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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根據資策會的網路使用調查顯示，台灣年輕族群對網路的高度依賴程度，

已將上網活動融入其生活形態，進而影響著青少年的認知價值與學習發

展。此外，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全球教育趨勢的推波助瀾之下，教

師有必要發展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當中。然而，現今台灣民眾尚未具備上

網學習的意願與習慣，並且教師實際在教學上使用新科技，仍有恐懼與困

難。即便眾多研究顯示網路會是未來教學的利器，至今網路仍未真正成為

教學上的幫手。此外，台灣高中的法語教學尚未納入教育部的正式課程，

也因此無法獲得較有利的環境與資源。或許藉助網路技術與資源的教學方

式，不失為另一項高中法語教學的管道。 本論文研究問題在於探討網路輔

助法語教學，透過 K12 網路法語課程之製作與實施，進而分析 K12 網路法

語課程的實施成效，並且探討網路資源應用於輔助高中法語教學的可行

性。 本論文的研究主要分為四部份：緒論部份包含研究背景、動機與目

的；第一章介紹科技與教育的關係、教學媒體的演進、相關的教學理論，

以及資訊科技融入法語教學；第二章涉及 K12 網路法語課程之實作部份，

介紹所使用之平台與網路課程內容；第三章則是 K12 網路法語課程之實施

結果，以實驗結果來評估網路法語教學之優缺點，並且從中得知學生對於

網路教學的接受度與認知，最後再提出相關建議。  

摘

要

(英) 

Ce mémoire comprend trois parties. La première partie est consacrée au cadre 

théorique. La deuxième partie, elle s’agit de la phase de la pratique. Et la dernière, 

c’est la présentation des résultats de l’utilisation des cours K12. Dans la première 

partie, je travaille sur l’évolution de TICE (technologi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pour l’enseignement), les théories concernées et ses impacts sur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européennes. Lorsque nous parlons de l’enseignement 

assisté par la technologie, nous pensons tout de suite à l’ordinateur et aux cours à 

distance. Tous les deux jouent, dans la plupart de cas, un rôle de tuteur. Mais 

aujourd’hui, en raison de la notion pédagogique du constructivisme et aux services 

de l’Internet, l’ordinateur peut être considéré non seulement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mais aussi outil d’apprentissage. De nos jour, comme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met l’accent sur l’interaction, et le Web 

2.0 et des outils de réseau social par exemple, le blogue, la Wikipédia, etc. répondent 

justement aux besoins de cet enseignement à ce niveau. En effet, ils permettent 

l’interaction entre enseignants et élèves. En Europe, sous l’influence de CECR, 

une perspective actionnelle est proposée dans l’enseignement ou/ l’apprentissage 

des langues. Les apprenants à travers les tâches proposées pourraient avoir la 

capacité de résoudre des problèmes rencontrés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a 

deuxième partie du mémoire, j’ai d’abord présenté la plateforme K12, puis, j’ai 

explicité les 5 étapes de la création des cours de français sur K12. Ils comprennent 

l’analyse, la conception, le développement, la gestion et l’évaluation. À la fin de 



cette partie, une leçon et une tâche sur K12 servent des exemples concrets. Dans la 

dernière partie, à travers des voies différentes : l’enquête, l’interview, le portfolio 

numérique et le travail des élèves, j’ai pu examiner les effets et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ur l’utilisation des cours K12. Les résultats obtenus nous permettent de 

révéler que l’enseignement assisté par Internet favorise le développement de 

l’autonomie des élèves. Cependant, nous pensons que les longues habitudes 

d’apprentissage et de lourde charge des lycéens sont les contraintes pour 

l’utilisation des cours K12. Comme l’Internet offre en réalité un environement 

d’apprentissage libre, il demande alors non seulement plus de responsablité, mais 

aussi une forte motivation de la part des élèves. Pour un enseignant, nous pensons 

que l’application d’un enseignement assisté par Internet est un travail complexe, 

car un enseignant doit envisager aux problèmes divers, par exemple, les démarches 

pédagogiques utilisées, la difficulté informatique, la recherche des ressources en 

ligne, la gestion de cours, ou encore l’évaluation, etc. De ce fait, un enseignant doit 

être extrêment compétent pour pouvoir surmonter les difficultés cité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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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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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0000005  

資 2009/6/15 



料

建

置

時

間 

轉

檔

日

期 

2009/06/19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0226107 2009.6.15 22:55 112.78.66.139 new 01 490226107 2009.6.15 22:55 

112.78.66.139 new 02 490226107 2009.6.15 22:56 112.78.66.139 new 03 490226107 

2009.6.15 22:58 112.78.66.139 new 04 490226107 2009.6.15 23:00 112.78.66.139 

new 05 490226107 2009.6.15 23:02 112.78.66.139 new 06 490226107 2009.6.15 

23:03 112.78.66.139 new 07 490226107 2009.6.15 23:05 112.78.66.139 new 08 

030540 2009.6.19 10:50 140.136.209.41 del 03 030540 2009.6.19 10:50 

140.136.209.41 del 04 030540 2009.6.19 10:50 140.136.209.41 del 05 030540 

2009.6.19 10:50 140.136.209.41 del 06 030540 2009.6.19 10:50 140.136.209.41 del 

07 030540 2009.6.19 10:50 140.136.209.41 del 08 030540 2009.6.19 10:50 

140.136.209.41 new 03 030540 2009.6.19 10:50 140.136.209.41 new 04 030540 

2009.6.19 10:50 140.136.209.41 new 05 030540 2009.6.19 10:50 140.136.209.41 

new 06 030540 2009.6.19 10:50 140.136.209.41 new 07 030540 2009.6.19 10:50 

140.136.209.41 new 08 

異

動

記

錄 

C 490226107 Y2009.M6.D15 19:52 112.78.66.139 M 490226107 Y2009.M6.D15 

19:52 112.78.66.139 M 490226107 Y2009.M6.D15 22:42 112.78.66.139 M 

490226107 Y2009.M6.D15 23:05 112.78.66.139 M 490226107 Y2009.M6.D15 

23:05 112.78.66.139 M 490226107 Y2009.M6.D15 23:06 112.78.66.139 M 

490226107 Y2009.M6.D15 23:07 112.78.66.139 M 490226107 Y2009.M6.D16 9:40 

218.164.153.232 M 490226107 Y2009.M6.D16 9:40 218.164.153.232 M 490226107 

Y2009.M6.D16 9:40 218.164.153.232 M 490226107 Y2009.M6.D16 9:41 

218.164.153.232 M fren2581 Y2009.M6.D16 9:41 218.164.153.232 M fren2581 

Y2009.M6.D18 15:03 140.136.213.22 M fren2581 Y2009.M6.D18 15:03 

140.136.213.22 M fren2581 Y2009.M6.D18 15:03 140.136.213.22 M 030540 

Y2009.M6.D19 9:17 140.136.209.54 I 030540 Y2009.M6.D19 10:50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1.M6.D15 14:52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