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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1.1 研究動機 

 

近年教育觀念由教學者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習者為中心，教學者成為了學生的學習

促進者 (黃國禎，2018)，加上電子化教學的盛行，翻轉課室的熱潮約在2011年開始 (郭

靜姿 & 何榮桂，2014)。 

 

在翻轉課室下，學生須在上課前自學教師提供的線上教材，如影片，然後課堂時

間主要用作課堂活動 (Wells & Holland, 2016)，有別於傳統直接教學模式。教育局早於20

15年在《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文件中建議翻轉課室應「廣泛地」為學校所採用 

(教育局，2015)。加上已有不少中史和其他學科教師分享實行翻轉課室的經驗 (教育局，

2019)，可見翻轉課室被認為是適合中史科的新興教學模式。 

 

從上文的簡介中可略知翻轉教室的教學策略及教育局對中史科翻轉課室的推行。

雖然西方有翻轉教室的相關研究，但探討中史科應用翻轉教室的研究卻甚少。究竟中

史教師們會否認同翻轉課室「廣泛地」適用於不同學校的中史科之說法？中史科教師

又會否同意翻轉教室可以在不同教學環境下有效地協助學與教等問題仍有待驗證。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香港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學中史教師為研究對象，了解中史科使用翻轉教

室的情況，洞悉影響他們使用翻轉課室的因素及對其教學成果之看法。並透過分析影

響因素及感知教學成效的關聯，從中史教師的角度理解使用翻轉教室及達到相關教學

效果的促成條件。從而探討改善方向，增加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意願，亦使翻轉

教室的優點能彰顯在不同組別學校的中史科教學上。 

 

1.3 研究問題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目的，制定出以下研究問題作探討方向： 

1.  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概況是怎樣的？ 

2.  有甚麼因素影響了不同學校組別的教師在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 

3.  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如何看待翻轉教室的教學成果及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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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翻轉課室的定義 

 

翻轉課室的理念源於Bergmann與Sams (2012)，本意讓學生先透過影片來學習基礎

知識，課堂時間則用作實驗或討論活動。其後翻轉課室被定義為教師把課堂直接講授

的內容，透過各種電子教學方式置於課前，目的是讓教師有更充裕的課堂時間來解決

學生在課題上的問題，以及進行更高階的學習活動，促進學習成效 (Bishop & Verleger, 2

013)。Strayer (2012) 更進一步提及使用互動科技協助學生在家中有系統地學習，然後在

課堂上增加師生之間的互動和知識應用，便是翻轉課室的重點優勢。 

 

2.2 翻轉課室的教學理論分析 

 

研究者將以Bloom的認知領域 (圖一) 作分析翻轉課室教學目標。劉怡甫 (2013) 指

出，在一般傳統教學方法中，教師在課堂上主要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中是低階的「記

憶」和「理解」，即內容和概念。在認知領域中層「應用」和「分析」仍能透過課堂

練習、家課等實踐，讓學生把課堂上所學的應用出來；屬高階思維能力的「評鑑」和

「創造」卻礙於課堂時間有限，學生未能在教師的指導下完成。 

 

相反，在翻轉課室的應用下，學生將在課堂以外的時間透過電子科技媒介獲得基

本知識，完成低階的「記憶」和「理解」思維能力，所騰空出來的時間則運用於課堂

上師生的討論和協作活動，集中訓練較高階的「應用」、「分析」和「評鑑」思維能

力 (Francl, 2014)。 

 

由此可見「翻轉課室」所翻轉的是教學順序，旨在解決傳統教學的不足，讓學生

在教師的協助下完成較高層次的思維能力 (劉怡甫，2013)。在翻轉課室的過程中，學

生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而是在課前被鼓勵自主學習，在課堂上成為了主動學習

的參與者。教師亦不再只是知識傳授者，而是引導學生思考及提供專業回饋的學習促

進者和輔助者 (Salifu,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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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Bloom 的認知領域分類圖 (Anderson 與 Krathwoh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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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影響中史教師使用翻轉課室之因素 

 

Walinga (2008) 指出，當一個人認為自己有條件應付轉變過程中帶來的挑戰和問題，

便會採取應對的策略，並且有較大機會願意作出轉變。換言之，若教師認為使用翻轉

課室所帶來的挑戰未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處理，教師對於推行翻轉課室的意欲便會

不大，是為影響中史教師實踐翻轉課室的因素。過去有不少學者從教師、學生及環境

方面作出論述，因此研究者把幾項重要的因素分為四個層面分析，包括：自我效能、

學生動機、學校支援，以及社群與文化。 

 

2.3.1 自我效能 

 

教師的自我效能與翻轉教室的使用息息相關，當中的因素包括：資訊素養、教學

設計，及教學信念。 

 

首先，使用翻轉教室的教師需要運用不同的教學、影片軟件及具備搜尋相關資訊

的能力 (Lo, Lie & Hew, 2018)。有學者指出教師具備資訊素養能有助推動建構式教學 

(Becker, 1999)，翻轉教室是建構式教學法的一種 (Brooks & Brooks, 1999)。資訊素養當中

與翻轉教室有密切關係的包括 (McClure, 1994)：1. 媒介素養，指運用、解讀、評估、分

析，甚至製作不同類型的傳播媒體及內容素養的能力；2. 電腦素養，指使用電腦及各

項資訊科技設備的能力；3. 網路素養，指運用網路搜尋資源的能力。 

 

有學者認為在香港願意推行翻轉教室的中國歷史科教師有相當高的資訊素養，能

應用不同的教學媒介與平台如Nearpod, EduVenture, EDpuzzle等等 (鄭家寶 & 文家榮，201

7)，及各種行動裝置來製作影片和練習來推行翻轉教室 (張展瑋 & 莊紹勇，2016)。因

此，對相關的資訊科技知識和技能有較高掌握程度的教師將會比較容易及有較大信心

實踐翻轉教室 (張彩莉，2019)。 

 

其次，翻轉教室的設計本意是先讓學生透過影片來學習基礎知識，課堂時間再用

作實驗或討論活動 (Bergmann與Sams，2012)，意味教師不再於課堂時間內講解書本內

容和知識，需要運用額外時間來錄製課前影片、製作課前評估和練習，及設計更豐富

的課堂活動 (Educause, 2012; Lo, Lie & Hew, 2018)，變相無形中增加了教師的備課負擔 

(郭靜姿 & 何榮桂，2014)，影響教師個人推行翻轉教室的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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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顏銘志 (1996) 認為，教學信念是教師所身處的教學環境和對象，與個人背

景、特質及教學歷程的互相影響下，從而對某些事物或看法產生出一種認同的態度。

有學者更明確地指出教學信念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教學理論和方法、學習活動設

計、角色與職責等等有所持的思想 (王恭志，2000；林進材，1999)，並進一步影響着他

們的行為和決策 (Pajares, 1992)。Ertmer (2005) 再作出補充，指出教師的教學信念長期因

教學經驗和環境因素影響而塑造和變化。因此，教師的教學信念可歸納為教師的個人

背景和教學過程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從而對教學上持有一定的取向和思想，繼而

在教學決策上反映出來(Kagan, 1992)，並持續地因應時代和環境而有所改變。 

 

而改變教師教學信念的因素包括了成功的教學經驗 (Calderhead, 1996)。不論是資歷

尚淺或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均傾向跟據個人的教學信念來判斷該教學方式是否有利

於他們的學生學習 (Kagan, 1992)。翻轉教室是其中一種電子教學模式 (課程發展議會，

2019)，即使電子教學為大勢所趨 (郭靜姿 & 何榮桂，2014)，但教師的教學信念將影響

他們會否真誠地接納及運用科技來輔助學與教 (Czerniak & Lumpe, 1996; Ertmer, 2005)。

因此，教師是否願意使用翻轉教室也會受到自身的教學信念所影響。 

 

 

2.3.2  學生動機 

 

學生是翻轉教室下的受眾，而Bristol (2014) 認為學生缺乏動機完成課前學習將影響

翻轉教室的實行，因此學生的學習動機對於教師進行翻轉教室造成很大的影響 (張展瑋 

& 莊紹勇，2016)。Herreid 與 Schiller (2013) 指出教師在使用翻轉教室的教學策略時，常

常面對有學生未有完成功課或預習，故此學生在課堂上對相關課題未有基本知識，教

師需要在課堂時間上重新再教授一遍。翻轉教室的使用要求學生在課前獲得一定的基

本知識，才能在課上進行深層次的學習活動 (Francl, 2014)。然而，以上研究指出學生完

成課前預習的動機成疑，若有部分學生因時間分配問題而無法完成或不願意完成課前

預習，那麼課堂活動就未必能夠按原定計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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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學校支援 

 

在學校層面上，其技術、硬件設備能有助教師實行翻轉教室，如空間、錄影設備

等等 (郭靜姿 & 何榮桂，2014; 張彩莉，2019)，現今大多數的電腦設備均內置麥克風和

網絡鏡頭，因此對教師而言制作影片的時間和空間限制不大。但是，學生可能礙於社

經地位，家中沒有相應的硬件完成預習，如電腦或網絡設備，而學校又未能提供支援

的話，學校設備便是影響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因素。(黃政傑，2014; 林哲宇，2017)。 

 

 

2.3.4 社群與文化 

 

對教師而言，所身處的環境有否足夠的支援，將影響教師使用翻轉教室。其中相

關的因素包括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育文化，及實踐中史教學之脈絡。 

 

首先，有學者認為教師的專業學習社群有助學校改進和推行創新教學 (張德銳 & 

王淑珍, 2010)。專業學習社群是指教師們在社群中不斷分享經驗和互相學習，使自身

有所成長和發展，並解決教學問題及實踐創新教學，以提升教學質素和學生學習的品

質。(Hord & Sommers, 2008; 丁一顧, 2010; 蔡進雄, 2005) 過往有研究指出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中的替代性經驗、同儕之間的支援、反思性對話等等，如透過同儕觀課及在工作坊

中交流翻轉教室的實務和成功經驗，或共享教學資源以減輕制作影片的負擔等等，可

讓教師在當中獲得相關教學法的有用資訊及了解其可行性，從而增加實踐翻轉教室的

動機和信心 (Schunk, 2000; 吳俊憲 & 吳錦惠, 2015; Bandura, 1997; 郭靜姿 & 何榮桂，201

4)。相反，若教師身處於一個未有建立專業學習社群，將可能因為認識不足或缺乏同

儕支援，對實行「翻轉教室」則會望而卻步。 

 

其次，也有學者指出考試文化成為教師推翻轉教室的障礙 (張展瑋 & 莊紹勇，201

6) 。考試文化在華人社區根深蒂固 (黃毅英 & 林智中, 1997)，香港是一個學歷社會，考

試成績將決定升學和就業等機會 (楊奇, 1993)，即使在2001年進行了課程改革，考試文

化亦未必有所改變 (林智中, 2007; 霍秉坤 & 葉慧虹，2010)。因此，學生的考試成績由

其是公開試成績便反映了教師的效能，成為學校評價教師表現的其中一個指標 (盧乃桂，

2002)。如是者，考試便主導了教師的教學內容和方式 (Choi, 1999)，翻轉教室便與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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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掛勾，若教師未能肯定實踐翻轉教室會為學生公開試成績帶來正面效果，便是影

響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因素。 

 

再者，實踐中史教學之脈絡方面，有學者認為翻轉課室的實施需要審視實際的教

學需求 (黃政傑, 2014)。就Sams & Bergmann (2013) 所提及的施行條件而言，充斥着大量

史實並講求應用及分析能力的歷史科目在理論上是適用「翻轉課室」教學模式的。亦

有研究發現歷史科目運用翻轉課室的確能夠讓教師投放更多課時用作培養學生的歷史

思維能力 (Aidinopoulou & Sampson, 2017)。在香港的中史教學情境下，翻轉課室符合中

國歷史科以「探究學習」的教學策略 (課程發展議會，2001)。與此同時，香港教師面

對中史課題內容甚多但課時不足的問題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2015)，有學者認為翻

轉教室讓學生在家預習，解決了其他科目課程太廣、課時不足的問題 (高寶玉, 2018)，

中史科應該也可以透過翻轉教室來解決以上問題。加上有學者提及課前影片理想的時

長應在8分鐘內 (Guo et al., 2014; Aidinopoulou & Sampson, 2017;  Lo, Lie & Hew.,2018)。因

此，中史教師可能會考慮翻轉課室的實際施行能否配合中史教學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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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翻轉課室」的教學成果 

 

有不少學者已就翻轉課室的教學成果作出研究和討論，研究者將集中於翻轉教室

的其中兩項教學成果，包括：有效調整學與教及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2.4.1. 有效調整學與教 

 

有效調整學與教的教學成果將分為「調整學與教的步伐」及「優化教學質素」兩

個部分展開文獻討論。 

 

首先，對調整學生的學習步伐而言，有學者研究其他學科使用翻轉課室時發現，7

7%的學生認為課前影片的重播功能讓他們調整學習步伐，更有效消化學習內容 (Ramire

z, Hinojosa ve Rodriguez, 2014)。學生可以暫停和重播不明白的教學內容，讓學生理解該

部分的難點後才繼續下一個學習重點，因此學生能夠更好地管理學習新知識時的認知

負荷 (Salifu, 2016; Clark et al., 2005; Goodwin & Miller, 2013)。 

 

其次，對調整教師的教學步伐而言，Bergmann, Overmayer & Willie (2011) 提出翻轉

課室讓教師了解學生的能力和根據實際需要來設計課堂內容，協助他們學得更好。教

師可透過學生的問題來評估影片的教學成效 (Bergmann & Sams, 2012)，教師可從課前練

習中了解學生對知識的認知和運用程度，及後便可針對學生的長短處和需要來調整教

學 (Cole, 2009; Fulton, 2012)。因此在翻轉課室下，教師可跟據學生的學習進度來調整及

提升教學效能，以符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黃政傑, 2014)。 

 

再者，有學者認為翻轉教室可優化教學質素。翻轉課室與其他教學模式比較下，

教師有更多課堂時間來進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活動 (Cole, 2009; Aidinopoulou & Sampso

n, 2017)。在現實的教學中，教師的授課模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考試的範圍。大量的課

程內容導致教師只有甚少機會根據學生的興趣來設計教學活動 (Tomlinson, 2014)。相反，

在翻轉課室的教學模式下，學生在課前預習後對課題已有一定的認識，課堂時間便不

再用作教授冗長的內容，教師可運用課堂時間來進行更多元化和深化所學的課堂活動，

直接讓學生應用所學的知識，對課題作更高層次的學習活動和深入的探討 (Kellogg, 200

9; 張展瑋 & 莊紹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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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優化教學活動外，有學者發現使用翻轉課室的學生在課堂參與度上有所提高 

(Ayçiçek & Yelken, 2018)。Fawley (2014) 認為翻轉課室比傳統教學模式更有優勢，因為

學生在課堂上不再單向地聆聽教師講授內容，而是需要投入在小組活動中，並完成相

應的討論或習作。加上Bergmann & Sams (2012) 指出，在翻轉課室下，學生課堂參與度

的提升能間接減少學生在課堂中作出偏離學習的行為，如分神、不守班規等等，避免

對其他學生在學習上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翻轉課室能有效改善教師在課室管理上的

問題，使教學得以順利地進行。 

 

 

2.4.2.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有不少研究指出翻轉教室能有效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當中包括了不同角度的論述。

研究者將主要探討當中「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及「促進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的部

分。 

 

有學者指出教師在教學中應留意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展現的多樣性，並且讓每位

學生得到應有的照顧 (韓孝述，李文浩 & 黃顯華, 2011)。有學者認為翻轉教室是處理學

習差異及「補底」的好方法 (趙志成，2014)。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可以重看不明白的

教學內容；能力較高的學生則可在熟悉教學影片後，探索與課題相關的其他資料來增

加他們對課題的掌握 (Gunyou, 2014)。因此翻轉課室課前部分的網上工具及資源可照顧

學習多樣性，學生根據自己的學習情況和自身的能力來學習，讓他們了解自己在課題

上的優缺點並加以改善和強化，從而達到自主學習的效果。 

 

其次，Salifu (2016) 指出翻轉課室比傳統教學更能促進學生成為一個自主學習者。

自主學習被定義為學生在動機上、行為上及元認知上均能積極地參與在學習的過程當

中，當中元認知為自主學習的重心，所指的是學生能夠不斷地自我監察，從回饋中檢

討自己的學習成效，加以改進，從而達成學習目標 (Zimmerman, 2000; Zimmerman, 2001; 

Carver & Scheier, 1981)。翻轉課室讓學生自主地掌控甚麼時候、甚麼地方或如何學習，

如學校以外的時間和空間學習；教師在當中的角色便是引導者，有研究指出教師運用

翻轉教室使學生對自主學習的模式有一定的認知和掌握，其自主學習的技能亦會顯著

的提升 (鄭家寶 & 文家榮，2017; Zainuddin & Perera，2018)，如訓練學習把課前預習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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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習慣，並有自治感地完成課前的預習。此外，由於學生在課前可以把課題的重

點和問題記下，然後帶着問題來上課，學生比過往變得主動地在課上發問來解決學習

上的難點。(Bergmann & Sams, 2012; Lo, Lie & Hew, 2018) 學生亦會較主動把網上搜尋到

的相關資料或問題帶回學校與同學討論，在討論過程中透過同儕和教師的回饋來檢討

自己的學習效能。因此教師使用翻轉教室更有利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技能，引導學生

成為自主學習者。 (Bergmann & Sams, 2012; Schunk & Zimmerman, 2007; Paris & Paris, 200

1; Bipshop and Verleger, 2013) 

 

2.5 小結：研究概念圖 

 

文獻分析中歸納了幾個影響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主要因素，然而以上文獻大部分

以只針對其他科目影響翻轉教室的因素及成果使用翻轉教室，有關香港中史科使用翻

轉教室的文獻卻寥寥可數，因此研究者有意集中在研究中史科的翻轉教室。研究者以

下圖表展示本研究概念 (見圖二)： 

 

圖二、影響現職中史教師使用翻轉課室的因素及感知教學成果比較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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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3.1 研究對象及流程 

 

本研究對象為現職香港中國歷史科教師，主要使用混合方法研究法中的解釋性設

計，這是一種同時使用質化和量化的研究方法，兩種方法一同運用使研究者對研究問

題有更全面的理解，對變項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入的探討 (Fraenkel, Wallen & Hyun, 2019)。

研究者將先做量化研究，繼而使用質性研究法來進一步釐清和解釋研究中所發現的關

係。量化研究將以問卷為調查工具，樣本數量為100名不同學校組別、在香港任教中國

歷史科教師，其後再輔以質化研究中的訪談，預計將集中訪問6位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國

歷史科教師 (見表一)。 

 

表一、研究方法與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人數 

量化 (問卷) 100 

質化 (訪談) 6 

 

3.2 量化研究：問卷調查 

 

本研究問卷採用Likert四點量表設計，填答者可以在「非常同意」到「極不同意」

四個選項中作圈選。為了讓填答者可以表明偏向同意或不同意的答案，問卷中並沒有

「沒有意見」的選項。若填答者圈選「非常同意」給4分，「同意」給3分，「不同意」

給2分，「極不同意」給1分。在問卷第一部分的因素得分愈低，表示該類條件愈未能

滿足，是為影響中史教師實行翻轉教室的因素。在問卷第二部得分愈低，代表中史教

師愈不同意「翻轉課室」/ 其他教學法的感知成果。 

 

問卷的型態為結構化問卷，以封閉式問題為主，使用行為評等量表中的數字型評

等量表讓中史教師們作出程度上的表達，同時需要把當中評量點數字的意義解釋清楚，

以減少個人對數字的主觀意義因而出現差異 (Fraenkel, Wallen & Hyun, 2019)。標準化答

案有利調查者清楚理解問題，封閉式問題會列出了所有可能的答案，調查者不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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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出答案，節省調查者的回答時間，同時也方便研究者對問卷調查結果進行歸納和進

行電腦處理分析。 

 

研究者將會向100名不同學校組別及在香港任教中國歷史科的教師派發問卷 (附錄

一)，此研究的抽樣方式為滾雪球抽樣，由於研究對象中國歷史科教師於每間中學可能

只有2-3位，母體群人數有限，加上研究者受制於仍未成為在職中史科教師的關係，因

此研究者將先接觸母校和實習學校的中史科教師，並透過他們的人際網絡把問卷推薦

給他校的中史教師，在這個方法比較簡單快捷地完成預計的取樣數量 (Ruane, 2005)。 

 

 問卷中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先詢問教師在中史教育上使用翻轉課室的背景資料，以

了解翻轉課室在中史科的實施情況。問卷的第三部分集中在研究問題 2. 「有甚麼因素

影響了不同學校組別的教師在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問卷的第四和五部分集中在研

究問題 3. 「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如何看待翻轉教室的教學成果及為何？」問卷調

查所得的資料將以SPSS 26.0進行分析和處理，主要使用的統計方法見表二。 

 

表二、量化研究統計方法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以平均數、 標準差、次數統計等分析中史教師推行翻轉課室的

現況。 

 

二、信度分析：為確認保本問卷的題目在測量各研究變項有一定的一致性和穩定性，

將利用Cronbachs α值作測試信度。 

 

問卷數量：100 

研究問題 統計方法 

1. 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

概況是怎樣的？ 
描述性統計分析 

2. 有甚麼因素影響了不同學校組別的教師在

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 

信度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 

3. 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如何看待翻轉教

室的教學成果及為何？ 

信度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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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不同學校組別的教師對中史科實行翻轉課室的影響因素

和感知教學成果之差異，若出現顯著性差異，則再使用薛費法 (Scheffé's method) 作事後

比較 (吳明隆，2009)，以分析研究問題。 

 

四、相關性分析： 以Pearson積差相關，考驗各因素與各感知教學成果之相關性，以了

解之間是否有關聯。 

 

3.3 質化研究：訪談 

 

研究將會以一對一形式進行個體訪談作質化研究，訪談主要讓教師加以闡釋研究

問題 2. 「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認為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面對着甚麼限制？」; 及 3. 

「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如何看待翻轉教室的教學成果？」，目的在於深入了解影

響教師使用翻轉課室的因素，及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對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的感

知教學成果。 

 

對象來源為已完成問卷的香港中史科的教師，研究者從量化問卷中讓願意接受訪

談的教師留下聯絡方式，以彌補便利抽樣在一定程度上的誤差。針對研究問題二和三，

將訪問6位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並預計每組別訪談各兩位，以便對不同學校組別

在翻轉課室上的實際運作進行探討。 

 

質性研究的訪談將會採用半結構性訪談，目的是讓研究者可以在訪談的草案的綱

要中，就受訪者新的意見再即席「追問」，提出新的問題 (Fraenkel, Wallen & Hyun, 201

9)。訪談可讓受訪者暢所欲言之餘，議題仍能聚焦在訪談大綱內，以提高研究信度和

效度。在獲得訪談許可後以錄影或錄音保存訪談過程，以便研究者把訪談內容繕寫為

文字，然後再以N-vivo (Release 1.0) 軟件再作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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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限制 

 

首先，對象的人數較少，通常一間學校只有兩至三名中史教師，疲情影響下亦未

能直接接觸大部分在職的中學中史教師，因此未能做到各組別廣泛取樣，推論上需較

為謹慎。 

 

其次，雖問卷調查人數能達到目標，但各組別訪談人數原本目標為9位。一般中學

教師的教務繁忙，加上疲情影響下教師需要趕上教學進度，原本表示願意接受訪問的

教師因而未有接受訪問。幸好最後各組別仍有2位教師接受訪問，因此調查和訪談數據

足以回答三個研究問題。 

 

最後，基於本研究篇幅及取樣人數限制，在因素及感知教學成果方面有幾項相關

性未有教師作出詳細解釋，因此無法作出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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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4.1 研究問題一：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概況是怎樣的？ 

 

4.1.1 量化研究 - 描述性數據分析 
 

就整體而言，有多於80%的受訪中史教師曾考慮在中史科運用翻轉教室 (見表三)，

但不足50%的受訪中史教師正在/曾經於中史科運用翻轉教室。 

 

此外，不同學校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在「正在或曾經於中史科運用翻轉教室」(見

表四) 的回應上有所不同。第一組別中有近70%的受訪中史教師是正在或曾經使用翻轉

教室；第二組別下降至約50%；第三組別更下降至不足30%。 

 

表三、中史教師曾考慮使用翻轉教室的概況之次數分配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是 84 82.4 82.4 

否 18 17.6 17.6 

總計 102 100.0 100.0 

 

表四、中史教師正在/曾經使用翻轉教室的概況之交叉列表 

 
任教學校所屬組別 

總計 
第一組別 第二組別 第三組別 

我正在/曾經於

中史科運用翻

轉教室。 

(1) 是 計數 16 19 11 46 

任教學校所屬組別內的 % 66.7% 52.8% 26.2% 45.1% 

(2) 否 計數 8 17 31 56 

任教學校所屬組別內的 % 33.3% 47.2% 73.8% 54.9% 

總計 計數 24 36 42 102 

任教學校所屬組別內的 % 100.0% 100.0% 100.0% 100.0% 

 

 

 

 

 

 

 



學生姓名：郭良貞 

18 

 

4.2 研究問題二：有甚麼因素影響了不同學校組別的教師在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 

 

4.2.1 量化研究 - 信度分析 

 

在影響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之因素部分，主要分為四個層面，

在本問卷採用了4個向度的量表。就整體而言，量表的信度頗為理想 (見表五)，因此本

部分研究的整體信度頗高，顯示本部分研究量表的內部有良好的一致性。 

 

在四個層面中，自我效能 (Fper) 包括有三個因素，共10題，其信度系數為0.665；

學生動機 (FStu) 有一個因素，共3題，其信度系數為0.702；學校支援 (FSch) 有一個因素，

共4題，其信度系數達0.888；社群與文化 (FSoc) 包括有三個因素，原本為8題，刪去信

度較低的問題後(第25題)，其信度系數為0.543。 

 

表五、影響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之因素問卷的信度系數表 

層面 信度系數 (α) 

自我效能 (Fper)  (第1至10題) .665 

學生動機 (FStu)  (第11-13題) .702 

學校支援 (FSch)  (第14至17題) .888 

社群與文化 (FSoc)  (第18至24題)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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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量化研究 - 描述性數據分析 

 

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在影響因素上，三個組別分別在自我效能、學校支援及

社群與文化的平均值都是2.5分以上 (見表六)，顯示中史教師對這三個層面為偏向同意

程度。 

 

而在學生動機層面上，第一、二組別平均值為2.8750及2.7778，都在2.5分以上為偏

向同意的程度，可見該兩組別的中史教師同意他們學生有一定的學習動機完成翻轉教

室。唯第三組別的平均值只有2.1分，屬量表中不同意的程度，可見第三組別的中史教

師不同意他們的學生有充分的學習動機完成翻轉教室。 

 

表六、影響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之因素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人數 N=102 平均值 標準差 

自我效能 (Fper) 

(1) 第一組別 24 2.7500 .07755 

(2) 第二組別 36 2.8194 .03515 

(3) 第三組別 42 2.6500 .02815 

學生動機 (FStu) 

(1) 第一組別 24 2.8750 .10955 

(2) 第二組別 36 2.7778 .05939 

(3) 第三組別 42 2.1905 .06026 

學校支援 (FSch) 

(1) 第一組別 24 2.8438 .68291 

(2) 第二組別 36 2.8750 .43301 

(3) 第三組別 42 2.7798 .53019 

社群與文化 (FSoc) 

(1) 第一組別 24 2.7143 .33963 

(2) 第二組別 36 2.6944 .30382 

(3) 第三組別 42 2.6667 .2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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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量化研究 -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 

 

在我效能層面的F值為4.483 (p <.05)，經Scheffe事後比較後達顯著水平 (見表七)，表

示不同學校組別中史教師在使用翻轉教室的自我效能層面上有顯著差異。再比較平均

值後，可理解為「第二組別」的中史教師之自我效能 (2.8194) 高於「第三組別」的中史

教師 (2.6500)。(見圖三)  

 

此外，學生動機層面的F值為28.070 (p <.05)，經Scheffe事後比較達顯著水平 (見表

五)，表示不同學校組別中史教師在使用翻轉教室的學生動機層面上有顯著差異。再比

較平均值後，可以理解為「第一組別」的中史教師對於「第一組別」學生之學習動機 

(2.8750) 高於「第三組別」的中史教師對於「第三組別」學生之學習動機 (2.1905)；

「第二組別」的中史教師對於「第二組別」學生之學習動機 (2.7778) 高於「第三組別」

的中史教師對於「第三組別」學生之學習動機 (2.1905)。(見圖四) 

 

在學校支援和社群與文化層面上，F值分別為 0.315 (p >.05) 及 0.207 (p >.05)，經 

Scheffe事後比較後，三個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對學校支援程度和社群與文化的支持度

上並無產生顯著差異。 

 

表七、影響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因素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人數 N=102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顯著性 事後比較 Scheffe 

自我效能 (Fper) 

(1) 第一組別 24 2.7500 .07755 

4.483 .014 2>3 (.015*) (2) 第二組別 36 2.8194 .03515 

(3) 第三組別 42 2.6500 .02815 

學生動機 (FStu) 

(1) 第一組別 24 2.8750 .10955 

28.070 .000* 
1>3 (.000*) 

2>3 (.000*) 
(2) 第二組別 36 2.7778 .05939 

(3) 第三組別 42 2.1905 .06026 

學校支援 (FSch) 

(1) 第一組別 24 2.8438 .68291 

.315 .731 無 (2) 第二組別 36 2.8750 .43301 

(3) 第三組別 42 2.7798 .53019 

社群與文化 (FSoc) 

(1) 第一組別 24 2.7143 .33963 

.207 .813 無 (2) 第二組別 36 2.6944 .30382 

(3) 第三組別 42 2.6667 .27081 

* <.05 達顯著水平 

 



學生姓名：郭良貞 

21 

 

 

 

 

 

 

 

 

 

 

 

 

 

圖三、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對自我效能層面折線圖 

 

 

 

 

 

 

 

 

 

 

 

 

圖四、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對學生動機層面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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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質化研究 – 訪談 

 

研究從中史教師角度了解影響不同學校組別的教師在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的因素。

與不同組別的中史教師訪談後，再運用N-vivo (Release 1.0) 軟件進行質性分析，結果如

下： 

 

A. 自我效能 

 

A-1. 資訊素養 

 

三個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均能舉出一些可以在翻轉教室使用的教學軟件及網路資源的

例子，可見中史教師對處理翻轉教室中的影片和小測驗的媒介、平台等等都有一定的

認識和懂得基本操作： 

 

Imovie是用來剪片的，可以自己拍片後剪接再放上平台，或放文章、google form、

影片等在Teams讓學生預習。(第一組別 – 施老師) 

 

大概與我們日常用的電子教學軟件吧，nearpod之類的，可放影片亦能放小練習，

或者只放影片到youtube及google classroom，然後完成一些實體工作紙也可。(第

二組別 - 方老師) 

 

我曾用過padlet，又或者是掃描二維碼、連結等等，讓他們看過影片及一些預習

後完成一些小測驗，例如kahoot等。(第三組別 - 劉老師) 

 

 

A2. 教學設計 

 

三個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均認為準備翻轉教室會加重備課負擔，主要是教師的時間和

其他要務，導致時間不足以準備影片的拍攝或剪接、課前和課上的多元化學習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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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最主要來自課前部份，拍片和剪片已用去很多時間。(第一組別 – 施

老師) 

 

因為翻轉教室需要的準備很多，課前有不同教學形式，拍片、剪片、搜尋資料

等等都要花上時間，但是教師還要備其他班別的課、要改簿、也要教學以外的

工作，負擔是大的。(第二組別 - 方老師) 

 

因為拍片和剪片用了很多時間，說錯了又要重拍，太花時間了，平日要備課也

要做文件。(第二組別 - 林老師) 

 

因為在實際教學的情況，你每一堂也要教授指定內容，還包括做課外的作業、

工作紙等等，都是要花時間處理的。但這些是一定要做到的，因為可能要查簿，

所以再加上翻轉教室的話，需時更長。 (第三組別 – 李老師) 

 

然而，有教師表示翻轉教室的教材可以稍為調整後便可重用，因此只是剛開始的時候

負擔較重： 

 

不過中史科每年教完後，可以因應學生的能力再微調，我又不認為很重負擔。

如果一開始已有相關的教材，日後便不用這麼辛苦再去設計教材。(第一組別 – 

劉老師) 

 

如果一開始甚麼也沒有的話，當然辛苦了，又要剪片甚至拍片和其他學習材料，

也要準備課上的活動，但其實如果已設計的話，是可以重用的，所以還好。(第

三組別 – 李老師) 

 

有中史教師認為若有翻轉教室的教學資源，方便了教師使用翻轉教室，才有可能令翻

轉教室變成一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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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越來越多翻轉教室的資源出來的時候，對於教師的備課負擔又變得少的時

候，這才真的有可能會變成一個趨勢，但這個是需要與出版社之間的互動來達

成的。(第一組別 – 施老師) 

 

A3. 教學信念 

 

三個組別的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的理念均有正面的想法： 

 

翻轉教室的理念和整個安排其實是很好的，課時不足也可以利用這個方法來解

決。(第一組別 – 施老師) 

 

翻轉教室為教學和學習帶來新鮮感、新方向。(第一組別 – 張老師) 

 

我覺得翻轉教室在中史教學上做到一些好處是其他教學法做不到的，就是可以

重複看相關課題的影片，當中會講述本應在課堂上的教學內容，回到學校又可

以作高階一點的課堂活動。 (第二組別 – 林老師) 

 

可以東西放到課前學，課上做更多、更深入的東西。其實是好的，因為平日中

史科不夠時間教書，也只有很少機會可進行課堂活動，變相教師可以不用教得

這麼趕，學生也可以有多點時間消化 (第二組別 – 方老師) 

 

我覺得對學生而言不會太悶，有新鮮感，又可以有東西嘗試下，而不是只有寫

字，而是按一兩個按鈕回答問題，由其是他們都有智能電話，也方便了他們。

(第三組別 – 劉老師) 

 

不過，有中史教師均表示即使有意運用，也要審慎考慮翻轉教室的效能及不同班別學

生的能力和需要再決定。 

 

……但坦白說並不是每一個學生、每一班、所有時段都適用這套模式來教學。

(第一組別 – 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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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初中而言，翻轉教室是可以有空間試一試的，因為初中以培養興趣為主，給

學生一些機會在家學完後，有興趣的先自己去探索，回來再一起討論一起學，

如果是有備而來的話。高中的話可能就未有太大空間了，始終要面對公開

試……(第二組別 – 方老師) 

 

中三教甲午戰爭和戊戌政變的時候曾使用翻轉教室，我用了很長的時間拍攝影

片，亦提早了一星期通知學生觀看影片，催了很多次，但仍然有半班學生沒有

看。因此我把本來深入探討的活動擱置，要重新教一次，趕着教，趕着做工作

紙，成效不高，自始決定要想清楚學生是否有能力或動機完成才用翻轉教室了。

(第二組別 – 林老師) 

 

我覺得翻轉教室很視乎學生能力而使用，對較高組別的可能是新趨勢，但對我

現在任教的學校而言，並不是。(第三組別 – 劉老師) 

 

如果你在一間雖然學生很弱，但是很聽話的學生，用翻轉教室的話能帶給他們

一種新鮮感，他們會更用心聽或更容易理解該課題。但另一個情況而言，如果

你的學校很講求成績，你用不用翻轉教室並不重要，學生會希望在最短時間內

理解你所教的東西，所以翻轉教室對於學生而言的作用不大，所以我覺得要看

看你的「客人」是哪一類的人，才選擇用不用。 (第三組別 – 李老師) 

 

B. 學生動機 

 

在學生動機層面上，受訪教師對所屬學校的學生動機均有不同的感受和說法。 

 

第一組別的受訪教師對所屬學校的學生動機作出以下回應： 

 

當中有完成的佔多數，但總有一些學生忘記了或沒有完成，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把這些預習、課前部分當作功課般，要求學生完成，否則會當欠交功課，那麼

他們是會完成的……(學生的課上學習動機) 在理想的情況下是的，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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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知道課堂正在發生什麼事，當然如果他們有做到預習有看到影片的話，

再回來上課，便會大概知道什麼事情，但也是有預習的前題。(第一組別 – 施

老師) 

 

第二組別的受訪教師對所屬學校的學生動機作出以下回應： 

 

一部分吧，有些乖的學生會完成的，但有些學生功課平日都有欠交的情況，追

收也很吃力了，這些額外的功夫就更不奢望了。(第二組別 – 方老師) 

 

中三教甲午戰爭和戊戌政變的時候曾使用翻轉教室，我用了很長的時間拍攝影

片，亦提早了一星期通知學生觀看影片，催了很多次，但仍然有半班學生沒有

看。因此我把本來深入探討的活動擱置，要重新教一次，趕着教，趕着做工作

紙。 (第二組別 – 林老師) 

 

第三組別的受訪教師對所屬學校的學生動機作出以下回應： 

 

以我教的第三組別學生為例，已經……有些學生不喜歡讀書，無心向學的時

候，已經不會完成預習，或胡亂填上答案，造成了他們在上課的時候並不知道

我在說什麼，我便要再重新和他們說一次......所以翻轉成功效用是不是真的有

呢？是不是真的適合全班學生呢？我又覺得未必，特別會預習的學生佔少數，

也不是全港學生都是band1 ，我的學生並不是這麼自律，所以預習質素都不太

理想。(第三組別 – 劉老師) 

 

從他們繳交功課的數量得知，常出現沒有交齊功課的情況，那麼他們又怎會完

成額外的課業或預習呢？就算會完成都是隨便寫幾隻字或者胡亂答的機會比較

大，答案的質素會很參差。我個人認為學習動機是個別學生才會史學有興趣，

有一兩個同學未教到該課題也會自己去找參考書，但真的很個別。(第三組別 

– 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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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及第二組別的中史教師們提及可以如何改善學生動機： 

 

透過經驗和觀察會知道該班學生對哪一項資源的投入度較高，或他們的能力教

較容易掌握。但教師的備課時間有限，若有現成的多元化教材更能協助教師因

應學生的興趣而選擇相關教材。(第一組別 – 張老師) 

 

我覺得預習的表達模式很重要……最理想是以遊戲的方式學史事，善用中史科

有故事性的特質，如動畫中讓學生選擇下一步史事發展，選對了才能完成遊戲，

或代入某一個角色去完成遊戲，我相信這樣他們便會更有意欲去玩、去學。其

實不用多，間中一兩個課題有這個元素已經很好。(第二組別 – 林老師) 

 

C. 學校支援 

 

三個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均表示所屬學校支持教師使用翻轉教室，亦有相應的設備支

援教師和學生： 

 

我覺得學校是沒有理由不支持實行翻轉課室，反正資源還是投放在學生身上，

都是為學生好的事情，加上翻轉課室所需的資源不是太多，不需要太昂貴的器

材也能夠進行，也不需要每位學生一部手提電腦才能進行，因為手機也可以完

成預習，極其量買一些軟件，一個月也是一百多塊左右，即使學校未能撥出資

源去購買軟件，對教師而言也不是負擔很大的價錢，資源我不是太擔心。(第

一組別 – 施老師) 

 

學生支持使用電子教學，翻轉教室是其中一種所以學校應該也支持的，我們自

己教師要剪片錄音甚麼的，手提電腦已可以做到，假如老師真的沒有，學校也

可以借出基本配備，可能是咪之類的吧……現在這個世代的學生有智能電話可

以用，甚至有Ipad，都是看完一些相關資料再做選擇題等等，我猜想課前部分

並不大問題吧，就算真的沒有就課後上圖書館看完再走吧。(第二組別 – 方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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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設備方面，基本iPad、無線網絡也是沒有問題的。(第三組別 – 劉老師) 

 

學生而言……他們來自不同階層，較為富裕的學生有iPad可以自己處理，家境

比較資源貧乏的可以問學校借，在校完成，甚至可以用智能電話完成。(第三

組別 – 李老師) 

 

D. 社群與文化 

 

D1.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三個組別的中史教師均表示在校內外能獲取與翻轉教室相關的資訊： 

 

例如校內的教師發展日有不同的主題，這個月上旬的教師發展日主題便是電子

教學、資訊科技的分享，這些是比較正式的，不正式的是與坐隔離的同事交流

或科組老師的分享，我們校內中史科有伺服器，一般用過的教材或筆記，都是

資源共享的。坊間的有不同的出版社，或中史科的研討會，可能會有一些類似

的課題。另外，我們不同學校的老師都有組成中史小組，自組學習圈子，例如

在有些機構的研討會後，一些中史老師互相交換資料，便成為一個小小的學習

圈子，因此當中與校內老師有聯繫之外，與校外老師也會有渠道去獲取資訊或

分享我們的經驗。 (第一組別 – 張老師) 

 

校內比較少，好像沒有人會拍片，不過類似翻轉課室預習工作是有的，例如筆

記上有QR code等等，讓學生回家看一些影片或相關資料，做一些預習題目這樣，

教材我們是放上學校伺服器共用的。有些書商也會把有關的連結放入教材套中，

不過數量很少，校外的話，就好像我之前所說吧，我曾看過一些教師示範使用

翻轉教室的教學影片，不過我忘記了是教育局的還是其他媒介中得知的。(第二

組別 – 方老師) 

 

學校也會宣傳的，坊間也有一些工作坊，都能夠接受到一些關於翻轉教室的資

訊……書本出版商是有的，但是很粗糙，或者是教育局的講座，也會有一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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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分享他們如何使用翻轉教室，所以可以收到資訊。校內也有關於電子教學、

翻轉教室的講座或工作坊。(第三組別 – 李老師) 

 

不過有教師表示獲得的資訊甚少直接與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有關，只能借鑒其他科目

的例子： 

 

可能是我未有察覺到……教育局比較少與中史科有關的翻轉課室實例和分享，

只是看過其他科的示範……校內電腦科老師會告訴你學校有什麼電子教學資源

可用，但他不是中史科的老師，便沒有相關的教材或資訊可以參考。(第一組別 

– 施老師) 

 

教育局文件有例子但不多，專業課程和講座也不算多，而且我也沒有時間上，

校內使用翻轉教室的中史老師為數也不多，我很難去得到與中史科相關資訊。

(第二組別 – 林老師) 

 

曾經看過其他科目教師分享他們使用翻轉教室，我覺得把教學內容改變，便可

以放到中史教學上使用。(第二組別 – 方老師) 

 

教育局方面可能一年只有一至兩次與電子教學相關的講座，而且是其他科目的

示範，可能我不知道有中史科吧，而且如果時間未必能夠配合，就去不了。(第

三組別 – 劉老師) 

 

D2. 教育文化 

 

三個組別均有受訪中史教師認為現今教育界鼓勵教師多使用電子教學，對翻轉教室的

實行是有利的： 

 

開始見到教育局正在推行或鼓吹電子教育這個文化，越來越多例子......但中史就

不多，總括而言是有利於推行翻轉課室，是適合的。(第一組別 – 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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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翻轉教室的教育意念是很好的，因為學習不只是限於課堂上，隨着資訊

發達，特別是學校現在奉行Bring your own device，所以對於學生獲取資訊絕對

不難，這是一個大趨勢來的。(第一組別 – 張老師) 

 

因為近年教育界都講電子教學，而翻轉教室也是其中一種。(第二組別 – 方老

師) 

 

現在的教育都講電子教學，其實是為學生帶來了新鮮感，互動和表達亦多了，

有時叫他們投個票、做Kahoot (多項選擇題) 競賽，不再局限分組討論。(第三組

別 – 李老師) 

 

不過，三個組別均有受訪中史教師認為香港的考試文化並不利於教師使用翻轉教室，

特別是高中中史課程，即使是初中也要考慮校內試的提問範圍，導致受訪中史教師認

為沒有太大的室間可使用翻轉教室： 

 

我不是說翻轉教室不好，正如你說這個問題是關於香港的教育文化的，縱使現

在香港很多學校都鼓吹活動教學，走出傳統。但據我所知，其實這情況不太普

及，特別我想提出一句，始終香港是考試為主導的學習文化，初中都還好，可

以有多一些的空間，但高中相對上較為單向式，以公開試為目標。我所認識的

校外或同事之間都會相對上覺得高中要一條心，操試卷，以考試為主已經是最

大的戰線，其他事務相對上會放輕一點……中史課程看似可以有爭論點，例如

你同意嗎、你有什麼意見等等，但實質的答案都是很僵化的，都是在框架之下。

有時確實……他們的答案如果不是標準答案的內容，即使是他們自己的答案是

對的，是合理的，但真的不是在框架之下，便會失去分數……其實是有點僵化

了的情況，坦白說，老師在這個制度之下，我們也要滿足考試的要求，所以相

對上會埋首在這些工作當中。反而初中亦都新課程的出現，可能相對上有轉機，

高中真的……我覺得內容多，要求高，使用翻轉教室的空間不是沒有，但不是

最重要的，如果沒有必要是不會用的。(第一組別 – 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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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校內試又不太大影響，因為初中的題目相對簡單和有教科書範圍讓他們溫習，

翻轉教室可做到的是讓他們有多點時間可以進行其他學習活動吧，但對高中來

說就不太合用，始終公開試很重要，就不會嘗試用，還是跟從傳統的方法，至

少一直以來都是有效的，所以多數是完成一個課題後多做題目，始終學校都希

望以學生能夠應付公開試為重。(第二組別 – 方老師) 

 

香港的教育文化其實是比較功利一點，大家最後的目標都是朝向公開考試，所

以使用反轉教室的話，注重自主學習、深層次的思考，家長、教師、學生可能

會認為教學內容不是重點，或者認為你所教的並不太對應考評局的評核要求等

等，所以在這個環境下是有點不利的。即使我現在只任教初中，我還是要考慮

出卷考試要以課本為主，所以翻轉教室可能刺激學生思考問題，但這些問題放

進考試的話，可能100分裏佔2分而已，因此同事也不會花太多時間研究翻轉教

室。(第三組別 – 李老師) 

 

D3. 實踐中史教學之脈絡 

 

三個組別均有受訪中史教師認為使用翻轉教室能配合中史科的探究學習課程目標： 

 

探究學習應該是指自發、主動地去尋根問底，我覺得反轉教室最大的一個元素

是自學，在離開課室後在家或在其他地方也可以與課題有連結的時候，這個就

是……學習趨勢不需要老師在場，但老師可以引發、引導學生去學習，包括老

師所準備的資源。我們也有一個再理想點的情況，到學生完成翻轉教室的預習

任務，我們不排除他們對這些內容上有更深入的認識，他們會自發找額外資源

去學習，這個世代要找知識一點也不難，某程度上他們能夠建構課題的知識或

學習技能。另外與課堂的鋪排也會看到一些情況……可能問的問題由最基本，

再問高階一點，可能在翻轉教室預習中有問過或沒有問過，他們有基本知識的

時候，協助引導學生建立這個答案。(第一組別 – 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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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翻轉課室的前半部分是為學生引入了課題，只要手上有手機、電腦，便

可以搜尋更多相關的史實，這是學生主動去學習，尋找知識的表現。 (第二組別 

– 林老師) 

 

這個就集中在初中而言，給予一些資料讓他們預先認識課題，在課上的活動就

由他們自己去看資料，完成問題，所以是可以配合的。(第三組別 – 劉老師) 

 

不過，三個組別均有受訪中史教師表示中史科的課時規劃不利實行翻轉教室： 

 

現在而言，課時是不足的，因為我已經教不完，本來要教的東西也趕不切來教，

我本來用自己的方法也來不及教，何來有更多時間研究用新穎、我不熟悉的翻

轉課室？(第一組別 – 施老師) 

 

說實話，即使把書本內容前置在課堂前，我還有工作紙、課業，加上課程很緊

湊，而翻轉教室在課上是用來討論和做深層次的學習。讓學生預習後回來只做

工作紙和課業的，這不是翻轉教室的本意，中史科的課時實在是不太容許實行

翻轉教室。(第二組別 – 林老師) 

 

中史科的課時本來就很緊湊，不足夠，不是不容許實行翻轉教室，而是我怕學

生未有準備好回來上課，我重新再教一次，課時又少了一點，我怕無法避免這

件事發生，實在沒有多餘時間。(第二組別 – 方老師) 

 

現在的學生能力不是很理想亦不聽話，加上翻轉教室預習後，在課上的思考問

題與考試內容未必太相關。還有課時真的非常不足，因為要趕進度，如果再用

翻轉教室的話，就比較吃力了。(第三組別 – 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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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問題三：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如何看待翻轉教室的教學成果？ 

 

在翻轉教室的感知教學成果方面，主要分為兩大方向，分別是「使用翻轉教室」

及「使用其他教學法」，用以對照作比較。當中的感知教學成果集中在兩項範疇，分

別是「有效調整學與教」及「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4.3.1 量化研究 - 信度分析 

 

本問卷採用了不同向度的量表。就整體而言，量表的信度頗為滿意 (見表八)。在

「使用翻轉教室」的兩項範疇中，第一個範疇：有效調整學與教 (OMA) 包括兩項成果，

共6題，其信度系數為0.738；第二個範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OSL) 包括兩項成果，共

4題，其信度系數為0.623。 

 

在「使用其他教學法」的兩項範疇中，第一個範疇：有效調整學與教 (MAM) 包括

兩項成果，共6題，其信度系數為0.832；第二個範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MSL) 包括兩

項成果，共4題，其信度系數為0.627。代表本部分研究的整體信度甚高，代表中史教師

們都有仔細地填寫問卷，顯示本部分研究量表的內部有良好的一致性。 

 

表八、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的感知教學成果比較問卷信度系數表 

方向 範疇 信度系數 (α) 

使用翻轉教室 

有效調整學與教 (OMA)  (第1、4-8題) .738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OSL)  (第2-3、9-10題) .623 

使用其他教學法 

有效調整學與教 (MAM)  (第11、14-18題) .832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MSL)  (第12-13、19-20題)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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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量化研究 - 描述性數據分析 

 

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有效調整學與教的看法上，平均值都是2.5分

以上，偏向同意的程度 (見表九)。可見中史教師感知上認為使用翻轉教室後在一定程

度上能有效調整學與教。 

 

在第一及第二組別的受訪教師回應中，翻轉教室有效調整學與教的平均值達2.9分，

比其他教學法稍高，可見對第一及第二組別的受訪教師而言，翻轉教室比其他教學法

更有效調整學與教。然而，第三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有效調整學與教的平

均值為2.5，比其他教學法低約0.3分。可見第三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雖然偏向同意翻轉

教室可達到調整學與教的成效，但他們認為使用其他教學法比翻轉教室會有更理想的

效果。 

 

表九、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對有效調整學與教的平均值和標準差 

 人數 N=102 平均值 標準差 

翻轉教室有效 

調整學與教 (OAM) 

(1) 第一組別 24 2.9028 .45289 

(2) 第二組別 36 2.9491 .25141 

(3) 第三組別 42 2.5159 .32885 

其他教學法有效 

調整學與教 (MAM) 

(1) 第一組別 24 2.8681 .29480 

(2) 第二組別 36 2.8657 .35595 

(3) 第三組別 42 2.8214 .39883 

 

 

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看法上有分歧，第一

及第二組別的平均值分別為3分及2.7分，均屬同意程度的水平，亦比其他教學法的平

均值為高，第一組別甚至高出0.5分 (見表十)。可見第一及第二組別的中史教師在對比

其他教學法後，認為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更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然而，第三組別的平均分只有2.4分，落入不同意的程度，而且比其他教學法的平

均值低約0.15分。可見第三組別的中史教師並不認同翻轉教室能夠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而且認為其他教學法比翻轉教室更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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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對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平均值和標準差 

 人數 N=102 平均值 標準差 

翻轉教室能培養 

學生自主學習 (OSL) 

(1) 第一組別 24 3.0521 .35339 

(2) 第二組別 36 2.7431 .34582 

(3) 第三組別 42 2.4286 .30387 

其他教學法能培養 

學生自主學習(MSL) 

(1) 第一組別 24 2.5729 .43911 

(2) 第二組別 36 2.6042 .41565 

(3) 第三組別 42 2.5714 .3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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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量化研究 -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 

 

「翻轉教室有效調整學與教」的F值為18.641 (p <.05)，經Scheffe事後比較後達顯著

水平 (見表十一)，表示不同學校組別對「翻轉教室有效調整學與教」的感知教學成果

上有顯著差異，可見不同學校組別中史教師對感知翻轉教室有效調整學與教的程度是

有所差異的。再比較平均值後，可理解為「第一組別」的中史教師 (2.9028) 在感知上比

「第三組別」的中史教師 (2.5159) 更能有效調整學與教；「第二組別」的中史教師 (2.9

491) 在感知上比「第三組別」的中史教師 (2.5159) 更能有效調整學與教 (圖五)。 

 

表十一、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對使用翻轉教室有效調整學與教的感知教學成果之差異 

 人數 N=102 平均值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Scheffe 

翻轉教室有效 

調整學與教 (OAM) 

(1) 第一組別 24 2.9028 .45289 

18.641 .000* 
1>3 (.000*) 

2>3 (.000*) 
(2) 第二組別 36 2.9491 .25141 

(3) 第三組別 42 2.5159 .32885 

其他教學法有效 

調整學與教 (MAM) 

(1) 第一組別 24 2.8681 .29480 

.193 .824 無 (2) 第二組別 36 2.8657 .35595 

(3) 第三組別 42 2.8214 .39883 

* <.05 達顯著水平 

 

 

 

 

 

 

 

 

 

 

 

 

 

 

 

圖五、不同學校組別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有效調整學與教」的感知成果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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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F值為27.922 (p <.05)，經Scheffe事後比較後達

顯著水平 (表十二)，表示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的感知教學成果上有顯著差異。可見不同學校組別中史教師感知上對翻轉教室能培養

學生自主學習的程度是有所差異的。 

 

再比較平均值後，可以理解為「第一組別」的中史教師 (3.0521) 在感知上比「第三

組別」的中史教師 (2.4286) 更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第二組別」的中史教師 (2.7431) 

在感知上比「第三組別」的中史教師 (2.4286) 更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第一組別」的

中史教師 (3.0521) 在感知上比「第二組別」的中史教師 (2.7431) 更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圖六)。 

 

表十二、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對使用翻轉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感知教學成果之差異 

 人數 N=102 平均值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Scheffe 

翻轉教室能培養 

學生自主學習 (OSL) 

(1) 第一組別 24 3.0521 .35339 

27.922 .000* 

1>3 (.000*) 

2>3 (.000*) 

1>2 (.000*) 

(2) 第二組別 36 2.7431 .34582 

(3) 第三組別 42 2.4286 .30387 

其他教學法能培養 

學生自主學習(MSL) 

(1) 第一組別 24 2.5729 .43911 

0.84 .920 無 (2) 第二組別 36 2.6042 .41565 

(3) 第三組別 42 2.5714 .30387 

*<.05 達顯著水平 

 

 

 

 

 

 

 

 

 

 

 

 

 

 

 

圖六、不同學校組別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感知成果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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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量化研究 - 相關性分析  
 

本節以Pearson積差相差來了解在不同學校組別下，影響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

因素，與「翻轉教室有效調整學與教」及「翻轉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感知教

學成果之間的關聯性。其結果如表十三、十四、十五，以下將以因素作為分類進行相

關性分析： 

 

在「自我效能」的相關性分析中，只有第一組別在「自我效能」與「有效調整學

與教」呈高度顯著的正相關 (r = 0.674，p < 0.01)，以及第三組別的「自我效能」及「培

養學生自主學習」之間呈中度顯著的相關性 (r = 0.352，p < 0.05)，表示若第一、三組別

的中史教師的自我效能高，對翻轉教室「有效調整學與教」的感知教學成果可能愈高 

(見表十三、十五)。只有第二組別的「自我效能」與「有效調整學與教」(r = 0.172，p > 

0.05) 之間未見有相關性 (見表十四)。另外，所有組別在「自我效能」及「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之間都未見有相關性 (r = 0.385，p > 0.05)；(r = 0.061，p > 0.05)；(r = -0.022，p 

> 0.05) (見表十三、十四、十五)。 

 

在「學生動機」的相關性分析中，所有組別在「學生動機」與「有效調整學與教」

為顯著的正相關性，當中第一組別呈高度顯著的正相關性 (r = 0.673，p < 0.01) (見表十

三)，第二及第三組別呈中度顯著的正相關性 (r = 0.366，p < 0.05)、(r = 0.335，p < 0.05) 

(見表十四、十五)，表示若三個組別的中史教師認為學生動機愈高，對翻轉教室「有

效調整學與教」的感知教學成果可能愈高。另外，第一及第二組別在「學生動機」與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之間呈高度顯著的正相關性 (r = 0.571，p < 0.01)；(r = 0.567，p < 

0.01) (見表十三、十四)，表示若第一、二組別的中史教師認為學生動機愈高，對翻轉

教室「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感知教學成果可能愈顯著。只有第三組別在「學生動機」

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之間未見有相關性 (r = 0.289，p > 0.05) (見表十五)。 

 

在「學校支援」的相關性分析中，只有第一組別在「學校支援」與「有效調整學

與教」呈中度顯著的正相關性 (r = 0.417，p < 0.05) (見表十三)，表示若第一組別學校對

中史教師的支援度愈高，對翻轉教室「有效調整學與教」的感知教學成果可能愈高。

然而第二及第三組別在「學校支援」與「有效調整學與教」之間未見有相關性 (r = -0.1

80，p > 0.05)；(r = 0.166，p > 0.05) (見表十四、十五)。另外，只有第三組別在「學校支

援」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呈高度顯著的正相關性 (r = 0.524，p < 0.01) (見表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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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若第三組別學校對中史教師的支援度愈高，對翻轉教室「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

感知教學成果可能愈高。然而第一和第二組別在「學校支援」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之間未見有相關性 (r = 0.384，p > 0.05)；(r = 0.209，p > 0.05)。 

 

在「社群與文化」的相關性分析中，只有第一組別在「社群與文化」與「有效調

整學與教」呈高度顯著的正相關性 (r = 0.417，p < 0.05) (見表十三)，表示若社群與文化

對第一組別中史教師的支援度愈高，對翻轉教室「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感知教學成

果可能愈高。然而第二和第三組別在「社群與文化」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之間未

見有相關性 (r = 0.058，p > 0.05)；(r = -0.148，p > 0.05)。另外，所有組別在「社群與文

化」及「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之間都未見有相關性 (r = 0.336，p > 0.05)；(r = -0.157，p 

> 0.05)；(r = -0.222，p > 0.05) (見表十三、十四、十五)。 

 

表十三、影響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因素與感知教學成果之間的相關性 - 第一組別 

 FPerSum FStuSum FSchSum FSocSum OAMSum OSLSum 

自我效能 

(Fper)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807** .291 .823** .674** .385 

顯著性（雙尾）  .000 .167 .000 .000 .064 

N 24 24 24 24 24 24 

學生動機 

(FStu)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807** 1 .557** .795** .673** .571** 

顯著性（雙尾） .000  .005 .000 .000 .004 

N 24 24 24 24 24 24 

學校支援 

(FSch)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291 .557** 1 .362 .417* .384 

顯著性（雙尾） .167 .005  .083 .042 .064 

N 24 24 24 24 24 24 

社群與文化 

(FSoc)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823** .795** .362 1 .814** .336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83  .000 .108 

N 24 24 24 24 24 24 

翻轉教室有效 

調整學與教 

(OAM)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674** .673** .417* .814** 1 .112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42 .000  .602 

N 24 24 24 24 24 24 

翻轉教室能培

養學生自主學

習 (OSL)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85 .571** .384 .336 .112 1 

顯著性（雙尾） .064 .004 .064 .108 .602  

N 24 24 24 24 24 24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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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影響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因素與感知教學成果之間的相關性 - 第二組別 

 FPerSum FStuSum FSchSum FSocSum OAMSum OSLSum 

自我效能 

(Fper)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503** .012 .274 .172 .061 

顯著性（雙尾）  .002 .946 .106 .316 .725 

N 36 36 36 36 36 36 

學生動機 

(FStu)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503** 1 .201 .310 .366* .567** 

顯著性（雙尾） .002  .241 .066 .028 .000 

N 36 36 36 36 36 36 

學校支援 

(FSch)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12 .201 1 .213 -.180 .209 

顯著性（雙尾） .946 .241  .212 .292 .222 

N 36 36 36 36 36 36 

社群與文化 

(FSoc)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274 .310 .213 1 .058 -.157 

顯著性（雙尾） .106 .066 .212  .738 .361 

N 36 36 36 36 36 36 

翻轉教室有效 

調整學與教 

(OAM)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72 .366* -.180 .058 1 .502** 

顯著性（雙尾） .316 .028 .292 .738  .002 

N 36 36 36 36 36 36 

翻轉教室能培

養學生自主學

習 (OSL)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61 .567** .209 -.157 .502** 1 

顯著性（雙尾） .725 .000 .222 .361 .002  

N 36 36 36 36 36 36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表十五、影響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因素與感知教學成果之間的相關性 - 第三組別 

 FPerSum FStuSum FSchSum FSocSum OAMSum OSLSum 

自我效能 

(Fper)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023 .224 .543
**
 .352

*
 -.022 

顯著性（雙尾）  .886 .154 .000 .022 .890 

N 42 42 42 42 42 42 

學生動機 

(FStu)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23 1 .286 -.296 .335* .289 

顯著性（雙尾） .886  .066 .057 .030 .064 

N 42 42 42 42 42 42 

學校支援 

(FSch)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224 .286 1 .241 .166 .524** 

顯著性（雙尾） .154 .066  .125 .293 .000 

N 42 42 42 42 42 42 

社群與文化 

(FSoc)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543
**
 -.296 .241 1 -.148 -.222 

顯著性（雙尾） .000 .057 .125  .350 .157 

N 42 42 42 42 42 42 

翻轉教室有效 

調整學與教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52
*
 .335

*
 .166 -.148 1 .449

**
 

顯著性（雙尾） .022 .030 .293 .35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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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M) N 42 42 42 42 42 42 

翻轉教室能培

養學生自主學

習 (OSL)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22 .289 .524** -.222 .449** 1 

顯著性（雙尾） .890 .064 .000 .157 .003  

N 42 42 42 42 42 42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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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質化研究 – 訪談 

 

研究從中史教師角度了解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如何看待翻轉教室的教學成果

及其原因。與不同組別的中史教師訪談後，再運用N-vivo (Release 1.0) 軟件進行質性分

析，結果如下： 

 

A. 翻轉教室調整學與教 

 

第一和第二組別均提及翻轉教室更能有效地調整學與教，主要提及影片可供學生重複

觀看及教師可從學生課前的練習或測驗中檢討學生學習，從而調整教學： 

 

的確，在課上我是無法重覆某些學生不明白的地方，加上因為課時有限，很多

時候是從功課中得知或問書時會有機會釐清學生不明白的地方，而翻轉教室某

程度上可彌補這個問題，學生可以重播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或聽不清楚的地方，

直到自己能理解為止。對教師而言，我剛才說過我曾看過數學科教師的翻轉教

室，我看到他要求學生在看完影片後都要完成一些練習題，這其實可以讓老師

知道學生是否能夠吸收教學內容，並從錯題知道學生不明白的地方，然後在課

上再解釋。這是有助教師針對學生不明白的地方來教學……在設計高層次活動

方面，因為他們有基本知識，所以問題也可以問得深一些，課上的所探討的也

可以深一點。(第一組別 – 施老師) 

 

我覺得翻轉教室在中史教學上做到一些好處是其他教學法做不到的，就是可以

重複看相關課題的影片，當中會講述本應在課堂上的教學內容，回到學校又可

以作高階一點的課堂活動。 (第二組別 – 林老師) 

 

然而第三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更能有效地調整學與教的說法並不樂觀，更

認為日常的教學法比翻轉教室更好： 

 

若依靠他們先自己做，到頭來教師甚麼也做不了，只能重新講一次，變相做不

了所說的成效。因此直接在課上講解或即時進行小組討論的話，至少有我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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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着他們的學習進度，在他們不明白的地方加以解說，對這群學生而言是比

較好的方法。(第三組別 – 劉老師) 

 

如果他們沒有看過影片，我便要在課上重新播放影片或重新教過，對了！比如

原來我在問問題的時候，原來他們連影片也沒有看過，問題也不知道我在問什

麼，大家又浪費了時間，也會浪費了我準備翻轉教室的心機。(第三組別 – 李

老師) 

 

三個組別的中史教師均認為翻轉教室能否做到有效調整學與教，視乎學生的動機： 

 

理想的情況下，如果每個學生都有備而來的話 (翻轉教室可做到調整學與

教)……但這點我不敢擔保。(第一組別 – 施老師) 

 

如果大家都認真準備的話是有少許分別的，課堂會流暢一點，我也不用回顧太

多。能否在翻轉課室下善用課堂時間，很在乎學生的預習動機……這跟學生的

學習動機也是有關係的，即使我現在夠第一組別的學校，但他們的學習差異也

很大，可能同一級，中三的A班和C班大家都是用翻轉教室，但參與人數、活躍

度也是有着很大的差異在當中，所以學生質素某程度上也決定了翻轉教室的效

果。(第一組別 – 張老師) 

 

假如學生能力跟不上，就無法做深入的學習，所以很視乎學生的能力和是否自

律，以及學生有沒有看影片，沒有看，甚麼也做不了。(第二組別 – 張老師) 

 

不過，影片不看只會浪費心機，而且學生並不會記下難點回來問你，因為沒有

看。其實翻轉教室在中史教學上是有優勢的，但真的很視乎學生有沒有完成預

習，和有沒有動機去預習……學生不看影片、不做課前預習、不做google form的

話，我是無法知道他們吸收了多少的。(第二組別 – 林老師) 

 

學生們不能自律地完成預習的話，就沒有可能調整自己的學習步伐。例如你教

授一些能力較差的班別，你跟他們說你放了一條影片想去，叫他們回家觀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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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再討論的時候，不論是5分鐘、10分鐘甚至1分鐘，他們都是不會看，是沒

有分別的。(第三組別 – 李老師) 

 

不過我覺得學生動機決定了翻轉教室是適用於中史教學，因為學生沒有完成前

半部分的話，不會有效果。(第三組別 – 劉老師) 

 

B. 翻轉教室培養自主學習 

 

第一、二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均認為翻轉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見亦相當一致： 

 

我覺得是因應不同學生而言吧，對能力弱的學生來說，他們是可以自己決定那

一部分要重看，真的不明白的話，也可以在課上要求我講解多一點。能力高的

學生除非對中史很有興趣的，他在看完你給他的材料後會找更多資料回來與大

家分享，否則完成了你的學習任務就算。有一點是頗特別的，是學生的學習不

再規限在校園內，他們可以自己決定何時何地看我的教材，再完成學習任務，

只要在上課前完成就可以了，的確是自主學習的其中一個部分。(第一組別 – 

施老師) 

 

他們會帶自己不明白的地方回來問我，我也可從一些預習小測試中知道他們不

明白的地方，繼而在課上加以講解。他們也會回去自己搜尋網路資源回來跟我

分享。(第一組別 –  張老師) 

 

因為沒有規定他們一定要回家有枱有櫈或紙筆才能做，在乘車時也可以做，只

要在回校上課前做好便可，沒有了時間和地域的規範，學習就不再只有在學校。

而且我見其他學科的教師在給予預習資料後，會有一個小測試，學生便會知道

自己對課題的了解程度或上課前更正錯誤的概念，所以其實這點是好的……學

生可以補充課堂知識或延伸的內容，過程中不多不少能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技

能，例如會自己找資料。(第二組別 –  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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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落後的學生而言是好的，如果是放其他類型的學習資源，如圖片、漫畫、影

片，他們也會易一點理解，理想中也可以提早發現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回來問我 

(第二組別 –  方老師) 

 

不過，有第一、二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也同時認為學生的動機決定了翻轉教室能否培

養學生自主學習： 

 

能力高的學生除非對中史很有興趣的，他在看完你給他的材料後會找更多資料

回來與大家分享，否則完成了你的學習任務就算。(第一組別 – 施老師) 

 

學生沒有動機或不願意完成的話，是不可能有後續的學習活動，落後的學生本

來動機已經不大。當然不排除有些落後的學生是會完成的，但不是多數……學

生可以補充課堂知識或延伸的內容……但前題也是他們願意完成預習及參與課

堂，對課程有相當的了解和清楚自己向那一方面、有興趣的部分作延伸探索。

(第二組別 – 林老師) 

 

第三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均認為翻轉教室未必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兩位受訪教師的

回應中均提及學生的自律性： 

 

我覺得翻轉教室對於一些能力是中游以上的學生、願意讀書的學生是有用的，

特別是自主學習方面，他們先能夠調控自己的學習進度，看不懂的再重看，有

興趣的自己去尋找相關資料亦能學得更多。但是對於一些學習能力不太好，或

者是沒有動機的學生，如我在任教的第三組別的學生，效果就不理想了，沒有

教師的監督和協助下完成學習，他們便會不為所動……所以在自主學習上並沒

有甚麼效果。(第三組別 – 劉老師) 

 

因為落後的學生本來可以自己重看觀看影片，或者看相應的資料，他也能夠了

解到這一課題，不過要看學生會否自律完成預習了，在這裡而言，基本上是不

可能的……對於一些好的同學、較為主動的同學。我覺得翻轉教室對於這群學

生都是能夠達到的自主學習的效果……而平日用其他教學法他們也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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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翻轉教室並無太大關係。而沒有動機的學生仍是沒有動機，與翻轉教室也無

太大關係。大多數的學生是不會主動完成的，即使在紀律上責罰也沒有太大效

用。對中史沒有興趣、沒有動力學習的學生是需要在教師現場的督促下學習，

否則即使在翻轉教室後，他們沒有做過預習，帶着對課題內容一無所知的表情

來上課，既無法順利完成日常教學，亦不會做到自主學習。(第三組別 – 李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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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研究從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角度理解影響使用翻轉課室的因素，以及他們

對使用翻轉課室的教學成果之看法，從而探討翻轉課室是否可以「廣泛地」適用於不

同學校的中史科。 

 

研究問題有三： 

1.  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概況是怎樣的？ 

2.  有甚麼因素影響了不同學校組別的教師在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 

3.  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如何看待翻轉教室的教學成果及為何？ 

 

本節將根據問卷調查及訪談所收集的數據作出結論。 

 

 

結論一、 翻轉教室未有「廣泛」地在各學校組別的中史科上使用 

 

研究主要以量化研究回應研究問題一。整體而言，雖有8成受訪中史教師表示曾考

慮使用，但只有不足一半的受訪中史教師曾經使用翻轉教室。 

 

然而，在分開三個組別作分析的情況下，第一組別有過半受訪中史教師曾經使用

翻轉教室，為三個組別中最高的教師人數百分比；第二組別也有一半的受訪中史教師

曾經使用翻轉教室；第三組別只有不足3成的受訪中史教師曾經使用翻轉教室。出現了

受訪學校組別愈低，曾經使用翻轉教室的教師百分比愈少的情況。 

 

換言之，有部分中史教師曾經考慮使用翻轉教室，說明中史教師們對翻轉教室有

相當的興趣和正面想法。但最後卻可能因為有其他考慮或受不同因素影響，望而卻

步，未有進一步嘗試在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可見對於三個學校組別而言，翻轉教室

並不算太為「廣泛」在中史教學上使用，以第三組別的使用概況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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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二、各個學校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在翻轉教室上受着自我效能、社群及文化之因

素所影響，當中學生動機可能是造成各組別在使用比率有所差異的因素 

 

研究主要以量化及質化研究回應研究問題二。問卷調查的結果分析了中史教師在

不同層面上的條件。中史教師在自我效能、學校支援及社群與文化這三個層面上，各

學校組別的平均值都在2.5分以上，說明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師同意他們在這3個層

面上都有相當有利的條件。不過在學生動機層面上，第一、二組的中史教師的為同意

程度，但第三組別呈不同意的程度，可見第三組別教師認為學生未有動機完成翻轉教

室，是為影響第三組別的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因素。 

 

然而，把研究問題一與問卷調查結果相對照後，卻得出一個頗為不尋常的結果：

第一及第二組別的中史教師同意自己在四個層面上都有相當的條件去使用翻轉教室。

但事實上，各組別的使用百分比偏低，顯示這些條件未能推動更多教師使用翻轉教

室。這結果與 Walinga (2008) 的說法並不一致，即使中史教師認為自己有條件應付轉變

過程中帶來的挑戰和問題，也未有太大的意願作出轉變。而在四個層面上，中史教師

的回應大部分都能與前述學者的影響因素互相對應，在一些因素上更補充了中史科教

師所面對的問題。以下將輔以訪談結果加以分述。 

 

A. 自我效能 

在自我效能層面方面，三個組別的中史教師在數據上均說明了他們偏向同意自己

有相當的能力使用翻轉教室。不過，在訪談之中各組別的教師們也表達了一些隱憂，

是問卷調查中未有反映出來的，可能是影響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之因素。與自我效

能相關的因素包括：資訊素養、教學設計，及教學信念方面，以下再作分述。 

 

首先，大部分教師在訪談中能舉出一些可以在翻轉教室使用的教學軟件及網路資

源的例子，可見三個學校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都具備了一定的資訊素養，對資訊科技

知識和技能有較高掌握程度。與前述有關香港教師能應用翻轉教室不同的教學媒介與

平台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 (鄭家寶 & 文家榮，2017；張展瑋 & 莊紹勇，2016)。可能是

年輕一代的中史教師從小便接觸電腦，即是「數碼原居民（Digital Native）」(Prensky, 

2010)，因此有能力使用基本的電子教學。加上在師訓過程及在坊間的分享會上曾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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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室，因此對相關的教學資源有所認識或已熟悉使用 (黃文禮 & 朱俊錕，2018)，

有利他們使用翻轉教室，提高了教師對使用翻轉教室的自我效能。 

 

其次，接受訪談的三個組別教師在教學設計上，均提及備課負擔主要是影片的拍

攝或剪接、課前和課上的多元化學習材料等。不過，有受訪教師指出只是剛開始時比

較辛苦，因為教材經過微調後便可重複使用，故後來並未有感到太重負擔。這點可能

與中史科的教學內容變化不大，有利中史教師重用教學資源有關，因此使用翻轉教室

的備課工夫對中史教師而言，並未有對其自我效能產生太大的負面影響，因此中史教

師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設計翻轉教室。然而，有受訪中史教師直言，踏出第一步前便受

到多方面的制肘，如中史科只是兼教科目未能投放太多時間、教學以外的事務需先處

理等等。某程度上符合了前面提及錄製課前影片、製作課前評估和練習加重教師的備

課負擔的說法 (郭靜姿 & 何榮桂，2014；Atteberry, 2013；Schlairet, Green, & Benton, 201

4)。但對香港中史教師的情況而言，更多的是額外工作及教擔分佈，可能間接加重了

教師的備課負擔，造成了中史教師即使有能力亦未有太大意願準備教材的情況，導致

三個組別都甚少使用翻轉教室。 

 

再者，大部分受訪中史教師均對使用翻轉教室的理念持正面的態度，認為翻轉教

室的理論和方法是有助學生學習的。不過，三個組別的中史教師們也會考慮該班別的

學生是否適用翻轉教室的教學策略，如初中可以翻轉教室培養學生興趣繼而選擇使用、

高中主線為公開試因此不宜使用等。這與前述教師會跟據成功經驗 (Calderhead, 1996)、

判斷該教學方式是否有利於他們的學生學習 (Kagan, 1992；Stuart & Thurlow, 2000；王玉

品 & 徐偉民，2009) 等有關教師信念的說法對應。然而，所有受訪教師並未有對翻轉教

室的理念作出完全否定的批評，而是偏向肯定了其教育意念。說明中史教師對翻轉教

室抱有正面的信念，有機會鼓勵了中史教師在合適的班別嘗試使用翻轉教室，只是可

能中史教師有正面信念的同時也受學生需要的判斷所影響，其影響亦反映在三個組別

的受訪教師甚少曾經使用翻轉教室。 

 

在第二與第三個組別之間「自我效能」有顯著的差異，研究者未能從訪談中得知

為何第二組別比第三個組別有更高的自我效能，因此未能在此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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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動機 

三個組別在學生動機層面的看法有所差異。在問卷中，第一及二組別均同意學生

有一定的學習動機完成翻轉教室。在訪談中，第一及第二組別的中史教師均認同翻轉

教室對自律及對中史有興趣的同學有一定的作用。可能是因為學校組別區分了學生的

能力，而第一及第二組別中的能力較高、較為自律的學生屬多數。這些學生會完成課

前部分，甚至做資料搜集在課上分享。不過，即使是第一及第二組別，也會有未完成

課前部分的學生，亦會有胡亂回答課前部分練習的情況，因此導致未能進行課上的教

學活動，與前述Herreid 與 Schiller (2013)及Francl (2014) 的研究結果互相對應。然而，第

一、二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會透過紀律處分，以外在動機來驅使學生完成 (Kasser & Ry

an, 1996；葉玉珠等，2010)；或以積極的態度改進翻轉教室中的學習資源，期望增加學

生內在動機，引發好奇心 (Kasser & Ryan, 1996；陳李綢，2000) 令學生主動願意完成課

前部分，從而讓教師可順利進行課上活動。以上的回應也反映在第一、二組別有較大

比例的受訪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 

 

第三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在學生動機上的評論卻未如首兩組別般理想，與問卷中

偏向不同意學生有學習動機完成翻轉教室的回應方向一致。在訪談中，有受訪的第三

組別教師表示學生的動機偏低導致中史教師未能完成預想中的教學，導致拖累了整個

教學進程，回應的質素亦相當參差，這可能與第三組別的學生能力普遍較弱有關，過

往已有不少學者認為缺乏自律及責任感的學生可能無法在翻轉教室下有效學習(Sun, W

u, & Lee, 2017；Bristol, 2014；Lai & Hwang, 2016；McLaughlin et al., 2013；Mason, Shuma

n, & Cook, 2013)，甚至有受訪教師認為翻轉教室使用與否，都不會改變對中史沒有興

趣或無心向學的學生，故寧願用曾經嘗試有效的方法鞏固學生的學習。可見第三組別

的中史教師對使用翻轉教室的意欲並不大，此情況可能說明了學生能力決定了學生動

機，故第一、二與第三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學在學生動機因素的回應上有明顯差異，亦

反映了為何第三組別的教師在使用翻轉教室的百分比最低。由此可見，學生的動機是

影響第三組別受訪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因素。 

 

C. 學校支援 

在學校支援層面方面，三個組別的教師在數據上均說明了他們偏向同意學校有所

支援他們去使用翻轉教室，而三個組別之間亦沒有顯著的差異。三個學校組別的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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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教師均表示所屬學校支持教師使用翻轉教室，有支援使用翻轉教室的基本設備和

良好網路，亦有電子平台讓教師進行翻轉教室的課前部分。對於較為弱勢的第三組別，

即使學生未有相應的設備，也可向學校借平板電腦或用自己的智能電話完成課前或課

上的翻轉教室活動，反映中史教師在這層面上得到相當好的支援，符合了前述學校設

備會影響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說法 (黃政傑，2014; 林哲宇，2017)。這可能與教育局積

極推行電子教學，透過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着手協助全港學校添置所需的設備有關 (教育

局，2015)，因此學校有充足的電子設備支援教師，教師對電子產品和相關軟件的操作

已相當的熟悉，未有太大障礙，可能是推動了他們使用翻轉教室的因素。  

 

D. 社群與文化 

在社群與文化層面方面，三個組別的教師在數據上均說明了他們偏向同意得到相

關支援去使用翻轉教室，而三個組別之間亦沒有顯著的差異。不過同樣地，在訪談之

中各組別的教師們也表達了一些隱憂，是問卷調查中未有反映出來的，可能是影響中

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之因素。與社群與文化相關的因素包括：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

育文化，及實踐中史教學之脈絡，以下再作分述。 

 

首先，在訪談中，三個組別大部分的中史教師都能獲得翻轉教室的有用資訊。不

過，不少中史教師表示講座或分享會的翻轉教室資訊甚少與中史科有關，只能根據其

他科教師的實踐經驗再轉化到中史科使用。中史教師也會與校內同儕共享教學資源及

心得，亦有少部分中史教師在校外組成學習圈子，因此也會得到翻轉教室在中史科的

實務經驗和資源，但為數不多。說明了中史教師的確同意自己有途徑獲取翻轉教室相

關資訊，但所得到的替代性經驗未有直接與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有關，未有完整的專

業學習社群，故此未能切實地增加他們在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的信心，可能導致三個

組別的翻轉教室使用率偏低的因素，與前述Schunk (2000)、吳俊憲與吳錦惠 (2015)、Ba

ndura(1997)、郭靜姿與何榮桂 (2014)等學者的說法相若。 

 

其次，在訪談中，三個組別中的中史教師均認為香港的教育文化偏向以考試為主

導及使用電子教學的趨勢。有受訪中史教師認為在電子教學的趨勢下，學生有足夠的

設備，對使用翻轉教室而言是有利的。然而，三個組別的教師均認為考試為主導的教

育文化不利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主要受制於應付考試的重點在於操練，而中史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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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內容以標準答案為主，並非以刺激學生思考為主；亦有中史教師提及學生的成績

反映教師效能 (盧乃桂，2002)，不想被學校誤會自己的教學效能有問題等等，故傾向

使用傳統操練、直接教學的方法，優先滿足考試的要求。以上回應驗證了考試主導教

師的教學內容和方式 (Choi, 1999) 的說法，亦與前人研究所得，考試文化成為教師推翻

轉教室的障礙的說法一致 (張展瑋 & 莊紹勇，2016)。可見雖然電子教學的文化能支持

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教師們也偏向認為初中課程可以使用。但對高中而言，若未

能肯定翻轉教室有利學生應付考試，如無必要也不會使用，為可能導致三個受訪組別

在中史科翻轉教室使用程度不高的因素。 

 

此外，在訪談中，三個組別的中史教師均認同翻轉教室能做到中史課程要求的

「探究學習」，與問卷結果互相對應。研究者認為是翻轉教室理念的本質，不但提供

了途徑和原因讓學生去探索更多自己感興趣的部分，亦能在課上進行更深入地討論，

與Aidinopoulou 與 Sampson (2017) 的研究結果相符，為推動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因素。

不過，三個組別的中史教師均認為課時規劃不利於他們使用翻轉教室，從訪談中得知

課程緊湊之餘也要完成課業，若然翻轉教室欠流暢，教學進程會更為墮後，課時更為

不足。對中史科而言，似乎未能做到前述認為學生預習能減輕課時不足之說法 (高寶玉, 

2018)。由此可見，即使教師同意中史課程與翻轉教室能夠配合，但課時未能容許，在

實踐中史教學之脈絡上未能配合，有可能是影響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因素。 

 

因此，從不同學校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之回應可得知，他們在使用翻轉教室上受

着各類因素的影響，認為翻轉教室未必適用於所屬學校組別的中史科。縱使第一、二

組別的中史教師在問卷回應中傾向同意有實施翻轉教室的相應條件，按道理他們在翻

轉教室的可行性應該是比較高的，但在訪談過程中，三個組別的中史教師表示仍受到

自我效能和教育文化層面上的因素所影響，當中以備課負擔、專業學習社群、考試文

化及中史課時等因素可能限制了中史科翻轉教室的使用。以致即使是任教第一組別的

受訪中史教師，卻只有6成人曾經使用；而任教第二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也只有一半

的人數曾使用翻轉教室，都是使用比率不算理想的情況。而第三組別在學生動機與另

外兩組別便是顯然而見的分水嶺，是可能造成受訪第三組別在使用翻轉教室人數百分

比較另外兩組別更低，低至不足三成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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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三、第三組別未有如其他組別般達到相關學者所述的教學成果，說明翻轉教室的

教學成果未必能夠彰顯在所有組別的中史教學上 

 

有學者認為翻轉教室為能夠改善弱勢學生成績的教學方法 (張彩莉，2019；鄒景

平，2012)，然而在香港中史科的環境下，翻轉教室的成果似乎並未能在能力較弱，即

受訪第三組別的中史科發揮更大作用，以下將加以分析。翻轉教室的感知教學成果主

要以量化及質化研究回應。以下將以「調整學與教」及「培養學生自主學習」這兩項

範疇分述。 

 

A. 翻轉教室調整學與教 

 

首先，在「有效調整學與教」的感知成果方面，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三個組別的

中史教師對「有效調整學與教」的感知成果均偏向同意，亦比其他教學法更有效調整

學與教。但第三組的同意程度最低，甚至認為其他教學法更有效調整學與教。 

 

與其他教學法比較下，問卷調查得出第一及第二組別均認為翻轉教室更能有效地

調整學與教。兩個組別的教師在訪談的闡述可大致上分為三個原因，第一，教師認為

學生可重看不明白的部分 (Salifu, 2016; Clark et al., 2005; Goodwin & Miller, 2013)；第二，

教師亦可從學生課前的練習或小測驗中檢視學生學習，因此能夠根據學生的難點而調

整教學 (Goodwin & Miller, 2013)；第三，在課上也可以問更深的問題或進行高層次的教

學活動來啟發學生思考。符合了前述翻轉課室比其他教學模式有更多時間進行以學生

為中心的教學活動，以及教師可從翻轉教室課前練習中了解學生對知識的運用程度，

來針對學生的需要而調整教學的說法 (Cole, 2009; Fulton, 2012; Bergmann & Sams, 2012; 

黃政傑, 2014; Bergmann, Overmayer & Willie, 2011)。 

 

然而，第三組別的中史教師卻認為其他教學法比翻轉教室更能有效調整學與教，

與第一、二組別的研究結果及上述學者的說法有出入。根據訪談，受訪的中史教師認

為第三組別學生缺乏自律性，需要在教師的監督和協助下完成學習任務，這可能與第

三組別學生的學習能力偏弱有關，而翻轉教室的課前部分極為依賴學生的學習動機和

主動性 (Du, Fu & Wang, 2014)，正正是大多第三組別學生所缺乏的。因此第三組別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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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相信翻轉教室的教學成果，但是以學生的高學習動機為前設，因此認為翻轉教室只

是理想上做到，實際在第三組別的施行效果則可能未如理想。故第三組別的受訪中史

教師即使同意翻轉教室可以調整學與教，但仍然受制於學生學習的動機，傾向認為日

常所用的教學策略較為有效，能確保學生能夠跟上學習進度，比翻轉教室有更理想的

成果。  

 

可見在中史科而言，研究者認為在學生能力區分學校組別的機制下，第一和第二

組別的學生學習能力較高，以致該兩組別的受訪教師對翻轉教室「有效調整學與教」

也有較高的感知成果。然而第三組別在學生學習能力較弱的情況下，受訪的第三組別

教師雖能感受到翻轉教室帶來有效調整學與教的教學成果，但偏向認為日常教學的方

式能更適當地管理學生的學習進度。以上總結說明了學生能力或許是導致三個組別對

翻轉教室有效調整學與教的看法上有所差異的原因，而翻轉教室在調整學與教的成果

似乎未有彰顯在受訪第三組別的中史科上。 

 

在相關性方面，「自我效能」因素與「翻轉教室調整學與教」的相關性上，第一

組別呈高度的正相關度、第二組別呈中度的正相關度。在訪談中，兩個組別的教師均

在備課負擔上提出了供翻轉教室使用的教學資源有不足問題，並提出了相關的建議，

認為利用不同的教學資源能因應學生不同的學習興趣和風格而調整教學。說明了提升

教師的自我效能可能有助提升第一及第二組別的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在調整學與教的

感知教學成果。 

 

在「學生動機」因素與「翻轉教室調整學與教」的相關性上，第一組別呈高度的

正相關度、第二組別呈中度正相關度。在訪談中，第一、二組別的中史教師在訪談中

多次表明教學成果很在乎學生的動機，即學生學習動機愈低高，教師對翻轉教室能調

整學與教的感知成果也愈高。與問卷調查的正相關度結果一致。這可能與第一、二組

別的中史教師同樣了解學生欠交家課的情況，或曾經歷有學生未有完成課前預習而拖

累學習進度相關。教師明白翻轉教室要求學生先完成課前部分，才能在課上進行更深

入的探討，因此感受到學生動機的重要性及其對使用翻轉課室使用效果之關係，亦有

更大的動力去思考如何吸引學生完成翻轉課室的預習。而第三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回

應與問卷調查的正相關度結果一致，即學生學習動機愈低，教師對翻轉教室能調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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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的感知成果也愈低。與此同時，「學生動機」因素與「調整學與教」之間存在正

相關的關係，也說明了提升學生動機可能有助提升三個組別的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在

調整學與教的感知教學成果。 

 

不過，第一組別在「社群與文化」與「翻轉教室調整學與教」呈高度的正相關

度，即提升社群與文化的支持度，可能提升第一組別教師翻轉教室能調整學與教的感

知成果，但受訪教師在訪談中並未有相關的闡釋，因此無法在此詳細討論。 

 

B. 翻轉教室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其次，在「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感知成果方面，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第一及第

二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感知成果均偏向同意，亦認

為翻轉教室比其他教學法更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但第三組別對此則落入了不同意的

程度，更認為其他教學法更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問卷調查顯示，第一和第二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均認為翻轉教室更能培養 

學生自主學習。從訪談中得知，中史教師認為翻轉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解釋有

三：第一，不再局限在學校，學生可在課堂以外的時間和地方完成學習任務；第二，

學生可根據自己的學習情況而重看或延伸知識；第三，學生可從預習的小測試中了解

自己對知識的掌握程度，對自己的學習作出更正，教師也可有效回饋。以上中史教師

的回應與前述學者對翻轉教室調整學與教的研究結果和說法互相對應 (Bergmann & Sam

s, 2012; Bipshop and Verleger, 2013; Schunk & Zimmerman, 2007; Paris & Paris, 2001; Carver & 

Scheier, 1981)。誠然，以學生能力作為區分學校組別的機制下，第一及第二組別的學生

在學習能力和自律性普遍較高，因此研究者對此結果亦是意料中事。 

 

不過第一組別對此的同意程度比第二組別更高，對於兩者之間同意程度上之差

異，研究者認為學校組別區分了學生的能力，可能是學生的動機造成了差異。兩者在

「學生動機」因素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感知教學成果有正相關的關係，而「學生

動機」的平均值以第一組別為最高，因此第一組別對翻轉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

習」的感知成果比第二組別高。然而，第一組別和第二組別的「學生動機」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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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多出0.1分，未有造成顯著差異的升幅為何造成「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感知成果上

有所差異，還需進一步研究。 

 

第三組別在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中史教師不同意翻轉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

習，更認為其他教學法比翻轉教室較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未能做到前述學者對翻轉

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說法。訪談中第三組別的教師主要有以下幾個看法：一、

受訪中史教師也認為喜歡中史科的學生在日常也會自行探求更多相關知識，即使用了

翻轉教室也是會一樣。二、翻轉教室把學習主導權下放給不主動學習的學生可能會弄

巧反拙。三、第三組別的受訪教師認為學習能力偏弱和不主動學習的學生需要在教師

的督促和協助才能完成學習任務，與 McLaughlin et al (2013) 及 Mason, Shuman, & Cook 

(2013) 的說法一致，有教師甚至表示即使從紀律上責罰也會出現未有完成預習任務的

情況，自主學習亦很難發生，與趙志成 (2014) 認為翻轉教室未嘗為一個有效處理學習

差異之看法未能相符。的確，在學校組別的區分下第三組別的學生在學習能力上較

弱，而翻轉教室的預習部分依賴學生先完成，也是自主學習的第一步。因此，可能第

三組別的受訪中史教師認為大部分學生連第一步都未有完成的話，便無法感受到翻轉

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效果。 

 

可見在中史科而言，同樣地，研究者認為在學生能力區分學校組別的機制下，第

一和第二組別的學生學習能力較高，以致該兩組別的受訪教師對翻轉教室「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也有較高的感知成果。然而第三組別在學生學習能力較弱的情況下，受訪

的第三組別教師未能感受到翻轉教室帶來有效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教學成果，甚至認

為日常教學的方式更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以上總結說明了學生能力或許是導致三個

組別對翻轉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看法上有所差異的原因，而翻轉教室在培養學

生自主學習的成果也似乎未能彰顯在受訪第三組別的中史科上。 

 

在影響因素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相關度方面，第一及第二組別顯示了中史

教師認為學生動機愈高，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感知教學成果便

愈高。與上述的分析對應之餘，亦說明了提升學生動機能提升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能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感知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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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三組別在「學生動機」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之間卻沒有相關性，這

是出乎研究者意料的。研究者認為，這是與第三組別的受訪教師對所屬組別的學生在

學習動機上的認知有關。第三組別的教師曾在訪談中表明本來對中史有興趣的學生，

在任何教學法下都會展示其興趣及投入程度，翻轉教室也都不會改變對中史沒有興趣

或無心向學的學生，這是根本的問題。因此，第三組別的教師可能認為即使他們的學

生有否做到自主學習，這與翻轉教室也沒有關係，只是學生本身對中史有興趣而願意

學習而已。如此便解釋了為何第三組別在「學生動機」與翻轉教室「培養學生自主學

習」的成果之間沒有相關性的原因。不過受訪第三組別的「學校支援」與「翻轉教室

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呈高度的正相關度，顯示了學校支援有所提升，也能提升第三

組別教師在「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感知教學成果。然而在研究過程中未有受訪教師

在訪談中對此作出相關的闡釋，因此亦無法在此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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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綜合上述分析的結果，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1. 使用多元化的學習資源及增加翻轉教室課前預習部分的趣味性。研究發現，學生的

動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各組別中史教師是否在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針對第三組別而

言，學生動機更是翻轉教室能否使用的根源問題，而第一、二組別多以外在動機驅使

學生完成預習。研究者建議可嘗試從課前預習着手，以及配合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

使用圖像化的資料如漫畫等；或考慮加入遊戲形式吸引學生完成預習，引發學生的好

奇心，增強內在動機，從而提高不同組別的課前預習學生動機和預習的質量，減少中

史教師的跟進事項，讓教師順利地進利翻轉教室課上的教學活動。 

 

2. 增加中史科翻轉教室的教材。研究發現，各組別中史教師均認為教材非常不足。即

使有意使用，受其他教務限制而未有時間準備翻轉教室的教材。因此研究者建議各大

中史教科書出版商可先徵詢各組別的中史教師對翻轉教室教材的建議，繼而設計相關

教材，以減輕教師備課負擔，從而提高中史教師自我效能，令中史教師有更大動力使

用翻轉教室。 

 

3. 提供更多直接與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之實務資訊。研究發現，中史教師可能未有充

分使用翻轉教室的替代性經驗，因此對翻轉教室望而卻步。建議教育局可提供更多有

關中史教師成功實踐翻轉教室的經驗，特別是根據初中及高中課程而使用的翻轉教室，

有效地為中史教師提供貼切教學需要的資訊，從而提高對中史教師在社群及文化上的

協助，增加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動力。 

 

4. 提高三個組別的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條件，提升教學成果。研究發現提升自我

效能和學生動機，可提高三個組別的中史教師在翻轉教室上調整學與教；提升學生動

機可提高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教學成果。以上有賴上述各方的協助，減少阻礙因素，

持續提高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條件，繼而提升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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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未來的研究，研究者認為有三個方向：第一，本研究未能加以論述為何提升社

群與文化的支持度，可能提升第一組別教師翻轉教室能調整學與教的感知成果的說

法；第二，問卷調查顯示了學校支援有所提升，也能提升第三組別教師在「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的感知教學成果，但本研究未有受訪中史教師對此加以解釋。面對第三組

別在使用比例和感知成果偏低的情況，又可以從哪幾個方面能提升第三組別教師翻轉

教室能調整學與教的感知成果？第三，「學生動機」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感知教

學成果上，當中「學生動機」未有造成顯著差異的平均值升幅為何造成「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感知成果上有所差異，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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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總結 

 

本研究以香港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學中史教師為研究對象，嘗試分析影響各學校組

別使用翻轉教室的因素及教學成果，得出各組別的中史教師在使用翻轉教室的條件之

差距，望加以改善後能增加各組別中史教師使用翻轉教室的意願；並反思如何把翻轉

教室的優點能彰顯在不同組別學校的中史科教學上。 

 

最後，研究透過不同學校組別作為研究背景，得出三項重點結論：第一，翻轉教

室未有在中史科上「廣泛地」為不同組別的學校使用；第二，不同學校組別的中史教

師在使用翻轉教室上受着不同的因素所影響，當中以學生動機為差異之分水嶺；第

三、翻轉教室在學校組別的區分下，因應學生能力之差異而有不同程度的成果，當中

翻轉教室的教學成果很少程度上能彰顯在第三組別的學生上。本研究亦發現受訪中史

教師普遍認同翻轉教室的理念，卻因為不同的因素阻礙了實施及使用效果的展現。唯

望教育界各方通力合作，改善實施條件，並進行更深入、更多有關提升中史教師實踐

翻轉教室效能的研究，從而有效地提升翻轉教室在中史科的果效，協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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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錄 

 

附錄一、探討影響現職中史教師使用翻轉課室的因素及教學成果比較之調查樣本問卷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                                            ❑ 男              ❑ 女 

 

2. 教學年資                        ❑ 0-5年      ❑ 6-10年       ❑ 11-15年      ❑ 15年以上 

 

3. 任教中史科的堂數佔總教擔     ❑ 少於50%             ❑ 50%或以上 

 

4. 任教學校所屬組別：     ❑ 第一組別        ❑第二組別        ❑第三組別 

 

 

二、關於使用翻轉教室之背景： 

 

5. 我有實施翻轉教室的想法。        ❑ 是             ❑ 否 

 

6. 我曾經運用「翻轉課室」。        ❑ 是             ❑ 否 (請跳過第7題) 

 

7. 我在中史科使用翻轉教室的頻率 (以平均⼀週中史堂數為標準)： 

 

❑經常使用 (5次以上)                ❑間中使用 (3-5次)                   ❑甚少使用 (1-2次) 

 

 

 

 

 

各位中史老師，您好： 

 

本研究探討現職中學中國歷史教師在教學上運用翻轉課室的看法。您的意見僅供學

術研究用途；所填答的資料將於完成分析後完全銷毀，不會用作其他用途，請安心填

寫。謝謝您的協助。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歷史教育榮譽學士學生  郭良貞敬上 

2020年11月 
 

 

「翻轉課室」是近年興起的教學模式，方法是把教學順序「翻轉」。傳統的教學模式

是教師在課堂上講解教學內容，學生再回家做家課。「翻轉課室」則讓學生於上課前

預先在家中學習教師提供的線上教材 (如影片)，然後把課堂時間主要用作課堂活動，

如完成練習、討論和小組協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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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列問題用作了解影響您在教學上使用翻轉課室的因素， 

每題只需圈出一個程度代表的數字。  

 

我認為…… 

 

(資訊素養)     

1.我有使用電腦及各項資訊科技設備的能力。(修訂自張彩莉, 201

9) 

1 2 3 4 

2. 我有運用相關軟件來設計教學活動的能力。 1 2 3 4 

3. 我有運用網路搜尋教學資源的能力。(修訂自張彩莉, 2019) 1 2 3 4 

 

(教學設計) 

    

4. 我有能力設計翻轉課室的教學活動。 (修訂自張彩莉, 2019) 1 2 3 4 

5. 翻轉課室會增加我的備課負擔。(修訂自林哲宇, 2017) 1 2 3 4 

 

(教學信念) 

    

6. 我對翻轉課室的教學理念持正面的態度。 1 2 3 4 

7. 我有信心實行翻轉教室。  1 2 3 4 

8. 翻轉課室適用於中史教學。 1 2 3 4 

9. 翻轉課室是未來中史教學的新趨勢。(修訂自張彩莉, 2019) 1 2 3 4 

10. 有其他教學方法比翻轉課室更適用於中史教學。 1 2 3 4 

 

(學生動機) 

    

11. 我的學生沒有完成課前預習的動機。(修訂自林哲宇, 2017) 1 2 3 4 

12. 翻轉課室讓學生在課堂上產生學習動機。 1 2 3 4 

13. 我的學生能善用網絡資源，在課堂的活動上有所貢獻 1 2 3 4 

 

(學校設備) 

    

14. 學校支持教師實行「翻轉課室」。 1 2 3 4 

15. 學校在硬件上能夠支援我實踐翻轉教室。 1 2 3 4 

16. 學校有教學軟件和資源支援我實踐翻轉教室。 1 2 3 4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極 

不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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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學生有相關設備來完成翻轉教室。(修訂自林哲宇, 2017) 1 2 3 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8. 我在校內外能獲取與中史科相關的的實務資訊。 1 2 3 4 

19. 校內同儕推行翻轉教室的成功經驗，增加了我實踐的信心。 1 2 3 4 

20. 校內同儕之間願意共享教學資源。 1 2 3 4 

 

(教育文化) 

    

21. 香港的教育文化不利於推行翻轉教室。 1 2 3 4 

22. 翻轉教室不利於學生應考校內試/公開試。(修訂自林哲宇, 201

7) 

1 2 3 4 

 

(實踐中史教學之脈絡) 

    

23. 翻轉教室能配合中國歷史科「探究學習」的教學策略。 1 2 3 4 

24. 中史科的課時規劃不容許我實行翻轉教室。 1 2 3 4 

25. 教學內容受制於影片長度。 1 2 3 4 

 

 

如果你曾經實施翻轉課室，請繼續回答以下問題。 

*如未曾使用「翻轉課室」，請跳過第四部分，並完成第五部分，謝謝！ 

 

四、下列問題用作了解您在中史科使用翻轉課室後之教學成果， 

每題只需圈出一個程度代表的數字。 

 

我認為翻轉課室…… 

 

 

調整學與教 

 

 

 

 

 

 

 

 

1. 讓學生自我調整學習步伐。 1 2 3 4 

2. 容許我根據學生的興趣來設計課堂活動。 1 2 3 4 

3. 容許我設計高層次的學習活動。 1 2 3 4 

4. 有助教師根據學生的學習需要來調整教學。 1 2 3 4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極 

不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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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5. 能改善課室管理的問題。 1 2 3 4 

6. 讓我善用課堂時間。 1 2 3 4 

 

培養自主學習 

    

7. 讓能力落後的學生可得到更多的協助。 1 2 3 4 

8. 讓能力較高的學生學得更多。 1 2 3 4 

9. 能促進學生成為一個自主學習者。 1 2 3 4 

10. 顯著地提升了學生的自主學習技能。 1 2 3 4 

五、以下用作了解您使用運用主流中史教學法後之教學成果， 

每題只需圈出一個程度代表的數字。  

 

我認為我曾經使用的教學法…… 

 

 

調整學與教 

 

 

 

 

 

 

 

 

1. 讓學生自我調整學習步伐。 1 2 3 4 

2. 容許我根據學生的興趣來設計課堂活動。 1 2 3 4 

3. 容許我設計高層次的學習活動。 1 2 3 4 

4. 有助教師根據學生的學習需要來調整教學。 1 2 3 4 

5. 能改善課室管理的問題。 1 2 3 4 

6. 讓我善用課堂時間。 1 2 3 4 

 

培養自主學習 

    

7. 讓能力落後的學生可得到更多的協助。 1 2 3 4 

8. 讓能力較高的學生學得更多。 1 2 3 4 

9. 能促進學生成為一個自主學習者。 1 2 3 4 

10. 顯著地提升了學生的自主學習技能。 1 2 3 4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極 

不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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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問題樣本 

 

第一部分：(用作研究問題一：影響中史教師使用「翻轉課室」之因素) 

 

1. 請您解釋一下，為何您同意/不同意「有使用電腦及各項資訊科技設備的能力」？ 

(如此類推) 

 

 

第二部分：(用作研究問題二：使用「翻轉課室」和沒有使用「翻轉課室」之教學成果比較) 

 

1. 根據你的問卷回應…… 

→ 你認為翻轉教室能做到……(問卷第四部分) 的效果，您可否加上自身使用翻轉教室

的經驗再加以解釋？ 

→ 你認為翻轉教室不能做到……(問卷第四部分) 的效果，您可否加上自身使用翻轉教

室的經驗加以解釋？ 

 

2. (a) 你認為在中史教學上使用翻轉教室，分別對教師/學生而言，會否比其他教學法更

有優勢？(配合問卷第五部分)  

(b)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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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N-vivo 編碼 

 

代碼結構//節點//層次名稱 

 

影響因素//自我效能 

影響因素//自我效能//資訊素養 

影響因素//自我效能//資訊素養//第一組別 

影響因素//自我效能//資訊素養//第二組別 

影響因素//自我效能//資訊素養//第三組別 

影響因素//自我效能//教學設計 

影響因素//自我效能//教學設計//第一組別 

影響因素//自我效能//教學設計//第二組別 

影響因素//自我效能//教學設計//第三組別 

影響因素//自我效能//教學信念 

影響因素//自我效能//教學信念//第一組別 

影響因素//自我效能//教學信念//第二組別 

影響因素//自我效能//教學信念//第三組別 

影響因素//學生動機 

影響因素//學生動機//第一組別 

影響因素//學生動機//第二組別 

影響因素//學生動機//第三組別 

影響因素//學校支援 

影響因素//學校支援//第一組別 

影響因素//學校支援//第二組別 

影響因素//學校支援//第三組別 

影響因素//社群與文化 

影響因素//社群與文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影響因素//社群與文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第一組別 

影響因素//社群與文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第二組別 

影響因素//社群與文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第三組別 

影響因素//社群與文化//教育文化 

影響因素//社群與文化//教育文化//第一組別 

影響因素//社群與文化//教育文化//第二組別 

影響因素//社群與文化//教育文化//第三組別 

影響因素//社群與文化//實踐中史教學之脈絡 

影響因素//社群與文化//實踐中史教學之脈絡//第一組別 

影響因素//社群與文化//實踐中史教學之脈絡//第二組別 

影響因素//社群與文化//實踐中史教學之脈絡//第三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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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成果//翻轉教室調整學與教 

成果//翻轉教室調整學與教//第一組別 

成果//翻轉教室調整學與教//第二組別 

成果//翻轉教室調整學與教//第三組別 

成果//翻轉教室培養自主學習 

成果//翻轉教室培養自主學習//第一組別 

成果//翻轉教室培養自主學習//第二組別 

成果//翻轉教室培養自主學習//第三組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