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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eClass网上教学平台及多媒体工具辅助学生备考的教学历程网上教学平台及多媒体工具辅助学生备考的教学历程网上教学平台及多媒体工具辅助学生备考的教学历程网上教学平台及多媒体工具辅助学生备考的教学历程 

~以高三文商班地理科为例以高三文商班地理科为例以高三文商班地理科为例以高三文商班地理科为例 

//// 嫚嫚嫚嫚嫚嫚嫚嫚张张张张         
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一、前言 

 使用多媒体教学在今日已经不是新鲜事，随着科技的发达，多媒体教学

也给了老师们在教学上很大的冲击。日前教育界许多专家学者更加强调网上

教学对于学生学习无界限、无时限的特点能够加强现代新新人类的学习效

果，但是要怎么善用多媒体的特性更好的发挥在辅助教学上，老师的角色仍

是举足轻重的。 

 

 眼看统考逼在眉睫，要如何在短时间内帮助高三文商班级的学生应付统

考，是我目前最大的压力来源。学生们犹如无头苍蝇，没有策略、没有方法、

没有方向，面对众多的科目要准备的情况下，地理这一科往往是学生们选择

放弃的副科。 

 

 从 2010 年开始，本校地理组已经将学科主题课室《敬天@爱地》建立起

来，且学习内容、资源库也不断的获得扩充、更新。今年，除了继续经营《敬

天@爱地》之外，我们更进一步尝试使用各种多媒体资源来辅助教学，特别

是辅助应付统考的高三班级学生。 

 

 依据课程计划，7 月份开始高三同学基本上应该进入备考状态。在地理

课方面，今年尝试引进两种多媒体工具以辅助高三同学进行备考：一、使用

eClass 平台的网上测验及网上练习功能，引用问题库内的资源以解决时空限

制及程度差异的问题；第二，善用学校现有的多媒体设备—电子互动白板、

电子实物投影机来辅助解题教学，同时也提升上课乐趣让学生融入备考的氛

围中。 

 

二、目标二、目标二、目标二、目标 

1. 通过 eClass系统，探索网上教学的设计方法和操作流程。 

2. 透过多媒体工具减轻教师负担，让学生成为备考的主导者、老师成为备

考的引导者。 

3. 善用多媒体工具来辅助地理学科突破教学难点，协助学生掌握地理课程，

提升备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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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高三统考生备考所面对的问题高三统考生备考所面对的问题高三统考生备考所面对的问题高三统考生备考所面对的问题 

1. 1. 1. 1. 时间不足：时间不足：时间不足：时间不足：    

本校高三同学上半年进行《自然地理》的课程，到了下半年才算正式进入备

考状态，因此下半年的时间显得非常紧凑，如何更有效的利用上课时间是身

为教师应该去思考的问题。地理科乃属副科，上课时间一周 3节课，每节课

40分钟要同时完成课程内容且促成延伸学习，在时间上是不足的，因此要怎

么让学生们在课后仍能持续的进行备考及学习活动，才是学生应建立起来的

习惯。 

 

2. 2. 2. 2. 学生没掌握有效方法：学生没掌握有效方法：学生没掌握有效方法：学生没掌握有效方法：    

7 月份全校学生还在如火如荼准备着运动会，学生们的上课心情也较浮动，

这个时段发现大部分学生仍然不知道统考已迫在眉睫。根据观察，本人发现

同学们的备考方式不仅缺乏组织，习惯于等老师的安排，普遍上仍没有使用

历届考题来作为备考的练习；另外，在同侪之间也缺乏相互讨论、互助学习

的氛围。 

    

四、帮助学生备考的方法与步骤四、帮助学生备考的方法与步骤四、帮助学生备考的方法与步骤四、帮助学生备考的方法与步骤 

根据以上的观察本人发现大部分学生都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尚未将备考的

积极度及主动性调动起来，因此本人于 7 月份开始大量建立历届考题题库于

eClass系统中，并且建立了一套制度来帮助学生提升备考效率。除了网上平

台的辅助外，本人也善用学校的硬体设备来提升课堂的解题效率。 

    

1. 1. 1. 1. 软体方面：建立软体方面：建立软体方面：建立软体方面：建立 eClasseClasseClasseClass 题库，让网上测验及网上练习发挥功效题库，让网上测验及网上练习发挥功效题库，让网上测验及网上练习发挥功效题库，让网上测验及网上练习发挥功效 

1.1 让学生知道自己的斤两 

在学生们都尚未具备备考状态的情况下，我利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让同

学们回答 2005 年统考题，这目的并不是要测出学生的水平，而是要让同学

们知道，如果保持这样的状态上考场，将会是怎样的结局，让学生们了解自

己的状态好让他们提高时间已经不足的警觉性，将其他不重要的事务排除在

外，专心备考。这一次的测试，也达到了我的目的，学生们开始对自己的学

习状态紧张了起来，会在下课时间到办公室需求意见及支援。 

 

1.2 建立制度 

要让学生们有备考的状态，老师也必须在课堂上营造备考的氛围。于

是我建立了制度，也让学生们了解制度规则，那就是每一个测验进行 2次，

取 2次得分平均纳为一次评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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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设定练习 

利用网上平台，老师可以将问题库中的题目设定为“练习”。所谓“练

习”就是可以重复作答不断练习，让学生在家可以进行不限次数的练习，加

强记忆。 

 

1.4 自助测验 

网上平台具有“自助测验”功能，此为老师在问题库中将题目设定为

“开放”，让学生有自行组卷的权限，挑选特定范围的题目来进行自助测验，

以便了解本身的学习状况。主动学习能力及意愿较高的学生，对于该科的要

求较高，希望可以考取更好的成绩，因此自助测验的功能能够帮助这类型学

生更准确的掌握学习状态。 

 

2. 2. 2. 2. 硬体方面：电脑馆硬体方面：电脑馆硬体方面：电脑馆硬体方面：电脑馆 5555 的充的充的充的充分利用分利用分利用分利用————互动电子白板、实物投影机互动电子白板、实物投影机互动电子白板、实物投影机互动电子白板、实物投影机 

2.1 电脑馆 5的小型笔记型电脑 

电脑馆 5的设计为 6个学生一小组，每个学生有一台小型笔记型电脑。

因此 6人小组可以在进行练习的时候互相讨论；由于自然地理课本上的图属

于黑白图像且文字居多，无法让学生彻底理解自然地理现象，因此进行自然

地理练习时，我会规定学生不可以翻阅课本寻求标准答案，若遇到不了解的

地方必须上网寻找资源帮助解题。 

 

学生们都能够在此过程中搜索到富有参考价值的 PPT、PDF、立体图解、

动画、影片等等资源，这样的方式对于学生们理解抽象的自然地理知识非常

有帮助。除此之外，电脑中装有 Google Earth 谷歌地球软体，此一软体为

学生们查询资料的有力工具，也是老师授课的好助手。 

 

2.2 电子互动白板 

先进的科技对新时代孩子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因此老师若能在课堂中

善用科技，也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电子互动白板的功能，就是要提高互

动性，因此不能只是老师能够操控而学生依然坐在位子上观看，因此教学设

计上，就必须要有机会让学生站出来操控，对同班同学解题。同侪间学习，

老师退之，让能够掌握基本知识点的学生上来为同学解说，因为学生们往往

能够用比较浅白的方式来呈现，同学们比较能够明白同学间的语言，同时老

师也能关注学生的概念是否清晰，若学生解释不足的地方，老师再加以补充

或更正，这样的效果比起老师直接解题更有帮助。 

 

2.3 实物投影机 

有些时候当需要引用课本上的图片作为解说时，遇到的难点就是学生

搞不清楚老师说的，到底是图中的哪一个部分。因此，实物投影机可以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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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将资料呈现给学生看，老师可以将课本摆放在实物投影机上来进行解

说，这样学生就能够清楚知道老师指的是图中的哪一个部分。因此实物投影

机能够帮助我们处理临时需要补充的资料，如参考书、彩图等。 

 

五、观察及检讨五、观察及检讨五、观察及检讨五、观察及检讨 

学生方面学生方面学生方面学生方面 

1. 对于 e时代的学生来说，教学上若能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加贴切，

则学生更加能够    专注去完成。现今很多学生都是开着电脑来读书的，与

其让他们开着电脑闲逛，倒    不如运用电脑来让学生进行学习活动。 

2. 经过初步调查[参考附件]，大部分学生们表示用 eClass 平台作为

练习及测验对于  

   他们的学习有帮助。 

3. 部分学生也表示虽然网上平台方便，但是无法满足他们带到其他地

方如图书馆或路 

   途中进行温习，因此这一部分目前仍是纸笔所无法取代的。 

    

教师方面教师方面教师方面教师方面 

1. 角色的变换，更能够穿梭在学生群中，解决个别学生的问题。发挥

了学生为学习主      

   体的教学模式。 

2. 呼唤学生上来讲解，是最能够帮助他们厘清概念的方式之一，而且

增加课堂的互          

   动，同时也帮助学生们建立信心。 

3. 制度化的进行备考，能够让学生更快的融入备考的氛围中，因此老

师建立的课堂制      

   度显得更加重要。 

    

技术方面技术方面技术方面技术方面 

1. 预先建立好题库，题库分类系统化非常重要。同一个学科老师建立

一个整理题库的统一格式，能够帮助全组老师更方便的进行资料搜索

及管理。 

2. 没有一个平台是万能的，制造一件家具都需要用到不同的零件和工

具，因此要不断发现新工具，找出最能够辅助课堂教学的工具，但教

学目的始终不变。 

3. eClass 4.0 升级版本的图片链接存在着不稳定的问题，因此现阶

段仍不敢上传过多有图片的题库，因此仍偏向于文字式的题目。 

4. 电子互动白板的使用操作简单，但是课程设计相当复杂，需要老师

精心构思，不至于沦为只是方便点按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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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解决，例如电脑馆 5的电脑使用 Ubuntu系统，

开机时间长达 3 分钟 30 秒，且上一位学生浏览过的画面在重开机后

仍会出现，这将造成课堂干扰。电脑系统不稳定，导致科任老师花很

多时间在处理技术问题。 

6. 网上平台无法让学生进行作答题的练习及测验，必须回归纸笔方式

提升学生的书写能力。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原始数据原始数据原始数据原始数据    

 

S3A1（23人作答） 

1） 对于老师使用 eClass，每一个项目做 2次有何看法？是否有帮助。 

• 有。（22） 

意见： 

 

• 没有。（1） 

 

2） 对于 eClass 题目，你认为需要如何改善？ 

• 不需要。（6） 

• 我觉得需要添加更多不同类型的题目。（5） 

• 我认为需要多倾向于统考题的考题样式，以增加我们对统考的练习。

（4） 

• 我觉得题目可以转换询问的方式。 

• 很好，但题目的呈现排版上可以再加以美观。 

序序序序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1 原因：可以让我温故知新（3） 

2 原因：可以增强我的记忆（8） 

3 原因：感觉很不错，不用对着那么多字，使用简单的 ppt/课外软件有助于

协助我们更了解。 

4 建议：重复做第二次的时候可以加别的题目。 

5 不足：多数学生是记答案，就算做对了也不知为什么会是这答案，有点可

惜。 

6 不足：老师的“题海战式”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对于人文地理与世界地理

的统考题相对弱些。 

7 建议：加深认知，但需要解释不然会出现填鸭式现象。 

序序序序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1 建议：做一次的较好，学生知道能重做的情况下都不太认真对待测验。即

使第二次的分数较第一次高，也可能是同学背答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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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更换题目，不要打错字。 

• 改善网速。 

• 我认为可以依据章节分类顺序的做，以便更能清楚加深印象。 

• 我认为应该让我们全面了解明白课题之后再做评估。  

 

3） 用 eClass 练习是否能提高你的备考效率？ 

• 是。（23） 

意见： 

 

 

S3A3（19人作答） 

1）对于老师使用 eClass，每一个项目做 2次有何看法？是否有帮助。 

• 有（11）。 

 

• 没有（6）。 

 

• 没意见（2）。 

 

 

 

序序序序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1 增加印象。（2） 

2 因为学前练习是很重要的环节。 

3 但是只是课本后面那几题罢了，我希望能学习更多不一样类型的题目。 

4 尤其是用 UBS节做选择题。 

5 可以更明白更容易吸收。 

6 考试前我都会做自助测验。 

7 但是之后印象不深。 

序序序序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1 可以增强我的记忆（5） 

2 可以节省资源（2） 

3 我觉得不错，可以在家做，但是题目太单一。 

4 很好，但不要临时测试！ 

5 方便又快！ 

序序序序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1 eClass虽好，但不需要常用，不然会和课本脱节。 

2 没有什么难度，答案在课本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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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比较喜欢使用 eClass做练习还是传统纸笔方式作答。 

• eClass。（14）——原因：比较有趣、比较容易让人了解统考会怎么

出题 

• 传统纸笔。（2）——原因：老师可以作深层、详细的解释 

• 混合使用，效果更佳。（3） 

 

3）用 eClass 练习是否能提高你的备考效率。 

• 能（15） 

 

 

 

 
        

序序序序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1 增加记忆。（3） 

2 因为那全部都是重点，对复习有莫大的帮助。 

3 可以随时上 eClass做作业。 

4 会让我去看课本上的习题。 

序序序序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1 一半，其余的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2 帮助不多，因为课本的比较容易吸引，但前提是要有画重点。 

3 我认为不是很足够，应该加多一些另一方面的问题。 

4 因为使用 eClass只能使用电脑阅读，如果列印出来的画可以任何时间地点

阅读，而且在纸上可以做笔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