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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翻轉教室學習成效之提取練習策略研究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資訊與行動網路的發達，以及多媒體技術的進步，使得透過網路影片來學習的
方式逐漸被一般人所接受，甚至熱衷於錄製影像與分享影像，Youtuber、直播主、網紅等也已
經是正式的職業之一。這也讓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ered）
、以混成學習（blended/hybrid
learning）為運作方法的翻轉教學策略，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各種學科或各種教育階段都有
不少的研究文獻，顯示翻轉教學有助於學生學習成效（Katsa et al., 2016; Muir & Geiger, 2016;
Giannakos et al., 2014; Reza & Baig, 2015; Aidinopoulou & Sampson，2017）。利用遠距教學的理
念加上精熟學習理論，讓學習者可以在家透過網路影片與測驗自學，依照自己的進度學習，
課堂的時間便進行小組討論或一起做作業，讓學生可以充分利用在校時間，與老師和同儕互
動合作學習，達到主動學習的目的（Lo & Hew, 2017）。
然而，翻轉教學成功的關鍵在於學生課前自學的成效，以及課前自學與課堂上教學的平
順銜接，能讓學生的舊知識與新知識產生連結，也能與課堂小組合作學習或議題討論時，有
一定程度的討論基礎，甚至延伸與拓展更深、更廣的知識學習。換句話說，課前自學的品質
影響著課堂學習活動的準備度，也深深影響其學習效果。
本研究計畫主持人過去幾年來在翻轉教學上的研究成果，包括即時教學結合同儕教學的
WIRE 模式（Juang, 2010a; Juang, 2010b）
、同儕互問互答互評模式（莊益瑞&詹炳坤, 2016）、
遊戲式課前預習策略（莊益瑞, 2015）、合作學習策略（莊益瑞&詹炳坤, 2013）等等，驗證了
翻轉教學在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學習動機、高層次思考、課堂互動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正
面回饋，所使用的教學模式與策略，也都能奏效。然而，我們也發現學生的持續力不如預期，
往往在前幾週有好的表現，愈到後面就愈懈怠，學習動機無法持續而下降，課前預習的積極
度趨緩，課前提問的品質也流於應付，也因此牽一髮動全身，影響了課堂互動與學習的效果。
且學生的學習成就在延宕測驗的結果仍不理想，顯示學習的效果沒有進入長期記憶中。如何
增進學生預習的成效，仍是翻轉教學成功的關鍵。
近十多年來，有關提取練習效應（Retrieval Practice Effect）的研究蓬勃發展，證實提取練
習可以促進記憶效應（Carpenter & Delosh, 2006; Carpenter, 2011; Kornell, Hays, & Bjork, 2009;
Pyc & Rawson, 2010）。尤其心理學家 Karpicke 和 Blunt （2011） 在 Science 雜誌中發表一
篇研究報告，他們將學生分成不同組，分別用四種學習方法研讀一篇科學文章，包括一次學
習法（Study）
、重複學習法（Repeated Study）
、概念構圖精讀（Elaborative Study with Concept
Mapping）和提取練習法（Retrieval Practice）等。一次學習法讓學生研讀一節課的時間；重複
學習法讓學生反覆研讀連續四節課的時間；精細概念構圖讓學在研讀一節課後，繪製概念圖；
提取練習法讓學生在研讀一節課後，讓學生進行提取測驗，也就是回想剛剛學習的內容，回
想多少就寫多少，接著再研讀一次及再測驗一次。最後，四組學生在逐字問題、推論題和後
設認知預測學習中，提取練習法的學習效果均顯著性地優於其他學習法。他們認為所有的學
習都是在提取（retrieve）
，從提取過程中重新建構知識，就會產生有意義的學習。這種學習有
助於將知識導入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中，而且從延宕測驗中獲得最佳的效果（Karpicke
& Grimaldi, 2012）。
本計畫研究者將以過去所研發的同儕互問互答互評策略，結合提取練習法的概念，於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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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自學時提供學習者在閱讀教材或瀏覽教學影片後，進行重複提取測驗（retrieval test）
。此測
驗的設計必須具有啟發學生提取新、舊知識的作用，亦能提供同儕互評與討論的依據，進一
步亦可形成課堂學習活動的議題，建立一個「提取導向自學策略（Retrieval-based self-learning
strategy）
。預期將提升翻轉教學中學生進入教室參與學習活動的動機，提升師生與同儕互動，
以及提升學習成就。透過準實驗研究法進行教學試驗，結果學習成就評量和學習動機雖有提
升，但未達顯著水準。不過，學習成就的延宕評量達顯著差異。實驗組的問卷調查結果，獲
得較高評價的是提升學生與同學互動的機會、更融入課程討論、與老師互動更多、以及讓學
生在課前有思考課程內容的機會。
二. 文獻探討

1. 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
翻轉教室的概念來自於美國科羅拉多州洛磯山林地公園高中的兩位化學老師 Jon
Bergmann & Aaron Sams （2012）他們發現學生缺課的原因是家距離學校太遠，公車又很少，
因此開始錄製影片放到 YouTube 網站上，讓學生在家上網學習，遲到的學生也可以在家複習，
而在課堂上寫作業與為個別學生教學。此方法獲得很好學習效果，也獲得家長的認同，因此
有了翻轉教室概念。不過，翻轉教室或翻轉學習的概念開始推動的引擎，卻是可汗學院（Khan
Academy）創辦人 Salman Khan。2011 年 3 月 Khan 於 TED 上以「影片能改變教育（Let's use
video to reinvent education）」（https://goo.gl/yZK0ma）公開演講後，一陣翻轉教室、翻轉教學
風潮就此展開。利用遠距學習的理念加上精熟學習理論（Mastery Learning）
，讓學習者可以透
過網路上一段一段的影片和測驗，依照自己的學習進度自主學習。在學校課堂上的時間，便
用來進行小組討論或一起做作業，讓學生可以充分利用在校的時間，與同儕互動學習。
翻轉教室受到了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廣泛關注，包括數學（Katsa et al., 2016; Muir & Geiger,
2016）
，ICT（Giannakos et al., 2014; Reza & Baig, 2015）
，社會研究（如 Aidinopoulou & Sampson，
2017）和人文（Grossman, Grosseman, Azevedo, Figueiro-Filho, & Mckinley, 2015）
。這些文獻絕
大多數探究翻轉教室模式對特定向度的影響，主要是學生的認知學習成果和整體動機（Lo＆
Hew, 2017）
。Kostaris 等人（2017）運用翻轉教室模式於國中的 ICT 課程，研究其對國中生的
影響，提供了開創性的見解，與參加“無翻轉”課程的對照組相比，翻轉教室模式對提高學生
認知學習成績和整體動機有正面的影響。此外，該研究報告發現，表現不佳的學生竟獲得最
高水準的表現。
在數學方面，Reyes-Lozano, Meda-Campaña, and Gamboa (2014) 在論文中指出翻轉教室模
式在 K-12 數學課程中提高了學生的認知學習成果，這些證據被 Bhagat，Chang 和 Chang 證實
（2016），也對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有積極影響。此外，Katsa 等（2016）報告說翻轉教室模式
可改善高中數學課程的學生的認知學習成果以及他們的動機。在改善學生成績的深層分析中，
也發現表現不佳的學生呈現最高水平的增長。最後，Hung（2015）在人文學科背景下，以學
生的努力程度和態度來衡量，翻轉教室顯著有利於學生的認知學習成果和動機。
總體而言，除了前面討論的文獻之外，還有大量文獻研究了翻轉課堂模式如何影響學生
的認知學習成果和整體動機。
2. 提取練習（Retrieval Practice）
提取練習效應（retrieval practice effect），指學習者「學習（閱讀）」指定的教材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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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練習（測驗）」
，此練習要求學習者提取（回想）剛剛學習的內容，然後再「學習」
，再
「提取練習」
，如此重複多次。此過程比重複不斷學習能產生更持久的記憶及知識轉移，又稱
為「測驗效應（testing effect）」（Roediger & Karpicke, 2006; Karpicke & Roediger, 2008; Pyc &
Rawson, 2009; Butler, 2010; Karpicke & Blunt, 2011; Carpenter, 2011）。近十多年來在這方面的
研究相當活躍，受到心理學家、教育學家的重視，也發表了相當可觀的文獻（Rawson &
Dunlosky, 2011 ）。 證 明 提 取 練 習 比 概 念 圖 建 構 能 產 生 更 持 久 的 記 憶 保 持 時 間 及 記 憶 量
（Karpicke & Blunt, 2011），在推理、解決新問題等有意義的學習上，也能具有持久的效果
（Butler, 2010; Rohrer, Taylor, & Sholar, 2010; Carpenter, 2012）。
Karpicke & Blunt （2011）他們認為提取練習不僅僅是將心中儲存的知識外顯化，其重建
知識的過程也增進了學習，這種人類心智的動態觀點，為基於提取歷程的教育活動設計舖設
了一條道路。Karpicke 和 Grimaldi (2012)更提出主動提取式學習可以促進有意義的學習。「學
習」經常被認為是對新知識的獲得、編碼或建構，
「提取」經常被認為只是評鑑知識的方法，
而不是一個可以提供學習的過程。他們證明了主動「提取」是理解的關鍵，並能促進有意義
的學習。然而，他們發現有很多學生缺乏對主動提取練習背後的後設認知覺察力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因此提出兩個方法：課堂測驗和電腦為基礎的學習課程，來指導
學生練習提取。最後結論認為，在任何的學習分析中一定要納入提取過程，也要將提取練習
融入教育活動中，一定能增強學習效果。
以上這些研究文獻，提供研究者一個思考方向，可以改善翻轉教學中，學生課前自學無
法有效提升記憶與理解的困境。若能在課前自學過程中，加入提取知識的測驗，不僅可以讓
學習者檢視自己沒有理解的地方，也能與舊知識產生連結、重組與創新，在進入課堂時，便
能有較佳的動機與準備，也較能融入課堂的學習活動，提升師生互動與同儕互動。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實驗場域、研究對象、研究架構及研究工具等，分述如下。
1. 實驗場域
本研究進行的教學實驗課程為本系大二必修課程「網頁資料庫設計」
，學生在此之前已經
修習過網頁設計的基本課程「網頁規劃與設計」。授課地點在本校「高互動教室」，此教室共
有十張船型桌，每張桌子有六個座位，配置兩部個人電腦（三人共用一部）
，是一個適合小組
討論的教室。時程上，教學實驗為期 8 週，第 9 週進行學習成就評量，第 18 週進行延宕學習
成就評量，評測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兩次評量的差異。
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本校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大二學生為對象進行教學實驗研究，向學生說明
實驗目的與過程後，實驗組招募到 24 位，控制組招募到 21 位。考慮兩組學生受教權益，以
及同一門課無法同時開兩班的限制下，兩組學生分兩學期輪流交換不同的教學策略。107 上
學期實驗組使用本研究提出的「提取導向自學策略」
，控制組則使用「同儕互問互答互評自學
策略」
，開課課程為「網頁資料庫設計」
；107 下學期則兩組交換教學策略，開課課程則為類似
的課程「動態網頁設計」，並於此課程上到有關資料庫的部分時，進行教學實驗。
兩組學生在開始進行教學實驗前，均接受前測（基礎數學與邏輯思考）
，測驗結果經獨立
樣本 t 考驗，未達顯著（p>.05）
。顯示兩組學生在進行實驗前的基礎知識與能力上，沒有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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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
3.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1，欲探討學生透過課前的「重複提取測驗」及課堂上「小組討論
與提取測驗」
，了解其對學生的學習成就（）
、學習動機（）與人員互動（包括師生互動
與同儕互動）是否有所提升，並觀察課前的重複性提取測驗對課堂小組討論是否有幫助（）
。
課前預習

課前重複
提取測驗

測驗次數
與結果

課堂小組討論與
提取測驗



測驗與討論結果







學習成就

學習動機

師生互動
同儕互動

圖 1. 研究架構圖
4. 研究假設
依本研究目的，你出下列三個研究假設：
(1) 「提取導向自學策略」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
(2) 「提取導向自學策略」能有效提升學生參與課堂活動的動機。
(3) 「提取導向自學策略」能有效增進課堂學習活動之師生互動與同儕互動。
5. 研究工具
(1) 學習成就：依教材及授課內容編製學習成就評量，於教學實驗結束後及兩個月後各施
測一次（延宕測驗）。
(2) 學習動機：參考劉政宏等人（2010）設計的「國中小學習動機量表」，修改其措辭適
用於本研究之對象與學科，於教學實驗結束後施測。量表共有 14 題，正反兩面的問
題穿插其中，可避免與過濾無效問卷。
(3) 師生互動與同儕互動：自編李克特五點量表之滿意度問卷，於學期末調查學生對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的看法，並約談學期成績較佳與較差的同學各 3 名進行焦點團體訪
談，進一步了解學生對「提取導向自學策略」的看法。
四. 教學暨研究成果

1. 教學過程
圖 2 是本研究所提出「提取導向自學策略」之教學流程，學生於課前必須閱讀教材（紙
本或數位教材）
，並於數位學習平台（Moodle）上回答老師指定的「提取練習（測驗）」
。此測
驗通常是知識與理解方面的題目，包括選擇與問答，選擇題測驗後便可以看到自己答對或答
錯，但答錯的題目並不會給答案。學生可以針對錯誤再閱讀一次教材及重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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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若對教材有疑問，可以在 Moodle 上討論區提問，也可以回答他人的提問，同時系
統也開放同儕互評，每位同學都可以為每一則訊息給分。
進入課堂後，教師依學生課前提取測驗結果與提問，在 Moodle 上公布小組討論題目。學
生討論後，再進行一次提取測驗，並將小組討論結果輸入 Moodle 討論區中（舉例如圖 3）。
最後，教師再針對學生的答題情形進行總結，並引導學生進行課程內容的加深與加廣，或更
高層次認知的學習活動，例如應用、分析、綜合與評鑑等。
至於控制組的學習策略，則採用「同儕互問互答互評策略」
，也就是把圖 2 中填滿紫色的
提取練習（測驗）的步驟移除即可。學生在課前閱讀教材後，便於 Moodle 上提問，回答同學
的提問，並為同學的回答給予評分。課堂上，老師則依學生互問互答情形，公布幾個討論題
目，讓學生小組討論，並將小組討論結果直接輸入到 Moodle 討論區中。最後，教師再依學生
的回答情形給予回饋與總結。

圖 2. 教學流程

圖 3. Moodle 中教學資料與學習活動畫面

2. 教學成果與討論
以下將依三個研究假設說明研究成果：
(1) 學習成就：以 100 分為滿分，實驗組平均成績（84.05）比控制組（75.01）高 9.04 分，
未達顯著水準（p=0.110）
，但在延宕測驗中，實驗組平均成績（82.09）比控制組高（70.73）
11.36 分，達顯著水準（p=.028）
。顯示提取導向自學策略有助於提升學習者長期記憶。
此外，課堂上的提取測驗成績大多維持與課前提取測驗成績相同，甚至更好，顯示願
意參與課前預習的學生，經重複性提取測驗，能有效累積練習的效果。在進入教室後，
亦能保持一定的學習成效，有助於學生融入參與課堂上的學習活動。
(2) 學習動機：兩組學生填寫學習動機量表，以李克特 5 點量表計分，實驗組平均（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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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控制組（3.29）高 0.58 分，但未達顯著水準（p=0.081）
。顯示兩組學生對「網頁資
料庫設計」這門課的學習動機差異不大。但在下列幾個問題上，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平
均有達顯著的差異。
 我不可能自動自發去閱讀「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實驗組>控制組，p=0.025）
 閱讀過的「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我願意再看一次。
（實驗組>控制組，p=0.032）
 我真希望永遠都不用看「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實驗組<控制組，p=0.022）
 「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對我一點吸引力都沒有。（實驗組<控制組，p=0.031）
(3) 師生互動與同儕互動：實驗組填寫有關使用「提取導向自學策略」的問卷，以 Likert5 scale 計分，其中三題獲得較高的評價，分別是：
 透過回答「提取練習」題目，讓我有"思考"課前預習內容的機會。（平均 3.90 分，
65%正向，35%無意見，0%負向）
 小組討論「提取練習」題目，提升我與同學互動的機會。
（平均 3.90 分，70%正向，
25%無意見，5%負向）
 透過「提取練習」
，因為更融入課程中，我與老師的互動更多了。
（平均 3.85，70%
正向，25%無意見，5%負向）
顯示學習者普遍認同「提取導向自學策略」有助於師生互動與同儕互動。透過焦點團
體訪談，學生表示因為課前有練習（測驗）過，對教材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再加上課
堂上為了要回答提取測驗題，會比較積極與同學互相討論。此外，由於老師會在組間
巡視，可以即時詢問老師問題，或者老師會視狀況提醒學生討論的方向，因此有助於
師生互動與同儕互動。
3. 教師教學反思
(1) 經教學實驗可以證實課前與課堂的提取練習（測驗），可以提升小組討論的質與量。
(2) 學生較少課前預習習慣，且主動性與持續性不佳，課前自學及提取練習效果有限。建
議可嘗試在課堂閱讀教材，惟時間與教材內容取捨是一個挑戰。
(3) 本研究教學實驗之教材媒介以紙本為主，數位教材曾經使用過一次，在預習的意願上，
數位教材比紙本教材明顯較佳，影響學生課前預習的意願與效果。因此建議未來採用
數位教材為佳，惟需考慮教師製作數位教材所需之技術與時間成本。
(4) 課前提取測驗的命題品質是此學習策略的成功關鍵，除了記憶與理解的題目之外，亦
需考慮應用與分析的題目，讓學生必須經過思考與判斷的歷程，不是從教材或網路可
直接搜尋得到答案，換言之，題目必須有討論的空間，方能有助於舊知識與新知識的
連結與建構。
4. 學生學習回饋
透過焦點團體訪談，詢問學生對「提取導向自學策略」的看法，歸納後得到下面的回饋：
(1)
(2)
(3)
(4)
(5)
(6)

比起其他課程學習，會花較多的時間在這門課，也學得較多。
與老師和同學的互動機會很多，感覺真的有學到東西。
這樣的學習很有效率，希望每門課都可以如此。
不習慣課前預習，時間也有限，因為還有其他學科的學習，以及下課後有打工。
小組有較不參與的成員，不來上課，也聯絡不到，分配的工作沒有進度，很傷腦筋。
有些課程內容看不懂，沒有及時獲得解答，就不想再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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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生的回饋，第(1), (2)和(3)項屬於正面的回饋，第(4), (5)和(6)項屬於負面的回饋。
以下針對負面回饋進行檢討：
第(4)項：學生不習慣課前預習是普遍的情形，會主動預習者，通常是自我效能控制良好，
自我約束能力強者。在焦點團體訪談時學生表示，惰性是較難克服的習氣，若有給予一點壓
力，會比較願意做。當詢問老師要求課前預習後要做「提取測驗」
，是否會有壓力，學生回答
會因此閱讀教材。不過，如果想要偷懶就會先做測驗，選擇題若有錯會去找教材查詢解答；
至於問答題，因為沒有給解答，在第一次回答後就不會再閱讀教材或上網查詢找解答。即便
如此，在課前能做好這些準備，比以往完全沒有課前預習的情形下，課堂上的師生互動與同
儕互動情形，都有明顯的改善。
第(5)項：小組合作學習的分組機制，是影響合作學習效能的關鍵之一。一般來說，會採
用異質分組，雖然促成了具備多元化智能與能力的小組成員，使小組容易分工與運作，卻也
容易產生專擅、搭便車、裝笨等社會惰性（social loafing）
。也難免會有人緣不佳的同儕，找不
到願意接受的組別。其實，班級就像一個小社會，團體中各種家庭、文化、成長背景的人形
形色色，遇到這樣的組員，不必太糾結與抱怨，好好規勸，若無效果再請授課教師協調。如
果沒有辦法解決，也只能暫時不安排任何任務給不合作的成員，請教師個別輔導。
第(6)項：選擇適合的教材是教學歷程中很重要的第一步，教材的難易度與份量要審慎的
選擇。翻轉教學中「課前自學」是學生在沒有教師或助教的環境下，自行閱讀閱讀教材，因
此對於學習者的背景分析相當重要，要了解學生過去曾經學習過什麼，對於學習新教材的基
礎是否足夠。紙本教材是固定內容，無法隨機調整，但數位教材卻可以以紙本教材為基礎，
依學生先備知識或背景，來錄製或編製數位教材，便可在動態講解過程中，適性調整或加強
解說的方式。如此，較不容易發生學生看不懂的狀況。
不過，因台灣少子化嚴重，又大學林立，大學生的程度呈現兩極化，同一班級學生，低
成就與高成就的落差變大，要拿捏教材的難易度已不容易。分組教學的成本也不是目前嚴峻
的高教環境下，每個學校與系所所能承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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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件

1.

學習動機量表題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我喜歡閱讀「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我覺得閱讀「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是件痛苦的事情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我不可能自動自發去閱讀「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就算「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很簡單，我也不想看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我以後願意多接觸「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我一點都不想閱讀「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我在閱讀「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時會專心地閱讀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我真希望永遠都不用看「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閱讀過的「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我願意再看一次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對我一點吸引力都沒有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我願意多閱讀「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來增加自己的知識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我覺得「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很有趣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我希望能夠多閱讀「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要我專心閱讀「網路資料庫設計」教材是件困難的事
①完全不符合②大部份不符合③一半符合④大部份符合⑤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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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取導向自學策略問卷（使用 Google 表單）

11

「提取導向⾃學策略」問卷
問題

回覆

21

第 1 個區段，共 4 個

「提取導向⾃學策略」問卷
親愛的同學們⼤家好！
這學期的課程中，⽼師採⽤「提取導向⾃學策略」讓同學們進⾏翻轉學習，【課前】請⼤家在家預習課本教材，並
於Moodle上回答「提取導向測驗」題⽬，【課堂】請⼩組討論，並以⼩組回答這些題⽬。
所謂「提取」，即在閱讀教材內容之後，喚醒並應⽤在問題解決上，使學習者有思考所學的機會。
這份不記名問卷，想了解這樣的⾃學策略是否對⼤家的學習動機、師⽣互動、同儕互動、學習成效等是否有幫助，
請⼤家據實以答，對未來⽼師的教學與學⽣的學習幫助甚⼤，功德無量！
謝謝⼤家的配合。
授課教師 莊益瑞 敬謝
107.12.30

性別

*

男
⼥

過去是否有課前預習的習慣
是
否

最常使⽤的上網設備

*

*

個⼈電腦桌機
平板電腦
⼿機

⾏動數據⽅案

*

吃到飽
每⽉8GB以內
每⽉2GB以內
未辦理⾏動數據（無3G,4G上網）

這⾨課您有購買課本嗎？

*

有
沒有

在上這⾨課之前，您以往是否有課前預習的習慣？
總是
經常
偶⽽
較少
從不

於區段 1 後 前往下⼀個區段

*

第 2 個區段，共 4 個

學習動機
說明 (選填)

學期初，您對這⾨課的學習興趣多⾼？

*

很有興趣
有興趣
還好
沒興趣
很沒有興趣

學期末，您對這⾨課的學習興趣多⾼？

*

很有興趣
有興趣
還好
沒興趣
很沒有興趣

透過回答「提取練習」題⽬，能提升我課前預習的意願
⾮常同意
同意
普通

*

不同意
⾮常不同意

透過回答「提取練習」題⽬，能提升我對這⾨課的學習興趣

*

⾮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常不同意

於區段 2 後 前往下⼀個區段

第 3 個區段，共 4 個

學習成就
說明 (選填)

透過回答「提取練習」題⽬，讓我有"思考"課前預習內容的機會
⾮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常不同意

*

透過回答「提取練習」題⽬，讓我有"統整"課前預習內容的機會

*

⾮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常不同意

透過回答「提取練習」題⽬，讓我有"複習"課前預習內容的機會

*

⾮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常不同意

透過「提取練習」的學習⽅法，我覺得⽐以往「⽼師講，學⽣聽」的單
向學習⽅式，學習效果更好

*

⾮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常不同意

課前「提取練習」(包含⾃學和⼩組討論)，讓我更聽得懂⽼師上課的內容

*

(

)

⾮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常不同意

課堂⼩組討論「提取練習」題⽬，增進我的課前預習效果
⾮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常不同意

於區段 3 後 前往下⼀個區段

第 4 個區段，共 4 個

互動
說明 (選填)

⼩組討論「提取練習」題⽬，提升我與同學互動的機會
⾮常同意
同意

*

*

普通
不同意
⾮常不同意

⼩組討論「提取練習」題⽬，讓我有機會修正我課前預習所學內容
⾮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常不同意

⼩組討論「提取練習」題⽬，⽐我⾃⼰課前⾃學收穫更多

*

⾮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常不同意

透過「提取練習」，因為更融⼊課程中，我與⽼師的互動更多了
⾮常同意
同意
普通

*

*

不同意
⾮常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