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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1.1 研究動機 

「翻轉教室」是外國逐漸興起的教學模式，與傳統的教學不同，它把課堂的運

作模式翻過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發表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後，文

件已經正式提出翻轉教室，並成為當中的建議教學行動 (香港教育統籌局, 

2015)。傳統的上課模式一般是教師在課室內教授課堂知識，學生再回家進行跟

進練習。而翻轉課堂則是讓學生在家中預習老師事先製作的課程內容，如教學

短片，然後再到課堂上做練習及課堂活動。本研究希望探討在職小學數學教師

對實施「翻轉教室」的看法。 

 

1.2 研究目的 

研究者以翻轉教室為題材，透過進行數據蒐集及訪談並進行分析，目的是探討

香港小學數學教師希望推行翻轉課堂的動機、他們理想中翻轉課堂的實踐模

樣、他們預期推行翻轉課堂的困難以及改善建議。 

 

1.3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將提出下列的研究問題，以作資料搜集及分析探討

的方向： 

1. 教師推行翻轉教室的預期成效是什麼？ 

2. 若能推行翻轉教室，教師理想中的課堂具備什麼原素? 

3. 教師推行翻轉教室的預期困難是什麼？ 

4. 有哪些可行的支援措施或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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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探討 

 

2.1 翻轉教室的優點 

訓練學生自主學習 

在傳統的課堂中，主要是單向式教學，只有教師講授課堂內容，學生只需要理

解及吸收。然而，翻轉教室與傳統的課堂教學模式正好相反，更注重「以學生

學習為中心」。於課堂上，教師會把學習的主導權交給學生，藉此啟發學生的

內在學習動機，幫助學生自主學習 (Overmyer, 2012)。在翻轉教室中，學生會變

成主導者的角色，而教師則會變成輔助者的角色，為學生解答相關的難題。而

且，翻轉教室不但只注重學生課堂上的表現，亦會透過網上電子學習平台讓學

生充分地預習有關的課堂內容。透過課前預習，學生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自身的

學習強項及弱項，以制訂自己的學習目標。教師亦會就學生的程度引導他們，

啟發學生進行更高階的思考(Stebbins, 2012)。若學生於課堂上提出相關的難題，

教師會即時解答學生難題，鼓勵學生多舉手發問，有助提升課堂主動學習的氣

氛。 

 

善用課堂時間，提升課堂質素 

隨着社會大眾對教育的重視，課堂需求的質素不斷提升，教師需要更高效率地

善用課堂的時間。在翻轉教室中，大部份時間學生均在實踐新知識，而不是在

單向的課堂上學習(Cole, 2009)。由於學生已在上課前完成了課前預習，對課堂

知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教師可以省下課堂上講解課堂內容的時間，而把時間

投放於與學生進行課堂活動及討論。透過不同的課堂活動，不但教師可以了解

學生的學習進度，而學生亦可以更投入課堂學習，讓學生學習更深層次的知識 

(Schullery, 2011)。課堂上積極參與討論和互動的經驗，亦有助強化學生的記憶力 

(Sam, 2011)，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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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在翻轉教室中，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程度去改變學習進度。學生在觀看短

片時，當他們遇到不理解的問題，可以選擇暫停播放，從頭再觀看一次，理解

學習內容，直到他們準備好才進入下一個學習重點。這能讓學生握自己的學習

步伐，因應自己的學習需要調整學習進度。而且，在課堂中，學生能透過與教

師詢問及討論有關的課堂內容，與同儕間的分組活動及討論，藉以改善其學習

差異 (Overmyer, 2012)。教師與學生，以及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能改善學生之

間知識上的差距，他們能透過討論，在具備已有知識情況下，建構屬於自己的

新知識 (Stebbins, 2012)。 

 

2.2 教學理論分析 

翻轉課堂是建構式教學的其中一個實踐模式，教師在課堂前，老師事先製作的

課程內容，如教學短片，讓學生在課堂前完成預習。而於課堂當日，教師則可

以利用更多的課堂時間，與學生進行不同的課堂活動及討論，有助進行更多的

建構式互動教學 (Bergmann & Sams, 2012)。 

研究者利用 Benjamin Bloom 的認知領域教學目標觀點分析。認知領域教學目標

分別是: 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 (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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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課堂中，教師能訓練學生的大多數是低階的「理解」與「記憶」的思

維能力，因為教師只需要清晰地講解課堂知識，學生便能夠理解背後原理。直

至中階的「分析」與「應用」能力，教師亦能透過課堂練習、測驗或課堂活

動，讓學生應用剛才所學的課堂知識於練習上。但到了 高階的「評鑑」與

「創造」能力，教師便難以達成，原因是因為課堂的時間不足，教師未能全面

地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 

然而，在翻轉教室中，低階的「理解」與「記憶」思維能力能夠讓學生透過課

前預習完成，因為學生需要在家中預習課題，故此教師便不需要於課堂上再花

時間講解。而「分析」、「應用」，以及「創造」與「評鑑」等較高階的能

力，則可藉著課堂上教師引導與同儕互動的思考討論與合作學習來達成。教師

可以利用課堂時間指示學生就課題進行分組討論，教師可以從中引導他們，啟

發學生進行更高階的思維模式。總括而言，在傳統教學中，學生難以養成的

「創造」與「評鑑」高階思考能力，而在翻轉教學中，則有較多時間予教師提

供不同的課堂活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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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香港學校推行「翻轉教室」的概況 

現時，特區政府設立了優質教育基金，支持具有創意及能豐富學生學習經驗的

教學計劃(香港教育統籌局, 1997)。透過計劃，政府會為有意推行新教學措施的

學校提供資助，讓他們能為學生提供更全面、高質素的學習環境予學生及教

師。而該教育基金優先考慮的項目，便是運用電子教學促進學生學習，而翻轉

教室便是其中一個能獲得資助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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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設計 

 

3.1 研究對象及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香港現職小學數學教師。本研究預計會以三間小學的數學

教師作為對象。 

 

3.2 研究流程 

本研究會以量化研究中的問卷調查為主，再配以質化研究中的訪問作輔助之

用。當中的資料分析及處理方法如下： 

 

3.2.1 量化分析 

 

  本研究向三間香港小學的數學教師派發問卷，問題圍繞探討教師推行翻轉教

室的動機，及他們預計推行翻轉課堂會面對什麼困難，而問卷將參考林孟洳的

《國少教師對翻轉教室的認知情形調查問卷》及加入自編題目。當中新加入了

有關了解香港小學數學教師的對於翻轉教室的背景，如有否聽過及實踐過翻轉

教室，加入原因是為了了解有聽過或實踐過翻轉教室的教師與沒有聽過或實踐

過翻轉教室的教師之間有否存在差異。問卷樣本及訪問樣本會放在附錄上。研

究者會即日回收問卷，受訪學校的背景如下表： 

 

受訪學校 地區 受訪教師數量 班級數量 

學校 A 沙田區 13 24 

學校 B 沙田區 16 30 

學校 C 藍田區 16 28 

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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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及分析量化資料時，先將問卷進行收集及整理，把有效的問卷資料輸

入電腦，再利用 SPSS 22.0 中文版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分析方法如下: 

 

一. 抽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受訪者的選擇次數及百分比來分析香港在職小學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

的看法。當中主要分為三部份，分別是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翻轉課堂的預期

困難及翻轉課堂的建議。分析結果用以回答研究問題 1. 「教師推行翻轉教室的

預期成效是什麼？」、3. 「教師推行翻轉教室的困難是什麼？」、4. 「有哪些可

行的支援措施或改善建議?」 

 

二. 獨立樣本 t 檢定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測香港在職小學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看法會否

因性別、翻轉課堂的經驗之不同而有所差異的情況。分析結果進一步回答研究

問題 1. 「教師推行翻轉教室的預期成效是什麼？」、3. 「教師推行翻轉教室的

困難是什麼？」、4. 「有哪些可行的支援措施或改善建議?」 

 

三.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測香港在職小學數學教師不同的個人背景變

項（服務年資），在「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翻轉課堂的預期困難」及「翻轉

課堂的建議」三個層面中對翻轉課堂看法的差異情況。若差異情形達顯著水準

則進一步以雪費法 (Scheffe method) 進行事後比較，再把分析結果回答研究問題

1. 「教師推行翻轉教室的預期成效是什麼？」、3. 「教師推行翻轉教室的困難

是什麼？」、4. 「有哪些可行的支援措施或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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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質化分析 

 

研究者會邀請學校的數學老師（3 位支持 ; 3 位反對），進行約 15 分鐘的訪

問。訪問過程將會錄音，研究者亦會把資料記錄下來，以便在日後撰寫研究報

告時重溫，進行分析及歸納。當中所得資料用以回答研究問題 2. 「若能推行翻

轉教室，教師理想中的課堂具備什麼原素?」及輔助回答研究問題 1. 「教師推

行翻轉教室的預期成效是什麼？」、3. 「教師推行翻轉教室的困難是什麼？」、

4. 有「哪些可行的支援措施或改善建議?」。 

 

受訪教師編碼 教學年資 任教學校 翻轉課堂看法 

T1 14 年 津貼小學 支持 

T2 2 年 津貼小學 支持 

T3 8 年 津貼小學 支持 

T4 16 年 津貼小學 反對 

T5 3 年 津貼小學 反對 

T6 8 年 津貼小學 反對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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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會根據問卷調查所得的數據及訪問所得的結果進行分析，目的是探討香

港小學數學教師對推行翻轉課堂的看法，並根據不同背景變項的香港小學數學

教師對推行翻轉課堂的認同差異情況進行分析。 

 

4.1 各層面分析 

 

4.1.1 整體教師認同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平均得分 
翻轉課堂的

預期成效 
17.1556 4.69988 8 2.14445 

翻轉課堂的

預期困難 
20.8000 2.12774 9 2.31111 

翻轉課堂的

建議 
15.4000 3.97949 7 2.20000 

表 3-1 

 

由表 3-1 可以得知，香港小學數學教師在「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翻轉課堂

的預期困難」及「翻轉課堂的建議」中的平均得分接近 2 分（同意），當中 多

教師認同的是「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約 2.1 分；其次為「翻轉課堂的預期困

難」，約 2.2 分； 後是「翻轉課堂的預期困難」，約 2.3 分。由此可見，整體香

港小學數學教師對推行翻轉課堂的認同程度屬中高程度，顯示香港小學數學教

師對推行翻轉課堂多表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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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分析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

同意 

能提升學生對學習的主動性 
8 23 9 6 

17.8% 51.1% 20% 11.1% 

能提升學生於課堂上的投入度 
7 28 7 3 

15.6% 62.2% 15.6% 6.6% 

能讓學生控制個人學習進度 
6 21 14 4 

13.3% 46.7% 31.1% 8.9% 

能讓學生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10 22 11 2 

22.2% 48.9% 24.4% 4.4% 

能有更多時間讓學生在課上互動式學習 
7 27 9 2 

15.6% 60.0% 20.0% 4.4% 
能讓教師針對課程內容中學生常見的錯誤概

念進行釐清 

9 28 6 2 
20.0% 62.2% 13.3% 4.4% 

能讓教師針對學生常見的學習困難進行有效

教學 

8 28 6 3 
17.8% 62.2% 13.3% 6.7% 

能讓教師設計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活動 
9 25 10 1 

20.0% 55.6% 22.2% 2.2% 

表 3-2 

 

由表 3-2 中可以得知，在「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這一層面中，每題中選擇

「同意」及「非常同意」的百分比 高，顯示大多香港小學數學教師對推行翻

轉課的預期成效堂表示認同。當中 多教師表示認同的前三個選項分別是「能

讓教師針對課程內容中學生常見的錯誤概念進行釐清」82.2%、「能讓教師針對

學生常見的學習困難進行有效教學」80% 及「能提升學生於課堂上的投入度」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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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翻轉課堂能讓學生更投入課堂，因為翻轉課堂與傳統課堂其中一個

分別是避免單向式知識的傳遞，學生上堂不再單單只是吸收課堂知識，更需要

把已吸收的知識在課堂上應用，如進行討論時學生需要利用已觀看教學影片進

行分析，這樣能有助學生更深入了解新知識。」（T1） 

 

  「由於翻轉教室需要學生預先學習課堂部份內容，可讓教師有更多課堂時間

與學生互動。教師可在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評 估學生對此概念的理解情形。如

果學生對概念的理解表現令人滿意，教師可以繼續下一個話題。否則，教師應

就同一主題進行更詳細、放慢速度的講解，進行針對性教學」（T2） 

 

  由此可見，翻轉教室可讓教師透過課堂討論找出學生的學習難點，並針對難

點進行有效教學。同時，翻轉教室亦可讓學生更投入課堂，提升學生課堂上的

學習效能。此研究結果與《國民小學翻轉課堂政策可行性之研究》相近（何依

珊，2015）。 

 

  另外，香港小學數學教師較不同意「能讓學生控制個人學習進度」40％ 及

「能讓學生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28.6％。這可能是因為教師認為不一定每一

個學生均會自律地預習課堂內容，雖然翻轉教室提供了彈性的空間予學生控制

個人學習進度，但不一定每個學生均能善用。而且，香港學生的學習模式多數

處於被動模式，習慣了從教師身上吸收知識，而不是憑藉自己的能力去學習新

知識。縱使上課模式改變，亦未能在短時間內改變學生的學習模式。受訪者亦

有以下意見： 

 

  「另一個推行翻轉課堂的難題是學生的自律問題，由於翻轉課堂需要學生課

前預習，要求學生對自己的學習有一定程度的負責。而此部份教師較難控制，

因為教師很難確保每一個學生均會自律地觀看教學影片，若果課堂在學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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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習的情況下進行，便會令學習成效大減。」（T2） 

 

  「我認為其中一個困難是學生沒有預習的習慣，不少學生長期習慣在課堂上

聽講首次接觸內容。他們憤性從教師吸收知識，而缺乏自己尋求知識的能力，

剛開始時會有可能出現學生沒有預習的情況，令學生未能投入課堂討論。」 

（T3） 

 

 

 

4.1.3 翻轉課堂的預期困難分析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

同意 

實施翻轉課堂需要更多的專業支持 
6 25 10 4 

13.3% 55.6% 22.2% 8.9% 

翻轉課堂增加教師備課的時間與負擔 
10 30 5 0 

22.2% 66.7% 11.1% 0% 

缺乏適當之網路學習平台 
2 28 13 2 

4.4% 62.2% 28.9% 4.4% 

翻轉課堂的教材設計無法展現教師專業 
0 10 31 4 

0% 22.2% 68.9% 8.9% 
課程進度的壓力不利於教師實施翻轉課堂教

學 

14 29 2 0 
31.1% 64.4% 4.4% 0% 

學生無法在翻轉課堂自律學習，並對自己的

學習負責 

9 19 12 5 
20% 42.2% 26.7% 11.1% 

翻轉課堂壓縮學生休息時間 
4 23 13 5 

8.9% 51.1% 28.9% 11.1% 

學生家庭的數位環境會影響翻轉課堂的實施 
0 10 29 6 

0% 22.2% 64.4% 13.3% 

家長的支持程度會影響翻轉課堂的實施 
6 30 8 1 

13.3% 66.7% 17.8% 2.2% 

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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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3-3， 多香港小學數學教師表示同意（包括「同意」及「非常同

意」）的選項是「課程進度的壓力不利於教師實施翻轉課堂教學」95.5％；其次

是「翻轉課堂增加教師備課的時間與負擔」88.9％；然後是「家長的支持程度

會影響翻轉課堂的實施」80％。可見，大部份教師均認為時間及課程進度的壓

是推動翻轉課堂的一大阻力。事實上，現時香港教師的工作時間及工作壓力的

確較其他地區長，根據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教師身心健康調查（2015），指出

調查發現有 69%教師每周工作超過 51 小時或以上，在工作壓力方面有超過 7

成教師反映壓力過大和略大，教師表示壓力主要來自需要進趕課程進度。而

且，學校推行新政策必須要家長的支持，但翻轉課堂在香港是一個新興的教學

策略，不少家長會對翻轉課堂感到陌生，不一定會支持。此研究結果與《翻轉

教學應用於國小數學補救教學成效之研究》相近（吳金滿，2015）受訪者亦有

相似的意見： 

 

「我認為其中一個困難是缺乏課餘時間製作教學影片，因為教師下課後要處

理不同事務，如開會、批改功課，根本沒有額外時間可以製作影片。而且，我

亦不能確保每一位學生都觀看了教學影片，若有學生沒有於上課前觀看（影

片，便會有很大機會未能理解課堂內容。」（T1） 

 

「其次，是來自家長。因為不少家長對翻轉課堂的認識不深，若果學校推行

新政策而沒有得到家長支持的話，只會令到學校與家長間的關係變差，影響翻

轉課堂對學生的成效。」（T3） 

 

另一方面， 多香港小學數學教師表示不同意（包括「不同意」及「極不同

意」）的選項是「翻轉課堂的教材設計無法展現教師專業」77.8％ 及「學生家

庭的數位環境會影響翻轉課堂的實施」77.8%。原因是因為翻轉課堂正好需要教

師展現其專業才能實行，因為課堂不再是單向的知識傳遞，教師需要在課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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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進行互動教學，教學的難度會相對提升。而且，現時香港大部份學生家

中均有電腦設備，學生亦可以借用學校或圖書館的電腦設備進行預習，所以學

生家庭的數位環境不會成為推行翻轉課堂的 大阻力。受訪者亦有以下意見： 

 

  「我認為翻轉課堂加重教師責任，由於現時教師需要在課堂上帶領學生進行

討論，教師和學生的角色互易促使教師責任提高，更需教師的責任心、愛心、

耐心和專業技能。」（T2） 

 

4.1.4 翻轉課堂的建議分析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

同意 
舉辦教師翻轉課堂相關研習，提供實務操作

經驗 
9 24 8 4 

20% 53.3% 17.8% 8.9% 
邀請有翻轉課堂教學專長的教師到校示範教

學並讓教師觀摩 
6 23 11 5 

13.3% 51.1% 24.4% 11.1% 
利用教師共同備課機制，一起設計翻轉課堂

教學活動，分享教學影片等教材資源 
5 25 13 2 

11.1% 55.6% 28.9% 4.4% 
學校應建立推動翻轉課堂教學的願景，行政

支援教學並提供教師實施翻轉課堂時的支持 
9 29 7 0 

20% 64.4% 15.6% 0% 
學校可於課後提供電腦教室，讓家裡沒有電

腦、網路設備的學生得以預習課程內容 

5 24 10 3 
11.1% 53.3% 22.2% 6.7% 

利用公開場合向家長宣導翻轉課堂的理念及

實施益處，爭取家長支持 

11 26 7 1 
24.4% 57.8% 15.6% 2.2% 

辦理教師影音編製、剪輯等多媒體應用研習

課程，強化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的能力 

6 21 11 7 
13.3% 46.7% 24.4% 15.6% 

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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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4 中可以得知， 多香港小學數學教師表示同意（包括「同意」及「非

常同意」）的選項是「學校應建立推動翻轉課堂教學的願景，行政支援教學並提

供教師實施翻轉課堂時的支持」84.4%；其次是「利用公開場合向家長宣導翻轉

課堂的理念及實施益處，爭取家長支持」82.2%；第三是「舉辦教師翻轉課堂相

關研習，提供實務操作經驗」73.3%。 

   

  「我認為學校亦可以為家長舉辦助談會，向家長介紹翻轉課堂的背景及講解

學校推行翻轉課堂的目的，增加家長對翻轉課堂的認識及爭取他們支持。」

（T2） 

 

  「我認為學校可提供支援予教師，如邀請校外有翻轉教室經驗的老師分享教

學心得，讓教師能夠參考，以 適合的方式輔助及帶領學生討論。」（T3） 

 

由此可見，大部份香港小學數學教師認為在推動翻轉課堂時，學校及家長扮

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要使一項教學政策得以成功推行，學校需要有長遠的計

劃及教學上向教學提供支援，同時亦需要家長的支持。 

   

  另外， 多香港小學數學教師表示不同意（包括「不同意」及「極不同意」）

的選項是「辦理教師影音編製、剪輯等多媒體應用研習課程，強化教師自製教

學媒體的能力」40％ 及「利用教師共同備課機制，一起設計翻轉課堂教學活

動，分享教學影片等教材資源」33.3％。原因或許是教師沒有足夠的課餘時間

再進修，現時不少教師需要處理教學以外的事務，如行政工作，若教師需要另

外再抽時間學習影音編製及共同備課，便需要犧牲他們的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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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不同背景變項的小學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看法 

 

4.2.1 不同性別的香港小學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看法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翻轉課堂的

預期成效 
男 24 17.2500 4.22744 

0.916 .354 
女 21 17.0476 3.14097 

翻轉課堂的

預期困難 
男 24 20.5833 2.20507 

0.109 .743 
女 21 21.0476 2.06098 

翻轉課堂的

建議 
男 24 14.9167 3.93332 

0.057 .813 
女 21 15.9524 4.05557 

表 3-5 

 

根據表 3-5，不同性別的香港小學數學教師在「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t = 

0.916，p＞0.05）、「翻轉課堂的預期困難」（t = 0.109，p＞0.05）、「翻轉課堂的

建議」（t = 0.057，p＞0.05）這三方面，男及女教師均未達顯著水平，顯示不同

性別的香港小學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看法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4.2.2 體驗翻轉課堂的小學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看法 

 

 體驗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翻轉課堂的

預期成效 
有 29 14.3448 2.76813 

0.230 .634 
沒有 16 22.22500 2.74469 

翻轉課堂的

預期困難 
有 29 21.0000 2.31455 

2.993 .091 
沒有 16 20.4375 1.75000 

翻轉課堂的

建議 
有 29 12.9655 1.82214 

9.728 .003 
沒有 16 19.8125 2.83358 

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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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 3-6 中可以得知，有體驗與沒有體驗翻轉課堂的小學數學教師在「翻轉

課堂的預期成效」（t = 0.109，p＞0.05）及「翻轉課堂的預期困難」（t = 2.993，

p＞0.05）中，兩者之間未達顯著水平，表示有體驗與沒有體驗翻轉課堂的小學

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及困難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然而，在「翻轉課堂的建議」（t =9.728，p＜0.05）中，有體驗與沒有體驗翻

轉課堂的小學數學教師達顯著水平，顯示有體驗與沒有體驗翻轉課堂的小學數

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建議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再比較兩者之間的平均數，發現

有體驗翻轉課堂的小學數學教師分數較低，亦即代表他們較同意問卷中的建議

措施。 

 

4.2.3 實施翻轉課堂的小學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看法 

 

 實施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翻轉課堂的

預期成效 

有 16 13.1875 1.47054 20.498 

 

.000 

 沒有 29 19.3448 4.42619 

翻轉課堂的

預期困難 

有 16 22.6875 1.25000 3.785 

 

.058 

 沒有 29 19.7586 1.76585 

翻轉課堂的

建議 

有 16 12.7500 1.48324 
23.610 .000 

沒有 29 16.8621 4.18094 

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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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7 中可以得知，有實施與沒有實施翻轉課堂的小學數學教師在「翻轉課

堂的預期困難」（t = 3.785，p＞0.05）中，兩者之間未達顯著水平，表示有實施

與沒有實施翻轉課堂的小學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預期困難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存在。 

  

  然而，在「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t = 20.498，p＜0.05）及「翻轉課堂的建

議」（t = 23.610，p＜0.05）中，有實施與沒有實施翻轉課堂的小學數學教師達

顯著水平，顯示有實施與沒有實施翻轉課堂的小學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預期

成效及建議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再比較兩者之間的平均數，發現有體驗翻轉課

堂的小學數學教師分數較低，亦即代表他們較同意問卷中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

及建議措施。 

 

4.2.4 不同教學年資的香港小學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看法 

 

描述性統計資料 
因變數 教學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翻轉課堂的

預期成效 

0-5 年 11 13.5455 2.65946 
6-10 年 16 14.7500 2.38048 
11 年或

以上 
18 22.0556 3.81132 

翻轉課堂的

預期困難 

0-5 年 11 21.6364 2.01359 
6-10 年 16 21.1250 2.18708 
11 年或

以上 
18 20.0000 1.97037 

翻轉課堂的

建議 

0-5 年 11 12.9091 2.58668 
6-10 年 16 13.3125 1.62147 
11 年或

以上 
18 18.7778 3.81260 

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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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數分析 
因變數 SS 平分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值 顯著性 

翻轉課堂的

預期成效 

群組之間 665.906 2 332.953 
34.728 .000 在群組內 402.672 42 9.587 

總計 1068.57 44  

翻轉課堂的

預期困難 

群組之間 20.905 2 10.452 
2.462 .097 在群組內 178.295 42 4.245 

總計 199.200 44  

翻轉課堂的

建議 

群組之間 343.342 2 171.671 
20.399 .000 在群組內 353.458 42 8.416 

總計 696.800 44  

表 3-9 

 

多重比較（Scheffe） 

因變數 
(I) 

教學年

資 

(J) 
教學年資 

(I-J) 
平均差異 

標準 
錯誤 

顯著性 

翻轉課堂的

預期成效 

0-5 年 
6-10 年 -1.20455 1.21276 .614 

11 年或以上 -8.51010* 1.18500 .000 

6-10 年 
0-5 年 1.20455 1.21276 .614 

11 年或以上 -7.30556* 1.06388 .000 
11 年或

以上 
0-5 年 8.51010* 1.18500 .000 

6-10 年 7.30556* 1.06388 .000 

翻轉課堂的

預期困難 

0-5 年 
6-10 年 .51136 .80700 .819 

11 年或以上 1.63636 .78852 .129 

6-10 年 
0-5 年 -.51136 .80700 .819 

11 年或以上 1.12500 .70793 .293 

11 年或

以上 
0-5 年 -1.63636 .78852 .129 

6-10 年 -1.12500 .70793 .293 

翻轉課堂的

建議 

0-5 年 
6-10 年 -.40341 1.13624 .939 

11 年或以上 -5.86869* 1.11022 .000 

6-10 年 
0-5 年 .40341 1.13624 .939 

11 年或以上 -5.46528* .99675 .000 
11 年或

以上 
0-5 年 5.86869* 1.11022 .000 

6-10 年 5.46528* .99675 .000 

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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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教學年資的香港小學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看法差異情況在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之後，結果如表 3-9 所示，不同教學年資的香港小學數學教師在「翻轉

課堂的預期困難」（F = 3.785，p＞0.05）中，F 數值未達顯著水平，表示不同教

學年資的香港小學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預期困難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然而，在「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F = 34.728，p＜0.05）及「翻轉課堂的建

議」（F = 20.399，p＜0.05）這兩方面，F 數值均達顯著水平，表示不同教學年

資的香港小學數學教師對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及建議措施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根據表 3-10 的 Scheffe 比較數據，發現教學年資「11 年或以上」的教師在

「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方面與教學年資「0-5 年」及「6-10 年」的教師之間

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再比對兩者的平均差異，發現教學年資「11 年或以上」的

教師較不認同「翻轉課堂的預期成效」。同時，在「翻轉課堂的建議」方面，教

學年資「11 年或以上」的教師亦與教學年資「0-5 年」及「6-10 年」的教師之

間有顯著的差異存在，表示教學年資「11 年或以上」的教師較不認同「翻轉課

堂的建議」。由此可見，教學年資「0-5 年」及「6-10 年」的教師較認同翻轉課

堂所能帶來的成效，並期待透過各項方式改善翻轉課堂所帶來的問題。而教學

年資「11 年或以上」的教師有可能因為已經有一套熟練的教學方式，較難接受

一套新興的教學模式。受訪者亦有以下意見： 

 

「我反對推行的原因是我認為翻轉教室不適合在現階段的小學實施，現時不

少教師的教學年資已有一定程度，對他們來說，他們已經掌握了課堂教學技巧

及固有教學模式。若果我們突然要改變他們的上課教學模式的話，相信會引起

不少同工的不滿及覺得自己的教學模式及實力受到挑戰。」（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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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翻轉教室具備的原素 

 

一. 高互動性學習 

翻轉教室需要學生於上課前先預習課堂內容，故上課時教師可節省課堂講解時

間，讓教師及學生有更多時間進行課堂活動。由於課堂上學生有較多時間參與

討論及評鑑，故此，教師需要負責好輔助者的角色，引導學生進行優質的課堂

討論，有效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度，以達至高階學習。受訪者有以下看法： 

 

  「我認為與傳統課堂實踐的分別是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度提升了不少，由於

在課堂上需要講解的部份較少，故能提供更多時間予學生進行課堂活動及分享

意見。」（T1） 

   

二. 教師需具備相應的電腦技能 

由於翻轉教室需要教師製作教學影片，故教師需要具備製作電子學習教材的能

力。在推行翻轉教室時教師需要利用不同媒介協助，如平板電腦、網上學習平

台等，教師均需了解其原理才能有效地使用，以協助學生利用翻轉模式進行有

效學習。 

 

「為推行翻轉教室，我先在課前於校內的內聯網上分享一題有關多邊形周界的

問題，並提供一條教學影片的連結，學生可以透過觀看影片學習如何利用「平

移」的方式找出多邊形邊界的長度。而於課堂上則利用平板電腦及教學軟件，

以模擬功能來代替實物操作。」（T2） 

  

 

 

 



 26 

三. 學生需要自律 

翻轉教室要求學生需要進行課前預習，而預習需要學生自律地完成，若果學生

沒有進行課前預習而上課，學生便會容易跟不上學習進度而影響的學習成效。

而且，在課堂中提供了較多時間讓學生進行活動及討論，學生需要積極主動參

與討論才能有效地提升學習成效。 

 

「由於翻轉課堂需要學生課前預習，要求學生對自己的學習有一定程度的負

責。而此部份教師較難控制，因為教師很難確保每一個學生均會自律地觀看教

學影片，若果課堂在學生沒有預習的情況下進行，便會令學習成效大減。」

（T2） 

 

四. 學校需建立教師專業團體 

實施翻轉教室需要教師付出較多時間及精神準備課堂，以為學生換取更高效的

學習成果，教師的教學壓力會因而提升。故此，學校需要形成教師專業團體，

為教師提供同儕支援，改善教學質素（黃麗鍔，2006）。 

 

「我認為其中一個困難是教師之間缺乏同儕支援。以我校為例，數學科只有四

位教師會推行翻轉課堂，不夠人手製作相關的教學影片及網上學習教材，若果

草率推行只會加重教師負擔。」（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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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總結 

 

香港小學數學教師多半同意實施翻轉教室，原因是因為翻轉教室是一套以學

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能夠讓教師於課堂上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供學生參與，

不但能增加學生於課堂的參與度，亦能讓教師從討論中引導學生進行更高階思

考，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然而，年資較高的香港小學數學教師較不同意實施翻轉教室。不少年資較高

的教師認為現時學生沒有課前預習的習慣，而且，小學生年齡較小，未能夠控

制個人的學習進度，草率推行新學習模式令學生難以培養主辦學習的習慣。 

 

而且，現時在香港中實施翻轉教室要面對不少困難。由於現時香港教師的支

援不足，缺乏同儕支援。同時，香港教師在課餘時間要處理大量行政工作，亦

要面對課程進度的壓力，難以再分心推行新教學模式。加上家長對翻轉教室的

認知不足，容易誤會學生利用電腦預習是在娛樂，而不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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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議 

 

根據以上的研究結果及分析，本文作者提出了以下建議方法： 

 

一. 教師應積極建立教師專業群體 

香港小學教師可考慮建立教師專業群體，以獲得教學支援。教師可以透過教師

間的專業對話及同儕間的互動建立關係，從而得到專業上及情感上的支持。由

於實施翻轉教室需要不少時間及精神備課，同儕間的支援能夠有助教師更順利

推行。 

 

二. 教師可選擇合適的方法「翻轉」 

不少教師表示沒有足夠時間及技巧製作教學影片，令實施翻轉教室時出現困

難。然而，實施翻轉教室不一定需要製作教學影片，教師在設計課堂時把重點

放於以學生為重心便可。 

 

三. 教師需培養學生課前預習的習慣 

由於現時不少香港學生沒有課前預習的習慣，令教師擔心翻轉教室對學生的學

習成效下降，故此，教師可先與學生建立預習的習慣，如先利用獎勵方式增加

學生預習的動機，以減少學生因為沒有預習而跟不上學習進度的情況出現 

 

四. 學校需加強與家長溝通 

不少家長對翻轉教室的認知不足，為提升家長對翻轉教室的認識，學校應加強

與家長溝通，如舉辦家長助談會，向家長講解推行翻轉教室的目的及益處，以

免家長因孩子使用電腦而有負面感受。學校需與家長建立互信的關係，讓家長

成為實施翻轉教室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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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究限制 

 

一. 研究對象的限制 

研究對象只是便利抽樣，研究對象的人數亦不足。而且，一些環境因素亦會影

響教師對推行反轉課室，例如學校學生的學習程度及師生關係。 

 

二. 研究時間的限制 

由於研究對象為香港小學數學教師，一般小學教師的教務均十分繁忙，難以

控制問卷回收的情況。或會需要預留更多時間與研究對象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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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問樣本 
 

問題： 

支持： 

1. 有什麼原因會令你想推行翻轉課堂？ 

2. 如果可以推行翻轉課堂，你可以舉一個教學案例分享一下這與傳統課堂實踐的分別嗎？ 

3. 你認為推行翻轉課堂將會遇到什麼困難？ 

4. 針對剛才的困難，你認為有方法解決嗎？ 

 

反對： 

1. 有什麼原因會令你不想推行翻轉課堂？ 

2. 與傳統課堂相比，為何翻轉課堂不適合？ 

3. 如果需要推行翻轉課堂，你認為將會遇到什麼困難？ 

4. 對剛才的困難，你認為有方法解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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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問卷調查 

 

A. 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教學年資    0-5 年    6-10 年     11 年或以上 

    

B. 有關「翻轉教室」的背景 

「翻轉教室」是外國逐漸興起的教學模式，與傳統的教學不同，它把課堂的運作模式翻過來。傳

統的上課模式一般是教師在課室內教授課堂知識，學生再回家進行跟進練習。而翻轉課堂則是讓

學生在家中預習老師事先製作的課程內容，如教學短片，然後再到課堂上做練習及課堂活動。 

 

3. 您曾否體驗過「翻轉教室」?    有    沒有 

4. 您曾否於課堂上實施「翻轉教室」?    有    沒有 

 

C. 對推行「翻轉教室」的看法 

( 此部份致在了解您對實施翻轉教室的看法，每題只需勾選一個選項 ) 

 

一. 「翻轉教室」推行動機 

 

如果推行翻轉教室。。。     

5. 能提升學生對學習的主動性     

6. 能提升學生於課堂上的投入度     

7. 能讓學生控制個人學習進度     

8. 能讓學生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9. 不能有更多時間讓學生在課上互動式學習     

10. 不能讓教師針對課程內容中學生常見的錯誤概念進行釐清     

11. 不能讓教師針對學生常見的學習困難進行有效教學     

12. 不能讓教師設計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活動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極
不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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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翻轉教室」的預期困難 

    

13.  實施翻轉課堂需要更多的專業支持     

14.  翻轉課堂增加教師備課的時間與負擔     

15.  缺乏適當之網路學習平台     

16.  翻轉課堂的教材設計無法展現教師專業     

17.  課程進度的壓力不利於教師實施翻轉課堂教學     

18.  學生無法在翻轉課堂自律學習，並對自己的學習負責     

19.  翻轉課堂壓縮學生休息時間     

20.  學生家庭的電腦設備會影響翻轉課堂的實施     

21.  家長的支持程度會影響翻轉課堂的實施     

三. 「翻轉教室」的建議 

    

22.  舉辦教師翻轉課堂相關研習，提供實務操作經驗     

23.  邀請有翻轉課堂教學專長的教師到校示範教學並讓教師觀摩     

24.  利用教師共同備課機制，一起設計翻轉課堂教學活動，分享

教學影片等教材資源 
    

25.  學校應建立推動翻轉課堂教學的願景，行政支援教學並提供

教師實施翻轉課堂時的必要支持 
    

26.  學校可於課後提供電腦教室，讓家裡沒有電腦、網路設備的

學生得以預習課程內容 
    

27.  利用公開場合向家長宣導翻轉課堂的理念及實施益處，爭取

家長支持 
    

28.  辦理教師影音編製、剪輯等多媒體應用研習課程，強化教師

自製教學媒體的能力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極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極
不
同
意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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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問稿 

 

支持：（教學年資：14年，任教學校：津貼小學）（T1） 

1. 有什麼原因推動你實施翻轉課堂？ 

我認為實施翻轉課堂能夠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因為現時教育主張學生是學習的主導者，而教師則是

一個輔助者，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引導學生吸收新知識。翻轉課堂就能夠幫助教師達成此目的，

學生可以於上課前先觀看教學影片，預習下一堂的知識，教師便能有更多時間於上課時進行高階學

習，如進行課堂討論。我認為翻轉課堂能讓學生更投入課堂，因為翻轉課堂與傳統課堂其中一個分

別是避免單向式知識的傳遞，學生上堂不再單單只是吸收課堂知識，在翻轉課堂中，學生更需要把

已吸收的知識在課堂上應用，如進行討論時學生需要利用已觀看教學影片進行分析，這樣能有助學

生更深入了解新知識。 

 

2. 如果可以推行翻轉課堂，你可以舉一個教學案例分享一下這與傳統課堂實踐的分別嗎？ 

我曾經在教授小四學生棒形圖時實施翻轉課堂。課程中需要學生先了解棒形圖的結構，如標題、縱

橫軸及所代表的部份，然後需要學生學習製作棒形圖。在課堂設計上，我會先要求學生在家中先觀

看教學影片，影片中介紹了棒形圖的演變（由象形圖變成方塊圖，再變成棒形圖），亦向學生說明

了組成棒形圖的各部份，如標題及縱橫軸的擺放位置。由於學生已經對棒形圖有基本認識，所以課

堂一開始時我便詢問一些有關昨天影片內容的問題以作重溫，我準備了一個棒形圖，但缺少了標題

及縱橫軸部份，需要學生幫我進行配對，把正確的內容填補到棒形圖中。然後，我便指示學生分

組，以合作學習的形式製作棒形圖。在此部份，我先跟全班學生進行統計活動，如「4A 班同學 喜

愛的卡通人物」，然後指示學生分組，利用剛才的統計數據製作棒形圖。學生完成後，我展示了各

組的製成品，並邀請學生作出評鑑，如有沒有地方值得欣賞或可以作出改善。 後便進行課堂總結

及派發家課。我認為與傳統課堂實踐的分別是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度提升了不少，由於在課堂上需

要講解的部份較少，故能提供更多時間予學生進行課堂活動及分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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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認為推行翻轉課堂將會遇到什麼困難？ 

我認為其中一個困難是缺乏課餘時間製作教學影片，因為教師下課後要處理不同事務，如開會、批

改功課，根本沒有額外時間可以製作影片。而且，我亦不能確保每一位學生都觀看了教學影片，若

有學生沒有於上課前觀看（影片，便會有很大機會未能理解課堂內容。 

 

4. 針對剛才的困難，你認為有方法解決嗎？ 

說真的，沒有課餘時間唯有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以剛才提到的例子為例，我只可以在假日的時間

才有時間製作教學影片，加上我在製作影片上沒有太多經驗，在後製上花了不少時間。而在檢測學

生有否觀看教學影片方面，我認為可以提供一個網上學習平台予學生及教師，教師可以在學習平台

上載教學影片並提供問題，學生需要在觀看影片後回答問題，教師便可以透過觀察學生回答問題的

情況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 

 

 

 

 

 

 

 

 

 

 

 

 

 

 

 



 38 

支持：（教學年資：2年，任教學校：津貼小學）（T2） 

1. 有什麼原因會令你想推行翻轉課堂？ 

我個人認為翻轉課堂能夠讓學生有更多時間參與討論及思考，而不是只有吸收知識。由於翻轉教室

需要學生預先學習課堂部份內容，可讓教師有更多課堂時間與學生互動。教師可在與學生互動的過

程中評估學生對此概念的理解情形。如果學生對概念的理解表現令人滿意，教師可以繼續下一個話

題。否則，教師應就同一主題進行更詳細、放慢速度的講解，進行針對性教學。 

 

2. 如果可以推行翻轉課堂，你可以舉一個教學案例分享一下這與傳統課堂實踐的分別嗎？ 

我教授小四學生周界時利用了翻轉課堂的方式，與學生講解利用「平移」的方式解答有關多邊形周

界的問題。四年級學生學習「周界」時，一般能應用公式計算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周界，但當他們遇

到多邊形時，由於圖形未有提供所有線段的長度，部分學生計算周界時便遇到困難。為推行翻轉教

室，我先在課前於校內的內聯網上分享一題有關多邊形周界的問題，並提供一條教學影片的連結，

學生可以透過觀看影片學習如何利用「平移」的方式找出多邊形邊界的長度。而於課堂上則利用平

板電腦及教學軟件，以模擬功能來代替實物操作。我認為翻轉課堂與傳統課堂的分別是的是教師於

課堂上可以有更多時間讓學生進行課堂活動，學生能透過實際操作及同儕間的互動加深對課題的了

解。 

 

3. 你認為推行翻轉課堂將會遇到什麼困難？ 

我認為翻轉課堂加重教師責任，由於現時教師需要在課堂上帶領學生進行討論，教師和學生的角色

互易促使教師責任提高，更需教師的責任心、愛心、耐心和專業技能。另一個推行翻轉課堂的難題

是學生的自律問題，由於翻轉課堂需要學生課前預習，要求學生對自己的學習有一定程度的負責。

而此部份教師較難控制，因為教師很難確保每一個學生均會自律地觀看教學影片，若果課堂在學生

沒有預習的情況下進行，便會令學習成效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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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針對剛才的困難，你認為有方法解決嗎？ 

我認為學校可提供支援予教師，如邀請校外有翻轉教室經驗的老師分享教學心得，讓教師能夠參

考，以 適合的方式輔助及帶領學生討論。而學生自律問題方面，教師可以獎勵的形式鼓勵學生主

動觀看教學影片，如利用儲積點方式進行，同時亦可以在製作教學影片方面著手，以有趣及動畫的

形式展示知識了學生，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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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教學年資：8年，任教學校：津貼小學）（T3） 

1. 有什麼原因會令你想推行翻轉課堂？ 

首先，我認為翻轉課堂可以讓學生變得更自主學習。在翻轉課堂的模式下，學生可以在課堂以外的

時間學習教師提供的教學材料，如教學影片，這樣可以培養學生掌握個人學習時間的習慣。例如，

學生可以利用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時間觀看教學影片，進行預習，做到隨時隨地自主學習。我明白

現時不少學生需要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及興趣班，而翻轉課堂就可以讓學生利用行動裝置自由地於

課外的時候預習。而且，翻轉課堂可以讓學生於課堂上進行更高階的課堂活動，如解難活動。由於

翻轉課堂可以讓學生在課前掌握基礎知識，然後教師可以在課堂時間與學生處理一些難度較高的數

學題目，提升學習效能。 

 

2. 如果可以推行翻轉課堂，你可以舉一個教學案例分享一下這與傳統課堂實踐的分別嗎？ 

我選擇了在教授小六學生速率時運用翻轉課堂的模式。以教導速率的公式「速率＝路程 ÷ 時間」

為例，我預先在學校內聯網上載教學影片，影片內容主要講解這一條公式如何得出，並附以一題簡

單的速率問題讓學生計算。然後，在課堂中，我提出一系列有關計算速率的應用題，但難度就會提

升，當中會涉及單位轉換等陷阱，需要學生分組合作解難以找出答案。與傳統的課堂相比，我認為

翻轉課堂讓教師更容易找出學生的錯處，從而針對學生的錯處進行教學。以速率這一課為例，我透

過分組解難活動，發現不少同學在面對應用題時會不理會資料數值的單位而盲目計算，我便立即提

升全班同學要留意每一個資料的單位是否可以不用轉換便可直接計算。而且，翻轉課堂可以讓我有

更多時間與學生互動，讓我有更多機會了解學生如何學習。教師 常用的檢測方式必定是家課，可

惜家課許多時候只會得知學生的答案，卻未能了解到學生如何得出答案。而透過翻轉課堂我可以有

更多時間於課堂上觀察學生，更深入地了解到學生的思考模式。 

 

3. 你認為推行翻轉課堂將會遇到什麼困難？ 

我認為其中一個困難是教師之間缺乏同儕支援。以我校為例，數學科只有四位教師會推行翻轉課

堂，不夠人手製作相關的教學影片及網上學習教材，若果草率推行只會加重教師負擔。而且，我認

為有需要向家長介紹翻轉教室，因為許多家長都對子女用電腦有負面感受，認為他們在娛樂而非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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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針對剛才的困難，你認為有方法解決嗎？ 

我認為學校的支援是不可或缺的，學校可以邀請翻轉課堂的專家到校向教師介紹及推廣翻轉課堂，

引導更多教師參與推行翻轉課堂，減輕個別教師的重擔。同時，學校亦要多向家長宣傳，如舉辦助

談會，向家長解釋何為翻轉課堂，並向他們解釋學生資訊學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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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教學年資：16 年，任教學校：津貼小學）（T4） 

1. 有什麼原因會令你不想推行翻轉課堂？ 

首先，我不是反對翻轉教室的理念，我相信大部份教師都會認同對學生有益的教學策略，而翻轉課

堂確實是以學生為本的策略。而我反對推行的原因是我認為翻轉教室不適合在現階段的小學實施，

現時不少教師的教學年資已有一定程度，對他們來說，他們已經掌握了課堂教學技巧及固有教學模

式。若果我們突然要改變他們的上課教學模式的話，相信會引起不少同工的不滿及覺得自己的教學

模式及實力受到挑戰。而且，教師除了教學工作之外，亦需要面對大量行政工作，根本沒有時間及

心情接受及學習新事物，更不要說要切實地執行一個全新的教學模式。 

 

2. 與傳統課堂相比，為何翻轉課堂不適合？ 

我認為傳統的課堂較適合小學生，因為教師能夠用直接教授的方式向學生傳遞知識，能夠確保學生

百分之百地吸收，而翻轉課堂則不能確定學生是否已經在家中觀看了教學影片，亦不能確保學生是

否能夠明白了解影片內容。而且，相比於翻轉課堂，傳統的課堂模式不需要花費教師大量時間預習

及製作影片，於課堂上亦不會出現學生因沒有觀看影片而不能參與課堂討論的情況。 

 

3. 如果需要推行翻轉課堂，你認為將會遇到什麼困難？ 

我認為第一個問題是教師未能適應，雖然不少教師有接觸過翻轉課堂，但真實地實踐起來的卻不

多，若一下子要沒有經驗的教師推行，相信會有一定難度及阻力。其次，是來自家長。因為不少家

長對翻轉課堂的認識不深，若果學校推行新政策而沒有得到家長支持的話，只會令到學校與家長間

的關係變差，影響翻轉課堂對學生的成效。 

 

 

4. 對剛才的困難，你認為有方法解決嗎？ 

我認為學校可邀請有翻轉課堂經驗的教師作教學示範，讓教師了解及體驗翻轉課堂，從中明白及理

解翻轉課堂對學生的影響，亦可邀請有翻轉課堂經驗的教師作分享，讓教師可以就翻轉課堂的議題

作出提問及討論，深化教師對翻轉課堂的認識。同時，學校亦可以為家長舉辦助談會，向家長介紹

翻轉課堂的背景及講解學校推行翻轉課堂的目的，增加家長對翻轉課堂的認識及爭取他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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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教學年資：3 年，任教學校：津貼小學）（T5） 

1. 有什麼原因會令你不想推行翻轉課堂？ 

我認為現階段推行翻轉課堂不一定會有助學生學習，反而有機會對學生造成不公平的學習環境。以

本校為例，我們大部份學生都是來自基層家庭，不一定每一個學生都能夠在家中有電腦設備觀看教

學影片。而翻轉課堂所要求的就是學生必須在上課前觀看影片進行預習，倘若學生因為家庭的經濟

環境而導致學生不能參與課堂學習，便會對學生造成很大的影響，不但未能幫助學生學習，更有機

會加深學生之間的學習差異。 

 

2. 與傳統課堂相比，為何翻轉課堂不適合？ 

我認為與傳統課堂相比，翻轉課堂更大機會增加學生及教師的壓力。在學生方面，翻轉教室需要學

生在課餘時間完成預習，學生平日已經需要完全大量家課，若果再需要學生進行預習便要犧牲他們

的休息時間，令學生需要花費在學習的時間增加了不少。而且，在教師方面，教師現時已需要處理

大量學生家長問題及行政工作，根本沒有多餘時間錄製教學影片，若強推翻轉課堂只會令教師犧牲

自己的休息時間，有機會令教師的教學質素下降。 

 

3. 如果需要推行翻轉課堂，你認為將會遇到什麼困難？ 

我認為其中一個困難是學生沒有預習的習慣，不少學生長期習慣在課堂上聽講首次接觸內容，考前

才複習的模式。他們憤性從教師吸收知識，而缺乏自己尋求知識的能力，剛開始時會有可能出現學

生沒有預習的情況，令學生未能投入課堂討論。 

 

 

4. 對剛才的困難，你認為有方法解決嗎？ 

我認為教師可以先與學生練習如何進行課前預習，如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向學生預告當天晚上會在教

學平台上載一條數學問題，若學生能於下一堂提供答案便會有獎勵。教師可以利用這個方式與學生

模擬預習的模式，增加他們課前預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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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教學年資：8 年，任教學校：津貼小學）（T6） 

1. 有什麼原因令你不想推行翻轉課堂？ 

我反對的主因是因為現實環境的問題，現時大部份教師都需要面對教學進度的壓力，幾乎每一天都

有數學堂，每一天都會有大量功課批改，很難做到每一堂都實施翻轉課堂。若要強推翻轉課堂只會

加重教師的負擔。我認同翻轉教室是一個以學生為本的教學模式，只可惜會令教師的壓力大增。而

且，翻轉課堂需要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學習，但現在香港學生放學後要參加課外活動班及補習班，又

要應付每天大量的家課，實在很難再要求學生觀看教學影片。若果強迫學生只會令他們反感，大大

降低他們的學習動機及興趣。 

 

2. 與傳統課堂相比，為何翻轉課堂不適合？ 

我認為傳統課堂較穩定，不會出現太多變數。傳統課堂一般要控制的是學生的課堂秩序，只要學生

不在課堂上出現行為問題便可以平安度過。但是，翻轉課堂則會為教師帶來許多不確定性，例如學

生有否預習、學生是否理解教學影片的內容、若學生沒有預習教師要如何協助、學生是否認真參與

課堂活動等的問題都是教師需要考慮的。這麼多的變數無疑令課堂的教學難道大增，容易令教師感

到壓力。 

 

3. 如果需要推行翻轉課堂，你認為將會遇到什麼困難？ 

如果要推行翻轉課堂，我認為前置作業要先處理妥當。因為現時小學課節十分緊迫，每一日都需要

上數學堂，教師沒有辦法每一天都預留時間製作影片。而且，教師很難確保學生會觀看教學影片。

因為不少學生在課餘時間需要參加課外活動班及補習班，亦要花時間完成家課，不一定每位學生均

有時間預習。 

 

4. 對剛才的困難，你認為有方法解決嗎？ 

在前置作業方面，若果學校能夠找到資源可以讓教師用作翻轉課堂的話，便可以大大減輕教師的工

作量。而學生方面則要考慮網上平台，可以參考「每日一篇」的做法，在影片的未段提出問題，要

學生回答，再以鼓勵形式獎勵表現好的學生，提升學習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