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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前)校長張國恩博士專題演講 

「AI世代的教育新思維」 

教育的問題，是大家都關心的

問題，不管你現在是學生或未來進

入就業巿場，甚至你現在是大學老

師，未來都將面臨重大教育變革，

台灣未來要走向 AI這個世代，我

們要用什麼不一樣看法及思維來

解決這個問題，「人工智慧發展」

在我還是學生時，應該是三十多前，就開始有這個問題，那是第一代，我們用

Program & Driven來學習和執行，指導老師告訴我們 AI是不可能有發展的，因

此停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繼續去做，後來新 learning 方法產生後，整個思維

開始改變，我們用 Data Driven去執行，用 Data想辦法去創造一些智慧出來，

又因為計算速度不夠快，所以很難推動一個大數據，後來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人類神經網路)出現，人類神經網路也是一個 Data Driven的方法，它

共分為四層，但資料量超過之後就沒辦法處理，因為速度太慢，後來才遂漸發

展出電腦、雲端計算、GPU平行運算等的做法。現在晶片速度愈來愈快，前陣

子張忠謀董事長提到，未來是一個計算的時代和快速運算的時代，還有最近華

為公司為什麼會遭受到這麼大問題，都是因為 5G 的速度實在太快了！因此，

速度的重要性加上數據所以 Display就出來了，AlphaGo就是這樣產生的。 

人工智慧類別我們強調，但難做到的形態是強人工智慧，它強調電腦將能

擁有自覺意識、性格、情感、知覺、社交等人類的特徵，目前還沒有辦法發展

到這境界，現在尚在弱人工智慧階段，主張電腦只能模擬人類具有思維的行為

表現，而不是真正懂得思考。他們認為機器僅能模擬人類，並不具意識、也不

理解動作本身的意義。猶如理性和感性一樣，人工智慧從理性要發展到感性還

有一大段距離，也因如此，我們目前還不用太害怕工作不保，工作不保也應是

我們下一代。 



人工智慧的深度學習所要強調的是，透過資料做 Training它就自動建立一

個Model，這個Model到底是什麼東西，也很難去了解，因為大量的資料，做

大量的訓練，如同一個 Formula在我們的頭腦裏面，到底是如何存取的，如果

是碰到一個更複雜的問題，我們根本不知我們頭腦的Model是什麼，只知道它

是一個神經系統，可以把它 Formula了嗎？好像很難做到這一點，但為何人工

智慧深度學習會發展如此快速呢？最主要是大數據和 GPU 的發展有關，它影

響速度，所以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發展就愈來愈可行。前陣子台灣縣巿長選舉，

巿長候選人比造勢人數時，只要在造勢場，用空拍機拍照，藉由 AI 即可算出

人數，只是有時候 AI不太能夠為政治服務，因為 AI已發展到可影像辨認和即

時分析的技術。人工智慧實踐要素，很重要的一點是，大數據產生一個知識，

Training 之後又會產生一個新的知識，如同下圍棋一樣，已有下圍棋知識，再

加以訓練又會產生新的圍棋知識，藉由新產生的知識又再加強訓練，它是一個

循環發展。有一個比較大問題是，早期強調是 3個 V(Volume/ Velocity/Variety)，

數據量要多，速度要快，要夠即使，但現在更強調價值，這是台灣要發展的部

分，數據的價值性，若要比數據量，以台灣目前人口在全世界發展的情況下，

我們比不上 google、百度等他們大量蒐集資料量的能力，這就是台灣要發展數

據價值性的重要地方，我們蒐集資料不但要考慮 3個 V，更要注意資料的價值

性，加上價值後為什麼對教育有影響，台灣教育毎年蒐集與教育相關資料約有

20 萬筆，以全國普測為例，毎年 20 萬筆雖資料量不大，但代表性夠，因為它

毎一筆都有價值，資料的準確性產生價值之後，就會影響數據的使用，所以我

個人不太喜歡用 Data，比較喜歡用 Data Science，因為用 Big我們比不過人家，

但用資料科學的角度，毎一筆資料都有其準確性，這也就是為什麼 AI 用在特

定領域，它的效果特別好，因為它強調資料的準確性，所以除了資料數據量夠

大，資料準確性也愈來愈受重視的原因。 

人工智慧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對未來勢必也造成很大影響和調整，以後政

府是具有超級智慧能力及全面數位化的管理者，以國家監視系統為例，民眾走

到哪裏，它都可辨認、監視和掌控，這是很可怕的事情，也許區塊鏈的發展可

以協助解決這個問題，資訊本身所掌控人類或人民狀況除了政府之外，就是去

中心化，因為 AI 可以做到去中心化(透過區塊鏈技術去除擁有過多資訊、操弄

https://www.bing.com/search?q=data+science&FORM=AWRE


資訊落差的第三方驗證機構，試圖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因為 AI 讓

政府管理能力變好，所以制衡力量就顯的重要，屆時整個社會是一個超透明的

社會，如同前一陣子政府要找一位政務官，若是透過 AI 管理，那這個人 30 年

前是什麼情況，只要搜尋一下，所有資料都清清楚楚，是一個完全超透明化的

社會，台灣也因 30 年前電腦化還沒有那麼普及，目前還無法如此！若是透過

AI管理，制度和法律也要全面革新，因為和我們現在想像的社會是完全不同的

發展，全面數位化經濟，零邊際成本的產生，和共享經濟一樣，如同沒有車的

人，他可以經營 Uber 這個行業，沒有旅館的人，他可以經營 Airbnb(讓大眾出

租住宿民宿的網站，提供短期出租房屋或房間的服務)，共享經濟如同以前共產

主義，但以前的共產主義是假公平發展，資源是固定的，大家去分享，但全面

數位化經濟，零邊際成本的共享經濟，資源是不固定的共享，付出愈多，享受

愈多！以前是數位落差，現在是 AI落差，如何從小學教育開始有 AI理念，讓

大家了解 AI的和平使用與避免 AI威脅，是未來我們要去面對及思考。 

另外，人才的重新定位與定義，大家不要害怕 AI 世代會造成失業，我們

要變成 AI 世代所需要的人才，以這個角度去探討及調整。AI 對未來產業的影

響與發展，從工業 1.0 機器取代手工(動力革命)，工業 2.0 生產線開始(電力革

命)，工業 3.0 IT自動化(計算革命)，到現在工業 4.0 智慧生產(數據革命)，數據

整合透過 AI運算，影響物聯網發展及建立，在物聯網上不止可以賣東西，也可

以賣數位及想法。以教育方面為例，在數位學習上(e-learning)，我們做了許多研

究，我們面臨不是知識面的問題，而是情義面的問題，例如一個人在家中學習，

沒有同伴，學習的臨場感不見了，如何創造臨場感學習，未來 AI可能變成伴書

僮，增加學習臨場感，這些都是發展 AI要克服的問題，智慧不是我們想像中定

義的而已，它是超乎想像的，台灣一下子要發展到工業 4.0 智慧生產(數據革命)

可能有難度，我們可以從工業 3.0 IT自動化(計算革命)， 工業 3.1、工業 3.2逐

步發展到工業 4.0，也許是我們未來要思考。 

台灣教育不是沒有變革，其實台灣教育變革很大，只是大家沒有感覺而已，

因為它還在 1.0及 2.0行為主義學派，如大家都知走路要要靠右行，不靠右行會

危險等，對的行為，愈多的鼓勵，對的行為會被強化，錯誤的行為，會被處罰，

錯誤的行為就會被弱化，這就是行為主義派，它是從外表行為看內部，觀察如



何學習，後來發展成認知主義學派，所有宇宙的知識都是被定義，把知識由我

傳授給他人，知識是已知的，這是對宇宙論的假定，知識本身是固定的，但事

實上並非如此，知識是可以被創造的，形成建構主義學派(Constructivist)，所有

的知識都是因為經驗或接受新的刺激，甚至新學習而產生新的知識，是建構出

來的。另一學派是認知主義學派和網路整合，它認為所有的知識是固定的，並

分散在一個網路系統，如同電腦網路系統一樣，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網路上提

供知識，知識是固定統整在一起，但多數人質疑這個學派，認為太抽象，也無

法被驗證。現在強調的知識是共創主義學派，認為所有知識的產生是經過互動

的，不是簡單在教室互動而已，是可經由網路接受不同文化刺激、不同生活背

景、不同角度的視野，和全世界互動而產生的知識，形成共創主義學派。行為

主義學派、認知主義學派都是由老師引導，但建構主義學派是由學生主導，而

共創主義學派是由群體主導，群體成員有老師、家長、學生及世界各國的人所

共同創造的。工業有 1.0～4.0，教育系統也有 1.0～4.0，分別為行為主義、認知

主義、建構主義、共創主義，所以台灣整個教育系統是需要被調整的，因為台

灣教育系統還停留在認知主義學派。 

整個 21 世紀教育思維強調的是科學思維，以科學教育定義的思維，完全

是客觀論，所有的知識是被定義的，沒有主觀意見，知識被定義的很清楚，所

以可以 AI處理，但教育抽象思維，就無法提供 AI化，它是提供一個環境拓增

我們的知慧，常聽說 AI出來老師工作會被取代，其實不然，因為素養、態度、

價值觀、信仰及受學習文化、學習環境影響等，AI無法取代。談到科技和教育

的關係，我們必須 1.學會科技(Learn about Technology)：人工智慧課程、資訊工

程、資訊課程架構、程式設計教材教法等；2.從科技學(Learn from Technology)：

AI教師、e-learning courses、符合行為主義、認知主義；3.用科技學(Learn with 

Technology)：IA(Instructional Assistance)、Social Community、Knowledge Forum、

符合建構主義學派、共創主義學派。學習本身一定就是要創造「有意義的學習」，

這是教育的專有名詞，學習任何知識，要和已存在的知識融合在一起，知識是

重整的，不是獨立的，填鴨式的教學法，學生知識是個別的、獨立的，無法重

整融合。創造有意義的學習五大面向，動機、互動、真實的環境、目標、擴充

知識。實踐 AI在教育的新思維有二方面，一為教育科學思維的實踐：精準教育，



如孔子提因才施教，針對不同學生給不同的教育方式，以學測為例，透過整體

分析，了解學生出錯的地方及為何出錯，調整教學方法，加強學習，做為改變

教育的方式，就可知道學生不同的發展，這是精準教育非常重要的地方；另為

教育抽象思維的實踐：翻轉教育系統，透過抽象思維調整，徹底改變教育系統，

精準教育延伸到精準醫學，強調學生的精神學習及心理學習狀態，診斷出問題，

給予適當教學，大數據及人工智慧可以提供這樣的發展。適性教學和適性輔導

是精準教育重要一環，若輔導錯誤，適得其反，以補救教學為例，學生成績不

好，只考 30分，老師重新教一遍，這是補救教學？不是，這叫重教一遍，因為

沒有真正去了解學生問題，為何只考 30分，這就不是精準教育。教育學習正確

的知識要從小開始，研究顯示國小 3 年級，錯誤的知識學習沒有改正，那就很

難改變了，所以精準評量、精準教育目的是要達到適性教學及適性閱讀，而精

準教育就是結合人工智慧發展要素，數據(建立常模)→知識(教材教法)→使用經

驗(學習活動之實施)→新數據(學習歷程)。精準教育結合人工智慧可發展 1.適性

閱讀：以人工智慧精確知道學生現有閱讀能力，以人工智慧和大數據精準知道

每一篇文章乃至每一本書的難度，將人的閱讀理解能力與書籍難度配對，進行

適性閱讀。2.適性生涯輔導：以人工智慧(適性算則)知道學生的生涯興趣與性向，

以大數據分析並提供各類學科資訊的內涵，將學生的生涯興趣與性向，和學科

進行配對。 

AI 影響下之人力變革，任何一個領域，從工業 1.0到工業 2.0過程中，也

許很多工作會被取代而消失，但也產生很多新工作，我們不要害怕工作消失，

而是要極積看待AI 影響下產生的新工作，AI的發展有可能60%工作機會消失，

但也可能創造出 90%的工作機會，如例行性知識工作的需求會降低，非例行性

之開創性知識工作 (Non-Routine Creative Knowledge Work) 的需求則會增加，這

些開創性的工作是來為我們在世界各地所碰到的問題設計解決方案，我們要學

習如何去面對及調整。滿足工業 4.0 之人才需求，應培育 4C 能力，批判思維 

(Critical Thinking)、溝通協調 (Communication)、通力合作 (Collaboration)、創意

解決 (Creative Problem-Solving)，這是需要長時間培育。要如何翻轉教育系統與

營造有意義學習的環境，我個人認為是調整通識教育微專長化，其中新科技應

用(如 AI、大數據、機器人、物聯網等)的微專長建立，現在的通識課程如關於



戀愛課程或是旅遊課程，不是不可行，若能組裝成一種能力，如旅遊經營結合

生態變成生態旅遊或旅遊經營結合品酒等微專長訓練，因為學生出社會後，會

的事情不一定是在教育系統內學習的，這就是微專長化的訓練及建立。如何把 

AI與 Big Data在校務與行政管理系統中，提供精準教育政策，這是很重要的政

策，從國小到大學應都要去發展精準教育政策，未來的教育是虛實整合的學習

環境，線上學習注重的是知識傳授與智慧融合，實體環境的教學文化是培養應

用知識的能力。師生角色改變，老師扮演知識鷹架、引導者、協助者、激勵者、

與學習環境營造者等，學生從被動參與到主動學習、知識吸收者到知識貢獻者、

個人學習到合作學習、知識為本到能力為本，如同共享之平台經濟，學校應建

立共享、共學、共創、共賞、共助的人才養成平台，變形蟲組織與創新文化的

革新，學程、跨域、彈性等適性發展機制的建立，以微專長組合與文理跨域目

標的課程變革，面對 AI，善用 AI，讓 AI成為教與學的工具，校園文化應更自

由開放與注重人格養成、同理心、思辨、問題解決、多元創新、團隊合作等軟

性價值，我們沒有辦法用現在的思維去定義未來發展，只有開放才會有機會。

AI從「十大失敗科技之一」到「消滅人類最可能的工具」，首先要打垮的是人類

信心，所以教育創新是化 AI為助力與提升人類力量的最重要路徑。另外教育的

價值要調整，以前是德、智、體、群、美，現在應強調美、群、體、德、智，

因為智很多地方可以找到。常說 AI發展很重要，但 AI還是有很多缺點，AI有

計算、決策、推理等優勢，但它「不知所以然」、「不知為何而做」等，所以教

育新思維要讓未來人才「所以然」、「為何做」、「懂價值」、「會欣賞」、「高創新」、

「重合作」、「勇挑戰」等。 

對於教育本身而言，教育自主很重要，現在教育意識形態太嚴重，教育不

分藍綠和統獨，教育是為了培育下一代，現在是以課本知識內容為本，這是教

育 2.0，教育應以能力為本，教育是要培養能力，太多知識，造成學生認知負載，

所以，尊重教育、能力為本、課程減量、邁向教育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