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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學習科學與科技中心 (CLST)

資訊科技教育教學法系列：
在小學有策略地運用移動學習設計教學活動以

提升學生的參與及學習效能
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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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第⼀節：

1.1 移動學習在課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1.2 全方位學習（LWL）和移動學習概述
1.3 配合EduVenture和其他移動學習系統的

探究式學習（IBL）
1.4 香港中文大學戶外考察
1.5 課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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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第二節：

2.1 課業討論及回饋；
2.2 運用EduVenture Composer創建地圖數據/熱點

和多媒體內容；
2.3 介紹用於環境調查的電子傳感器；
2.4 不同科目運用移動學習的教學案例之討論；
2.5 賬戶管理和設備的安排；
2.6 介紹移動學習活動的替代方案；
2.7 課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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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 Quinn (2000) ，行動學習就是透過行動輔具： 如個人數位助理、
行動電話等，進行電子化學習。
Harris (2001)  認為 學習透過點與點交集的概念，認為行動學習即是行
動科技與網路學習 的交集點，然後創造不受時間、地點限制的學習經
驗 。
Topland(2002) 則從學習的管道定義行動學習，認為行動學習是多種
管道式 (Multi-Channel)的網路學習，透過行動電話、個人數位助理、
可攜式 的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等管道進行學習活動。

移動學習 定義
5



移動學習 優勢
• Learning Path
• Performance Support
• Higher Engagement
• Multi-Device Support
• Collaborative Learning
• Better Completion Rate and 

Higher Retention
• Flexibility to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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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Mobile Learning so 
Effective?

• Convenience

• Duration
• Focus

• Microlearning
• Distribution

• Content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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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用資訊科技的情況下，自主學習大致有四種特徵
• 學習者的控制；
• 學習者的自我管理；
• 個人自主；及
• 真正學習自主 (Tendency of self-learning)：
• 在正規學習環境以外，對學習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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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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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金援助項目
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
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www.edb.gov.hk/tc/edu-
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to-
primary-secondary/it-in-
edu/ITE-CCF/ccf_index.html



10

對於學習而言，只有在真正的走出教室，利用戶外的實地考察活動才能提供學生認識周遭環境的機會，讓學生在戶外親身體驗，進行親自動手做和探究式的學習，才能落實現實世界中學習的統特質，也才能真正達成統整概念的建立 (Landis 1996)
只有在戶外環境下，透過觀察的技巧，學生能夠看
⾒、聽⾒、感覺，以⼀種有意義和活生生的經驗來
學習，很⾃然的將學習和科⽬間統整在⼀起，可以
增加學⽣對整個概念的了解，進⼀步將學科知識在現實生活中相互印證

移動學習在課程中的角色與重要性



11

戶外教學所提供的學習經驗，不會讓學生被限制在某
⼀個學科課題的學習上，反⽽可以在完整的脈絡中全
⾯看到⼀個完整的學科，結果會使學科變得更有意義、更有趣，而這正是透過「野外考察」的方式學習時才能達成的統整學習。
「移動教學」不止對常識科及專題研習重要，對不同學習領域都息息相關，所以「移動教學」應該要落實到「每所學校」的「每個班級」的「每個同學」。

移動學習在課程中的角色與重要性



戶外考察主要有哪幾類？
•實地導賞 (Field Excursion)
•驗證假設的實地研究 (Hypothesis Testing)
•探究式實地考察 (Enquiry Fieldwork)
•發現式實地考察 (Discovery Fieldwork)
•感官實地考察 (Sensory Fieldwork)

上述的策略或取向並不是互相排斥的。
所以教師在設計實地考察時，應該先考慮課程的要求及學生的需要、興趣和
能力，才決定以上述任何⼀種或混合多種取向來設計和組織實地考察。



戶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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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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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for Learning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CLS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戶外考察



戶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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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MEANINGFUL LEARNING?
(Jonassen, D, et al, 2008)

『有意義的學習』
• 以學生為中心的『主動』、『建構』、『合作』 、

『真實』 、『意圖』精神
• 探討在『探究』、『實驗』、『設計』、『溝通」、

『建立社群與協作』 、『寫作』 、『建模』 、
『視覺化』等學習型態與活動上，科技的導入與應
用、評量學習等實例，同時也提醒教師思考相關問
題。



•Meaningful Learning with Technology 

By Jane L. Howland, David H. Jonassen, Rose M. Ma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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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pt200.wikispaces.com/home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1. 你曾經帶過的⼀個⼾外考察活動
2. 如何進行 (事前 / 當日/ 後期)
3. 教件設計質素如何？
4. 老師和學生的角色如何？
5. 有否借用資訊科技？
6. 整體而言，成效如何？(meaningful learning)
7. 欠缺了甚麼？



探究為本實地考察研究探究為本實地考察研究探究為本實地考察研究探究為本實地考察研究

以學生為中心的探究為本實地考察是指由同學自行主導的探究。這類
實地考察的指引較少及較開放，讓學生能全面地建立探究能力、考察
技能及共通能力。

這類實地考察可分為四個主要的階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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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全方位學習甚麼是全方位學習甚麼是全方位學習甚麼是全方位學習？？？？

切身體驗、豐富學習

全方位學習是把學習空間從課室拓展到其他環境的策略。
透過教師靈活地利用多樣化的環境和社區資源，配合時、地、人各方面所組成的學習情境，
讓學⽣獲得⼀般在課堂上難以體會的經驗

22



全方位學習的目的和意義全方位學習的目的和意義全方位學習的目的和意義全方位學習的目的和意義

全人發展、終身學習

全方位學習強調要讓學生在真切情境和實際環境中學習。
這些切⾝體驗能夠令學⽣更有效地掌握⼀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例如培養在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培育為社會及人
類謀福祉的正面態度，都需要學生經常接觸不同的人、不同的環境和情況。
全方位學習為學生創造機會，讓他們從實際體驗中學習，這有助學生在不斷變化的杜會中，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和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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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學習教學
• 由學生為主導的學習模式，老師扮演輔導的角色協助學生建構知
識。在學習過程中，學生需要不斷發問及透過蒐集及分析資料去
解答問題。

• 於課堂教學中進行探究，讓學生在教師的有效指導下和相互交流
的自發反思下，按照教材分析和教師的指示或提問、或所提供的
訊息，通過主體參與學習，自主探討解決問題的方式，有效理解
學習內容， 從而達到自主學習的目的。



探究式學習教學
•「教師引導、學生主體 」為基本精神，避免學生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從事盲目和低效能的自發探究活動。
• 學生在探究過程中需要鑑定問題、搜集資料及解決問題，以代替教師給予「正確」答案的做法。
• 探究學習並不強調尋找「標準」 或「正確」答案，而是為問題尋找適切的解決辦法，因為有些時候並沒有「標準」 或「正確」 的答案。



• 學生主動參與，教師從旁協助
• 學生通過探究活動自行發現，從中建構出新知識
•重視協作學習
•注重證據為問題解決的基礎
•重視學習的評估

探究學習的基本特點



⼀.指導式探究
•主要目的在於教導學生學習，也就是協助學生「學習如何學習」
•教師可在學生進行探究之前或在探究之中給予指示和引導，再讓學生實際進行探究並自行發現答案之所在，兼顧教師和學生的角色
•在指導式探究教學中，教師在提出問題、促進反應、組織材料和情境上皆有相當重要的任務，教師可說是整個學習的領導者和組
織者

探究式教學類型



⼀.指導式探究特徵
• 教師的角色是班級活動的領導者(提出問題、促進反應、組織材
料和情境)

• 學生要對各種事件、資料或材料作反應，並根據觀察建立某種有
意義的關係。

• 學生思考的過程是由特殊的觀察到推論，教師要鼓勵每位學生相
互溝通。

探究式教學類型



二. 非指導式探究
•美國科學教育學者卡林及桑德(Carin & Sund, 1985) 認為學生要從事非指導
式的探究學習時，必須自己能夠發掘問題，提出其所欲探討的問題。
•學生是主動的、積極的，教師只是居於協助的地位，不給予任何的指導，在
整個探究過程中完全由學生自行決定所需蒐集的資料，並加以整理，最後自
行獲得答案，解決問題。
•皮亞傑(J. Piaget)認為並不是每⼀個⼩學階段的兒童皆有完全⾃由探究和發
現的能力，所以在進行非指導式探究時，要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學生皆適合
使用非指導式探究的教學法

探究式教學類型



二. 非指導式探究特徵
•教師在整個過程中只控制材料和提出⼀些簡單的問題。

•學生從觀察探究中獲得有意義的關係或型態。

•教師鼓勵學生提供自己的推論與其他人分享。

探究式教學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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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式探究教學 非指導式探究教學
教學
重點

教師在學生進行探究式之前或
在探究式之中給予指示和引導，
再讓學生實際進行探究並自行
發現答案所在

探究式過程中完全由學生自行去
決定所需蒐集的資料，並加以整
理，最後自行獲得答案解決問題

教師
角色

教師是班級活動的領導者，教
學活動中鼓勵每位學生相互溝
通

教師是居於協助的地位，不給予
任何指導

學生
角色

對各種事件、資料或材料作反
應，並根據觀察去建立某種有
意義的關係。

積極主動的去決定蒐集資料、整
理資料和獲得答案解決問題。

探究式教學類型比較



探究式學習教學類型
探究式學習四種類型 (引自 Bell, Smetana, & Binns, 2005, p.32)
• 驗證性的探究 (Confirmation inquiry)
• 結構化的探究 (Structured inquiry)
• 引導性的探究 (Guided inquiry) 
• 開放性的探究 (Open inquiry)

•引導式與開放式探究的差異在於教師是否主動提供學生可研究的問題讓學
生從中選取感興趣的部份

•結構化探究型態的差異在於教師是否主動提供研究問題的解決方式
• 階層愈低代表學生學習的自主性愈低，而教師介入的程度愈高；階層愈高代表教師介入程度低，且學生愈能夠自行完成整個探究的學習工作

（
低
）
學
習
自
主
性
（

高
）

（
高
）
老
師
介
入
性
（

低
）



探究式學習教學類型



探究式學習教學類型



Stripling Model of Inquiry Connect, wonder, investigate, express and reflect
探究式學習教學 常見模式及實施



6. Connect
• Connect to self, previous knowledge

• Gain background and context
• Observe, experience

1. Wonder
• Develop questions

• Make predictions, hypothesis

2. Investigate
• Find & evaluate information to answer 

questions, test hypotheses
•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to illuminate new 

questions

3. Construct
• Construct new understanding connected to 

previous knowledge
• Draw conclusions about questions and 

hypotheses

5. Reflect
• Reflect on own learning

• Ask new questions

4. Express
• Apply understanding to new content, New 

situations
• Express new ideas to share learning with 

others

Stripling Model of Inquiry 
探究式學習教學 常見模式及實施



Scientific enquiry 科學探究
探究式學習教學 常見模式及實施



Teaching Inquiry with Primary Sources

Teaching Inquiry with Primary Sources  www.loc.gov/teachers/tps/quarterly/inquiry_learning/article.html

探究式學習教學 常見模式及實施



Centre for Learning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CLS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設備及網絡基建 B. 電子教材及內容
C. 電子學習管理平台 D.學生自主學習態度
E. 老師教學範式轉變 F. 學校資訊科技領導

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 -- 如何量度學校 eLearning 發展？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Framework
Effectiv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for pedagogy 

around specific subject 

matter requires developing 

sensitivity to the dynamic, 

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omponents 

of knowledge situated in 

unique contexts.

Mishra & Koehler (2006).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08(6), 1017-1054. 

There is no “one best way” 

to integrate technology 

into curriculum.

Integration efforts 

should be creatively 

designed or structured 

for particular subject 

matter ideas in specific 

classroom contexts.

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 – 流動電腦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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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電腦裝置 –提升學教效能

42



1.3 其他移動學習系統及例子
43

Google
Google Form with QR Code

Esri美國環境系統研究所公司
Survey 123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科技促進中心
EduVenture X / VR



Centre for Learning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CLS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QRCODE１ QRCODE２

遊蹤探索活動 (EDB)
QRCODE + GOOGLE FORM +MOBILE LEARNING



Get Started with Survey123 for ArcGIS Guideline 
Preparing Your Survey

1. Browse to http://survey123.arcgis.com , and sign in with your ArcGIS organizational account.



介紹GIS 及相關IT資源

http://ev-cuhk.net/

CUHK EduVenture System 



The Centre for Learning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CLS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launched the 
EduVenture® learning system, which has been well received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CLST has recently developed 
EduVenture® VR (Virtual Reality), a sub-system of EduVenture®.

47

CUHK EduVenture System 



48

CUHK EduVenture System 



CUHK EduVenture System 

Teacher Student
Student

+
Teacher 



iPad iPhone

CUHK EduVenture System 



CUHK EduVenture System 



Shared Wifi ?

(Wifi Egg, iPhone)

Assisted-GPS
No Location 

Service

Last location / 
Nearest 

hotspot

Yes No

Cellular or Wi-Fi ?

GPS 
Disabled

Error ~= 50m

Cellular (3G / 4G)Wi-fi

SIMM Card Installed ?

GPS Enabled , Error < 3m

Internet Access No Internet

Yes No

Radar Function 

Enabled

CUHK EduVen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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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locales
• Define maps
• Create Hotspot
• Create Questions
• Save and view on iOS
• Account management 

Composer

CUHK EduVen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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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rtal: http://ev-cuhk.net

CUHK EduVen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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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a New Map
1. The Name
2. A good picture to represent the 

region
3. KLA + Subject
4. Ready to publish or not
5. Private / Public

CUHK EduVen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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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the Region
1. Do it within zoom level 15-16
2. Include MORE not LESS
3. Wait for 1-2 minutes

CUHK EduVen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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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and Put down a Hotspot

CUHK EduVen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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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spot Settings
1. A proper name
2. Radius (A tree – Football field)
3. Larger instead of smaller
4. Give it a color

CUHK EduVen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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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spot Component
1. 12 Types of Component
2. Unlimited
3. Try to keep them < 15
4. Combinations are possible

CUHK EduVen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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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Description(Text + One Picture)

CUHK EduVen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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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 Over
CUHK EduVen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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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Map
CUHK EduVen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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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taking

CUHK EduVen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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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香港中文大學戶外考察
移動實習活動 – 體驗全球定位學習系统(EduVenture)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
目的：認識崇基書院實地考察
工具：iPad + Pocket Wifi

• 景點⼀：崇基禮拜堂 (惡劣天氣可用)
• 景點二：中大教育學院(惡劣天氣可用)
• 景點三：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
• 景點四：眾志堂
• 景點五：未圓湖
• 景點六：曲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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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崇基禮拜堂
問題⼀：
哪張照片是當時的崇基禮拜堂？
問題二：
禮拜堂定期會有音樂表演或其他
活動，試拍下⼀張海報或宣傳單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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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二：中大教育學院
問題⼀：
何添樓於何年建成？
問題二：
何添樓樓高多少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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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三：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
問題⼀：
聆聽這段有關崇基學院的英文
描述，並回答問題？
問題二：
崇基學院的成立年份是？
問題三：
圖書館人流統計：
請在圖書館門口作三分鐘統計，
平均每分鐘進入及離開的人數
為多少？

問題四：
以下哪張照片是在崇基圖書館內所拍的？
問題五：
訪問⼀位圖書館使⽤者，詢問有關圖書館有甚麼可
以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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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四：眾志堂
問題⼀：
特價飯的別名是甚麼？
問題二：
錄⾳訪問⼀位同學對眾志堂食品
及價格的意見

問題三：
與受訪者拍攝⼀張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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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五：未圓湖
問題⼀：
請參考四張攝影作品，你最喜歡哪⼀張？請以錄⾳作答。

問題二：
身處未圓湖中，觀察身邊的環境。請在以下的概念圖中，
配合想象， 填上跟“顏色”和“感受”相關的形容詞。

問題三：
假設你將會參加⼀個藝術展覽，請拍⼀張未圓湖的照片。
可以捕捉獨特的角度和景物。

問題四：
你會為這張作品定甚麼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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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六：曲橋
問題⼀：
拍攝⼀張“植物”的照片

問題二：
拍攝⼀張“動物”的照片

問題三：
試觀察，從曲橋上有多少個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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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第⼀節：

1.1 移動學習在課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1.2 全方位學習（LWL）和移動學習概述
1.3 配合EduVenture和其他移動學習系統的

探究式學習（IBL）
1.4 香港中文大學戶外考察
1.5 課業簡介



73

參考以往你帶領過的戶外考察，選擇其中⼀個地點，編寫⼀個常識科/其他學科的移動學習活動套件，能發揮全球定位學習系统的優勢以支援學生進行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為方便學員完成學習活動設計，學員必須在第
二節課前決定移動學習地點，並在該地圖上選
出三個以上不同的學習熱點(hotspot) ，每點
加入三條不同題型題目，以便在第二節課製作
教材。。。。

課程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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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示例
•海洋公園遊踪
•濕地公園遊踪
•屏山文物徑
•⻄貢海下灣
•米埔自然保護區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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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