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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翻轉教室已被視為提升課堂教學品質的有效途徑之一。本研究旨在探討翻轉教室

應用於大學攝影課程之價值，以「課前預習」、「課堂活動」、「課後省思」之

教學模式，採質、量混合方式進行，探究其於攝影學習之影響，並分析學生在翻

轉學習歷程中的表現與回饋，瞭解其應用於攝影課堂的效益。研究發現：翻轉教

室對學生整體的攝影學習，無論是在知能擴展或是創作表現，皆達水準之上，且

學生的學習滿意度高。另外，此模式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包含：（1）能加速知識

吸收、提升學習效率和課堂參與度；（2）能增加討論與實作機會、激發創意靈

感及較高層次的學習；（3）能促進自學程度與強化學習責任；（4）能體察各司

其職及團結合作的重要；（5）能更專注於作品的構思與創作；（6）能加深思考

攝影本質，提升作品層次。本研究期能提供未來教師實施翻轉藝術教室之參考。

關鍵詞：翻轉教室、藝術教學、攝影課堂

Abstract
The flipped classroom has been deemed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s in boosting 
teaching qual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how a flipped classroom affects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This study used mixed methods to collect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performed well overall in the flipped 
photography classroom. They achieved high standards in cognitive thinking as well as creative 
expression, and felt highly satisfied with the course.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the flipped classroom (1) enhanced students’ knowledge absorption,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class participation; (2) increased students’ practice opportunities and enhanced their sense of 
creativity and high-level ability; (3) improved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bility and 
learning responsibility; (4) enhanced students’ appreciation for teamwork and collaboration; (5) 
strengthe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6) encouraged in-depth thinking 
about the nature of photography and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ir works.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s in art education.

Keywords: flipped classroom, art teaching, photograph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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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科技快速發展，攝影器材操作日趨簡便，技術門檻逐漸降低，經濟實惠的價格

更帶動學生的攝影風潮，使得數位影像充斥於他們的生活環境，並成為自由表達或記錄

事件的重要工具之一（張美陵，2010），其影響力不容小覷。國內藝術教育學者趙惠玲

（2005）指出，在這影像充斥社會的年代，藝術教學將從視覺藝術範疇擴充至日常的視

覺文化現象，成形視覺文化藝術教育（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VCAE），其目的是

協助學生在與影像的頻繁互動中，能建立自我認同與批判思考能力。澳洲藝術教育者

Duncum（2013）亦提及，攝影已是現今社會的主流藝術形式，透過視覺影像的建立，藝

術教師必須要能夠激發學生的運思並傳授其價值與信念，以符合學生當代所處的環境。

簡言之，藝術課程是可以協助學生利用攝影工具作為表現媒材，從大量日常影像中解讀

社會語言的視覺美學並瞭解當代藝術創作媒介的形式，進而建立個體自主性的意識，顯

見攝影教育的重要性。

雖然在數位科技的輔助之下，攝影已簡化拍照程序，使得創作變得容易，但此便利

特質並未相對提升大學攝影教育之品質。對此，學者們認為這與長久以來國內高等教育

對攝影教學不受重視、缺少攝影專門科系、師資缺乏教學與研究空間，以及此類型課程

多數偏重技術訓練有關（陸維元，2010，2012，2019；黃鈴池，2005）。除此，劉錫權

（2001）亦指出攝影教學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攝影類型與創作風格繁多，課堂往往需

要花費較多時間藉由符號學來解釋影像創作歷程，而在這示範與講述占據主要教學時間

的情境下，教師容易淪為「講臺式的黑板教學」（頁 3），以致學生學習有限、動機低落、

缺少熱情。依據筆者近十年在大學攝影教學現場的觀察，發現確實在有限的授課時數內

（兩至三小時），課堂多採用教師單向式的講授模式，安排師生及同儕間的互動情形不

多，教學內容僅能以基本概念與操作示範為主，少有機會深入至攝影美學、影像批判力

及獨立思考力等其他較高層次藝術能力的培育（康台生，2001）。此現象與過去臺灣藝

術領域以傳統講述作為主流的模式教學有關（高震峰，2002）。

然而，劉光夏（2017）認為，過去單向傳遞的教學模式已不適合新世紀複雜的社會

環境，亦無法達成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所應具備的關鍵能力（key competency），

進而呼籲藝術的教學型態應依社會脈動做出適時改變。尤其現今社會的溝通方式都以數

位影像為傳達中介，人們已習慣用影像來思考，且藝術設計相關領域皆朝向以影像作為

整合媒介的方向前進。所以，涉及與影像創作課程相關的教學者，應重新調整教學模式，

並積極透過多元的教學策略來激發學生的創意信心，以提升藝術創造力與整體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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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光夏，2021a），這也是當前臺灣攝影教育所面臨的挑戰。因此，在影像持續扮演發

展主流的角色下，有必要進行藝術課堂轉型，不讓攝影課程侷限於傳統教學之中，活化

藝術教學，協助學生獲得關鍵能力，進而提升學習動機，是數位時代下藝術教學者應刻

不容緩地思考及面對的問題。

「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是一種將有限的課堂時間用於師生互動或解決問

題，並透過同儕互助與合作學習的方式，引導學生做更深入內容學習的創新教學方式（黃

政傑，2014；黃國禎，2018；Bergmann、Sams，2012，2013），近年在國際間教育現場

被極力倡導（Abeysekera、Dawson，2015；Hew、Lo，2018）。其作法是，讓課堂聽課

與回家作業的時間對調，使學生在家先預習學習內容，在課堂中進行互動、討論與實作

（Bergmann、Sams，2012）。與傳統教學相較，翻轉教室強調引導學生主動學習，著重

課前事先預習課程內容，將有限的課堂時間用於師生互動，並透過同儕互助與合作學習

的方式，引導學生做更深入的學習，以培養出因應全球化挑戰的 5C 關鍵能力，分別為：

溝通協調能力（communication）、團隊合作能力（collaboration）、批判思考能力（critical 

thinking）、複雜問題解決能力（complex problem solving）及創造力（creativity；黃國禎，

2018；Trilling、Fadel，2009）。許多研究已證實運用翻轉教室模式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學習興趣、學習滿意度以及高層次思考能力（張子貴，2018；黃志雄，2017，2020；簡麗瑜，

2018；Gilboy、Heinerichs、Pazzaglia，2015；Hung，2015；Lai、Hwang，2014）。因此，

研究者思索如能實際將翻轉教室策略應用於大學攝影課堂，或許能改善長久以來以教師

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解決授課時數有限以及教學輕理論重技術的問題，藉此讓學生獲得

更好的學習效果。

基於前述，本研究以臺北某大學藝術設計相關科系修習「基礎攝影」課程的一個班級

為對象，運用翻轉教室「課前預習」、「課堂活動」、「課後省思」三階段教學模式於學

習活動，落實教學設計與多元評量，探討翻轉教室應用於攝影課堂對其學生課程參與和學

習表現的影響。具體而言，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二：（1）經由教學實踐歷程，分析學生

在翻轉攝影教室的學習表現；（2）探討翻轉攝影教室對學生學習攝影的影響及省思。

貳、文獻探討

一、翻轉教室的定義與元素

翻轉教室是一種為擴大學生學習和成就，把傳統教學中「課堂講述」和「課後作業」

兩者順序翻轉的創新模式。所謂「翻轉」，即是翻轉「教師課堂的教」與「學生回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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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羅寶鳳，2016），又稱「反轉教室」（inverted classroom）或「翻轉教學」（flipped 

teaching），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讓學生負起更多學習責任，強調課堂在老師與同儕的協助

下，進行問題解決等高階認知活動，不再只是教學講演之用（黃政傑，2014；Acedo，

2013）。此模式近年廣受許多教育工作者推崇（Bergmann、Sams，2012；Hew、Lo，

2018；McLaughlin 等，2014）。一項分析 453 位教師實施翻轉教室的研究發現：有近七

成教師表示學生的考試成績有明顯提升；有八成的教師表示學生的學習態度有明顯改善；

且幾乎所有實施翻轉教室的教師皆表示明年會繼續使用該模式教學（Flipped Learning 

Network［FLN］，2012）。此結果或許能解釋上述教育工作者肯定翻轉教室的原因；然而，

這些教師是如何讓傳統教室轉型成功，意即有效的翻轉教室需要具備哪些要素？

美國推動翻轉學習的非營利組織「翻轉學習網絡」（Flipped Learning Network，

FLN）曾明確指出，實施翻轉教室需涵蓋四個關鍵支柱（以縮寫 F-L-I-P 表示），並闡

明四個支柱若同時存在，教師才有機會實踐教學目標，學生也才能有機會成功獲取知識

（FLN，2014）。所謂 F-L-I-P 分別代表：彈性的學習環境（flexible environments）、以

學生中心的學習文化（learning culture）、有目的教學習內容（intentional content）與專

業的教育者（professional educator）。其主要內涵如下：

1. 彈性的學習環境：翻轉教室允許使用不同的學習方法（合作學習、實作與評估），教

師可創造靈活的學習空間（學生自選時間與地點進行學習）、開發多元的學習教材（網

站、線上課程）及適度的調整評估方式（互評、學習單、問卷、發表）。

2. 以學生中心的學習文化：在傳統教學模式，教師是唯一的知識提供者，也是「舞臺上

的聖者」（sage on the stage；King，1993），常採直接講述方法。在翻轉教室模式中，

以學生中心為取向，學生是具備基礎知識來上課，課堂時間用來深入主題探索，讓理

論付諸實踐，透過師生互動及同儕合作創造更豐富的學習機會。此外，教師可善用課

堂互動來進行檢核以及確保學生對教材內容的理解。

3. 有目的教學習內容：教師須評估什麼內容適合學生優先於教室空間之外獨立探索，以

及什麼內容適合課中且有意圖最大化的課堂時間，並不斷思考如何靈活的應用翻轉模

式來協助學生瞭解概念。所以，課程設計是有目標的規劃，並配合不同教學策略以深

化學生知識。

4. 專業的教育者：有些批評者認為翻轉教室應使用影片來取代教師的功能，這其實是一

種誤導。在翻轉學習模式中，教師的專業更甚以往，且要求往往更高於傳統教學模式。

他們必須自行決定如何從團體的直接指導轉移到個人的學習場域，以及如何善用課堂

面對面的時間來最大化教學效益。專業的教師於教學實踐中，必須不斷觀察與評估學

藝術教育研究(43)-04 劉光夏.indd   115藝術教育研究(43)-04 劉光夏.indd   115 2022/8/2   下午 05:15:322022/8/2   下午 05:15:32



116　藝術教育研究

劉光夏

生的學習情形，且隨時給予回饋，接受教師間具建設性的批評，並於反思中改善教學

（FLN，2014）。

此外，黃政傑（2014，2016）認為，要落實翻轉四個關鍵要素，最重要的是教師必

須具備新教學力，包含：製作教學短片、改進教學演講或講解、設計課堂學習活動、編

製簡短測驗、說明翻轉教室、回應數位落差、擺脫數位科技支配以及吸引學生參與等。

可知，成功的翻轉教室除了彈性環境、學習文化與適性內容等多方要素配合之外，最不

可或缺的是教師本身需要發展新知能及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設計。

二、翻轉教室理念與設計

（一）理念基礎

翻轉教室並非是一個全新的教學模式，而是結合許多教育理論（林佳蓉，2016），

其中較常被提及的是認知領域教育目標、精熟學習理論以及建構主義理論（黃國禎，

2016；劉怡甫，2013；嚴銘政、黃寶園，2019；Bergmann、Sams，2013）等教育理念。

翻轉教室的特點是善用課堂時間與學生互動交流（Bergmann、Sams，2013），所以

將 Bloom 修訂版認知領域教學目標（Anderson、Krathwohl，2001）中容易達成的「記

憶」與「瞭解」低層次目標，安排在課前透過影片自學，學生可自控學習步調，依各

自所需的學習時間進行學習，並透過單元影片反覆觀看與測驗回饋，達到精熟程度之

水準（Bloom，1968）；課中再跟隨教師的引導，藉由課堂師生互動、同儕思辨與合作

學習，學生主動積極參與建構，透過和他人的互動對話，進而調整個人的認知與經驗

（von Glasersfeld，1995），達成「應用」、「分析」、「評鑑」、「創造」較高層次的

深度學習（Bishop、Verleger，2013；Kim、Kim、Khera、Getman，2014；Lai、Hwang，

2014）。由上可知，若是透過翻轉教室教學模式，提供學生靈活的學習環境，建構自主

的學習機制、設計主題式的課堂活動任務，將有助於掌握及精熟學習內容，並能促進其

達成高層次的學習目標。

（二）教學設計

翻轉教室的核心概念是在改變傳統的教學型態，並無特定的標準模式（蔡瑞君，

2014），教師可依照科目、領域、學生背景、學習環境不同而有所調整（Bergmann、

Sams，2012）。雖然翻轉教室沒有制式的教學框架可遵循，但有學者將其教學設計分為

「課前預習」、「課堂活動」及「課後省思」等三階段（黃國禎，2016；Abeysekera、

Dawson，2015），並已有研究證實此模式具一定效益（黃志雄，2020；簡麗瑜，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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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kovich，2018；Lai、Hwang，2014）。故以下統整翻轉教室理論、學者及實務工作者

的意見，並為其歸納出三階段的具體作法，供後續教學實踐之參考。

1. 課前預習

「課前預習」是指學生於上課之前，在家自學完成預習任務，以準備好課堂中所需

的基本概念。所以，在此階段教師需提供學生基礎性知識的自學影片，其學習內容屬於

Bloom 認知領域目標中的低階層次為主（Anderson、Krathwohl，2001）。郭靜姿、何榮

桂（2014）強調影片是翻轉教學中重要的一環，長度需控制在 10–15 分鐘內，且是學生

可自行理解的內容，重質不重量。羅寶鳳（2016）認為學生不會因為課程提供影片教材

就樂於主動學習，需藉由檢核機制，如線上測驗、學習單、平臺提供的筆記、討論功能等，

協助其調整學習計畫與鼓勵自學監督（Hung，2015）。Fautch（2015）進一步提醒教師

可利用線上測驗來鼓勵學生提前完成課前學習活動。Khanova、McLaughlin、Rhoney、

Roth、Harris（2015）則是建議課前預習活動時間不宜過長，以免學生無法完成閱讀作業。

由上可知，影片教材的設計和檢核機制的建置，是此階段的規劃重點。

2. 課堂活動

翻轉教室成功的前提，就是學生對於每堂課必須有備而來，才有能力主動參與「課

堂活動」與討論，其目的是提升高層次的目標達成，培養學生的多元能力（黃國禎，

2018）。所以，在課堂活動之前，教師需先確認學生在家的自學情形，並協助知識釐清，

否則他們在課堂難以形成高階認知學習的互動，容易失去翻轉意義（王豐緒，2019）。

Hwang、Lai（2017）建議透過簡單預習小考、即時互動學習系統或小組競賽活動，可協

助快速達到即時的檢核效果。另外，翻轉教室的最大特點在於有效益的運用課堂互動時

間，提升課堂教學的最佳價值（徐新逸、江岱潔，2016；Bergmann、Sams，2013）。因

此，教師必須清楚規劃課堂上的討論與活動時間，實施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策略，提供

主動學習機制，含主題討論、小組合作、專題製作、遊戲競賽、同儕互評、分享回饋等

學習活動（黃國禎，2016；Hwang、Lai、Wang，2015），以促進其深度的認知發展學習，

培養高層次的思考力。除此之外，學者們亦提醒，成功的翻轉策略是必須讓課前學習內

容與課中的學習緊密連結，並結合真實生活經驗，才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黃政

傑，2014；Hwang、Lai，2017）。而在課堂活動的總結部分，則可安排小組發表學習心

得（羅寶鳳，2016；Bergmann、Sams，2012）或將學習成果上傳至平臺相互分享與討論

（Westermann，2014）。上述皆是加深學生學習印象的策略。可知課堂活動需要教師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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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設計、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同儕相互合作，以及教師從旁適時引導，方能達成翻轉教

室的學習目標。

3. 課後省思

課後階段通常占用最少時間，有時需要與下一階段的課前規劃與準備合併為「教室

外活動」（黃國禎，2018）。劉光夏、周宛瑜（2016）建議，此階段讓學生針對課堂所

學進行反思與總結，並藉由課前的影片教材反覆觀看，達到複習的效果。賴旭婕、林弘

昌（2017）則認為可安排學生補救教學機會或做進階應用的延伸學習。可見，在課後省

思階段是可彈性運用，可視學生學習情形做出適當安排。

基於前述，本研究除了依據翻轉教室成功的四大關鍵要素（F-L-I-P）來建構課程，

強化三個教育理論於課程設計，並配合「課前預習」、「課堂活動」和「課後省思」三

階段之重要原則，作為本研究規劃翻轉攝影教室教學設計之重要基礎，同時亦會衡量科

別屬性及教學實際狀況予以修正。

三、翻轉教室於大學階段之應用

翻轉教室近年已盛行於國內外大學的專業課程，在不同領域皆可看見翻轉教室的應

用並有初步成果。在國內部分，張金蘭（2016）探討翻轉教室融入「國音及說話」課程

之成效，結果發現此教學模式能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其自信心、熟悉學習內容以

及釋放個人潛能等。賴旭婕、林弘昌（2017）針對「木器設計與製造」課程進行翻轉研究，

結果顯示學生滿意翻轉教室用於技能教學，認為此模式對技能學習有幫助，使技能教學

有效率、課堂有較多時間可進行實作，彌補傳統課堂重個別化與操作練習的不足之處，

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黃志雄（2017）應用於幼兒保育系「早期療育」

課程，發現翻轉教室有助於學生的課程參與和學習、對課程目標的反思與學習，並有助

於溝通、分享能力、學生自我反思與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張子貴（2018）則是針對數

學系的「微積分課程」實施一年的行動研究，發現翻轉教室不但有助自主學習、合作學

習、師生互動之實踐，亦能解決學生學習的個別差異、克服課堂師生的互動不足，進而

提升整體學習成效，包括：改善學習態度、加強對教材的理解、增長解題能力與自信心等。

夏綠荷（2019）導入大學「通識舞蹈」課程，發現教學影片提供個別化學習契機，並讓

教師有更多的時間協助學生解決舞蹈練習困難，對學習動機與舞蹈自信心皆有正面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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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信、莎麗娃、陳羿揚（2020）應用在大學體育「游泳課程」中，結果顯示課前翻轉

教材有助於游泳技能學習，學生滿意翻轉教室教學方法、教材，且多數同學的學習動機、

興趣與動作技能表現皆提升，較明顯是學生討論意見次數增多。

在國外部分，亦看見翻轉教室於不同領域的應用，如資訊多媒體（Enfield，2013）、 

藥學（Han、Klein，2019）、數學（Lai、Hwang，2016）、健康（McLaughlin 等，2014）、 

諮商（Moran、Milsom，2015）、護理（Schwartz，2014）、歷史（Westermann，2014）， 

其多數內容皆探究翻轉教室應用於高等教育的課堂教學活動，且研究結果證實均有良好

效益。例如：提升學習成效（Enfield，2013；Westermann，2014）、改善學習態度（FLN，

2012）、提升學習動機（Hwang、Lai，2017；Schwartz，2014）、提升學習興趣（Nwosisi、

Ferreira、Rosenberg、Walsh，2016）、提升高層次認知能力（Nazarenko，2015）等。

綜觀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反映翻轉教室在高等教育的不同學習領域中可增進學生

的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學習滿意度以及提升自信心和自主學習能力之培養。

然而，目前國內關於翻轉教室融入藝術教育的學術研究著墨甚少（林惠敏，2016），以

攝影課堂作為翻轉教學實踐場域之研究尚乏人討論，本研究正可彌補此不足，以回應當

今數位世代翻轉藝術教學的實務需求。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量混合方式進行，以量表來蒐集參與者於翻轉教室介入攝影課程教學

後的量化資料來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並輔以隨堂測驗佐證課前預習的效果；另以質性

訪談法，輔以觀察記錄、學習省思、回饋單及作業等資料來記錄學習歷程，以深入瞭解

參與者之觀點與感受，藉由質與量各種資料來源的交叉比對檢視學習成效，達到多重檢

核（cross validation）、增加研究結論效度之目的（宋曜廷、潘佩妤，2010；Creswell、

Plano Clark，2007）。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研究者在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所開設的「基礎攝影」課程的修課學生為研

究對象，該課程為大一的選修課，共 38 名（男生 7 名、女生 31 名）學生參與，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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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為 18 歲左右，畢業於雙北市的普通高中居多，以往高中的藝術老師普遍均以傳統講述

方式授課。本研究之修課學生均無使用單眼數位相機進行攝影創作的實務經驗，但在第

一學期均有修習過數位影像創作、設計概論、素描、藝術史、設計實作等其他藝術設計

課程，對於美感、構圖與影像之間的關係有初步的認識。同時，亦均有使用數位平臺 ee-

class（易課平臺）進行線上教材的閱讀經驗，以及透過該平臺進行作業繳交、課堂測驗、

作品互評、討論區留言等互動功能的經驗，對於透過數位平臺進行學習活動亦具有一定

程度的瞭解。

二、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在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後，隨即建構翻轉教室融入攝影教學之課程設計，並根

據教學內容編撰教材、錄製課前預習影片以及完成學習單與課堂測驗的活動設計。教學

實施前，邀請兩位專家進行教學內容審查，一位是課程設計專家，一位是攝影教育專家，

以瞭解課程設計是否完善且易於實施，並參考兩位專家提供的意見修改課程，俾使本課

程設計更加完整（如表 1）。在期程安排上，首先，第 1 週說明課程目標和授課方式，

第 2–4 週強調學生對於翻轉教室策略「課前預習」、「課堂活動」和「課後省思」的認

識與執行方式解說，以降低學生對翻轉教室的焦慮或排斥（Bergmann、Sams，2012）。

其次，第 7、8 週進行兩次翻轉教室的試行，實施過程中，兩位課程助教隨班觀察與記錄

學生的學習反應，並於課後和教師討論遭遇問題及解決方案，以利正式實施之改進，並

於第 9 週進行前測問卷調查。接續，第 10–17 週正式實施翻轉攝影教室之教學活動，所

有同學需在課前完成教師指定的預習教材，課中進行問題討論與攝影實作，課後完成省

思活動。最後，第 18 週課程結束後進行全班後測問卷調查以及回饋表填寫，並挑選六名

學生進行訪談，以進一步瞭解本課程的學習成效。過程中，本研究依據課程進度教學，

同時蒐集量化和質化資料，於課後反思學生問題與教學情形，以作為檢討之依據和課堂

活動調整的參考。最後，本研究針對上述所蒐集的各項資料，進行綜合歸納分析，提出

有意義的解釋與省思，並對後續實施翻轉攝影教室之教學者提出建議。

三、課程規劃

研究者以往在「基礎攝影」課程的授課方式主要以傳統講述為主、實務操作為輔；

在評量部分，主要是以學生個人作業以及小組專題攝影創作為主，課堂測驗為輔；基

於授課時數限制，故課堂往往只能透過問答的方式與學生互動。雖然過去三年（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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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學年度）本課程的教學評量（總平均分數依序為 4.45、4.43、4.49 分，介於「非

常滿意」和「滿意」之間）獲得多數學生的正向回饋，但從實際的教學經驗中發現，仍

有部分學生的課堂活動投入程度不佳，注意力常集中在個人手機之上，因而降低學習的

專注力。因此，有必要調整過往以傳統單向講述為主的教學模式，安排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學習策略，加強師生互動與小組討論的機會，以利提升其課堂的參與程度。

此外，本課程的修課學生多數是攝影初學者，若是對必要的概念理解不足、工具功

能認識不夠或操作技術不熟悉，會直接影響後面階段的統整性創作表現。研究者發現過

去在有限的授課時間內（一週兩小時），學生確實有努力學習，但因課堂吸收有限，只

能課後花時間獨自摸索，難以順利完成作業要求或產出高品質之攝影作品。因此，有必

要重視學生的課前預習活動，使其事先準備好課中所需之基本攝影概念或技能，於正式

的課堂時間透過小組討論或專題製作，以達到較高層次的學習目標。

為解決上述問題，本課程嘗試融入翻轉教室理念，教學內容除了參考過去大學層級

的數位攝影和影像創作的相關教學研究（陸維元，2010，2012；黃鈴池，2005；劉光夏，

2017，2021a，2021b；劉錫權，2001；Liu，2016）之外，並依據研究者多年攝影教學經

驗以及對修課學生的瞭解，調整課程目標與內容，融入翻轉教室三階段教學策略於課程

活動。以下茲分別說明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和活動設計。

（一）課程設計

「基礎攝影」課程之整體規劃是理論與實務並重，為了讓學生具有基本拍攝技術與

攝影概念，能透過創作方式去表達個人的陳述，且對影像具有觀察、欣賞、批判與思

考等能力，故須先設立明確的學習目標。本研究依據翻轉教室所使用之 Bloom 修訂版

（Anderson、Krathwohl，2001）認知教育目標來進行目標訂定，採循序漸進、由淺入深

模式，將課程設計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第2–9週）主要是建立「理論基礎」觀念，含「攝

影概論、功能使用、曝光元素與美感構圖」，透過教師講述、示範操作以及實務練習方

式，讓每位學生具備基本的美學概念與技術能力；第二階段（第 10–14週）強調攝影的「應

用分析」能力，重視美學原則搭配進階技術之創意應用，影片教材內容含「測光模式、

快門（I）和（II）、影像的色調、白平衡」等主題，亦串聯第 2–9 週的單元概念，讓學

生由簡入繁逐步達到攝影深度學習的經驗；第三階段（第 15–17 週）則是加強學生的「統

整創作」能力，並運用小組專題共創、公開發表與展示的方式進行總結性評量。課程設

計與活動流程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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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礎攝影教學內容與學習評量
週次 課程 單元內容 上課方式 學習評量 資料收集與活動

1 課程解說 教師講述 進行課程解說

2–9 階 段 一： 培 養

「理論基礎」觀

念與操作能力

攝影概論、相機

功能、拍攝模式、

曝光元素、作品

賞析

課前預習

示範操作

小組討論

實務練習

出席率、學習

單、平時測驗、

期中個人作品

第 2–4 週加強翻轉

教室方式解說；第

7–8 週進行翻轉攝

影教室練習，確認

學生熟悉此教學模

式的流程；並於第

9 週實施前測問卷

調查

10–14 階段二：強化進

階「應用分析」

能力

測光模式、快門

（I）、快門（II）、

影像的色調、白

平衡

課前預習

課堂測驗

小組討論

實務練習

預習完成度、

課堂測驗、課

後練習、學習

單、出席率

第 10–14 週正式實

施翻轉教室，學生

回饋單、觀察紀錄

15–17 階段三：重視進

階「統整創作」

能力

期末攝影專題製

作與討論、作品

賞析

小組合作

專題共創

出席率、學習

單、小組專題

創作、期末小

組發表與成果

展示

學生回饋單、觀察

紀錄

18 成果展示 作品公開發表與

展示

全班討論 發表與展示 學期心得回饋表、

專題報告書、後測

問卷調查、訪談紀

錄

註：課程評分項為「平時成績」（30%）含課前測驗、預習完成度、出席率、學習單等；「期中作品」（30%）
人像攝影作品 10 張；「期末專題」（40%）完成編導式攝影的小組專題創作 10 張，需附上創作理念與
拍攝心得，並進行作品發表與公開展示。

（二）教學策略

本研究依據「課前預習」、「課堂活動」和「課後省思」三步驟作為翻轉攝影教室

之教學策略，其課程流程圖，如圖 1 所示。以下分述說明：

1. 課前預習：研究者提前一週將教學影片或指定教材上傳至數位學習平臺（ee-class），

並多方管道（email、Line、Facebook 等社群媒體）提醒學生於課前閱讀教材，而為確

認影片觀看完成率，內容設計搭配即時測驗或學習單，同時提供議題討論以及線上諮

詢，來協助學生解決學習問題。

2. 課堂活動：由於單元的知識概念與操作步驟已在預習的影片教材中說明，因此課堂開

始前安排學生進行即時測驗或填寫學習單，並請小組相互討論自學所遇到的問題並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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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研討解決方式。其次，教師進行優良攝影作品鑑賞或表現技術的重點提示與講解，

並確認在學生已具備單元基礎知識的狀態下，透過「議題討論、實作練習、合作討論」

進入較高層次的應用、分析、評鑑、創作等活動，過程中教師至各組聆聽，適時解惑。

最後，由組員推派成員向全班進行學習成果分享與展示，並上傳至數位學習平臺分享，

以培養學生美感鑑賞、批判思考、團隊合作與口語表達等綜合能力。

3. 課後省思：老師依據學生課中的學習情形，設計課後學習單，協助學生進一步深化與

應用所習得的知識技能，以達到精熟學習目標，同時使其對該單元進行學習省思與

統整。

圖 1　翻轉攝影教室架構圖。

（三）活動設計

以第 11 週的「快門（I）」單元主題為例，教學內容是以瞭解快門的原理、應用、

鑑賞以及創作為主，翻轉教室學習活動設計含：（1）課前預習：透過影片教材引導學生

認識快門的功能、學會分辨「慢速」與「高速」快門的差異以及動態模糊（motion blur）

創作之功能設定，並透過學習單寫下對快門作品的觀點；（2）課堂活動：利用線上測驗

來檢視學生認知部分的預習成效與分享鑑賞心得，且透過學生示範操作釐清對進階快門

的錯誤觀點後，隨即引導小組進行「動態模糊」和「螺旋放射模糊」的拍攝任務，最後

各組分享拍攝成果與相互回饋，並由教師進行全班性的總結與講評，達深化學習；（3）

課後省思：學生完成課後反思學習單，以利對快門單元進行學習省思與統整。詳細快門

單元的學習活動重點，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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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翻轉攝影教室學習活動重點之例舉（第 11 週主題：「快門與動態模糊」）

課前預習 課堂活動 課後省思

觀閱教師提供的學習資料或線

上影片，並完成「課前學習單

-11」：

1. 進入 ee-class 平臺觀看三部影

片及參考資料，內容說明「快

門」的觀念知識，快門速度與

影像凝結、模糊程度的關係，

以及分析作品的主要美感觀

念。

2. 你認為「慢速快門」與「快速

快門」可以創造出什麼差異性

的影像作品？

3. 你認為相機要如何設定才可以

創作出動態模糊和螺旋放射模

糊效果？

4. 請寫出對攝影師 Camil Tulcan、 
Extra Medium 作品的個人主要

觀點。 

1. 上課開始，學生先進行「線

上測驗」，隨後老師分享

「課前學習單 -11」心得，

以檢視課前自學效果，進而

糾正或解釋學生錯誤觀點。

2. 老師示範相機功能的操作，

並提醒單元主題拍攝「動態

模糊」的注意事項。

3. 教師通過「課中問題討論

單 -11」，引導小組之間合

作學習，共同完成「動態模

糊」和「螺旋放射模糊」的

拍攝任務，課堂總結讓各組

分享學習成果，並上傳至線

上討論區。

4. 透過上述活動，深化學生對

攝影快門的技術操作與影像

的美感特色，瞭解與學會快

門攝影與影像創作的關係。

完成回家「課後反思學習單

-11」：

1. 請思考快門對於你個人攝

影藝術創作的影響。

2. 依據課堂習得之快門原理

完成「動態模糊」和「螺

旋放射模糊」之練習，以

利進行學習統整與省思。

四、研究工具

（一）攝影作品評量表

為瞭解修課學生經翻轉教室教學後的學習表現，本研究攝影作品評量表係參考過

去高等教育以攝影及藝術領域教學（秦興和，2006；陸維元，2012；劉光夏，2017，

2021b；Bartel，2002；Liu，2016）所建議之評分項度，再由授課教師依據本課程之教學

目標修訂完成初稿編製，評分標準含四個向度，包括：「整體表現」、「主題內涵」、

「美感構圖」、「技術應用」。之後邀請三位不同領域（攝影教學、藝術教育與課程教

學）
1
的專家學者分別對內容進行審定，確立內容效度。為確保作品評分不受主觀因素影

響，邀請三位具攝影或藝術教學經驗之教師共同參與評分，評分前隨機從學生作品中挑

選六件作品，分別讓三位教師依據四個向度進行試評並建立評分者信度。經分析後，三

位教師作品評量四個向度之肯德爾和諧係數（Kendall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分別為

.848、.694、.674、.603，皆達 .05 顯著水準，表示評分者的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1 專家一：攝影教學者，任教於大學 12 年，曾獲多項攝影獎項且作品於各大美術館展出，表現傑出；專家二：藝術教育學者，大學副教授，

年資 15 年，開設藝術教育、數位藝術創作、視覺傳達設計等相關課程，曾獲校級優良教師的肯定；專家三：課程與教學專家，大學教授，

年資 21 年，開設數位教學設計、多媒體教材製作與評鑑，無論教學或研究都有傑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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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作品評分方式為，每個向度為 5至 1分，依序分為「非常好」、「不錯」、「普通」、

「改進」、「極需改進」，滿分為 20 分，整體創作表現的平均數為 12。總分超過平均

數 12 愈多，則表示學習表現愈好。

（二）學習態度量表

本研究「學習態度量表」參考黃志雄（2017）、劉光夏、周宛瑜（2016）、Aljaraideh 

（2019）研究之量表架構與內容後，依照本研究的實際需求編製，並經專家審查意見修

改而成。共得 26 題，含「課前預習」、「教師教學」、「班級氣氛」、「課後省思」、「學

習成效」、「綜合問題」等六個構面。該量表在翻轉教學前施測一次，教學後隨即再施

測一次，藉此得知參與學生於翻轉教室實施前後的學習滿意度變化。在信度方面，經專

家審查內容效度後，使用 Cronbach’s α 係數進行分析，六構面 α 係數依序為 .87、.73、

.88、.71、.89、.71，總量表 Cronbach’s α 為 .94，顯示量表內部一致性程度好，具有極佳

信度。量表採五點計分，分為「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

常不滿意」五等程度，分別賦予分數為 5 至 1 分，用以瞭解學生對於運用翻轉教室於攝

影教學的態度與感受。

（三）訪談大綱

本研究期望藉由訪談大綱，以更瞭解學生接受翻轉教室後的回饋及啟發性，依據學

習測驗和作品評量成績，分為高成就組（成績前 27%）與低成就組（成績後 27%），

其餘為中成就組，並隨機從三組中各選取兩位，共六位學生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並參考

Johnson（2013）的訪談題目，改編成「大學生對翻轉教室應用於攝影課堂的看法與感

受」，於建立專家效度後實施。訪談題項，包括：「接受翻轉教室的感受與影響」、「對

於課前預習的看法」、「對於課中與同儕討論交流的看法與建議」、「個人整體攝影能

力的改變」以及「是否在其他藝術類課程也願意接受翻轉教室等」。在訪談過程中，研

究者先徵求訪談同意以及全程錄音方式記錄，且以筆記的方式做摘要性的紀錄。最後，

研究助理將訪談內容整理成逐字稿，並讓請受訪者確認紀錄無誤，以提升研究資料的可

信度（Lincoln、Guba，1999）。

五、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在量化所獲得的資料係以 SPSS 20.0 中文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統計方法採

前、後測的描述性統計，並透過相依樣本 t 檢定，檢驗修課學生在翻轉教學前、後的學

習滿意度表現是否有差異。在質性分析部分，主要是以修課學生的課後翻轉回饋單、學

習反思、專題作業、訪談紀錄以及教學助理紀錄為主，並依據紮根理論方法進行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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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析，其步驟包含開放式編碼（open coding）、主軸編碼（axial coding）和選擇編碼

（selective coding）等三階段（Strauss、Corbin，1998，頁 55-241），對所蒐集資料進行

系統性的概念（concept）、範疇（category）分析，進而提出研究發現。在分析資料之前，

將各項資料依照蒐集的時間、類型、對象等進行編碼，以保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內容和

避免資料混淆，編碼方式為：第一碼為對象，如學生代碼為「S」、助理「A」；第二碼

為資料類型，如回饋單代碼為「F」、學習反思「R」、專題作業「P」、訪談「I」、教

學助理紀錄「N」；第三碼為日期，例如「S8I-20200728」表示編號 8 學生於 2020 年 7

月 28 之訪談紀錄。

本研究以三角檢證法以提升研究信實度，包括多元資料來源（含回饋單、期末反思、

專題作業、訪談紀錄以及助理紀錄等）以及不同研究參與人員（含教學者本身、兩位教

學助理、三位專家評量），以降低研究者的主觀影響程度。此外，本研究為選修課程，

在學期開始前取得修課學生簽署之知情同意書後，始進行本研究的各項資料蒐集，過程

中，堅守研究倫理原則，所有資料均以化名方式歸納分析進行研究，以確保研究參與者

的個別資料隱密性。另為瞭解修課學生的學習經驗與成效，需進行教學前、教學後之問

卷評量，但評量結果不列入成績計算，亦不會影響其他任何權益。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大學翻轉攝影教室學習成效之結果分析

本研究就學生的「學習表現」和「學習滿意度」部分的量化資料，進行翻轉攝影教

室的學習成效評析，以下呈現分析結果。

（一）學生的學習表現分析

本研究評量學生在翻轉教室「學習表現」的方式，採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兩類：

形成性評量主要是以課堂的單元學習測驗為主，用來檢視學生「記憶」、「瞭解」能力

成效；總結性評量則是以小組攝影專題共創來進行，用來檢視學生「應用」、「分析」、

「評鑑」、「創造」較高層次的能力成效及綜合能力。

1. 形成性評量

在每週的單元測驗部分，課前小考（必要的基礎知識），占總成績 20 分，將五次成

績平均後，若以 100 分方式來分析，65–69 分有 1 位，70–74 分有 2 位，75–79 分有 9 位，

80–84 分有 13 位，85–89 分有 12 位，90–94 分有 1 位。從得分比例來看，有超過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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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不錯，得 80 分以上，無學生不及格，顯示多數學生課前大都有投入預習活動，

且對於攝影的知識理論有一定的理解。此外，由於課前測驗是在課堂一開始就實施，所

以全班同學大都準時到課，甚少缺席。此結果與張其棟、楊晉民（2016）的研究一致，

顯示學生對課程的投入程度與準時到課的比例高。

2. 總結性評量

在小組專題創作（共 10 組）部分，依據攝影作品評量表評定各小組專題作品的共

創表現，此專題的創作重點在於題材選擇需與日常生活有「應用」連結，並對該議題進

行深入「分析」探討，進行相關影像作品的「評鑑」與賞析，進而「創造」出具人文意

涵、獨特風格的系列作品十張，呼應學習目標採用 Bloom 修訂版的原則。表 3 為校外專

家對學生作品評量的量化結果分析，從表 3 得知，整體平均得分為 4.06 分，得分最高為

「主題內涵」（M = 4.27），其次序為「構圖美感」（M = 4.17）、「整體表現」（M = 

4.12）、「技術應用」（M = 3.67）。由上述結果顯示，每個面向的評分結果皆高於平均

數 3.00，且各組總分皆超過平均數 12（第 2、5、6、8 組，有四組總分 18 分以上，近滿

分 20），顯示 10 組學生期末攝影創作的整體學習表現程度佳。

綜合上述結果發現，修課學生在本課程的所設定之能力培養目標，從理論與實務的

學習表現來看，已達到預期成效，顯示翻轉攝影教室能有效展現修課學生的整體學習 

表現。

表 3
期末專題學習表現分析

面向
組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排
序1 2 3 4 5 6 7 8 9 10

整體表現 3 5 4 4 5 5 3 5 4 4 4.12 0.67 5 3 3
主題內涵 4 5 4 4 5 5 4 4 4 4 4.27 0.51 5 3 1
構圖美感 3 5 4 5 4 5 4 5 4 3 4.17 0.71 5 3 2
技術應用 2 4 4 3 5 3 3 4 4 4 3.67 0.86 5 3 4
平均 3.00 4.75 4.10 4.00 4.56 4.26 3.50 4.48 4.13 3.76 4.06 0.50 5 3 –
總分 12 19 16 16 19 18 14 18 16 15 – – – – –

註：評分方式 5 至 1 分，依序為「非常好」、「不錯」、「普通」、「改進」、「極需改進」；– 表未排序。

（二）學生在教學前、後的學習滿意度改變分析

本研究以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學習滿意度量表」教學前、後測（填答者共有 37 人）

的平均數是否有差異，結果如表 4 所示，發現總量表之教學前測平均數為 4.02 分，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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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平均數為 4.44 分，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且六個構面的後測分數，亦皆顯著高於

前測，依高低排序為「班級氣氛」、「課前預習」、「課後省思」、「綜合問題」、「教

師教學」、「學習成效」，而各構面的後測成績，亦多介於五點量表計分中的「非常滿意」

與「滿意」之間，高於 3.00 分。從上述結果得知，參與學生在經翻轉教室後的整體學習

滿意度提升，接近「非常滿意」（M = 4.44），顯示多數修課學生對於翻轉教室融入攝影

課堂的學習滿意度高。

表 4 
總量表與各分量表教學前、後測之比較分析（n = 37）

量表
教學前

排序
教學後

排序 t 值 p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課前預習 4.14 .488 2 4.55 .441 2 3.965** < .001
教師教學 3.98 .462 5 4.43 .463 4 4.309** < .001
班級氣氛 4.19 .506 1 4.60 .571 1 3.601**    .001
課後省思 4.04 .587 3 4.50 .428 3 4.626** < .001
學習成效 3.96 .506 6 4.35 .430 5 3.494**    .001
綜合問題 4.00 .440 4 4.50 .527 3 4.426** < .001
總量表 4.02 .418 – 4.44 .384 – 4.754** < .001

註：– 表未排序。
**p ＜ .01 

在各單題部分，除題項 11、16、17、21 外，其餘 22 題均有顯著的提昇，結果如表 5

所示。此四題之前測平均數皆已達 3.00 分以上，雖未達顯著水準，但後測平均數均有增

加。上述的分析結果，研究者推測題項 11 可能是學生對於課後省思部分重在課堂練習延

伸而有所誤解，未來再次實施本課程時，可針對此部分加以解釋說明。題項 16 推測是本

課程內容含有理論與技術，所以課前預習教材需要時間理解理論，而課後也需要額外再

花費時間練習拍攝，因此較其他課程需要占用更多準備時間，以至後測分數無明顯差異，

此反映出課業負擔讓學生感到有點不滿意。題項 17 與 21，推估是與本課程翻轉攝影課

堂著重在「進階應用單元」有關，而非初階的「基本操作單元」，所以學生無論在攝影

知識或批判力，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綜合統整使用能力，故對此稍不滿意。綜合上述結果

發現，學生對於本課程實施翻轉教室之各構面學習滿意度，在前、後測時均有較高水準，

顯示修課學生對於攝影課堂融入翻轉教室的學習滿意度持正向的肯定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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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題項教學前、後測之比較分析（n = 37）

構面題目
教學前 教學後

t 值 p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課前預習

1. 我喜歡翻轉教室課前預習的學習

方式

3.89 .658 4.31 .739 2.593*    .014

2. 我覺得課前預習是必要的 4.16 .646 4.65 .484 3.402**    .002
3. 我覺得課前預習有助於我在這門

課的學習

4.35 .588 4.70 .463 2.987**    .005

教師教學

4. 我覺得隨堂小考，有助於我在這

門課的學習

3.86 .673 4.32 .626 3.341**    .002

5. 我覺得學習單的討論議題，層次

深入，有助於我對課程主題理解

3.93 .595 4.35 .633 2.831**    .008

6. 我喜歡課堂上和同學一起討論的

上課方式

3.97 .763 4.41 .644 2.665*    .011

7. 我覺得課中小組討論與分享，有

助於我這門課學習

4.16 .602 4.62 .545 3.482**    .001

班級氣氛

8. 我覺得上課時，同學之間的學習

氣氛是很好的

4.14 .585 4.62 .594 3.852** < .001

9. 我覺得上課時，同學彼此之間的

互動情形是良好的

4.22 .534 4.62 .639 3.402**    .002

10. 我覺得上課時，同學和老師間的

互動情形是良好的

4.22 .534 4.57 .647 2.594*    .014

課後省思

11. 我覺得課後學習省思，有助於我

在這門課的學習

3.97 .763 4.27 .608 1.990    .054

12. 我覺得課後小組討論與分享，有

助於這門課的學習

4.16 .646 4.57 .502 3.235**    .003

13. 我覺得課後小組攝影共創，有助

於我在這門課學習

3.97 .763 4.68 .475 5.056** < .001

學習成效

14. 我覺得翻轉教室方式，有助我對

課程內容深入理解

4.03 .687 4.57 .555 3.532**    .001

15. 我覺得翻轉教室教學方式，有助

我學習到更多知識

4.08 .829 4.59 .551 3.071**    .004

16. 我覺得翻轉教室教學方式，沒有

增加我的課業負擔

3.03 .779 3.30 .909 1.615    .115

17. 我覺得這種教學方式提高我的攝

影知識能力 
4.33 .584 4.35 .633 0.842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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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題目
教學前 教學後

t 值 p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8. 我覺得這種教學方式提高我的攝

影美感能力

4.00 .707 4.46 .505 3.003**    .005

19. 我覺得這種教學方式提高我的影

像分析能力

4.05 .621 4.46 .507 2.751**    .009

20. 我覺得這種教學方式提高我的攝

影應用能力

4.16 .646 4.49 .507 2.317*    .026

21. 我覺得這種教學方式提高我的影

像批判思考能力

4.08 .682 4.38 .545 1.990    .054

22. 我覺得這種教學方式提高了我的

攝影創作能力

3.95 .664 4.35 .633 2.852**    .007

23. 我覺得這種教學方式提高了我的

溝通表達能力

3.89 .843 4.30 .618 2.313*    .027

24. 我覺得這種教學方式提高了我的

團隊合作能力

4.08 .722 4.57 .603 3.283**    .002

綜合問題

25. 我覺得其他藝術設計類課程也可

採用翻轉教室教學來學習

3.89 .737 4.41 .686 3.071**    .004

26. 整體而言，我覺得基礎攝影這門

課適合使用翻轉教室教學方式

4.11 .614 4.59 .498 3.683**    .001

*p ＜ .05, **p ＜ .01

二、學生在翻轉教室攝影學習情形之分析

本研究依據所蒐集之質性資料，包含：學習單、期末學習反思、專題作業、訪談以

及助理觀察紀錄內容等，與量化的問卷結果交叉比對，分析翻轉教室教學模式「課前預

習」、「課堂活動」及「課後省思」對學生學習攝影的影響回饋如下。

（一）「課前預習」有助加速知識吸收、提升學習效率和課堂參與度

本研究在課前將低階認知層級的教學內容，以線上影片的方式提供給學生，引導他

們在家自學預習，並透過線上測驗或學習單來協助學生理解。從蒐集資料得知，「課前

預習」對學生的攝影學習產生具體的轉變，學生訪談的陳述例如：「有預習會讓上課較

快進入狀況，感覺更容易、快速的吸收課堂討論的知識，所以上課的投入程度會增加很

多，參與感也會提升很多」（S12I-20200703）、「我本身學習有點比較跟不上大家，換

成翻轉教室的上課方式後，我在家可以事先一邊看影片，一邊拿相機先摸索。不然，之

前上課方式，都是等到老師課堂講完，我再去操作相機，當下會有點來不及弄懂，回家

表 5
各題項教學前、後測之比較分析（n = 37）（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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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忘記」（S42I-20200703）。學生也在期末回饋單表示，願意花時間事先預習，因為「如

果沒有事先預習，瞭解當天課堂的主題內容、知識與技法，那在課中的小組討論你就會

無法參與，這很嚴重。因此，我願意課前多花一點時間預習準備」（S38F-20200514）。

可知，「課前預習」能協助學生加速知識吸收、提升學習效率和課堂參與度，以及

發揮個別化學習等，此與過去其他領域研究有類似的結果（夏綠荷，2019；張子貴，

2018；Mok，2014；Sahin、Cavlazoglu、Zeytuncu，2015）。這部分和表 4 問卷後測的「課

前預習」（M = 4.55）構面的統計結果相呼應，顯示藝術領域學習者亦感受到投入課前預

習活動對學習攝影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此外，研究者發現，雖然「課前預習」確實能為學生帶來許多學習效益，但從部分

學生的訪談中得知，由於課前需要花費較多時間學習，因而感到負擔稍大，例如：

我蠻喜歡進行的翻轉教室，但負擔有點重，希望老師課前教材的閱讀量可以分

配剛好，因為上課時間還是上課滿兩小時，但課前預習我們在家也要花很多時

間自學，加上作業練習也還是要額外花時間去完成，那休息時間就會被壓縮到。

（S02I-20200703）

此結果也反映於表 5 的題項 16 中，後測平均數 3.30 分出現了五點量表計分中的「不

同意」（2分）的意見，顯示部分學生對於這門課是否會增加課業負擔，有所疑慮。因此，

如何將預習教材和作業練習的分量相互配合調整，不增加學習負擔，是後續實踐翻轉攝

影教室所需考量的重點之一。

（二）「課堂活動」增加討論與實作機會，有助提升作品品質

1. 檢核機制能促進學生自學程度，掌握學習內容與強化學習責任

在翻轉課堂開始前，本研究會透過數位學習平臺進行課堂即時測驗，以確認學生的

課前預習成效。研究者從課堂的觀察發現，透過檢核機制不但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和學

習責任心之外，還能檢視他們對攝影觀念的理解程度與技術熟悉度，此部分由學生的學

習反思可得到瞭解，例如：「課前的即時測驗或填寫討論問題單非常重要，對我是一個

很大的督促，會加強我的責任感，也是推進我讀書的最大誘因」（S32F-20200528）、「藉

由考試讓我們更容易記得相機的功能設定與操作，還能更釐清一些攝影觀念，並瞭解自

己哪裡不懂及如何改正。」（S29F-20200514）可見，隨堂測驗是翻轉攝影教室檢核學生

課前預習效果不可或缺的重要機制（Kim 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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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少單向式講授，增加討論與實作機會，有助激發創意觀點

攝影理論與技法已在預習教材的影片中講述，所以在課堂中除了進行前述的測驗活

動，教師會直接安排主題活動，讓小組共同完成指定的拍攝任務或進行鑑賞活動，過程

中研究者至組間巡視，瞭解各組的討論情形，並隨時回答學生的疑惑。從多數學生的

回饋中得知，他們喜歡這樣有別於教師單向式講述的教學模式，因為透過小組同儕間的

交流可激發出更多的創意觀點，例如：「在課中的討論得到碰撞，產生更多新的想法，

組員也會互相看彼此作品的不同色調、光圈、秒數等，不再只是單方面聽老師講解，我

很喜歡這樣，大家一起討論彼此學習讓作品變得更好，會讓人很有成就感。」（S07R-

20200623）以及在課堂中，教師不需再花費時間解釋理論，而是直接讓學生透過活動練

習拍攝，如此不但強化攝影理論與創作表現的連結，也提升作品品質，例如：

我覺得最棒的部分是，上課時老師不需再花大量時間講解理論，而是給我們更

多時間練習拍攝，透過實作會加深印象，也兼顧了知識與實作的能力。而透過

和同學意見交流及課堂上實拍，讓我更快的學會相機操作，同時看到別人的作

品，也會讓我更思考自己的作品要如何拍的更好。（S39F-20200528）

我很喜歡和同學一起練習拍攝和討論的部分，因為從他人的想法中獲得靈感，

再加以修正，讓整組作品的質與量都不斷增加。（S39R-20200623）

這樣有別於傳統講述的教學模式，不能增加小組討論與實作機會，學生亦從中獲得

不同觀點、提升成就感、激發創意靈感、增進學習力以及提升作品品質等，此與其他領

域的研究結果相似（張子貴，2018；賴旭婕、林弘昌，2017）。

3. 主題活動增加學生創意靈感與較高層次的學習促發

研究者發現，學生在課堂相互學習的氛圍之下，會利用課中共同討論解決拍攝時所

面臨的問題與困難，彼此分享失敗或成功經驗，進而建構出個人的知識整體，發展出獨

特創作力。此外，翻轉教室強調較高階的應用、分析、評價及創造能力能藉由課堂同儕

互動與合作學習來達成（Bergmann、Sams，2012；Marshall、DeCapus，2014），故研究

者運用小組合作進行專題製作，藉此提升與深化攝影學習，這部分可從學生的回饋得知

（底線為研究者所強調）：

在小組討論，組員會分享個人拍攝時遇到的問題，或是分享相機光圈、快門、

曝光的調整如何拍出較理想的照片，大家會互相參考，討論如何拍出較好的作

品，然後自己會嘗試應用這些數值去創作出心中理想的作品。（S32F-20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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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間的討論，更能精準解讀每個人的問題，理解為何有這樣的困難，自己也

能清楚去分析這作品為何會產生這個瑕疵。（S42R-20200623）

小組分享與觀摩作品，可互相學習他人的優點，且在這些過程中，會讓自己的

社交技巧有所進步，學到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也懂得欣賞及評論對方的作品。

（S21R-20200623）

能學到在欣賞一個攝影作品時，可以更深入去分析作品內涵所要呈現出的點，

然後轉化成自己的創作靈感，然後好好去應用在自己的作品，通常最後的效果

都很不錯。（S22F-20200604）

由上可知，翻轉教室的課堂活動策略確實能促發學生較高層次的學習（張金蘭，

2016；簡麗瑜，2018；Gilboy、Heinerichs、Pazzaglia，2015；Hung，2015；Lai、Hwang，

2014），此亦呼應量化結果（見表 5，題項 17–22），可視為翻轉教室對學習攝影的一個

正向指標。

4. 學生體察各司其職及團結合作的重要性

課程初始進行小組討論時，部分學生提到因組員理念不合、被動參與以及氣氛低迷

而感到憂心，但隨著課程活動的引導與共創作業啟動，研究者發現，學生漸漸能從合作

學習的歷程中察覺到，如何與組員們持續溝通、解決問題、達成共識、各司其職以及

團結合作是重要的。此研究結果先前研究（張子貴，2018；黃志雄，2017；簡麗瑜，

2018）相符，問卷第 12–13 題、第 23–24 題統計結果（表 5）亦反映出學生的看法。從

學生的省思報告中得知：

小組共創讓我印象深刻，因為中途有發生組員因作品理念不合或是當下擔任被

攝者的組員情緒配合不佳，而發生一些爭執等。但是，大家還是願意持續不斷

溝通，很積極地一起解決問題及困難，所以反而促使我們學習到更多，往更好

的方向去完善這次的作品。看見組員們各司其職的投入所有心力，一起努力完

成作品，我覺得非常感動，也讓我再次感受到團隊合作的力量以及溝通能力的

重要性。（S18P-20200705）

（三）「課後省思」能增強理論與實務連結，讓學生更能專注於攝影作

品的構思與創作

本研究在「課後省思」部分，是讓學生依據學習單將該週課堂所學作一延伸練習，

同時整合上一個單元內容並應用創新思維於攝影創作之中。對許多學生而言，經過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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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小組合作的實際操作，多數已熟練該單元的重點知識與表現技法，有學生表示課後

練習可加深攝影概念與技術熟練，可以較專注於作品的構思與創作，不再需要獨自花時

間摸索拍攝技巧，例如：「課後學習單真的能督促我們持續練習，增加實作經驗，常常

自己回家練拍後，會覺得對這個攝影概念或技巧更熟悉了」（S15R-20200623）、「由於

上課有小組實際演練拍攝，也有整合相關知識理論了，所以回家後不用再多花時間摸索

操作技巧，只要專注花時間在自己想要拍攝的構思上。」（S32R-20200623）

（四）翻轉教室能促進深度思考攝影本質，建構個人攝影風格，提升作

品美感品質

從前述結果得知，多數修課學生認同翻轉教室所帶來的多元效益，不僅技能精熟訓

練、提升美感知能，且有較多時間能深入思考攝影的本質與意義，進而達成建構個人攝

影風格與落實藝術生活化的目標。對學習者來說，攝影已不再只是的媒材工具，而是能

進一步透過鏡頭，將不同社會議題轉化成視覺語言，探索個別生命故事的內涵及意義，

此從學生的回饋也可得到印證：

翻轉的確給了更多的時間在實際攝影操作上，讓我有更多時間自主的思考攝影

的意義和價值，摸索出屬於自己的攝影風格和技巧。（S17R-20200623）

翻轉教室對我影響很大，因為以前都是在想如何拍出照片來？但是，經過這幾

週後，現在進行攝影創作的狀況是，該如何拍出一個作品來。這兩個不太一樣，

以前會一直卡在相機的設定或數值，然後只要能拍出一張滿意的照片就很好了，

但現在不同，我可以有較多時間思考拍攝主題，可專注在如何把創作理念，搭

配數值與構圖，一起呈現在畫面上，變成一個好的攝影作品。我覺得這是我上

完翻轉教室的最大改變。（S02I-20200703）

此外，在期末專題成果發表後，教學助理（修過此課程的學生擔任）看見修課學生

在這門課程中的正向成長與轉變，尤其是在攝影創作的題材與構圖部分。此結果亦呼應

表 3 的專家的評量結果，學生在「主題內涵」與「美感構圖」兩個構面表現突出。例如：

回想課程期初，學生連相機設備、功能操作、甚至相機保護都不太懂，沒想到

轉眼間，期末大家早已熟悉器材的各項操作，對於拍攝題材，也能延伸到對社

會議題的關注，像是減塑、霸凌、政治、美醜、手機疏離、高敏感族群 HSP

［highly sensitive person］等等，且無論在技巧、構圖、題材或創意上，都較

前幾屆學生有非常大的進步與提升。真沒想到經過短短幾週翻轉教室的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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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能創作出如此令人驚艷、又富有內涵的攝影作品，真的很感動。（A01N-

20200623）

陸維元（2010）的研究曾指出學生進行攝影創作最常面臨的困難就是技術與理論無

法相互應用，尤其攝影不是單一技術，而是整合光圈、快門與曝光等多種技巧，若是對

理論不熟悉，拍攝容易受到限制。然而，從前述的回饋來看，本攝影課程透過翻轉教室

教學，學生在創作部分已經跨越理論與實務的差距侷限，進而轉向探究較具深度的主題、

作品構思與整合創作的學習問題，這情形在過去傳統教學並不常見。此為本研究的重要

成果，成功將翻轉教室應用於攝影課堂之中，打破國內攝影教育長久以來重技術而輕理

論的窠臼（黃鈴池，2005），活化藝術教學，其影響是正面且深具意義，也為國內大專

院校攝影教育學提供一個嶄新的應用與研究方向。

三、教學省思

攝影不但是一門藝術，也是技術。在面對攝影功能種類繁多，課堂往往需要花費教

師較多時間講解與示範，因此教學容易止於技術層面、難以擴及藝術層面，學生也因單

向式的學習而專注力不足，最後轉移焦點至個人手機或甚至放棄學習。故研究者有別於

過去擔任傳授者角色，希望透過以學生為主體的翻轉教室策略，強化學習引導、增加師

生互動與促進課堂合作與討論，並採用多元評量方式來檢驗學習成效。從前述之結果可

知，本研究將翻轉教室應用於大學攝影課程，確實是有助於提升學習表現，誠如陳麒、

高台茜（2019）所言，其效益並非僅在單一項學習特質上，而是幾乎「囊括了學生在學

習活動的各個層面」（頁 8），且發揮了翻轉教室中自主學習、合作學習以及師生互動

等重要核心價值（張子貴，2018）。

針對此研究成果，研究者也提出以下幾點省思。就課程設計而言，學生進行翻轉課

堂（進階單元），雖課前的即時測驗（知識理論）全數通過，仍有部分學生尚未能完全

掌握相機操作（功能技術），影響其課堂參與度。這理論與技術的差距，在第二次翻轉

教室後逐漸趨近，透過課堂互動討論、實務練習以及課後練習等活動，不但克服技術，

也啟發藝術，因而產生深刻的學習效果，後續隨著翻轉教室的週數增加，學生的高層次

的認知能力與攝影創作力亦隨之提升，這些學習成就都可從期末回饋中得知。這現象對

今後翻轉攝影教學的啟示有二，一是翻轉課堂可增加一至兩次「基礎操作」單元，是否

會減少技術與理論差距的影響；二是將翻轉課堂提前至第 2–8 週實施，先強化理論與技

術的應用，是否能為後續進階單元奠定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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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研究發現課堂進行攝影鑑賞活動很重要，因為藉由引導學生對影像進行解讀、

詮釋、批判與鑑賞，除了能傳授攝影知識與技能、提升藝術美感素養之外，還能協助認

識與建構外在世界。某些學生在初期作品構思未臻理想，常見的問題包括對創作沒有任

何想法、主題內涵未能傳達作者觀念、探討議題模糊不清或過於窄化、畫面缺少風格特

色等，經過課中的賞析活動與鑑賞教學的指引之下，學生無論在主題內涵、構圖美感、

技術應用以及整體表現，都逐步成長。此外，本研究亦發現部分學生在解讀或詮釋作品

有很大的困難，因此，未來如何透過有效的攝影鑑賞策略引領他們探究主題表面下更深

層的意涵，是下一階段的研究者必須慎重思考的議題。

最後，本課程為一學期兩學分，除了每週的課後的省思練習外，還要完成觀看課前

預習影片以及填寫學習單。從訪談回饋中得知，課程的負荷量雖偏重，但因過程中有許

多收穫，所以即使辛苦也是願意繼續投入翻轉學習，且學生對於期末教學評量的評分達

平均 4.65 分，但就教學觀點而言，仍需多方收集意見，未來可從「課後省思」階段著手

調整與改善。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將翻轉教室應用於大學藝術領域之攝影課堂，探討學生在翻轉教室的學習表

現，以及其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獲致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發現學生在「翻轉攝影教室」中的整體學習成效佳，從課堂測驗來看，五次

成績有超過一半學生得 80分以上，無人不及格，顯示學生在課前預習活動的自學程度佳，

且實體課程的準時到課率高；在專題創作表現上，邀請三位專家針對作品進行共識評分，

總分近滿分 20 分的有四組，其餘六組亦超過平均數 12 分以上，其中，以「主題內涵」

和「構圖美感」兩項度的表現最佳，顯示參與學生不只重視影像的光學品質的美，而是

轉化關注於攝影內涵與構成的美，而這是在過往重技術輕忽理論的攝影創作中較少見到

的；在學期總成績的表現上，所有修課學生的平均分數達 85.6 分；在學習滿意度部分，

學生對於本課程實施翻轉教室的整體滿意度，後測分數顯著提升 0.42 分（p < .001），達

正向滿意。

此外，本課程期末教學評量的總平均數達 4.65 分以上，明顯高於前三學期的傳統課

堂。另外，透過質性分析「翻轉教室」對學生學習攝影的影響，包括：（1）「課前預習」

階段有助加速知識吸收、提升學習效率和課堂參與度；（2）「課堂活動」階段增加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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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實作機會，有助提升作品品質；（3）翻轉教室的檢核機制能促進學生自學程度與

強化學習責任；（4）主題活動增加學生創意靈感與較高層次的學習促發；（5）翻轉教

室促發學生體察各司其職及團結合作的重要性；（6）「課後省思」增強理論與實務連結，

讓學生更能專注於攝影作品的構思與創作；（7）翻轉教室教學模式能促進深度思考攝影

本質、建構個人攝影風格，提升作品質感。整體而言，本研究所實踐的「翻轉攝影教室」

不只達成課程所設定之預期目標，亦體現大學課堂透過翻轉教室成功活化藝術教學之價

值，期能提供翻轉教室應用於藝術教育研究之參考。

二、建議

（一）預習教材分量不宜過多，需考量整體學習負擔

從問卷結果得知，實施翻轉攝影教室學生讓感覺增加課業負擔；而從訪談中亦得知，

課前需要花費較多時間預習教材以及功能設備操作練習，使得整體學習負擔偏重。依據

學生建議，未來課前的預習教材的分量可視單元的難易度調整。另外，線上教材不需要

每週都要配合課前學習單或課後反思學習單，可調整成兩週提供一次，以減少負擔。

（二）宜加強小組合作能力與溝通技巧的相關訓練

從質性資料分析發現，小組討論與合作溝通過程面臨許多不利因素，例如：組員理

念不合、配合度不佳或不願表達意見等問題，建議教師須事先引導共同合作的意義與技

巧，並安排時間練習，使學生具備同儕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再進一步完成小組合作

與攝影共創的考驗，以利研究順利進行。

（三）在未來的研究方面

本研究課程僅開設於大一下學期，且是兩學分的選修課，倘若後續要擴充翻轉教室

融入攝影課程教學的研究成果，除了延長實驗教學期程之外，在研究設計上可增加控制

組，藉此進階探討翻轉攝影教室與傳統攝影教學的學習成效差異。另外，本研究學生曾

於上學期有過課前觀看線上影片的學習經驗，可能有某種程度的影響，未來研究可以考

慮選擇以未有過課前預習之學習經驗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可強化本研究的成效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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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ing Art Education: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University Photography Classes

Kuang-Hsia Liu1

Summary

Photography combines art, humanities, aesthetics, and technology, and is a foundation 

subject of art and design programs in universities. For a long time, teachers have been passing 

on photography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students based on the one-way teaching method. In 

addition to emphasizing technical training, this phenomenon is primarily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photographic works, which often leads teachers to spend considerable time explaining the 

creative proces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when demonstration and lecturing take up most 

of the class time, students listen passively and quietly, which can easily lead to low learning 

motivation over time (J.-J. Hwang, 2014; Moraros, Islam, Yu, Banow, & Schindelka, 2015). The 

rapid advance of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generation. As 

a result, the traditional teacher-centered model can no longer meet the various learning needs 

of these digital natives, and a new style of art teaching is urgently needed (K.-H. Liu, 2017). 

Therefore, researchers must consider reforming art classes with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s, 

including photography courses, and help students acquire all-round capabilities.

In recent years, international pedagogical theorists have strongly advocated an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 the flipped classroom as (Abeysekera & Dawson, 2015; Hew & Lo, 2018).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it emphasizes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values pre-

class learning, and uses the limited class time for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or problem-solving 

(G.-J. Hwang, 2018; J.-J. Hwang, 2014; Trilling & Fadel, 2009). This method also facilitates 

students’ in-depth learning through peer support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Many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can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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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atisfaction, as well as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T.-K. Chang, 2018; Chien, 2018; Gilboy, 

Heinerichs, & Pazzaglia, 2015; Hung, 2015; C.-H. Hwang, 2020; Lai & Hwang, 2014). Therefore, 

this study posits that applying the flipped-classroom approach to university photography classes 

can eliminate the long-standing teacher-centered model and correct the bias toward technical 

skills in class, thus enh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in-depth learning. Hence,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applying a flipped-classroom 

approach involving “pre-class learning,”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after-class reflection” to 

university photography classes.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is teaching model on photography 

learning, analyzes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feedback during the flipped learning process, 

and identifies the benefits of applying this method to photography classes.

This study used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design. The qualitative data 

comprised study reflections, feedback forms, and interview data of participants in the flipped 

classroom, aiming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ir opinions and feelings. In addition, quant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a rating scale for photographic works and a scale 

on learning attitudes) to evaluate the participa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one semester after the 

flipped classroom intervention. Furthermore, classroom tests were administer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pre-class learning.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was based on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1) Pre-class learning: Teachers uploaded teaching materials onto the digital platform for the 

students to prepare lessons before class. Students could watch videos, discuss questions, and 

check their learning progress by taking quizzes on the platform. (2) Classroom activities: Students 

were guided to discuss questions or practice in groups, share their final achievements, and give 

feedback. Teachers then made summaries and comments. (3) After-class reflection: Students 

completed worksheets, summarized, and reflected on the course unit.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38 students (7 males and 31 females) enrolled in the Basic 

Photography Course in an art-related department at a national university in Taipei. While most 

students had experience in photographic equipment, it was limited to using the fully automatic 

mode of digital cameras. They lacke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photography and had no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its principles (focus, exposure, aperture, and shutter). The Basic Photography 

Course (two hours per week) is an important basic subject of the department. In addi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creative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in photography, the course focuses on 

developing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To analyze the quantitative data, the researchers 

computed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pre- and post-tests using SPSS. Dependent sample 

t-tests were then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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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st-tests of the Learning Satisfaction Scale for this course. For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data 

were primarily gathered from the students’ flipped classroom feedback form, learning reflections, 

project work, interview records, and the teaching assistants’ records. These data were coded and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the grounded theory. The procedures involved open, axial, and selective 

coding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tudents’ photography knowledge and skills were shaped by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First, pre-class learning accelerated the students’ knowledge 

absorption,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learning content, enhanced their classroom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and facilitated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Second, the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flipped teaching improved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learning responsibility. 

Third, classroom activities offered the students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creased their practice 

opportunities, and enhanced their sense of achievement, creativity, self-reflection ability, and 

high-level ability. Fourth, group cooperation enhanced students’ appreciation for teamwork 

and collaboration. Fifth, after-class reflection strengthe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s a result, students could focus on conceiving and creating their works, which boosted 

their photographic creativity. Sixth, the flipped classroom encouraged in-depth thinking about the 

nature of photography, helped develop personal styles in photography, and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ir works.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overall average of 

both the semester total score and students’ learning satisfaction was above the median, indicating 

good overall performance. On the whole, the flipped photography classroom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not only achieved the expected course objectives but also reflected the value of successful 

activation of art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classrooms; thus, the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s in 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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