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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維基式教學知識庫輔助適性化品格教育之研究

摘要

研究者在教育現場多年觀察，發現學生

犯錯時的反應常是否認、推卸責任，深感學生

需要培養「誠實」的品格，奠定未來良好品格

基礎。品格教育非國小正式課程，教學課程由

老師自行蒐集與設計，為使老師在短時間找

到適合的教材，研究者希望導入 Wiki 網路協

同創作品格教育教材、共享品格教育教材內容

形成一個 e 化知識庫，讓老師在需要時能快速

找到合適的教材。

在發展「適性化品格教育」教案方面，藉

由網站的討論區功能，讓需要建議的老師針

對學生的狀況發問，由其他有經驗的老師提

供建議，讓需要教學建議的老師，得到適性

化的教學方案。

本研究以 MediaWiki 建置一個讓國小教

師進行知識分享的品格教育教材知識庫，讓

老師們能彼此分享教學技巧及方法。後續將持

續對於此平台之推廣及使用分析，作更進一

步、深入的探討。

關鍵詞：品格教育、 適性化教育、 Wiki、 知識

庫。

Abstract

Based on my years of observation, when 
a  student  makes  a  mistake,  he/she  tends  to 
deny and avoids responsibilities. Therefore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help  them  develop 
their character. “Character education” is not 
listed  as  an  official  course  in  elementary 
schools.  Teachers  have  to  collect  materials 
and design the programs for this course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elp them by introducing 
Wiki in this course. It helps teachers create 
and  share  course  material.  This  online 
database  will  help  teachers  find  suitable 
material  quickly.  Through  collecting 
character  education  material  and  providing 
personalized  character  education  material, 
this research helps reduce the time teachers 

find  on  finding  suitable  material  and 
increases  their  willingness  in  teaching 
character. It also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character education.
Keywords:  character  education,  Adaptive 
Instruction , Wiki , Knowledge Base.

1. 前言

隨著時代進步、環境變遷，社會上充滿著

功利主義掛帥的思想、價值觀，筆者多年在國

小教學現場的教學經驗，發現學生品格還有

很大的進步空間，尤其是「誠實」方面，更是

學生急需要培養的品格。但國小正規課程中，

已經排滿了國語、數學、社會、體育、綜合活動

等教學科目，沒有多餘時間可以讓老師來進

行品格教育的教學。近年來在教育部的鼓勵和

支持下，全台灣各縣市有不少學校紛紛開始

推廣品格教育，有許多第一線的老師默默在

品格教育領域中耕耘已久，這些教師累積了

不少品格教育相關課程、教材、教法的經驗，

筆者希望藉由自身努力蒐集品格教育教材，

結合經驗豐富教師的教學經驗，來提供給其

他有志在品格教育領域努力但尚在起步的教

師，一個尋找教材、尋求針對個別學生提供適

性化教學方案的園地，讓品格教育在國小能

奠定更深的基礎，早日開花結果。

由於近幾年網際網路快速的發展，在學者

提出了 Web2.0 這個新的概念後，使用者能彼

此共同創造、協同合作，分享資訊與內容[3]，
從此開始，網際網路的技術出現重大的變革。

Web2.0 的概念中，參與成員能夠在開放環境

下分享知識，將知識整合，形成一個知識資

料庫；透過Web2.0 知識平台，知識被參與者

一起協同快速建置，使用者彼此分享資訊[10]
。學校的教師若能將 Web2.0 的概念，運用在品

格教育課前的教材蒐集、教學準備、課堂中的

教學應用及課後的教學檢討上，相信對於品

格教育教學實力的累積、教學的成效，都能夠

有系統、有效率的提升。

Wiki 是一個 Web2.0概念的開放式知識分

享網路社群，能夠讓使用者快速地編輯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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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知識[14]，本研究中，以 MediaWiki 為整合

平台，建置一個讓老師來進行分享的品格教

育教材知識庫。平台建置前，透過事先的教材

蒐集、教材分析、單元分類、教學法分類，建立

不同的分類索引。透過教師線上共筆、協同創

作的方式，彙集知識庫的內容。經由這個品格

教育知識分享教學平台，老師們能充份分享

教學技巧及方法，彼此相互交流，共同激盪，

創造多元智慧，讓教學經驗能延續傳承。

2.文獻探討

2.1 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廣泛包含道德教育、公民教育、人

格發展幾個面向。吳清山和林天祐（2005）[2]
將品格教育定義「用於陶冶學生良好個性的教

學與學習的活動，使其能知道且實踐如何待

人處世、面對問題的社會行為」。陳啟明(2007) 
[7]認為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看來，「品格」就

是「具備待人處事方面的行為能力」。這些行為

能力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在環境中被塑造而

成。根據行為心理學的觀點，品格的學習可以

透過成人的以身作則，先讓孩子觀察、模仿。

然後，再藉由安排實際體驗活動，讓孩子去

體驗與實作。最後，在鼓勵與肯定中，讓孩子

學會這些待人處事的行為能力，品格教育的

關鍵在於「榜樣」與「實踐」。部分研究文獻中將

品格教育與品德教育視為同義詞交互使用，

也就是能形塑學生待人處世之道、培養良好習

慣的教學與學習過程。

2.2 適性化

適性化教學[1]乃是以個別化、多元化、適

性化的教學方式，針對個別差異學生進行教

學，適性化教學源自於教育機會均等理念的

延伸。教育機會均等的理念是提供每一位學生

適性教育（adaptive education）的機會，讓每

個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不會因為各種先天

的條件和後天的環境而造成學習上的不平等

現象。

2.3 Wiki

Wiki  源自於夏威夷語的「wee kee wee 
kee」，這個語詞的意思是「快點快點」，中文翻

譯成 維 基 、 維客、 共 筆 。 創 始人 Ward 
Cunningham 在 1995 年時，為了方便交流及推

動模式語言（Pattern Language）的發展，建

立了波特蘭模式知識庫（ Portland Pattern 
Repository），在建立這個系統的過程中，創

造了 Wiki 的概念。並將 Wiki 定義為：「一種允

許一群用戶透過簡單的標記語言來建立和連

接一組網頁的社會計算系統」[16]。
Wiki 是一種可以讓許多人同時自由的在

線上協同合作，集合眾人智慧，共同來對某

一種內容進行編輯、改正、更新的一種共同協

作超文件（Hypertext）結構模型系統，只要

瞭解Wiki 的語法，任何人都可以進行瀏覽、創

作、新增或是修改Wiki 的頁面，以增加內容的

豐富度[17]。而Wiki擁有「版本控管」及「權限

控管」等工具，使得多人創作之後，每個不同

的版本都能夠被檢視，並且能夠條列各個版

的修改部分與各個版本的比較，如果受到惡

意更改，也能輕鬆改回[8]。因此使用者可以在

維基系統內新增自己所擁有的知識，也可修

正其他使用者的錯誤，並對資訊不足之處給

予修正補充。

由於 Wiki 系統可以幫助我們在一個社群

內共同收集、創作領域內的知識，所以很適合

使用在社群的知識分享、討論以及資料整理彙

集上。目前最著名的就是維基線上百科全書

(Wikipedia) ，它是一個以 Wiki 為技術的線上

百科全書，支援多國語系的文件內容。自 1995
年提出至今，已經有許多不同的應用與發展，

而開放式的共同寫作方式，更促使相關的工

具及軟體大幅成長[17]。

2.4 知識庫

知識庫是指以電腦化或線上儲存的方式，

將某一領域的相關經驗、文件及專業技能給予

整合、過濾、索引、分類及加工，形成一個專業

的圖文庫[13]。一般來說，知識庫儲存的資料

相當的多元，至少包含了影像、聲音、信號、文

章、資料、文件、案例、法則、物件、流程、模式

[15]，也因為包含的內容廣泛、有深度，在建

立知識的過程又稱為知識庫工程，這個過程

裡面，需要與專家共同溝通，以便建立正確

的知識。

知識庫有別於一般的資料庫，是儲存具有

知識價值的資料，包括評論、分析、經驗分享、

預測、設計或研究成果等。知識庫存在的最終

目的是為了讓知識發揮最大價值及利用度，

讓資料不再只是存而不用的文件[11]。透過知

識庫系統的機制，知識庫能讓知識在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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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知識提供者中反覆相互分享，在彼此分享

及學習之下，使用者能滿足需求，而知識庫

的效能也可發揮到最大化，知識得以傳承，

智慧得以延續。

2.5 現行研究狀況

目前國內有關品格教育的相關研究，大部

分以提出一種教學方式、或教學內容來進行教

學，並探討教學成效。或是調查各縣市實施品

格教育現況、現行國小教科書有關品格教材的

內容分析。結合網路科技來作品格教育適性化

教學，尚未有類似研究出現。

3.設計理念及教案設計

3.1 設計理念

現今的學校教育中，品格教育並非正式課

程，教師普遍缺乏品格教育教學經驗，所幸

近年來在教育部的推動下，品格教育漸漸在

國小展開[6]，但推動的學校還是少數，有經

驗的教師集中在實施品格教育多年的學校中。

在這種情況下，國小老師要進行品格教育時，

需要尋求不同的協助管道，例如：請教同校

或他校有經驗的教師、參考品格教育相關書籍

或是上網找尋資料。雖然在今日這個知識爆炸

的時代，網路上知識的搜尋資料，隨便動則

數千、數萬筆，資料雖然豐富、但卻是沒有統

整性、一次完整備齊的資料，每次為了進行一

個品格教育的教學，就必須耗費相當大的時

間去搜尋、去整理，往往造成教師極大的困擾。

本研究目的在於解決老師進行品格教育的

困擾，設計建置一個以 WIKI 方式所建構的線

上品格教育教材知識庫，以開放程式碼的

MediaWiki 為整合平台，透過事先的品格教育

教材分析、單元分類、教學教材分類，建置一

個讓老師來進行分享的教學法知識庫，希望

能利用這個知識分享教學平台，讓有志進行

品格教育的老師們在平日的教學準備上，能

彼此分享教學技巧及方法，匯集知識，相互

交流整合問題；另一方面也方便老師進行教

學知識的傳承，共同進行教學研究。

3.2 教案設計

3.2.1 適性化教案

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看來，「品格」就是

「具備待人處事方面的行為能力」。這些行為能

力並非天生具有，而是在環境中塑造而成(陳
啟明，2007) [7]，孩子在進入小學前有六年的

時間在家中與父母相處，就算進到小學後，

一天也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家中，因此，孩

子的家庭背景、孩子父母的教養方式對孩子的

品格有很深的影響。隨著時代變遷，學校教育

對孩子的影響力越來越小，基於以上兩個原

因，研究者希望能結合眾人的智慧，針對家

庭狀況較特殊或是孩子本身個性較特殊的狀

況，設計最適合的品格教育方式，讓特殊狀

況的孩子能夠被學校品格教育所影響，讓學

校的品格教育發揮功效。本研究，透過平台的

建置使用，老師們可以將知識傳承記錄，此

外，當教師們針對個別較特殊的學生有教學

上的問題、無法獲得解決時，可以透過平台進

行快速搜尋適合的資料，或到討論區針對孩

子的特殊狀況提問來尋求其他有相關教學經

驗的教師協助，由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提供

建議，可以讓需要建議的老師能找尋到所需

要的相關教材和建議，將適性化的教材用在

指導特殊個別學生，進而達到品格教育適性

化教學的理想境界。

3.2.2 教案架構

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家 Kevin Ryan 在

研究檢討美國自二次大戰後的品格道德教育

的教學方法後，提出一個新的教學模式供學

校老師參考。這個教學模式包含五個 E：(周慧
菁，2004) [4]
 榜樣（example）：老師本身要成為道德

示範，並在課堂上介紹歷史、文學或現實

社會裡值得學習的英雄或人物典範

 解釋（explanation）：不能靠灌輸，而要

與學生真誠對話，來解除他們的疑惑並

啟發他們的道德認知；

 勸勉（exhortation）：從感情上激勵學生

的良善動機，鼓勵他們的道德勇氣；

 環境（environment）：老師要創造一個

讓學生感受到彼此尊重與合作的環境；

 體驗（experience）：教會學生一些有效

的助人技巧，安排校內外活動，鼓勵學

生積極參與，讓他們有機會親身體驗自

己對別人或社會有所貢獻。 

研究者根據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家瑞安

教學模式五個 E，再參考社會學習理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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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供學習模仿）及操作制約理論（提供增

強物），並考量國小可供實施品格教育的時

間有限的情況下，提出以下列四項，為品格

教育實施的四個要素：

 榜樣（example）：在課堂上介紹歷史、

文學或現實社會裡值得學習的英雄或人

物典範

 體驗（experience）：安排校內外活動，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讓他們有機會親身

體驗，當實踐某項良好品格時，對自己、

對別人或社會都會有所助益。

 執行  (execute)：以條列式的方式提出實

踐品格的具體行為目標。有以下兩種協助

學生時刻牢記具體行為的方式：1、品格

口訣 2、品格卡片

 鼓勵  (encourage)：以物質和非物質增強

物，來增強學生實踐品格具體行為目標

的頻率。

3.3 以 WIKI 協同創作教材之實例：

為減輕參與討論教師負擔及增加教師參與

討論的意願，由發問的教師先針對個案學生

的狀況作背景描述，並以網站上提供的格式，

先行設計品格教材的初稿，由其他老師針對

初稿提供自己的建議，在眾人的協同創作下，

創作出適性化品格教材。

A 教師發問：

學生背景：單親家庭

希望改善品格：誠實

行為表現

 主要：與同學起爭執，會毫不考慮的否

認或是推卸自己的責任。

 次要：無原因缺交作業、上課時發出怪聲

或是拿物品在手上玩、說出暴力性的語詞

表達對同學的不滿。

第一版教案：

 榜樣（example）  ：靜態圖片＋老師說

故事 – 用愛心說實話。

 體驗（experience）：動態遊戲 - 雁子飛
 執行  (execute)  ：具體行為執行項目製

成品格卡片。

 鼓勵 (encourage) ：口頭讚美法。

B 老師回應：單親的孩子有時需承受別人異樣

的眼光，或因別的孩子有雙親疼愛，而心中

有所不平或疑惑。所以常會為了引起他人的關

注而有一些特別的行為出現，因此需要老師

付出更多的關心與關注，在榜樣部分建議加

入適合單親小朋友閱讀的故事。另外，建議加

入激發學生榮譽感的鼓勵方式會比較好一些。 

第二版教案：

 榜樣（example）：

靜態圖片＋老師說故事 -媽媽爸爸不住

一起了 

靜態圖片＋老師說故事 – 用愛心說實

話

 體驗（experience）：動態遊戲 - 雁子飛
 執行  (execute)  ：具體行為執行項目製

成品格卡片

 鼓勵 (encourage) ：行為準則＋代幣鼓勵

(榮譽感)

C 老師回應：之前我在教導「誠實」的經驗中，

使用了一個角色扮演的活動-「找藉口」，成效

不錯，建議可以嘗試看看。 

第三版教案：         

 榜樣（example）：

A、靜態圖片＋老師說故事 -媽媽爸爸不

住一起了 

B、靜態圖片＋老師說故事 – 用愛心說

實話

 體驗（experience）：角色扮演活動 -找
藉口讓學童思考「找藉口」是否對事情有

幫助，經由小組討論與分享，歸納出較

合適的作法。 

 執行  (execute)  ：具體行為執行項目製

成品格卡片

 鼓勵 (encourage) ：行為準則＋代幣鼓勵

(榮譽感)
意見不同時：當參與討論的老師對教案孰

適合孰不適合有不同意見時，發問的老師或

是網頁版面管理者可以啟動投票功能，藉由

投票的功能，讓討論區的老師能夠以投票，

來決定適性化品格教案的最終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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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系統架構圖：

本系統架構圖如下：

圖 1 品格教育教材知識庫系統使用架構圖

3.5 建置方式流程如下： 

表 1 品格教育教材知識庫內容分析

在決定建置教學法知識庫後，便建置

Web2.0 的 Wiki 系統平台，以學校現有的

Windows Server 主機，連上 MediaWiki官網下

載最新版本 1.15.1 版，再依照系統安裝畫面指

示，設定資料庫及進行安裝。

另一方面，研究者參考書籍與相關論文。

先將品格教育教材依照專家提出的品格項目

作分類(Berger，1996) [12]。另外依據教材難易

度，分成低、中、高三個年段作整理歸納。並依

教材屬性區分出：榜樣（example）、體驗

（ experience）、執行   (execute) 、 鼓 勵 

(encourage)等四種分類項目。詳如表 1.。
利用 Wiki編輯語法中的 category 分類語

法，我們可以建立不同單元主題、基本能力、

及教材種類分類索引，彼此在每個單元中相

互關聯、相互鏈結。

3.6 以 WIKI 方式，教師協同創作之適性化品

格教材成果

3.6.1 針對個性「活潑外向」的學生，提供適合

教學方式 - 以「誠實」為例

活潑外向：提供動態教材。

 榜樣：影片播放 - 誠實的林肯

 體驗：動態遊戲 - 雁子飛
 執行：編成口訣

 鼓勵：口頭讚美法

教師群們針對個性活潑外向的小朋友，採

取以「動態」教材為主的教學策略。在榜樣部分，

播放「誠實的林肯」影片，提供小朋友一個較

不常見的例子-美國總統林肯的誠實行為，讓

小朋友有模仿學習的榜樣。

「體驗」活動方面：建議教學者帶領小朋友

進行動態遊戲-雁子飛，在遊戲過程中讓小朋

友以直覺去判斷話語的真假，讓小朋友實際

體驗，應以自己的思考來判斷事情的真假。

此遊戲也可以讓學生體驗到，當自己說謊的

時候，其他人是可以藉由思考判斷自己是否

在說謊，說謊是會被發現的。

具體「執行」部分：將誠實具體品格行為，

編制成口訣，帶領小朋友讀唱並背誦，內容

為：（內容取自培基文教基金會-品格教育教

師手冊 第一冊[5]）
我要說實話，不論有多難

我要鼓勵人，實話最上算

犯錯就承認，不說誇大話

雖然受試探，欺騙不上算

立志很重要，使我免危險

為顯我明瞭，再說快一點

「鼓勵」的部分：建議教學者應時時觀察，

當小朋友有出現任何關於誠實的行為，教學

者就立刻給予讚美，且讚美的部分著重在小

朋友的品格而非成就，例如考試得高分，可

以讚美學生：「我真高興看到你上課時很專心

由於你的專心，所以你的小考拿了一百分」，

而不要這樣讚美學生：「太棒了，你在小考上

拿了一百分」，藉由不斷的讚美給予學生正增

強與自信心，以此來鼓勵小朋友去實踐「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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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訣」上面的行為準則，增進小朋友做到「品

格口訣」行為準則的頻率。

3.6.2 針對個性「安靜內向」的學生，提供適合

教學方式 - 以「誠實」為例

安靜內向：提供靜態教材。

 榜樣： 靜態圖片＋老師說故事 –懷錶

  的故事

 體驗： 

A、靜態學習單-懷錶的故事學習單

B、製作勞作-誠實的懷錶

 執行：製成品格卡片

 鼓勵：口頭讚美法

教師群們針對個性安靜內向的小朋友，採

取以「靜態」教材為主的教學策略。在「榜樣」部

分，建議教學者以靜態圖片搭配口語說故事

的方式，講述「懷錶的故事」，藉由故事告訴

小朋友，如果從小養成說謊話的習慣，長大

後依然會習慣性的說謊、隱瞞事情。藉由負面

的教材，提醒小朋友應該時時刻刻注意自己

是否有在說謊話，養成說實話的好習慣。

「體驗」活動部分，建議教學者藉由「懷錶

的故事」靜態學習單，讓學生在聽完故事後有

反省與思考的機會。之後再帶領學生製作勞作-
「誠實的懷錶」，藉由具象的懷錶勞作作品，

時時提醒自己、警惕自己，記得「誠實的懷錶」

故事中習慣說謊的主角，最後會有什麼不好

的事情發生。

具體「執行」部分：將誠實具體品格行為，

在課堂上教導學生製作成「品格卡片」，內容

為：（內容取自培基文教基金會-品格教育教

師手冊 第一冊[5]）
1、我要說實話

2、我要一犯錯就承認

3、我要不欺騙、不偷竊

4、我要鼓勵別人說實話

5、我要不誇大以致扭曲事實 

讓學生可以隨身攜帶，時時提醒自己有哪

些行為可以努力去達成。

在「鼓勵」的部分：建議教學者應時時觀察，

當小朋友有出現任何關於誠實的行為，教學

者就應該立刻給予讚美，且讚美的部分著重

在小朋友的品格而非成就，例如考試得高分，

可以讚美學生：「我真高興看到你上課時很專

心，由於你的專心，所以你的小考拿了一百

分」，而不要這樣讚美學生：「太棒了，你在

小考上拿了一百分」，藉由不斷的讚美給予學

生正增強與自信心，以此來鼓勵小朋友去實

踐「品格口訣」上面的行為準則，增進小朋友

做到「品格口訣」行為準則的頻率。

4.教學規劃與設計

4.1 教學規劃

本研究方法採取前實驗教學法，以台中縣

某國小三年級一個班級共九位同學為樣本，

針對學生的個性活潑與否、是否為單親家庭孩

子、是否為經濟弱勢家庭孩子等不同狀況，提

供適合的教學教案來進行教學。教學後以「品

格行為檢核表」檢核學生學習成效是否提升。

此研究方法主要特徵是使用單一實驗組，

內在效度較差，許多因素混淆結果，不易正

確說明實驗效果（郭生玉，2001）[9]。因此教

學過程中，以教師觀察與省思札記、「學習態

度檢核表」、訪談紀錄、學生軼事紀錄、教學回

饋單、學習單等質性資料輔助詮釋研究結果與

討論。

4.2 教學設計

4.2.1 教學架構

本研究的教案教學部分，擬以「誠實」為品

格教育核心價值，依照榜樣、體驗、執行、鼓勵

的教學流程，針對每次的教學對象進行兩節

課之教學。

表 2.品格教育教學架構表：

教學對象 時間

誠

實

安靜內向 80 分鐘

活潑外向 80 分鐘

單親家庭 80 分鐘

雙親家庭 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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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教材分析

本研究實施對象為三年級的一個班級學生，

選用教材裡面的繪本、故事時，除考慮切合

「誠實」核心價值外，尚須符合兒童的身心發

展、兼顧兒童的興趣與教育性，來進行教學繪

本、故事之篩選，希望激發學生品格之認知與

情意之發展。教材特性如下：

表 3.品格教育教材特性表：

教學對象 特性

誠

實

安靜內向 靜態教材

活潑外向 動態教材

單親家庭 單親、提升自信

雙親家庭 雙親、一般教材

4.2.3 教學活動設計

本研究擬以「誠實」核心價值為品格教育課

程之主題。根據研究目的、問題與教學設計架

構，編製、設計研究工具，教學設計流程以繪

本、故事欣賞（榜樣）啟發學生道德認知層面

透過體驗活動，讓學生實際體驗如何培養好

的品格；並歸納解釋品格核心價值之實際行

動規條（執行），配合物質與非物質鼓勵方

式，增加學生做出好品格行為的頻率、培養學

生的道德行為，進而養成符合好品格的行為

習慣。

4.3 研究工具

本研究是實施中年級品格教育之適性化教

學，品格教育的評量並不容易，應多方蒐集

學生的資料。可以透過平時觀察、課堂討論、訪

談、檔案報告、自評、互評等多元的方式，有效

客觀評量出學生的表現。擬以以下的研究工具

評量學生道德認知、情意與行為之學習成效，

與學生之學習態度。研究中之研究工具分六項

以下茲將研究工具與資料蒐集作說明：

(1)品格行為檢核表:教學前、教學後由學生自評。

(2)品格教育成效觀察表：由全校老師協助觀

察、填寫。

(3)單元學習單: 目的為了解學生學習狀況、心

理感受與想法等，提供教學者做為研究成效

的參考。

(4)教學回饋單:一個小單元教學結束後，由學

生填寫，告訴老師上完課後，她們對課程的

反應及態度。

(5)學生互評表：由班上學生互評其他同學的

品格表現，可反應出學生對其他同學在品格

教學後，品格是否有所改善。

(6)家長協助評量表：由學生家長評自己小孩

的品格表現，可反應出學生對家長來說，在

品格教學後，品格是否有所改善。

4.4 知識庫運用實例

學校的老師想要指導針對學生進行「誠實」

品格教育教學，可以先到平台上了解「誠實」

品格的中心思想和教學重點。透過查詢，可得

知這個主題活動中有三個重點，勇於認錯、勇

敢承擔、說實話。查詢後，就能快速掌握到教

學重點。

在這個平台上，校內老師編輯了幾種適性

化的教學策略可供老師在教學時運用，包括：

針對個性活潑外性、安靜內向的學生；針對單

親家庭小朋友和雙親家庭小朋友的適合教案。

透過平台的協助，可以滿足教師的教學需

求，這對教師教學能力的提升，有實質的幫

助。萬一在指導中遇到了困難，也可以利用頁

面內的討論區來進行討論，由平台的成員來

協助解答。

4.5 學習成效分析

本研究研究工具共有以下六項：(1)品格

行為檢核表（2）品格教育成效觀察表(3)單元
學習單(4)教學回饋單(5)學生互評表（6）家長
協助評量表。進行教學前及教學後，針對兩位

單親家庭孩子、兩位雙親家庭孩子、兩位個性

安靜孩子、兩位個性活潑外向孩子，以以上六

項研究工具進行前後測，作前後測之分析比

較，發現以適性化教材教導孩子品格教育，

有顯著的教學成效，有效提升孩子的品格發

展。

4.6系統之評估分析

參與系統評估的對象是台中縣某國小參與

協同創作品格教育教學法知識庫的五位國小

教師，及台中縣另一所實施品格教育成效優

異學校的五位教師，透過訪談方式及藉由收

集系統的歷程紀錄、相關訊息、討論問題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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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意見，進行分析歸納，並實施系統使用滿

意度的調查及分析，使用者給予本系統正面

的評價與肯定，茲將調查及訪談結果整理如

下：

(1) 所見即所得的操作方式：讓非資訊背景的

教師，大大降低使用者使用上的困難度。

(2)透過系統，教師們認為能累積不同教學內

容，可快速搜尋品格教育教學重點及教材教

學，能縮短教學準備時間。

(3)而在針對個別個案學生的指導方面，教師

能透過在討論區發問，獲得其他有教學經驗

的教師所提供的資訊，可針對不同個性或是

不同家庭狀況的學生，進行適性化教學指導。

(4)建置資料的內容目前以適合國小中年級的

品格教育教材資料為主，根據訪談，國小教

師們表示對於平台的資訊內容表示滿意，亦

希望將來能持續編寫相關單元，以做為品格

教育教學的參考。

(5)目前參加平台的使用者不多，國小教師在

討論區的提問，獲得協助與解答的速度較慢，

若能多加宣導、吸引更多有經驗的教師參與平

台的討論，相信能讓需要協助的教師能較快

速的獲得所需要的建議。

(6)國小教師所提問題所獲得的回饋意見，也

需由系統管理者彙整，轉化成實用、有用資訊

彙入知識庫中。

5.結論

本研究所發展之「品格教育教學法知識庫」，

主旨在於以資訊科技環境來協助品格教育教

材的整合，建置一個讓老師來進行知識分享

的品格教育教材知識庫。藉由建置系統、發展

知識庫平台，教材的分類歸類，採用共筆式

的協同創作環境，彙集眾人的經驗與智慧，

提供教學教材與技巧，協助欲推展品格教育

的教師，在最短的時間找到自己所需的教材。

在共同參與建置的過程中，教師同儕間，

能透過平台，讓教學研究工作能匯集眾人的

智慧與經驗創作出多元化的教材。同時藉由系

統完整記錄教師教學準備的歷程，可提供教

學成果的展現及未來教師評鑑的重要參考。

而國小教師在針對個性、家庭狀況較特殊

學生進行品格教育，遇到困難需要協助時，

可以到討論區提出問題，由其他有經驗的老

師給予建議，讓實際教學的老師可以針對特

殊狀況學生給予適性化的教學指導。

本研究是「品格教育教學法知識庫」平台之

開發研究，藉由網路化的教師協同創作方式

將科技融入教學中。後續的研究中，也將對於

網路化的「教師品格教育教學法知識庫平台」

之推廣，作更進一步的評議與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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