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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與台灣未來二十年教學的趨勢
陳德懷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摘要
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中小學校連續經歷三波數位學習的浪潮：第一波是個人電腦教
室時代，第二波是線上學習時代，而第三波則是一對一互動教室時代。在本文中，我將試
著解釋：為何我們目前正處於一對一互動教室時代的開端？為何一對一互動教室將造成教
育的重大改變？為何這些改變在一對一互動教室時代之前無法發生？同時提出九個推測，
試圖闡明台灣教室可能的改變方式。基本上，教室將從第一階段―追求個別化和效能，
轉變為第二階段―追求個人化和全球公民素養。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之間的連結，同時
也是網路世界和教室之間的連結，而目前網路世界和教室仍是各自分開的。數位學習應用
取決於該技術的可取得性（availability），雖然此領域的研究者無法對這點有所影響，但卻
可以建立令人信服的、能夠持續推廣的實驗據點，啓動教室的改革。我也相信在這些演變
過程中，我們可以揭示許多教育的基本問題，讓教育產生根本的改變，開啓教育新紀元，
並為它的來臨喝采。
關鍵詞：Bloom 的兩個標準差效能問題、電子書包、教中學、一對一互動教室、個人化

壹、緒論
除非有朝一日所有家長都在家工作，或
是網路通訊頻寬發展到透過介面與介面的互
動可以取代人們直接面對面的互動，否則學
校將一直存在。即使上述兩個假設條件都成
真了，未來學校也不會消失，這是因為孩子
未來將「居住」或沉浸在眾多的虛擬世界，
而學校或許就成為真實世界培養面對面互動
最珍貴的場所。學校不會消失，但會改變。
然而，學校改變的時間和方式並不明
確。在這篇表達對未來教育發展看法的文章
裡，我針對台灣小學逐漸採納數位科技輔助
學習而可能轉變的方式，冒昧地提出九個推

測，並闡釋可能發展的策略。我認為，其
中一項可能的演變途徑是從追求個別化和效
能，轉變為追求個人化和全球公民素養。在
某種程度上，這些推測可延伸應用於全東亞
的小學教室，這是因為東亞國家具有一項重
要的共通點，那就是儒學傳統發揮的影響力
遍及大中華地區，甚至延伸至日、韓等國家。

貳、第三波技術採納將帶來
教室重大的轉變
1980 年代後期，我提出了學習同伴和學
習環境的概念（Chan & Baskin, 1988, 1990;
Chan, 1991）。當時要建立這套系統需要一

* 通訊作者：陳德懷
電子郵件：chan@cl.ncu.edu.tw
** 這篇文章改寫自 “How East Asian classrooms may change over the next 20 years”，原文於 2010 年刊登在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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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價值五萬美元的電腦，因此我推測這套系
統在二十年內是無法普及使用的，因為實在
太過於昂貴了。
二十年後的現在，由於科技持續進步，
科技應用遍及社會各層面。舉例來說，現今
在使用個人電腦操作數位遊戲時，已不再需
要二十年前笨重且昂貴的電腦。如今，數位
學習在學校的應用亦將成為研發人員的挑
戰，並可能帶來重大的改變。
今天社會的正規教育，從兩百多年前工
業革命開始之後，大量普及於城市，採用的
是大量生產的方式，也就是在教室裡一位老
師對著一班學生傳授知識。事實上，現在的
課堂教學方式，仍然是老師講學生聽，跟兩
百年前沒有差別，但現在很多社會部門，包
括商業、企業、醫療、各種政府單位都已經
大量使用資訊科技，唯獨正規教育部門沒有
太大的改變，且教育部門極有可能是最後接
受資訊科技的社會部門。其中一個原因，正
規教育是一個相對保守且較為穩定的社會部
門，它們固定的文化不容易改變。雖然有一
些學者（Collins, 2006）對未來學校改變並
不樂觀，我仍然覺得，雖然時間比較長，步
調比較慢，學校還是會一步一步的改變。
對於台灣來說，電子科技產業雖然發
達，但資訊科技應用在學校教室的程度，明
顯落後於其他先進國家，也包括鄰近地區
如新加坡與香港。不管各地區現在的進度如
何，因為正規教育的保守文化與特性，也因
為我個人觀察的資訊科技對於正規教育影響
的步調，我認為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時間，才
能產生真正的轉變。在這二十年過程當中，
會出現什麼狀況？對此，我提出一些推測。

一、推測一：「一對一互動教室」時
代的來臨
所謂技術採納（technology adoption）是
指新技術大規模推廣的過程。技術採納的一
個重要決定因素在於技術可取得性。由於技
術可取得性之發展，過去二十五年來，學校
經歷了三波技術採納。第一波始於 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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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期的個人電腦教室，當時每所學校有一
至兩間電腦教室，每間教室最多容納數十台
電腦。雖然電腦教室被當成科學實驗室在管
理，但學校裡開始有個人電腦可以使用了。
學校經歷的第二波技術採納為線上學
習，始於 1990 年代中期。每個人都可以對
網路做出貢獻，這也造成大量線上學習資源
和線上學習社群活動的積累。在 2000 年，
台灣開始進行一項大型學習科技研究計畫，
此研究的一個子計畫是建立一個大型的線上
學 習 社 群：「 亞 卓 市 」（Chan et al., 2001;
Chang et al., 2004, 2007）。另一項子計畫是
繼續研究未來教室，包含行動學習（Chang
et al., 2003）， 以 及 研 究 實 體 教 室 的 演 變
（Wang et al., 2004）。這項計畫剛好執行於
網路蓬勃發展的巔峰時期，那段時期最值得
注意的現象是：我們致力建立的兩個學習環
境（線上學習和未來教室）是兩個分離的世
界（圖 1）。
無論線上資源多豐富，或亞卓市創
造出的線上社群多有活力，學生只能在家或
是放學後在學校的電腦教室使用。學生手邊
沒有電腦，無法充分利用網路的好處；而老
師只能有限或零星地使用網路資源。直至今
日，這種情形仍然沒有太大的改變。
不過，從第二波技術採納開始，情況有
了轉變。十年前，我們執行未來教室子計畫
時，平板電腦每台要價約六萬多元台幣。目
前，我們使用低價筆記型電腦要價約一萬多
元台幣。這些筆記型電腦不僅價格下降，而
且更為輕薄短小。此外，現在人們考慮使用
電子閱讀器（e-reader），取代印刷書籍；未
來，有些電子閱讀器將由電子紙張（e-paper）
製成。電子紙張薄且具有彈性，像一般紙張
一樣清晰易讀，甚至可以捲起。我們可以想
像，未來學校教育的最佳個人設備，將會是
低價筆記型電腦和電子紙張製成的閱讀器共
同演變而成的設備。在接下來的部分，我把
低價筆記型電腦、電子閱讀器，或是學生在
教室裡使用的其他數位載具一併稱為「電子
書包」。使用「電子書包」這名詞也提醒我
們，它終將取代現在的紙本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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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線上學習和未來教室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教室裡有電子書包和互動式電子白板
（e-board）可供使用，代表第三波技術採
納的出現，亦即一對一互動教室（簡稱一對
一教室）。可以說，直到這波技術採納的出
現，數位科技才有可能大幅度影響學校的教
學方式。在一對一教室裡，電子書包取代了
教科書和筆，電子白板取代了黑板和粉筆。
比起前兩波的技術採納，一對一教室對學校
的影響更深、更廣。應該注意的是，我認為
電子書包比電子白板重要（我在後面將加以
解釋）。我使用「一對一教室」一詞來表示
電子書包、電子白板，或是連接到桌上型電
腦的投影機所構成之教室。

二、推測二：教室將經歷重大的轉變
雖然技術的可取得性是所有技術採納
的首要考量，不過創新的「連續性」影響了
技術採納的速度。創新的連續性（Rogers,
2003）代表了創新能接近平時使用者的習慣
程度，連續性越高，技術採納的速度越快。
舉例來說，電子白板類似傳統的黑板和粉
筆，但是將功能加以延伸；電子書包模仿傳
統的教科書和鉛筆，但將功能加以擴大。
不久之前，台灣許多小學取得教育部經
費贊助，購置了電子白板；有些學校也購置
了「按按按」系統。教室裡在使用電子白板
的同時，「按按按」系統可以加強師生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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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然而，這種系統只是過渡產品，有朝
一日，電子書包將加以取代。學生將不會完
全依賴眼睛和耳朵去注意老師的講授，還要
靠自己的手來使用電子書包學習。
推測二是我的主要論點，以下提出的七
項推測可以視為支持這個推測的輔助論點，
亦可視為描述教室即將發生改變的可能演進
途徑。

參、未來一對一教室將以電子書
包為中心並強調個別化
在與實驗學校老師互動的過程中，我注
意到有位老師在討論中常常提到「個別化」
一詞，而不是「學生為中心的學習」（O’Neill
& McMahon, 2005）。對此我感到有一點迷
惑，後來我想，她之所以偏好個別化而不是
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或許是因為她認為應該
在教學裡追求個別化，而「個別化」除了本
身已經包含「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的概念，
它所表達的意思更為直接明瞭。

一、推測三：一對一學習將成為學習
主流
「一對一數位互動學習」（或簡稱「一
對一學習」）（Chan et al., 2006）就是每位
學生擁有一台輕便的電子書包，可以隨身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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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在家裡、學校，或者戶外使用。為什麼
電子書包重要？因為電子書包能促進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有更多的「互動」，互動是學習
的關鍵―不管學生與電子書包互動，或透
過電子書包與同儕、教師互動。
胡適在〈讀書四到〉這篇文章裡指出，
四到就是眼到、口到、心到和手到。心到，
就是腦到。我們想像在一個教室的情境，一
位老師在課堂上講課，每個學生也都看著這
位老師，但我們可以確定學生們有聽進去老
師說的話嗎？也許老師需要問學生問題才能
夠確定，但老師有時間去問每一個學生嗎？
而手到，一定腦到；手到，就是互動。
想像我們與電腦互動的經驗，我們並不會對
著電腦做些毫無意義的輸入。手到，也一定
要眼到，才能腦到。所以，一個學生與電子
書包互動，一定要手到，手到就會眼到、腦
到，才確保每個學生都有投入學習。手到強
迫學生腦中要做一連串的小決定：接下來我
該寫什麼？該填什麼？該選什麼？更特別的
是，電腦對每一個小決定都可以做立即的回
饋，那些回饋有可能是挑戰學生的小決定，
使得學生不得不做更多的思索。學習就跟著
提升了。胡適是杜威的學生，杜威鼓吹「做
中學」，「做中學」其實就是要「手到」的
意思。當學生的手忙於操作自己的電腦，與
電腦互動，透過電腦與同儕討論互動，學習
就會更為投入。
一對一教室將讓個別化變得可行嗎？回
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闡明另一項議
題：電子書包為中心的學習和電子白板為中
心的教學之間將會出現戰爭。這個戰爭也是
未來教室演變途徑的第一個十字路口，如果
電子白板為中心的教學贏了，那麼，學生將
持續面對同樣的情境，就像在傳統教室上課
一樣，以老師為教學中心；但如果電子書包
為中心的學習贏了，學生將花費大量時間使
用電子書包，上課方式會變成班上學生每人
使用一台電子書包，他們可直接從與電子書
包的互動中學習，或是透過電子書包進行小
組合作學習。同時，透過老師電腦，老師可
以立刻看出學生答案的對錯，並根據學生不
同的需求而進行個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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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在電子書包為中心的學習
過程中，老師仍然會利用電子白板進行一
些 簡 短 講 授（mini-lecture）， 不 過 使 用 電
子白板的頻率不像在傳統教室使用黑板一
樣頻繁。假如一對一教室強調電子白板為
中心的教學，學生就不需要電子書包。但
我們知道，一旦家長開始為孩子購買電子
書包，教室中的電子書包使用將會擴大，
更因為對個別化的需求，電子書包為中心
的學習將會普及。

二、推測四：以自我步調學習來實現
學習的個別化
每個學生的資質、學習速度、興趣都不
同。長久以來老師都支持個別化。讓每位學
生都跟得上、都能追求個人興趣，是每位教
育工作者的目標；不過，缺少個別化，這些
目標只是空談，教室不會有真正的改變。
在教室環境裡，個別化指的是課堂學
習活動要考量個別差異。個別化有許多因素
要考量，包括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重視
個人學習，因為個人學習比較容易因應不同
學生的狀況與需求，而有所調整。第二個
層面是學習任務的範圍。例如，從大範圍來
看，一個課程是否適合個別學生；或是從小
範圍來看，某個學習步驟是否適合個別學
生。第三個層面是學習速度。比如說，在一
節課的時間內，我們希望所有學生以同樣的
速度完成等量的習題？還是讓每個學生依照
個別速度去完成習題？如果是第二個選擇，
也就是讓學生依自我步調學習（self-paced
learning）。
在一對一教室裡實行個別化的所有層
面絕非易事。就學習速度這個層面來說，以
我們在小學三年級的一個班級中做的實驗為
例：我們採用了學生個別自我步調學習，每
位學生透過與電腦互動學習數學概念。我們
注意到有些時候，學習快速的十位學生完成
二十道題目時，學習最緩慢的五名學生才完
成了五題，所以班上最快的三分之一比最慢
的六分之一的學生，在學習速度上至少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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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倍。如果老師不特別針對學習速度上的個
別差異，指派不同的課堂作業和回家功課，
差距會越來越大，那麼學習速度最慢的學生
最終會放棄學習數學。

肆、「教中學」模式的普及與老
師角色的轉變
教中學是一種讓學生擔任教學者的學習
策略。在過程中，教學者必須將知識加以消
化並組織成可以讓同儕理解的方式。此策略
讓教學者本身對於所學進行主動且深層的處
理，進而加深理解以及維持記憶，並提升學
習的成就感（Bargh & Schul, 1980; Biswas et
al., 2001; Gartner et al., 1971）。
透過開課作為學習的方式豐富了學習的
面向：在開課的過程中，老師準備教材，是
一種學習；與學生們互動，是一種學習；當
他與個別學生討論時，也是一種學習。例如，
在亞卓市所舉辦過的線上開課比賽中，有一
位十四歲、開了好幾次課的阿珠就表示，開
課可以讓她把自己學的東西學得更好。另
外，有一位十三歲的阿忠，他說他參加競賽
的原因是因為他在一次科學競賽中，被一位
評審懷疑作品是他的父母做的，因此他報名
了這個開課比賽，要證明自己的能力（Young
et al., 2002）。學生能做到的，常常比老師
想像的還多，在一對一教室的時代，學習方
式更為開放與自由，老師一定要更相信學生
們的能力。

一、推測五：同儕互教會越來越流行
相較於強調個別化的自我步調學習，
小組學習與個別化學習是兩種不同的學習模
式，但兩種方式可以輪流使用。下面描述在
一對一教室進行的「教中學」模式，基本上
是一種小組學習模式，我們稱為「小小大老
師」（little big teacher）。在小小大老師的
模式中，學生個別完成自己的講義後，組成
小組。組員彼此討論，然後整合彼此的講義
資料。接著每一組派出一位成員，使用電子
白板輪流以各組準備的講義進行教學，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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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班上其他同學則利用電子書包投票系
統，投給表現較佳的一組。所以，小小大老
師的模式，藉由電子書包和電子白板把一對
一教室變成一個舞台，讓學生表演他們事先
準備好的內容。
我一方面大力提倡這種學習模式，另
一方面預見在一對一教室裡，這種模式將十
分普遍，因為教中學模式的每一個部分，平
時就在教室中進行。只是平時在教室裡執行
的人是老師，而在數位教室裡，執行的人是
學生。

二、推測六：因材施教―老師將更
了解每位學生
當推測四與推測五所描述的個別化學習
與小組學習逐漸普遍時，老師講課的負擔就
自然減輕。將來這種講授方式會轉型，變成
一種「微型講授」（mini-lecture），意思就
是內容少、時間短（例如五分鐘）的小型講
授，在電子書包為中心的學習（個別學習與
小組學習）過程中偶爾穿插進去。而老師就
開始從事更為重要的工作―成為每位學生
的個人導師。
在使用電子書包學習時，每位學生的動
作都可以收集成為電腦裡面的資料，隨著時
間累積，這些資料形成該學生的龐大學習檔
案。有了每一位學生的完整學習歷程檔案，
透過檔案分析工具，老師就可以監督、評估、
判斷如何幫助學生，並確定如何與學生交流
（以及放學後如何跟學生家長溝通）。

伍、解決效能問題，並轉向更高
層次的學習目標
2008 年，美國一群專家所提出的線上
學習報告（Cyberlearning report） （Borgman
et al., 2008） 指出：

……過去 25 年來，只有少數的創新在
教育上造成大規模的系統改變。儘管科
技為醫學、工程、通訊以及其他領域帶
來革命，但我們今日的教室、課本、授
課方式卻與我們父母的時代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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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學生雖然頻繁地使用電腦、行動
電話以及其他可攜式的科技裝置來溝
通，卻沒有將這些裝置用在學習上……
這篇報告說明了社會對研究者有種期
待，也就是希望我們證明科技能夠改善學生
的學業表現。然而，結果卻是令人失望的。
但在第三波技術採納浪潮的推動下，由於科
技帶來的學習媒體與教學方式改變，我對一
對一教室的未來感到相當樂觀，並認為在未
來的十年，有希望解決效能問題，達到社會
的期待。

一、推測七：老師的「教」與學生的
「學」效能將大幅提升
Bloom 曾比較過兩個班級的學習方式
（Bloom, 1984），每個班級都有三十位學生。
一個班級是傳統一位老師對著全班的教學方
式；另一個班級（實驗班級）則是每一位學
生都有一位個人導師教導（Bloom, 1980）。
得到的結果相當驚人：實驗班級的表現以兩
個標準差勝過傳統班級的表現。也就是實驗
班約 90% 學生所能達成的學習成果，在傳
統班級，只有表現優異的前 20% 學生能與
之並論。
一對一教室的出現，標記了在未來幾年
內，我們將有個平台證明 Bloom 的問題是可
以被克服的。此外，也必須區別 Bloom 問題
的兩個面向：弱問題與強問題。弱問題就是
在一對一教室中能否改善學生的學業成績到
兩個標準差？為了讓這個問題有更實際的幫
助，我們必須面對 Bloom 的強問題，也稱為
Bloom 的效能問題：加了兩個條件後的一對
一教室，是否也能夠改善學生的成績達到兩
個標準差？
第一個條件是老師的努力。大家都希望
在既定的努力之下能產出更多。因此，我們
或許可以定義如下：
效能 ⇒ 學生的產出／老師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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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效能問題是為了讓產出增
加到最大的效益，而讓投入降低到最小的成
本。在此定義下，老師的投入指的是工作量
或是努力。因此加入這個條件代表 Bloom 的
效能問題和他原來的問題相同，但有一項事
實除外：一對一教室裡，老師的工作量或
花費的時間，並不會超過在傳統教室裡花的
時間。
第二個條件是實驗的持續時間。Bloom
的團隊進行實驗的時間是三個星期。為了解
決 Bloom 的效能問題，我認為每個學科的實
驗至少都該進行一年。如果實驗僅止於一段
很短的時間，研究者可能會企圖更改環境中
的變因，以確保結果的有效性，這將難以評
估實驗是否能夠完全融入一般課堂習慣。

二、推測八：學生有能力完成大量學
習任務而不失興趣
在這個推測中，我會解釋為何透過一對
一教室實驗可以解決 Bloom 的效能問題。第
一個理由是進行活動的時間（time-on task）
增加。舉例來說，在傳統教室裡，老師可能
要花好幾分鐘來發講義，而在一對一教室
裡，只要按個鍵就能立即完成。
第二個理由是參與學習任務有助於確保
我們解決 Bloom 的效能問題。舉例來說，
研究者可以設計學習遊戲，以釣魚遊戲為
例，如果學生能正確解題就能釣到魚，那麼
學生就有了明確的目標―藉由釣魚來贏得
遊戲。有趣的是，學生參與任務的目的可能
不同於設計者的學習目標―讓學生練習數
學，但此學習目標已隱藏在遊戲裡，因此得
以讓學生在不失去興趣的情形下繼續練習
數學。
「學生將有能力完成大量學習任務而不
失興趣」，這個大膽的推測，得自於我對「遊
戲式學習」實驗的觀察：在相同時間內，學
生經由遊戲完成的學習任務最多可達目前在
校練習的十倍，而且學生不會失去對該學科
的興趣。如果我們相信勤能補拙，那麼能確
保學生學習成果的其中一個方式，就是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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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做大量的練習：我們都可利用這種方式達
成目標，而不讓學生對該科目失去興趣。無
論研究者有沒有興趣證明或反證這項推測，
我都不建議讓學生做這麼多練習作業。因
此，這個推測證實後的另一項意義，就是學
生或許不需要花這麼多時間做家庭作業，最
多將練習任務加倍可能就已經足夠了。最後，
和其他推測不同的是，本推測主要是支持
Bloom 的效能問題得以解決的第二個理由。
教中學模式的普及，是解決 Bloom 效能
問題的第三個理由。當我們提到深度的課堂
教學模式時，通常都會聯想到探究式學習、
合作學習、反思學習、小組競賽遊戲等等。
而教中學捕捉了這些模式中的大多要素。舉
例來說，小小大老師模式涵蓋了以下內容：
了解教材以確認完全瞭解；在網路上搜尋補
充資料；透過設計與構思來製作教材；與同
儕協商，整合彼此的講授課程；透過口頭的
說明進行面對面的課堂教學。教中學在學習
和知識取得兩方面，產生了一種擁有感，讓
學習態度更積極。因此，如果學生有能力承
接大量學習任務的推測，能確保學生在能力
所及的範圍，經過大量練習後可以達到學習
目標，且增強學生的自信心，那麼教中學則
能確保學習的品質良好。兩者對解決 Bloom
的效能問題都有相當大的貢獻。
Bloom 的效能問題將有可能獲得解決的
最後一個理由是：老師將轉為每位學生的個
人導師。這四個理由讓我相信，未來十年內，
研究者將逐漸解決 Bloom 的效能問題，而邁
向兩個標準差。

三、推測九：一對一教室的未來―
追求個人化和全球公民素養
我在前面一系列的推測中，已說明教室
受數位科技的影響後會如何演進。當前述的
問題解決後，一對一教室將面臨三種選擇：
其一，讓正規考試的學業成績，遠高於其他
傳統課堂學習；其二，將課程大幅提升到更
進階的程度；其三，在完成基本要求後，讓
上課時有探究其他領域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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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選擇了第三個選項，將得到兩種
解放：老師不再囿於老師為中心的教學法，
學生也不必再努力達成課程所要求的程度，
因為他們不再需要花這麼多時間與努力就能
達成目標。這也會讓一對一教室的演進達到
第二個階段―追求個人化以及全球公民素
養。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無止盡地追求學
業成績，而老師也能大幅降低工作量時，那
麼師生雙方都能自由地追求其他更有意義且
更重要的教育目標。
現今學生的學習內容大多取決於課程
設計者。相反地，個人化學習則鼓勵讓學生
的學習內容，部分來自他們自己的選擇。學
生深入學習自己有興趣的科目，如果產生了
瓶頸或問題，學生則會轉而學習其他科目的
知識以解決他們的問題。例如，一位酷愛機
器人的學生，會願意花很多時間去做一個機
器人。當他遇到困難，必須利用電腦程式或
是數學觀念解決時，他也許就會去學習程式
設計或是相關的數學概念，繼續完成機器人
的組裝。在學習程式設計或相關數學概念的
過程中，該學生有一個目的―解決手邊的
問題。
除了追求個人化之外，全球暖化等各種
危機也刺激了「全球公民素養」成為教育關
切之事。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將自身關注的問
題，如對家庭的關愛，轉移到全球性的問題
上，促使我們了解並追求世界和平、全球環
保等等。「個人化線上課程」提供了最佳的
平台讓他們討論各種相關議題。
為什麼一對一教室會成為一個培養全
球公民素養的媒介？有一次我走在一個學校
的走廊，旁邊都是同一個年級的教室，每個
教室的老師正在教相同的科目，然而，他們
完全不知道他們有各自不同的教學方式。意
思就是說，如果你是一位老師，你正在教一
門課，你完全不知道另一個教室的老師是如
何教學。但一對一教室完全改變這個狀況，
透過電腦與網路，不只老師了解自己班上每
一位學生的學習狀況，也同時了解全年級學
生的學習狀況。對於學生來說，不只透過與
他的電腦互動來學習，也可以透過它與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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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同學或不同班的同學合作學習，也可以
與不同年級的同學一起合作學習（例如高年
級的學生當小老師，透過網路教低年級的學
生），或是與不同學校的學生一起合作學習，
甚至是與不同國家的學生一起合作學習，從
技術面來說，這些全部都可以做得到。因此，
培養全球公民素養必然成為數位時代追求的
教育目標之一。
如果電子書包和電子白板正為個別化和
效能做好準備，那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應
該已經讓我們為個人化和全球公民素養做好
準備。網路世界和教室世界的連結（圖 2），
顯示出兩種不同目標的追求有所轉變（或合
而為一）。個人化與全球公民素養或許最終
可能成為正式課程的一部分。
事實上，從第一階段（追求個別化與
效能）到第二階段（追求個人化與全球公民
素養）的轉變，宣告了正規教育的舊時代已
過去，而數位世界中正規教育的新時代已經
來臨。在這個嶄新的世界中，學習、遊戲、
工作的界線可能變得模糊，學生可能時常往
返於兩個不同層次的活動：遊戲的世界與課
程內容的遊戲。遊戲的世界由多個線上遊戲
組成，學生會在這個世界尋找對他們來說相
當寶貴的東西―自信、自我認同、社會地
位等等，這些都是他們在現實世界中不易找
到的。目前紙本教科書的所有內容將會重新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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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成與其相關的遊戲，以不同的方式「包
裝」，並與不同的遊戲世界相連結，引領學
生參與不同層次的活動。

陸、對於政策一些建議
2007 年，關於《華盛頓郵報》有一則
新聞：

根據美國教育當局的一項研究顯示：高
達二十億美金產值的教育軟體產業雖已
成為全國學校系統的寵兒，但對學生的
成績表現卻沒有顯著的影響……
就我過去十多年的觀察，不管是美國、
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教育政策制定者，都相
信資訊科技轉變學校，需要利用企業的高效
率，協助讓科技融入學校，並以此提升學校
的效率。這種政策取向，雖然沒有明說，但
就我來看顯而易見。然而，這種取向出現兩
個嚴重的盲點：第一、學校的文化跟企業的
文化互相牴觸，兩者沒有相同的語言，正規
學校不歡迎有商業氣息的單位介入；第二、
學校的改變，是老師教學過程的改變，這是
一個長時間的過程，企業為了營利不能等。
在企業的眼中，他們提供的是工具，老師能
用這些好工具，教學就會改善；但在老師眼

網際網路和教室世界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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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同的內容，有不同的教學方法，需要
不同的軟體工具，而且永遠都有更好的教學
方法，永遠都需要更好的軟體工具。學校能
等，企業不能等。這也解釋上面那則新聞，
企業所關心的是能不能把他們認為很棒的軟
體賣給學校，至於老師要不要用，用起來好
不好，並不是他們關心的事情。
對全世界來說，也包括台灣，改變學
校，大學的研究團隊一定是扮演火車頭的角
色。大學的教授，本身也是教育工作者，也
是老師，不管是與中小學的老師，或者與他
們大學的同仁，都有相同的文化、語言。還
有，大學研究團隊，不像企業每一季都必須
對營收負責，他們可以做多年的研究。
對台灣來說，企圖改變學校的努力，似
乎不太願意花足夠的時間建立可以作為示範
和推廣的實驗點。我們該學習鄧小平，以點
與面並進的方式，推動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
一些策略。面的部分（大政策）不說，就點
來說，他很早（1980 年）就選定一個靠近香
港的農村―深圳―作為特區，給它足夠
的自由、足夠的支持、足夠長的時間去學習
香港的資本主義（他到深圳南巡發表講話，
說深圳已經是成功的例子是 1992 年）。深
圳之後，上海及大陸其它沿海城市都相繼改
革開放，開放的趨勢再也不能逆轉。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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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變學校，一定要從點做起，就算
犯了錯，只影響點，不影響面，更重要的是
在點出現的錯誤，都可以很快地修正過來，
並不斷改善。規模小，錯誤是小錯誤；規模
大，一定是大錯誤。改無數的小錯誤，可以；
改無數的大錯誤，不可能。

柒、總結
我需要一項工具為我提出的推測做個總
結：從 John Self（1974）提出的架構再加以
延伸的教室架構（請見圖 3 和圖 4），一開
始這個架構是為了電腦而提出。
圖 3 表示因為舊的教室媒體促成老師為
中心的模式，而傳統教室的課程內容，透過
印製的材料，則與老師為中心的模式互相配
合而發展。圖 4 表示因為低價電腦與電子紙
的共同發展，最終取代紙本教科書，加上電
子白板與網路，成為新的教室媒體。師生互
動模式從老師為中心的模式，轉化為自我引
導和合作學習為主，老師講解為輔的學生為
中心的模式。課程內容也轉為能夠緊密配合
在教室中的師生互動模式，且與教室中的硬
體（如書桌與椅子）環境相互數位連結的數
位內容。

傳統教室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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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一對一教室架構

在新教室媒體時代，每位學生與電子書
包的各種互動（例如打字、手寫、點選、甚
至對電子書包說話或凝視），都能在處理之
後形成個別學生的「數位學習歷程檔案」，
使系統更能促進學生的個別化與個人化學
習。至於學生學習成效，在圖 3 的舊教室媒
體時代，顯示了台灣社會仍主要關心各學科
的學業成績。然而在圖 4 的新教室媒體時代，
以學生為中心的互動模式，不只促進學業成
績，同時在過程中培養自信心、學習興趣、
批判性思考、團隊合作、解決複雜問題等新
世紀所需要的能力。
根據這個架構來看，在推測一說明了
教室裡每位學生對電子書包技術的可取得
性，同時可能再加上電子白板（參見圖 4 的
底層），將成為改變的源頭：「促成」的媒
介從教科書與黑板變成電子書包、電子白
板與網路。這項改變開啟了一對一教室的
風潮。
推測二是整體性的推測：教室將出現重
大的轉變。由於中間層要素的改變，因此造
成重大的轉變：一套核心的教室教學模式、
情境化內容的課程、完整且受保護的學生檔
案；以及頂層要素的改變：學業成績的進步
與培養本世紀所需要的新能力，例如解決問
題、創造力、團隊合作、終身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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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三、推測四、推測六提及中間層的
改變：「方法」、「對象」、「內容」。推
測三指出，電子書包使用的普及，源自教室
中使用電子書包的需求逐漸增加。推測四認
為個別化不僅用在自我步調的個別學習，也
用在小組學習。這也意味著，整體課程需全
盤重新設計，成為符合情境的數位教材。所
以推測四、推測六指出，老師的角色有了重
大改變―成為每位學生的個人導師。老師
可以將心力多放在全班學習速度較慢的六分
之一學生身上，使每位學生都能達到標準課
程要求的程度。
推測七是個大膽的假設：利用學生學業
成績上的大幅進步，展示 Bloom 的兩個標準
差效能問題將獲得改善。推測八，假設「學
生將有能力承接大量學習任務」，推測五假
設「教中學」課堂學習模式的普及，這兩個
推測都是支持 Bloom 問題的推測。
推測九是結論的推測。相較於在追求個
別化時學生相對被動的角色，在追求個人化
的過程中，學生扮演了較主動的角色：學生
在有興趣的領域中探索個人潛能時，老師和
課程會配合學生的主動選擇。此外，當我們
談到本世紀必備的新能力時，我們應該從學
生的角度來「包裝」這些能力，並且讓老師
來協助學生達成個人化的目標。至於培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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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公民素養，則應特別注意與「內容」要素
的關聯，將教育的關注散佈在每一個學科。
在一對一教室的架構裡，就教室的改
變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一套核心教學模式
（方法）。這是因為教學模式改變之後，學
生學習的結果（頂層）會隨著改變，且課程
相關的情境內容（內容）也會改變。再來透
過電子書包（底層）廣泛收集學生資料時，
學生檔案（對象）也會改變。因此，教學模
式的改變會引發一連串的改變。一套核心教
學模式包含了如何學與如何教兩個部分，這
是促使教室改變的關鍵因素。不過，學習方
式取決於教學方式，而教學方式是很難改變
的。因此，如果研究者能夠一起組成團隊，
而提供研究資金的單位也願意支持長期研究
計畫，以建立一對一教室的實驗據點，那麼
我們就能透過以學校為基礎的推廣來開啟教
室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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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adop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that technology, and we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n the other hand, have little influence over technology availability. Yet, we can build
compelling, sustainable and “disseminable” experimental “one-to-one” interactive classroom sites
to set out classroom reform. In fact, three overlapping waves of technology adoption -- the personal
computer lab wave, the online learning wave, and the one-to-one interactive classroom wave -our school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since the mid-1980s. By proposing a series of conjectures, I
described with some confidence how classrooms in Taiwan may change in the next 2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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