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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在歷史教學上的運用 
以『百歲人瑞1』口述歷史專題為例 

 

許紋華* 楊淑晴** 

摘要 

    近年來，資訊科技如排山倒海的姿態般滲透於生活的各層面，其影響力所及

已衝擊既有的教學生態。然而，在此波資訊科技與教育改革的進程中，卻有明顯

的重自然科技輕人文的現象。職是之故，本文擬以「用科技寫歷史」的概念為出

發點，設計訪談跨越三世紀的百歲人瑞之行動研究方式，來觀察學習者如何善用

學習科技此工具於『百歲人瑞』訪談活動，以及建構屬於團隊的網頁，進而藉此

向全世界各地的人們，闡述著高雄地區２３位耆老們對於世紀交替及時空遷移的

世紀印象。 

本研究合作夥伴計有高雄市高中、國中及國小共六所學校，每校計有２０位

同學與１至２位老師參加本計劃。研究者以問卷調查及開放式訪問為主要資料蒐

集方式。研究結果顯示：學生覺得參與此活動最大的收穫是：訪問耆老、學習與

人對話、提昇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及合作完成一件任務的成就感。另一方面，亦

有學生表示在參與過程中所遭遇最大的問題是：訪問耆老過程中語言上的代溝。

網路科技輔助學習的方式和傳統的學習活動比較起來，有 97﹪的學生回答較喜
歡以網路科技輔助學習的方式；但是，亦有學生提出不同看法來表示較喜歡以傳

統的學習活動。 

最後，筆者嘗試針對本研究，綜合歸納參與者（學生及老師）的意見提出建

議如下：慎選耆老，一方面以增加訪談內容的廣度及深度，另一方面又可避免溝

通上的障礙；訪問前的準備工作相當重要，學生必須對訪問主體所經歷的世代進

行了解，因此，閱讀相關書籍及訪員的訓練是必要的方法。 

 

關鍵詞：資訊科技、歷史教學、百歲人瑞、口述歷史、專題學習 
 

 

在人類學習的過程當中，最具體而直接的學習方式為親身體驗的經歷
（Dale,1946） 

導論 

杜威：「教育即生長（Education as growth）」。這一句話不但隱含了教育發
展的歷程，更包含了學生受教育之後的發展潛力。例如：近年來台灣的教育改革

強調以「學生」為中心，教學的研究重點也從「老師如何教」轉向為「學生如何

                                                 
1本研究在此須先聲明：原本我們是真的要進行設計訪談「跨越三世紀」的百歲人瑞，但因為找
不到百歲人瑞（只有一人），所以，在本研究當中的「人瑞」，其年齡分布是從 90~100，並非全
部都是「百歲」人瑞。  
*係為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係為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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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在跟進多元資訊化社會的同時，教育理應提供學習者更多不同的機會，培

養主動社會學習習慣，體會經驗傳承的可貴，並進一步深思自我生命及社會取

向。葉明政於民 89年一篇名為『資訊科技融入國小社會科教學初探：以六上「我
們的世界」為例』的論文中特別指出，根據其多年的學校現場及教學觀察研究中

發現：許多的社會科課程與教學，仍舊停留於「講光抄」、「背多分」的師生學

習模式，教師以唸課本、寫習作敷衍了事，兒童以記憶片斷、零星知識為能事，

對於如何活用知識，進行思考與問題解決的層面，都呈現無知原始的狀態。同樣

的論述在吳翎君（民 90）一篇『口述歷史方法與小學社會科教學』亦有提到，

現階段的國小至國中的歷史教育，大抵而言，著重的是「歷史知識」的獲得，而

不是「歷史意識」；這並不是說歷史知識不重要，而是大多數老師將「歷史知識」

的取得，變成「記憶之學」，而非培養歷史的思維或是從時間的角度來思考問題。

再者，林紀慧在民88一篇名為『電腦超媒體學習環境與國小學科學習』的論文

中亦提到，歷史學科的刻版印象是在引導學生去相信歷史是靜止的也是客觀的，

事實上歷史是一直在演進的，因為在時間的潮流中，沒有一段時間可以獨立分隔

出來看待；歷史也是主觀的，因為它代表著當代的歷史學家對時潮的意見。由此
可見國內社會科教學的瓶頸，正急需大家注入一股新血。 

衡諸近年來，自從第四個新興媒體— 繼廣播、電視、報章雜誌之後，網路通
訊科技（ Internet）的演進，隨著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的發展與普及，
不但為商業帶來各種新的衝擊與契機，對學校的傳統教學方式也帶來新的啟示

（陳年興，民85）。而網路媒體具有的多媒體、超本文、線上對話、互動與同時

性等五大傳播特性，讓網際網路成為極富價值性的學習工具。因此在可預見的未

來，電腦網路將會像現今的電視與電話一樣普及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歐陽

誾，民 89）。而這種發展趨勢，將會對教育生態產生很大的衝擊。也因為這樣的
衝擊，目前國內正吹起一股『資訊科技融入學科教學』之風，而且已累積不少相

關的資訊科技運用於教學的研究文獻（葉明政，民 87a ；葉明政，民 87b；葉
明政，民 89；王曉璿，民 87；白亦方、江偉銘，民 88；黃錫培，民 88；白亦
方、陳宥達、葉明政，民 87；林奇賢，民 88；黃士訪，民 88；江天健，民 88；
林紀慧，民 88；歐陽誾，民 89；黃秀媛，民 89；），儼然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
禦的潮流。 

揆諸英、美、澳等國的歷史課程與教學研究，已發展出針對歷史思考能力培

養的教學策略，例如「以問題探究為基礎的教學方法」（An Inquiry-based 
Approach）就是一種優異的教學典範。而其主要目的之一乃：發展學生提出問
題、解決問題、調查、分析、解釋、溝通與批判思考的技能（黃秀媛，民 87）。
另外，根據英國「公元 2000 歷史教學發展計劃」（History 2000-Develop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從 1996年起致力於促進、支援創新的教學研究，並
將卓越的研究發現和教學實踐加以傳播，而目前是運用網路將研討會和教學通訊



2001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社會國際研討會  地點：逢甲大學 時間：民國 90年 10月 19~21日 
第 3頁 

 

上的論文，加以傳播推廣2（引自黃秀媛，民 89）。職是之故，本研究才會萌生
「用科技寫歷史」的概念為出發點，設計訪談跨越三世紀的百歲人瑞之行動研究

方式，來觀察學習者如何善用學習科技此工具於『百歲人瑞』訪談活動，以及建

構屬於團隊的網頁，進而藉此向台灣及全世界各地的人們，闡述著高雄地區２３

位耆老們對於世紀交替及時空遷移的世紀印象。 

吳翎君（民 90）更再一次強調：小學的社會科教育，是最早啟蒙兒童「歷
史意識」的殿堂，如何讓學生去「發現歷史」，口述歷史教學提供了這樣的一種

方法，去幫助學生體認歷史中「變遷」的概念，了解訪者與受訪者之間的時代落

差，甚至，訪問年長者也往往會讓學生有「社會性的成長」以及學習對話和與人

相處之禮儀，而且進一步去理解「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延續」

概念，那麼，歷史學就不會是一門死去的記憶之學。（p.168） 

綜上所述，由於本研究是以學生訪談『百歲人瑞』的方式，所以，我們格外

重視的是：學生在此活動過程當中，彼此間溝通討論及合作學習情形為何？如何

形成訪談問題？如何計劃分工？如何在學校課業兼顧的壓力下分配參與此計畫

的時間？以及在此過程前、中、後，學生將會遭遇到那些挫折？在遭遇到挫折時，

其問題解決情形又為何呢？又，本研究的參與者橫跨了小學、中學、高中，在這

種參與者發展程度不一的設計下，學生的表現是否真能像吳翎君（民 90）所強

調：口述歷史教學幫助學生體認歷史中「變遷」的概念，了解訪者與受訪者之間

的時代落差，甚至，訪問年長者也往往會讓學生有「社會性的成長」以及學習對

話和與人相處之禮儀，進而再進一步去理解「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

的「延續」概念？這些議題、這些觀察重點皆為本研究的範圍。 

研究方法 

n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來自高雄市國中、高中及小學各兩校，每校計有廿位同學
與一至二位老師參加本計劃。同學與老師參加以自願為原則。 

n 教學設計與情境 

    參與學生在「百歲人瑞」此計畫中是扮演著一個研究者的角色，意即學生在

參與計劃的過程中將有機會做科技的主人，進而運用到歷史學習上。為了讓參與

學生能夠融入此計畫的情境，本計劃特將分成五個階段：1脈絡：首先，先讓學
生對台灣當時相關的歷史、經濟及政治背景，以及高雄的歷史沿革有初步的認識

2探索：其次，為了能夠了解人瑞們當時的生活，學生透過團隊小組合作的方式
共商如何訪談。而在進行訪談前，學生以參與一天的工作坊方式來熟悉如何運用

學習科技（包括攝影機、數位相機、網頁編輯器等）3邂逅：接下來所面對的是
                                                 
2 詳見：（http://www.bathsp.ac.uk/history/2000/HS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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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瑞的第一類接觸4研究：在訪談結束後，小組成員把訪談過程中所搜集到的
資料做整合，並將這些資料與當時的歷史脈絡做進一步地連結與統整。例如，這

些人瑞們可說是歷經了清朝、日本統治以及當前台灣的民主政治，學生們就可以

從他/她們身上聽到、看到改朝換代的不同歷史感受5回顧：最後，學生們更進
一步將他們學習的點滴建構成網頁，並透過自評及同儕互評的方式來分享這一段
學習的果實。 

n 「百歲人瑞訪談」活動進行方式 

    茲將本研究進行程序詳述於下（詳見圖一）: 
1. 尋求合作學校  
先由計劃主持人尋找一位具有相當熱忱、負責任且又正在國中小授課之教師

擔任學校協調負責人，在由其尋找參與各階段之合作學校及教師，並協調聯絡學

校、學生及老師參與「百歲人瑞訪談」活動有關之各事項。最後再由各校教師尋

找合適之學生來參加本計劃所進行之活動。 

2. 尋找人瑞名單 
學校協調負責人由當地社會局及戶政事務所取得當地百歲人瑞名單，並根據

所取得資料親自拜訪人瑞，徵得人瑞及其家人同意後便列為「百歲人瑞訪談」活

動受訪對象。 

3 .各校老師組織參加之學生 
    由各校教師尋找合適之學生來參加本計劃所進行之活動。 

4 .訓練課程 
本訓練課程利用中山網路大學做為課程教學環境，主要分成相關地方歷史資

料、訪談技巧及訪談題目三大部分。授課老師事先將課程需要講解的部分，利用

影音設備預錄存放在網站上，受訓學生就可以透過網路在任何地點進行本訓練課

程。以下就針對這三大部分舉例說明之。 
¨ 相關地方歷史資料 

教材提供有關受訪者所在的相關地方歷史資料，以便進行訪談時能深

入探尋受訪者的時代經歷。 
¨ 訪談技巧 

因大部分的學生不曾做過訪談，在課程中特別整理在進行訪談時，應

注意的事項及技巧。  
¨ 訪談題目 

訪談課程最後一部份為訪談的參考題目，有了這些參考題目，學生以受

訪對象的不同而稍作修正，能使每份訪問內容有一致性，對初做訪談活動的

同學是非常重要的資源。 
5. 進行工作坊 

 參加工作坊的學生在工作坊中接受基本網頁製作等相關訓練課程。課程除由

專人講授、親自示範外，學生們並且登入中山網路大學(Cyber University)進行實

作練習。額外資源組的同學除了參加上述基本網製作課程外，另外還接受訪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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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等訓練課程。此課程包括訪談技巧講解，並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模擬百歲人瑞訪

談的過程，其中在訪問人瑞時可能遭遇的困難亦在此段課程中討論。 

6. 分配各組訪談人瑞名單 

 學校協調負責人由隨機分派方式，於工作坊進行前製作各組訪談人瑞名單。

人瑞名單於工作坊結束前分發給各校負責的老師。 

7. 進行採訪 

 各組學生由教師陪同採訪百歲人瑞，並以多媒體方式進行紀錄，寫成文字或

以圖像、聲音、影帶呈現，最後以數位方式集結，建立網路資料庫以供進一步研

究。 

8. 資料蒐集及歸納整理 

 各組學生將採訪百歲人瑞結果作一完整的歸納整理，並進一步利用各種媒介

(如圖書館、網路查詢、訪問 ⋯等)蒐集所需相關資料。 

9. 網頁製作 

 各小組將前述第七項及第八項成果以數位方式集結，傳送至中山網路大學，

建立網路資料庫。 

10. 網頁成果評量 

 當所有組員將網頁傳送完畢後，便進入網頁成果評量。網頁成果評量包含師

長對本校學生作品的評量、師長對他校學生的評量、學生對本組網的評量以及學

生對他組的評量四種。 

11.資料輸入 

 將前項之評量資料鍵入電腦資料檔案，並加以分析及整理。 

12. 各校訪談  

 至各校進行訪談，以了解活動進行時所遭遇之困難，並作為改進下一階段活

動之參考。 
 

 

 

 

 

 

 

 

 

 

 

 

 

圖1：活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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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及開放式訪問為主，藉以了解學生對參與『百歲人瑞訪談

活動』之觀感。問卷調查採用開放式之問題，主要是請學生回憶並進而描述在進

行人瑞訪談過程前、中、後，其所體驗的心路歷程，以及一連串不同的情意反應

與想法。例如：請學生回答參與此活動是否能提高其自信心、滿足參與的動機，

增進學習興趣與成就感，抑或覺得參與此活動負面地帶來痛苦、緊張、困惑、挫

折及不確定感。在問卷的第六部分是要學習者回答九個屬於自由發揮性的問題，

期藉此了解他們對此活動的意見及反應。例如：請回憶當時你進行「百歲人瑞」

活動的過程與結果？「百歲人瑞」活動對您的學習有何實質上的幫助？請詳細說

明；關於這項任務，我覺得困難的是… … . ；而您或小組是如何克服？；最後，
請學生回答，以您參與「百歲人瑞」活動的經驗來看，您認為這種學習方式，在

主題的選擇、活動的設計、教學進行、人員或設備等各方面，需要改進的地方或
建議有那些？請詳細說明。 

 

資料處理與分析 

在資料蒐集過程當中，為了要確保此調查的完整性與可靠性，研究者於問卷

回收後，完全尊重答卷者的感覺，不給予任何評論。首先，將問卷書面資料予於

繕打，再者，為了便於針對資料做內容分析，第二步是將謄寫的資料做簡單的次

數統計及歸納（見表一），以及針對問卷的第六部分做統整（見表二）。隨後根

據這些歸納出來的敘述性（narrative）資料予於再分析，逐漸形成研究結果。 

結果與討論 

本文主要探討學習者如何善用學習科技（Instructional Technology）此工具
於『百歲人瑞』訪談活動，進而將團隊的訪談結果彙整，透過WWW（World Wide 
Web）來建構屬於團隊的網頁。經過研究者對開放式問題的意見與反應予於整
理後，再配合本研究所關切的議題於下面提出討論與闡述。而有關於量化方面的

資料，將另闢專文論述。 

n 參與百歲人瑞過程（前、中、後），學習者經歷一連串不同的情意反應 

    根據學生的開放式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從參與此計畫、訪問人瑞一直到最後

的資料彙整和寫成網頁此過程（分成剛開始、進行中及完成後三階段）當中，學

生的心情感受可謂百感交集、千頭萬緒。有的學生從一開始就充滿信心，中間歷

經挫折、痛苦、緊張與不確定性，直到最後完成的成就感與重捨信心。有的學生

則是一開始就顯得很沒信心，中間也一樣遭受挫折與不安，一直到最後完成的那
一份成就感和滿足，從其字裡行間表露無遺。例如有些學生寫道：  

a1：剛開始製作時內心充滿了喜悅和期待… 可是由於時間正夾在月考前後，在忙著課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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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又要做這個活動，時間總令人覺得不夠用… 不過在眾人的辛勤努力下還是圓滿完

成  了。 

a2：因為第一次，所以很興奮，尤其是拿攝影機時更好玩...不過後來因資料不足做的很辛

苦一直到成功才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a3：到了老人家便開始訪問，到樓上看看老人的房間、吃飯的地方，訪問到一半時數位相

機沒電，害我們很緊張。做完這份網頁我知道了古時候戰爭的情景很可怕..生活困苦。 

a4：我們遇到很多挫折 , 訪問時手拿 v8 很酸, 做網頁時圖片和字會亂跳。 

a5：短短兩個禮拜...完成了感到十分高興..不可思議.......我們太厲害了。 

學習者這種學習過程就像是歷經了「習得無助感」（ Learned 
Helplessness），一直到完成的那一剎那，學生的心理感受（詳見附錄一及附錄
二），就像是 Maslow 需求層次論中所謂達到自我實現前的「高峰經驗」（Peak 
Experience）。 

n 學生如何形成訪談問題？如何分配時間？以及如何計劃分工？ 

由於本研究的教學設計與情境是依據『特殊使命式學習模式』Ý，意即小組

成員被隨機分配到不同的任務分組情境裡（不同的時間條件及資源）。因此，學

生在參與此計畫的過程當中，小組成員所經歷的學習經驗便產生很大的差異。首

先在學生如何形成訪談問題方面。根據開放式問卷的內容分析結果，學生在如何

形成訪談問題時表現出不同的情意反應及不同的心情感受。尤其是在心情感受

上，有的學生對於如何形成訪談問題一點也不感到困擾，反而信心滿滿的（因為

他們是懷著自願參加、興奮以及相信自己所組成的團隊）；有的學生則感到相當
的痛苦、挫折及困惑。例如有學生這樣寫道： 

b1：想問題想了好久 , 討論好久 , 訪問時間比想像中短。 
b2：剛開始想問題時很難 , 結果想到的問題卻沒問到幾個…  

b3：痛苦的是，『剛開始』時，想不出問人瑞的問題、沒有明確的方向，不曉得該怎麼進

行…  

b4：挫折的是，『剛開始』時，摸不著頭緒、不曉得該怎麼進行，再加上時間有點趕所以

感到有點灰心。 

b5：困惑的是，『剛開始』時，最主要的因素為不知道從何著手？以及找哪方面的資料？ 

其次，在如何分配時間以及如何計劃分工上。因為學生在如何形成訪談問題

時的不同情意反應及心情感受，因而影響到如何分配時間以及計劃分工。以下是

學生在分配時間及計劃分工上的感受： 

     c1：時間恰好卡在學校月考前後，有一股怕做不完的感覺。 

                                                 
Ý所謂「特殊使命」，是針對學生而言的，學生接受一個使命，責任就是要去完成此一特殊使命，為了要完
成此一使命，學生會進行一連串的活動，至於學生的學習，就是發生在這一連串活動過程裏面，學習如何
運用已知的知識及在有限的資源和時間下完成使命。而且該特殊使命不一定成功，有可能會失敗。學生必
須有接受挑戰，願意冒失敗風險，並經得起挫折的考驗，以發揮自我潛能，堅持到底達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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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因為時間有點緊迫怕趕不出來。 

      c3：因為快月考月了… ..中午不能睡覺。 

      c4：不能請公假，我們須利用上午早自修時間外出，怕時間很趕… .。 

      c5：小組的分工合作很難… .同學分工不平。 

從學生在分配時間及計劃分工的感受上可以約略看出，時間點的問題是大部

分學生最感困擾的部分。研究者從歸納資料的過程當中發現，學生在如何分配時

間、以及如何計劃分工的表現則反應在學生遭遇挫折時的問題解決上，所以，這

部分將留於學生在「問題解決」情形來討論。 

其實，學生所反映出來的「時間點的問題」，研究者覺得這有絕大多的因素

是因研究情境的設計而造成時間運用上的不足。但這種現象在本研究的研究情境

設計裡是屬於因情境設計所反映出來的範疇，並不是學生參與此計畫「真正」的

問題所在；「真正」的目的是要透過這種時間點的壓迫下，觀察學生在面對這種
情境時所展現出的問題解決能力。（反思筆記，01.8.19） 

n 學生在遭遇到挫折時，其問題解決情形又為何呢？ 

承上所述，關於學生在遭遇到挫折時，其問題解決情形為何？這部分的描述

是綜合學生在如何分配時間、如何計劃分工的表現，以及針對本研究開放式問卷

設計當中的兩個問題所歸納而成；分別是「參與計劃階段及主要原因」、和「關

於這項任務我覺得最困難的是⋯⋯我如何解決」。經內容分析結果是在『剛開始』

佔（48%）及『進行中』佔（25%）此兩階段學生的心理感受表現出挫折的。而

表現出挫折最主要的原因是怕做不出來；分別是『剛開始』時，摸不著頭緒、不

曉得該怎麼進行，再加上時間有點趕所以感到有點灰心，以及『進行中』感到挫

折的主要原因是，訪談時聽不懂人瑞所講的話進而造成我們資料蒐集上的不足

（語言上的障礙）（如：有一位同學這樣寫道~怕台語講不出來，所以努力練習台
語），以及『完成後』網頁的架構讓我們倍感吃力。以下是學生所描述的問題克
服方法： 

d1：我們只好利用放學、午休及自習課時間來做..以補月考前後所花掉的時間。 

d2：我們只好問他（人瑞）的家人有關他過去的一些記憶、以及向圖書館、歷史老師、孔

廟和上網搜尋解決資料不足的問題。 

      d3：大家都不會講台語，所以老師為我們在星期一、三上台語課。 

      d4：在訪問後所掌握的資料不多以至於難以著手製作網頁，所以我們小組以電話再訪問和

搜尋更多相關資料作為製作用途。 

      d5：解決方法是研究好幾本製作網頁的書（如FrontPage 2000），自己花了很多時間摸索，

還有請教會電腦的老師並請老師多示範幾次。 

從學生對於問題解決方法的描述當中可以看出，學生除了針對時間問題配

合學校作息來彌補外，我們可以發現大多數學生的問題都是來自訪談人瑞的過程

當中。從學生這種問題的反應及解決方法可以進一步的發現，其實，學生這些問

題的產生、及問題產生後的解決方法都是環環相扣的。但是，在了解到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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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及問題解決方法後，這些遭遇、這些經驗又帶給學習者什樣

的幫助呢？ 

n 參與百歲人瑞訪談對學習者的幫助 

    此部份主要是針對開放式問卷設計當中 「參與百歲人瑞活動對您的學習有

何實質上的幫助？請詳細說明」所做的內容分析。以下是研究者針對學生的描述
所做的歸納： 

¨ 方法上：1了解如何完成一個計劃（分工合作、團隊學習）並學習如何使用工具來幫    
助；2嚐試別種教學方法及學習方法，進而增加學習興趣；3對於如何運
用網路查資料有更進一步的了解；4學會了更多資料蒐集方法及更有系統
的整理資料；5我學到作一份報告時要有事前大體的規劃，最好能有進度
表跟著進度作才不會手忙腳亂；6我借了一本FrontPage 2000的書使我解開

了許多疑問也充實了製作網頁的技術 

¨ 經驗上：1讓我了解更多的歷史，也讓我對 228事件有了新的看法3以及老人小時候的  

說法；2讓我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有更深一層的體會；3體認工作上的忙
碌及真實感、可以作為以後辦事能力的參考（如：訪談技巧、電腦能力）；

4我在這活動中開始對歷史有興趣（讓我們知道一些課本上沒有的歷史故
事）；5認識了許多平常學不到的人事物（對於口才有很大的助益、在待人
處世方面有長遠的進步）。 

以上是研究者嘗試將學習者所描述的參與後實質幫助所歸納的兩大面向，分

別是方法上的實質幫助，以及經驗上的實質幫助。若進一步從學習者在方法上所

獲得的幫助來看，其實，這些方法是不是” 以前 ”學校教育所缺乏、所不足的地
方，以及正是目前正在積極推動的資訊融入學科教學的精神呢？再進一步從學習

者在經驗上所獲得的實質幫助來看，學生普遍都反映出兩大經驗上的實質幫助，

一者是訪談人瑞後，對於一些以前的歷史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以及引發更進一步
的認識；另一個是人際間的溝通、相處及待人接物。 

從學習者對於參與此計劃後的實質幫助引發研究者更進一步地去思考，難

道，這些經驗、這些方法是要從參與此計畫才能獲得的嗎？學校教育就不能夠讓

學習者有這種體會嗎？或許，研究者這樣的疑問、反思有點武斷，但這是否是乎

應著近年來台灣的教育改革強調以「學生」為中心，教學的研究重點將從「老師
如何教」轉向為「學生如何學」呢？（反思筆記，01.9.4） 

n 這種以網路科技輔助學習的方式和傳統的學習活動比較起來：(1) 您  
比較喜歡哪一種，為什麼？(2) 您認為哪一種對於學習較有幫助？為
什麼？ 

                                                 
3 可惜我們沒有再進一步的去訪談學生對 228事件什麼樣的新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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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網路科技輔助學習的方式和傳統的學習活動比較起來有將近 97%的學生
回答較喜歡以網路科技輔助學習的方式。例如：大部分喜歡以網路科技輔助學習

的學生寫道：因為較生動活潑、較有趣、新奇吸引人、速度較快較正確、有效率、

資訊無限、較多元化、比較好玩，至於其它原因詳見附表二。但亦有少數學生覺

得傳統的學習活動較好，更有學生覺得應相輔相成；值得令研究者目光為之一亮

的是，”部分 ”學生反映出對於傳統學習與網路科技輔助學習間的”獨到 ”看
法4。例如持這種看法的學生寫道： 

e1：我覺得各有利弊，因為網路學習比較輕鬆，但這樣可能會使學生容易懈怠。 

e2：我覺得用網路有時會找不到要的資料，又因為有些網路的內容太少了。 

e3：傳統學習的資料是書內容較豐富，但是網路是簡單的介紹，而書本的對話較深入。 

e4：因為網路取得快速但不是最完全，傳統是自己親自去做。 

e5：網路科技輔助的部份畢竟不多（那只是一種工具）但工具就是工具，背後隱含的精神

其實沒有差異。 

研究者嘗試再從這 97%學生的看法去歸納後發現，學習者似乎很熱衷於參
與此計劃過程中的學習科技（包括攝影機、數位相機、網頁編輯器等）。雖然這

對於學習者來講很新鮮、較能夠引發他/她們參與整個計劃的熱度，但這不免令

研究者擔心，到底「運用科技寫歷史」的出發點在哪？到頭來，學生學到的是科
技，還是訪談人瑞過程中啟發了學生對歷史的思考呢？ （反思筆記，01.9.3） 

或許，當我們正如火如荼地推廣運用資訊科技融入學科教學時，到底，這個
運用科技輔助學習的用意為何？融入動作的本質又在哪？（反思筆記，01.9.5） 

n 口述歷史教學除了幫助學生體認歷史中「延續」、「變遷」的概念，並  
引發學生的反思 

    關於參與此計劃後，學生是否能體會到『訪談人瑞』過程所帶來的歷史延續、
歷史變遷等概念呢？首先必須先聲明：我們並沒有把「口述歷史教學幫助學生體

認歷史中「變遷」的概念」放到開放式的問卷設計當中，但研究者從學生對於開
放式問卷的描述當中可隱約看出個端倪，以下是歸納學生所做的描述： 

f1：做完這份網頁，我知道了古時候戰爭的情景很可怕生活困苦 

f2：到人瑞家與人瑞對談,在對話內容中使我們了解到阿祖年輕時的生活背景與小時故事,

讓我們對當時歷史有更多的了解 

f3：我很喜歡那個人瑞，因為她告訴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 .有一些是我很想去求證的 

f4：聽老人敘述以前的事情，像228事件時，老人敘述很多台灣人民的慘狀，非常可憐 

                                                 
4 經研究者進一步的檢視後，寫出這些看法的都是高中生（三位雄中、兩位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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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研究者從雄中學生的網頁中5看到兩個令人非常感動的區塊：一個是

「未來展望」，另一個是「歷史出入」。在「未來展望」此區塊中學生這樣寫道： 

雖然說科技的進步和道德的低落並不能畫上等號，但多多少少也造成了某些影響，所以我們

期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能夠在科技發展與道德維繫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讓社會在全心發展科技

與改善生活品質的同時，也能夠遵守老祖宗們所遺留下來的禮教結晶，使未來的社會更安樂更詳

和。 

在「歷史出入」區，學生藉此區來反應他們對訪談過程中的反思；分別是對

國父  所推行的勸禁纏足6、以及前人對於共產黨的印象7表現出不一樣的看法。 

還有，研究者更在明誠國中學生的成果網頁裡8發現一段感人肺腑的話： 

將科技融入在生活中，已經是顯而易見的趨勢，能趕上這股潮流，融入這股潮流，讓我們真

正體會到“科技”帶來的福祉。科技生硬嗎？不！科技冰冷嗎？當然不！“科技”傳達了我們共

同的喜悅、共同的震撼，“科技”讓我們分享共同的成果、共同的績效。我們在活動中走的每一

步，得到的每一份收獲都在在證明著“科技”與“歷史”是漂亮的契合！ 

誠如吳翎君（民 90）所強調：將口述歷史方法帶入教學領域，即是希望提
供一種親近歷史的方法，並讓學生在訪談計劃中發現歷史，進行思考和判斷。雄

中學生與明誠學生這種感觸、這樣的體會，就像是餘音繞樑般深深烙印在研究者

心坎上。因為，他們不但從訪談過程中發現與歷史不符的地方，而且體會到「過

去」老祖宗所遺留下來的禮教結晶，反思「現在」社會的道德低落，甚至展望「未
來」的社會生活。 

反思：代結語 

    回顧整個研究進行的過程，本研究將新穎的史學工作－「口述歷史」方法帶

入國小、國中與高中的教學領域，同時運用網路科技作為輔助學習歷史的工具，

以及運用社會資源從事教學活動，期使學生在歷史訪談之旅中，藉由親近歷史，

進而發現歷史、進行思考和判斷。而在這種運用學習科技及全球資訊網的強勢威

                                                 
5內容詳見：http://km.nsysu.edu.tw/3c/display/one/1/ 
6一般而言，國父    孫中山先生所推行的勸禁纏和足被認為是一項廣受好評的德政。但是，孫老
先生的看法：就我所看到的而言，我們這一代的人大都認為纏足是一種美化的功能。不止是男人
這麼認為，就連屬於當事者的女人也認為是這麼回事。在我們的眼中纏足就跟化妝一樣，因此，
纏足被禁對於當時保守的社會是一件非常不自然的行為所以常有婦女偷偷地纏足，政府為了推廣
不惜使用重刑因此德政其實變成了怨政人民心理反而因此充滿怨恨。 
7對於共產黨的看法一般而言，我們一向形容的十惡不赦到處燒殺打劫。孫老先生的看法：當時
我所記得的情形是國軍每逢進駐或撤退都是連雞羊一起帶走而且絲毫都不禮貌，軍紀很差，反而
共產黨進駐時連借個井水都非常的禮貌，而且還順便把別人水缸的水打滿。要吃一頓飯還發一張
飯借票，答應太平之後就還一頓飯。因此那時的民心都傾向共產黨，大陸之所以會這麼快淪陷可
能跟這個有關。 
8 網頁內容詳見：http://km.nsysu.edu.tw/3c/display/one/3/html/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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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我們看到它提供了學生另一種學習的方式、激發學生參與的熱度及動機，

深信在未來的日子裡，它確實扮演著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以及一個值得我們努
力開發的領域。 

    由於本計畫是參與卓越計劃研究團隊與學生在課外活動上的初次嘗試，雖然
學生的學習成結果尚令人滿意，但仍有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茲將此次參與的經
驗與學生的回饋，提供下列幾點省思與建議，供後續研究引以為鑒。 

¨ 是學科技，還是訪談人瑞的啟發？ 

從本研究的出發點到整理參與此計畫學生的表現來看，研究者覺得，學習科

技此工具在此研究中實足扮演著一個憂喜參半的關鍵性角色。喜的是，樂見學生

訪談過程中及製作網頁時那股對於工具使用的新鮮感及激發他們更進一步學習

的動機；憂的是，學生對於參與此計畫的印象是---學到很多新鮮好玩的科技（因

為有將近 97﹪的學生一再的在開放式問卷當中表示對於學習科技的好奇、喜

歡、新鮮、好玩⋯⋯⋯），而不是是訪談人瑞過程中啟發了學生對於歷史的思
考！？ 

或許研究者這樣寫太過武斷，因為畢竟這個研究才短短的三個月，要在這短

時間內看到學生對於歷史的思考、反思⋯可能太過牽強；但是，鑒於學生對科技

的好奇性與motivation ，我想，在後續的研究裡，我們可以擅用此種動力來設
計課程、催化學生的學習。（書寫後記，01.9.9） 

¨ 學習者心智年齡不一，教學設計尤須著墨 

其實，站在教學的立場來看，從研究結果裡可以明顯的看到：學生苦思著不

曉得從何下手、不明瞭訪談的目的、不清楚當代人瑞的時朝脈絡，而這些現象又

以中小學（尤其是小學）的學生尤為顯著。心想，這種現象是否是催使著到頭來，

學生學到的是科技，而不是是訪談人瑞過程中啟發了學生對歷史的思考呢？因
此，對於後續的研究，在這方面教學設計的思考不得不讓研究者深思熟慮！ 

最後，筆者嘗試針對本研究，綜合歸納參與者（學生及老師）的意見提出建

議如下：慎選耆老，一方面以增加訪談內容的廣度及深度，另一方面又可避免溝

通上的障礙；訪問前的準備工作相當重要，學生必須對訪問主體所經歷的世代進

行了解，因此，閱讀相關書籍及訪員的訓練是必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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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參與百歲人瑞過程中，學習者經歷一連串的不同情意反應 

 參與計劃階段及主要原因 

有信心的 

 

 

 

 

挫折的 

 

 

痛苦的 

 

 

 

確定的 

 

 

 
緊張的 

 

 

困惑的 

 

 

 
樂觀的 

 

 

滿足的 

 

 

解脫的 

 

成就感 

 

 

 

其他 

l 在『剛開始』佔（60%）及『完成後』佔（15%）此兩階段學生的心理感受表現出較有信心；尤其是『剛剛
開始』更為明顯。而男生的信心則略高於女生。經事後內容分析的結果，得出學生為何在剛開始及完成完成
後表現出較有信心。 

l 分別是『剛開始』時，學生對自己及小組成員充滿信心，而且對於參與此計畫是出自於自願所以很感
興趣，並且相信他們的團隊一定能定會勝任此任務和圓滿成功；尤其是男生較為明顯。『完成後』時，
對於所呈現出來的網頁感到非常有成有就感，所以覺得很有信心。 

 
l 在『剛開始』佔（48%）及『進行中』佔（25%）此兩階段學生的心理感受表現出挫折的。而最主要的

的原因是怕做不出來。 
l 分別是『剛開始』時，摸不著頭緒、不曉得該怎麼進行，再加上時間有點趕所以感到有點灰心。 
l 『進行中』感到挫折的主要原因是，訪談時聽不懂人瑞所講的話（語言上的障礙），以及組員間的合作

作問題（沒有做好充分溝通和分工），所以遭遇許多困難。 
 
l 在『剛開始』佔（40%）及『三階段』佔（30%）此兩階段學生的心理感受表現出痛苦的。而最主要的

的原因是數位錄音棒及數位相機不見了。 
l 分別是『剛開始』時，想不出問人瑞的問題、沒有明確的方向，不曉得該怎麼進行。 
l 『三階段』，顯示出學生整個活動過程都感到痛苦的，原因有：數位錄音棒及數位相機不見了所產生 

的焦慮之苦、沒午休、語言上的障礙導致無法充分表達要問的問題及人瑞回答不清楚、言不及意。 
l 在『剛開始』佔（50%）及『完成後』佔（25%）此兩階段學生的心理感受表現出較確定的。 
l 分別是『剛開始』時，因為有明確的目標及足夠的信心（相信自己那一組是最好的、對成員都抱持 

著信心），因此大家都信心滿滿的。 
l 『完成後』時，知道如何做網頁及對於所呈現出來的網頁感到非常有成有就感，所以覺得確定的。 
 
l 在『完成後』佔（40%）、『進行中』佔（28%）『剛開始』佔（24%）。 
l 分別是『完成後』時，害怕不知作品是否趕得出來、老師的評價為何？是否受大家的讚賞？ 
l 『剛開始』時，因為時間較緊迫，並且夾雜著初次參與活動、以及沒見過人瑞的忐忑心情。 
l 『進行中』，訪談時因為害怕與人瑞講話（語言上的障礙）、以及怕人瑞聽不懂。 
l 在『剛開始』佔（48%）及『完成後』佔（28%）、『進行中』佔（10%）。 
l 分別是『剛開始』時，最主要的因素為不知道從何著手？以及找哪方面的資料？ 
l 『完成後』，不知如何把 v8的影像及錄音棒傳進電腦？不知作品好不好？評價為何？ 
l 『進行中』，不懂得如何訪問人瑞？不知如何整理資料及撰寫內容？不知如何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l 在『剛開始』佔（52%）、『完成後』佔（28%）、及『三階段』佔（10%）。 
l 分別是『剛開始』時，因為覺得此計畫一定很有趣、以及對自己和組員們充滿信心，再加上大家的 

投入及參與度，因而使計劃能順利完成。 
l 『完成後』，因為學到如何做網頁以及覺得自己做的很滿意、網頁內容也很充實。 
l 『三階段』，與『剛開始』的原因相同，大家無論對此計畫或自己和組員們都充滿信心。 
l 在『剛開始』佔（42%）、『完成後』佔（38%）及『進行中』佔（12%）。 
l 分別是『剛開始』時，因為能夠藉由參與此活動學到許多、收穫許多而覺得滿足。 
l 『完成後』，因為辛苦的作品終於完成了，而且覺得做的很好。最重要的是學到許多新東西及知識。 
l 『進行中』，藉由訪談過程中可以知道以前的歷史，而且與人瑞的談話過程中，人瑞的親切、開朗、 

及樂觀精神深深的感動我們。 
l 在『完成後』佔（70%）、『進行中』佔（16%）。 
l 分別是『完成後』，因為工作結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所以之前的辛勞和壓力都解除了。 
l 『進行中』，原因是緊張的訪問終於結束了。 
l 在『完成後』佔（70%）、『剛開始』佔（16%）及『進行中』佔（10%）。 
l 分別是『完成後』，最主要的原因是看到我們辛苦做完的網頁（不敢相信竟然會做），我們竟然能在 

短時間內完成，而且在此過程中讓我們學到很多、也獲得許多。 
l 『剛開始』時，因為很榮幸有機會參與此活動，而且大家也都很努力的一起把它完成。 
l 『進行中』，喜見組員們個個都很努力，而且在此活動過程中，讓我比沒有參與此計畫的同學學到了 

許多在學校學不到的東西。 
l 失去的 v8和數位錄音棒終於找回來了。 
l 不知道如何上傳網頁？ 
l 無法忘記的 
l 忙亂的，繁重的學校功課也要開始了 
l 學到許多攝影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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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關於【百歲人瑞之回憶】 
一、 請回憶當時你進行「百歲人瑞」活動的過程與結果?  
l 剛開始：一開始大家都很認真、內心充滿了喜悅和期待、組員們個個信心滿滿；但是想問題想了好久、討論好久，  

剛開始想問題真的很難；這活動是我自願參加的。（屬自發性動機） 
l 過程：由於時間正夾在月考前後，在忙著課業之餘又要做這個活動，時間總令人覺得不夠用；訪談過程中老爺爺 

對於自己的過去並不是記得很清楚，因而資料不足做的很辛苦；訪問時既緊張又興奮；訪問人瑞小時候都
做什麼、對二二八事件有什麼看法⋯等，但並不是所有的問題他都答得出來（再加上語言上的障礙、與老
人間的代溝及問談中的陌生感）；過程很辛苦、一切都要靠我們自己，而且進行中遇上了一些小困難大家意
見不一致。 

l 結果：短短兩個禮拜..完成了感到十分高興..不可思議.......我們太厲害了；由於組員都很努力而順利完成；看到自 
己和大家做的網頁好有成就感；每天都做中午沒有睡好很辛苦,做完後很輕鬆解脫了；不太了解這個活動的 
主旨，但隨著活動的進行也漸漸了解此活動且對它產生認同感，當看到成品時，心中可謂是百感交集啊！ 

二、 關於這個計畫，我好喜歡… … … .. 
l 訪談：那種感覺就像記者一樣，而且平常在學校也沒有做過類似的活動所以很新鮮（較能表現出此計畫的真正情 

操）；藉由人瑞告訴我們以前的事，讓我們很想去印證（能從過程中發現問題~認知衝突）；訪談時與老人 
之間的互動和她的笑容、開朗、樂觀精神；聽到老人說以往的歷史故事和許多感心的事物（如：228事件）。 

l 儀器：用各種方式如：v8、數位錄音棒、數位相機等聲音影像呈現出訪談內容；增強電腦的能力（尤其是做網頁）。 
l 團隊：我最喜歡能夠與同學一起完成任務，尤其是小組一起同心協力的做報告和訪談、喜歡團結合作的感覺。 

三、「百歲人瑞」活動對您的學習有何實質上的幫助? 請詳細說明 
l 方法上：了解如何完成一個計劃（分工合作、團隊學習）並學習如何使用工具來幫助；嚐試別種教學方法及學習  

方法，進而增加學習興趣；對於如何運用網路查資料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學會了更多資料蒐集方法及更
有系統的整理資料；我學到作一份報告時要有事前大體的規劃，最好能有進度表跟著進度作才不會手忙
腳亂；我借了一本FrontPage 2000的書使我解開了許多疑問也充實了製作網頁的技術（發現問題、解決問
題）。 

l 經驗上：讓我了解更多的歷史，也讓我對228事件有了新的看法以及老人小時候的說法；讓我對人與人之間的溝 
通有更深一層的體會；體認工作上的忙碌及真實感、可以作為以後辦事能力的參考（如：訪談技巧、電 
腦能力）；我在這活動中開始對歷史有興趣（讓我們知道一些課本上沒有的歷史故事）；認識了許多平常
學不到的人事物（對於口才有很大的助益、在待人處世方面有長遠的進步）。 

四、關於這項任務，我覺得困難的是… … . ；而您或小組是如何克服? 
l 困難處：時間的問題是最需克服的；老伯伯對於自己的過去並不是記得很清楚、且講話也不清楚、再加上訪談時   

語言上的問題（如：有一位同學這樣寫道~怕台語講不出來，所以努力練習台語），進而造成我們資料蒐
集上的不足；；最困難的是想問題問人瑞；小組的分工合作；網頁的架構讓我們倍感吃力。 

l 克服方法：我們只好利用放學、午休及自習課時間來做.以補月考前後所花掉的時間；我們只好問他的家人有關 
他過去的一些記憶、以及向圖書館、歷史老師、孔廟和上網搜尋解決資料不足的問題；大家都不會講
台語，所以老師為我們在星期一、三上台語課；在訪問後所掌握的資料不多以至於難以著手製作網頁
所以我們小組以電話再訪問和搜尋更多相關資料作為製作用途；解決方法是研究好幾本製作網頁的書， 
自己花了很多時間摸索，還有請教會電腦的老師並請老師多示範幾次。 

五、關於這項任務，我覺得最令我驕傲的是… …  
l 應該就是寫了五百多個活動感想吧 
l 當在網路上看到自己上傳的網頁時 , 心中的歡樂真是無法言形 , 這也是我驕傲的地方 
l 大家的合作努力和電腦的使用 , 感覺自己不再是科技時代的書呆子 
l 完成了網頁，克服了問題，讓網頁的內容豐富，在看到自己的作品後，有說不出的成就感 
l 我們的內容有深入去思考，以不同角度來看這件事，很充實，我們的採訪題目很多 
l 大家的團隊精神，雖然過程中挫折很多，也有好幾次徒勞無功，但大家仍是努力以赴 

六、您覺得參與「百歲人瑞」活動最大的收穫或成就感是甚麼? 
l 讓我學習到團體合作的經驗並不是一個人可以獨自完成的、而且妥善運用時間也不容忽視 
l 最大收穫在於過程辛歷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 也同時有了成就感 
l 由於需要借了一本FrontPage 2000的書讓我受益良多, 除了用在本計劃，在網頁設計上我又有了新一層的認識 
l 也有位同學這樣寫到：對我的歷史有很大的幫助，而且我現在才知道有一些人瑞是不做輪椅的啊 
l 認識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也學到許多在學校學不到的東西感覺比同其它同學幸福 
l 了解老人的想法、與現代人的想法不同處，而且無形中訪談的技巧也進步粉多喔！ 
l 讓我學到以前的人民是如何過生活，以及在日本人的壓破下，有沒有受過苦 
l 自己完成了這個活動後覺得，其實有很多事想像中跟實際去做時，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收獲應是我肯定了自己 
l 對自己環境產生真實和歷史的感受，也和團隊一起合作，感覺到共同做出東西出的成就感 

七、這種以網路科技輔助學習的方式和傳統的學習活動比較起來： 
  (1) 您比較喜歡哪一種，為什麼？ 
  (2) 您認為哪一種對於學習較有幫助？為什麼？  
（1）有將近97%的學生回答以網路科技輔助學習的方式，其原因如下： 
l 因為較生動活潑、較有趣、新奇吸引人、速度較快較正確、有效率、資訊無限、較多元化、比較好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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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因為我對電腦較有趣。 
l 因為這是結合現代科技與過去歷史的方式我很喜歡 
l 不像傳統死背東西、不會流於枯燥乏味，因為較能引起學習興趣 
l 因為能較廣泛吸收自己所需的資訊才能學以致用 
l 壓力感較小 
l 因為未來是重視電腦科技的時代，應提早讓學生接觸 
l 網路學習的方式可以培養學生分類、整理及主動學習的能力 
l 自然科，因為自然比較需要影片或動畫來呈現 
（2）但亦有少數學生覺得傳統學習較好，更有學生覺得應相輔相成，其原因如下 
l 我覺得各有利弊，因為網路學習比較輕鬆，但這樣可能會使學生容易懈怠 
l 因為用網路有時會找不到要的資料，又因為有些網路的內容太少了『可能是個人預期與結果之間的落

差、搜尋受挫、迷失方向、無法融會貫通 intellectual indigestion、資訊超載』。 
l  傳統學習的資料是書內容較豐富，但是網路是簡單的介紹，而書本的對話較深入 
l  因為網路取得快速但不是最完全，傳統是自己親自去做 
l  網路科技輔助的部份畢竟不多（那只是一種工具）但工具就是工具，背後隱含的精神其實沒有差異，甚  

至傳統學習會因為少了科技憑的緣冒出火花 
八、為使這個計畫更好，可以… …  
l 可以多訪談幾次，因為通常訪談完以後才會比較了解其狀況，也才會發現許多問題進而作出較好的內容 
l 做更多的事前準備，閱讀有關資料書籍與觀摩前面幾波的作品！ 
l 各組給予相同條件，不應有任何一組有較優或較吃虧之待遇（因為這是實驗設計上的安排） 

九、以您參與「百歲人瑞」活動的經驗來看，您認為這種學習方式，在主題的選擇、活動的設
計、教學進行、人員或設備等各方面，需要改進的地方或建議有那些？請詳細說明。 
l 時間：1.多一點時間, 因為時間太短沒有辦法做的很好 
           2.有將近 80%的學生都覺得時間不夠用 
l 設備：1.不一定每個人每間學校都有足夠的設備，常因設備的不足而多少影響學習的成果 
           2.因為學校無法轉換 v8的畫面, 使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這是我在雄中學到的方法所以有點遺憾 
l 主題：1.我覺得應該選擇更活潑的主題 
           2.主題不該選老人，因為老人什麼都不記得也不知道該做什麼 
           3.慎選主角，本活動我們去訪問的人瑞並沒有受過教育使的我們的到的資料大為減少 
           4.訪談的人不限於高雄或台灣人 
           5.可以選擇一些與學生有關的主題、活動的設計和教學進行及人員或設備可以配合主題來調整 
l 其它：1.能夠多策劃一些讓青少年覺得有興趣的活動 
           2.建議先和訪談對象事先約定並提供一些資料 
           3.應該要多跟老人活動例如：一起吃飯、多多了解他的食、衣、住、行、育、樂等，所以要再提出更多

的問題 

               4.須有事前說明，便參加者能更明確的了解此活動的目的緣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