如讀臉書

除了課堂上的巧思外，吳俊育老師對於透過 Facebook 社團促進學生學習也很有一套。老師

在學期開始之初，會先在社團中提出問題，鼓勵學生回答；學生熟悉這種互動方式後，便會

鼓勵學生主動提問。「在我的課堂，問問題會比回答問題來的更多分數，因為問問題才是學

習的關鍵。」

他說，當同學討論的方向走偏時，會適度地引導；相反地，當同學快要得到正確答案時，他

會想辦法「歪樓」，把討論引導到其他章節的概念，讓學生能融會貫通。「我會去挑起一些

矛盾讓他們到這邊來，讓同學上課時產生『之前上過』的感覺，這樣的知識吸收效果會更

好。」

　老師認為，不論何時，只要提出問題就是好問題，即使問題難懂，多問幾次總會有人懂。

「我最期待的就是錯的問題，如果你一開始就是問對的問題，你也不用來上課。」他說：「互

動、問答才是我覺得重要的，對的東西都寫在教科書裡面，學生都會自己看，那反而不是重

點。」

採訪當天上午，吳俊育老師正在對同學進行一對
一的遠距期末口試。攝／張佳頎



吳俊育老師向我們展示他與學生在臉書社團中的互動。／攝：張佳頎

「只要互動存在就是好教學」　後疫情時代的遠距、科技、教學

　針對後疫情時代，遠距教學該何去何從。吳俊育老師認為，不管是什麼課，有互動存在就

是好教學；有互動，「教」和「學」就是綁在一起的。因此，虛實整合的混成式教學是最好

的教學方式。

　吳俊育表示，未來若要採取遠距，授課形式一定要搭配實體授課、同步遠距討論或是安排

老師和學生能互動的時間，老師可以藉由課程安排，啟發學生學習動機，也增加與老師之間

的互動，進而促進學習。另一方面，未來若要採取實體授課，也可以搭配科技及教學的設計，

幫助學生和老師產生互動、幫助學生和課程內容產生互動。

　吳俊育老師舉例，未來可能出現模擬法庭，讓法律系同學在電腦前透過虛擬實境（VR）、

人工智慧（AI）等練習答辯、模擬陪審團等，不再是與「假人」練習；或者是微積分這種比

較抽象的概念，老師也可以透過現有的影像、影片，讓各科系的學生能夠有效的與內容互動、

學習抽象的概念。

　「不管是否遠距授課，實體和遠距教學上，最重要的就是互動。」他強調。老師負責透過

互動啟發學生動機、緩解學習焦慮，並將知識與學生過去所學以及未來生涯連結，讓學習者

產生「我應該要學、我學了無害，甚至我學了有趣」的想法。

　未來在虛（非同步線上課程）、實（同步線上課程或實體課程）整合下，透過教學設計、

與老師同學的互動，可以讓學生更願意學習。

　「現在受教育的世代，也是數位原生時代，如果我們可以系統性地教他們，如何運用科技

為媒介與他人互動、學習，那又何樂而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