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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工智慧(AI) 應用領域愈加廣泛，AI 時代已悄然來臨，影響著人類的

生活、思考模式，對社會、經濟與政治等層面都帶來重大的衝擊與改變。人才是

經濟與產業發展的基礎，教育是國家發展的百年大計，因應 AI 來襲浪潮，先進國

家莫不將 AI 視為教育重點發展項目，更有科學家、AI 科技專家與教育工作者強

烈建議，未來人們必須了解 AI 背後的科學、侷限及潛在影響，才能適應將來的社

會工作型態。 

如何教育學生為未來而目前尚未存在的工作而準備，為存在未來而目前難以

想像的挑戰而預備，在變動快速的年代，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項充滿艱鉅挑戰的

工作。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它的 2030 年全球教育藍圖，提出融合知識、

技能與態度的素養教育，做為培育未來人才的重點，點出世界教育潮流的趨向。

未來的教育目標將以因材施教、跨域學習、人文啟發、創意思考為主。環顧當前

AI 應用情境，這些目標都可藉由 AI 技術的輔助加速達成。然而不可諱言，由於

AI 技術的引進應用，必然會帶來諸如教學內容與方式的改變、教師角色的轉換、

社會的公平性，以及資源的有效運用等挑戰，甚至存在教育機會的公平或 AI 倫理

素養等更為深層的問題需面對。因此，培育能理解與運用 AI 技術的公民已成為重

要且緊迫的教育議題。 

本社秉持著「引進科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協助國內外經濟建設及增進我

國生產事業之生產能力」的創社宗旨，這幾年已舉辦四場與 AI 相關之研討會，主

題從 AI 對宏觀的政經影響與微觀的個人日常生活，再到上位的倫理治理面向與

實務的跨領域應用，分別做出廣泛的探討，每次都獲得相當大的迴響。 

更於 2021 年開始針對「AI 在教育領域應用議題」進行探討，在陳力俊院士、

吳清基總校長，以及張國恩校長協助規劃下，邀集國小、國中、高中、大學校長

第一線教育專家、AI 科技專家、AI 教育專家，以及社科專家，舉辦一系列的跨域

座談會討論，篩選出關鍵議題，更進一步邀集多位學研經驗豐富之學者專家，從

AI 思維、教師與行政人員 AI 技能，與解決偏鄉數位落差等面向做深入論述，並

撰寫專文提出觀點與研析，並匯聚這些研究成果，於今(2022)年 9 月 7 日舉辦《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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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領域應用》研討會，與各界賢達分享心得與成果。此外，並於研討會中邀

請深耕 AI 教育多年之專家學者與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進行圓桌論壇，分享實務

觀點與心得，圓桌論壇之內容，亦收錄於本專題報告之附錄中。 

此專題報告彙整自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與眾多學者專家提供的專業意見，

才得以出版。故要特別感謝陳力俊院士的召集與統籌，吳清基總校長與張國恩校

長的研討規劃與邀集專家參與，黃國禎講座教授、林文源教授、劉晨鐘講座教授、

陳志銘特聘教授、曾憲雄副校長、楊鎮華講座教授參與多次工作會議，並針對主

題撰寫報告與分享，以及洪暉鈞教授與呂欣澤教授參與 AI 素養架構圖之繪製；也

要感謝撥冗參與所有會議之專業學養及經驗俱豐專家學者，提供許多寶貴意見，

與毫無保留的經驗分享，讓一切順利完成，在此一併致上萬分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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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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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1 

執行摘要 

一、 問題及目標 

教育與人才是一切產業與經濟發展的基礎，教育人才需要具備那些素養與能

力，才能迎向 AI 世代的來臨；且在 AI 科技推波助瀾下，數位學習的發展進入一

個嶄新的時代，適性化學習平台、教育機器人、學習歷程分析等，陸續被開發出

來。但不可諱言，AI 技術在教育領域的應用，難免會帶來更深層次問題，比如：

教學內容與方式、教師的角色演變以及人工智慧的社會和倫理影響等。同時，其

應用帶來了許多挑戰，包括教育公平和機會均等。 

故本社於 2021 年開始針對「AI 在教育領域應用議題」進行探討，希望透過

跨領域的知識交流與溝通，篩選出 AI 在教育領域應用之關鍵議題，並進一步探

究如何深耕台灣的 AI 教育，並借助 AI 科技應用與管理，協助解決台灣教育的關

鍵問題，提出具體結論供政府相關單位規劃政策時參考，同時逐步積累中技社在

AI 為善的貢獻，為台灣的 AI 發展，避免負面風險，達到為善的利益共享目標。 

 

二、 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專題報告以培育國小、中學、大學學生 AI 思維、強化學校教師/行政人員

的 AI 技術與教學能力，以及透過 AI 技術解決偏鄉數位落差為範疇，共分成十個

章節，除首章的緒論與末章的結論與建議外，第二章首先針對台灣的科技教育政

策做一總覽介紹，並提出台灣 AI 科技教育政策應聚焦的方向；第三章則以宏觀

的角度，點出 AI 在教育中的角色、問題與研究發展，進而提出 AI 教育發展建議。 

接下來的六個章節分別從不同面向進行深入論述，第四章從分流培訓及人工

智慧與資訊素養融合的角度，來定位人工智慧在中小學教育的內容及教師分流培

訓方式，以促進人工智慧在中小學教育的應用及師資人才培育；第五章從 STS 的

「基礎設施」和「公民科學」角度重新想像 AI，以如何促成更好的 AI 角度出發，

提出應拓展 AI 的公共性，讓 AI 教育成為公共化 AI 的場域與過程，希有助於新

世代的人才培育；第六章以借鏡國際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浪潮出發，檢視 AI 教育

的內涵與隱憂，提出如何培養學生在興趣中增進運算思維與 AI 能力；第七章則

針對人工智慧導入教學的策略方法、時機與層次，以及教師應用人工智慧於教學

的職能評估方法進行論述，最後歸納幾點重要結論及政策推動建議方向，希對國

內推動 AI 導入教學具有參考價值；第八章先介紹現有 AI 智慧學習的背景與現

況，並聚焦針對 AI 適性學習模式在不同場域之應用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依此

提出 AI 公共化落實策略與建議，期待未來能有機會將適性學習模式落實於動手

實作學習場域，進而提升台灣產學研之國際競爭力；第九章從數位學習發展的潮

流與趨勢為起點，探討資源不均造成的問題及影響，並進一步探討臺灣偏鄉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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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教學困境，檢視政府的種種因應措施，歸納造成數位落差的關鍵問題，期能

啟發更多的討論及作為，共同為偏鄉數位落差問題尋覓解決之道，建構更優質的

數位學習環境。 

 

三、 研究結論 

AI 科技在學校教育的實施，應優先著重三要務：1. 加強培育國小、中學、大

學學生 AI 思維；2. 強化學校、教師、行政人員的 AI 技術與教學能力；3. 透過

AI 技術解決偏鄉數位落差。而透過學校之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的課程教學，讓學

生認知 AI 新興科技之內涵，提升善用 AI 科技工具以解決相關問題，以及培育 AI

跨域人才，對焦產業發展需要，更是當前應予關注之要務。 

人工智慧如何改變教育思維是很值得探討，只有教育思維的改變，體認到不

能用傳統的教育模式，人工智慧才能夠真正有利於教育的發展。所以師資的培育

在 AI 教育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而在整個學校的系統改變上，未來組織的虛

擬化以及資訊共享思維，都會影響學校的經營與領導。且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在

不同的組織虛擬化與資訊共享的新思維底下，如何制定政策，建立起真正新時代

以及 AI 新思維的教育生態，更是關鍵。 

人工智慧素養教育的目的，除了幫助學生瞭解科技及應用科技的能力，亦要

兼顧各方面能力的發展，例如合作及溝通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及

創新能力。因此，如何幫助學生把所學到的概念及技能靈活應用到不同領域來解

決問題，是未來在實施人工智慧素養課程的一個重要的目標。 

在推動高教的 AI 教育時，亟需人社研究者與技術研發者攜手合作，為擴大

AI 這項科技的可能性，不但要由其個別技術與個人能力面知其所以能，更要由體

制、目標、價值、實作層面廣納參與，加強 AI 基礎設施的公共性，而這些都需要

重新檢視 AI 的實作面向，這也需要更有企圖心地規劃 AI 教與學。 

當學生認為學習主題是有興趣且重要時，會呈現高學習動機，因此會付出更

多的努力解決面臨的問題。而資訊相關的研發通常特別需要強烈的興趣與動機，

這是因為資訊科技特別著重創新的想法，以建造為目標激勵學生學習運算思維與

AI、以遊戲情境吸引學生投入、以生活問題解決引起學生興趣等方式，皆有助於

資訊教育的興趣培養。 

從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理論談資訊科技導入教師教學之策略與方法

時，可以發現在 TPACK 的框架下，現今教師大多僅注重在應用資訊科技知識於

教學應用職能的提升上，尚未意識到未來需要進一步利用資訊科技強化科技教學

知識，以及科技學科知識，因此未來在導入更進階之 AI 於科技學科教學知識時，

亦可能會面臨相同的問題，有必要思考因應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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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與智慧技術確實已帶來教學場域與學習模式的改變，所以教與學都

需要更有效的方法。學生需要有效地學習方式，老師扮演重要性輔佐角色。當學

習與科技結合，適性學習可減輕教學與學習負擔、提升教學與學習成效，有效地

運用科技可為學習帶來意想不到的效益。 

欲解決偏鄉數位與學習落差問題，若僅仰賴課堂活動革新為之，恐力有未逮；

唯有更全面、廣泛地在不同層面融入 AI 相關理念與技術，方能夠開拓更寬廣的

發展空間。著眼偏鄉數位學習環境的長期發展，欲使整體運作機制更加健全、對

成效的提升更加顯著，還需教學端與學習端雙管齊下，教師與學生的通力合作。 

 

四、 改善對策及建言 

綜整專家論述，並匯集跨域座談會與研討會圓桌論壇之與會專家意見，本專

題報告提出下列建議供政府有關單位與相關業界參考。 

一、 培育國小、中學、大學學生 AI 思維 

(一) 確立實施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的基礎教育目標 

針對國中高中仍在資訊科學的初學階段，應著重在全民普遍 AI 認識的

建立，而非在培養專業的 AI 技術開發人員。並考量學生能力建立的發展路

徑，建議先從簡單的 AI 概念開始，之後引導其使用適當的 AI 軟體工具，從

而建立應用 AI 的信心。 

(二) 勾勒基礎教育之 AI 素養架構 

以台灣目前基礎教育各學制現有之資訊教育課綱出發，以感知、互動、

學習、推論、倫理等五大理念，針對不同學習學習階段應具備 AI 素養，提

出基礎教育之 AI 素養學習架構圖(詳如附錄一)。 

(三) 應建立多面向的體制連結拓展高等教育朝良善 AI 發展 

在 AI 建置的體制中，囊括各種不同的專業與技術，有賴既有社會各種

專家參與，如能建構體制層面之合作，將有助於讓各種專業人才真正拓展 AI

發展，實現更好的 AI 來面對真實世界，而非只是多擁有一項不知如何應用

的 AI 技術。 

 

二、 強化學校教師、行政人員的 AI 技術與教學能力 

(一) 投入相關資源培訓教師應用 AI 提升各科教學之教材教法專業知能 

建議教育單位在師資培育課程中的教材教法上，應於課程中設計各科教

學導入 AI 技術於教學環節中的課程單元，以利於培養職前教師應用 AI 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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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專業能力。同時廣開在職教師應用 AI 提升教學專業之各項進修與研習

管道，並透過線上平台來推廣人工智慧素養，或進行師資培訓及認證。 

(二) 依據教師應用 AI 導入教學之時機與概念層次進行不同程度專業課程設計 

教師在教學實務環節中導入及應用 AI 有多種概念層次，而導入及應用

AI 的時機包括課前、課中及課後。因此，有必要依據教師應用 AI 導入教學

之時機與概念層次，進行不同程度專業課程之設計。 

(三) 多元充實基礎運算思維與 AI 概念之教學資源 

建議邀請產學研專家合作充實數位教學內容，並定期舉辦 AI 融入各科

教學之創新教案設計競賽，以獎勵及表揚 AI 融入教學之典範教師，將其創

新經驗分享給其他教師，多元充實 AI 教育資源。 

(四) 建立全國性之 AI 導入教學專業職能資源網 

推動教師導入 AI 於教學專業知能養成的同時，有必要透過政府相關教

育單位的經費支持，委託學術單位建立一個全國性之 AI 導入教學專業職能

資源網，以利於彙整可能可以運用的教育資源，提升教師取得 AI 相關專業

知能導入教學資訊與資源之近用性及可及性。 

(五) 發展 AI 導入教學之專業職能評估方法 

建議發展一套專業職能評估方法，評量教師導入 AI 教學各環節之效益，

更能了解自身使用 AI 技術的能力層次，以及能夠定期評估自己在課堂上使

用 AI 技術於促進教學的能力，發現不足之處，才可不斷精進其應用 AI 於教

學的專業知能。 

(六) 建立適性學習平台之公共化服務與落實方案 

適性學習模式能依據學習狀況來提供符合學生需求的學習內容與輔助

建議，以減少教師人力負擔與提高學習效率，並有助於教育部積極推行的自

主學習模式之落實與數位學習模式之發展。且為了避免後續因特定應用開發

的平台無法整合互通，故需策略性地來進行公共化平台之建構與落實，進而

提升特定應用功能之開發效率及擴大公共化平台之應用層面。 

 

三、 解決偏鄉教育數位落差 

(一) 均衡各地區數位發展態勢、建構 AI 發展友善環境 

建議加強產官學界的全面合作，正視區域發展不均的問題，透過多元思

維與策略，弭平既有的障礙，均衡各地區間的數位發展立足點，為 AI 的融

入與應用，創造更友善的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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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障數位人權、輔導協助數位弱勢族群 

受限於偏鄉地區的住民可能因職業或社經地位等不同因素，無法充分有

效地接觸資訊科技與數位資源，造成相關知識及能力的不均衡，導致其缺乏

現今社會應具備的資訊素養，進而擴大在文化、經濟等層面的差異，造成競

爭力不足的後果。應加強輔導弱勢族群提高資訊素養，不僅使其數位人權獲

得保障，亦足以因應 AI 時代下的各種新興課題與挑戰。 

(三) 增加偏鄉數位近用機會 / 實現數位加值 

數位近用機會的提升，不僅能夠提升弱勢族群的資訊素養與競爭力，亦

有益於偏鄉地區整體發展的進步與革新。應加強產官學多方合作，創造公平

運用 AI 的環境與機會，使偏鄉地區得突破地域限制，透過 AI 的使用翻轉劣

勢與困境，實現實質意義上的數位加值。 

 

四、 發展以人為本的 AI 教育引領台灣 AI 應用往良善發展 

(一) 關注 AI 在倫理、法律與社會層面的影響 

相較其它領域，教育為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更加廣泛深遠，故而在有效

應用 AI 技術的同時，亦當審慎借鑑其在各領域的使用經驗，探討倫理、道

德與法律等層面所涉及的挑戰與問題，方得為 AI 於教育領域的應用，建構

更穩固的基礎。 

(二) 探討 AI 對未來社會的影響  

隨著更多資源的投注、知識概念的普及，AI 應用範疇的大幅增長是可

預見的。同時也伴隨著潛藏的疑慮與風險，應將目光延伸到未來可能發生的

創新與變革，預測相應的發展及風險，形塑充分的素養及價值觀，使 AI 的

應用及人類文明發展取得良好平衡。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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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陳力俊1 

AI 發展至今，在社會各層面的重大影響，堪稱第四次工業革命，從歷史上

來看，每次工業革命，最先在財富上受益的一定是極少數人，有人估計約 2%的

人，而大部分人則會承受負面衝擊，例如英國會計公司普華永道（PwC）估計，

在二十年內，人工智慧和其相關技術，有 700 萬個工作機會可能被淘汰，但可以

增加被它淘汰的一樣多的工作，意即依然有 700 萬個新工作機會誕生。「未來的產

業會青睞那些擁有大數據技能，以及創造力和團隊合作等能力的人，因為這些機

器很難複製。」也估計，專業、科學和技術服務業將淨增長 16％，而教育業將增

長 6％。 

另一方面，近來 AI 的進展，也威脅到專業工作人員，頂尖學術期刊「科學」

雜誌以「AI 預測蛋白質結構」 (AI-powered predictions show proteins finding their 

shapes) 為 2021 年最重要的科學突破，在 1950 年代，研究人員開始通過分析 X 

射線圖來繪製蛋白質的 3D 結構圖。至今在世界蛋白質數據庫中，有大約 185,000 

個由實驗決定的結構。但是繪製一個複雜的結構圖可能需要數年時間，而且每個

蛋白質的成本高達數十萬美元。但 Ｇoogle 子公司 Deep Mind 發展出的軟體程

式，已可迅速預測與最好實驗結果準確度相當的結構，至今已預測地球中所有物

種的兩億種蛋白質，令人咋舌。同時現今許多新聞報導已是由 AI 撰寫，AI 音樂

已經很難與真人創作分辨，以 AI 程式繪畫甚至在競賽中得首獎。也有人以 AI 程

式寫出相當水準的論文，讓最近在台灣鬧得沸沸揚揚的政治人物相見恨晚。各項

發展可見 AI 之無遠弗屆。 

自 2018 年起，中技社有鑑於人工智慧科技的迅速發展，將對人類生活帶來

巨大的影響，主辦「AI 對科技經濟社會政治暨產業之挑戰及影響」、「AI 時代社科

文教之變革與創新思維」與「AI 智能應用對日常生活之翻轉與創新」以及「AI 倫

理治理與醫療防疫」為題的四場大型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做主題演講，以深化

與提升社會對 AI 的認知，獲得相當大的迴響，並出版四本專題報告。 

另一方面，中技社已連續四年舉辦 AI 創意競賽，其中 2019 年以「AI 與教

育」、「AI 與創新服務」與「AI 與藝術」為主題，2020 年聚焦於「醫療防疫」，2021

年續辦「AI 與農林漁牧」競賽，今年則舉辦「AI 與生活」競賽，回應甚為熱烈，

也樹立中技社為國內最早關切 AI 發展與影響並著力最深的財團法人地位。 

為進一步揭示 AI 對台灣產業發展之重要，也為 AI 應用對台灣社經環境帶來

良善影響有所貢獻，中技社規劃論壇系列，預計以多年期方式，有系統地建置一

                                                      
1 中研院院士、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系統校長、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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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科技與社科人文領域的專家研討平台，每年選定台灣發展 AI 產業化與產業 AI

化可能遭遇到的關鍵議題，藉由跨領域的對話與研討，型塑 AI 應用治理共識。讓

AI 在發展與廣泛應用擴大效益之時，有所指引與依循，避免 AI 發展帶來的負面

風險，達到「AI 為善」的利益共享。 

為集思廣益，中技社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舉辦「建構 AI 產業應用治理框架

論壇」專家諮詢座談會，邀請多位專家，包括科技部四大 AI 研究中心負責人、

徐爵民前科技部長、葉匡時前交通部長以及台灣大學社科院張佑宗副院長，提供

想法與討論，藉以擬定未來要研討領域方向、策略。在推動「AI 產業應用治理框

架」方面，中技社是以政策智庫為使命的財團法人，期許以有限的資源，在以台

灣關聯性強、台灣容易著力、台灣迫切性高、台灣未來影響性高等要素下， 選擇

在社會仍未充分正視，政府努力尚待加強之處著力。 

會後中技社在參酌與會專家的寶貴意見後，初步擬議分為「AI 應用發展方向

探討」與「AI 治理準則探討」兩個區塊，「AI 應用發展方向」聚焦於教育與產業 

(製造與服務) 兩個領域，進行 AI 科技、教育與產經專家跨域深入對話，以探求

AI 科技發展在可見未來對台灣至關重要，宜即早投入之領域。「AI 治理準則探討」

則針對上述發展方向，透過科技與社科人文對話，以及參酌各國作法與典範轉移，

探究適合台灣之 AI 治理模式的可能樣貌與機制，目前規劃將聚焦在「不平等」

(Inequality) 主題上，研討成果也會回饋到 AI 應用發展方向之探討。 

有感於教育與人才，是一切產業與經濟發展的基礎，中技社決定規劃從 AI

在教育領域之應用探討做起，在「AI 在教育領域應用跨域論壇」方面，首先邀請

吳清基前教育部長以及師範大學張國恩前校長協助規劃，擬定「AI 在教育領域應

用」座談會議程，以及邀請專家名單，在多所考量下，規劃座談會分為為兩次辦

理，兩場主題分別為高等教育與國民教育。同時為利兩場次教育專家相互交流，

也開放不同場次的專家，以視訊會議的方式加入討論。 

由於受到疫情影響，第一次座談會，即「AI 在高等教育領域應用」座談會，

在 2021 年 8 月 12 日舉行，邀集高等教育實務專家，AI 科研專家，以及社會科學

專家，針對如何借助 AI 科技應用與管理，協助解決台灣教育的問題 (如降低城

鄉落差、提升教育品質、擴大學習效益等進行研討，希望在跨領域專家的緊密對

話與共商機制下，形聚共識，期盼勾勒出台灣應優先致力發展的 AI 應用在教育

領域之方向。第二次座談會，也就是「AI 在國民教育領域應用」座談會，則於 8

月 19 日舉行。 

根據兩場座談會與會專家觀點，進一步聚焦於以下三項子議題：(1)培育國小、

中學、大學學生 AI 思維 (Concept)；(2) 強化(再教育) 學校教師、行政人員的 AI

技術與教學能力；(3)探究如何透過 AI 技術解決偏鄉數位落差。於 10 月 19 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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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座談會，針對上述三項子議題，進行觀點分享，並提出需再優化與執行推廣

之方向建議，作為中技社進一步努力方向參考。 

在經過三次座談會仔細探討後，決定邀請多位深耕科技教育與數位學習多年

之學者專家，以上述三項子題為範疇，進行深入研討，除提供文稿外，並舉辦一

場大型研討會，做成果展現。於 12 月 19 日召開工作討論會議，除針對執行方式

與時程規畫進行簡要說明外，並讓各位專家針對論述內容進行溝通和交流。 

第二次工作討論會議於今年 4 月 7 日舉行，請團隊專家介紹論述主題與大綱

構想，並針對文稿作意見交換，其次是對研討會規劃說明，以及針對研討會規劃

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換。研討會原定於 5 月 27 日舉行，再度因為受新一波疫情影

響，延至於 9 月 7 日舉行。 

在 9 月 7 日研討會中，專題演講部分，首先由吳清基總校長主講「AI 科技

教育的政策與實施」，吳總校長提出教育界應如何提出科技教育政策以培育人才、

適應社會發展變遷需要，為當務之急。AI 科技在學校教育的實施，應優先著重三

要務：1. 加強培育國小、中學、大學學生 AI 思維；2. 強化學校、教師、行政人

員的 AI 技術與教學能力；3. 透過 AI 技術解決偏鄉數位落差。在 AI 時代，透過

學校之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的課程教學，讓學生認知 AI 新興科技之內涵；並提升

善用 AI 科技工具以解決相關問題；培育 AI 跨域人才，對焦產業發展需要。 

張國恩校長主講「從宏觀角度看 AI 教育」，探討 AI 在教育中的角色，在教

育中使用 AI 的問題，在 AI 教育的研究發展方面，則就其發展面向、角色調整、

研究重點、關鍵技術、研究缺失討論，並提出 AI 教育的發展建議，認為在極速科

技之未來教育中，人工智慧如何改變教育思維是很值得探討，才能夠真正有利於

教育的發展。他特別提到，拜 COVID-19 之賜，加速讓台灣的教育透過視訊來進

行，也對 AI 教育的推動產生很大助益。 

黃國禎講座教授主講「中小學 AI 素養的教與學：基於現階段資訊素養發展

的觀點」，從現階段資訊素養發展的觀點看人工智慧素養的養成，由於人工智慧的

興起，讓規劃中小學資訊素養多了一個新的挑戰。如何把人工智慧的技術與應用，

與現階段中小學資訊課程進行融合？如何針對中小學一般學科的教師及資訊教師

進行分流教育，培養人工智慧的觀念、工具的應用及教學策略，已成為一個重要

且具挑戰的議題。黃教授由國際人工智慧教育的發展現況及臺灣資訊素養教育實

施現況為基礎，嘗試由分流培訓及人工智慧與資訊素養融合的角度，來定位人工

智慧在中小學教育的內容及教師分流培訓方式，以促進人工智慧在中小學教育的

應用及師資人才培育。黃教授與今天主講人之一的劉晨鐘教授等專家學者特別製

作了很精緻的 AI 素養架構圖，包括感知，倫理、推論、學習以及互動各面向，很

具參考價值。 



AI在教育領域應用 

 

林文源教授主講 「高等教育 AI 思維的教與學：STS 的公民科學與基礎設施

觀點」，則是由科技與社會 (STS) 的公民科學與基礎設施觀點探討高等教育 AI 思

維的教與學。體認 AI 科技發展對當前社會有重大影響，如何儲備未來人才與轉型

刻不容緩。探討重點在從人文社會領域角度，尤其是 STS 觀點的「基礎設施」與

「公民科學」洞見，重新想像 AI 社會—技術系統，展望高等教育中跨領域的 AI

教與學。從 STS 觀點打開 AI 的技術黑盒子，不只將 AI 視為個別技術或個人能

力，而是必須多方參與的科技體制。其中，系統性地在高等教育階段培育 AI 思維

與跨領域協作，更是重要議題。同時由高等教育如何促成更好的 AI 角度出發，提

出教育不只是教導 AI 技能而是參與黑盒化 AI，拓展 AI 的公共性，讓 AI 教育成

為公共化 AI 的場域與過程。將有助於新世代的人才培育。 

劉晨鐘講座教授主講「資訊與 AI 教育國際浪潮—興趣導向式的資訊/AI 教

育」，從國際觀點看台灣資訊與 AI 教育--興趣導向式的資訊與 AI 教育；由於 AI

應用在國家競爭力上扮演重要角色，各國政府皆投入大量的經費進行相關數位環

境的強化資訊與 AI 教育，特別舉韓國為例。強調除了一些專業技能外，更希望透

過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的培養，使未來國民能在快速的社會演化中，具備分析日益

複雜問題的能力、並利用資訊能力來解決所遭遇的困境的終身學習者。在培養學

生資訊與 AI 能力時，需考量資訊與 AI 系統研發的特殊性。認為，台灣在實施運

算思維與 AI 教育時，應先確立實施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的教育目標、實施分層分

級並提供選項讓學生依需求自主選擇、培訓教師充實運算思維與 AI 教案庫與案

例庫、協助學生從樂趣程式跨越到 AI 應用、充實基礎運算思維與 AI 概念之教學

資源、強化 AI 學習與教學社群、避免考試帶來反效果等建議。 

陳志銘特聘教授主講「應用人工智慧於教學的專業知識」，鑑於目前教師採

用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形式，大多仍僅停留於教學流程的數位化階段，對於支援

教師的教學及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仍然相當有限。但運用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則可

以更進一步活用教學過程中所使用或者產生的數位化資料，並藉由 AI 在速度、維

度、強度、粒度上優於人類的特性，提升教師完成課程準備的效率與速度，也可

能幫助教師發現意想不到的教學問題或解決策略。陳教授從探討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實施現況與問題為出發點，提出進一步導入 AI 於各科教學可能面臨的問題與

挑戰，再進一步探討 AI 對於促進教學改變的意義與重要性。更提出人工智慧導入

教學的策略方法、教師導入人工智慧於教學的時機與層次，以及教師應用人工智

慧於教學的職能評估方法。並從深入的文獻探討及教學實務分析中，歸納幾點重

要結論及政策推動建議方向。 

曾憲雄副校長主講「AI 適性學習模式在動手實作能力培養之現況與未來」，

適性化學習模式能依據學習狀況來提供符合學生需求的學習內容與輔助建議，以

減少教師人力負擔與提高學習效率，有助於教育部積極推行的自主學習模式之落

實與數位學習模式之發展。目前國際上，適性學習模式在輔助知道什麼的陳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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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學習已屬較成熟階段，但針對知道如何的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的學習輔

助則尚處於發展階段，因其屬於高階問題解決與思考能力，不僅只有記憶與理解，

還需透過實際實踐的動手學習方能精熟。曾副校長除介紹現有 AI 智慧學習的背

景與現況外，並聚焦針對 AI 適性學習模式在(1) STEAM 教育與程式運算思維學

習、(2) 資訊安全實務技能學習、與(3) 醫學臨床思維學習等三個不同場域之程序

性學習應用與發展趨勢，以了解其現有學習產品與智慧學習模式的發展現況與未

來趨勢。此外，並提出可能的 AI 公共化落實策略與具體建議。 

楊鎮華講座教授主講「探究如何透過 AI 技術解決偏鄉數位落差」，首先闡述

數位學習的發展將為教育帶來更多的刺激與思維，促進教學成效的提升，建構內

涵豐富、精采多元的教育環境。但資訊科技融入的前提，在於充足的硬體資源及

相應的知識技術，在兩者兼具的框架下，適足以為數位學習的發展建構堅實的基

礎。值得注意的是，受資源與機會不均等因素影響，造成所謂「數位落差」問題；

面對數位學習的需求，缺乏充分的資源與技術予以落實，阻礙教育創新思維的推

播與發展。這樣的狀況在偏鄉地區更加顯著，如何透過適宜的方法構思解方，進

而弭平城鄉差距，成為應審慎面對的重要課題。尤其受限於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

始終無法達到預期中的效益。人工智慧的成熟，適而為此問題帶來新的契機，昭

示了全新的可能性。若能透過完善的規劃，設計 AI 人工智慧相關技術的應用機

制，使各式數位資源能夠在偏鄉的數位學習場域中被有效率的應用，實現真正均

等的數位學習。 

從數位學習發展的潮流與趨勢為起點，探討資源不均造成的問題及影響，並

進一步探討臺灣偏鄉所面對的教學困境，檢視政府的種種因應措施，歸納造成數

位落差的關鍵問題；同時回顧 AI 人工智慧對不同領域帶來的影響，討論 AI 相關

技術於數位學習環境的應用，展望其於偏鄉教學場域的發展前景。 

在圓桌論壇部分，由郭伯臣校長以「數位學習推動現況」為題引言，參加與

談的有包括各級學校校長以及教師，包括周景揚校長 (中央大學)，宋曜廷副校長 

(臺灣師範大學)，彭宗平講座教授 (清華大學)，曾文龍校長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

學)，楊啟明校長 (台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江秉叡老師 (嘉義市民族國民小學)，

就研討會主題 一、 培育國小、中學、大學學生 AI 思維，二、 強化學校教師、

行政人員的 AI 技術與教學能力以及三、 探究如何透過 AI 技術解決偏鄉數位

落差主軸，分享經驗與看法，提供中肯而獨到的卓見。 

研討會的順利進行以及論文集的編纂，要歸功於專題演講的主持人、主講人

以及論壇與談人，同時要深深感謝主辦單位中技社的全力支持，尤其是陳綠蔚執

行長、王釿鋊主任與許湘琴組長率領的團隊，在長達一年半時間，並在疫情籠罩

中，召開多次座談會與工作會議，以及主辦大型研討會，並編撰文稿，備極辛勞，

圓滿達成任務，值得大家喝采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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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AI 科技教育的政策與實施 

吳清基1 

摘要 

AI 時代高科技發展，已經翻轉人類的生活，教育界應如何提出科技教育政策

以培育人才、適應社會發展變遷需要，乃成為當務之急。 

當前政府科技教育政策最終目標，乃在養成具跨域整合與數位應用能力之人

才。其推動策略在扎根基礎教育，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綱為基礎，

培養中小學生 AI 及新興科技素養與能力；並進一步對焦 5+2 產業創新發展需求，

鏈結產學研共同培育 AI 及數位創新跨域人才。 

AI 科技在學校教育的實施，應優先著重三要務：1. 加強培育國小、中學、大

學學生 AI 思維；2. 強化學校、教師、行政人員的 AI 技術與教學能力；3. 透過

AI 技術解決偏鄉數位落差。 

總之，在 AI 時代，透過學校之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的課程教學，讓學生認

知 AI 新興科技之內涵；並提升善用 AI 科技工具以解決相關問題；培育 AI 跨域

人才，對焦產業發展需要；正是吾人當前應予關注之要務。 

 

一、 前言—AI 時代的發展與挑戰 

(一) AI 時代的挑戰 

    2022 年 1 月中旬，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舉行，教育

部和科技部的長官，與全國最菁英的公私立大專校院長齊聚一堂，共商面對高

科技數位化 AI 時代之人才培育與因應發展對策。 

    科技部長吳政忠（2022.1）在「後疫情時代的臺灣科技布局」專題講演中，

即指出 AI 時代新科技高速滲透，已翻轉人民生活，AI 持續強化，通訊技術無所

不在，再生醫療普遍；且由於數位科技催化轉型，跨界創新加速，工作樣態劇

變，網路金融普及，新興市場崛起。確實處於今日數位科技驅動的創新社會，

導入新興智慧科技，發展精準健康領域，打造全齡宜居永續社會，是必須面對

的挑戰。 

    教育部長潘文忠（2022.1）也在「人才培育新思維」專題講演中，指出強化

學生科技與數位學習能力，是當前教育政策的重點之一。政策一為培養學生科

技素養：在國小實施電腦課程融入各科教學，鼓勵課程使用科技載具。2020 年

發布「國小科技教育與資訊課程指引」，引導學校實施相關科技課程教學；在高

                                                      
1 台灣教育大學系統、前教育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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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新增「科技領域」，每週固定二節課教授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分上、下學

期對開。政策二為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利用前瞻計畫、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計

畫、中小學數位精進方案，培養學生數位自主學習能力成為核心素養。政策三

在高等教育人才培育方面，則加強科技課程普及化，強化專業資通訊人才培

育；成立國家重點科技領域研究學院，發展聚焦半導體、人工智慧、智慧製

造、循環經濟、金融等國家重點科技領域之人才培訓。發展區域產業人才及技

術培育基地，以利資訊及數位、國防及戰略，資安卓越，臺灣精準健康，民生

及戰備、綠電及再生能源等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發展。 

    的確，二位部長在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之專題講演，均一致指出 AI 科技

時代的來臨，挑戰了我們當今國人的工作生活型態改變及未來有競爭力人才培

育的趨勢政策重點，確值大家共同來關切。 

(二) AI 發展之歷史沿革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這一名詞，在今天大家都已經耳熟

能詳。但是，最早使用這一「人工智慧」名詞的，一般認為是在 1955 年時，由一

群研究人員所提出的。他們向達特茅斯大學（Dartmouth College）提出一研究計

畫，表示想要「瞭解如何讓機器使用語言，形成抽象概念和觀念，解決現在只有

人類才能解決的問題，以及改善自己」。 

其實更早在 1948 年，資訊科學家圖靈(Alan Turing)就已為 AI 的發展奠定基

礎。他在《計算機器與智慧》（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一文中，探

討電腦能否具備「思考」能力，並提出著名的「圖靈測試」（Turing test），來評估

電腦是否具有像人類一般的智慧。 

1960 年代中期，美國國防部是 AI 研究的主要贊助者，而 AI 的研究也逐漸擴

散至全球，隨著愈來愈多人投入持續探索的行列，就愈來愈清楚創造人工智慧所

需解決的課題。 

但是 1960 年代中期的 AI 榮景，並未持續下去。1970 年代初期，當研究人員

更加體認到複製人類智慧所牽涉的層面極為複雜，使得挑戰變得益發嚴峻。 

到了 1974 年，美國和英國政府都終止了探索性的 AI 研究，並預告所謂「AI

寒冬」的來臨，AI 研究人員很難再為自己的計畫找到資金。直到 1980 年代早期，

AI 再次蓬勃發展，到了 1985 年，AI 的市場已超過 10 億美元。 

但是 1987 年，AI 又遇到了另一次寒冬。直到 1990 年代晚期和 2000 年代初

期，隨著計算能力的增強，人工智慧在資料探索和醫療診斷等領域的前景開始看

好，因而開啟人們使用 AI 解決特定問題的興趣。其中包括：教育、資訊科學、商

業與金融、航空、國防、工業、媒體、電信和遊戲。（蜜雪兒、齊默曼著，江坤山

譯，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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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的發展，到今天極為快速，對人類的生活及工作大大改變了過去的認知和

應用。尤其，自 2011 年工業 4.0 興起後，5G 時代的來臨，更促使 AI 的發展突飛

猛進，日新月異，值得全民投入來關注。 

 

二、 工業 4.0 與 AI 教育發展 

(一) 工業 4.0 之緣起 

工業 4.0（Industry4.0）是德國在 2011 年漢諾威工業博覽會(HANNOVER 

MESSE)時，率先提出的工業製造生產智慧化的發展建議。又稱為第四次工業革

命。 

其實，工業 4.0 主要係在透過大數據、物聯網、雲端運算、行動通訊決策、

人工智慧、機器人、3D 列印……等數位化資訊整合之數位科技，提供更智慧化、

自動化及客製化的生產及供應鏈能力。藉由廣泛應用智慧機器人，將網路技術與

服務業整合進入製造業。（吳清基，2018.3） 

工業 4.0 所以受到世界各國所重視，依德國西門子 Amberg 先進實驗工廠的

經驗推估，工業 4.0 後的生產鏈可提高其生產價值十倍以上，一般認為將是第四

次工業革命之濫觴。（杜紫宸，2016.5，經濟部） 

(二) 工業 4.0 對 AI 教育發展之影響 

工業 4.0 時代來臨，和 AI 科技運用，確實對當前教育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

響： 

1. 對教育發展之影響 

(1) 在教育發展過程中，人類因歷經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資訊社會的各階

段型態之變遷；而致使教育的發展目標、對象、內容和教育方式，也有了

不同型態之產生：（吳清基，2019.11） 

a. 在農業社會中，教育偏屬有錢和有閒階級人士之特權，著重少數菁英式

教育和學徒式教育。 

b. 在工業社會中，教育漸趨普及化，認為教育是一般國民的基本權利和義

務，教育變成普及化和大班教育。 

c. 在資訊社會中，教育變成一個人向上社會流動的驅力，藉由資訊科技的

輔助教學，全面普及化，不受時空的限制。小班教學及個別化教學成為

趨勢。 

d. 在數位社會中，教育逐漸走上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客製化、創新化

教學成為教育創新發展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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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發展的型式，隨其實施對象、方式和教學輔助技術之區分，可大類分

為四個階段，從教育 1.0 →教育 2.0 →教育 3.0 →教育 4.0。各階段各有其

不同意涵，茲加以析述如表 2. 1： 

 

表 2. 1、教育 1.0、教育 2.0、教育 3.0 到教育 4.0 之意涵 

類別 意涵 

教育 1.0 
古代到中世紀，教育是建立在個人對個人面授的基礎上。大體而言，他的

範圍很小，且屬於非正式的，教育是有錢和有閒階級的特權。 

教育 2.0 

印刷術的發明，及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使更多人民有機會能夠接受基本

教育，並帶來了科學探究的文化。教育走上普及化、義務化，教育人民是

政府的責任。 

教育 3.0 
網際網路和通訊科技的興起，改變傳統教學模式，提供一個學習的科技平

臺。教學走上多樣化和資訊化，師生共同參與學習活動設計。 

教育 4.0 

將學習者放在生態系統的中心，學習者可以架構自己的學習路徑，達成個

人目標。快速躍進式發展、創新化、客製化、科技化教學。學習活動以學

習者需求為主。 

參考資料來源：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2017). Leapfrogging to 

Education 4.0: Student at the core. New Delhi: Author, p11-16, p31., 吳清山（2018），P.7。 

 

(3) 具體而言，教育 1.0 是傳統師徒制，教師講授學生聽課時代；教育 2.0 是

大班級教學的時代，有實體校園的設立；教育 3.0 則進到實體校園和虛擬

校園並設時代，數位課程開始被採用；教育 4.0 則是智慧校園、客製化、

創新化教與學的時代。詳列如下表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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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教育 1.0、教育 2.0、教育 3.0、教育 4.0 之教育重點 

類別 教育 1.0 教育 2.0 教育 3.0 教育 4.0 

發展時間 中世紀之前 
中世紀到 1970

年代 

1980 年代到 2010

年代 
2010 年代以後 

教育型態 
小規模 

少數人 

大班級教學 

普及化 

小班級教學 

普及化 

小班級教學 

普及化 

學校場域 
實體校園 

私塾為多 

實體校園 

政府設校 

實體校園 

虛擬校園 
智慧校園 

知識重點 
記憶知識 

知識文化傳承 

接受知識 

傳遞繁衍知識 
生產和消費知識 創新知識 

教學方式 
個別菁英教學 

面授口述為主 

單一化教學 

教師主動教 

學生被動學 

多樣化教學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師生共同參與 

多樣化教學 

個性化教學 

客製化教學 

數位化教學 

課程內涵 傳統經典課程 
人格陶冶和 

實用課程 

多樣化課程 

數位課程 

客製化課程 

數位課程 

科技運用 無 少 
多 

e 化漸用 

多且廣 

人工智慧化 

師生關係 強 強 中 弱 

參考資料來源：吳清山（2018），P.8。 

 

2. 對 AI 人才培育之影響 

(1) 科學家預估 AI 時代機器人將取代大量人工勞力，造成一半以上勞工人口

會失業。如：英國中央銀行首席金融科技專家顧問 Andy 就預告，未來二

十年內，美國將有 8500 萬勞工會失業，英國也將有 1500 萬勞工會失業，

都幾乎為該國家勞工人口的一半。日本雖認為沒有那麼高，但也指出 49%

日本勞工人口會面臨失業壓力。 

(2) 雖然，迄今企業界尚未發現大量勞工人力被機器人所完全取代，但是企業

界急切需求跨領域、雙學位、雙證照的人才，則甚為明顯。過去主張「一

技在身，終生受用不盡」，現在此話已待保留，必須不斷終身跨域學習，才

能面對挑戰。過去主張 T 型人才，只要有一種專長技術，就能謀生，現在

則要求 π 型人才，要有二種以上跨域能力技術，才不會被淘汰。目前社會

重視斜槓人才，即是對具有第二專長人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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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此，大學教育須加強通識教育、跨域學習、微學分課程、人文啟發教育、

博雅教育、終身學習教育、第二專長在職進修教育、產學合作教育，才能

適應今日工業 4.0 及 AI 時代科技人才之需求。 

 

三、 AI 智慧校園之建立 

    AI 智慧校園之建立，是工業 4.0 後，各國共同之學校教育發展趨勢，臺

灣也在 2014 年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簡稱資策會）「智慧校園」的提出與

建議下，各級學校應積極建置「智慧校園」，才能滿足高科技人才培育之需要。大

體上應朝六大面向發展：智慧學習(i Learning)、智慧社群(i Social)、智慧行政(i 

Governance)、智慧保健(i Health)、智慧管理(i Management)、智慧綠能(i Green)。 

(一) 智慧學習 

1. 智慧教學，包括教師教學備課、教學設計、教學進行、教學評量…等功能

模組，均能善用智慧化科技輔助教師教學，有效提升教學效果。 

2. 其中教學設計具備網上備課、線上輔導、網上組卷、線上評量，影視功能

結合教育，生動活潑化教學。 

3. 在教務管理上，應具備教務公告、課程資訊、教學過程(如：電子課表、考

試安排、成績登錄、公開課程資訊、教學評量、教育建議…)、教室資源、

表格下載與資料統計等功能模組。  

(二) 智慧社群(生活) 

1. 教職員工和學生，是校園活動的主體，因此，提供師生在校園中日常生活

的用水、用電、食宿、交通、資訊查詢、圖書借閱、醫療健康等應用性服

務，建立智慧化的友善生活環境，乃為必要的服務。 

2. 智慧生活主要有校園一卡通、家校互聯、迎新系統、社交網路、文化生活、

健康保健、個性化服務、虛擬校園服務等資訊系統。 

3. 社交網路：社群網路和通訊、班級網頁、資訊分享、工作協作、社群在地

化等功能。 

(三) 智慧行政 

1. 智慧行政包括學校各行政部門人員間的協助辦公系統、人力資源管理系

統、教學管理系統、科研管理系統、資產管理系統、財務管理系統。 

2. 智慧行政在整合大數據資料，建立老師、學生和學校行政人員間有關教務、

學務、總務、輔導、人事、會計等行政工作運作相關之分析決策模型，可

有效提升學校教育行政決策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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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智慧保健 

健康保建系統：連結校內外健康網路，具備健康成長履歷、健康監測、校園

傷痛管理、疾病史管理、預防性照顧、遠距照護系統、中央電子保健紀錄、

早期流行病通知、團膳管理等功能。 

(五) 智慧管理 

1. 智慧校園安全管理系統，包括校園進出安全管制、校園監控、運作維護保

障服務等。 

2. 智慧化火災警示系統可以開啟火災警戒網路，打開安全門指引人員疏散 

3. 智慧安全監控系統可以智慧辨識，透過螢幕自動監控分析，追蹤或跟蹤不

尋常的陌生人員活動…。 

(六) 智慧綠能 

1. 智慧建築效能管理系統 

智慧化燈光系統可以讓講堂或教室、廁所或走廊的燈自動開關或調整光亮

度。 

2. 智慧建築節能管理系統 

主要在減少校園內碳的排放，增加校園建築的能源效率，建立智慧能源校

園或再生能源校園。 

 

四、 AI 教育人才培育政策 

    教育部在各級教育階段，對 AI 人才培育之政策，均有詳細規劃與策略，或

經由課程與教學實施，或由政策計劃提出經費補助人才培育。 

(一) 總體目標 

養成具跨域整合與數位應用能力之人才，這是政府對當前科技教育政策最終

目標。 

(二) 推動目標 

1. 扎根基礎教育 

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綱為基礎，培養中小學生 AI 及新興科

技素養與能力。 

2. 對焦 5+2 產業創新發展需求，鏈結產學研共同培育 AI 及數位創新跨域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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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產業創新發展，這是政府對當前經濟發展之前瞻規劃：所謂「5」創新

產業，即：物聯網、生物醫學、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防產業。所謂「2」

新興產業，即：新農業、循環經濟。 

(三) AI 教育的實施策略：從小學到大學 

1. 小學：是基礎扎根教育階段 

強調基礎認知，融入課程教學，其目的在引發學生學習興趣，體驗 AI 課

程學習，及運算思維。 

2. 國高中：是進階學習教育階段 

強調系統化知識學習，強化彈性進修，其課程設計，在透過進階實作、演

算法、資料處理、程式設計，來提升學生 AI 專業知能。 

3. 大學研究所：是專業深化教育階段 

強調培育 AI 專業人才，其課程設計，在透過智慧製造、精準醫療物聯網、

電腦視覺、競賽、實習、網際聯結、專題課程、問題導向學習等課程設計，

來培養國家 AI 高科技人才。 

(四) 教育部 2018 十二年國教課綱科技領域課程目標 

 科技領域之課程目標在協助學生： 

1. 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並培養正確的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2. 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設計、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3. 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4. 理解科技產業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5. 啟發科技研究與發展的興趣，不受性別限制，從事相關生涯試探與準備。  

6. 了解科技與個人、社會、環境及文化之相互影響，並能反省與實踐相關的

倫理議題。 

(五) 科技領域授課時間分配及科目組合 

1. 國民小學階段，科技領域學習係融入課程教學，不另排時段上課。 

2. 國民中學階段，科技領域學習學習節數每週 2 節課。依學期開設，採資訊

科技與生活科技上下學期對開，每週連排 2 節課。 

3.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 

(1) 部定必修課程各為 2 學分，依學期開設，採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上下

學期對開，每週連排 2 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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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深加廣選修共 8 學分規劃如下：「進階程式設計」(2 學分)、「工程

設計專題」(2 學分)；領域課程「機器人專題」(2 學分)、「科技應用

專題」(2 學分)。 

(六) 十二年國教課綱科技領域學習重點 

科技領域學習重點：含「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二部份 

1. 學習表現：分「運算思維」與「設計思考」兩個構面 

A、運算思維： 

(1)運算思維與問題解決  (2)資訊科技與合作共創  (3)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 

(4)資訊科技的使用態度  (5)運算表達與程序  (6)資訊科技創作。 

B、設計思考： 

(1)日常生活的科技知識  (2)日常科技的使用態度  (3)日常科技的操作技能 

(4)科技實作的統合能力。 

2. 學習內容：分「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兩科目 

A、資訊科技： 

(1)演算法  (2)程式設計  (3)系統平台  (4)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  

(5)資訊科技應用  (6)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以上部定必修主題） 

(7)程式語言  (8)資料結構  (9)演算法  (10)程式設計實作 

（以上加深加廣選修主題） 

B、生活科技： 

(1)科技的本質 (2)設計與製作 (3)科技的應用 (4)科技與社會 

（以上部定必修主題） 

(5)設計與製作 (6)科技的應用（以上工程設計專題加深加廣選修主題） 

(7)機器人發展 (8)機器人控制 (9)機器人專題實作 (10)設計與製作。 

（以上機器人專題加深加廣選修主題） 

(11)資訊科技應用原理 (12)資訊科技應用實作 (13)設計與製作。 

（以上科技應用專題加深加廣選修主題） 

 

(七) AI 教育總體推動架構 

教育部在 AI 教育總體推動架構上，主要在強調人工智慧技術及應用人才之

培育，本計畫分二部分：中小學分項計畫和大學分項計畫。（教育部資科司，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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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慧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中小學分項計畫 

A、中小學 

(1)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之實施，在國小資訊教育採融入課程教學，在

國中高中則另設資訊科技課程教學。 

(2)希望透過程式設計、運算思維課程教學實施，強化學生 AI 與新興科技之

認知、體驗、興趣態度之培養，進而推展中小學 AI 特色課程。 

B、政府：中小學前瞻科技教育發展總體計畫 

(1)初期：體驗推廣、環境建置 

(2)中期：研發各教育階段教材、培育新興科技師資 

(3)後期：競賽、教案觀摩、社團等廣泛應用於教學 

2. 人工智慧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大學分項計畫 

A、大學校院 

(1)在大學推動程式設計教育，開設人工智慧課程。期以扎根高教數位及 AI

教學研究量能。 

(2)開設產業碩士專班（物聯網、5G……），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技及資訊安

全碩士人才。期能擴增 AI 研究生名額，鼓勵師生投入 AI 研究。 

(3)開設專班（人工智慧、物聯網、5G……），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

透過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大學校院產業創新研發中心計畫，達成 AI

高階研發人才養成，產學研合作研發，共同創新創業。 

B、政府：提出臺灣 AI 行動計畫，強化 AI 人才衝刺，對焦產業發展需求，產

學研鏈結，共同培育 AI 人才。 

 

五、 AI 科技在學校教育之實施 

    AI 時代的科技教育政策，教育部、科技部和經濟部跨部會間均有攜手合作，

有明確的政策宣示，其中科技部強調推動基礎研究、培育科研人才、建置核心設

施和購置重要科技儀器；經濟部則加強科技產業人才培訓及媒合、法人科專、業

界科專、學界科專人才之培訓；教育部則重高教深耕、特色科技領域人才培育，

延攬國際頂尖科技人才，重點科技領域產業合作及人才培育。但是，具體來看，

AI 科技在校園之實施，其實可優先聚焦在三個子題上。若能確實做到，則學校科

技教育實施，必易見其成效。 

(一) 培育國小、中學、大學學生 AI 思維 

1. 依教育部資科司 AI 教育人才培育政策 



第二章 AI科技教育的政策與實施 

23 

(1) 其總體目標：在養成具跨域整合與數位應用能力之人才。 

(2) 推動目標： 

a. 札根基礎教育：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綱為基礎，培養

中小學生 AI 及新興科技素養與能力。 

b. 高等教育人才養成：則在對焦 5+2 產業創新發展需求，鏈結產學研

共同培育 AI 及數位創新跨域人才。 

2. 實施策略 

(1) 國小：基礎札根─從引起興趣、體驗學習、運算思維，亦即由基礎認

知來融入課程。 

(2) 國中、高中：進階學習─經由國中、高中「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之課程開設來作系統化知識教學及彈性選修課程實施，學習演算法、

資料處理、程式設計等進階實作。 

(3) 大學、研究所：則在培育 AI 專業人才，提供智慧製造、精準醫療、

競賽實習、國際連結、物聯網、電腦視覺、專題課程、問題導向學習

課程，強化大學生 AI 之專業能力，以對焦產業發展需求、產學研鏈

結，培育 AI 人才。 

(4) 政府主管行政機關應在各階段教育學校，鼓勵辦理校內或校際之學生

AI 社團活動研習、競賽活動，以提昇學生對 AI 知識與技能學習之興

趣與能力。 

(二) 強化（再教育）學校教師、行政人員的 AI 技術與教學能力 

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 AI 技術與教學能力之再強化須由教育行政機關作

政策性之行政要求及激勵措施配合，才可收其效果。 

(1) 政策性要求： 

鼓勵教師參加 AI 專業智能在職進修研習。 

a. 委託師資培訓教育機構辦理 AI 專業智能在職進修專班。 

b. 舉辦 AI 專業智能工作坊。 

c. 辦理 AI 專業智能研習及研討會。 

d. 鼓勵學校教師成立 AI 專業知能學習社群，交換 AI 教學心得。 

(2) 激勵措施 

學校教師、行政人員若進修 AI 專業知能達一定學分數，或取得相關

AI 專業證照，可優予考績評比獲升遷，或頒給獎金，或記功嘉獎鼓

勵。 



AI在教育領域應用 

 

24 

(三) 透過 AI 技術解決偏鄉數位落差 

1. 偏鄉教育與城市教育落差，其中影響因素非常複雜，有非物質因素，也

有物質因素。 

a. 非物質因素：可能與父母社經地位參差、親職教育價值觀念偏差、教

師異動頻仍、師資素質不齊、社會文化刺激不足……等因素有關。 

b. 物質因素：可能因偏鄉學校教學設備不足、或有設備但不善利用、教

師教育專業技術與能力有待提昇有關。 

2. 解決策略 

a. 可經由培訓教師 AI 技術能力之提昇，讓偏鄉學校教學不受時間、空

間之限制，可經由師生自主學習及遠距 AI 教學資源來彌補原校教師

既專業知能之不足。 

b. 可經由跨校策略聯盟，與相關之大學、中學、小學締結教學策略聯

盟，由有效具有 AI 專門技術能力之教師或志工群，經由遠距視訊線

上空中教學，來協助偏鄉學校中小學生之數位能力之提升。 

c. 政府應鼓勵大學教授或績優中小學教師製作磨課師（MOOCS）課

程，供偏鄉學校師生可利用線上開放同步課程，進行跨越時間、空間

限制之有效學習。 

d. 政府應鼓勵並善用民間有利社會資源：如財團法人教育基金會、社團

法人課程教學學會……等，能投入偏鄉教育品質提昇，尤其藉由 AI

技術來協助解決偏鄉師生之數位落差。 

 

六、 結語─學會與 AI 做朋友 

人工智慧發展，已逾半世紀，但到二十一世紀後更為人所重視。尤其，2011

年工業 4.0 提出後，各國對人工智慧、數位化、高科技之重視和運用，更使技術

快速成長，成果更為豐碩可期。生長在 AI 時代，我們必須以更前瞻眼光去面對

它的挑戰，並且以更謙卑之心胸去學習和 AI 做朋友。 

(一) 認知 AI 新興科技之內涵： 

在 AI 時代，認知 AI 新興科技內涵，是有迫切需要。從國小科技課程融入教

學，國中、高中科技教育課程再分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領域分科修課研習，

到大學再加強人工智慧課程，對焦 AI 人才培育，相關 AI 新興科技內涵，均

是值得去認知學習。有了 AI 專精之跨域智能，對一個人之生活及職涯發展，

均會更有競爭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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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善用 AI 科技工具解決問題，合作共創溝通表達等高階能力： 

生於 AI 時代的現代人，除了認知 AI 新興科技之內涵外，若能本身具有高階

AI 能力，則將有助於解決問題、與人合作、共創事業、表達溝通皆可生涯無

礙。因為一個人若能善用 AI 科技工具，則許多地方都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 培育 AI 跨域人才，對焦產業發展需求： 

產學研合作，共同培育 AI 人才，以對焦產業發展需求，這是政府推動 AI 科

技教育之目標。臺灣沒有自然資源，只有靠人力資源之開發，因此，面對 AI

時代高科技之發展，培育 AI 跨域人才，以因應工業 4.0 時代之跨域人才需

求，以對焦產業未來發展需要，確有其必要。 

(四) 人才培育，要有好師資，AI 時代學校教師的新圖像： 

因應 AI 時代高科技人才培育需求，AI 校園未來教師培育的新圖像，可簡略

勾勒如下： 

1.具有教育專業的基本核心教學知能 

2.具有 AI 人工智慧的新科技知能 

3.具有數位科際整合的教學能力 

4.具有 STEAM 跨領域跨學科的基本素養 

5.具有創意創新思維的啟發性能力 

6.具有人文藝術的人文化素養 

7.具有博雅通識的全方位素養 

8.具有終身學習的在職進修教育 

 

總之，未來 AI 學校教師之培育，若能具有上述的基本核心知能和素養，相

信必能經得起 AI 人工智慧高科技的挑戰，必可成為一位卓越的經師、人師和良

師。聖賢是教育出來的，有 AI 高科技人文素養的好老師，相信必可教出具有高

科技人文素養兼備有競爭力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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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從宏觀角度看 AI 教育 

張國恩1

一、 AI在教育中的角色 

關於AI在教育中的角色，首先要了解AI教育本身具備哪些優點，除了可以

提供個性化的教育、智能的內容、學習管理自動化外，也可以當作學生的家教，

另外更重視教育的均等，以及提供虛擬學習環境，尤其在人臉辨識上面、教室的

管理應用，以及線上考試上，AI都可以扮演一些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個性化教育這個部分，首先AI本身就是一個適應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

的系統，所以可以從AI的推論裡面找出學生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可以針對學

生制定個性化的學習計畫，而在這個學習計畫裡面，因為會考量到學生的知識差

距，所以這個學習計畫就可以做量身的訂制，使得學生在學習的過程裡面，可以

提高學習效率。除此之外，AI本身也可以做智慧的內容，譬如透過AI可以建立一

個數位化的課程，數位課程裡面就可以做到客製化的數位學習界面，例如數位教

科書或者適性化的學習指南等等，而這些客製化的內容，在smart content裡面就可

以呈現出來。另外在很多紙本教科書裡面，很多的概念與知識，是用文字表達，

無法做到視覺化的呈現，較難跟學習活動進行整合。所以內容可視化也是smart 

content本身很重要的部分，它可以強化學習內容的呈現方式，讓相關的知識可以

做可視化，也可以進行模擬跟遊戲，並將學習活動跟知識的文字內容整合在一起。 

因為AI本身在教材更新與內容調整的部分，更容易做到，所以在數位課程

裡面，可以針對課程的內容，依據學生的學習曲線來產生或更新課程內容，讓內

容可以保持在最新的，並且可以針對不同的學習曲線做適性化的內容。另外在學

習管理自動化的部分，可以針對整個學校或老師，在進行學生學習管理的時候，

可以讓學習的任務與管理更加的簡化。譬如說可以對學生進行評分或評估，甚至

回答學生的問題，這些都是非常耗時的一個活動，如果有AI的協助，老師就可以

讓這樣的管理任務可以更加簡單，甚至可以優化。因為很多工作可以交由AI的系

統來完成，所以老師就有更多的時間從事AI做不到的工作，譬如說針對學生質性

評分，或者老師自我教育，甚至準備課程等等，讓教學質量可以提高。 

另外有關利用AI做家教的部分，事實上AI本身可以提供學生適性化，或者

私人的輔導或支持。利用個別的家教，可以幫助學生跟上課程的進度，譬如說AI

聊天機器人，AI虛擬個人助手，都可以來幫助學生，讓學生有機會可以得到協助，

發展適合他的學習過程。此外教育均等也是一個在教育本身非常強調的部分，尤

其對於學習障礙的學生，或者有學習特殊需求的學生，這都是非常重要。因為AI

的提供，可以適性化教學，可以針對不同需求的學生，提供新的互動方式，創造

新的學習機會，這也是達到教育均等的一個目的。 

                                                      
1 東海大學校長、前師範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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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虛擬學習環境部分，可以建立一個虛擬的學習環境，允許學生隨時隨地

在不同的設備上學習。因為網路化，而且透過虛擬學習環境，可建立更多的虛擬

學習情境，讓學生有更多的情境學習的機會，創造一些不可能在實體上面學習的

方式，在虛擬化之後就有這樣的機會可以提供。加以AI本身自動翻譯系統，更可

讓不同語系的學生提供更佳的便利學習環境。同樣的，可以針對不同年級、不同

年齡的學生提供共學以及互動的機會。 

另外在人臉辨識的部分，可以消除對學生證的需求，而且可以把辨識學生的

部分做線上化，做虛擬化。如果應用時可以注意到個人隱私的部分，就可以應用

在學校的安全管理，甚至在可能的犯罪狀況裡提出預防，如此對學生在學習上，

或在學校裡受到傷害的部分就可以降低。 

此外AI最好的應用是線上考試，如果學生完成測驗，AI馬上可以做精準的

評估，這對學生是非常有幫助的，除了對老師在評估學生部分可以達到平衡性評

量外，讓AI來協助老師以及學生做精準評估，達到回饋作用，讓學生了解自己的

學習狀態，也可以讓老師做總結性的評量。同樣的，如果可以建立好老師可能會

用到的題庫，AI就可以從題庫裡面非常精準的選題，讓學生能夠有練習的機會。

這樣的學習環境，可以讓每個學生依照他的學習狀況，產生不同的題目，達到適

性化的測驗，將比傳統考試更為安全，再加上人臉辨識系統，這樣的測驗模式會

更加的理想。因為隨機選題，可以創造不同的題組，除了可以防止作弊，也可以

減輕老師的負擔，而避免人為錯誤的風險。 

 

二、 在教育中使用AI的問題 

在教育裡面使用AI的時候，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第一是跟一般的資訊科

技一樣，會有技術成癮的問題，第二是數量的多寡不代表質量，第三可能會威脅

一些就業的市場，第四會有更高投入的軟硬體建置成本，第五信息丟失之後，再

也找不回來，第六因為要面臨AI的發展，可能在軟硬體，甚至老師的能力上面，

都可能會加重一些負擔，第七就是還有一些潛在的陷阱，必須要去注意如何避免。 

在技術成癮的部分，在社群軟體開始流行的時候，學生就會上癮，人工智慧

同樣會發生這樣的問題，而且一些研究結果，也顯示使用過多的技術，可能會讓

學習者在大腦裡面產生壓力而造成負面的影響。 

而數量不代表質量，也就是說AI軟體通常都是因為重複性的任務，讓它的

精準度可以提高。但是教育工作不見得全部都是重複性的任務，也就是說重複性

的任務，藉由AI的應用可以讓效益提升，但是應用到教育系統，並不表示它可以

提高它的性能。這時候老師的角色就很重要，因為人類的大腦更為複雜，而且更

為精明，它可以不斷的提升自己，而且可以讓一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所以AI技

術應與老師相輔相成，也就是說必須要定位AI在教育的應用，哪些工作應交給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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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來做，而老師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應該在哪一個部分要更加的重視，這些都

是AI在教育領域應用研究時，必須要注意到的地方。 

在威脅就業市場上，也就是說AI老師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取代學校老師

部分的工作，這部分的工作被取代之後，人類的老師該做什麼工作，可能就要做

一個檢討。另外跟教育相關的許多工作，可能都會變動，也就是說有太多的工作

可以由AI老師來取代，因此在有一些行業裡面的工作，是不是會做調整，譬如說

補習班，會有甚麼樣的調整與變動，也都是值得注意的。 

另外會有更高的成本，因為AI本身硬體設備很多，所以必須有更多的動力，

更多的電源，教育機構以後要支付的電費可能會更高，除了電費以外，AI的硬體

環境成本也會跟著提高。 

談到信息丟失，也就是說在整個系統裡面，很有可能會受到惡意的軟體或病

毒等等其他的因素，或者不小心的操作，造成信息被刪除，而被刪除的信息可能

再也沒辦法回復。一般的電腦系統也會有類似這個問題，但是AI這個系統非常強

調數據的巨量，要更多的數據才能夠讓AI系統驅動的更好，所以這些數據如果一

損失之後，很有可能在整個運作上面會出一些問題。 

而在學校的負擔會加重部分，也就是說線上學習需要很多的電腦，對一些經

濟弱勢的學生，是不是有適當的電腦設備，家裡的頻寬是不是足夠，除非政府提

供資金，把全民相關的軟硬體環境建立起來，才有可能做線上的學習。除了硬體

的負擔以外，不管是學生或老師，在這樣的一個學習環境裡面，會不會使用，都

是必須考慮到，因為學習環境改變、學習方式改變，老師需要重新教育。如果以

現在線上學習的發展，跟以後AI based的線上學習發展，教學的人力需要重新調

整，這些都會加重學校的負擔。 

另外AI存在潛在的陷阱，因為AI本身會創建自己的價值系統，而這個價值

系統跟人類的教育系統可能會有所抵觸。此外學校可能會看不見，或沒有辦法控

制AI所蒐集到的一些數據，也就是說這些數據藏在AI系統裡面，但是人類沒有辦

法找到。此外，人類雖可以仰賴很多數據的系統去做一些判斷分析，但是不是可

以真正全部找到比較細微的差別，這部分的技術發展，也可能都必須要注意，也

就是說透過AI本身，除了它會創造自己的價值系統以外，有非常多的數據，是不

是可以直接從系統裡面獲得，進而可以找到它細微的差別。如果找不到的話，會

不會造成判斷的錯誤，導致一些比較特殊的問題產生。 

 

三、 AIEd的研究發展 

AIEd本身的研究發展，可以從幾個面向來看，第一個是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AIEd有哪些發展面向。另外在角色上面的調整，也就是說學生的角色、老師的角

色以及學校本身的角色是不是需要做調整。再來就是有哪些研究重點，隨著A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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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發展，研究重點可能會跟著改變，因為關鍵技術的提升，是不是會讓研究

的部分會越來越多面向，也有可能因為對AI的了解，又會產生另外面向的問題，

而關鍵技術是不是足夠來幫忙解決這些問題。另外到目前為止從事AI研究的部

分，有什麼必須要注意的，有沒有什麼缺失可以進一步做改善，都是值得探討的

AIEd研究面向。 

(一) AIEd的發展面向 

在AIEd的發展面向裡面有四個面向，學生本身有兩個面向，還有老師跟系

統另外兩個面向。學生的面向有分成教學與支援，教學的部分代表把AI當作AI老

師來教導學生，這個是在整個系統裡面最典型的部分，事實上在二十年前就已經

開始在做了，被稱為智慧型教學系統。智慧型教學系統也就是說是把這個系統當

作教學生的一個系統，所以它是一個扮演人類教師教學的部分。除了這個以外，

當然也有所謂對話式的教學系統，還有跟語言學習有關的一些教學系統，如它的

發音等等。除了這個面向以外，對學生而言，還有一個部分，是把AI設計成一個

工具，作為學生學習的工具，也就是說學生在學習過程裡面，可以利用這個工具

來學習。譬如說探索學習環境的建立，或者是一個形成性的評量，尤其在寫作的

部分，寫作完成之後，如何透過寫作的評論做一些診斷，來告訴學生應該怎麼改

善寫作。另外在所謂的整個學習網路的協調、建立，還有語言的學習、合作學習，

以及持續不斷的評估和回饋，還有AI的學習夥伴、課程單元的調整，以及課程內

容的推薦等等。除此之外，還有讓學生在學習上能自我省思的支持工具或系統，

也就是透過學習歷程的發掘，找出學生的學習問題，回饋資料給學生，讓學生能

夠自我省思等等，這些都是以AI系統來支持學生在學習過程裡面做更好的學習，

所以AI是一個支持學習工具，有時候把它稱為AI的mind tool，這個是學習上滿重

要的一個部分。 

除了學生在輔助教學與學習支持外，對老師而言，AI的教師支持工具與系

統也是很重要的。譬如說有一些系統可以來幫助老師改作業，甚至當學生在做對

話的時候，可以做對話學習評估，或者針對學生的學習歷程做一個診斷。另外學

生在討論的過程裡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工具可以讓老師能夠監督或檢視整個學生

的討論過程。另外也可以當作教學的助理，協助測驗問題的產生，而且還可讓選

題做適性化、自動評分等等。這些都是有關能夠支持老師的教學工作，使教師在

實施各種教學活動的時候更有效率。 

對學校本身，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學習管理，AI能夠支援學校的系統做更好

的運作。另外透過大數據探勘，能夠知道整個資源應該如何分配，以及可以從學

生整體的學習歷程裡面，了解到有沒有什麼學習的困難，課程的安排適不適合等

等，這些都是能夠支持整個學校系統來做一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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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IEd下的角色調整 

在角色調整的部分，可分成三個面向來做介紹，分別是學生的角色調整、老

師的角色調整，還有學校的角色調整。在角色調整的過程，可以從傳統的教育到

AI 為本的教育的轉變下而逐漸改變。在傳統教育學生教學的部分裡面，填鴨式的

教學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而且追求的目標，是讓學生可以考更好的分數，

老師在教的過程裡面，是用相同的教材跟相同的方法來做教學。但是在AI 為本的

教育下，就會以學生為中心，因此適性化教學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主流，也就是

說個別化的學生學習計畫的建立，讓學生因為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背景，給他不

同的教學方式與教學內容，達到他不同的學習效果，這個是學生角色的一個改變。 

老師的角色改變，在傳統的教育裡面，非常強調作業的批改，必須要了解學

生的學習進度，在固定的時間裡面要去上課，而且教學方法又比較單純。談到老

師跟學生互動，在教室裡面是一對多的互動，但是在AI 為本的教學上，老師的角

色就會改變了，會把固定式、常態式的作業批改，跟測驗的工作交給AI系統來執

行。所以整個教學流程就會做一個調整，跟以往的情況就會不一樣。另一個重要

的點，因為AI本身會提供大數據分析，老師可藉此更精準的評估學生的學習狀況，

而利用學生的學習狀況，提供老師不同的教材教法，這樣子對學生的學習效果，

甚至對老師的教學效率都可以提升。 

在學校的部分，整個學校的組織在傳統的教學上，都是以老師為中心，課程

的內容與教學方式，還有整個教學的環境都是固定的，都是以實體教學為主。也

因以老師為本的整個學校系統的運作，導致學生的參與度就會比較低。但是在AI 

為本教學時，就會讓整個運作是回歸到以學生為中心，所以適性化教學就變得很

重要。尤其在學校管理部分，AI的系統可以幫忙非常多的工作，而且會以實證基

礎進行發展，提供更精準且量身訂作的教育，這會讓整個學習的環境，有一個很

大幅度的改變。 

AIEd這樣角色的調整，不管針對學生、老師或者學校系統調整完後，會產

生什麼價值與好處？第一個，教育的品質會提升，也就是追求多元性學生發展的

一個價值，而且可以更了解學生，同時可以創造更多教學的情境，培養學生批判

性思考與創新能力，改變整個教育品質和目標。另外整個效率也會提升，也就是

說老師本身會比較從常態性的工作、固定式的工作，要慢慢轉到質性化的工作，

尤其可以改善自己的教學方法，從大數據分析中了解教育成效，對學生比較有幫

忙。同時跟學生之間的溝通，從原本一對多的互動關係，轉換成一對一的互動關

係。如果AI的代理人功能可以做得更好的話，一對一的互動關係有部分也可以由

AI代理人來取代。 

學生在上課學習的時候，因會量身訂作，因此花的時間，理論上應該會比較

少，而且會比較集中在要解決學生目前學習上的困難，並可針對性的來做改善。

當然學校本身也會更有效率，而且在管理上面透過大數據分析，可以更為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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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在整個運作過程有一些危機產生的話，也會有比較多的警訊反映，而且可以

防範於未然，一些問題可以提早發現並解決。 

在教育均等的部分，透過網路化系統，在偏鄉地區或弱勢家庭的小孩，都可

以體驗到如同在都市化的一個教學型態，同時透過模擬軟體的建立，情境化學習

可以創造各種不同的學習情境，讓所有學習者可以體驗各種不同的學習情境，這

樣效果可以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夠做同樣機會的體驗，這對教育均等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部分。 

(三) AIEd的研究重點 

關於AIEd的研究重點，曾在2019年一個期刊做過探討與分析，或許到現在

會有所調整，不過大方向還是在幾個不同領域，而這幾個領域可以做好，事實上

對AIEd的發展也是很有幫忙。而隨著現在AI科技的發展，除了AIEd以外，可能還

會加上AR、VR等等，其他的軟硬體工具也可以跟AI做整合，讓整個發展更加的

多元。在AI的應用上最重要的就是適性化與個人化的學習，光是這部分就值得大

家做非常多的研究。不管在合作學習上面，或者在學習內容的推薦上，或者老師

在做課程教學內容的部分，都可以提供適性化系統與產生個人化的教學計畫，但

這個部分還需要做進一步的相關研究。另一個重點是，AI本身在教育的應用就是

代表一個精準教育，所以精準性就很重要，教育評估或教學評量就必須要透過AI

達到更精緻化，這是AI的強項。如AI有自動批改作業、自動給分數，藉由學生的

回饋就能夠做診斷，了解學習者哪裡有問題，哪裡的概念是錯誤，這些都可以透

過AI系統來達成。同時還可以有預測系統，也就是說依據目前的學習狀況來預測

未來可能的發展，除了學生以外，學校系統也可以達到這樣的目的，隨時知道學

校整個運作的過程中，需要改善的地方，這個功能就可以直接應用到校務研究和

校務分析。所以透過這樣的機制，就可以達到應用AI改善學生的學習、老師的教

學以及學校的管理，讓這三個面向更加的完善。 

而另一個重點就是所謂的智慧型教學系統，也就是說把AI當作一個AI 教

師，這部分會牽扯到很多技術，譬如專家系統等等。尤其在線上學習的時候，如

果有一個智慧化教學系統，就會依據學生的程度，給他不同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

法，要達到這一點，的確是需要做非常多的研究與開發，可能還需要滿長的研究

時間。此外，還有一個我個人也認為非常重要，就是把AI當作老師的教學工具這

部分，也很值得投入資源加以研究。以上這些研究重點，都是2019年分析後簡單

的歸類成這四大項，事實上應該還有非常多的研究發展空間。譬如說數位教科書、

線上資源的呈現等等，而依據教育理論本身應該可以找到很好的一些研究題目。 

(四) AIEd的關鍵技術 

從AI發展系統的智慧適性化的學習平台、創造學習空間、遊戲與互動工具、

及時評估、教育資料探勘、與預測分析這五個面向來看，在教育上可能的一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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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裡面，將會運用到一些比較上位的技術，譬如說分類的演算法、專家系統、機

器學習、探勘技術，甚至是自然語言處理等。這些技術在AI教育系統裡面的應用

都是相當關鍵，如何進行調整，並進一步昇華，還有賴資工背景的專家，考量到

教育的需求，努力把這些關鍵技術發展出來。 

(五) AIEd的研究缺失 

但在整個研究過程裡面，也有一些是目前還未考量非常周到的部分。譬如說

AI對教育的好處，至今相對的證據比較少，如何用教育研究法來證明，AI對教育

在不同的層次上面，對學習效果、行為分析，學習效率，甚至診斷的準確性，提

出相關的證據來證明，這部份在研究上面也需要再做加強。另外有非常多的學習

成果，並不是取決於技術，而是取決於老師如何用有意義的方式來使用AI的技術，

但也很少看到評估老師應用AI的成效研究，應該可以在未來研究裡面，以老師為

對象做一個思考。尤其在系統開發上，應找老師一起合作，了解教學實務上的真

實狀況，更有助於系統的開發。 

此外，老師本身使用AI的能力也很重要，目前缺少一些培訓讓老師可以增

能，使得老師可以有辦法利用AI的技術，應用到教育上面，而這個培訓工作，在

未來的師資培育系統或在職老師的訓練，也需要再做加強。另外對於教育政策的

策略研究也偏少，如要增進AI技術在教育的應用，應從教育當局本身在推動AI在

教育應用時，就要有一個整體的策略，應該用什麼方案，讓在沒有後遺症的情況

底下，讓AI的技術可以在教育做相關使用。 

 

四、 AIEd的發展建議 

有鑑於以上的說明，在AIEd的發展裡面，應該朝向某一些部分要特別的強

化。第一要去探討一下AI在各類的學習情境有哪些應用；第二要發展AI系統來幫

忙老師改善他的教學環境。第三AI本身在學習評估上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提供一

些證據來證明AI是有效的，這樣評估的系統，也可與教學研究方法做一個調整。

第四要發展以人為本的AIEd，也就是說AI是一個技術，但是應用到教育，是以人

為主，因此要以人為本，來發展我們AIEd的技術。這是一個不一樣的觀念，也就

是說AI技術的發展是要讓老師或學生，或者學校系統來做有效的教學應用。因此

要以教育的需求為主，來發展我們AI的技術，並且是以人為本的AIEd。 

另外，在整個科技發展裡面，如同一般的資訊技術，一定會帶來道德與平等

的問題。所以當AI技術一進來之後，就要開始思考一些政策，而這個政策是要有

助於道德與平等的發展，而不是只有功利主義，所以一個政策訂定也是很重要的。

而為了能夠達成這樣目的，AIEd的一些應用優點、可能造成的困難，以及它可能

應用的情境、方向，都是要讓教育的政策制定者，認知到AIEd的重點，同時也要

讓政策制定者知道，要達成這些目標，需要提供甚麼資源。最後一點，就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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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整體生態系統，這個是最難建立的。整體生態系統裡面，包含社會面，還

有政策面，還有實際的學生、老師與系統整體的生態，都要能夠滿足AI在教育的

應用。這個部分幾乎是要用革命式的方法去處理，所以越早注意到這個問題，對

於未來AI在教育的應用，就會更加的好。 

 

五、 結論：極速科技之未來教育 

最後，人工智慧如何改變教育思維是很值得探討，只有教育思維的改變，體

認到不能用傳統的教育模式，人工智慧才能夠真正有利於教育的發展。過去在研

究上多忽略老師的參與，教學上面也忽略到老師使用AI有什麼困難等等，所以師

資培育機構就變成非常重要，也就是說如何培養老師，讓他具備資訊的識讀以及

科技素養，尤其在AI素養這個部分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職老師的培養，未

來新進老師的培養同等重要，也都是一個必須要注意到的問題。而在整個學校的

系統改變上，未來組織的虛擬化以及資訊共享，這樣的思維如何影響學校的經營

與領導。同樣的，除了學校的經營與領導以外，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在不同的組

織虛擬化與資訊共享的新思維底下，如何制定政策，建立起真正新時代以及AI新

思維的教育生態，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從宏觀角度來看AI教育，裡面有非常多的問題，到目前都值得探討，而且要

深思了解AI本身應用的方向、情境，甚至它可能帶來的困擾與問題。相信隨著AI

技術的發展，以及對AI教育問題更清楚的應用與了解後，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也

真的可以改變整個教育系統，讓教育可以朝向因為AI的發展而更加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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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小學人工智慧素養的教與學：基於現階段資訊素養發

展的觀點 

黃國禎1、賴秋琳2 

摘要 

資訊素養在世界各國已被廣泛討論及實踐。在臺灣，資訊素養的議題亦由教

育機構及學者不斷地進行探索及討論，從小學開始，資訊課程的內容越來越多元

化；許多學科也逐漸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作為主要的教育創新方式。在此同時，

人工智慧的興起，讓規劃中小學資訊素養多了一個新的挑戰。如何把人工智慧的

技術與應用，與現階段中小學資訊課程進行融合？如何針對中小學一般學科的教

師及資訊教師進行分流教育，培養人工智慧的觀念、工具的應用及教學策略，已

成為一個重要且具挑戰的議題。本章將由國際人工智慧教育的發展現況及臺灣資

訊素教育實施現況為基礎，嘗試由分流培訓及人工智慧與資訊素養融合的角度，

來定位人工智慧在中小學教育的內容及教師分流培訓方式，以促進人工智慧在中

小學教育的應用及師資人才培育。 

 

一、 人工智慧的發展與教育應用 

(一) 國際人工智慧的發展與研究趨勢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為計算機科學的研究領域中，透過改進電腦程

式設計技術，使電腦表現出類似人類智慧行為（例如推理、判斷、決策）的一種

研究 (Chen et al., 2020)。Lu 等學者(2019)更進一步定義人工智慧為非固定型態的

電腦程式或演算流程，而是可以自動由蒐集的數據集或執行任務的過程中，不斷

地調整並使功能最佳化的電腦程式。近年來，許多與人工智慧有關的計畫正在全

球啟動，包括演算技術的改善及各種智慧商品的開發。許多學者認為，人工智慧

發展及應用的普及，將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型態 (Chan-Olmsted, 2019)。Uljayev

等學者 (2021)則指出，透過人工智慧技術，可以使電腦具有執行高智慧任務的能

力，進而解決專業人力不足的問題。 

同時，結合行動與無線通訊技術，人工智慧更具有跨越地域及時間限制的優

勢，隨時進行資料的蒐集及大數據分析 (Chang & Hwang, 2018a)。Buch 等人

(2018)與 Liu 等人(2019)透過文獻分析，發現在醫療應用環境中，透過行動設備的

攜帶便利性，人工智慧技術展現了高度的價值。在教育的應用方面，人工智慧結

合行動科技，更可以依據學習者所在的環境及需求，在適當的時間及地點，提供

                                                      
1 臺灣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2 台北教育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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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引導及輔助教材。因此，人工智慧在教育的應用模式愈來愈受到重視 

(Chassignol et al., 2018; Kavitha & Lohani, 2019; Tarus et al., 2018)。 

(二) 國際人工智慧在教育的應用趨勢 

由 WOS (Web of Science) 學術資料庫中查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machine intelligence” OR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OR “machine learning” OR 

“deep learn∗” O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OR “robotic∗” OR “thinking computer 

system∗” OR “expert system∗” OR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OR “hybrid intelligent 

system∗”) AND (“education∗” OR “teaching”) (Chen et al., 2020)，可以找到 4,929 篇

英文的文獻。依照年代分布，可以發現人工智慧在教育的應用及研究，由早年數

十篇到 2000 年以後，每年已經超過 1,000 篇（如圖 4. 1 所示），而且正快速增

加。由此可知，人工智慧在教育的應用已經成為重要的國際趨勢。 

 

圖 4. 1、全球人工智慧在教育的應用文獻數量 

 

由這些文獻可以發現，在過去十年中已經有很多人工智慧在教育應用的成功

案例；例如 Samarakou 等學者 (2018) 開發了基於人工智慧的學習診斷系統，用

來分析學生的學習風格，以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輔助。Colchester 等人 (2017)提出

適性化教育系統，以學習者為中心的需求，量身定制整體學習方法，創建學生的

個人資料和模型，改善適性化的學習環境。同時，由許多研究匯集的結果可以發

現，人工智慧可以在各學科的教學過程中，且可以達到令人滿意見成效，包括提

升學習成就、提供個人學習診斷及學習支持；同時，更可以不受時間及地點的限

制，提供學生必要的學習支援(Chang & Hwang, 2018b; Doroudi, et al., 2018; Liu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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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9)。Zawacki-Richter 等學者(2019)透過分析 2007 到 2018 年的文獻總結人

工智慧在教育應用的四個功能，包括「分析和預測」、「評量與診斷」、「提供

適性化的學習模式」，以及「提供個人化及智慧的學習輔導機制」。 

 

二、 人工智慧素養的定義 

素養，最初定義是人們有能力透過語言來表達自己的看法與交流的能力。經

時間的推演，素養逐漸擴大為「人們獲取知識的方法及分享與交流思想的能力」。

素養最近也常出現在定義各種學科表現的辭庫裡，例如：科技素養(運用科技所需

的能力)、媒體素養(使用媒體的能力)、科學素養(理解與分析科學現象的能力)以

及數據素養(閱讀、分析與推論數據的能力)。 

人工智慧的影響已經遍及社會；透過其快速計算大量數據與自動化調整的優

勢，人工智慧讓人們更精確快速地分析問題，並改善生活品質。其實，人工智慧

的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已經隨處可見，從手機中的語音轉文字功能、Youtube 影片

推薦機制，到道路交通監控與導航系統等。除了生活品質的優化外，學者們預言，

人工智慧將逐漸被用來改善各級教育的品質，例如針對學生人數眾多的課程提供

個人化的學習引導及支援，幫助學生進行有效的學習(García et al., 2007; García et 

al., 2008; Vincent-Lancrin & Vlies, 2020)。由於人工智慧對社會的影響越來越明顯，

科學家、人工智慧專家以及教育工作者強烈建議，人們必須了解人工智慧背後的

科學、侷限以及未來潛在的影響，才能適應未來的社會與工作型態(Hinojo-Lucena 

et al., 2019)。因此，培育能理解與運用人工智慧技術的公民已成為重要且緊迫的

教育議題(Aryadoust, 2020；Ng et al., 2021)。學者指出，在國際競爭激烈的時代，

學生應具備運用科技與資訊等相關技術，來與同伴進行學習與溝通(Juskeviciene et 

al., 2021)；而人工智慧的出現，將進一步促成更多跨學科與跨產業的應用需求與

合作模式；亦即為了達到有效的溝通與合作，不同學科或產業鏈的人，都須對人

工智慧有基本的了解(Griffin & Care, 2014; Lankshear & Knobel, 2015)。 

除此之外，由 U.S. News 統計與公佈百大工作 (100 Best Jobs)更可以看出人

工智慧在數據分析的應用潛力；2021 年入圍前 20 的職業包含軟體工程師、醫療

服務管理人員、統計師、資料科學家、資訊科技經理、資訊安全分析師以及金融

管理人員等，如圖 4. 2 所示。這些職業不僅說明資訊科技能力的重要性，更展現

培養人工智慧應用能力是未來資訊教育的重點。由學校教育的角度來看，學生必

須要學習如何運用人工智慧技術並實踐於生活中 (Steinbauer et al., 2021)。因此，

政府除了需要培育各行各業的人才外，更需全面培養學生資訊相關素養，尤其是

人工智慧的素養，以面對未來的工作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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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U.S. News 2021 100 Best Jobs 

 

在 201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鼓勵各單位開始重視學生人工智慧素養的培育。

Ng 等學者(2021)整理數名學者對人工智慧素養的定義，並將人工智慧素養分為 4

個面向：人工智慧的知識、人工智慧的應用、人工智慧的創造與人工智慧的倫理，

如表 4. 1 所示。如果學生具備人工智慧的知識，他們能知道人工智慧基本的運算

原理，並能理解人工智慧產品背後的運算概念。如果學生能將人工智慧的商品或

系統應用於生活中，則具備人工智慧應用的素養，例如運用音樂辨識軟體來判讀

音樂的類型或相關資訊、運用圖形辨識軟體辨識藝術家作品的風格等。如果學生

能運用人工智慧相關的技術來製作出新的產品或應用(例如運用影像辨識技術來

偵測火車鐵軌異狀，藉以把關行車安全)，則具備人工智慧的創造與評估素養。另

外，除了應具備人工智慧的知能外，學生也需要瞭解人工智慧的重要性、安全性

以及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才能有正確的態度來使用與應用人工智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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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人工智慧素養的定義 (Ng et al., 2021) 

概念 定義 舉例 

人工智慧的

知識 

知道人工智慧的基本功能以

及如何使用人工智慧的產品 

能說出人工智慧基本的運算原理以及使

用相關產品(如：語音、圖像辨識等服務) 

人工智慧的

應用 

能將人工智慧的知識、概念與

產品應用於不同領域 

知道如何運用人工智慧的產品來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如：將圖形辨識的相關產品

應用於數數量、文字辨識、相似度配對

等) 

人工智慧的

創造與評估 

能運用高層次思考來分析、評

估與設計人工智慧的應用 

能設計或分析人工智慧產品(如：運用圖

形辨識技術製作能從胸部X光片偵測肺

炎疾病的工具) 

人工智慧的

倫理 

能考量人工智慧潛在的倫理

問題，如：公平、責任、透明

度、道德與安全 

知道人工智慧的安全性與透明度，了解

人工智慧帶給人們的影響與生產者的責

任 

 

在國際上，已經有一些機構提出人工素養的課程。例如在人工智慧的知識與

倫理教育方面，一個非營利組織 Code.org 推出了 AI for Oceans3 的教育遊戲，讓 

8 歲以上的學生學習人工智慧的概念，如圖 4. 3 所示。在遊戲中，學生要透過分

類海洋垃圾，來告訴名為"A.I."的機器人海洋垃圾的分類方法。從這個過程，學生

可以了解類神經網路的機器學習概念。除了在遊戲中訓練機器人外，"A.I."的機器

人也會運用學生提供的分類方法來分辨海洋生物與海洋垃圾。這個過程能讓學生

知道，以機器學習的方法來訓練"A.I."機器人時，需要格外注重知識提供的正確性；

若給予"A.I."機器人錯誤的知識，將會使它推論出錯誤結果。 

圖 4. 3、Code.org 開發的 AI for Oceans 學習平臺 

                                                      
3 https://code.org/oc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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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慧的應用上，除了生活中常見的影音辨識、語音服務以及智慧推薦

機制外，Google 開發了一款名為 Sketch-RNN4的循環神經網絡模型(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Model)來與使用者共同繪製圖形，如圖 4. 4。在平臺中，如果使用

者開始繪製物件，Sketch-RNN 會想出許多可能的方法，依循大量相關繪圖的資

料以及使用者繪製的方法、習慣、位置繼續繪製這個物件；形成一個與機器人共

同創作的例子。 

 

圖 4. 4、Google 開發的 Sketch-RNN 人與機器人共同繪圖平臺 

 

另外，有些人工智慧課程的目的在於引導學生進行創造與評量；例如麻省理

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個人機器人小組團隊，開發了 Cognimates5 ，讓 7-14 歲的兒

童能接觸人工智慧，並培育人工智慧的應用、創造與分析能力。該平臺搭配一個

允許學生撰寫程式並載入實體機器人的工具，讓學生可以在平臺中訓練自己的 AI

模型；例如：設計語音對話裝置、設計遊戲以及讓機器人進行影像辨識等。透過

具體的成果(機器人、語音辨識回饋等)，學生能更加瞭解人工智慧在生活中的應

用，並嘗試運用自己的能力，創造屬於自己的人工智慧產品。 

 

三、 國際人工智慧素養教育的發展現況 

具有人工智慧的機器人已經可以充當虛擬陪伴者，甚至還可以說出多種語言。

人工智慧強大的功能已經開始輔佐醫生診斷疾病症狀、農民開始依照人工智慧來

更有效地種植作物；此外，科學家也開始運用人工智慧來尋找讓地球永續的方法。

在教育上，許多國家也開始推動讓學生或大眾學習人工智慧的基本概念，以及應

用人工智慧的系統來解決生活或工作中的問題(Kok et al., 2009)。 

                                                      
4 https://experiments.withgoogle.com/sketch-rnn-demo 
5 http://cognimate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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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歐美的人工智慧素養教育 

美國 

在 2016 年，美國的國家人工智慧研究與發展策略計畫提出一系列關於人工

智慧理論、方法與實務的長期投資與研究。該推動計畫涵蓋的範圍包含數據分析、

人工智慧感知、人工智慧理論限制、通用人工智慧、擴充型人工智慧、人形機器

人、人性化人工智慧以及人類賦能(泛指利用科技來增強人類在體能和感知上的機

能，如穿戴式科技)等。除了由國家領導的人工智慧推動計畫外，基層機構對於人

工智慧素養的培育亦有所舉措。例如：非營利組織 AI4ALL6，致力於提升人工智

慧教育、研究、開發與政策的推動。該組織特別關注教育資源分配不利的學生，

期望他們能成為下一代人工智慧的領導者。它為高中生提供暑期課程和線上開放

學習，同時與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波士頓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

普林斯頓大學和西蒙弗雷澤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合作。他們的計畫推動模式，是

由各專家學者與學生組成不同種的特殊興趣小組，專注於特定領域進行探討。例

如使用機器學習預測和治療精神疾病患者的情緒、飲食和人格障礙、運用卷積神

經網絡來分析 MRI 圖像以協助醫療人員診斷阿茲海默症以及利用公開的印度

水質數據來預測水質狀況與降低疾病爆發。截至 2020 年 12 月，AI4ALL 這個計

畫影響了全美 50 大洲和世界各地共 12,300 人。 

又例如 David E. Williams 中學在 2018 年創立了蒙圖學區7，是美國首個公立

人工智慧學院，為學生提供多種探索與體驗人工智慧的機會。學生在學院中學習

各種人工智慧相關的課程內容，包含數據素養、自主機器人、虛擬助手、人工智

慧作曲以及 STEM 探究技能等。除了技術型課程外，該學院同時訓練學生思考，

包含人工智慧倫理、射月思考(Moonshot Thinking，泛指不太可能實現的項目)以

及職涯發展等。該校更與卡內基梅隆大學合作，讓學生用 Cozmo 機器人親身體驗

人工智慧的視覺演算、路徑規劃以及語音辨識等功能。此外，他們亦透過卡內基

梅隆大學 CREATE 實驗室所提供的數據庫，練習資料處理與運算。 

而除了成立學院外，人工智慧促進協會  (AAAI) 和電腦科學教師協會 

(CSTA)聯合發起的美國 AI4K12 計劃，他們持續提供人工智慧相關的教學資源，

幫助教師在課堂中與學生介紹人工智慧8。教學資源中，除了常見的書籍與報告外，

更提供兒童讀物、競賽、課程互動式資源、實際演示內容及線上課程等。 

歐盟 

歐盟在 2020 年初公布了「人工智慧白皮書-歐洲實現卓越與信任的方法」白

皮書，推動重點中納入了人工智慧的教育 (Eguchi et al., 2021; European 

                                                      
6 https://ai-4-all.org/ 
7 https://www.montourschools.com/ 
8 https://ai4k12.org/resources/list-of-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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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2020)。該白皮書建議各政府更新數位教育的推動計畫，以提高各級

教育中學生對人工智慧的認識，使人民能了解人工智慧，以及運用人工智慧進行

數據決策的重要性。其中，歐盟建議各國一流大學與高等教育機構招募優秀教授

或科學家，提供人工智慧碩士課程(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在芬蘭，赫爾辛基大學與 Reaktor 線上教育公司共同推廣免費線上 AI 課程，

名為 Element of AI9，如圖 4. 5 所示。課程無償提供大眾學習，期望透過公開平台

盡可能讓更多民眾學習何謂人工智慧，以及人工智慧可提供的創新服務與應用。

這個平台的內容，能教導民眾學習人工智慧的基本知識及應用人工智慧的能力，

包含人工智慧技術的解說及測驗。 

 

圖 4. 5、歐盟的 Element of AI 線上學習平臺 

歐洲除了致力於推動民眾對人工智慧的認識外，更應用人工智慧來改善社會

的問題。例如，德國為了使二戰以來因戰爭受害的人民可以快速融入德國社會，

正在進行一個為期三年計畫；他們發展可編程機器人"Nao"來教導 4-5 歲的難民兒

童簡單的語言及溝通技能，如圖 4. 6 所示。由實際的應用成果發現，透過機器人

提供的個人化與互動式的學習機會，可以加快難民兒童在語言方面的學習成效，

並加深對德國文化的認識，以便更順利地融入德國社會。 

 

                                                      
9 https://www.elementsof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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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dw.com/en/in-germany-robots-will-teach-refugee-children-the-language/a-

18935859 

圖 4. 6、運用 Nao 機器人進行社會教育 

(二) 亞洲地區的人工智慧素養教育 

新加坡 

2017 年起，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簡稱 NRF）

宣布將專注於發展人工智慧科學以及其帶來的經濟潛力。為此，NRF 啟動了新加

坡國立大學的 AISG (AI Singapore) 計畫10；期望透過投資人工智慧的研究、技術

應用、創新研發以及人工智慧素養來實現目標。AISG 計畫提供給教師與學生相

關人工智慧訓練與學習機會，包含 AI for Kids (AI4K)與 AI Bootcamp。AI4K 是提

供給學校教師或家長接受人工智慧相關教育訓練，經訓練核可後，將授予教師或

家長認證證書。獲得認證之教師，可在 AI Boot camp 擔任講師，協助培訓小學生。

AI Boot camp 培養學生對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的興趣，並教授學生使用目前盛行

的機器學習工具，如 Scratch 和 Microsoft Azure 的服務。 

除了實體的營隊外，AISG 計畫更提供自主學習平臺11，讓民眾可以按照自己

的進度學習，如圖 4. 7 所示。該平臺提供相關的課程以及社群，民眾能與 AI 工

程師們分享他們的經驗。不同層級的課程除了依照年齡層與專業程度分類外，更

定期更新教材的狀態，使民眾能快速獲得人工智慧的最新資訊。當民眾於平臺中

完成學習時，將獲得企業認可之人工智慧證書。 

 

                                                      
10 https://aisingapore.org/ 
11 https://learn.aisingapo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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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新加坡 AISG 的人工智慧自學平臺 

 

中國 

自 2017 年以來，中國先後發布了許多人工智慧教育的計畫。最著名的是從

2017 年 7 月由國務院推動了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計畫，呼籲各教育階層皆須實施

人工智慧培訓教育。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亦推動「雙一流大學」，鼓勵 211 與 985

計畫中的大學開始推動，並往世界一流大學邁進。自 2017 年起，中國政府持續推

動數種與 AI 教育有關的計畫，例如擴大 AI 在教育上的應用層面以及高中以下學

制實施 AI 相關的課程，並致力於在 2020 年發展數種 AI 教科書以及成立 AI 研究

中心。 

中國政府正積極將人工智慧教育融入高中以下的教學課程裡，其內容主要包

含入門的程式編寫課程以及成立機器人、無人機以及 3D 列印等實驗工作室。除

此之外，地方政府也開始獎勵課程研發與推動優秀學校；至 2018 年起，教育部開

始授權高中教授人工智慧相關課程。在大學端，中國政府投入相當多的心力來培

育人才與成立人工智慧實驗室；在人工智慧實驗室的發展上，除了有 34 所大學

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外，與政府有密切合作的國防七子大學(Seven Sons of National 

Defence)，包含：西北工業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北京航空航

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南京理工大學以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分別協助中國國

防研究、工業發展與軍民合作等相關人工智慧研究。這些實驗室發展的定位，與

其他大學課程專業有所不同；實驗室的異質性更為明顯，從自然語言處理、機器

人、醫學影像、智慧綠化到無人機等皆有。實驗室除了針對特定議題進行研究外，

他們也會支援大學與研究生的培訓。 

除了人工智慧實驗室的興建外，這幾年間，AI 相關教學已躍身成中國大專院

校最多的專業課程。自 2019 年開始，中國政府陸陸續續批准大學成立人工智慧

相關科系；截至 2021 年 3 月止，中國共有 345 所大學成立相關科系或學程，有

84 個智慧工業相關的科系、62 個與數據科學、大數據分析相關的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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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韓國正在積極執行人工智慧教育相關計劃並提供大量資金，以更新和推出包

含相關的 K-12 公立學校課程。韓國教育部於 2020 年 11 月發布了人工智慧時

代的教育政策方向和核心任務，並規劃了未來四年在 K-12 學校逐步引入人工智

慧學科的計劃；新課程包括編程、人工智慧基本原理、人工智慧應用和人工智慧

倫理。 

在韓國國民小學人工智慧教育的目標培育孩童基本的人工智慧素養。為此，

韓國教育部培訓了 5000 名人工智慧專長教師；並開發適用於小學課程之人工智

慧教科書，提供教學案例讓老師將人工智慧應用到電腦科學課程以及其他課程。

一個著名且由教育部開發的課程，是基於人工智慧的數學學習平臺，名為：

"Knock! Math Expedition"。該平臺能分析學生在學習後的數學測驗結果，並推薦

合適的學習內容給學生進行進階學習，如圖 4. 8 所示。目前開課程已經落實於五

所公立小學，並逐步推廣至 34 所韓國小學。 

 

圖 4. 8、韓國的 Knock! Math Expedition 的人工智慧數學學習平臺 

 

在國民中學，韓國的人工智慧課程重視於培育基本的人工智慧素養。目

前，韓國已經制定了 34 小時的人工智慧教育課程，課程目標如表 4. 2 所示。雖

然，韓國教育單位有提供課程規畫，但他們仍鼓勵學校可從中選擇適當的活動

或研發創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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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韓國人工智慧中學課程目標規劃 

領域 概念 內容 

資訊文化 資訊社會  資訊社會與職業的特點 

 資訊倫理  個資保護與資訊使用權利 

 網路道德倫理 

數據與資訊 數據與資訊的表示法  數據的類型與表示方法 

 數據與資訊的分析方法  數據的蒐集方法 

 數據的結構 

問題解決與程

式撰寫 

概念抽象化  問題的理解 

 核心元素的萃取 

 演算法  演算法的學習 

 演算法的表現 

 程式撰寫  輸入與輸出 

 變數與運算符號 

 結構控制 

 程式應用 

運算系統 運算系統的運作原理  運算系統的結構與操作原則 

 物理計算  具傳感器的程式運算方法 

 

在高級中學，韓國教育部則鼓勵學校提供深度學習的機會，讓學生能掌握人

工智慧的原理與技術，並與其他學科結合來應用。因此，由韓國政府推動人工智

慧教育政策得知，國民小學階段是屬於認識與應用人工智慧開始，是培養民眾具

備人工智慧素養的重要階段；透過讓學生與 AI 機器人互動以及了解人工智慧的

運算原理，知道人工智慧如何在生活中利用。在國民中學階段，以強調培育學生

學習人工智慧與使用人工智慧為主；此階段的學習，主要是連結國民小學以及高

級中學的人工智慧教育。此階段，強調培育學生自學，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與開發

適用於生活中的人工智慧。到了高級中學階段，核心重點在培育國內人工智慧人

才；藉由人工智慧課程與其他學科整合，讓學生為特定領域注入人工智慧的心血，

以培養學生解決問題(例如：運用人工智慧解決環境的問題，需透過科學學科的資

料蒐集、分析與判斷等知能，並結合人工智慧的運算與預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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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韓國教育部各教育層級之人工智慧教育目標 

 

(三) 人工智慧教育分流的重要性 

在每個學習階段，由於學生的心智成熟度及知識水準不同，所能夠接受的知

識內容也不相同；因此，在進行人工智慧教育時，應考慮分流教育的概念。而這

個議題，其實在目前臺灣中小學的資訊素養的規劃中已經納入考慮了。此外，人

工智慧也是資訊科技的一部分；因此，在規劃臺灣中小學人工智慧素養的大綱時，

比較有效的方式，是依循現有資訊教育課綱及推動模式，再納入人工智慧素養的

學習重點。換言之，要規劃中小學人工智慧素養的架構及推動模式，就要先瞭解

目前中小學資訊素養的規劃內容。 

 

四、 台灣中小學資訊素養的規劃與實施現況 

(一) 臺灣資訊教育的核心目標 

近幾年來，數位學習已植入教學現場；與過去相比，學生有更多的機會透過

科技來進行學習。例如，他們會運用網路蒐集資料、透過社交軟體與同儕討論作

業以及運用數位工具來組織知識。尤其，越往高等教育，學生透過網路來完成學

習任務的機會越來越多。學生運用科技解決問題與完成任務的能力，與目前諸多

國家的重要發展政策有關；例如：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與智慧化城市等。

例如，德國嘗試利用資通訊技術與數據分析檔，將工廠智慧化以優化國內產品的

製造方法；美國也推動相似的國家政策，強調運用資訊科技與網路通訊等，創造

新的國家網路與雲端服務技術。也因此，如何孕育學生使用資訊科技並培養資訊

素養，使他們能掌握、分析與運用資訊科技，已是目前教育推動的重要政策之一。 

目前，培養學生資訊能力或資訊素養的方法，從以教師為中心的授課轉變為

讓學生與他人互動，教師則扮演協助學生應用與實踐所學的角色。因此，在目前

臺灣的資訊教育課程的培育中，強調動手實作的重要性。期望透過動手實作的過

國民小學

認識人工智慧

使用人工智慧

(如:語音辨識)

了解大數據與人

工智慧的運算原

理

製作AI機器人

國民中學

學習人工智慧

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

培養學生使用人

工智慧工具

高級中學

開發人工智慧

強化人工智慧素

養與學科的整合

培養學生合作與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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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讓學生發現問題，接著運用採索、批判思考、運算思維、解決問題等高層次

思考能力來解決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先進國家除了設有資訊教育領域外，更鼓

勵學生運用科學、工程、數學與設計等學科領域知識，來強化學科間知識的連結；

即培養學生動手做與跨學科知識整合運用能力。這除了也是目前臺灣資訊教育政

策推動的重心外，亦是目前國家重要發展領域的核心能力。依據前述的資訊教育

目標，教育部制定對應的課程目標如下： 

1. 協助學生習得資訊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2. 培養學生正確使用資訊科技的觀念、態度與習慣 

3. 鼓勵學生善用資訊科技能力進行內容創造、設計、批判、邏輯等思考 

4. 引導學生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5. 教導學生資訊科技產業的未來發展趨勢 

6. 啟發學生資訊科技相關研究的興趣 

7. 引導學生了解資訊科技對個人、環境與社會等的影響，並能反省相關倫理議題 

(二) 臺灣各級學校資訊素養課程規劃 

在臺灣，由教育部發布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中，資訊教育於國小階段並

未限制領域課程，可由各縣市針對培育目標進行課程規劃。在國民中學階段，學

生平均每週有一節資訊科技課程；在高中，則每週有兩節課的必修資訊科技課程。 

資訊教育在臺灣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已有實施的經驗與基礎；因此，在課程綱

要中，教育部鼓勵各縣市在發展課程時，採用議題融入各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

課程中實施。在教學理念方面，則鼓勵各縣市著重學習整合、問題解決、生活連

結及統整性的探究與實作。同時，在規劃課程時，為促進學生的學習興趣，應重

視發展動手實作課程，並以培養核心素養為目標。國民小學教育階段的學習重點

著重在體驗、探索、實作等面向；在該學習階段內，各縣市與學校可視課程的特

性，彈性組合以發展部定或校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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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國民小學資訊教育課程發展之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 說明 

演算法 簡單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以圖表或語言，描述日常生活或課業問題的簡單解

決步驟。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以結構化的圖表（如心智圖或流程圖等）呈現問題

解決的程序，並能使他人可以理解。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工具的介紹與體驗。 圖像式程式設計工具的操作介紹，及利用程式執行

輸出、輸入、運算等簡易的工作。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圖像式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功能及操作，如利用控

制板連結程式與物件。 

系統平台 常見網路設備、行動裝置及系

統平臺之功能 體驗。 

各式軟硬體、系統平臺、網路設備、 與行動裝置

的簡易功能，如瀏覽器、 電腦、行動載具、通訊

和電子郵件軟體等。 

常見網路設備、行動裝置及系

統平臺之功能 應用。 

各式資訊工具的操作，進而應用於學習與生活上，

或完成數位作品。 

資料表示、

處 理 與 分

析 

常見的數位資料儲存方法。 文字、圖片、影像、聲音數位檔案的種類、儲存裝

置及其儲存方法。 

常見的數位資料類型與儲存

架構。 

數位資料類型轉檔方式，透過各種檔案格式進行資

料的轉換與處理。 

系統化數位資料管理方法的

簡介。 

數位檔案之儲存、複製、刪除及管理， 包含命名、

分類、查找的規則等。 

系統化數位資料管理方法。 系統化建構個人化數位資料管理的方式。 

資 訊 科 技

應用 

資料處理軟體的基本操作。 資料處理軟體的介紹與功能體驗，如 文書、繪圖、

影像、音訊、簡報及其他軟體。 

資料處理軟體的應用。 應用資料處理軟體以陳述事件、表達概念及有效溝

通。 

網路服務工具的基本操作。 網路服務工具的介紹與功能體驗，如瀏覽器、搜尋

引擎、網路通訊軟體、 雲端服務平臺及其他工具。 

網路服務工具的應用。 應用網路服務工具以解決問題、溝通互動及合作共

創。 

數位學習網站與資源的體驗。 常見學習網站與相關資源的體驗。 

數位學習網站與資源的使用。 使用適合的數位學習網路資源，解決日常生活及課

業上的問題。 

資 訊 科 技

與 人 類 社

會 

健康數位習慣的介紹。 適切使用科技產品的時機、時間規劃、姿勢習慣等。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正確使用科技產品的方法、行為習慣，並避免網路

沉迷、網路霸凌等。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的介

紹。 

媒體識讀、網路禮儀、網路著作權等。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的理

解與應用。 

媒體識讀、網路禮儀、網路著作權與合理使用範圍

等。 

資訊安全的基本概念。 資訊安全概念的介紹，如網路病毒防治、智慧財產

權、個人資料保護、網路詐騙等。 

資訊安全與生活的關係。 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智慧財產權與法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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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國高中資訊科技課程培育重點以運算思維為主軸，期望透過電腦

科學相關知能的學習，培養學生邏輯思考、系統化思考等運算思維。同時，課程

綱要中，強調鼓勵藉由引導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設計與實作，增進其運算思維、

解決問題、團隊合作與創新思考能力；同時，也重視使用資訊科技的正確態度。

因此，教師應鼓勵學生透過系統平台規劃了解電腦運算的運作原理，並透過資料

處理與分析了解電腦運算方法；同時，藉由實作課程，培養學生正向使用資訊科

技的態度。 

 

表 4. 4、國高中資訊科技課程規劃表 

 國中階段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演算法 演算法基本概念。 

陣列資料結構的概念與應用。 

基本演算法的介紹。 

重要資料結構的概念與應用。 

重要演算法的概念與應用。 

演算法效能分析。 

程式設計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能及應用。 

結構化程式設計。 

陣列程式設計實作。 

模組化程式設計的概念。 

模組化程式設計與問題解決實作。 

文字式程式設計概念與實作。 

陣列資料結構的程式設計實作。 

重要演算法的程式設計實作。 

系統平台 系統平台重要發展與演進。 

系統平台之組成架構與基本運作原理。 

網路技術的概念與介紹。 

網路服務的概念與介紹。 

系統平台之運作原理。 

系統平台之未來發展趨勢。 

資料表示、

處理與分析 

資料數位化之原理與方法。 

數位資料的表示方法。 

資料處理概念與方法。 

巨量資料的概念。 

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的基本概

念。 

資訊科技應

用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數位合作共創的概念與工具使

用。 

資訊科技與

人類社會 

個人資料保護。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 

資訊安全。 

媒體與資訊科技相關社會議題。 

資訊倫理與法律。 

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響。 

常見資訊產業的特性與種類。 

資訊科技的合理使用原則。 

個人資料的保護。 

資訊科技對人與社會的影響與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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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則邁入電腦科學探索，以幫助學生了解電腦科學的原

理，並進一步做跨學科整合應用。在課程內容方面，高中的內容大多為國中階段

內容之延伸，但更強調運算原理與方法的理解與實作，以進一步培養學生整合應

用能力。因此，在高中課程中，課程內容會更加強與運算理論有關的演算法與程

式設計主題，並深化學生關於系統平台與資料科學的概念與方法，以更全面培養

學生更全面的問題解決能力。 

(三) 臺灣資訊教育課程的實施現況 

資訊教育與資訊素養是資訊社會下重要教育議題。國內外皆透過制訂資訊素

養指標與課程綱要來落實學生資訊素養的培養。在國內，從國民小學至高級中等

學校教師經專業職前教師訓練後，能在教學現場充分發揮專業並設計蘊含資訊素

養理念的教學活動。例如，在國民小學課堂中，教師能依循課程綱要，設計資訊

與技術整合之課程。例如讓學生進行機器人控制程式的編寫，由實作中學習程式

設計的概念，如圖 4. 10 所示。同時，教師也嘗試讓學生瞭解同儕互動與分享經驗

的精神，引導學生在活動中互相協助與欣賞他人的作品。 

 

 
照片取自精忠國小機器人社 Facebook 粉絲專頁 

圖 4. 10、精忠國小機器人社活動照片 

 

在國民中學與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採用實作方式進行教學及評量。臺北第一

女子高級中學長期經營的 FRC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 機器人社團是一個

經典的案例；該校召集資訊科學教師以及物理科學教師，以協助學生參加 FIRST

機器人競賽為最終目標。FIRST 機器人競賽規則是要求參賽隊伍製作重達 54kg 大

型機器人，並操作機器人以完成大會指定項目(例如：將球投進目標物、將飛盤飛

入目標區、機器人在欄杆上懸掛或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等) 。為達到目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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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運用物理知識來製作機器人，更需諮詢大專院校電子電機專長教授，以確保機

器人的電路與機構得正常運作。而機器人成功與否的核心關鍵，則在於一個附有

強大邏輯運算的系統，該系統能讓機器人即時偵測現場狀況，進行行為判斷與決

策。 

 
照片取自北一機器人研究社 

圖 4. 11、北一女中 FRC 機器人社團  

 

除了北一女中外，臺灣亦有許多跨科整合的課程正朝實作邁進；例如光華高

工室內設計科的教師讓學生在學習既定的製圖設計與電腦製圖基礎課程之後，嘗

試練習撰寫程式，運用物聯網規劃智慧居家設計，包括偵測溫度與時間以控制窗

簾開關程度及偵測室內外空氣品質與溫度差以調整通風系統等，來實現自己的智

慧空間設計。 

 
照片取自臺中市光華高工室內空間設計科網站與隨意窩 

圖 4. 12、光華高工室內設計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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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透過產學合作，有些企業將較成熟的人工智慧產品導入校園，讓有足

夠程式能力的學生開始學習運用人工智慧來製作產品。例如微軟的 Azure AI 人工

智慧課程計畫邀請臺灣數所高中教師在資訊課程中導入人工智慧相關課程。在該

計畫中，由微軟提供人工智慧的開發平台，並提供教師培訓課程，讓教師具備充

足的開發能力；再由受培訓之教師在校教導學生設計人工智慧產品，例如口罩配

戴辨識、垃圾回收辨識，以及根據鐵達尼號乘客所在位置預測乘客存活機率等。

藉由讓學生實際操作，除了能讓他們開發自己有興趣的產品外，更進一步認識機

器學習與類神經網路如何搭配大量的資料進行運算。 

 

 
照片取自微軟 Azure AI 人工智慧課程計畫 

圖 4. 13、Microsoft Azure 於高中教育推廣成果 

 

五、 臺灣中小學人工智慧素養的實施藍圖 

基於目前臺灣中小學的資訊教育架構，並參考國際人工智慧素養教育的推動

模式，本節嘗試針對臺灣未來中小學人工智慧素養教育提出藍圖。 

(一) 整合人工智慧素養與資訊素養的構思 

由於資訊教育在臺灣中小學已經實施多年，具有結構完整的課程及師資；因

此，在規劃中小學人工智慧素養時，建議依循原有的架構來進行融合。表 4. 5 為

針對小學人工智慧素養的建議內容。這個架構是以原來的資訊素養教育的內容為

藍本，在部分內容中加入對人工智慧素養融入方式的描述。以小學階段而言，在

演算法、程式設計、資料表示、處理與分析部分，不宜強調人工智慧；相對地，

在系統及平台的應用及體驗方面，可以讓學生嘗試瞭解及體驗人工智慧的設備、

裝置及或系統平台的功能過去使用的資訊科技有何不同，多了什麼樣的功能。 

另外，在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面向，則可以加入對人工智慧未來可能造成的

社會影響進行初步的討論；在這個年齡階段，還是以人工智慧提供的新興服務及

對人類的益處為主要討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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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小學人工智慧素養的建議內容 

 學習內容 說明 人工智慧素養的融入 

演算法 

簡單的問題解決

表示方法。 

以圖表或語言，描述日常生活

或課業問題的簡單解決步驟。 

 

結構化的問題解

決表示方法。 

以結構化的圖表（如心智圖或

流程圖等）呈現問題解決的程

序，並能使他人可以理解。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工具的

介紹與體驗。 

圖像式程式設計工具的操作

介紹，及利用程式執行輸出、

輸入、運算等簡易的工作。 

 

程式設計工具的

基本應用。 

圖像式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

功能及操作，如利用控制板連

結程式與物件。 

 

系統平台 

常見網路設備、行

動裝置及系統平

臺之功能體驗。 

各式軟硬體、系統平臺、網路

設備、 與行動裝置的簡易功

能，如瀏覽器、 電腦、行動載

具、通訊和電子郵件軟體等。 

瞭解及體驗人工智慧

的設備、裝置及或系

統平台的功能 

常見網路設備、行

動裝置及系統平

臺之功能應用。 

各式資訊工具的操作，進而應

用於學習與生活上，或完成數

位作品。 

 

資料表

示 、處

理與分析 

常見的數位資料

儲存方法。 

文字、圖片、影像、聲音數位

檔案的種類、儲存裝置及其儲

存方法。 

 

常見的數位資料

類型與儲存架構。 

數位資料類型轉檔方式，透過

各種檔案格式進行資料的轉

換與處理。 

 

系統化數位資料

管理方法的簡介。 

數位檔案之儲存、複製、刪除

及管理， 包含命名、分類、查

找的規則等。 

 

系統化數位資料

管理方法。 

系統化建構個人化數位資料

管理的方式。 

 

資訊科技

應用 

資料處理軟體的

基本操作。 

資料處理軟體的介紹與功能

體驗，如 文書、繪圖、影像、

音訊、簡報及其他軟體。 

瞭解及體驗人工智慧

的系統或 app，例如影

像識別、語音識別、自

動翻譯等應用程式 

資料處理軟體的

應用。 

應用資料處理軟體以陳述事

件、表達概念及有效溝通。 

 

網路服務工具的

基本操作。 

網路服務工具的介紹與功能

體驗，如瀏覽器、搜尋引擎、

網路通訊軟體、 雲端服務平

臺及其他工具。 

 

網路服務工具的

應用。 

應用網路服務工具以解決問

題、溝通互動及合作共創。 

學習搜尋有用的人工

智慧的系統或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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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說明 人工智慧素養的融入 

數位學習網站與

資源的體驗。 

常見學習網站與相關資源的

體驗。 

 

數位學習網站與

資源的使用。 

使用適合的數位學習網路資

源，解決日常生活及課業上的

問題。 

探討人工智慧如何解

決生活及課業的問題 

資訊科技

與人類社

會 

健康數位習慣的

介紹。 

適切使用科技產品的時機、時

間規劃、姿勢習慣等。 

 

健康數位習慣的

實踐。 

正確使用科技產品的方法、行

為習慣，並避免網路沉迷、網

路霸凌等。 

瞭解人工智慧未來可

能造成的社會影響：

人工智慧提供的新興

服務及對人類的益處 

資訊科技合理使

用原則的介紹。 

媒體識讀、網路禮儀、網路著

作權等。 

 

資訊科技合理使

用原則的理解與

應用。 

媒體識讀、網路禮儀、網路著

作權與合理使用範圍等。 

 

資訊安全的基本

概念。 

資訊安全概念的介紹，如網路

病毒防治、智慧財產權、個人

資料保護、網路詐騙等。 

 

資訊安全與生活

的關係。 

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智慧財

產權與法律等。 

 

 

在國高中方面，資訊科技課程開始著重在運算思維，亦即培養學生邏輯及問

題解決能力，尤其是在演算法、程式設計與實作方面。因此，在人工智慧素養的

導入方面，宜搭配既有的規劃內容，將演算法及程式設計部分透過人工智慧專用

的電腦語言（例如 Python、R 或 Julia 語言）進行教學。另外，在系統平台、資

料表示、處理與分析、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等面向，則在相對應

的內容中增加人工智慧技術的內容，如表 4.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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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國高中人工智慧素養課程規劃表 (以 Python 為例) 

 國中階段建議新增內容 高級中等階段建議新增內容 

演算法 人工智慧演算法的基本概念。 人工智慧演算法的概念與應用。 

程式設計  Python 語言基本概念、功能及應用。 

系統平台 

人工智慧系統重要發展與演

進。 

人工智慧系統之組成架構與基

本運作原理。 

人工智慧系統之運作原理。 

人工智慧系統之未來發展趨勢（例如自

動車、機器人）。 

資料表

示、處理

與分析 

 （原資訊課程已規劃：巨量資料的概

念）。 

（原資訊課程已規劃：資料探勘與機器

學習的基本概念）。 

資訊科技

應用 

人工智慧工具的應用與操作。 人工智慧小組專題活動（例如在 STEM

專題中應用人工智慧來解決問題）。 

資訊科技

與人類社

會 

人工智慧科技合理使用原則。 

人工智慧科技相關社會議題。 

人工智慧科技相關的倫理與法

律。 

人工智慧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

響（包括正面及負面的議題）。 

常見人工智慧科技產業的特性

與種類。 

人工智慧科技與個人資料的保護。 

人工智慧科技對人與社會的影響與衝

擊。 

 

(二) 臺灣中小學推動人工智慧素養的架構與實施流程 

依據現有的中小學資訊素養架構，並參考國際對於人工智慧素養的作法，本

章提出臺灣中小學人工智慧素養教育目標藍圖，如圖 4. 14 所示。這個架構依照

國小、國中及高中職進行分類；每一類的第一層與資訊素養的結構是相同的類別，

第二層以後則是要在現有資訊素養課程中依序加入的人工智慧素養內容。整體來

看，小學階段還是以基本概念及簡單的應用為主；國中階段則開始有基本的人工

智慧原理、演算概念及較多的應用及操作；高中職階段則開始學習基礎的人工智

慧程式語言，並探討較為深入的社會議題，以及開始運用人工智慧在專題及生活

問題解決。這個架構與歐美及亞洲各國推動人工智慧素養的各階層的教育目標相

當吻合。 

  



第四章 中小學人工智慧素養的教與學：基於現階段資訊素養發展的觀點 

57 
 

 

圖 4. 14、臺灣中小學人工智慧素養教育目標藍圖  

中
小
學
人
工
智
慧
素
養

國民小學

系統平台
瞭解及體驗人工智慧的設備、裝

置及或系統平台的功能

資訊科技應用
瞭解及體驗人工智慧的系統或app，例如影像

識別、語音識別、自動翻譯等應用程式

學習搜尋有用的人工智

慧的系統或app

探討人工智慧如何解決

生活及課業的問題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
瞭解人工智慧未來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人工智

慧提供的新興服務及對人類的益處

國民中學

演算法
人工智慧演算法的基本

概念

系統平台
人工智慧系統重要發展

與演進

人工智慧系統之組成架

構與基本運作原理

資訊科技應用
人工智慧工具的應用與

操作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
人工智慧科技合理使用

原則

人工智慧科技相關社會

議題

人工智慧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響

（包括正面及負面的議題）

人工智慧科技相關的倫

理與法律

常見人工智慧科技產業

的特性與種類

高中職

演算法
人工智慧演算法的概念

與應用

程式設計
Python語言基本概

念、功能及應用

系統平台
人工智慧系統之運作原

理
人工智慧系統之未來發展趨勢（例如自動車、機器人）

資料表示、處理與分析 原資訊課程已規劃：巨量資料的概念 原資訊課程已規劃：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的基本概念

資訊科技應用 人工智慧小組專題活動（例如在STEM專題中應用人工智慧來解決問題）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
人工智慧科技與個人資

料的保護

人工智慧科技對人與社

會的影響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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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為了能夠順利推動這樣的構思，建議臺灣的教育當局除了修改課綱要，

亦能夠透過長期的推動計畫，由點到線及面的方式，進行推廣、評量及反思，以

提昇國民的人工智慧素養。推動人工智慧素養的計畫執行方式可參考現有的教育

部大型推動計畫，例如中小學及高中職的行動學習與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計畫架

構。在這類的計畫中，強調經由計畫團隊規劃的培訓課程及輔導教授的引導，協

助參與的中小學示範學校提昇教學的品質；同時，透過示範學校舉辦的教學觀摩

及經驗分享，逐漸擴大各區域的參與學校數。 

以過去的教育部推動計畫為例，其推動流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準備及輔導

階段、實施與回饋階段以及成果展示階段，如圖 4. 15 所示。在準備與輔導階段，

計畫團隊將持續維護與推廣過去的工作項目，例如甄選高中職推動學校，選拔有

意願推動以及接受輔導之學校，說明其推動模式以及應配合之事項。另一方面，

計畫團隊須成立輔導顧問團隊並辦理共識與培訓活動，透過該活動教導教師如何

使用科技及相關資源。 

在實施與回饋階段，計畫團隊須隨時注意各校的教學之狀況，並安排座談會

議與定期教學訪視以彙整各學校之實施狀況。同時，視計畫時程安排與需求，定

期辦理輔導顧問團隊經驗交流分享會議等相關會議，針對教師行動學習實施狀況

進行討論與經驗分享。為鼓勵學校朝向區域型示範學校或國際型示範學校前進，

計畫團隊安排國際經驗分享交流會議，陪同有意願進行國際推廣之教師進行交流

與分享，了解國際推廣狀況。 

在每學期末，計畫團隊將辦理成果發表或者展示會議，提供學校更多討論以

及交流的機會。另一方面，計畫團隊將持續辦理優良學校選拔以及傑出教師選拔

活動。在優良學校選拔部分，計畫團隊針對學校的實施成效及教師團隊運作模式

進行評比，選拔優良的學校團隊做為模範。另外，針對表現傑出的教師，計畫團

隊透過對教師的教案規劃及教學活動實施成效的評量，選拔表現傑出的教師並予

以表揚，以作為其他教師之觀摩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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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5、推動計畫的實施流程 

 

六、 具體建議 

針對上述人工智慧的藍圖，本章針對政府單位、教學單位與家庭教育三個面

向提供建議如下： 

(一) 政府單位 

 搭配各學制現有之資訊素養架構，規劃人工智慧素養課程指標 

 建立人工智慧素養課程之教師培訓機制建議並提供示範教案 

 規劃人工智慧課程教材與學習平台 

建議政府單位依據現有的資訊素養大綱，加入或修改部分內容，以達到培養

人工智慧素養的目的；同時，邀請具有相關專長的學術界與產業界專家，共同建

立相關教材與示範教案，以培訓師資。此外，透過線上平台來推廣人工智慧素養，

或進行師資培訓及認證，亦是未來可考慮的推動方向。 

(二) 教學單位 

 配合教育政策，定期辦理人工智慧素養的相關推廣及教師培訓活動 

 成立教師社群，並鼓勵教師參與人工智慧素養的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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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人工智慧素養優良教師選拔，並分享其教學經驗及教案設計 

除了建議現有的資訊教師組成教學社群，學校可組織跨學科教師社群，共同

發展校內人工智慧應用的特色課程。這個策略除了鼓勵其他教師參與並了解人工

智慧外，更能讓學生了解人工智慧與各課程與生活皆息息相關。除了教學實施外，

學校更應鼓勵與選拔具有教學熱忱與應用成果豐碩的教師進行分享，使教師及學

生能夠能夠透過各學科教與學的過程，增進人工智慧的應用能力。 

(三) 家庭教育 

 透過宣導影片及科普教育的形式，協助家長瞭解並參與人工智慧的家庭教

育行列 

 宣導人工智慧素養的重要性及價值，以及正確的科技應用倫理，以協助家

長引導孩童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除了學校，家庭是培養學生正確知識與價值觀的場所。因此，把人工智慧素

養列為科普教育的一環是相當重要的；除了讓家長能瞭解相關的教育政策及目標，

更能讓家長參與孩童人工智慧素養的培育。藉由親子共讀，孩童能更了解人工智

慧在家庭與生活中的應用；家長也能跟孩童分享與教導面對人工智慧與科技化生

活的態度。 

 

七、 結論與展望 

由過去臺灣資訊素養的推動基礎，結合國際的推動經檢，來思考未來人工智

慧素養的推動方式，將是一個事半功倍的執行方式。同時，由過去臺灣推動資訊

素養的經驗，也可以在未來實際推動人工智慧素養進行一些改善；例如教師授課

時經常要依據課程綱要與學生的實際表現來進行調整進度及活動方式，但目前課

程規劃的架構較欠缺彈性，可能無法照顧到不同文化或背景或能力的學生。另外，

在過去資訊素養推動的模式中，較少有跨校觀摩的機會，因此教師往往只是依據

過去的個人教學經驗來進行授課，可能不利於提昇教學成效。此外，過去部分資

訊課程經是使用企業提供的套裝的設備及課程內容，學生的認知可能受到因企業

提供的內容品質影響。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很多中小學的資訊課程是以組裝及

控制機器人為主，但是機器人並非人工智慧的唯一應用；因此，如何幫助學生把

所學到的概念及技能靈活應用到不同領域來解決問題，是未來在實施人工智慧素

養課程的一個重要的目標。 

人工智慧素養教育的目的，除了幫助學生瞭解科技及應用科技的能力，亦要

兼顧各方面能力的發展，例如合作及溝通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及

創新能力。因此，除了訂定人工智慧素養的目標及內容，如何搭配各種活動設計

策略，亦是未來推動相關計畫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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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高等教育的 AI 公共化：STS 的公民科學與基礎設施觀點 

林文源1 

摘要 

AI 科技發展對當前社會有重大影響，如何儲備未來人才與轉型刻不容緩。

但 AI 教育不能限於演算法等技術，本章人文社會領域角度，尤其是 STS 觀點的

「基礎設施」與「公民科學」洞見，重新想像 AI 社會—技術系統，展望高等教育

中跨領域的 AI 教與學。從 STS 觀點打開 AI 的技術黑盒子，不只將 AI 視為個別

技術或個人能力，而是必須多方參與的科技體制。其中，系統性地在高等教育階

段培育 AI 思維與跨領域協作，更是重要議題。最後，本章由高等教育如何促成

更好的 AI 角度出發，提出教育不只是教導 AI 技能而是參與黑盒化 AI，拓展 AI

的公共性，讓 AI 教育成為公共化 AI 的場域與過程。希望有助於新世代的人才培

育。 

一、簡介 

近年第四波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2急速發展，對世界的影響

日漸擴大。除了許多實務性的技術與產業轉型外，無可避免地在就業、專業、倫

理、偏見與治理問題，也引發人文社會面關注，而這些科技連結到政治、經濟、

文化與社會轉型議題，也為科技與社會的連結帶來新型態的機會與挑戰，台灣也

不例外(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2021)。 

在高等教育階段，無論是從高教營運、學生服務、教學方法與內容等，AI 都

已產生影響且持續擴大(Services 2019, Network 2021)。這些討論都呼應 AI 只是面

對複雜教育體系發展的一種方法，而由人文社會的觀點反思，既有普遍由技術與

資本化興趣所推動的 AI 發展趨勢下，有志者不應將社會需求與教育問題化約為

AI 技術問題，反而需要積極想像 AI 科技與社會安排的可能性(林文源 2019)。由

此，在聚焦於關注高等教育的前提下，本文帶入人文社會觀點，尤其是如何以科

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STS）中對於科技體制與實

作的洞見，展望 AI 與高等教育的關係，並探索更好的 AI 的可能性。 

這有幾種可能思考面向。例如，因 AI 新技術造成的新教育不平等的新型態

數位落差議題，進而探討教育實務面如何補救或制衡，是一種「因 AI 引發的教

育議題」（education in AI）。其次是由既有教育理論與方法分析 AI，例如探討 AI

如何加強教學過程與後果，探討「由教育角度剖析 AI」（education studies of AI）。

更進一步，在各種進展下，教育研究也有機會獲益於 AI 的進展而出現新的教學

與研究方法，甚至是政策擬定，亦即「以 AI 協助推進教育」（education by AI）。

                                                      
1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 AI 應用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2 本章不是由評價性的「智慧」翻譯 AI 的 intelligence，而是著重 AI 能與不能的實然面，稱為「智能」。

同理，以下社會共善在中文脈絡帶有道德評價，因此，本章使用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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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些方式都有機會藉由教育相關視野、價值與方法，讓學習者、教學者、

管理者與政策制訂者，以及社會大眾一同驅動更好的 AI，亦即「以教育促成更好

的 AI」（education for AI）(Zawacki-Richter et al. 2019, Zhang and Aslan 2021, 

UNESCO n.d.)。 

當然，這些區分並非絕對，有各種交互作用的可能性。相較於既有討論中的

AI 多是針對個別已經完成的 AI 科技產品，或有待學習的個人化能力，本章希望

擴大視野，將 AI 科技體制與實作納入考量，展望高等教育中的 AI 協作。為了擴

大這些想像的可能性，以下，本章先介紹 STS 的「社會—技術想像」（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洞見，進而由「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與「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角度，展望 AI 與教育的關係。進一步，我們進入 AI 實作歷程，定位幾種

教育與 AI 可能性。最後，本章由高等教育如何促成更好的 AI 角度出發，亦既「AI

公共化」，提出基礎設施建議，希望有助於新世代的人才培育。謹此希望有助於

為當前 AI 與教育的供同發展提供一些思考線索。 

 

二、AI 的能與不能 

首先，要擴展教育與 AI 的可能性，我們需要以不同方式想像 AI。尤其是若

要汲取教育視野促成更好的 AI，對 AI 的「社會—技術想像」，就不能只將 AI 限

於高科技、不只是演算法與數據，也不只是產業、經濟與社會議題，而是需要更

具體定位 AI 在具體脈絡的關連與參與，甚至是對未來教育及社會樣貌的想像。 

(一) 想像AI 

根據 Sheila Jasanoff 與 Sang-Hyun Kim(2015a)提出「社會—技術想像」倡議

釐清科技發展中的特定社會—技術關係，指出各地的社會-技術想像體現於集體對

未來的期望所信奉且展現的視野中，藉由科技與社會進展而促成共享的社會生活

理解與秩序。不只是理念或流行，而是「集體、持久且能被展現的，也是屬於一

定處遇、特定文化」所共構的特定現代科學、技術與社會型態(2015b, 19)。這樣

思考方向有助於重新定位我們對既有科技帶有的刻板印象，重新釐清不同倡議者

所想像的科技為何是如此，且有哪些利害關係。而藉此，更可以進一步思考，特

定的想像中，科技屬於誰？又屬於哪些社會群體？哪些無法參與？或是被視為毫

不相關被排除科技之外？以 AI 為例，這些想像相當重要地將 AI 科技定位在社會

群體的互動與權力關係競逐間，因此，我們有機會擴大視野。 

舉例來說，坊間從兒童才藝、夏令營，各級教育學程，到職訓與高階經理講

座等「AI 學校」都展現類似想像。在其中有各種擴散 AI 的教育機構與方法(賴亭

宇 2017, AI 實戰吧 2022)。其中常見的媒體報導與企業宣傳對 AI 討論如下：首

先，是關於大企業如何運用 AI 提高生產力與獲利能力。其次，AI 已經取代許多

工作而個人工作機會將受到取代。最後，AI 做為高科技牽涉個人未來競爭力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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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往往著重各種理工科系的專業技能，而其餘人文社會（包括教育）則是相對

被動地使用或受到影響。(盧廷羲 2020, 遠見編輯部 2019, Bellissimo et al. 2019)。

這類常見說法是同一種 AI 科技—社會想像的不同版本：AI 做為少數專業與企業

所擁有的新科技力量，加強了企業與科技改變社會、產業模式與個別工作者等的

競爭。因此，個人、企業，甚至國家與社會都要儘速擁抱 AI，學習 AI 知識與技

能，取得這個力量與競爭優勢。 

(二) 教育實作中的AI 

類似想像中，既有研究也由個人權益與能力的角度關注 AI 進入教育時的影

響。AI 介入的學習可能改變教育效益與學習者權益。例如 McStay(2019)檢視教育

科技蒐集課堂反應做為 AI 訓練的介入造成公共與私人利益的衝突，提出包括方

法、法律及規範性兩層次。第一層次包括有關 AI 訓練數據的有效性和代表性的

嚴重問題：AI 介入的經濟誘因與學童的福利並不一致；挖掘兒童情感生活引發規

範性問題， 特別是所獲取的價值不能為學生帶來福祉；使用學生的情緒來訓練

AI，並用於如廣告等其他商業目，值得商榷；課堂數據有可能被用於如社會評分

等其他目的，造成非預期影響；上課氣氛有可能被破壞；且對於公共教育建置情

感 AI 應用的必要性也有待討論。簡而言之，AI 的介入反而可能夾帶其他因素而

減損教育既有的公共性。其次，是在教育場域的介入引起的額外影響。對於 AI 在

教育領域的既有應用趨勢3，Berendt 等人(2020)警告即使這些工具有潛在協助改

善學習與教學警示作用，然而，除了其中無可迴避的隱私與監視議題外，還包括

AI 訓練數據牽涉既有性別、種族與階級等偏見，而相關監控可能逐漸擴大到大

學，甚至公民權領域、長期監控對兒童身心的壓力、難以衡量學習者的動機與目

標，自我調節等對學習至關重要的因素等隱藏議題。 

最後，這也牽涉教育價值與學習者權益。Berendt 等人更警告 AI 應用暴露「學

習者的矛盾」：一方面學習帶有強制性，但另一方面，這種強制性卻影響自主性與

選擇權。因此，即使在 AI 介入的教育與數據收集可能對學習者有利的情況下，

如果選擇不是自由地知情的方式決定，也會限制學習者的自主權、選擇權和基本

人權，考慮如何平衡基本人權與數據品質和對學習者的潛在利益至關重要。然而，

不同狀況的學習者在整體數據中的代表性也引發進一步公平性問題，除了上述不

同國家的資料所發展出 AI 的異地適用性外，在選擇啟用或退出數據收集也會影

響數據品質。特定群體的學習者代表人數過多或不足，可能會使整體數據分布有

偏差。學習者可以選擇退出雖然很重要，但「選擇退出」也可能歪曲數據的代表

性，如果數據集不具代表性且存在偏見，則從數據分析得出的結論將不可靠。對

這些數據的分析可能會導致嚴重後果，例如歧視那些代表性不足的學習者，從而

加劇原先存在的劣勢。 

                                                      
3 包括許多公司發展的 Facebook for Educ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education), Google for Education 

(https://edu.google.com) and Microsoft Education (https://www.microsoft.com/en-gb/education)工具 

https://www.microsoft.com/en-gb/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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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TS的公民科學與基礎設施想像 

偏向個別科技與個人能力的 AI 有其必要考量，競爭力與權益等議題也值得

重視。但教育顯然不只如此。相較既有個體化與技能想像，若由 STS 觀點重新思

考，還有諸多值得拓展之處。STS 擅長探索被黑盒化（black-boxed）為單一科技

物或技術能力，拓展為脈絡化議題的分析方式(Latour 1987)。這些分析，如「基礎

設施」與「公民科學」洞見，有助於重新想像 AI 科技與社會的關係。如 Geoffrey 

Bowker 等人針對資訊系統發展的「基礎設施」洞見指出 

「基礎設施」一詞凸顯許多人類活動的必要配備，例如建築、道路、橋樑、鐵

路、頻道、港口、通訊網路。在磚頭、馬達、線路之外，基礎設施也包含更為

抽象的事物，例如（人類與電腦的）協定、標準與記憶等。(Bowker et al. 2010, 

97) 

從 STS 早年發展，許多奠基之作已提示基礎設施意涵，並持續提出重要命

題。首先，基礎設施設置與發展牽涉到具體的在地脈絡。如 Thomas Hughes(1983)

對近代西方歐美大城電力設施發展的比較研究，凸顯類似的硬體系統發展中，受

到不同區域文化的影響。其次，在基礎設施建置過程充滿彈性的協商、競逐與爭

議，才趨向標準化(Timmermans and Epstein 2010)。進一步，在建置後，基礎設施

平常只是背景般存在，行動者卻習焉而不察。只有在設施停擺造成問題，才凸顯

其不可或缺(Star 1991)。最後，因為平常看不見其影響力與重要性，也往往導致低

估其相關維護與實作者的隱形工作（invisible work）(Shapin 1989)。總結而言，這

些討論也凸顯基礎設施並非單一硬體，而是硬體、概念與技術，以及組織參與實

作所交織的基礎設施建置與維護，這些對不同群體的生存機會與付出造成不一致

的影響(Hanseth, Monteiro, and Hatling 1996)。4  

同理，在硬體與技術之外，公民科學的洞見有助於進一步衍伸 AI 相關的社

會與政治意涵。公民科學的討論脈絡源自早期科學界對於以科學啟蒙無知大眾的

「科普」關懷。不過在早期啟蒙科普觀點中，公民的科技知識被視為是不科學的

缺陷，因此需要擴散科學知識，以加強正確知識。這常見於以問卷與測驗瞭解科

學素養的研究中(Irwin and Wynne 1996b, Friedman, Dunwoody, and Rogers 1999, 

Wynne, McKechnie, and Michael 1990)。然而，在這種將公眾視為無知，欠缺知識

的開端後，STS 研究者進一步聚焦於當代科技風險與公眾參與的各種爭議，反思

偏向單向地想像科技的功能與影響(Bucchi and Neresini 2008)。其中，關於「公眾

科技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取徑，關注更多元知

識／認識競逐與參與的可能性(Irwin 2008)。 

                                                      
4 此部分之詳細討論請見林文源、王道維、杜文苓、李建良〈公共化 AI 的必要性〉，林文源、王道維、

杜文苓、李建良主編《公共化 AI：技術、協作與展望的基礎設施》（審查中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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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討論反思最早科學界所關注的「科普」問題，且更為注重各種公眾自主

性與觀點。將公民的理解視為在特定脈絡的結果，亦即，科技的知識是一種脈絡

化知識，而公民觀點也不只是意見或迷信，而是另一些脈絡化知識，問題在於詮

釋，甚至協調，這些種脈絡的差異(Wynne 1991, 1995, Layton, Davey, and Jenkins 

1986)。其中，研究者提出公眾的科技理解不是缺陷，大眾也是各種常民專家（lay 

expert），有其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實作忽略、仰賴信任的理解、高度

反身性等不同建構特質。也由此，公民科學成為不同參與者如何以不同知識及方

法貢獻於科學的發展，甚至結合兩者解決問題也更受到重視與討論(Irwin 2006, 

Irwin and Wynne 1996a, Jasanoff 1993, Martin 1989, Michael 1992, Wynne 1992)  

在這些新觀點中，反而是過去的科技專家知識與角色需要被重新檢視(Lin 

2009) ，尤其是科技專家如何（不）理解社會及使用者，以及這些專家、科技與

公眾脈絡的落差如何導致問題(Irwin and Wynne 1996a, Wynne, McKechnie, and 

Michael 1990, Prewitt 1982)。在這些反省中，科技的實現並非線性與單向發展，而

是在各種行動者及因素間共構（co-production）的結果，例如特定科技發展時的問

題框架如何構框（framing）、使用者如何參與科技演變等，都成為重要問題

(Oudshoorn and Pinch 2003, Oudshoorn, Rommes, and Stienstra 2004, Pinch and 

E.Bijker 1984, Akrich 1997). 尤其正視爭議過程中，各種行動者如何共同協商發展

出各種不同的行動體制(Irwin, Simmons, and Walker 1999, Bloor 2000, Irwin 2001, 

Irwin and Michael 2003, Wynne 2003, Jasanoff 2004) 

由此，結合基礎設施與公民科學角度，都指向打開科技專業與技術的黑盒子。

當前一般認為的個體化 AI 科技與個人化 AI 技術能力，也正是這樣的黑盒化結

果。藉由帶入原本看不見的脈絡與（可能）參與者，進一步脈絡化「多元行動者」

及「實作過程」的參與及競逐，本章希望展望如何打開 AI 黑盒子，以豐富 AI 科

技與社會發展。 

 

三、打開 AI 黑盒子 

這個新 AI 社會—技術想像又能提供哪些不同 AI 與教育的想像呢？尤其是如

果不把 AI 視為是國家、大企業，或少數資工科技專業的個別科技或能力，重新

納入潛在的多元行動者時，對於高等教育中的 AI 教育基礎設施與公民參與有何

啟發呢？以下藉由 AI 技術實作流程，尤其是如何形成 AI 的技術框架，以及如何

脈絡化這些框架，進一步定位這種想像帶來的可能性。 

以圖 5. 1 的監督式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的 AI 為例。5 

                                                      
5 目前有監督式、強化式（reinforcement learning）與非監督式（unsupervised learning）三種常見的機器

學習方式。在此以監督式學習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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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機器學習流程示意6 

 

首先，在由訓練資料推論目標資料關連機率為判斷基準的監督式學習中，針

對哪種需求或問題意識，希望解決哪些問題，再由 AI 技術角度定義為可解決的

問題。這是基本的問題形構基礎（problem framing），是打造 AI 的第一步。希望

解答的問題都必須由此為基礎而形構。 

其次是資料，問題形構後需要整合資料，尤其是目前常見以大數據作為 AI 學

習的基礎，必須考量資料品質、標註數量、精確程度並進行分析與處理。其中的

特徵工程（feature engineering）是由領域專家標註希望演算法學習的資料特質，

建立有用的訓練資料集，在此階段以哪種問題框架，落實為標示資料，以及這些

標示與母體資料及未來應用是否趨近，則決定 AI 的適用性。 

進一步是機器學習的演算法核心，包括建立訓練演算法模型、調教參數與評

估模型。主要是以標註資料集進行辨識訓練建立模型，再由其他未標註的資料集

測試，逐步調整參數以提升辨識準確率。其中，不同演算法的設計、程式特質或

軟硬體資源，會影響其準確率，而這些背後有不同技術生態與社群。 

最後，是 AI 詮釋與應用的制度配套，以及價值與觀點的權衡。包括佈建 AI

演算法、進行預測如何介入既有制度與價值，以及持續建立除錯與監控機制這一

般並未被視為 AI 技術的一環，但是由其社會影響考量卻是必然存在的，亦即 AI

還是必須經由佈建後，經過詮釋與應用，結合體制運作而造成社會影響。因此，

若不只是關心 AI 技術而是 AI 的影響，這些是必然需要考量的。 

 

四、公共化 AI 

由上述討論可知，若要想像更好的 AI，則 AI 就不單只是個別技術與能力的

應用，教育也不只是技術面的演算法教學。只專注 AI 技術的教育不但限縮 AI 的

                                                      
6 原圖請見 Shah（2019），本研究翻譯。以下相關學習流程介紹之詳細討論請見林文源（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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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也排除更多參與者貢獻的機會，而開拓可能性與培育多元參與及發展正

是教育所的能貢獻之處。 

進一步將上述考量帶入高等教育場域，也可以想見類似問題來自 AI 技術（問

題、數據與樣本），而有些則來自長久教育難題（評比壓力、學習者權益），而有

些更是來自 AI 與教育結合產生的新問題（如監視、制度協調）。以下，以聚焦於

教育如何促成更好 AI 的角度，將個人化的 AI 技術與能力，擴大想像 AI 做為社

會—技術系統，連結更多現實脈絡，提出一些基礎設施與多方參與的方向。本章

尤其希望著重公共化 AI 的願景。 

(一) 公共化與AI 

公共化有相當多的可能詮釋，在此，公共化呼應上述「基礎設施」與「公民

科學」為主軸的討論，主要指共同參與而建構共同資產與協作的可能性。7例如，

Berendt(2019)思考何謂共善的 AI 時，可以做為思考引導。他提出四大問題：AI 要

解決的問題為何？誰定義的問題？知識的角色為何？這些其中有哪些重要副作

用與動態關連？共善在此呼應所本章主張的公共化，只是共善可能面向與途徑相

當多，在此較為限定於制度面，並進入教育面向定位。 

第一，AI 要解決的問題為何？從公共化願景，這應該納入更多現實問題，而

非技術導向問題，而技術專家更不能是主要的問題界定者。因為現實中的 AI 面

對的都不是抽象問題，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社會與教育複雜現象。因此，在

將教育問題定義為 AI 工程問題的過程中，必須審慎定型化的技術框架假設，避

免變成由技術偏好或限制，導致技術框架無法完整看清社會問題、風險與步驟等

的多變性，忽略替代方法。這也是本章首先要提出針對 AI 教育的關鍵起點：引

入 AI 做為教育內容與方法時，不能忽略用 AI 解決什麼問題。而其中的問題如何

形構？由此審慎想像 AI 與教學的能與不能，才有助於擴大其現實連結。 

第二，誰定義的問題？朝向公共化的 AI 教育與發展，必須區分具體社會問

題與 AI 任務。建置 AI 模型需要定義明確且可獲得的數據，以設計定義明確的目

標函數，並由這些最佳化調整構成「解決方案」，這些是可以在技術教學訓練中相

當清楚定義，並且用相對單純的資料練習。但若以現實場域與議題為本，引入 AI

教育時，同時必須考量現實的複雜與技術視野的侷限。諸如法律，執法和醫療保

健問題，並非能完全仰賴單一面向解決。為了使 AI 的限制更為易見，在 AI 學習

與教育中必須明確界定「問題」和「解決方案」，例如替換為技術上較為明確且範

圍有限的術語，例如「待完成的任務」，凸顯 AI 的能與不能。由此，AI 教育在學

習任務導向的技術方案之外，必然要包含上述問題形構、（真實）資料分析、演算

法，與價值權衡及制度配套。而這些都需要瞭解或協調各方所提出的問題與需求。 

 

                                                      
7 相關完整論述與專書正在編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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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知識的角色為何？Berendt 建議極簡原則。他認為需由整體觀掌握 AI

對知識的貢獻，若 AI 相關知識不一定有益，則建議採取簡約原則：專注於手頭

上的任務並獲得和使用它所需要的知識。受到道德、法律和一般知識原則的啟發，

這是為了避免 AI 框架不自覺地化約複雜脈絡的問題而不自知，造成更多問題。

不過反過來，若從廣納各方參與出發，那麼反過來說，各種知識都可能對於現實

問題有所貢獻，而 AI 為其中之一。這在當前 AI 演算法訓練時的訓練資料集相當

需要該領域資料的專家協助分析與標註，甚至是做後續校正判斷可以看出其必要

性。至於需要哪些參與，這需要依序教育目標審慎設計。 

最後，有哪些重要副作用與動態關連？若納入各種參與者、利害關係人的問

題與需求，即開始正視 AI 的政治性。尤其是當前 AI 發展已經由仰賴專家或知識

庫，轉向仰賴大量數據的技術框架。AI 設計者應意識到，他們所設計的方法鑲嵌

於本身所處環境帶有一定脈絡，隱含不同利害後果。亦即「政治性」。因此，框架

不僅對影響問題定義、AI 處理知識的方式會進而強化框架，且框架不只存在問題

與解決方法，也作用於施行方法。這也是 AI 教育無可避免必須強調價值權衡及

制度配套的體制因素，這些更是需要熟悉各種社會制度與文化運作的人文社會領

域參與。 

總結而言，這些方向，本章定義為「公共化 AI」在此初步泛指由集體參與形

塑、帶有共同影響，且成為公共資產的過程。其具體對象可以是公共財、公共服

務、公共治理，或是社會的共感與共識基礎（例如公共論述）、場域（如公共空間），

或是制度（例如民主制度）。以 AI 這種藉由不斷累積資料並持續校正發展的技術

而言，公共化 AI 既是一種過程，可以視為動詞，是集體協作的過程：亦即以開放

的公民參與角度，由各種關係人界定問題、定義資料，以發展適合演算法。進一

步，公共化 AI 也是一種結果，是在過程中的各種狀態，可以是協調後的問題、廣

納專業參與界定的資料、整合制度現況與展望的 AI 方案等等，成為各種基礎設

施。8 

(二) 回到高教與本地立足點 

若要更為具體地將公共化 AI 定位於台灣當前高教脈絡，要如何踏出第一步

呢？高教的學生已經是公民，但當前諸多學生卻惶惶不可終日。坐擁無數知識技

能卻無法感受自己能貢獻之處。主要原因之一在於，當前高教的專業分化與課程

累積式設計是以各種套裝知識形塑其知識與技術能力為主，只有少數融合與跨界

機會。這反而造成面對更豐富的網路資訊時，反而越來越多學生產生不知為何而

學的迷惘與無力感。 

AI 教育會加重這些問題？或是提供新的轉機？面對 AI 這種快速發展、充滿

                                                      
8 此觀點獲益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辦之「公共化 AI 工作坊」場次二「公共化合作與推廣

模式」陳伶志研究員的討論。請見 https://nthuhssai.site.nthu.edu.tw/p/405-1535-219746,c1881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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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特質，需要各環節關注的技術而言，我們並不能期待在學生已經超載的知識

技能庫中再加上 AI 工具，就期待發揮作用。我們必須更具現實感地規劃高教的

AI 教與學，因此，AI 教與學的一個可能方向是，在 AI 的技術練習教與學之外，

開始練習想像如何合作，利用 AI 面對這些真實資料與問題。 

例如，一種可能的結合是在目前台灣已起步的開放資料（open data）進展、

各種公民團體的關懷與行動，以及既有各種制度（包括教育場域在內）的問題與

機會，這些都是現成的 AI 教育資源，也是 AI 建置的素材與對象。儘管目前這些

現有各種資源與線索並未被連結、AI 教育仍以技術為主，各領域專業並未參與，

各種制度層面議題也未廣泛納入 AI 發展的協作中，許多問題都不會被放入新的

技術機會中思考，遑論形成展望新的 AI 技術—社會的教育體制。 

因此，AI 的公共化也呼應大學的公共使命。尤其是大學肩負培育社會人才的

教育責任，原本就應是探索未知與可能性的場域，更應該培育能多元探索未來的

人才。為此，除了投入個人技能訓練與個別技術發展，我們需要探索新的投入方

向，創造新的機會與累積。在現階段，本章所展望的首要之務擴展對 AI 教育的

想像，不只是教導如何用「現成的資料」、「虛擬的練習問題」抽象地設計演算法，

還需要規劃如何利用在地問題、資料與制度連結演算法，進行更具現實感的教與

學。也因此，就 AI 教育而言，這不只是資工等技術領域的機會，而是包括人文社

會專業甚至是社會團體在內的各領域應當參與協作的機會，這也是要讓 AI 在本

地落地生根時，在高教階段較為獨特且迫切的機會與挑戰。 

(三) 高等教育的AI公共化 

若不只將 AI 視為一種技術或科技，而 AI 教育不只限於單一科技或技術教

學。借用上述思考帶入教育中的 AI 教與學，有許多值得重新思考之處。然而，高

等教育牽涉層面眾多，本章無法也不企圖作全盤討論，但希望延續公共化核心，

或許以下方向是值得在推動本國高等教育 AI 進一步展望。此核心目標，在此稱

之為高等教育的 AI 公共化。同理，以下將上述四個問題面向帶入高等教育的 AI

教育思考。 

首先， AI 教育要解決的問題為何？相較於目前多數 AI 教育是以個別學生

能力為焦點，重新以 AI 系統的基礎設施與公民科學角度想像，所關切的是以個

別科技物與能力之所以可能的群體與體制。因此，若以國民教育著重基本素養與

能力，而高等教育希望發揮更大創造與跨界學習。高等教育的 AI 教育不應只以

個別學生與技術能力為目標，對於所有 AI 推展、培育及介入都應該以體系的影

響、趨勢與價值重新定位，拓展想像力。亦即，AI 教育焦點要從個人擴展到體制。 

其次，誰定義 AI 教育的問題？AI 教育必須由演算法技術，擴展到廣泛的跨

領域專業整合。由上述方向可知，不同於個別科技與個人能力，公共化「AI 科技

社會想像」最終目標，並不只是培育能使用演算法工具的學生，只讓學生成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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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I 的單面向 AI 工具人。這個當前相當普遍以技術、演算法與產值導向的 AI

社會—技術想像有相當侷限，因為這種「職訓」教育只是讓 AI 發展趨向資本化

與產業化，這是大學的迷失與自我放棄。 

大學或許應該重新由教育的理念重新界定 AI 教育。由上真實問題界定、AI

技術能或不能解決哪些問題、技術的政治性等思考，只限於演算法教學往往忽略

體制各層面，如政策、組織、執行者、使用者、知識內容、問題與解題實作的複

雜關係，也容易邊緣化不同知識的教育理念，使科技與人文等多元價值的鴻溝再

度拉大。因此，各種知識領域如何納入 AI 技術教學的協作，各種不同界定 AI 教

育的可能性應當成為共同界定與協商的教育議題，使各種教育理念與資源成為 AI

教學的基礎設施。這是需要努力整合與推動的。 

第三，AI 教育中知識的角色為何？同理，如上述坊間報導的想像，當前對 AI

的想像有許多是直覺連結到新型態技術能力如何取代人類工作的個人、產業與國

家競爭力與進展，也因此，面對這些新興高科技 AI 教育也往往直接將 AI 教育定

位為資本與市場競爭的實用價值，或是如上所說，求職的籌碼。然而，納入 AI 教

學有其潛在危機，首先是將 AI 視為一種中性工具，卻忽略這種工具背後帶有許

多預設與價值判准，往往在無形中侵蝕其他價值與群體權益。因此，在初等及中

等教育的能力養成階段，雖然需要偏重基本技術面的教學，但是越接近高等教育

就更應當脈絡化 AI 系統的各種環節與知識，尤其是其中隱含的價值判斷。其次，

個別化的 AI 想像與技術風行，如同過去各種科技產業的盛行而引導辦學、系所

方向，甚至是大學發展一般，可能大幅邊緣化其他知識的理念與多元性。教育蘊

含多元知識與專業的理念，這也是社會之所以多元豐富，且大學之所以為大，高

等教育才能持續為更高理想與公平性努力培育人才的活水源頭。若無法以更為廣

義的技術—社會體制想像 AI，如同 AI 恐怕取代許多機械性工作而淘汰人力一般，

高等教育的 AI 教育將成為終結一切失去理想的知識與教育的開端。 

最後，AI 教育中有哪些潛在重要副作用與動態關連？如上，從 STS 角度反

省，當代科技發展趨勢的之一是不斷加重科技的引導力量，造成單面向的思考。

而當前教育領域的 AI 教學發展可能加重或是減輕這些趨勢呢？而 AI 對於多面向

資料與大量資料的處理能力，是否有可能開拓不同教與學的面向呢？更為淺白地

說，是否能夠由 AI 教育對產值的想像拓展為多元價值的想像呢？尤其是從高等

教育的 AI 化，拓展為「AI 教育的公共化」。這些不同想像如何實現，決定了 AI

教育可能帶來的潛力或副作用。 

如上已經釐清，若能重新想像 AI，尤其是正視建置有用的 AI 是需要高度仰

賴精確界定問題、彙整與標註合適資料、制度配套才能有效發揮力量解決需求，

而不是削社會之足以適 AI 之履，甚至是因為運用 AI 而創造新問題(維吉妮亞・

尤班克斯 2022, O'Neil 2016)。簡單地說，相較於將 AI 視為一種工具引入教育，



第五章 高等教育的 AI公共化：STS的公民科學與基礎設施觀點 

73 
 

或是，只是在教育中加入教導 AI 技術技能，我們需要的是如何以教育的寬度與

廣度提升 AI 技術與想像。 

 

五、建議：展望 AI 教育 

綜合而言，在推動高教的 AI 教育時，我們必須檢視：AI 對於這些多元價值

發揮哪些影響呢？現有 AI 硬體、數據、分析發展與制度配套是否有機會契合這

些方向？還需要哪些專業、知識及價值的參與，才能有助發展面對現實問題的 AI

教育？甚至更必須警覺，如何使 AI 教育在增加產值之外，也發揮不同效用？亦

即，如何以多元教育的價值重新想像社會—技術的建構呢？簡單來說，這亟需人

社研究者與技術研發者攜手合作。而這對於當前大學面對變化快速的社會，如何

貢獻所長、迎向挑戰，培育能在瞬息萬變環境中引導社會的人才時，尤其如此。

本章試圖提出一項正視 AI 潛力的高教 AI 教育方向。要更為擴大 AI 這項科技的

可能性，不但要由其個別技術與個人能力面知其所以能，更要由體制、目標、價

值、實作層面廣納參與，加強 AI 基礎設施的公共性，而這些都需要重新檢視 AI

的實作面向，這也需要更有企圖心地規劃 AI 教與學。 

相較於現有針對資工領域的根本專業科系技術教學，或是讓各領域學生領略

AI 的學程等，高教的 AI 教學有相當拓展空間。以上討論指出，擴大想像 AI 的基

礎設施與公民參與，對於高等教育的 AI 公共化以下是更具體的方向： 

(一) 打開 AI 黑盒子看見多重實作：AI 不只是一種技術，或是現成科技物或軟體。

它是一整套形構問題、資料、演算法設計，以及參與制度建置的過程。AI 要

發揮作用，其中有許多不可見的其他工作與基礎設施需要重新連結。 

(二) 廣納專業參與：AI 不只是一項科技物，從問題界定到建立制度，其各種環節

牽涉各種環節與各種專業知識，由此看來，學習 AI 的作用需要考量整體體

制的各面向。因此，各種專業知識如何貢獻於 AI 的問題界定、資料分析、

演算法設計，以及制度與監督建置等，需要有更宏觀的規劃與思考，以建立

更適當的 AI。其中，如同公民科學強調的多元視野與參與，這當然也包括長

期體會問題，能提供當事人觀點與經驗的民眾做為常民專家（lay experts），

以及實際運作許多公共治理體制的各種行政體系專家，亦即各級公務員。包

含各領域人文社會的專家，這些都應當成為 AI 教育中的各種教師與業師。 

(三) 建立多種專業與技術的體制連結：由此，在 AI 建置的體制中，具有演算法

技術能力是帶有某種程式技術的貢獻者，此外，還有瞭解問題脈絡並界定適

當問題者、能深入釐清與分析資料者、能瞭解現有各種制度介接 AI 運作者，

甚至是能洞察 AI 介入後對人文社會生活產生哪些後果或非預期影響者，都

是各種不同專業與技術。而這些都有賴既有社會各種專家參與。這些參與必

須成為 AI 教育的制度化合作環節，甚至，如同上述所說，高等教育的 AI 教

育若要有用，需要在乾淨資料的演算法練習之外，嘗試在真實脈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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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各種複雜資料，以及釐清既有各種制度環節中，學習如何讓 AI 連結真

實需求、資料與社會。帶入這些體制層面將有助於讓各種專業人才真正拓展

AI 發展，實現更好的 AI 來面對真實世界，而非只是多擁有一項不知如何應

用的 AI 技術。 

(四) 凸顯 AI 知識、目標與價值的競爭：也因此，如果 AI 教育能連動更多行動者

與 AI 發展及建置的關係，那麼 AI 如何發展？帶有哪些目標？哪種價值與判

斷優先？這就不是單一技術領先者或是企業能主導，AI 教育也不容易再黑

盒化 AI 技術為「客觀中立」的判斷。AI 不只是工具，而是一個建立新技術

—社會的過程，許多議題都有待討論與協商。亦即，AI 教育不只是教導 AI

技能而參與黑盒化 AI，而是同時進一步打開 AI 的公共性與政治性，讓 AI

教育成為公共化 AI 的場域與過程。 

 

總結而言，本章由 STS 的「基礎設施」與「公民科學」角度重新想像 AI。在

此的 AI 教育不再是關於個別化的科技或能力，而是 AI 社會—技術系統。這些新

想像，包括面對真實社會問題、累積回應問題的真實資料，負責任的演算法與資

料發展，以及最為重要的適當地定位在地 AI 介入以建置制度配套與監督等，這

些真實牽涉公共生活與價值的 AI 教與學，在此或可稱為「AI 教育的公共性」。這

些新想像若能成為高等教育 AI 教學材料以及教學成果，高教的 AI 教育就不只虛

擬的技術演練，而是用真實資料，回應真實問題，為真實制度現況提供可能 AI 方

案的教與學。這是對高教 AI 教與學更為積極的展望。 

因此，從人才培育角度，AI 必須融入新時代的學習，但不是在既有學習中加

入 AI。AI 人才培育將不只是擴散演算法，將不同領域學生都訓練為瞭解演算法

的科普。而是擴大 AI 想像，讓各種領域的學生與教師，連結真實問題與資料，貢

獻所學，為更好的 AI 技術與社會一同協作。就此而言，高等教育的 AI 教與學必

需是一種朝向 AI 知識與技術公共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也是公共協力讓更多知

識與專業參與 AI、促成更好的 AI，也必然是集體善用其知識與技術善盡社會責

任的機會。亦即高教也成為公共化 AI 的關鍵基礎設施。 

這正是大學的教育公共性展現。「公共化的 AI 教育」不是教導 AI 技能而參

與黑盒化 AI，而是探索 AI 的公共性與政治性，讓 AI 教育成為公共化 AI 的場域

與過程。謹希望在高等教育階段的 AI 教育，不只是培育單面向技術人，拉大科

技與社會的鴻溝，甚至只是增加產值。而是落實教育的多元理想，有教無類，讓

各種領域學生與專業連結到 AI 的發展，共同貢獻以建立朝向建置更能回應社會

需求的 AI 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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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從國際觀點看台灣資訊與 AI 教育-- 

興趣導向式的資訊與 AI 教育 

劉晨鐘1 

摘要 

由於 AI 應用在國家競爭力上扮演重要角色，各國政府皆投入大量的經費進

行相關數位環境的強化資訊與 AI 教育，例如韓國自 2015 年開始每位學生必須修

完基本的資訊課程，並預計到 2025 年全國 K-12 課程將正式納入 AI 教育課程，

更重要的是其預計在 2024 年前訓練 5,000 名 AI 相關的教師，強化 AI 教育。資

訊與 AI 教育的內涵包含了運算概念、運算實務、AI 概念、AI 技術、AI 應用與

AI 社會等重要的概念。。然而，除了一些專業技能外，更希望透過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的培養，使未來國民能在快速的社會演化中，具備分析日益複雜問題的能力、

並利用資訊能力來解決所遭遇的困境的終身學習者。在培養學生資訊與 AI 能力

時，需考量資訊與 AI 系統研發的特殊性，通常資訊相關的研發需要強烈的興趣

與動機，這是因為資訊科技特別著重創新的想法。過去的學術研究也發現，以建

造為目標激勵學生學習運算思維與 AI、以遊戲情境吸引學生投入、以生活問題解

決引起學生興趣等方式，皆有助於資訊教育的興趣培養。因此，我們認為，台灣

在實施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時，應先確立實施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的教育目標、實

施分層分級並提供選項讓學生依需求自主選擇、培訓教師充實運算思維與 AI 教

案庫與案例庫、協助學生從樂趣程式跨越到 AI 應用、充實基礎運算思維與 AI 概

念之教學資源、強化 AI 學習與教學社群、避免考試帶來反效果等建議，期望這

些措施能夠有助於台灣在這一波資訊洪流中培育出能能夠善用 AI 的未來公民。 

 

一、 前言 

隨著數位資訊科技的發展，資訊科技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越來越深入，這樣

的影響包括經濟、社交、教育、甚至政治，各國政府皆投入大量的經費進行相關

數位環境的強化，不管是國內或是國際上，目前有兩項教育發展深深地影響未來

社 會 的 運 作 : 運 算 思 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與 人 工 智 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兩項教育上的新思維越來越受國內外教育或是科技發展學者的重

視，各國皆在這兩個議題上有相當大的教育規劃，有的國家在正式的教育體制下

實施運算思維與人工智慧教育，有的國家則沒有實施正式運算思維與人工智慧教

育，而是強化相關的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的教學支援，各國皆希望這兩項的教育

政策能強化其國民未來的科技素養，目標是強化科技上的國力。然而，在人工智

慧舉著大旗在學校大門敲門時候，我們有必要檢視人工智慧對於不同程度不同領

域的學生所代表的意義，以作為實施教育政策的依據。 

                                                      
1 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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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的改變對於學生的影響比起其他的手段更為直接，近年台灣推動許

多教育政策改變，包括學習歷程檔案與自主學習，都使我們的教育系統更著重開

放思考與學生特色發展。另一項重要的教育政策的改變則是 108 課綱的實施，其

中一項的改變是資訊課程融入學校正式課程中，這些改變對於學生、家長、與老

師皆造成巨大的影響，一個科目、一個主題進入到課綱中，代表全國的學生必須

修習這個科目這個主題，資訊科目就如同數學、英文等科目一樣，成為必修的科

目，可想而知的，我們未來的公民都會具備這樣的素養，當然程度每個人皆有所

不同。 

 

二、 國際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的國際浪潮 

台灣在 2019 年實施 108 課綱，其中很大的改變是國中與高中正式加入資訊

課程，其中國中必須安排每週至少一個小時(或隔學期每週兩小時)的資訊課程，

而高中必須安排每週兩個小時的資訊課程。根據課綱的要求，學習內容涵括「運

算思維」與「設計思考」，更詳細的內容包括「演算法」、「程式設計」、「系

統平台」、「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與人類

社會」等。而在學習表現上最重要是要求學生能夠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題、能了

解資訊系統之運算原理、能使用程式設計實現運算思維的解題方法、並應用運算

思維評估解題方法的優劣。課綱中並建議學校可提供加深加廣課程，課程內容可

包含進階演算法(如排序與重要演算法之程式設計實作)與機器人相關內容。 可以

看見課綱中於國中與高中已開始進行資訊科學的一般介紹，並在加深加廣的課程

中已有大學資訊課程的入門程度內容的規劃。2 

在人工智慧方面，新課綱並沒有特別的著墨，但是教育部一開始著手相關的

教材開發，國小方面著重在讓學生體驗或以生活經驗來接觸 AI，其內容包括認識

生活中的演算法與機器學習的種類與概念；國中方面則更深入介紹機器學習的演

算概念，包括決策樹、線性回歸、KNN、K-means 分群等概念；而高中方面則加

入了更多的資料分析內容，包括資料探勘技術(關聯法則、序列探勘)、更深入介

紹監督式與非監督式的機器學習方法，另外增強式學習與深度學習也有所著墨。

整體而言，內容相當多元，囊括了人工智慧重要的內容。從教材上可以看出課程

編排嘗試根據學生的程度作不同方式的呈現，國小盡量以生活化的方式來呈現相

關的概念，而到高中則進入相當專業的內容，內容涵括大部分 AI 的重要主題。

國內的政策並非強制開設 AI 課程，而是鼓勵開授人工智慧彈性課程，學習 AI 原

理技術與應用與發展/精進特色 AI 學習活動，鼓勵跨科或跨領域融入非資訊科技

領域課程，例如在具地域或人文特色課程或其他特色課程實施。 

                                                      
2 台灣香港韓國實施運算思維教育參考資料: 劉晨鐘,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教育浪潮,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

訊, 20 卷 4 期, 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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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外各國亦開始著手資訊教育的精進方案，在資訊教育方面，韓國的重

點放在以資訊科技增強學生創造問題解決的能力，而非單獨的資訊能力的專業訓

練，這與台灣的方向是相似的。資訊並非一單獨的技能，而是能夠在各領域有效

並有創意的解決問題。韓國自 2015 年開始新的資訊教育課程，與台灣相同，資訊

科技成為中學生的必修課程，每位學生必須修完至少 34 小時的資訊課程，而小

學亦有 17 小時的資訊課程的最低時數。3在 AI 教育方面，韓國自 2020 年開始思

考將 AI 教育納入 K-12 的範圍，並預計在四年內逐漸將 AI 課程納入 K-12 課程

中。根據一份加拿大與韓國聯合發表的 AI 教育報告，在 2020 年之前韓國並沒有

將 AI 當作獨立科目納入 K-12 各級學校課程，到 2021 年春季兩門選修課程「AI

基礎」與「AI 數學」在全國高中課程中開設。韓國預計到 2025 年，全國 K-12 課

程將正式納入 AI 教育課程。除了課程規畫外，韓國教育部亦開始著手開發 AI 相

關的課程教材，其內容方向為程式設計、AI 基礎、AI 應用、與 AI 倫理等。教材

方面台灣走的較為領先，目前已有完整的教材內容，並搭配有簡單的教案設計，

可以提供教師參考。但是韓國比較前瞻的觀點是其預計從其師培管道在 2024 年

前訓練 5,000 名 AI 相關的教師，以上這些措施都是為了準備在 2025 年在韓國全

國實施 AI 教育。4 

 韓國在推動 AI 教育更詳細的步驟，小學一二年級已經於 2020 年開始試辦

“Knock! Knock! Math Explorers” 課程，這個課程在五所國小試辦，也將逐漸擴大

到 34 所學校。而其規畫的國小課程將包括認識 AI、AI 和資料、AI 演算法、AI

實作，和 AI 與社會等，其日後推動的 AI 課程將會在目前的資訊教育課程中實

施。國中方面，韓國已安排 34 小時的資訊課程，AI 課程也將會在這些時段安排，

並有可能增加時數，國中的 AI 教育內容將包含使用 AI 的概念來解決問題與使用

AI 軟體來解決真實問題，可見國小與國中的課程都是在認識 AI 的基礎與應用，

AI 的技術並沒有在國小與國中著墨太多。而正式深入介紹 AI 內涵的課程安排在

高中階段，高中第一年學生將修一門必修的資訊課程，第二年與第三年則可選修

不同 AI 相關的課程，三年總共必須修 26 學分。目前韓國在一些示範學校啟動 AI

課程示範計劃，這樣的示範計畫將原來 15%學校既有的課程轉化成 AI 相關的課

程，也就是在原來學科下，將 AI 融入該學科，讓學生理解 AI 如何在各領域發揮

作用。 

其他國家注重 AI 教育的程度亦不亞於台灣以及韓國，香港方面，目前尚未

有正式的 AI 課程指引，目前仍是各校老師依需求自行在校本 STEM、ICT 課程中

逐步加入 AI 課題。然而民間的力量也大量投入 AI 教育的發展，香港的一篇論文

即描述香港賽馬會支助推動課程發展計畫 AI4Furture，此計畫由香港賽馬會資助，

                                                      
3 台灣香港韓國實施運算思維教育參考資料: So, H. J., Jong, M. S. Y., & Liu, C. C. (2020). Computational 

Thinking Education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29, 1–8. 
4 韓國實施 AI 教育參考資料:  AI Education for K-12 in Canada and South Korea, 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 Korea AI Ethics Association, Chung-Ang University, South Korea, Nov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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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國家推動的情形不同，AI4Future 特別注重對於學生學習 AI 的動機，他們

特別監控學生自我感知 AI 的能力、自信心、準備度與自我相關性。香港的課程

架構分成三層，第一層是 AI 的核心概念，包括機器學習、大數據；第二層則是

AI 在各種分支，包含看、聽、讀、說、寫、問題解決、創造力等；第三層則是 AI

的應用軟體。總體課程包含 12 章節，其監控學生在實施後的學習動機都顯著的

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作法特別著重彈性，也就是課程可依據學生的興趣及

能力調整，而非單一要求所有學生完某一預訂的學習目標。而在同一份報告也指

出，印度也在 2019 年開始在國中九年級實施 AI 的選修課，課程內容包含 AI 的

概念以及倫理議題。而新加坡從 2020 年開始，將在每個小學六年級實施 10 個小

時的程式設計課程。資訊與 AI 教育在亞洲被高度重視，而在美國與歐盟教育單

位對於資訊與 AI 教育的重視與亞洲也是不相上下。例如芬蘭亦將程式設計視為

核心能力，從 2016 年起將程式設計成為中小學的必修科目。5 

 

三、 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的目標 

在我們討論資訊與 AI 教育之前，可以先來想想：資訊人的重要特質是什麼？

也就是他們每天在學習與工作的內涵是什麼？這可以從資工系的學生的日常生

活窺知如何養成資訊人與其特質。一般資工系學生都會必修一個科目叫作資料結

構，其中幾乎所有學生都會記得的方式就是排序方法，就是把一組隨機的數字經

過一連串的調動後成為由低到高排序的數字；另一個科目大家都會學的科目是演

算法，這個科目會學習不同的演算法，例如，一位推銷員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走完

散佈在全國的 100 個城市，這是最有名的推銷員旅行問題。在解決這些問題時，

學生必須思考所有動作的順序，才能夠以最低的成本達成最高的效率，所以處理

程序演算是基礎的運算思維。 

另一個所有資工系學生都會遇到的問題是撰寫程式永遠不會一次完美，通常

一個程式從開始撰寫到完成都會經歷過無數次的錯誤，也就是程式裡有許多錯誤

的蟲(bug)，因此，除錯是資訊人的家常便飯，也就是 Debug，除錯與撰寫程式一

樣重要，而除錯難度甚至比撰寫程式還高。因為人們寫程式會落入自己所不知道

陷阱，而要偵測這種陷阱通常要經歷好幾個小時、甚至好幾天才能找到一個隱藏

的錯，代表必須經歷無數次的除錯考驗，才能成為專業的資訊人，這也就是資訊

人之所以常會習慣性的在周遭事物中，找出運行不如預期的問題，並嘗試解決這

些問題的原因。另一個資訊人常常會經歷的是永遠不停止的科技變局，例如：程

式語言一直不斷的更新，從最早 1950 年代的 Fortran、到 1970 年代的 Pascal、

                                                      
5 香港實施 AI 教育參考資料: Chiu, T. K., Meng, H., Chai, C. S., King, I., Wong, S., & Yam, Y. (2021). 

Creation and Evaluation of a Pretertia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urriculum. IEEE Transactions 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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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的 C、1990 年代的 Java、到最近好學好用很流行的 Script 語言，每一次

變革資訊人就必須再一次學習，以應變新的時代需求。 

若說應變與除錯是資訊人的家常便飯，而對於滿足新需求的渴望與行動力則

是許多資訊人改變世界的原動力，現在大家常用在智慧型手機到處打卡並拍網美

照，手機與相機的結合儼然成為本世紀最重要的發明，IEEE Spectrum 即分享一

個資訊工程師發明照相手機的過程：Philippe Kahn 是一位資訊工程師，1997 年他

的女兒正要出生。在當時的環境是沒有 4G 或是 5G 的無線網路，Wifi 無線網路

也還沒開始普及，大家僅能以簡訊系統來互通訊息。急於跟大家報告女兒出生的

Philippe Kahn 則靈機一動，為何不用他的數位相機結合簡訊通訊來將女兒的照片

傳給親朋好友，他以簡單的線路將手機與數位相機結合，馬上將此想法付諸實現，

並成功的透過簡訊系統將數位相機中女兒的照片傳給親朋好友，這張照片也成為

首張以手機傳送的照片。這個過程說明了資訊人改善生活的強烈動機與動手做的

能力，時時注意生活上的需求並用自己的專業能力改善生活，也因如此，我們可

以看到現在資訊科技深深的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因此，從這些資訊人的養成與工作內容，我們除了一些專業技能外，更希望

我們培養出來未來國民有這樣的素養: 在複雜的社會演化中，日復一日更新自己，

察覺並看見新的需求，分析其中複雜的關係與過程，解決所遭遇的困境，以找出

可行與合理的解方。而透過運算思維與教育養，我們希望我們未來的公民成具有

這種能力與素養。 

 

四、 運算思維與人工智慧教育的內涵 

AI 教育由於近來因為 AI 技術大量的被應用而被廣泛討論，然而 AI 是資訊

科學中較為複雜的一個分支，即使在大學資訊科系中也是在學習完基礎的資訊科

學課程之後才開始教授，屬於較為高階的資訊科學內容，因此在討論 AI 教育不

能獨立於資訊科學教育之外。而目前被廣泛實施的運算思維教育也正是一般非資

訊科系學生的學習重點，因此有必要將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整合討論，兩者的內

涵需一起討論，方能構建完整的教育藍圖。 

首先先釐清運算思維的內涵，Jeannette Wing 在 2006 年首先提出這個詞彙，

它的主要論點是運算思維獨立於相關的技術，是一種基礎的思考模式，它是資訊

科學家在執行電腦科學的相關工作時一般採取的思考模式。她最重要的主張是：

就像其它的思考模式一般，我們一般人每天都需要運算思維來有效率的解決問

題。她原始定義運算思維是：解決問題、設計系統、理解人類行為的思考歷程，

當然這樣的定義對一般人還是很模糊，因此後來也越來越多人針對運算思維提出

見解。首先有專家學者認為抽象化(Abstraction)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思考模式，抽象

化就是將真實世界的某一現象擷取重要的部分以數位的方式表達出來(如物件、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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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關係等)，抽象化是建置軟體系統的基石，有好的抽象畫能力才能建立複雜並

且無誤的系統。而另一項重要的思考是演算(Algorithm)，也就是如何運算資料才

能解決問題，另外也有人認為如何解決問題才是運算思維的核心，因為將大問題

切割成小問題，再將小問題一一解決，用來解決大問題是資訊科學家常使用的方

法。另一種方式是將一個新的問題轉換對應到一個已經知道如何解決的問題，在

用解決舊問題的方法來解決新問題，這就是問題轉換的方法。不管是演算法或是

問題分解與轉換在電腦演算法中常常見到，因此有人認為演算法和問題分解與轉

換也是運算思維的重要思考方式。另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式是錯誤或災難的預防與

保護，在設計系統時必須常常思考會發生何種錯誤，這些錯誤會造成災難性的結

果，因此必須採取預防和保護措施，以避免不可控制的災難，這在一般程式設計

或是作業系統中常常見到。另外，資訊科學中有一個很獨特的問題解決思考方式

—遞迴，它是一個將一複雜問題降階到同樣性質但是相對簡單的問題來解決，最

簡單的例子是(1+2+..+100)= (1+2+..+99) +100，(1+2+..+100)降階到(1+2+..+99)來

解決，(1+2+..+99)則繼續降階最後能夠一個一個的解決，這也是資訊科學家常常

使用的思考方式。以上這些思考方式都是解決複雜問題所需要的能力，而不僅限

於軟體問題。因此，許多教育學者認為運算思維應被視為不同學科的每個人(不僅

是資訊科學家)都應該學習的一套通用思考方式。 

所以運算思維可說包含了抽象化、演算、問題解決、與遞迴這些重要的思考

方式，這些都是比較屬於可決定(deterministic)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人類可以以很

清楚的演算規則與步驟來解決問題。然而，人類解決問題並非都有一個清楚的演

算規則才能解決問題，許多人類的智慧來自人類很複雜的潛藏規則，例如，孩童

如何分辨一隻貓和一隻狗，孩童們並非有了精確的判斷演算法則才能識別貓和

狗，而是根據其經驗來判斷。這樣的判斷是基於「樣式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 」，

是基於人類基於生活經驗學習而來的判斷方法。通常是透過學習階段(或稱訓練階

段)的學習之後產生判斷的機制，然後應用這學習而來的機制判斷新的案例，而這

樣的學習與判斷方式正是 AI 的基礎精神，因此這樣的思維是一種「模型訓練」-

-「模型」-- 「模型應用」模型，這也就是資訊科學家所說的機器學習。必須說明

的是這樣的學習過程不是像之前所說的演算法則完全無誤的計算過程，相反的這

樣的學習可以容許誤差、雜訊、或是特殊案例，而人類依然可以學習出有效的機

制來達成辨識的目的。 

因此，亦有學者主張「樣式識別」亦是運算思維的重要思維，這樣的思維可

以運用到許多的 AI 技術的應用上，包括語音辨認、圖形辨認、語言的瞭解、趨勢

的判斷等。基於這樣的樣式識別就衍生出許多 AI 技術，包含監督式學習、非監

督學習、增強式學習，每一種都有其模型訓練的方式，有一些使用很簡單但是很

有效的學習方式，達成不錯的學習效果。有些則牽涉到相當複雜的計算機模型，

達成很複雜的樣式識別目的。 因此我們認為 AI 思維可以說是從 AI 的簡單的概

念，到技術性的 AI 的訓練演算法，再到使用現成的 AI 工具應用到場域中，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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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AI 概念、AI 技術、與 AI 應用。在推展 AI 教育的同時，不可能忽略基礎的運

算思維，因為基礎的運算思維包含了許多基礎的邏輯、運算、與對問題的瞭解，

有了這樣的基礎，才能進一步讓學生理解 AI 的概念、技術、與應用。而 AI 對於

我們社會造成的影響，也必須讓學生理解，方能避免學生流於技術上的習得而忽

略人文的思考。因此我們可以歸納以下從運算思維到 AI 教育的重要內涵:  

(一) 運算概念: 抽象化、演算、遞迴、問題分解與轉換、樣式識別等 

(二) 運算實務: 軟體規劃、發展、測試評估、與除錯等 

(三) AI 概念: 樣式識別與機器學習概念(模型訓練、模型、模型應用)等  

(四) AI 技術: 群集分析技術、分類技術、增強式學習技術等 

(五) AI 應用: 應用現有 AI 工具於生活上應用(語音、圖形、語言、數據) 

(六) AI 社會: AI 的正向與可能負面的影響(倫理、法律、與經濟等議題) 

 

五、 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的潛在隱憂 

將一個科目與主題列入課綱中，僅是代表我們認為這項能力與知識是所有

國民都必須具備的，並不代表所有學生自然就學會這些能力或知識，而我們所

期許能夠達到的教育目標，仍需要許多教育資源的介入方能水到渠成。但是，

一旦將目標納入必修科目，我們的教育體制就會自然地著重於學生的學習成

就，也因此會格外注重學習成績。過度重視學習成績，往往會造成學生的學習

興趣低落。這可以從我們現在數理科目的呈現略知一二： 

台灣的學生在 2019 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研究調查(TIMSS)中，

數學與科學的表現在全球第二至第五名間，然而，我們的學生在學習興趣上卻

落後於大多數的國家。這也顯示我們將資訊科目納入課綱中，也必然對學生的

學習興趣、動機、甚至是從事相關工作的職涯動機可能會有預期之外的影響，

這是一體兩面的政策，我們需要更謹慎執行相關的課程規劃。 

在學習動機方面，學術研究的結果很肯定的指出學習動機是影響學習很重要

的因素，缺乏學習動機的學生在學習態度往往表現較為消極，自信心較低，導致

學生沒有意願參與相關的工作。學者的研究也發現學習的興趣和動機與學生使用

高階的策略有關係，例如我們發現當學生有高度興趣和動機時，他們比較會自己

主動規劃、監控、和調整自己的學習方式，進行有效的學習，而不是被動的接受

指示學習，當學生認為學習主題是有興趣的且重要時會呈現高學習動機，因此他

們會付出更多的努力解決面臨的問題。 

在前文中有強調，資訊相關的研發特別需要強烈的興趣與動機，這是因為資

訊科技特別著重創新的想法，這可以從現在大家常用的社交軟體、行動軟體中看

到，有創新的應用才能得到市場的青睞，也才能成為宰制市場的殺手級應用。相

關的研究也證實創新的想法(也就是創造力)的根源是強烈的內在動機，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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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自於創作人的濃厚興趣、自我實現等，資訊人有了內在動機才能形成有創意

的想法，才能夠抵擋外部的批評，完成與眾不同、令人驚豔的資訊產品。然而，

當我們將資訊課程納入課綱之後，學生的學習變成一種必要，我們可預見學生的

資訊相關能力會明顯提升，但是也可以推測其學習資訊相關知識與技能的外在動

機會明顯上升，因為他們必須通過評量、必須在成績單中得到一個好的分數。這

裡不禁擔憂學生學習資訊科學興趣與熱情會消失，進而影響學生日後從事資訊相

關研發工作的職涯動機。因此在推動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時，特別需要注意學生

的動機與興趣的變化。 

 

六、 如何在興趣中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與 AI 能力 

我們希望學生可以在高度興趣下完全投入在任何科目的學習，這樣的學習跟

被要求寫作業的學習不同，學生自發性地規劃與投入，比較有可能進行深入學習，

也才有可能將其學習經驗轉移到其他情境中，而不是死讀書。總結來說，興趣在

參與投入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因此，如何讓學生對於運算思維與 AI 內容產生

長久興趣的活動，是實踐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的關鍵。 

在理想情況下，我們希望學生能在持續維持高度興趣下學習運算思維與 AI，

初學者可獲得更好、更持久的學習效果。目前興趣發展相關理論越來越受到重視，

興趣相關的理論主張興趣源起於人與目標主題的互動，個人經歷興趣相關的活動

而形成情境興趣，例如一個孩童初次學直排輪，如果他在第一次經歷一些有趣的

活動，覺得溜直排輪很有趣，他就對直排輪產生情境興趣。之後這樣的活動持續

吸引孩童繼續參與，孩童經由持續不斷的參與決定此活動對於個人的價值，。這

樣的活動提供正向的回饋，例如教練一直不斷的鼓勵，之後孩童建立了信心，並

肯定直排輪對於他的價值，認為溜直排輪對於他是有用並且有意義的，這樣漸漸

形成個人興趣，而直排輪就成為他終身的興趣了，也讓他即使沒有外在的刺激與

鼓勵也願意持續不斷的投入這樣的活動。心流的理論證實當個人經歷過心流經

驗，也就是孩童曾經對一件事物經歷過廢寢忘食的經驗，會促使他尋求再一次的

心流經驗，繼續參與這樣的事物這樣的興趣發展歷程如圖 6.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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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興趣發展歷程 

 

這樣的興趣發展理論，能夠引導學生從 AI 相關活動的新手，從發展情境興

趣開始，直到學生視運算思維與 AI 為個人興趣。然而，學習運算思維與 AI 是複

雜的歷程，其中牽涉到複雜的運算內涵，許多學生被一開始的程式設計課程給嚇

壞了。因為學生作為一個初學者，在撰寫程式時看不懂程式符號、不理解程式邏

輯等，而 AI 更涉及複雜的運算與演算法，若是一開始就教導他們學習監督式、

非監督式、與增強勢學習的演算法，學生更是難以接受，對於挑戰更是難以克服。

因此，在實施相關教學、學習、與評量活動時必須注意不傷害到學生的學習興趣，

避免為了習得知識與技能，反而失去從事相關工作的興趣。 

以往在非正規的學習社群中，學生可以自己決定自己學習的目標，例如在學

校社團中或網路社群中，學生可以與同儕自己設定目標，學生能夠有高度的興趣，

也比較能夠進入心流狀態。但是，當運算思維或 AI 變成必修科目之後，由於教

學目標列入課綱之中，無形之中老師會將學生必須學會這些內容視為自己的責

任，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讓課程流於技術上的練習，反而讓學生失去對這一主

題的興趣，老師應該把學生的興趣納入教學的設計中，才不會未蒙其利反受其害，

以免學到僅是形式上的知識而喪失終身投入的熱情。 

在以前學術研究中，已經有相當多的運算思維與 AI 教學與活動設計著重在

興趣的培養，整體而言有幾個大的重點方向，包括建構化、情境生活化、整合化

幾個大方向，這也可以作為以後教師實施相關活動的參考： 

(一) 以建造為目標激勵學生學習運算思維與 AI 

我們相信要激勵學生進行學習，最重要的是設定一個明確且具有挑戰性的目

標，這是所有教育學者公認提高學習的成效的一個必要條件。在教育研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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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理論常常被用來激勵學生學習，這個理論是麻省理工學院 Samuel Papert 所提

的建造主義。建造主義理論強調一個讓學生進入深度學習的方法，他主張學生在

建造一項作品時，最能夠投入地進行知識建構。這種學習最經典的是一個類似今

日樂高機器人的 LOGO Turtle(同時也是最早的學習機器人)，學生透過建造機器

人程式學習數學概念。因為這樣的學習任務非常明確也具有挑戰性，因此學生能

夠持續投入進行建造活動。有了建立一個系統或作品這樣一個明確而挑戰的目

標，學生不僅要學習建造所需要的基本知識，而且還需對於學習過程非常自覺，

能夠調整自己的學習步驟，進而有效地實現目標。若是以運算思維與 AI 學習為

例，除了基礎的概念的教導外，更希望老師能夠透過這種建造式的任務以激發學

生學習的興趣，運算思維上已有相當多的建造式的教學案例與軟體，例如 Scratch

即讓小朋友可以建造自己的動畫，Alice 系統透過說故事的方式撰寫動畫，國內的

CoSci 亦可以讓國高中生利用簡單的運算建造物理動畫，讓學生透過運算思維學

習物理觀念。 

但是，在 AI 的主題上似乎較少這樣的教學案例，也就是讓初學者用簡單的

AI 工具建造一個 AI 系統的教學設計，這樣的精神在於讓學生先從 AI 的應用開

始，瞭解並操作 AI 工具能夠建造出自己的 AI 成品。目前已有一些不同種類的 AI

工具開放使用，用以因應不同的應用領域。例如 TensorFlow、keras、sklearn、Weka、

H2O、rapidminer 等比較複雜的軟體，而各廠商針對不同應用也推出不同的 AI 應

用工具，例如微軟的 Custom Speech Service、亞馬遜的 AWS Rekognition 等。這

些都是非常具有潛力可以應用開發的工具，但是，如何使用這些工具讓學生建造

自己的 AI 系統的教學指引與案例仍不多見，因為這些工具的入門檻相對較高，

如何讓教師與學生運用這些工具仍有待更精細的設計。 

因為 AI 設計不同層次的概念、軟體、與應用，因此在實施 AI 設計這樣的建

構活動時必須注意一個重要原則--低門檻高天花板寬廣疆域(low threshold, high 

ceiling and wide wall principle)，這個原則原來是 Scratch 創始人 Mitchel Resnick 所

主張創意活動應該遵守的原則，這樣的原則對於培養像 AI 這種複雜能力格外重

要。具體來說，低門檻的 AI 學習活動應著重在讓新手學生能夠容易學習 AI 的一

些應用，不必精熟深奧難懂的 AI 演算法即能建立自己的 AI 應用；而高天花板原

則讓學生隨著能力則提升，可以讓學生理解更深入的 AI 演算法並能建造出更複

雜更成熟的 AI 應用；而寬廣疆域代表必須讓學生自由的選擇應用領域，讓學生

可以在其有興趣的應用領域。因此，我們主張應從簡單 AI 概念與應用軟體著手，

讓學生建立基礎的興趣之後，再深化到 AI 核心技術的瞭解與創新，更應讓學生

在不同的應用領域中自由發揮，這樣的 AI 教育方能符合我們所需。  

(二) 以遊戲情境吸引學生投入 

運算思維與 AI 能力的培養不應受限於技能練習，更重要的是讓學生珍貴的

創造力可以在過程中釋放出來，充分了解 AI 的新應用並不是僅是繁瑣的 coding，



第六章 從國際觀點看台灣資訊與 AI教育--興趣導向式的資訊與 AI教育 

89 
 

更著重在新想法創造新的價值。因此，在課程規劃上應跳脫講述式與不斷練習的

教學活動，教學的目的在鼓勵與輔助學生透過運算思維與 AI 設計實現他們的想

像。通常這樣的學習有幾個重要的特徵，第一是這樣的學習一定具有挑戰性，也

就是學生不會認為學習任務太簡單或太困難，第二個特徵是學習內容具有感官吸

引力，這樣的情境很像學生們常常玩的網路遊戲，具有許多的感官滿足感。第三

是好奇心，這樣的學習能夠引起學生的好奇，這通常需要學習的內容具有想像的

成份，學習活動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按表操課，而能夠讓學生對於學習的內容與任

務具有好奇心。如果能滿足這樣的條件，學生比較有可能在學習時進入一種人類

心智的巔峰狀態--心流狀態，心流是人們渾然忘我、深度深入參與一項活動並享

受體驗本身的狀態，內心不會思考其他事物，例如，學生打線上遊戲時高度投入

到廢寢忘食甚至成癮，是一種最典型的心流狀態，它具有所有高度投入的特質。

另外，我們在從事網路購物時也經常進入心流狀態，這時候我們會為了我們購物

的目標，四處瀏覽比價，甚至快速分析不同購物套餐間的搭配使用，以便我們能

夠買到最便宜最物超所值的商品，這也是一種很典型的心流狀態。其他的活動像

是追劇、看有興趣的小說漫畫等，也都是很常見的心流狀態。一般來說，只要學

生在進入心流狀態下就能展現多樣策略，這些活動有一個最重要的特性是學生對

於所進行的活動內容具有高度的興趣。但是，學生打電玩、追劇、網購、看小說

會進入心流，就是讀書不會進入心流。 

在這方面，有許多的案例藉由遊戲情境讓學生進入心流狀態學習運算思維，

例如，之前我們曾讓學生透過建鐵路模型遊戲讓學生發揮想像力來學習運算思

維，學生必須去根據他們在現實世界的經驗去編寫鐵路模型的運輸行為程式。而

現在市面上亦有許多遊戲網站幫助學生使用積木程式學習運算思維，例如

CodeMonkey 讓孩童在一個遊戲挑戰中學習許多程式控制的觀念；LightBot 也是

以類似的機制讓學生以許多程式控制的觀念來闖關學習這些計算觀念；

CodeCombat 更是設計了許多角色扮演遊戲的場景，讓學生在場景中以 Python 或

JavaScript 控制許多人物設計遊戲情節，透過讓學生運用想像力來增加學習這兩

種程式語言的興趣，也是受到許多老師和學生的喜愛。然而，現在的 AI 學習仍

較少這樣的低門檻學習環境或教學方法，在進入專業的 AI 技術學習之前，有關

AI 的一些機器學習概念，應先以簡單的方式來讓學生容易入門，若能加入遊戲的

成分，例如分析解謎將會大大提升學生學習 AI 的興趣。 

(三) 生活問題解決引起學生興趣 

之前曾提過低門檻高天花板寬廣疆域對於學習運算思維與 AI 的重要性，這

裡的寬疆域對學生也是相當重要，教學活動應能夠提供學生足夠的自由度，讓他

們自由的選擇可以應用的情境。一般而言，若能讓學生從生活實際問題中來學習

最能夠引起學生的興趣，學生的學習效果也是最好，這樣的觀念不管在語文的學

習或是數學的學習上都可以清楚驗證，學生如果能在真實應用情境下學習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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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才能真正習得英文的能力，同樣的學生唯有能在生活中體驗數學的涵義才能

轉移到不同的情境，真正學會數學的概念。學習運算思維與 AI 亦是如此，讓學

生從生活中體驗如何應用運算思維與 AI，才能真正讓他們感到興趣，而不是一項

考試的科目而已，這是因為自我相關性在學生的動機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當學

生認為他們學習的內容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時，他們才真正有興趣有動機去學

習這樣的內容。 

在這一方面，就有必要讓學生在生活中體驗運算思維與 AI，所以在生活中找

出問題並嘗試以運算思維和 AI 來解決便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教學設計，這種方式

是一種問題導向式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也就是先從引導學生找出生活

周遭的問題，再引導他們去使用電腦與 AI 來解決問題。在這一方面，教育部目

前所推展的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計畫便有不錯的展示效果，這樣的推廣活動在不

同學校推展時，因為每個學校地理環境不一樣，而能夠嘗試解決在地的問題。例

如，有些學校時常發生學生在走廊轉角處發生嚴重碰撞，因此讓學生以數位影像

技術來監測走廊轉角處的影像，並配合適當的硬體設置設計警示燈，避免發生碰

撞意外，這便是結合 AI 影像技術應用與運算思維的教育應用，學生也因為這問

題屬於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的學習興趣也大大的提升。另一項應用是食品營

養應用，學生可以嘗試使用影像 AI 技術來判讀營養午餐的內容，並自動估計其

熱量，以便個人作飲食監控，這也都大大提升學生對於 AI 的了解程度與學習興

趣。 

另外，除了這些生活上的真實問題實例以外，國際上亦有許多平台讓不同的

AI 關係人可以一起努力以 AI 來解決問題，例如 Kaggle 即是這樣的平台，Kaggle

讓遭遇問題的人提供數據，而這些數據可以讓有 AI 專長的人提出 AI 相關的解決

方案，而學生亦可以參與這樣的平台練習相關的 AI 技術，而平台整理一些不同

情境的簡單案例數據集，學生可以使用 AI 的技術練習處理這些案例數據，學習

AI 的應用與技術，然而，現在平台僅有英文的介面，並且這樣的應用也較適合大

專生使用，如何提供案例庫讓不同層級的學生練習亦是一項困難。 

 

七、 實施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的建議 

我們與國高中資訊教師討論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相關實施細節，老師們仍對

於 AI 之教學充滿不確定性，一般教師對於程式設計或是電腦應用相當熟稔，但

是即使是資訊工程相關背景的老師，亦不一定具有 AI 專長，因此我們不能假設

所有的老師都能掌握 AI 教學的所有知能與教學技巧，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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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確立實施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的教育目標 

如前所述運算思維與 AI 的內涵息息相關，運算思維是 AI 的基礎，學生不可

能在不懂運算思維的情況下習得深入的 AI 能力，而 AI 的內涵包含基礎概念、AI

軟體應用、AI 技術、與社會議題等。但是因為國中高中仍在資訊科學的初學階段，

每一個學生對於 AI 有不同的需求，因此應著重在全民普遍 AI 認識的建立，而非

在培養專業的 AI 技術開發人員。在實施教學活動時，應考量學生能力建立的發

展路徑，建議先從簡單的 AI 概念開始，之後引導其使用適當的 AI 軟體工具，從

而建立應用 AI 的信心，若對此領域有極高的興趣輔導其先修大學進階課程，這

樣的過程即是 AI 概念為始、AI 應用加深學習、技術落實專業的三個階段，但是

必須確認國中與高中是重在全民普遍 AI 認識的建立，而非 AI 專業人才的培養。 

(二) 實施分層分級，並提供選項讓學生依需求自主選擇 

每位學生所需 AI 技能不同，有些學生僅需要基礎認識即可，有些學生可能

所需的是在其生活領域中應用相關工具即可，並不需要涉及很深入艱澀難懂的技

術細節，以免傷害其學習興趣與信心，我們並不建議 AI 成為國中高中必修的科

目。若對於專業的 AI 技術發展有興趣，則可以選修相關技術的課程。因此，在實

施運算思維與 AI 相關課程時，在建立普遍 AI 認識的前提下，應能適性適才發

展，實施分級分層提供基礎課程並不同選修，以符合不同學生之需求。 

(三) 培訓資訊教師 AI 知能，充實運算思維與 AI 教案庫與案例庫 

在韓國，培訓 AI 教師為其教育政策重要的一環，然而，在我們與教師的討

論中，發現我們的老師並非非常清楚 AI 的相關知能，從不同管道培養出來的老

師的 AI 知能也有落差。因此，培養資訊教師使其具備有 AI 的知能與教學知能變

得非常重要。現階段 AI 相關的內容在高中階段屬於加深加廣的部分，老師對於

AI 相關的教學經驗仍甚缺乏。因此，現在亟需要這方面教學資源開發的投入，也

需要建立老師這方面的知能，因此，建議教育單位需投入相關的資源，開設相關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讓教師能有機會習得 AI 的相關理論、技術、與教學技能。目

前教育部與地方政府已有編纂 AI 相關教材，也根據教材提供對應的教案，這些

較屬於 AI 概念的教學。老師缺乏的是應用教案，也就是可以供老師使用的資料

集與可使用的 AI 應用工具，讓老師可以展示 AI 工具如何處理資料，並讓學生練

習的案例庫，若能發展這樣的案例庫，將有助於教師在資訊加深加廣的課程中使

用，讓學生從應用的層次出發學習 AI。 

(四) 協助學生從樂趣程式跨越到 AI 應用 

我們從與國中高中教師的訪談中也發現，目前坊間或是網路上有許多程式設

計相關的教學資源，有些老師甚至使用 Moodle 進行相關教學工具的研發，從線

上自動評分到演算法視覺化遊戲，都有相當豐富的材料。但是，有些方面設計較

複雜的技術，教師門需要專業團隊的幫助協助學生達成更高的學習層次。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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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教師常遇到的困難主題是如何協助學生從圖形化程式跨越至文字程式，我們

知道許多學生使用圖形化界面開始學習運算思維與程式，例如大多數我們的學生

都是使用 Scratch 來開始撰寫程式，並有搭配許多像 CodeCombat 這樣的遊戲學習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然而，這是屬於較初階的樂趣程式撰寫(也就是 fun coding)，

屬於興趣培養與基礎觀念養成的程式工具。然而，若需要進入 AI 領域，特別是

進入 AI 應用工具的使用，則需要撰寫文字式程式，現在許多 AI 工具是以 Python

語言來呼叫，若不能轉寫基本的文字式程式，將無法使用這些工具。然而，許多

老師表示目前許多學生無法從 Scratch 進展到文字式程式，因此有必要提供相關

的教學工具與教案，協助學生從圖形化程式跨越至文字程式，以預備學生能使用

AI 相關程式庫。 

(五) 充實基礎運算思維與 AI 概念之教學資源 

目前各出版社已有運算思維相關的課本，教育部與地方政府也已出版 AI 教

材，然而，許多科目已有相當豐富的數位教學內容，例如，在均一平台或是因材

網已有相當多的數學、物理、化學教學影片，但是運算思維與 AI 概念的數位教

學內容仍比較缺乏，在這方面教師建議充實這方面的數位教學內容，包含教學影

片與評量題目，有了這些數位教學內容與評量題目，一般的知識性的學習內容可

以以數位學習方式實施，而教師更能夠設計較活潑的實作專案，讓學生動手實作

學習運算思維與 AI 應用的能力。 

(六) 強化 AI 學習與教學社群 

教師社群有助於教師專業知能的成長，亦能透過教師社群提升教學的知能，

然而，目前的教師社群較屬於程式設計相關主題，對於 AI 相關主題的社群較為

缺乏，另外，AI 主題相關發展的資訊亦非常缺乏。教師們普遍對於此一主題的相

關發展非常有興趣，因此，若能強化這方面的相關主題演講，提供類似於 TED 的

主題短講，將有助於教師理解 AI 相關的主題，並增加其實施 AI 教學的意願。另

外，此方面教師論壇亦有助於形塑專業的教師社群，透過教師分享教案與實施經

驗，方能有效地落實 AI 教育。 

(七) 避免考試帶來反效果6 

一般而言資訊應用需要高度的創造力，而這取決於學生的興趣。然而，當資

訊課成為必修，教師在給成績的壓力下，為了公平的原則，此時紙筆測驗成為一

最方便的評量方式。然而，這樣的情況很容易限制學生的興趣，並可能成為阻礙

學生從事資訊方面工作的職涯興趣。因此，我們必須慎重選擇評量的方式與難度，

建議多採用與生活相關的實作評量，因為透過動手做的作業更能帶動學生的學習

興趣，更能真實的評量學生的能力。另外，AI 的應用涉及軟體工具的使用與資料

                                                      
6 台灣實施運算思維教育之建議參考資料: 劉晨鐘,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教育浪潮,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

訊,20 卷 4 期, 89-92.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8c2fde59-6c05-45d1-90e1-7b83ac5dc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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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操作，這將是難度相當高的認知作業，在實行評量時可善用小組合作競賽，

增強學生之互動。另外評量應著重了解學生的困難並給予輔助，而非僅是為了在

成績單上印上分數，更應著重學生是否展現創意與如何達成目標的努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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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應用人工智慧於教學的專業知能 

陳志銘1、陳奕慈2 

摘要 

目前教師採用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形式，大多仍僅停留於教學流程的數位化

階段，對於支援教師的教學及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仍然相當有限。相較之下，運

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輔助教學則可以更進一步活用教學過程中所

使用或者產生的數位化資料，並藉由 AI 在速度、維度、強度、粒度上優於人類的

特性，提升教師完成課程準備的效率與速度，也可能幫助教師發現意想不到的教

學問題或解決策略。因此，提升教師應用 AI 於教學的專業知能具有其重要的意

義。然而，從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理論談資訊科技導入教師教學之策略與方法時可以發現，在 TPACK 的框

架下，現今教師大多僅注重在應用資訊科技知識(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K)於

教學應用職能的提升上，尚未意識到未來需要進一步利用資訊科技強化科技教學

知 識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TPK) ， 以 及 科 技 學 科 知 識

(Technol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CK)，因此未來在導入更進階之 AI 於科技學

科教學知識時，亦可能會面臨相同的問題，有必要思考因應之策略。本章從探討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實施現況與問題為出發點，提出進一步導入 AI 於各科教學可

能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再進一步探討 AI 對於促進教學改變的意義與重要性。有

了對於導入 AI 的意義與重要性信念，本章提出人工智慧導入教學的策略方法、

教師導入人工智慧於教學的時機與層次，以及教師應用人工智慧於教學的職能評

估方法。最後，從深入的文獻探討及教學實務分析中，歸納幾點重要結論及政策

推動建議方向，希望對於國內推動 AI 導入教學具有參考價值。 

 

一、 前言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係指教師將資訊科技融入於課程、教材與教學的環節中，

並應用於各領域的教學活動上，讓資訊科技成為輔助師生達成更有效教學與學習

的工具。多年以來，教育部長期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並且獲得教師的普遍支

持與重視，目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可以被歸納為教材數位化、教學數位化，以及

成果數位化三個面向。其中教材數位化係指透過諸如動畫、遊戲、多媒體教材、

網路資源等輔以教學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教學數位化係指使用數位平台、

數位載具(平板、電腦)輔以進行教學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成果數位化則係

指將學生的測驗、發表、作業、分組協作等成果評量數位化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模式。 

                                                      
1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2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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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學習環境中，教師應有能力審視為什麼要將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何時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最為有效，以及哪一類型的資訊科技

可以融入於教學中。AI 技術具有比一般資訊科技更高的技術應用及思維層次，若

未來要將其導入及運用於教學現場，勢必會面臨更大的挑戰。因此，為了探討未

來 AI 運用在國內教育環境的可能性，有必要檢討國內數十年來推動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的現況，並分析教師將資訊科技運用在實際教學現場會遇到的困難與問

題，方能預先規劃可能之因應策略。 

廖遠光與陳勇欣(2021)針對國內近三十年來資訊科技融入中小學數學教育，

對於學生學習成效影響所進行的深入分析發現，多數教師選擇在正式課堂上將資

訊科技運用在教學中，並且多為使用投影片播放系統及電腦輔以進行教學，並且

以大班教學最為普遍，其次才是分小組授課。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學習成效方

面，發現當資訊科技運用在課堂上時，會對於學生具有較佳的學習效果；正式課

程中與課後的補救教學學習成效，顯著優於諸如翻轉教學類型的混合教學形式；

國小學生的學習成效顯著優於高中職生；以一人一機的個人化教學模式具有較佳

的學習成效；教學節數以不超過 15 節為原則，因為一旦教學時間拉長，則採用傳

統教學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而言，並無顯著的差異。此外，

教師採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會遇到的主要問題為教師無法獲得足夠的經費及設

備支持，這也反映出國內目前教學環境中普遍存在資源及基礎建設不足的問題。

再則，教師對於如何發展更豐富可融入資訊科技的教學方案，以減少學生在面對

運用資訊科技於學習上，可能會產生的恐懼與焦慮感等問題，會覺得具有不小的

挑戰。此外，賴阿福(2014)的研究指出，教師對於採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意願

與信念，係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主要癥結點。更重要的是，教師不能因為某

些資訊科技具有新穎性，就一味不假思索地將其導入於教學中，而不考慮導入此

一科技的適切性與否，甚至是重科技而忽略了教學專業知識才是教師教學專業的

根本，而科技工具只是輔助教師教學的工具。最後，在國內教學目標仍以升學為

主要導向的現況下，也讓大部分教師習慣於採用灌輸式的教學，這也導致教師沒

有多餘心力投入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推展。 

綜合以上，以國內目前的教學環境而言，資訊科技在導入教學現場上依舊存

在著許多教育結構、資源支持及推動策略等面向的問題需要解決，可以預見若未

來將 AI 技術導入於教學，會面臨更多的困難與挑戰。值得思考的是，我們必須

審慎思考導入 AI 於教學的主要重要性與價值為何，方可得到教師普遍的認同與

支持，因此有必要先深入探討 AI 對於促進教學改變的意義與重要性。 

 

二、 人工智慧對於促進教學改變的意義與重要性 

(一) AI 輔助教學概念之導入對於提升教學成效上的意義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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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師採用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形式，大多仍僅停留於教學流程的數位化

階段，對於支援教師的教學及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仍然相當有限。而運用 AI 技

術輔助教學，可以更進一步活用數位化資料，並針對數位化資料進行分析，也藉

由 AI 在速度、維度、強度、粒度上優於人類的特性來輔助教學，以提升教師完成

課程準備的效率與速度，並且幫助教師發現意想不到的教學問題或是解決策略。

因此，教師若能將 AI 的技術運用於課程中，即可以將既定的知識搜尋和彙整等

簡要、層次較淺的教學工作交予 AI 處理，並且利用 AI 分析傳統教師難以透過人

力處理的高速度、維度、強度與粒度的問題。此外，AI 亦可作為教學者的教學合

作夥伴與學習者的輔助學習工具，透過高效率的方式收集並分析數據，可以讓教

學者與學習者更專注於進行更高階之推理、預測等思維之進行，而不是從事編輯

和計算等低階任務，並且透過 AI 技術分析出與呈現的數據，甚至可以幫助教學

者與學習者深入思考，並發現隱藏在數據背後的有價值資訊(Hwang et al., 2020)。 

Zhang 與 Aslan (2021)的研究指出，可以融入於教學之中的 AI 技術，其類型

包含聊天機器人(chatbot)、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智慧導師或代理人(intelligent 

tutors or agents)、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個人化學習系統或環境(personalized 

learning systems or environments)、可視化和虛擬學習環境(visualizations and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等。例如，可以同時支援英文、西班牙文、韓文、日文、印

地語、俄語、阿拉伯語、法語等多國語言，並且主題同時涵蓋經濟、語言、數學、

心理學等多種學科領域的聊天機器人，可以用於代替教師回答簡易的課程問題、

進行課程教授，以及提供測驗與練習題等 (Smutny & Schreiberova, 2020)。此外，

許多研究指出一對一的指導方式有利於達成最佳的學習成效，因此利用 AI 技術

開發的智慧型教學系統(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 ITS)，能夠提供學習者個人化

的學習需求，並且提供即時反饋，有助於輔助教師進行適性教學(Luckin et al., 

2016)。機器學習可以從訓練樣本進行學習，並形成難以透過人類計算而產生的知

識推理模型，可以幫助教師掌握學生的認知與心理狀態(Conati et al., 2018)。而具

有遊戲場景和即時響應機制的個人化創造力學習系統 (personalized creativity 

learning system, PCLS)，能夠即時幫助學習者調整學習路徑、保持學習質量，並提

升學習能力與動機(Lin et al., 2013)。廖遠光與陳勇欣(2021)的研究指出，當資訊科

技運用在課程進行中時，會對學生具有較好的學習效果，因此教師若能基於形成

性評量(summative assessment)檢視教學過程中學生會遇到的問題，則對於學生會

具有更大的幫助。相較於總結性評量為教學過程結束後才會對學生進行的學習評

量，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係指在教學過程中向學生提供的即時反饋

(Boston, 2002)，透過 AI 技術能夠幫助教師達成即時形成性評量的目標。因此，

如果在數位學習中採用 AI 技術，可以即時提示並幫助老師立即抓漏學生不會的

部分，也可以掌握那些學生需要重點加強學習，不用像傳統教學需要等到考試完

後再來檢討，這也是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完全無法達到，但卻是 AI 技術擅長的地

方，所以 AI 技術絕對是教師增能的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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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師應有能力審視與思考該如何有效運用 AI，思考何種工作可以交予

AI 處理，針對不同類型的問題可以利用何種 AI 技術處理，AI 又能夠對教師教學

能力與教學方式給出何種建議，對學生的學習歷程可以給予何種提醒或輔助。 

(二) 應用 AI 對於教師以及學生可能產生的教與學模式的改變與可能效益 

對於教師而言，AI 會促使教師從教導者的角色轉變為引導者的角色，並且透

過 AI 輔助教師於教學過程中解決部分較為常態問題所衍生的人機合作模式，可

以讓教師有更多時間專注於更具創造性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改善的工作上

(Jarrahi, 2018)。例如，教師可以將諸如教材蒐集、作業批改、學習診斷等較為規

律的事項交由 AI 處理，並將精力集中於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的創新上。此外，

AI 技術也能夠幫助教師及學生主動尋找好的教學與學習資源，以有效提升教師教

學及學生的學習效率(Luckin et al., 2016)。而以往的學習診斷需透過教師的細心觀

察、仔細布題，才能瞭解學生真正的概念迷失，並且進一步進行迷失概念的處理，

但是透過 AI 技術提供的最佳化策略輔助，則可以更快速且精確的找出學習的癥

結點，並適時地介入引導，如此將更有助於實現個別化教學的目標。此外，教師

也可利用 AI 提升自己的教學專業知能，例如近年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導

致許多學校採取遠距教學，教師的教學錄影成為重要的授課媒介，而 AI 技術能

夠基於腦波偵測注意力高低方式，來協助分析教師的教學錄影是否有導致學生學

習不夠專注的地方(Chen et al., 2017)，如此可以幫助教師改善其教學技能。此外，

也可以藉由分析學生對於教學錄影內容注意力較低段落的方式，來分析教師所講

授內容是否有需要加強補充的地方(Lin & Chen, 2019)，這些都非常有助於提升教

師的教學專業知能。 

近幾年來 AI 的快速發展，也讓許多人擔心目前許多人類從事的工作，在未

來是否可能會被 AI 取代，教師也不例外。此外，隨著元宇宙(Metaverse)技術的發

展，在虛實整合世界中，是否可能會產生教師以虛擬分身來扮演教師角色的情況

發生。儘管 AI 有包括速度、維度、強度與粒度等很多人類無法企及的能力，但

「人師」依舊無法被輕易取代，不管從傳道、授業、解惑，抑或認知、情意、技

能等面向，我們都能發現「人師」的功能不僅是知識上的學習或技能上的指導，

更多是在學習、成長歷程中的陪伴。「教師如園丁，學生如花木」，當我們越來越

重視學生個體的獨特性，教師就永遠不會被輕易取代。對於學生而言，應用 AI 輔

以學習，除了可以擁有教師之外的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 AI 助教外，也可以經由 AI

量身打造最適合自己的個人化學習流程，診斷並發現自己的學習盲點與弱項。毫

無疑問的，教師需要比學生更懂得善於應用與駕馭 AI，才能夠教導學生如何利用

AI 輔以學習，其目標是讓學生從被動接受知識者，到成為主動學習者，讓 AI 成

為適性教學的最佳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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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工智慧導入教學的策略方法 

(一) 從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理論談 AI 導入教師教學之策略與方法 

教育部在 2008 年公布之「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提及二十一世紀的教師

不僅需要具備學科專門領域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 CK)與專業教學知識

(Pedagogy Knowledge, PK)，更應當具備應用科技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能力

(Technology Knowledge, TK)(蔡政宏、謝文惠， 2011)。科技學科教學知識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TPACK)架構，對教師教育和專

業發展的研究和實踐有重大的影響，也激發學術界對此進行廣泛的研究。從 2009

年到 2019 年有超過 1200 篇期刊文章和書籍章節、315 篇論文和 28 本書，以

TPACK 為中心結構進行教師應用科技於教學之專業知能分析與探討(Harris & 

Wildman, 2019)。TPACK 的理論係由 Mishra 與 Koehler(2006)提出，他們將科技學

科教學知識(TPACK)分為七個構面：(1)學科知識(Content knowledge , CK)：指實

際需要學習或教學的主題知識，教師需要具備該學科的核心知識才能夠將知識傳

授給學生；(2)教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 , PK)：指關於教學過程、實踐和方

法的深層知識，包含在課程中需要運用的技術與工具，學習者的性質，以及具有

能夠評估學生理解程度的策略。具有教學知識的教師能夠了解學生構建知識的過

程，並培養學生的思維方式以及提升學生學習態度；(3)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 PCK)：為了讓教師具有更好的教學方法，此種知識包含了解

何種教學方式適合何種教學內容、教學內容安排的方法、解決學習者的困難並促

進理解程度；(4)科技知識(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K)：指關於資訊科技的知識，

包含了解作業系統、電腦硬體，以及具備使用軟體的能力。教師需要學習並且適

應新的科技技術，才能夠更有效輔助學生學習；(5)科技學科知識(Technol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CK)：指關於如何將科技與內容結合的知識。新的科技技術

可以為教師提供更多樣化且具有靈活性的教學方法，教師不只需要具備內容知

識，也需要了解如何將科技技術運用在課程內容中； (6)科技教學知識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TPK)：指關於各種科技技術的存在、組成

物件與功能的知識，教師需要了解如何運用科技技術以改變教學方式，才能夠在

教學時採用適合的科技技術，並運用在教學策略中；(7)科技學科教學知識

(TPACK)：指良好的科技教學基礎。教師應利用科技技術了解學生具備的知識以

及遇到的困難，並在原有的知識基礎上導入科技技術以發展更好的教學方式。 

在 TPACK 概念框架下，現今教師大多著重在科技知識(TK)層面導入 AI 技術

輔以進行教學，如圖 7.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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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TPACK 概念框架中教師著重在科技知識(TK)層面導入 AI 技術 

 

有鑒於目前教師主要採用教材數位化、數位學習平台等數位科技方式將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而隨著 AI 的發展，教師未來需要進一步利用 AI 技術強化科

技教學知識(TPK)、科技學科知識(TCK)、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三個部分

的專業知能，如圖 7. 2 所示。 

 

 

圖 7. 2、利用 AI 科技強化教師在 TPK、TCK、TPACK 上的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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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學知識 (TPK) 會隨著科技的發展而產生變化(Schmid et al., 2020)，亦

可能改變人們對技術的認知或使用(Teo et al., 2021)。因此，可以基於 AI 概念進一

步強化教師的科技教學知識(TPK)，除了傳統的數位科技運用之外，還應該要有

AI 輔助學習分析的概念。例如：AI 能夠分析學生行為，進行最適化教材或者學

習路徑推薦。在科技學科知識(TCK)部分則是利用 AI 輔助各領域學科教學，除了

將教材數位化，還應該要有 AI 可運用於學科中何處的概念。 

(二) 應用人工智慧技術於各學科領域的實例 

應用 AI 技術於各學科領域的實例如下： 

1. 數位人文教育(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Berry(2012)將數位人文定義為藉由資訊科技技術以輔助人文學者從事人文

研究，進而發現過去難以觀察的現象、無法想像的議題，以及無法進行的研究，

為資訊技術在人文領域的應用。透過數位人文分析工具來輔助人文學習者進行探

究式學習，可以加快人文研究者的研究效率(金觀濤，2011)。圖 7. 3 所示為陳志

銘(2021)提出之數位人文研究平台發展的理論框架，該理論框架指出數位人文研

究平台會納入計算科學、數位素養、神經和認知科學、社會網路理論與分析、機

器和深度學習、計算教學法、資訊視覺化、圖像分析、資料探勘、統計學等多重

理論與方法，增強其所發展數位工具的理論與方法上的完備性。此外，也會發展

支持人文學者進行細讀(close reading)與遠讀(distant reading)，以及彼此鏈結的資

料觀察與解讀功能，使人文學習者能夠透過人機合作的方式與細讀與遠讀之分析

結果進行來回地調整與修正，以獲取更佳的分析結果，數位人文學者可以透過使

用數位人文研究平台的輔助，從中洞察、挖掘、產出其感興趣的研究議題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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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3、數位人文研究平台發展理論與方法框架(陳志銘，2021) 

 

近幾年來，數位人文學的蓬勃發展已促使人文領域的創新研究與創新教學成

為可能，因此如何將數位人文學概念融入於人文社會領域學科教學中，發展創新

的數位人文探究式學習模式，提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生善用數位分析工具，促

進其對於人史資料脈絡的理解探究與獨立思考能力，以培育具數位創新能力之人

文領域人才，已成為現今數位人文學的重要發展方向。教育部公布的 108 課綱中

強調「探究與實作」教學，而數位人文學透過數位化文本與數位分析工具輔助人

文學者從大量文本中自主性的探索與發掘感興趣的研究議題概念，正好與歷史學

科探究式學習的教學理念不謀而合。因此，Chen, Chang 與 Chen(2022)的研究基

於 5E 學習環之探究式學習模式，發展典藏豐富歷史文本之「羅家倫文存數位人

文研究平台」，並於平台上發展閱讀介面、關鍵字檢索、詞頻統計分析與視覺化、

「觀點變遷和年代劃分工具」、「階層式主題分析工具」等創新基於 AI 技術之數

位人文分析工具，並將其發展為「支援探究式學習數位人文平台」，支援教師發展

歷史學科探究式學習模式，以有效提升學習者培養自主學習、獨立思考、探究辯

證，以及問題解決等關鍵能力，具有數位人文教育發展上的潛力。 

圖 7. 4 所示為 Chen, Chang 與 Chen(2022)的研究所發展的「羅家倫先生文存

數位人文平台」首頁之使用者介面，該平台應用於支援歷史課程之探究式學習，

可以協助學習者快速查找包含某關鍵字的文本內容、後設資料欄位，提升文本檢

索效率；學習者也能透過年代、稱謂、關鍵字、作者、體裁、文章分布等不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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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進行檢索，檢索結果之分布狀況將進行詞頻分析，並透過資訊視覺化的方式呈

現(圖 7. 5)。此一遠讀功能有助於學習者快速了解所查詢關鍵詞於文本中的分布

情形，有助於學習者探索隱含在詞頻分布中的脈絡。而資訊視覺化之檢索結果分

布圖，又可以透過點擊聯結到對應的文本影像掃描檔及全文，進而顯示於閱讀介

面，以輔助學習者進行細讀(圖 7. 5)。此外，如圖 7. 6 所示，「羅家倫先生文存數

位人文平台」亦具備文本閱讀介面，左邊頁面為掃描之影像檔，右邊為與影像檔

對應之全文，這樣的閱讀介面設計有助於學習者於探索主題與閱讀文本過程中，

能進行圖文交互參照，並可使用滑鼠滾輪或卷軸直覺的下拉進行閱讀或頁面切

換。此外，考量學習者在解讀文本資料時，時常需要參照其他的相關資源，以協

助其理解文本中的脈絡或進行考證，自動文本標註工具能透過自動中文斷詞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與鏈結資料(linked data)，匯集並整合多個外部資料庫

資源，進而提供文本內容所需之補充資訊，非常方便學習者參照其他資料庫的資

源進行文本的解讀。再則，觀點變遷與年代劃分工具，能夠讓學習者在輸入關鍵

詞後，查看系統產生的觀點網路圖，幫助學習者從不同角度理解歷史調查問題(如

圖 7. 7、圖 7. 8 所示)，有助於提高學習者對歷史本章和背景的理解與探究能力。

研究結果顯示，「羅家倫先生文存數位人文平台」支持的歷史探究課程能夠有效地

提高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並導致高度積極的學習滿意度。此外，滯後序列分析(Lag 

Sequential Analysis)結果顯示，與學習成效低的學習者相比，學習成效高的學習者

使用「羅家倫先生文存數位人文平台」進行歷史探究的行為模式更能體現探究式

學習的精神。 

圖 7. 4、羅家倫先生文存數位人文平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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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5、羅家倫先生文存數位人文平台檢索結果視覺化遠讀及閱讀對應文本之近讀介面 

 

 

圖 7. 6、羅家倫先生文存數位人文平台具自動文本標註之閱讀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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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7、羅家倫先生文存數位人文平台 

 

 

圖 7. 8、觀點變遷和年代劃分工具輸入關鍵詞後平台呈現的觀點網路圖 

 

2. 外語(Foreign Language) 

從語言學習的聽、說、讀、寫四項層面檢視 AI 技術對於促進語言學習的應

用可以發現，在聽力與發音學習方面，Cincarek (2009)等人開發的自動發音評分

器，可以用來評斷學習者的第二外語發音準確度，該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其自動

發音評分器的信度與人類幾乎無異。此外，採用感測器、訊號處理、無線通信、

單晶片系統和機器學習技術開發而成的基於人類脈搏訊號之嵌入式情緒辨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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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可以在教師透過網路與學習者進行英語會話課程時，幫助教師即時偵測學生

的學習情緒狀態，有助於教師給予情緒緊張學生適時的學習引導，降低其語言學

習的焦慮，進而提升語言學習成效(Chen & Lee, 2011)。在字彙學習方面，個人化

的英語單字學習系統，可以根據學習者的英文詞彙能力和記憶體週期，推薦適合

個別學習者學習的個人化單字(Chen & Chung, 2008)。而基於腦波檢測的數位閱讀

標註系統，可以讓學習者可以依據自己的自律學習能力，自由調整學習時間、學

習單元數、預期學習成果等，並透過學習者所配戴的注意力偵測耳機，偵測其自

律學習指標達成狀態，以提高學習者的閱讀理解能力和保持注意力(Chen & 

Huang, 2014)。在寫作方面，Grammly 平台可以幫助學習者在進行英語寫作時，

自動更正文法錯誤，並根據上下文為學習者提供建議寫入或修正的單字(Dizon & 

Gayed, 2021) 

3. 科學教育(Science Education) 

近年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若學校發生關閉的情況，將使師生無法到校

進行實體面對面的教學，這時虛擬實驗室將發揮極大的作用。Potkonjak(2016)等

人針對科學、技術和工程教育的研究發現，透過虛擬實驗室(virtual laboratory)能

夠幫助師生透過線上遠端方式使用實驗室。此外，藉由虛擬技術能夠幫助學習者

實現清楚查看物件的內部結構目的，並且能促進學習者自由組合不同材料的物件

來模擬實驗。同時，因為虛擬物件不是實體的關係，學習者不用擔心操作失誤會

造成物件損壞，進而能夠增加學習者嘗試，以及從錯誤中學習的機會，更可以避

免因為實驗操作不當而導致可能的傷害。例如化學學科可以用虛擬技術替代實際

的化學實驗操作，AI 技術也能幫助捕捉學習者的實驗操作動作，並診斷有無不當

的實驗操作行為。有研究指出在天文學課程中，相較於傳統只透過電腦學習天文

學知識的方式，透過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 MR)技術可以自動捕捉學習者的動

作路徑，使得學習者只需移動身體，即可表達小行星在遇到附近行星的引力場時

會如何移動的變化，研究結果顯示其有助於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參與度，以

及對於自然科學學習的積極學習態度(Lindgren et al., 2016)。此外，分析學習者的

科學學習行為有助於教師瞭解學習者的學習行為如何影響學習成效。為了確定哪

些科學學習行為會影響學習者的科學探究學習成效，Chen 與 Wang (2020)的研究

開發了一個基於 xAPI 的學習歷程記錄器，並將其嵌入到一個協作式網路科學探

究學習環境(Collaborative Web-based Inquiry Science Environment, CWISE)中，以記

錄學生操作浮力模擬實驗過程的學習歷程，希望探討科學探究能力、學習時間和

學習成效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和因果關係，以及有效的科學探究行為模

式。結果顯示在設計的浮力科學探究學習課程中，探究能力、學習時間和學習成

效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並能預測學習成效。而探究浮力模擬實驗中的學習時間是

最重要的預測因素。滯後序列分析的結果顯示，具有高學習成效和高探究能力的

學習者，在進行浮力模擬實驗的探究學習上，會依據實驗操作結果重新調整假設，

並進一步基於假設進行驗證；而學習成效差、探究能力低的學習者則缺乏這種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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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的探究學習行為。該研究提出了一種應用 AI 技術的系統性分析方法，來洞察

基於網路的探究學習環境中的有效學習行為，從而對於引導學習者調整其學習行

為和策略上提供了潛在的效益。 

綜合上述，採用 AI 技術能夠以各種形式導入各種不同學科的教學環節，此

外透過人機合作的形式，可以協助學習者達到自動、自學、自主、自覺的效益，

並有助於增進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四、 教師導入人工智慧於教學的時機與層次 

(一) 教師在教學實務環節中導入及應用 AI 時機以及可能的 AI 技術應用 

教師在教學實務環節中導入及應用 AI 技術的時機大致可分為課前、課中及

課後(延伸學習)三個階段，這三個導入 AI 於教學環節的時機對於促進教學具有不

同的意義，但是均具有價值，教師在導入 AI 於教學設計時，均應該加以重視，以

達應用 AI 於促進教學成效之相輔相成的效果，以下分別進行詳細的說明。 

在課前階段，AI 技術可以協助教師進行教材蒐集、自動出題、對參與翻轉教

學的學生輔助課前預習等。其中在教材蒐集方面，運用智慧型代理人(Intelligent 

Agent)技術，可以代替教師自動取得特定之網路資訊，自動完成教師指定的教材

蒐集任務，以減少教師蒐集教材的時間，甚至幫助學生取得更多的輔助學習教材

(Tsai et al., 2012)；在自動出題方面，自動出題系統可以幫助教師減少建構練習題

的時間(Aldabe et al., 2006)，並依據教師所設定的學科權重自題庫中挑選最適合的

題目；在對參與翻轉教學的學生輔助課前預習方面，在以學生為學習中心，而教

師扮演輔助者角色的翻轉教學課堂上，學生應能夠充分參與各種課堂學習活動

(Ozdamli & Asiksoy, 2016)。如果採用 AI 技術輔助翻轉教學，例如採用聊天機器

人與教學助理，則可以協助學習者在課堂進行前做好更好的預先學習工作，讓翻

轉教學產生更大的學習效益(Diwanji et al., 2018)。 

在課中階段，AI 技術可以協助教師進行學生的學習輔助、教師的教學策略輔

助，以及形成性評量。其中 AI 技術作為學生的學習輔助面向，包含教材推薦，以

及討論區文字的分析等。在教材推薦上，傳統的教學資源，例如教科書，通常會

引導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按照固定的順序進行學習，但是透過基因演算法

(Genetic Algorithm)的推演，則能夠靈活的依據學生的學習狀況調整課程學習順

序，達到個人化的學習目標(Chen et al, 2008)。此外，AI 作為學生的學習輔助工

具，可以根據學生的學習風格、進度或行為推薦最適合的教材，並透過評估課程

教材的難易度與課程教材的先備、後備知識的關係，用於規劃個人化的學習路徑

(Chen, 2009)。在討論區文字分析上，透過 AI 技術能夠將討論區文字進行分析，

產生摘要或視覺化分析知識圖譜(Knowledge Graph)，例如以同心圓視覺圖呈現討

論觀點異同的即時觀點比較系統(Instant Perspective Comparison System, I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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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 Tsao, 2021)，以及將非同步線上討論內容進行分析，以主題關鍵詞彙方式

呈現討論主題，並給予視覺化呈現的主題分析即時回饋系統(Topic Analysis Instant 

Feedback System, TAIFS) (Chen et al., 2021)。AI 作為教師的教學策略輔助方面，

包含分析教學內容、最佳化合作學習分組、學習情緒，以及注意力診斷等教學應

用。其中在分析教學內容上，基於 AI 技術開發的自動語音識別技術(Audio Speech 

Recognition, ASR)，能夠在上課時用於分析教師的談話特徵，並顯示當中會影響

學生學習的特徵，進而改善教師的談話內容，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Dale et al., 

2022)；在最佳化合作學習分組上，當進行分組活動時，若教師交由學生自行決定

小組成員，學生通常會選擇自身熟悉的對象，此種分組方式將降低學習成效

(Gruenfeld et al., 1996)。而 AI 技術可以基於學生的知識水平、學習角色及互動關

係，利用基因演算法協助教師進行最佳化的合作學習分組(Chen & Kuo, 2019)。在

學習情緒及注意力診斷上，基於 AI 技術開發的腦波偵測儀器，可以協助教師進

行學生的學習情緒及注意力診斷，了解學生在課程學習當下的情緒及注意力狀

態，協助教師及時提醒注意力低落學生，抑或修正教學策略，以避免學生在學習

時產生負面情緒或低注意力。例如基於 emWave 系統開發的情緒壓力檢測儀，可

以用來測量當呈現具有相同學習內容的不同類型多媒體材料時，學習者情緒狀態

的變化(Chen & Wang, 2011)；基於腦波訊號開發的腦波注意力偵測系統，可以輔

助學生在聆聽教學影片時，會針對產生低注意力的影片面段進行自動偵測，並引

導學生針對這些引發低注意力影片片段進行重複學習的引導策略應用(Chen et al., 

2017)。AI 技術作為協助教師進行形成性評量的教學應用面向上，包含討論板自

動出題。例如基於學生的討論內容，透過討論板系統實現自動出題，以促進學生

對於他人討論內容更加重視的目的，其主要方法係從學習者的討論內容中，利用

斷詞技術產生詞彙表，提取其他組學習者討論內容及重要的關鍵詞，再從學習者

貼文中抓取完整的句子，並從中挖空某一重要關鍵詞後，利用 Word2Vec 詞向量

技術找出在詞彙表中與出題挖空之關鍵詞具有相似語意向量的詞彙，作為其餘三

個答案選項，以完成自動出題的目標(林芯瑜等，2022)。 

在課後(延伸學習)階段，AI 技術可以協助教師進行學生學習診斷、預警、作

業批改。在學生學習診斷面向上，AI 技術能夠幫助教師診斷學生的學習狀況，透

過學生學習歷程分析學生盲點、缺點、弱項並予以建議補強。例如基於 AI 技術

開發的學習系統，能夠通過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進行精準的形成性評量，使學生

可以了解自己當前的學習狀態，反思自己的學習行為後，改善或修正其學習策略，

教師亦可以查看系統呈現的影響學生成績的要素，進而改變教學策略(Chen & 

Chen, 2009)。在預警學生的學習表現上，AI 可以用來分析學生的學習行為，以預

警方式提前排除造成學習中斷的事件，例如基於 AI 技術開發的機器學習模型，

能夠通過課程難易度，提前預測學生初期的成績，作為預警的機制，以識別需要

幫助提高成績的學生(Alboaneen et al., 2022)。在作業批改上，AI 技術可以協助老

師進行作業批改，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特別是學生人數眾多的課堂上，將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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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減少教師的工作量(Naidu et al., 2020)。例如自動論文評分系統可以作為語言學

習領域的文本評分方式，用來評估學習者的寫作表現(Shermis & Burstein, 2003)。 

綜合上述，在課前階段、課中階段以及課後階段的教學實務環節中，教師均

有能夠導入及應用 AI 技術於教學的時機，同時亦具備多樣化能夠輔助教學現場

與學習活動的 AI 技術可以採用，教師需要善用 AI 技術以達到更好的教學品質，

並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與成效。 

(二) 教師應用 AI 於教學之概念養成層次 

應用 AI 於教學除了一般狹義的指採用資料探勘(Data Mining)與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等高階技術所達成的教學應用之外，尚可廣義的包含利用統計

學(Statistics)方法所達成的教學應用，並且這些不同技術面向的 AI 技術，可以幫

助教師由簡單到複雜，由基礎至進階等方式循序漸進的養成應用 AI 於教學的專

業職能。因此，本章基於學生學習特質及學習歷程分析，提出如表 7. 1 所示之教

師應用 AI 技術輔以提升教學專業知能的概念養成層次，作為未來推動教師應具

備之 AI 輔助教學職能養成階段的參考。 

第一層次：利用量表及問卷調查蒐集學生特質資料，並進行基本敘述統計分析、

資料解讀與教學應用之能力 

教師應用 AI 於教學應具有敘述統計、推論統計等統計學的基本素養，統計

學也是學習進階之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等 AI 概念的基礎。具備統計學為教學者

需要具備的基本素養能力，除了可應用於學生基本特質及學習行為的統計分析

外，在教學過程應用統計學方法亦可培養學生學習應用統計解決問題之思考能力

(Ben-Zvi & Garfield, 2004)。例如，教師若能夠應用量表調查及基本統計學方法分

析學生的認知風格與學習風格，除了可以幫助教師掌握適合學生的教學方式外，

也可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認知風格與學習風格取向，找到較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

(Evans, 2010)。因此，教師需要能夠透過蒐集學生的特質資料，利用統計學方法掌

握學生的個人學習差異，並利用於適性化教學之能力。 

第二層次：利用學習歷程記錄器蒐集學生學習歷程，並運用推論統計及資料視覺

化分析工具，進行學習歷程分析、資料解讀與教學應用之能力 

除了學生學習特質資料的調查與分析之外，教師應進一步具有蒐集學生學習

歷程資料的概念與能力。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目前已有許多強大的資料分析與

視覺化技術及軟體，能夠幫助教師進行學習者的學習歷程探索與分析，讓教師可

以更專注於解釋其分析結果，而不需花費心力在複雜的計算上(Garfield et al, 

2008)。例如，教師可以透過以視覺化技術產生的學習儀表板對學生的學習歷程進

行分析與掌握，有研究指出，當教師在課堂上採用一個具備紀錄學生學習活動功

能的學習儀表板，除了有助於教師透過查看學習儀表板上所記錄之學生完成學習

活動的時間與進度之外，亦可幫助教師檢視教學活動的適切性，並進而重新設計

教學活動，提供更適合學習者的教學內容與流程(Hilliger et al., 2021)。因此，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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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需要具有蒐集學生學習歷程資料的概念之外，也需要進一步具備諸如應用資

訊視覺化、學習儀表板、滯後序列分析，以及推論統計學等方法進行學習歷程分

析與解讀之能力。 

第三層次：利用資料探勘挖掘隱含學習歷程行為與特質之教學輔助應用能力 

資料探勘技術包含分類 (classification)、分群 (clustering)、關聯式規則

(association rule)及時間序列探勘(sequential pattern mining)等方法，透過資料探勘

技術進行學習歷程資料分析，可以協助教師依據數據資料分析結果進行教學決

策，也可以幫助學生更加了解自己的學習行為模式(Bienkowski et al., 2012)。因此，

教師應具有資料探勘的概念及能力，能夠針對蒐集學生學習歷程資料進一步應用

資料探勘技術中的分類、分群、關聯式規則及時間序列探勘等方法，進行形成性

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因果關係推理(causal reasoning)、學習行為樣式識別

(learning behavior pattern recognition) 、學習行為群集分析 (learning behavior 

clustering analysis)，以及行為序列轉移分析(behavior sequence transition analysis)等

教學應用，並能夠將上述產生的分析結果運用於教學之中。 

第四層次：基於大量學習歷程資料，利用機器學習歸納學生學習行為模式，並運

用於教學之能力 

近幾年來，機器學習已被視為是解決社會原有具挑戰性問題的關鍵技術，並

且發展的非常迅速 (Sanusi et al., 2022)。因此，無可避免的，教師若要導入 AI 於

教學應用，也應該對於機器學習具有一定程度的概念，除了了解不同機器學習方

法的基本原理外，也應該積極思考其對於促進教學的可能應用。例如生成對抗網

路(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 是非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

的一種機器學習方法，其原理為透過讓兩個神經網路相互博弈的方式進行學習，

其中一個為生成網路與一個判別網路，此一方法已被應用於生成照片、影片、音

樂，以及三維物體模型等，具有輔助創造力教學的潛在可能應用。此外，長短期

記憶模型(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是一種時間循環神經網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RNN)，已被成功應用於語音辨識、自然語言分析等，具有輔助

語言教學的潛在可能應用。更重要的是，透過機器學習方法可以根據教師所蒐集

的學生學習歷程資料進行機器學習訓練，產生具有意義與價值的學生學習行為模

型，並進一步基於此一學生學習行為模型進行預測、識別、推薦與預警等實際的

教學應用。此外，教師擁有機器學習的知識背景，亦有助於提升學生對於 AI 技

術的學習興趣，並激發學生對於 AI 領域的學習信心與熱情(Young & Ringenber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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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教師應用 AI 進行學習分析能力及概念養成層次 

層次 概念 描述 

第一層次 利用量表及問卷調查蒐集

學生特質資料，並進行基本

敘述統計分析、資料解讀與

教學應用之能力 

具有敘述統計學基本素養，能夠應用量表與問

卷蒐集學生的特質資料，掌握學生的個人學習

特質差異，並利用於適性化教學之能力。 

第二層次 利用學習歷程記錄器蒐集

學生學習歷程，並運用推論

統計及資料視覺化分析工

具，進行學習歷程分析、資

料解讀與教學應用之能力 

具有蒐集學生學習歷程資料的概念，具備運用

推論統計及資料視覺化工具進行學習歷程分

析及解讀的能力。 

第三層次 利用資料探勘挖掘隱含學

習歷程行為與特質之教學

輔助應用能力 

具有應用資料探勘技術中的分類、分群、關聯

式規則及序列探勘等方法，進行形成性評量、

因果關係推理、學習行為樣式識別、學習行為

群集分析，以及行為序列轉移分析等教學應用

能力。 

第四層次 基於大量學習歷程資料，利

用機器學習歸納學生學習

行為模式，並運用於教學之

能力 

具有機器學習的概念，了解不同機器學習方法

的基本原理，以及根據蒐集的學生學習歷程資

料進行機器學習訓練，產生具有意義與價值的

學生學習行為模型，並進一步進行預測、識別、

推薦與預警等實際的教學應用能力。 

 

五、 教師應用人工智慧於教學的職能評估 

未來在導入應用 AI 於提升教師的教學專業職能過程中，尚需要發展一套可

以用來針對教師應用 AI 於教學之專業職能評估方法，此一方法應該注重於教師

對於 AI 的知識、利用 AI 於教學的知能，以及對於運用 AI 於教學的態度等面向

的評估 (Seufert et al., 2021)。過去的研究指出 TPACK 和 SQD (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Data)策略之間存在顯著的關係(Tondeur et al., 2020)。因此，本章提出

可以運用如表 7. 2 所示 Tondeur (2016)等人所設計的 SQD 模型進行應用 AI 於提

升教師教學專業職能的評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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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SQD 模型應用於評估教師導入 AI 於教學之專業職能 

主題 教師職能訓練的體現 

角色建模 

(Role model) 

檢視是否具有在教育環境中觀察，甚至是覺察到使用 AI 導入於教學

活動之實例，並可以在獲得啟發後將其運用在自身的教學課堂上。

例如：學生的課前預習、學生課中的形成性評量、學生課後學習成

效的診斷等。 

反思

(Reflection) 

思考將 AI 導入於教學活動中的作用、會遇到的問題，並針對將 AI

導入於教學過程進行反思與修正。例如：利用 AI 診斷教師教學過程

學生的學習專注力，幫助教師改善教學設計與實施不佳的環節。 

教學設計

(Instructional 

design) 

檢視在設計將 AI 導入於教學活動的課程環節是否適切、是否已了解

如何將所需的 AI 技術融入於課程，以及使用 AI 技術開發新的教學

模式。 

協作

(Collaboration) 

檢視是否能夠與其他教師共同開發基於 AI 技術導入教學的課程，以

及學生在課程中使用 AI 技術如何進行合作學習。 

真實體驗

(Authentic 

experiences) 

檢視是否能透過職前或在職訓練學會使用不同的 AI 技術、在課堂能

有足夠機會測試不同 AI 技術導入教學的應用，以及在課堂使用 AI

技術而被肯定的經驗。 

回饋 

(Feedback) 

檢視在導入 AI 技術於課程上能否得到學生的正向的反饋、了解使用

AI 技術的能力層次，以及能夠定期評估自己在課堂上使用 AI 技術

於促進教學的能力，以進一步發現自己導入 AI 技術於教學能力上的

不足之處。 

 

在角色建模(role model)面向上，教師需要檢視自己是否具有在教育環境中觀

察，甚至是覺察到使用 AI 導入於教學活動之實例，並可以在獲得啟發後將其運

用在自身的教學課堂上，例如透過講座、研討會等各類型活動中覺察到使用 AI 導

入於教學活動之概念與實例；在反思(reflection)面向上教師需要思考將 AI 導入於

教學活動中的作用、在教學過程導入 AI 於教學活動會遇到的問題，以及基於教

學環境使用 AI 導入於教學活動的技術與經驗進行反思與修正等；在教學設計

(instructional design)面向上，教師需要檢視自己在設計將 AI 導入於教學活動的課

程是否適切、是否已了解如何將所需的 AI 技術融入於課程，以及使用 AI 技術開

發新的教學模式，並且能夠讓學生在需要運用 AI 技術輔以課程學習時，能適時

地得到教師的幫助。特別是採用 AI 技術所衍生設計出來的輔助教學或學習工具

(例如：學習儀表板、虛擬實境裝置等)，教師往往需要在教學環節的前段時間，說

明學習工具的操作方式，讓學生接觸並熟悉該工具的運用方式，才能夠期望達到

更佳的輔助學習成效；在協作(collaboration)面向上，教師需要檢視自己是否能夠

與其他教師共同開發基於 AI 技術導入教學的課程、學生在課程中使用 AI 技術如

何進行合作學習，並能夠分享彼此在學習過程中使用 AI 技術輔以學習的經驗，

特別是合作學習能夠激勵學習者互相交流，以及達成團體的學習目標，因此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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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與同儕相互合作完成學習任務，以及分享彼此使用 AI 技術經驗的機會；

在真實體驗(authentic experiences)面向上，教師需要檢視自己是否能透過職前或在

職訓練學會使用不同的 AI 技術、在課堂能有足夠機會測試不同 AI 技術導入教學

的應用、能夠因在課堂使用 AI 技術而被肯定的經驗，而學生亦能在課堂中因為

使用 AI 技術輔以學習而獲得鼓勵；在回饋(feedback)主題上，教師需要檢視在導

入 AI 技術於課程上能否得到學生的正向的反饋、了解自身使用 AI 技術的能力層

次，以及能夠定期評估自己在課堂上使用 AI 技術於促進教學的能力，以進一步

發現自己導入 AI 技術於教學能力上的不足之處。 

 

六、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章旨在探討提升教師應用 AI 於教學專業知能的意義與重要性，以及其對

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模式可能產生的改變，進而從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

理論談 AI 導入教師教學之可能策略、方法、層次，以及使用時機，最後則提出發

展教師應用 AI 於教學專業職能評估方法的可能方向。此外，本章亦針對未來教

育當局如何推動教師應用 AI 於教學的專業知能，提出幾點具體可行之政策推動

上的建議。 

(一) 結論 

1. 導入 AI 於教師之教學及學生的學習具有改變教與學模式及提升成效上的效益 

隨著 AI 技術的發展，將促使教師更快速的從教導者的角色轉變為引導者的

角色，AI 能夠協助教師處理較為規律，或是難以透過人力計算所達成的教學任

務，並且全年無休的 AI 助教也能夠幫助學生進行個人化的學習，教師也將因此

有更多的時間來照顧及關注個別學生的學習，實現進行適性化教學與學習的目

標。目前已經有包括聊天機器人、專家系統、可視化和虛擬學習環境等多樣化的

AI 技術能夠運用在教學環境中，提升不同學科的教師教學專業知能，以及促進學

生的學習成效。AI 亦能夠帶給學生與過往不同的學習體驗，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2. 教師在教學實務環節中應強化導入 AI 於科技教學知識(TPK)、科技學科知識

(TCK)與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三個部分，也需要考慮課前、課中及課後

應用 AI 的時機與工具 

從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的理論框架來看，目前教師多著重在科技知識

(TK)層面導入 AI 技術進行教學，但隨著 AI 技術日趨成熟，未來需要強化導入 AI

於科技教學知識(TPK)、科技學科知識(TCK)與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三個部

分。此外，基於 TPACK 理論導入 AI 於教學各階段的時機，無論是課前預習、課

中學習或是課後的補救教學皆有助於精進教師的教學活動，以及促進學生的學

習。AI 亦適用於導入所有的學科領域，但需要發展 AI 融入各科的教學模式，因

此有必要發展 AI 融入於各科教學的教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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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要在現行的教育環境中，評估教師運用 AI 輔以進行教學的能力，並透過職

能訓練提升教師應用 AI 的專業知能 

教師運用 AI 輔以進行教學的能力，可以從是否具備利用量表及問卷調查蒐

集學生特質資料，並進行基本敘述統計分析、資料解讀與教學應用；利用學習歷

程記錄器蒐集學生學習歷程，並運用推論統計及資料視覺化分析工具，進行學習

歷程分析、資料解讀與教學應用；利用資料探勘挖掘隱含學習歷程行為與特質之

教學輔助應用；基於大量學習歷程資料，利用機器學習歸納學生學習行為模式，

並運用於教學等四大層次的能力進行審視，並進一步透過 SQD 模型評估教師導

入 AI 於教學的專業職能。此外，職前教師與在職教師需要分別在師資養成、實

務工作，抑或是自主進修的過程中，提高自己對於 AI 導入教學的專業知能。 

(二) 政策建議 

教師能夠善用資訊、通訊與技術的整合(ICT)工具是使科技教學能夠成功的主

要因素之一，而教師專業發展培訓計畫對於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扮演著重要角色

(Ghavifekr et al., 2015)。在進一步針對職前教師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能力

發展的研究發現，在職前教師的培訓中應將科技技術融入課程，使教師學習並理

解為何需要使用科技技術融入教學的原因，並體驗科技技術將如何支持教學

(Tondeur et al., 2017)。此外，由於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框架具有變化性，因

此教師若僅增強科技知識(TK)、教學知識(PK)的技能，並不會進而增加教師的科

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的能力(Herring et al, 2016)。因此，在教師培訓過程中必

須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來認識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框架中不同的知識組成

部分，在發展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應用於教師培訓中亦具有關鍵的作用

(Schmid et al., 2020)。同時，Lachner(2021)等人研究發現參加使用科技學科教學知

識(TPACK)設計之教學模組課程的職前教師相較於參加不具備科技學科教學知識

(TPACK)設計之教學模組的職前教師，能夠獲得更好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

(TPACK)能力，因此我們需要設計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之教學模組，提高

職前教師運用 AI 技術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能力。最後，本章針對如何有

效提升職前與在職教師應用 AI 提升教學之專業知能，提出幾點具體且迫切需要

規劃與推動的政策方向供我國教育主管機關作為參考。 

1. 提升職前教師應用 AI 提升各科教學之教材教法專業知能 

職前教師在師資養成過程中，需要能夠提高教師對 AI 技術的認知，提高使

用 AI 技術的動機，以及提高教師使用 AI 技術的自我效能。因此，在師資培育課

程中的教材教法上，應於課程中設計各科教學導入 AI 技術於教學環節中的課程

單元，以利於培養職前教師應用 AI 於教學之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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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廣開在職教師應用 AI 提升教學專業知能之各項進修與研習管道 

在職教師可以透過在職專班的學位進修、運用諸如開放式課程 (Open 

Courseware, OCW)、磨課師課程(MOOCS)等線上自學課程，抑或是參與政府或教

育機構所辦理之 AI 導入教學專業知能研習班、工作坊，以及講座來提升教師應

用 AI 提升教學的專業知能。 

3. 依據教師應用 AI 導入教學之時機與概念層次進行不同程度專業課程設計 

教師在教學實務環節中導入及應用 AI 的概念層次可以將其區分為應用敘述

統計分析學生特質及學習歷程、應用推論統計及資訊視覺化分析所蒐集之學習歷

程記錄、透過資料探勘挖掘隱含學習歷程行為與特質，以及透過機器學習基於學

習歷程歸納學生學習行為模式等。而導入及應用 AI 的時機包括課前、課中及課

後，其中課前能夠輔助教師進行教材蒐集、自動出題、翻轉學習的學生課前預習

輔助；在課中可以輔助學生學習、教師教學策略與進行形成性評量；在課後則可

以協助教師進行學生學習診斷、預警、作業批改。因此，有必要依據教師應用 AI

導入教學之時機與概念層次，進行不同程度專業課程之設計。 

4. 定期全國性或地方性之 AI 融入各科教學之教案設計競賽 

為鼓勵中小學教師發展 AI 融入教學之教學專業知能，教育部或各縣市教育

局有必要定期舉辦 AI 融入各科教學之創新教案設計競賽，以獎勵及表揚 AI 融入

教學之典範教師，且將其創新經驗分享給其他教師。 

5. 建立全國性之 AI 導入教學專業職能資源網 

雖然我們目前已身處於資訊豐沛的資訊化時代，言下之意好像已經有不虞匱

乏的資源可以從網際網路上取得，但實則不然，面對高度資訊化的社會，找不到

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資源可以從哪裡找到，儼然已經成為現代人的另外

一種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因此，未來在推動教師導入 AI 於教學專業知能養

成的同時，有必要透過政府相關教育單位的經費支持，委託學術單位建立一個全

國性之 AI 導入教學專業職能資源網，以利於彙整可能可以運用的教育資源，提

升教師取得 AI 相關專業知能導入教學資訊與資源之近用性及可及性。 

6. 發展 AI 導入教學之專業職能評估方法 

現行教師運用 AI 的能力可以參照本章提出的教師應用 AI 進行學習分析能力

及概念養成層次的標準，結合 SQD 模型進行教師職訓的評估。特別是職前教師

在師資養成過程中應提高對 AI 技術的認知、使用動機與效能；而在職教師則須

透過進修或研習，不斷精進其應用 AI 於教學的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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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AI 適性學習模式在動手實作能力培養之現況與未來 

曾憲雄1、蘇俊銘2 

摘要 

適性化學習模式(Adaptive Learning)能依據學習狀況來提供符合學生需求的

學習內容與輔助建議，以減少教師人力負擔與提高學習效率，有助於教育部積極

推行的自主學習模式(Self-Regulated Learning)之落實與數位學習(e-Learning)模式

之發展。目前國際上，適性學習模式在輔助「知道什麼(Know What)的陳述性知識

(Descriptive Knowledge)」的學習已屬較成熟階段，但針對「知道如何(Know How)

的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的學習輔助則尚處於發展階段，因其屬於

高階問題解決與思考能力，不僅只有記憶與理解，還需透過實際實踐的動手學習

(Hands-on Learning)方能精熟。因此，本章除介紹現有 AI 智慧學習的背景與現況

外，並聚焦針對 AI 適性學習模式在(1) STEAM 教育與程式運算思維學習、(2) 資

訊安全實務技能學習、與(3) 醫學臨床思維學習等三個不同場域之程序性學習應

用與發展趨勢，以了解其現有學習產品與智慧學習模式的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

此外，並提出可能的 AI 公共化落實策略與具體建議，提供大眾與相關產業能了

解與思考，期待未來能有機會將適性學習模式落實於動手實作學習場域，進而提

升台灣產學研之國際競爭力。 

 

一、 數位學習現況與趨勢 

資訊通訊科技(ICT)，尤其是人工智慧的迅速發展更深入與影響現今人類日常

生活模式，而 2019 年突發的 COVID-19 疫情至今已將近三年，在家上班、在家

學習、在家購物更是驅使日常生活迅速朝數位化與數位轉型的方式發展，因而大

幅改變了人們習以為常的實體教學模式(Classroom Learning)，大量採用線上數位

學習模式(e-Learning)來應對因疫情需避免群聚感染之衝擊，對教育也產生重大之

影響。由於實體與線上教學模式各有其優缺點，實體能直接但須同時同地授課，

線上雖然可以同步與非同步授課但無法實體互動與交流，故整合兩模式的混成學

習(Blended Learning)則已成為現形常用模式。 

因此，目前數位學習大都結合影音、社群或同儕互動以增進學習效果，也有

一些結合遊戲以強化學習動機，對於需要以動手實作(Hands-on Practice)的實驗課

程也發展出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隨著物聯網與 5G 的發展，行動學習

(Mobile learning)甚至無所不在的學習(Ubiquitous learning)也跟著興起以方便學生

自主學習。自主學習是近年來推行的學習方法，自主學習者可以自己作選擇，設

立並實行個人教育計畫。現在不少學校提供學生擁有為自己做主學習的權利，包

                                                      
1 亞洲大學副校長 
2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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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微學分或微學習(Microlearning)。上述數位學習模式都能透過 AI 與機器學習等

智慧技術來提供更好的教學與學習成效，例如: 系統依據學習狀況來提供符合學

生需求的學習內容與輔助建議，以減少教師人力負擔與提高學習效率，此種模式

稱為適性化學習模式(Adaptive Learning) (AL, 2022)。 

(一) 適性學習與學習分析 

適性學習是依據學生學習歷程資料(Learning Portfolio)與以往之學習成效，透

過智慧系統與學習分析技術(Learning Analytics)來持續改善學習路徑或學習內容，

以輔助學習者提高成效。適性學習的目標在於提供有意義的個人化學習

(Personalized Learning)，其能針對「不同」學生的「不同」學習模式，應用「適性

學習技術」以「客製化」來滿足個人學習需求的學習內容、路徑、與環境(Lewolt, 

2014)。適性學習透過學習分析技術能透過持續地分析學習歷程資料以了解不同學

生在不同學習狀況所發生之問題，據此來提供合適的學習導引與回饋，達到適性

學習的目的。因此，學習分析是個週期循環性的過程，它依據分析到的學習問題

來適時的介入以輔助與校正學生的學習行為。 

例如: 線上測驗的測驗歷程資料可能包含有:(1)作答題目、(2)答案選項、(3)作

答時間、(4)題目註記、(5)作答次數、(6)答題順序等；課程內容的歷程資料可能包

含有: (1)課程單元閱讀順序、(2)各單元閱讀次數、(3)各單元閱讀時間、(4)學習成

果(測驗)；如果課程是影音內容，則歷程還可包含有: (1)播放次數、(2)快轉、暫

停、與倒帶之時間點與次數。這些資料經過分析都能了解到不同學生可能潛在的

學習狀況與問題。例如:分析作答時的註記行為與答題結果，可發現不同的註記與

答題正確性資料，就能反映出學生可能潛在的概念理解狀態(Chen, Ho, & Yen, 

2010)，分析出四種型態: (1)無標記且答對: 表示有自信，且概念正確、(2)無標記

且答錯: 表示有自信，但概念錯誤、(3)有標記且答對: 表示信心指數較低些，但

此概念可能不熟、(4)有標記且答錯: 表示信心指數較低些，且對此概念真的不熟。 

因此，學習診斷應通盤考量所有學習歷程資訊(可能包含有:教材學習、測驗、

與互動行為等資訊)，且根據不同觀察維度與不同的評量時間點的角度來相互分析

與診斷，可分析出不同面向隱含的學習問題與提供合適的診斷回饋建議。例如: 兩

位學生小明與小強考試都只考 10 分。但小明可能真的學不會，而小強則可能是

因為不用功，兩者的學習問題成因可能不同。因此需要提供不同學生的個人化學

習輔助，且給予不同的學習建議與導引方式。 

(二) 動手學習(Hands-on Learning)  

美國知名教育學者布盧姆(Bloom)將教育目標分成: (1)認知層面(Cognitive 

Domain)、(2)情意層面(Affective Domain)、與(3)技能層面(Psychomotor Domain)。

安德森 (Lorin Anderson)再將認知層面 (Cognitive Domain)分成知識內容維度

(Knowledge Dimension)與認知歷程維度(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其定義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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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內容維度包含 : 事實性知識 (Factual Knowledge)、概念性知識 (Conceptual 

Knowledge)、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與後設認知知識(Metacognitive 

Knowledge)。其中事實性與概念性知識主要指基礎與學科相關概念的學習，屬於

知道什麼(Know What)的陳述性知識(Descriptive Knowledge)(DK, 2022)，而程序性

知識則指知道如何(Know How)程序性地來完成目標，這是需要通過實際實踐

(Doing)，也是屬於高階的探究與解決問題的知識與能力(PK, 2022)。所以程序性

知識在學習訓練上遠比陳述性知識來的複雜與困難些，陳述性知識可透過記憶與

理解方式進行學習，如閱讀書本與觀看影片，但程序性知識則通常需要透過實際

動手與參與實作的學習方能有效學習，也就是動手學習(Hands-on Learning)模式。

其目的在於希望學生能透過實際參與的過程中，運用所學技能來探究與解決問

題，並從過程中學習到新的知識與技能，例如: 實際完成一個化學實驗任務。動

手實作學習也稱為強調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經驗式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EL, 2022)，不過經驗式學習更強調學習過程中的反思。因此，如何有效

培養動手實作的程序性知識與高階問題解決能力成為備受重視的議題。例如:目前

元宇宙(Metaverse)開始應用如 AR/VR/MR 與 AI 等新興科技來提供沉浸式學習環

境以讓學習者能融入學習情境，更可獲得較佳的動手實作學習訓練效果，例如: 醫

學臨床模擬訓練、工廠安全設備訓練等。 

(三) 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2020 年世界經濟論壇 WEF 發布「未來學校」報告，描述全球進入「教育 4.0」

時代，朝向更具科技化、智慧化、和數位化的教育學習模式，預計將有利於學生

的個別化與自主學習的發展。因此，從美國、英國，到亞洲，這股強調學生自主

及個別化學習的潮流，儼然已成為全球教育未來大趨勢。「自主學習」源自於「自

我調節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概念，SRL 是一種主動式學習建構處

理過程，學習者設定自我學習目標，在學習過程中透過隨時監督、調整、與控制

自我的認知、動機、與行為，以達到預設學習目標的正向學習循環過程(Pintrich, 

2000; Moos & Azevedo, 2008)。然而，研究也指出，如學生不具備 SRL 能力，則

多數將難以有效地在電腦化學習環境中學習(Azevedo, 2009)。因此，教育部 2019

年 11 月啟動「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計畫」，透過包含教育雲「因材網＋學習拍」的

數位學習平臺，並將行動載具帶進校園，實踐以科技輔助學習，讓學生能具備自

主學習能力，使其學習動機變強、成效提高，具備自發、互動、共好等能力，以

盡早培養面對未來全球化挑戰的素養與能力。故要培養學生的 SRL 能力，除了教

師的教學引導外，尚需透過數位學習與智慧科技的輔助。在學習過程中能輔助教

師有效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外，更能輔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即時理解習問

題、提供學習提示、輔助解題思維、促進師生討論、幫助同儕共學等等，以有效

輔助師生善用數位學習科技來輔助學生的 SRL 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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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I 智慧學習應用與發展趨勢 

智慧型教學系統(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或適性學習系統(Adaptive 

Learning System, ALS)能基於學生的能力去動態與系統化地監督學生學習狀態、

適性提供學生學習鷹架的個人化學習，以反覆地有效支援學生的學習成效(Su, et 

al, 2004; Clemente, Ramírez & Antonio, 2011; Ghauth & Abdullah, 2011)。適性學習

模式主要透過 AI 機器學習(AI Machine Learning)技術與學習歷程分析來適當的給

予學生學習輔助與回饋(Hwang, 2003 ; Su, 2020)。學習歷程除了呈現學習者在整

個學習過程中取得的資訊外，學習環境的變化與相關資訊也能被記錄以了解學習

狀況，且藉由分析學習歷程更可探究學習者在特定學習環境下的表現與行為

(Moritz & Chiristie, 2005)，透過學習歷程分析能輔助學生調整自我學習，也可引

發其針對目標導向的學習動機 (Blackburn & Hakel, 2006)。因此，使用學習歷程能

有效地記錄與管理學習者的學習歷程，並針對其學習過程進行立即分析。對教學

者而言，學習歷程有助於找出教學面盲點；對學習者而言，完整且詳細地記錄每

個學習步驟，提供反思機會 (Kim, Ng, & Lim, 2010; Su, et al., 2006)。例如: 教育

部於 108 學年度開始建置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以協助學生提供具信效度之備審資料

作為大學升學審查之用(教育部, 2022)。 

(一) 陳述性知識學習(Descriptive Knowledge Learning) 

 背景與現況說明 

在電腦輔助學習系統中，基本上有行為理論與建構式理論兩種不同的學習理

論來進行教學活動的設計。 Jonassen (1996) 提到行為理論裡的教導式

(Instruction)，主要將學生是為被動的學習個體，需提供大量的知識給學生吸收並

轉化為本身的技能。而另一學派的建構式(Construction)，則認為學生能建構自身

的知識，並且是主動的知識追求者，新的知識學習刺激必須考量其原有知識結構，

並融合建構在其現有知識結構上才能有效率的學習。因此要有效率地學習更高階

的技能時，先將對應的先備知識學習好是很重要的 (Salisbury, 1998, Ausubel, 

1968)。因此在適性化學習模式中，透過知識結構的呈現，可以輔助評量出學生的

迷失概念(Misconception)，並透過參考知識結構中先備知識與後備知識之間的關

係，可提供教師與學生在補救教學與學習之相關建議(Hwang, 2003; Su, et al., 

2006)。 

所以，在智慧型教學系統(ITS)技術領域中，本體知識架構(Ontology)技術

(Gruber, 1993)能用來表示領域中不同概念之間的關係，故可作為電腦進行資訊處

理時的語義知識來源與推論基礎，以讓電腦進行更高階層的資訊處理與邏輯推

理，例如:資料搜尋時的語意分析、資料管理時的文件分類、人機互動時的語意推

論、自動控制時的情境行為分析、及智慧型代理人的推論處理等等，都可藉由

Ontology 來進行其內部的知識架構的表示模式(Abel et al., 2004)。以往的數位學習

流程，提供數位化教材給學生的過程被稱為「學習結構化的記憶」，因此本體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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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技術也常以簡化之概念圖(Novak, 1965)方式呈現並被利用來輔助設計有意義

的學習流程(McClellan et al., 2004)與教學策略的模型以提供適性化學習流程。 

本體知識架構除了在適性化學習導引的應用之外，智慧型評量系統也常用來

輔助評量模型的建立與設計。例如: 要有效率的學習更高階的技能時，先將對應

的先備知識學習好是很重要的(Salisbury, 1998)。所以透過本體知識結構，能依據

學生學習程度適性地組合出適當試卷以供不同能力的學生做適性評量(Su & Lin, 

2015)，且透過預先建立的規則知識庫(Rule Knowledge Base)能依據學習狀況適性

地分析與推論出學習問題，以即時給予學習提示與診斷輔助(Su, 2020)。 

 然而要找到現有完全符合需求的本體論知識結構，或是從不同本體論整合出

符合目標需要的知識結構，是件困難議題。因建立有意義的本體知識架構通常須

多位領域專家參與討論與達成共識，是件耗時耗力的知識擷取 (Knowledge 

Acquisition)過程。因此，如何透過 AI 技術來(半)自動地有效率的建立有用的領域

本體知識架構是目前智慧適性學習系統的一個熱門研究議題(Tseng, et al., 2007; 

Chang, Hwang, & Tu, 2022)。 

 現有學習產品: 

2008 年興起的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 (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又稱磨課師)模式，有別於傳統的單向閱讀的線上學習模式(eLearning 

1.0)，如: 2002 年的 MIT Open Courseware。MOOCs 除了透過網路平臺提供大量

開放存取(Open Access)學習的優質課程外，並基於雙向互動的 eLearning 2.0 的概

念，提供讓學生、教師、與助教間能夠彼此互動、溝通、討論的機會，如: 討論

區、聊天室、社群媒體、與即時測驗與作業回饋等。知名的 MOOCs 如: 最早的

可汗學院(Khan Academy, 2022)，與 2012 年開始的 Coursera (2022)、Udacity (2022)、

edX (2022)等。 

線上視訊學習內容(Online Video-based Learning Content)在課程製作上具有快

速成本低且學習傳遞方便的優點，造成基於 MOOCs 概念的線上視訊學習平臺蓬

勃發展。目前國內知名的如: 均一教育(2022)、酷課雲(2022)、因材網(2022)、育

網(eWant, 2022)，商業化平臺則有 TibaMe (2022)與 HaHow (2022)等。國際上則有

如為美國大學生提供低價高等教育課程的 Outlier.org (2022)、來自印尼為大學、

企業和員工提供線上學習的 HarukaEDU (2022)、在印度提供線上視訊學習課程的

教育科技獨角獸 Byju’s (2022)與提供印度公務員考試準備的線上測驗平臺

Testbook (2022)。此外，除了一般的正規教育與職場學習外，此型態的線上學習應

用已呈現多元發展，如在美國的 ClassPass (2022)能提供健身課程訂閱(如: 瑜伽、

力量訓練，拳擊等等)，與在法國 Ornikar (2022)能提供線上駕駛課程學習，讓學

生能按照自己節奏學習和練習，費用還比傳統駕駛學校便宜約 35%，充分發揮線

上學習模式的優勢，找到良好的市場切入利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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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學習模式: 

MOOCs 雖能提供多人線上互動學習，但如何提升學習參與教學成效卻成為

大家關心議題。因此，透過 AI 技術來協助解決問題與提升學習效益成為可行方

式，例如: (1) 分析了解學生的參與程度(Engagement)及學習程度(Knowledge)以改

善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2) 適性提供學習互動與推薦相關社群內容以改

善學習體驗(Learning Experience)、與(3) 智慧分析學習歷程與同儕互評結果以提

供自動評量(Auto-grading) (Fauvel, et al., 2018)等等都是能透過 AI 技術提供更好

的教學與學習之輔助。 

至今，透過分析概念性知識學習狀況來提供適性學習輔助的 AI 智慧學習模

式已被相繼開發並實際應用在實際學習上。國內知名的如由巨匠電腦經產學合作

而研發推出的適性學習系統: 狀元奇機(2022)，主要基於自律學習(SRL)策略的規

則式(Rule-based)智慧學習系統，能整合多樣學科主題以提供主動式學習輔助來提

升學習成效。透過規則推論(Rule Inference)能針對學習歷程資料進行診斷分析，

自動產生學習分析報告，提供自學反思以提升自學成效。且透過 AI 基因演算法

技術能對不同需求的測驗情況進行適性化的配題與組卷，讓所配之試卷能夠符合

評量學生的學習能力與學科概念範圍需求，進而能有效地藉由學生測驗結果來分

析出學生的學習問題，改善迷失概念(Lin, Su, & Tseng, 2012)。目前此服務已提供

數學、自然、英文、國文、社會等多學科的適性學習服務供國中小學生做個人化

學習。 

此外，基於概念知識分析與線上影音學習模式，教育部的因材網(2022)基於九

年一貫能力指標定義學習路徑的知識結構，並據此開發教學媒體、診斷試題、與

互動式教學以輔助學習。透過其研發的 AI 適性診斷技術能掌握學習弱點以提供

個人化補救學習路徑(Wu, Kuo, Yang, 2012），可提供能線上直接操作的互動式學

習與教學內容以引導學習，亦可針對老師的教學提供能透過因材網平台來管理班

級、課程、點名、教學、測驗、視覺化分析學習歷程等功能，以提升教學成效。

此外，因材網亦整合學校管理者功能方便學校落實數位適性學習於線上與實體課

堂教學，家長亦能透過平台了解學生學習狀況。目前因材網已經在國內許多國中、

小學校中大量落實使用，成效卓著。 

國際上的智慧學習應用，美國三大教育出版社 McGraw Hill 的 ALEKS (2022) 

(Assessment and LEarning in Knowledge Spaces ) AI 線上學習平臺，原為 1994 年加

州大學歐文分校(UC Irvine)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的研發成果，目前已服務

超過 2500 萬名學生。其採用的 AI 技術為透過知識空間理論(Knowledge Spaces 

Theory)(而非數值測驗分數(Numerical Test Score)來分析學生對於每個學習主題的

理解程度，以提供合適其現況程度的個人化學習內容。 

在 2021 年同樣也被 McGraw Hill 收購的適性學習平台: Kidaptive (2022)，教

育組織可預先將其學習情境跟適性學習平台(ALP)的分析機制做對應(如: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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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bration 與 Skills Framework Mapping)，便能透過 API 傳送學習事件給 Kidaptive

基於 Bayesian-IRT 機制開發的適性學習平臺作分析，以了解與評量學習者的技能

與興趣等學習狀況，進而推薦適性的學習內容(課程、測驗等)給學習者，來提高

參與度和改善結果，並透過學習儀表板功能來讓老師與家長們了解學生的學習狀

況。 

此外，線上適性學習雖能分析學生在概念知識上的學習狀況，但卻不一定能

分析出學生學習過程的學習情緒，尤其線上學習時教師無法及時看到學生上課的

表情狀況來了解學習參與程度(Learning Engagement)，即使透過鏡頭也無法顧及

到每位學生，因此透過 AI 電腦影像識別技術來即時分析學生的臉部表情以了解

學習參與狀況(如: 學習者的情感變化、課程理解、授課風格喜好等)便被發展並應

用在線上與實體課堂教學，以輔助教師即時視需要調整教學活動、進度、方法的

參考。例如: 被許多大學與教育組織採用的支援線上與實體課程教學的 TronClass 

(2022)學習平台便具有此 AI 學習情感分析功能，以輔助教師教學。 

除了基於概念知識架構來分析學習成效的適性學習模式外，透過 AI 科技來

輔助學習的模式還有如拍照答題模式，透過手機 APP 將作業問題拍照上傳學習

服務平台，系統透過 AI 影像分析拍照內容以比對題庫答案做立即回饋，針對無

法順利找到解答的題目，則提供線上專業老師進行問題解答回饋來幫助學習者能

快速找到答案，也能提供線上老師進一步做教學精進的參考，這種 AI 拍照答題

的學習服務知名的有如: 作業幫(2022)、與 Snapask (2022)等。 

(二) 程序性知識學習(Procedural Knowledge Learning): 

程序性知識學習常常依應用領域之不同而不同，下面將在 STEAM 教育與程

式運算思維學習、資訊安全實務技能學習、醫學臨床思維學習等三個不同應用領

域分別說明。 

1. STEAM 教育與程式運算思維學習 

 背景與現況說明 

隨著 AI 與大數據知識產業快速發展，各國開始將資訊科技能力視為國家未

來競爭力，並從小扎根做起，著重能力培養，因此全球掀起兒童學習「STEAM、

運算思維、程式設計」的熱潮。STEAM 教育(Yakman, 2010)是將 ART 元素整合

進原本的 STEM 中，透過五大領域: 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藝術(Art)、與數學(Mathematics)的跨域整合學習模式，強調在真實

生活議題的知識應用，以培養學習者的綜合能力為目標，包含：探究能力、批判

思考能力、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等高階思考能力(Henriksen, 2014)。而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T)是一種跨學科的問題解決能力(包含:問題分解、模式

辨別、抽象化、演算法設計等高階思維能力)，跟 STEAM 目標一樣強調真實世界

問題的能力應用與問題解決，但更著重於系統化思考與邏輯運算的思維能力培養

(Barr, Conery, & Harrison, 2011)。因此，台灣 12 年國民教育的資訊科技課綱(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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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 強化學生動手實作及跨學科(如: 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的知識

整合運用能力，是課程研修重點。因此，STEAM 與 CT 的學習培養已在全球教育

學習場域上受到廣泛重視。 

因此全球多數國家都已積極推行學生在「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能力」的培養

(程式運算思維能力)，並規劃應從小開始學習。因此，英國(2014 年)將電腦程式

納入中小學必修、澳洲(2016 年)將程式設計引入全國必修課程(10 歲學程式思維，

12 歲程式實務)、美國(2016 年)投資 40 億美元於電腦科學推廣，(2017 年)並撥款

2 億美元支持 STEAM 教育(重點支援電腦科學)、芬蘭(2017 年)將程式設計納入小

學教學大綱(小一開始教授程式設計)、新加坡(2017 年)把程式設計納入小學考試

範圍、日本(2017 年)將程式設計加入中小學校必修科目(2020 年所有中小學必須

學習程式設計)、韓國(2018 年)將程式學習納入小學正規必修課程等等便可知道及

早培育程式運算思維能力的重要性。所以，程式思維語言能力也被視為是除「英

語」之外，現代人應該具備的「國際語言能力」(鐘映庭, 2019)。 

程式設計不僅能訓練程式碼編寫，還能深度鍛鍊高層次思考的運算思維能力。

然而，對於未接觸過程式設計的學童，傳統文字式程式設計語言(Price & Barnes, 

2015)，例如：C++ (Stroustrup, 2000)語法繁複不易學習且易犯語法錯誤，於是多

數教師採用視覺化程式語言( Kuljis & Baldwin, 2000)進行啟蒙教學，例如：Scratch 

(2019)為目前最廣泛被用來做兒童程式運算思維學習的語言工具 (Lee Jr, 2009)、

Blockly(2019) (Trower & Gray, 2015)，學習者只需運用區塊式圖像來組合便能直覺

有效的建構出程式功能效果，且不需要記憶大量複雜語法，因此廣泛受到歡迎與

使用。 

程式運算思維的學習過程中，就如同是一個動手實作的學習過程(Hands-on 

Learning)，因此除了讓學生學習陳述性知識外(例如: 運算思維與程式觀念)，更需

要提供能讓學生可進行動手實作的機會與訓練，才能有效便培養其思維能力與實

作技巧(例如:演算程序與資料處理)，即所謂的程序性知識。因此，程式運算思維

學習的教學不能僅是課堂的講授而已，還需要讓學習者親自去練習，思考，與回

饋，才能達到知識的建構與技能的精熟，即為做中學的知識建構過程(Papert, 

1990)。 

 現有學習產品: 

目前市場上已有大量屬於 STE(A)M 程式運算思維學習產品與工具，普遍以

電子積木套件搭配圖像程式與指令積木(如: Scratch、Blockly)來組合與控制電子機

器與積木的組合成果(如: 車子、動物、機器人等，例如: mBot (2022)、Cubelets 

(2022)、Tinkerbots (2022)、或以軟硬體之程式指令來與遊戲式內容作互動學習為

主軸核心，例如: OSMO (2022)、PLUGO (2022)等。此外，也有強調不插電的程式

思維學習桌遊模式，如:國內的 Coding Ocean:海霸(2022)等。 

國際知名的樂高積木(LEGO, 2022)，1998 推出的 LEGO-MindStorms，提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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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程式控制的系統來控制所建構出來的物體架構，不僅能讓兒童發揮創意，還

可實現其創意。LEGO Mindstorms 基於「做中學」的建構教育理論上(Papert, 1990)，

將積木與電腦結合起來，讓學習及創造可與樂趣相聯接。這種利用「寓教於樂」

的學習模式，已被證實可有效增強學習動機與成效。其 SPIKE Prime Set 則專為

6-8 年級學生所推出的 STEAM 學習工具，包含樂高硬體積木與如 Scratch 的程式

工具做控制，並提供學習活動讓學生做中學 STEAM。電子積木套件 Tinkerbots 

(2022)提供基礎感測器、電動機、反饋裝置等元件，特色為所有元件都能夠與樂

高積木無縫連線，因此兒童在瞭解最基本的機器人知識後，便可利用樂高積木來

拼裝出多樣 STEAM 創意。 

在軟體的程式運算思維學習上，遊戲式學習是一個有效吸引兒童學習與動機

的有效方式，Tinker (2022)使用視覺化程式積木進行程式語言邏輯概念教學(如同

Scratch)，差異在於 Tinker 提供了遊戲式的程式學習課程來激發學童學習樂趣與

動機。Tinker 全球具有普及度，使用者可在平台上製作和分享作品(已超過 2000 萬

個)。Kodable (2022)透過開發一系列的遊戲式程式學習課程來提供學童(K1-K5)學

習程式思維與設計技巧，遊戲課程內容基於所定義的程式能力指標(符合 CSTA 標

準(Computer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2022)來設計與開發，以確保課程內容

能提供學童能夠學習到對應的程式學習能力目標。而 CodeHS (codehs.com)屬於進

階版，課程擴展至 6-12 年級，主要提供與協助學校進行電腦科學與程式課程教學。

CodeMonkey (2022) 與 CodeCombat (2022) 特點都是透過遊戲情境的故事關卡

來進行遊戲式程式學習的遊戲類型，差異在於 Codemonky 適合年齡低的學生，

CodeCombat 適合年齡高的學生，可在遊戲闖關的模式下學習變數、函數等概念，

提供老師管理功能查看學習歷程；跟 Kodable 相似，以文字式程式碼進行編輯與

學習，後期進階關卡需付費解鎖。Minecraft for Education (2022)我的世界是全球

廣受歡迎的遊戲之一，教育版提供兒童程式語言課程(Coding with Minecraft)，也

是基於 CSTA 標準，來學習基礎電腦科學概念(如條件，函數和坐標)，透過

Minecraft 遊戲情境來激發學習動機與樂趣，除了透過視覺化積木進行學習外，也

可透過 Python 語言來學習與 Minecraft 遊戲整合(適合年齡或程度較高的學習者)。 

 智慧學習模式: 

對於程式運算思維的學習如僅是教授程式設計語法與透過語言工具進行實作

學習，若學習者只是簡單的記憶與背誦程式工具的語法與規則，容易覺得枯燥乏

味，尤其是對於學習動機較低的兒童。且程式技能學習常需要反覆練習、思考、

測試與修改。如遇問題時，學生常因求助無門，而屢遭挫折，導致喪失信心與興

趣。所以在程式運算思維學習過程中，教師需能適時針對學生的學習問題，提供

必要的輔助與解惑，幫助學生理解自我學習問題與進行學習反思，以避免學生因

學習受挫而失去信心和興趣。 

然而要老師即時針對學生的程式內容做出分析與給予回饋實屬不易，但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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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智慧技術來提供協助變成為可行方案。智慧型學習系統技術亦被應用於程式教

學領域，早期的 LISP Tutor (Anderson et al., 1995)，到 GIL (Reiser, 1992) 或 

DISCOVER (Ramadhan, 1997)等，透過使用模型追蹤技術，以互動式對話方式，

帶領學生一行一行的寫出程式內容，並能在互動過程中，追蹤診斷學生可能的錯

誤與迷失概念，並提供補救教學。 

OSMO (2022)可算是運用 AI 電腦視覺技術來提供 STEAM 學習的成功產品，

其透過平板與鏡頭作 AI 影像辨識來提供多樣互動學習遊戲，讓兒童能透過與遊

戲內容互動來學習到如 Math、Puzzles、Coding、Business、Spelling、Drawing 等

概念，其中的 Coding Starter Kit 能以悅趣方式學習程式思維，過程中也能針對程

式學習問題提供回饋來引導學習。此種互動模式也引領了後續類似產品的推出，

如: PLUGO (2022)。 

Scratch 是目前全球用來進行學童學習程式應用最廣泛的程式語言。但

Scratch 缺乏程式分析輔助功能，因此，Dr. Scratch (2022)被發展來分析 Scratch 專

案內容，提供程式可能的問題 (如 : Duplicated Scripts、Sprite Naming、Sprite 

Attributes Initialization、Dead Code 等)，並提供對應於 CT 能力程度分數供學習者

參考來做自我反思。但 Dr. Scratch 不能即時針對程式問題提供分析與提示，不易

讓學習者理解其問題所在。 

針對程式分析部分， AI 技術也被應用在 AI 輔助程式撰寫(AI-powered Code 

Assistant)，目前知名的有 TabNine (2022)，基於 Open AI (2022)開發的 GPT-2 (2019)

的 Transformer 架構所開發，具有 15 億個參數，最新版本為 GPT-3 (2020)，具有 

1750 億個參數。GPT-2/3 原應用在自然語言問題(NLP)，而程式語言也可視為一種

跟電腦溝通的語言，故其特色恰好合適於用在輔助程式語言的撰寫輔助，因此

TabNine 能依據撰寫的程式碼內容預測可能後續程式碼內容供開發者做選擇，以

節省程式開發時間提升效率。相同功能的還有 Kite (2022)，透過 AI 機器學習技

術來針對大量的 GitHub 開放程式碼做學習來提供程式撰寫時的程式碼推薦。兩

者各有優缺點，TabNine 須付費且免費版功能少，耗費大量記憶體，但支援的程

式種類與開發工具多與分析速度快是其優點，而 Kite 則是免費，省記憶體，速度

快，但不適用大型專案，且只對於 Python 與 JS 的支援度較高。此外，OpenAI 基

於 GPT-3 也開發了 AI 程式輔助工具 GitHub Copilot (2021)，其基於 GitHub 程式

碼做訓練與使用 OpenAI Codex (2021)來提供程式建議輔助，CodeX 目標則在於將

自然語言直接翻譯成程式語言的能力。 

AI 輔助程式撰寫技術能有效輔助程式撰寫參考，以加快程式開發，但非針對

學習輔助所開發，不過其 AI 輔助技術概念卻可被轉化應用來提供程式學習輔助，

具有未來 AI 輔助程式學習的潛力。 

 



第八章 AI適性學習模式在動手實作能力培養之現況與未來 

131 
 

2. 資訊安全實務技能學習 

 背景與現況說明 

網路安全(Network Security)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已經日益重要。依據

2016 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風險報告內容所述，每年因網路犯罪造成的經濟損失

超過 4,450 億美元。故可知網路安全的重要性，因此網路安全已經成為國家在網

路上的重要資訊戰力(黃彥棻, 2016)。所以「網路安全教育」已成為許多資訊國家

重要的推行目標，以便培養各自國內的網路安全人才。故我國行政院為於民國 104

年召開「研商我國資安人才培育相關事宜」指示大力推動資安人才培育。因此教

育部亦開始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新型態資安實務課程計畫」，鼓勵開

設新形態資安領域之實務導向課程，以強化學生運用資訊安全科技與處理實務問

題的能力。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於隔年(105 年)開辦網安實務教育訓練課程，包含：

DNS 及 DNSSEC 介紹與實作、網路流量分析與防護、系統安全實作、誘捕系統

實作、防火牆與系統監控實作、入侵偵測系統與弱點掃描實作、惡意程式分析檢

測等等。 

然而，在資訊與網路安全教育的教學過程中，如何讓教師與學生能夠有效地

進行教學與學習是個重要問題。資訊與網路安全的學習過程也如同動手實作學習

過程。因此除了學習資訊安全的課程知識外(例如: TCP/IP 協定與封包格式)，更需

要提供能讓學生可針對程序性知識進行動手實作的機會與訓練，才能有效便培養

其實作能力與資安技巧(例如:網站入侵方式的實作程序)。 

目前網安實務課程的教材主要分為虛擬機器映像檔(Virtual Machine Images)

和虛擬實驗室(Virtual Laboratory)兩種。虛擬機器映像檔用於安裝於個人電腦中來

讓學生實際進行解題操作，但虛擬機器映像檔依賴專家主觀經驗做製作，以及虛

擬機器映像檔的儲存容量通常龐大易造成下載與安裝不易等問題，也造成收集製

作上的不易；虛擬實驗室則可提供學習者透過遠端登入進行學習，例如: WebGoat 

(2022), Wireshark (2022), Mutillidae II (2022), Kali Linux (2022)等等。但擬真度高

的環境所需的先備概念則越高(Montavont, Montavont, and Hachana, 2007)，尤其對

於初學者更是容易受挫與不易學習演練，因此具有所需技術門檻過高以及使用人

數限制等問題，造成難以有效推廣與落實網路安全實務教學。因此，如何有效的

落實網路安全實務課程教學與培養網路安全人才便成為在網路安全教育上的重

要議題。 

 現有學習產品: 

網頁應用(Web Application)隨著網路應用發展而日益增加，網路攻擊(Cyber-

attack)事件與攻擊手法也日益嚴重與推陳出新，如: SQL injection、XSS (Cross-Site 

Scripting)、CSRF (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 Attack)等等。其造成的威脅與損失嚴

重影響各行業。因此，網頁應用安全(Web Application Security)已成為 Cyber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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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議題(Chen, et al., 2019)。雖已有許多用來偵測與防護 Web Security 的商用

系統與研究被開發(Zhou & Wang, 2019)，但要能提供有效資安防護需要先強化人

員的資安觀念教育做起，因人員通常防護中最為脆弱的一環 (Venter, et al., 2019)。

然而，網頁應用安全是個高度需要實作性的課題，需要練習才能輔助學生(職員)

理解技術規則，以改善實作知識與能力。 

Capture the Flag (CTF)是能有效讓參與者展現動手實作資安技能的大型競賽

與訓練模式，CTF 系統通常架構在虛擬化技術與雲端平台，競賽模式一般包含攻

擊、防禦、或兩者組合(Daniel, et al., 2018)。但透過 CTF 系統來進行資安技能實

作學習，則太耗時、耗力、耗成本，且主要針對專業有經驗者而非初學者，例如: 

Cyber Range (2022)。 

透過虛擬機技術(VM-based)提供資安實作學習的知名系統有如 : OWASP 

WebGoat、Mutillidae、Metasploitable、與 Damn Vulnerable Linux 等。利用預設定

義的虛擬機與特定目的應用來提供動手實作學習。非營利組織 OWASP (2022)推

出許多跟網頁應用與 IOT 系統的資安資訊與練習內容，希望能解決網路資安問

題。WebGoat (2022)便是其針對網頁應用安全所推出的模擬練習系統。由美國 NSF

資助的 SEED Labs. (2022)，提供逐步教學課程來幫助學生實作練習活動。包含超

過 30 個練習，涵蓋多個軟體、網路、網頁、與行動安全等資安主題。其他 VM-

based 的資安學習系統還有如: VULNHUB (2022)。 

VM-based 資安實作系統，需要安裝，特定目的，和修改不易是其特性，基於

網頁的資安學習系統則具有不需安裝透過瀏覽器便能學習的優點，如 Damn 

Vulnerable Web App (DVWA) (2022)則是基於 PHP/MySQL 以輔助教師與學生教與

學的網頁式資安學習系統。EduRange (2022)則提供資安實作教學活動與平台來輔

助教學，可從 github 上下載系統自行安裝後進行教學使用。 

 智慧學習模式: 

因 VM-based 的資安實作學習系統使用時須安裝而耗時故布建不易，故

ADLES (Automated Deployment of Laboratory Environments System) (Conte de Leon, 

et al. 2018)能描述所需的環境內容、與自動布建和分享練習活動，以輔助快速地

布建資安學習系統。 

Cyber Security Exercises (CyExec) (Shin & Seto, 2020 )系統則整合 WebGoat 並基於

此發展訓練課程來輔助教學。不需 VM 安裝的則有如 NICE Challenge Project 

(2022)能讓教師依據需求設定練習活動與時間，學生透過瀏覽器登入後便能線上

進行預設好的資安實作練習活動，系統能自動幫忙評分，但只限定於系統提供的

活動。而為了提供非靜態的資安實作活動，Security Scenario Generator (SecGen) 

(Schreuders, et al., 2017)則透過隨機產生的 CTF 內容機制來提供多樣非靜態的練

習活動在 VM 上進行實作學習，並搭配提示產生系統來輔助學生做學習。Sim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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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 (Su, et al., 2019 )提供網頁安全線上模擬操作測驗並能即時分析操作歷程與提

供不同的提示給受測者做思考，且操作歷程能被記錄下來做測驗行為分析。OSTA 

(Su, et al., 2019 )則開發能模擬目標資安情境的測驗活動讓受測者直接透過瀏覽器

做線上模擬操作，操作過程能被記錄後進行即測即評，提供測驗分析報告給受測

者。因不需安裝而能有效節省測試成本，且因測驗結果為系統分析受測者操作紀

錄的過程，故能有效達到防弊。 

除了提供資安實作環境供學習外，如何針對大量的學習歷程資料分析出潛在

的學習問題是目前備受重視的教育大數據分析議題，而學生因進行資安實務操作

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學習歷程資料，包含: 操作過程、評量測驗資料、學習活

動個步驟流程資料等等，都是學習資料分析的議題。因此，如能運用 AI 與資料

探勘(Data Mining)技術來分析學習過程中潛在的學習狀況、問題、成因、趨勢等

資訊，進而幫助教師做教學改善與學習導引，以及幫助學生更深層的理解自我學

習問題與進行必要的反思，提升教學與學習成效。例如: (1) 學習歷程與學科概念

之關聯性分析: 分析學科概念間的潛在關係，可幫助教師了解學習問題的前因後

果，做為學習導引推薦依據。(2) 學習歷程之錯誤樣式分析: 分析學生可能發生的

潛在錯誤樣式與流程，可幫助教師了解學習問題與學習活動之設計問題，藉以引

導學生學習與修正學習活動設計方式。(3) 學習歷程之流程樣式分析: 分析學生

在活動中各種跟操作流程有關的潛在樣式，如: 常犯的錯誤操作、相似特徵學生

群的學習偏好操作。(4) 學習歷程之互動行為樣式分析:分析學生的互動行為樣

式，幫助教師了解學習互動行為狀況。 

3. 醫學臨床思維學習 

 背景與現況說明 

國際醫學教育著重於如何有效培育醫師的臨床能力與思維 (Clinical 

Competence and Thinking) (Wimmers, 2006)，因為醫師的素質對於醫療品質與民眾

健康影響甚鉅，但在醫學教育中普遍使用的紙筆測驗並非是合適的評量方式。因

為對醫師素質與能力的評估方向強調以病人為中心，除了傳統知識的傳授，更需

著重技能的訓練、與態度的培養(考選部, 2017)。臨床能力就如同高階思考能力，

更是多種醫學知識與技能的集合(ABIM, 1979; Frenk, Chen, Bhutta, et al., 2010)。

傳統紙筆測驗僅能評量教科書中傳授的知識，難以針對醫療臨床態度與實作技術

等高階臨床能力思維進行有效的評量。雖自民國 96 年起，已有 8 種醫事人員類

科納入電腦化測驗(如: 牙醫師、助產師，醫事放射師、呼吸治療師、藥師等)，但

考試內涵仍著重於教科書的學科知識，存在無法有效評量出臨床能力思維之問

題。因此，為了解決大堂授課與紙筆測驗無法有效評量學生真正臨床能力之問題，

現今醫學教育認為醫師應須要透過臨床場域情境中來做觀察與評量。 

現今醫學教育普遍重視醫師的臨床能力培育，因此醫學生畢業前須先通過國

家醫師臨床技能測驗 (OSCE)，並參加國內考選部醫師執照考試及格，取得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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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後，才能接受 2 年相當於實習醫師的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住院醫師

(Postgraduate Year Resident Physician (簡稱 PGY 醫師)，訓練完成後再進入住院醫

師訓練(劉克明, 2014)。在 PGY 醫師訓練期間，現今醫學教育的趨勢也強調醫學

能力的培養，教學模式也從傳統的講授與課程模式、轉變為問題解決與能力驅動

等以培育高階思考能力為主的模式(Frenk, Chen, Bhutta, et al., 2010)。從 OSCE 客

觀標準化評量到 PGY 醫師訓練裡的基於 CBME (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設計的可信任專業活動(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EPA)與里程

碑(Milestone)的目的，都是希望藉此評量醫師(生)的臨床能力與專業技能，以便能

有效培育出具可信賴專業能力的醫師，方能為社會大眾提供良好的醫療品質 

(Frenk, Chen, Bhutta, et al., 2010)。然而，雖然訓練不足的醫師無法勝任醫療的重

任，但訓練期間太長，也可能導致醫師錯過臨床能力顛峰，縮短醫療服務和貢獻

社會的寶貴時間(劉克明, 2012)。因此，如何能用更有效率地方法來培育出具備合

格醫學專業能力的醫師，以降低醫師培育過程中的各項成本(如: 時間、人力、金

錢等)，便成為現今醫學教育廣受重視的議題。 

醫學專業臨床能力，基於能力金字塔(Pyramid of Competence) (Miller, 1990)可

被區分為 4 大層次，透過不同的評估工具可以針對不同層次的能力進行有效評估，

例如: 多選題僅能有效評估出在認知層次(Cognition)的 Knows (Knowledge)與

Knows How (Competence)，更高層次的行為層次(Behavior)能力(如: Shows How 

(Performance)與 Does (Action))則需要藉由如 OSCE 與 mini-CEX (Norcini, 2003)來

實際做模擬演練，透過過程中的行為歷程來進行多元評量學習成效。 

然而，要執行能評估高層次臨床能力的活動，如:OSCE 與 mini-CEX 等，並

非易事，且耗時、耗力、耗成本，因此無法被常常執行與用來做為日常學習時的

練習與評估工具。但醫師與學生如無經過有效的學習與練習，就難以在有效率的

時間內培養出具一定品質的臨床能力，因此醫學教育趨勢為希望透過資訊科技來

輔助醫師與學生進行有效的學習 

 現有學習產品: 

現今普遍的電腦化輔助方式可分為兩種類型: (1)彙整各類學習資源的線上學

習系統: 如: Online Medical Course: Amboss (2022)與 Lecturio (2022)、與(2) 提供

動手操作的電腦模擬系統: 如 Screen-based 的 DxR Clinician (2018)、電腦模擬假

人(Computerized Mannequin)的 laerdal (2022) 、虛擬/擴增實境 (Virtual/Argument 

Reality)的 Labster (2022) 等等模式。 

美國醫療教育平臺 Sketchy (2022)開發大量醫學臨床案例動畫來輔助醫學院

學生，能透過視覺化的模式來更容易地理解醫學概念知識，內容涵蓋微生物、藥

理、病理、生理、生物化學、內科、外科、兒科和婦產科等等課程。VR/AR/MR

等頭盔 3D 沉浸式科技能提供更好的融入感，故相當合適應用於醫療與教育的實

務技能訓練上。醫學影像公司 Novarad (2022 開發的 OpenSight 獲得美國食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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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FDA)許可，提供醫師於手術前預先規畫 AR(擴增實境)手術方案，讓醫生可

透過微軟的 HoloLens 頭盔將病患體內部景象與其體外觀進行 AR 整合，以增加

對手術規劃和解剖時的關係理解，進而減少手術時間與提高成效(Ho, 2018)。應用

在醫療教育訓練上，2019 年新加坡的新創公司 Kyalio (2022)利用頭盔 VR 技術與

醫界醫師合作，共同開發 VR 手術學習案例課程，使用者可透過手機 APP 與 VR

頭盔來體驗與學習各種手術臨床案例的過程。HTC Medical VR (2022) 運用自家

VIVE 技術開發多項 VR 互動醫療教學案例，3D Organon (2022)提供全世界首套

虛擬實境解剖生理教學應用。Virti (2022)研發 VR 教案開發平台以方便製作 VR

醫療教學案例，老師能透過後台系統了解與評估學生學習狀況。Nanome (2022)則

透過 VR 來提供可即時合作互動的化學與藥物開發環境，提高藥物開發效率。  

 智慧學習模式: 

現有的 2D/3D/4D 學習模式能輔助醫師(學生)進行臨床思維技能學習，但如

還能依據學習過程與操作狀況提供適性回饋與診斷分析，而非僅止於概念性知識

的分析與虛擬的體驗，則將能更有助於醫師(學生)的實作能力成長。 

國內的醫諾華醫學科技公司(INNOVA)( 2022)基於頭盔 VR 與 AI 技術開發虛

擬臨床診療訓練系統(V-DxM)來 強化臨床實習與考照，學習者能直接跟系統模擬

的虛擬病人直接透過口語對話來做臨床問診與互動，諮詢病症來做出臨床決策，

透過會議系統能讓多位學員同步演練，提升學生對於臨床技能的練習與成效。

NEJM Group 為了讓醫師了解如何針對 COVID-19 案例的診治，開發 Covid-19 Rx: 

Treatment Simulations (2022)，提供網頁式 COVID-19 的模擬案例來幫助醫師(學

生)做臨床案例學習，過程中可以依據狀況下診治決策，系統依據決策提供模擬結

果與分析報告供了解與學習，如系統還能記錄操作過程來進行分析已提供適性回

饋與診斷報告，便能達到更好的適型學習效果。且此種網頁式模擬(Web-based 

Simulation)方式也被 Healthcare/ Medical Simulation Market 報告預期將從 2019 年

開始會有最高的年均複合成長率(CAGR)增長幅度，其可歸因為網際網路的普及，

受控與可預期的學習環境，與可控存取的模擬過程。 

此外，國內 HTC 的 DeepQ 也佈局智慧醫療與教育市場，除了跟國際醫療教

育廠商如:3D Organon、Virti、Nanome 進行合作外，DeepQ 將 AI 自然語言處理技

術應用在醫療場域，推出 AI 醫療服務聊天機器人－萬小芳(與萬芳醫院合作)，民

眾可輸入幾個症狀後系統便會智慧推薦合適的看診科別，並提供掛號及其他的醫

療服務，且能 24 小時上線使用。此 AI 對話技術同樣的也能應用在醫學教育領

域，如:與模擬病人的臨床問診對話學習。DeepQ 也建置醫學百科平台提供建置醫

學相關知識，如同 WiKi 平台模式，開放醫學專家建置醫學知識，提供民眾自行

查詢了解相關醫學知識，而不需要耗費時間去查找散步在網路各處的資料。而這

個醫學百科平台內容，就如同醫學知識庫，再經過系統化處理後與搭配 AI 適性

技術，便有機會能轉變為能提供醫師(學生)進行適性學習與測驗的學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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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現在 AI 技術應用在醫療上最為成功的應該算是電腦視覺技術

(Computer Vision) (AI in Medical Imaging)，能協助醫生提高早診率，減少誤診率。

相同的，目前在人體肢體辨識技術上也有長足發展，如: CMU 研發的 OpenPose 與

Google 的 Mediapipe，都能有效的辨識與標註影(圖)片上人體五官與關節點位置，

而此種肢體辨識的 AI 技術也已被運用在健康醫療領域，如 Wondercise (2022)與

喬山健康科技(2022)都基於此概念提出科技健身產品，除了提供健身課程外，還

能智慧辨識使用者的肢體動作，給與分析報告。在運動上也能用在如高爾夫、棒

球、跑步等肢體正確度分析，在醫療上也能用在復健、步態等分析，提供專業輔

助提高效率。而此技術概念同樣的也能應用在醫療教育上，透過分析專家正確操

作建立正確模型後可用來智慧分析學習者的操作的正確性來給予學習問題分析

與建議，提高學習成效，例如: 復健師、照護師、甚至手術等等的實務技能可能

運用到此肢體辨識技術來進行智慧學習輔助。 

 

三、AI 公共化落實策略 

一個能提供智慧化適性學習模式的平台其主要核心便是「知識」。如圖 8. 1 所

示，適性學習模式過程可區分為 3 個階段: 1.知識擷取(Knowledge Acquisition)、2

知識精煉(Knowledge Refinement)、與 3 知識應用(Knowledge Applications)。所謂

「人工智慧(AI)」之前須要先有「工人智慧(IA)」，扮演有如大腦角色的知識架構

(Ontology)可透過知識擷取技術 (Knowledge Acquisition)來藉由「專家分類法

(Taxonomy)」搭配「大眾分類法(Folksonomy)」方式來整合擷取多元專家知識(例

如:學科概念程序等知識需預先由多位專家進行定義與標註(Taxonomy)，再搭配可

讓大眾(與專家)進行修正機制(Folksonomy)以進行知識調整，與透過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技術從資料分析(Data-driven)獲取(例如: 透過歷史測驗資料與

臨床病例處方自動分析潛在知識架構)，再透過知識彙整將多元知識(Various 

Knowledge)找出共識與整合成有意義的知識架構，例如: 透過 AI 系統技術(如: 眾

包(Crowdsourcing))來輔助讓具爭議之知識該達成共識與修正。藉此知識架構搭配

AI 技術來依據學習者學習能力提供適當的學習服務，學習過程記錄的學習歷程再

透過如資料探勘技術來進行學習分析，以了解學習問題後再基於知識架構來提供

進一步的適性學習導引、評量、診斷、提示等知識應用。學習分析結果搭配知識

分析找出對原有知識架構有衝突與修正之處，再透過知識擷取流程彙整專家意見

與資料分析知識能進一步針對知識進行擷取與精煉，以持續優化平台知識架構以

提供更適當的智慧知識來支持更好的適性學習服務，輔助學生培養自主學習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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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公共化適性學習落實策略平台機制 

 

上述流程主要概念性說明呈現一個可能持續演進與提供適性服務的平台機制

中，針對核心的知識架構所需進行的處理流程與可運用的 AI 技術提供一個參考

的方向。但在實務上，除了知識架構的建置外，一個適性學習平台上需要有學習

內容進行搭配才能提供教學與學習服務。因此，能支持適性學習模式的學習內容

設計與製作是一個重要的實務議題。 

這對於影音式學習內容而言則相對簡單些，因主要基於知識架構來針對影音

內容進行詮釋資料(Metadata)標註，意旨描述資料的資料(Data about Data)，以支

援主要的適性學習功能。因此，基於概念知識架構與線上影音的 AI 適性學習模

式，可算是目前 AI 落實在智慧學習上最為普遍與成功的應用模式，如前面所介

紹的現有學習服務，都已普遍實際應用在線上與線下的各式智慧適性學習場域

中，且都已取得良好的學習與商業應用成效。因此，針對此模式在公共化的落實

策略上，已有許多成功典範，在國內的非營利平台，如均一教育平台(2022)，而教

育部的因材網(2022)更是拓大與落實了此模式於國中小學習場域，如因材網能針

對落實過程中依據使用者(教師、學生、學校、家長)回饋持續做功能優化，並從中

發掘新需求，相信定能讓此模式在國內學習場域中發揮更大效益。 

然而，針對程序型知識的適性學習內容在設計建置上則相對複雜些，因其在

學習模式上與陳述性知識的學習存在很大差異，例如: 強調動手操作的醫學臨床

思維學習、資訊安全實務操作學習、運算程式思維學習等。例如: Kyalio (2022)的

VR 手術學習案例課程雖能觀看但卻不能實際動手操作，而可支援 VR 動手操作

的課程則製作成本可能較高且針對操作過程如何診斷分析尚未有效考量。因此，

針對此類型的學習內容，應需要有一個能有效輔助其內容設計開發的工具平台(例

如: 基於無程式碼(No Code)(NCDP, 2022)或低程式碼(Low Code))(LCDP, 2022)概

念與模式之開發平台)，以搭配適性學習系統機制來提供適性學習導引與診斷分析

等服務，方能有效支援此程序型知識的適性學習模式，也才能有機會落實此模式

於公共化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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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要建立能滿足各式實作能力培養應用的 AI 公共化適性學習平台確實

並非易事，且為了避免每個針對特定應用開發的平台因特定開發而不能整合互通

而形成孤島平台阻礙了公共化落實，故需策略性地來進行公共化平台之建構與落

實，例如: 先針對共通性功能服務(Common Functional Service)進行建立，以提供

多數適性學習功能與應用情境，再針對特定應用情境(Specific Applications)建立可

整合串接平台通用功能服務之整合介面機制，例如: 透過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2022) 與 Web Service (WS, 2022)的微服務(Microservices, 2022)概

念，以讓各式針對特定應用情境所開發打造的功能能透過平台整合介面做特定應

用功能整合，以提升特定應用功能之開發效率及擴大公共化平台之應用層面，這

是個可能的未來發展方向，也是後續我們可以思考與努力的目標。 

 

四、具體建議 

1. 建立科學探究素養實作能力之適性學習平台、 

2. 建立資訊安全素養實作能力之適性學習平台、 

3. 規劃百師 AI 應用、培訓方案、與評量競賽、 

4. 建立適性學習平台之公共化服務與落實方案。 

 

五、結論 

數位科技與智慧技術確實已帶來教學場域與學習模式的改變，所以教與學都

需要更有效的方法。孔子有云: 「因材施教」，學生需要有效地「學習」方式，老

師扮演重要性「輔佐」角色。當「學習」與「科技」結合，「適性學習」可減輕「教

學」與「學習」負擔、提升「教學」與「學習」成效，有效地運用「科技」可為

「學習」帶來意想不到的效益。所以透過「教育學習與智慧科技」結合，「教與學」

都能用更有效的模式來進行，讓「高階智慧」的工作留給「老師」、讓「低階繁瑣」

的工作留給「機器」、讓「有效吸收」的工作留給「學生」，以輔助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讓學生能更有效率的發展自主學習能力，培養面對全球與未來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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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探究如何透過 AI 技術解決偏鄉數位落差 

楊鎮華1、胡庭皓2、曾昱瑋 2 

摘要 

在科技發展的推波助瀾下，數位學習的發展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資訊技術

的融入作為時下最重要的課題之一，持續為教學場域帶來不同層面的影響，對教

學與學習的固有模式產生衝擊。可以預見的是，數位學習的發展將為教育帶來更

多的刺激與思維，促進教學成效的提升，建構內涵豐富、精采多元的教育環境。 

然而，在實現前述提及的正面效益之餘，種種問題與挑戰亦隨數位學習的發

展而浮上檯面；資訊科技融入的前提，在於充足的硬體資源及相應的知識技術，

在兩者兼具的框架下，適足以為數位學習的發展建構堅實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

受資源與機會不均等因素影響，造成所謂「數位落差」問題；面對數位學習的需

求，缺乏充分的資源與技術予以落實，阻礙教育創新思維的推播與發展。這樣的

狀況在偏鄉地區更加顯著，如何透過適宜的方法構思解方，進而弭平城鄉差距，

成為我們應審慎面對的重要課題。 

近年來，政府致力於挹注資源、佈建硬體設施，為偏鄉地區建構有利於數位

學習發展的友善環境；然而，受限於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始終無法達到預期中

的效益，有事倍功半之慮。AI 人工智慧的成熟，適而為此問題帶來新的契機，昭

示了全新的可能性。若能透過完善的規劃，設計 AI 人工智慧相關技術的應用機

制，使各式數位資源能夠在偏鄉的數位學習場域中被有效率的應用，實現真正均

等的數位學習。 

本章將從數位學習發展的潮流與趨勢為起點，探討資源不均造成的問題及影

響，並進一步探討臺灣偏鄉所面對的教學困境，檢視政府的種種因應措施，歸納

造成數位落差的關鍵問題；再者，與讀者共同回顧 AI 人工智慧對不同領域帶來

的影響，討論 AI 相關技術於數位學習環境的應用，展望其於偏鄉教學場域的發

展前景。期望藉此拋磚引玉，啟發更多的討論及作為，共同為偏鄉數位落差問題

尋覓解決之道，建構更優質的數位學習環境。 

 

一、 資訊融入教學的潮流與趨勢 

時間回溯至 1946 年 2 月 14 日，由美國軍方所訂製的電子計算機 ENIAC 於

賓夕法尼亞大學問世，被應用於彈道的計算，此舉不僅標誌著資訊處理模式的革

新，也被視為資訊時代起步的重要象徵；數十年間，資訊科技蓬勃發展，以令人

難以想像的速度，全面性地滲透社會各個領域，帶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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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改變人們的工作及生活型態，在其行為、思考與價值觀上，打上深刻的烙印，

促成文明發展的質變，推動人類社會進入截然不同的嶄新階段。 

資訊科技所涵括、牽涉的內容龐雜，難以藉三言兩語加以論斷；若以其發展

目標、功能面切入，或可將其定義為：憑藉電子計算機等軟硬體設備，以及各式

通訊管道、手段，實現資訊的蒐集、儲存、傳遞、萃取、分配、處理及應用等目

標的相關技術。以這樣的概念及技術為基礎，沿用在不同的場域，處理不同的需

求，即體現資訊科技的不同樣貌，成為構築資訊時代的框架。 

相較於營銷、娛樂等場域對資訊科技的全面接受與媒合，作為「百年大業」

的教育領域，其初始態度是較片面、謹慎而保守的，即便不乏專家學者積極倡議、

提出相關理論方法，卻未能從核心撼動教學活動的本質，帶來革命性的發展。然

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在網際網路的推波助瀾下，徹底改變了知識傳遞的既

有模式，其創造、推廣與應用莫不以效率與便利性為首要訴求；在此趨勢的驅動

下，教育場域的革新呼聲迫在眉睫，如何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適切地將其理論、

技術融入教學活動，也成為舉足輕重的重要課題，吸引大量專家學者投入其中。 

檢視資訊融入教學的發展歷程，在理論發展、硬體設施建構等層面皆有所著

力，有著大幅度的進展：諸多專家學者以實務層面為出發點，探討如何將資訊科

技應用在教學的準備與呈現、教學活動的實施以及親師生的互動等，期望藉以提

升教學活動的品質與成效，因應不同的需求與場域，規劃發展相應的教學策略，

促進相關教育理論的發展；而在硬體設施的佈建方面，世界主要先進國家如美、

英及日本等，莫不在政府單位的引領下，投注大量資源，充實資訊設備、改善網

路環境，並推動人才與師資培育，期望為資訊融入教學建構友善環境。有鑑於資

訊融入教學的重要性與發展價值，臺灣於 1994 年開始啟動「國家資訊建設計畫」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旨在建置使資訊得以充分流通的基礎

建設；1997 至 1998 年分別實施「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與「資訊教育基礎建

設計畫」，針對中小學的資訊軟硬體優化挹注資源，勾勒資訊教育發展的前景，

二十年來亦持續規劃實施相關計畫，逐步推動資訊科技在各層級教學場域的應用

與發展。然則，欲促進資訊融入教學的整體發展，基礎的建構僅是必要措施之一，

欲真正進入教學情境，產生實質的影響，需要更全面的研究與實證。 

回顧臺灣的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其名詞界定固然有所不同，然所涵涉的概念

仍多以資訊科技在各教學領域的融入、應用型態為核心，舉凡「資訊融入教學」、

「電腦輔助教學」、「數位教學」與「數位學習」等，皆以資訊科技融入的思維為

根本。在上述概念、理論的運作與實踐下，資訊融入對教育領域的正面效益得以

被具體體現，彰顯其在教學場域中的應用價值；整體而言，可分別在教學與學習

的不同面向上，產生顯著的影響： 

就教學端而言，最直觀的影響體現在數位教學資源的產出與取得上。為了追

求內容與品質的提升，教育工作者著力於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優化，甚而需要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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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習，以滿足不同的教學需求。資訊融入所帶來的便利性，使教學資源的取

得與應用更加有效率，教育工作者得藉以引入更多元的資源與工具，使活動更加

豐富，實施不同的教學策略及作法，提升學習動機或整體教學成效。再者，透過

資訊科技的協助，結合大數據分析，教育工作者得對學習歷程進行更全面的評估

與探究，不僅能針對個別學生實施更即時的評量與輔導，亦得參考分析結果，調

整教學策略與內容規劃，達到真正因材適性的教學目標。此外，資訊科技的不同

應用模式，也為教學場域提供更多元的互動管道，透過不同的交流、溝通方式，

探勘影響教學與學習成效的不同關鍵要素，蒐集學習者的回饋資訊，除了協助教

育工作者掌握學習狀態外，也能使兩者間的互動更加順暢有效率。 

從學習端的角度出發，資訊科技的發展不僅讓知識、資源的取得更加便利，

亦從本質上使學習型態產生質變；與傳統以教學者為核心的框架相較，資訊科技

的融入為學習行為帶來更寬廣的翻轉空間，學習者得根據自身的習慣、需求或策

略，檢視學習內容、調整學習步調，使學習的歷程更自主適性，更符合其個人需

求，促進學習的「個人化」。近年來諸多教育資源平臺、線上學習平臺的興起，即

象徵此思維的具體實現，學習者在學習的同時，可依照自身的學習歷程，接受課

程、教材與資源的推薦，建構專屬的知識地圖，並搭配相應的評量模式，進一步

推動個人化學習的發展與深化。除卻學習行為的轉型外，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學

習場域，大幅拓寬學習端即時回饋的實踐空間；學習者的感受與建議得透過資訊

輔助加以具象化，其權益也能被更完善地維護，得到更多的重視。 

然則，資訊科技的融入固然為教學與學習帶來諸多正面效益，潛藏在其快速、

便捷與多元面貌背後的，卻是不容忽視的隱憂與風險。舉凡面對龐雜資訊須考量

的正確性問題、網際網路上的資訊安全風險等，若不審慎面對，皆可能對教學與

學習體系的運作造成嚴重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本章欲深入討論的是群體間的數

位落差問題。面對資訊科技的進步，需要充足的硬體資源及相應的知識技術為基

礎，方得妥善應用；然而，在現今的社會體系中，受到經濟發展、教育程度與城

鄉發展等不對等因素影響，可能造成資源與機會不均的現象，繼而成為資訊科技

融入的阻礙。此現象若未妥善處理，不僅影響國民權益，更可能使社會階層化愈

加嚴重。鑒此，我輩教育工作者更當審慎面對資訊與機會不均造成的數位落差問

題。 

 

二、 資源機會不均的問題與影響 

如前文所述，資訊融入的推動與實施，需要充足的硬體資源與相應的知識技

術為基礎。而數位落差的根源，便在於不同群體在各場域間立足基礎的不平等。

在資訊科技環境相對健全的今日，這些差異並非僅體現於「量」的不均等，也同

樣存在於「質」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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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研究指出，家庭的社會經濟條件對子女學業表現及日後地位取得的影響

甚鉅，舉凡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與收入等，都與子女的學習行為存在潛在關聯。

以資訊素養及能力的培塑為出發點，可以發現家庭社經條件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

色。在網際網路與資訊設備尚未普及的時代，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方具備較高品

質的電腦、較穩定的網路環境，接觸資訊科技的機會相對充分許多；即便在電腦

與網路普及化的今日，家庭背景與社經條件仍然對個人使用資訊科技的形式、習

慣與需求產生關聯。根據英國 (Livingstone & Helsper, 2010)與澳洲(Smith, Skrbis, 

& Western, 2013)的相關研究指出，父母教育程度較低或者經濟狀況不佳的家庭，

其子女在家中上網的目的多集中於交友或者電玩遊戲；而教育程度或社會地位較

高的父母，更傾向積極參與子女的資訊科技使用歷程，例如：限制使用時間、封

鎖不適當網站等，也更積極的監督子女應用電腦及網路進行學習活動，從而累積

資訊使用能力、培塑健全的資訊素養。在資訊融入教學刻劃的學習框架下，家長

支持程度的差異造成立足點的失衡，家庭的影響無形滲透到學校、班級中，使固

有的階層化與不平等被不斷複製；換言之，即便提供均等的資源與環境，也無從

弭平群體間的落差，高社經背景的學生仍然受益於較充份的數位能力與資訊素

養，在學業競爭中佔據優勢。 

再者，即便政府單位在數位學習環境的推廣與佈建已行之多年，亦不乏具體

作為與成果；然而，受限於有限的經費與人力，面對不同地區的教育資源分配，

難免多有需取捨權衡之處，難以面面俱到。例如：為積極強化資訊科技在教學場

域中的應用，政府早期提出「資訊種子學校」的構想，除了硬體資源與經費補助，

也透過各種研習、培訓課程培育教師的資訊能力，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

營造更友善便利的數位學習環境；反之，在經費與資源較匱乏的學校，不僅需面

對設備老舊或短缺的問題，也可能因教師資訊素養的不足、技術人員的短缺，使

這些學校在面對資訊科技融入的需求時，呈現較消極的態度，導致學校之間的數

位落差益發擴大。 

受益於資訊科技優勢與產業發展重心，臺灣在資訊建設的整體佈建在全世界

各國中名列前茅，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歷年發表的資訊社會衡量報告3看來，

尤以資通訊（ICT）接取指數表現最為亮眼，然而在使用指數方面，卻明顯存在落

差，此現象恰說明：即便我國政府著力創造優質資訊環境，增加全體國民的資訊

近用與取用機會，在不同產業、不同族群以及城市鄉村之間，仍存在著顯著的數

位落差現象。 

 

                                                      
3 國際電信聯盟：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簡稱為 ITU;聯合國下屬單位，主要負責確

立國際無線電和電信的管理制度和標準；該聯盟每年會針對各國資訊通信技術的發展狀況加以評價，發

表《資訊社會衡量報告》(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被視為最具可信度的資料之一，被

各國政府機構、企業集團廣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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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城鄉差距與數位落差 

因應現代文明社會的發展基調，各國家因地理、人口條件與產業結構等因素

之差異，都市化的程度亦有所不同。臺灣於二十世紀末開始進入知識經濟時代，

亟需人口聚集效益，相較其他國家，資源與人口集中的情形更加嚴重；根據內政

部所公布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超過七成的國民居住於六大直轄市範圍內，更多

的教育機會、就業機會與生活便利性，進一步導致鄉村人口外移，更使教育機會

不均等的議題浮上檯面。為有效改善此問題，臺灣於 1996 年起便開始推動「教育

優先區」的相關計畫4，針對弱勢族群、教師流動率過高或偏遠地區的學校提供各

方面的補助，例如：課後輔導、親職教育以及硬體設施的擴充等，有效改善教育

資源缺乏的問題。與此同時，數位能力與資訊素養的培育問題，也引起專家學者

的重點關注，成為落實教育均等的重要課題。 

都市化帶來的資源集中，亦同步影響了資訊科技與基礎建設的近用空間，偏

鄉地區的住民可能因區域、職業或社經地位等不同因素，無法充分有效地接觸資

訊科技與數位資源，造成相關知識及能力的不均衡，導致其缺乏現今社會應具備

的資訊素養，進而擴大在文化、經濟等層面的差異，造成競爭力不足的後果。 

我國政府自 2000 年初期就已經將數位落差的消弭視為國家發展的重要課題，

2004 年便在「數位台灣(e-Taiwan)計畫」下增列「縮減數位落差計畫」的重要分

項，並配合執行進度規劃後續期程；繼第一期「縮減數位落差」，陸續執行第二期

「創造數位機會」、第三期「深耕數位關懷」的工作內容，第四期以偏遠鄉鎮、離

島地區與原住民族地區為重點，實施「普及偏鄉數位應用」計畫，執行期程自 2016

年至 2019 年，以中高齡、原住民、新住民、身心障礙者以及低收入戶等相對弱勢

族群為主要對象，輔導其培養使用資訊科技相關技術與工具的能力，並延伸至自

主學習與生活應用的層面，涉及的相關部會及子計畫眾多，期望透過全面性的關

照，達到「提升數位能力，豐富生活應用」的願景。 

然而，在我們所關心的教育領域，數位落差的影響依舊存在，並延伸出許多

嚴重的問題。從近年的國際學習成就調查結果可以發現，臺灣學生學習成就的城

鄉落差明顯高於其他國家，「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5及「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

成就趨勢調查」6的分析報告皆指出，我國高分群與低分群學生的差距逐漸擴大，

且與家庭社經文化背景關係密切；除了國際測驗之外，嚴重的城鄉落差也體現於

                                                      
4 教育部「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為增進偏遠地區、文化不利地區之教育品質，確保弱勢族群受教權

益，由教育部國教署策劃推動，自 1996 年起辦理至今。 
5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為 PISA；由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ECD)主辦的全球性學生評量，內容涵蓋閱讀、科學與數學三個領域的基本素養。該計畫旨

在發展教育方法與成果，是為目前最具影響力的國際學生評價項目之一。 
6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為

TIMMS；國際教育學習成就評量委員會(IEA)所主導的調查計畫，目的在於了解各國學生數學及科學學

習成就，與其文化背景、學習環境等影響因子的關聯性，並透過趨勢比較分析，探討教育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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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高等教育的近用，隨著高等教育可近性的提升、教育機會擴張，進入高等教

育機構就讀的門檻也大幅降低，但從高等教育調查資料庫中可以發現，社經背景

較好的學生就讀公立大學的比例顯著高於弱勢族群，偏鄉、弱勢學生更集中於私

立技專校院。高等教育的擴張使擁有大學學歷的勞動者迅速增加，就業市場更傾

向以大專校院品牌或研究所學歷作為評斷求職者能力的標準，弱勢族群難以爭取

更好的工作機會與薪資待遇，更無從透過教育爭取改變社會階層的機會。為有效

緩解此狀況，不乏專家學者偏鄉的教育問題加以深究，並將影響城鄉學業成就差

距的因素概略劃分為以下幾點：首先，除了都市化造成的人口遷移之外，近年來

少子化的趨勢也加速了偏鄉學生的流失，導致偏鄉國民中小學的規模縮減、甚至

裁併，影響該場域的學習品質與便利性，同儕互動的匱乏也讓學生無從培養良好

的人際相處觀念，難以建立良好的學習氛圍；再者，除了地理與交通條件不便外，

許多偏鄉學生亦需面對家庭社經條件低落的困境，單親家庭與隔代教養的比例也

較都市高，所能提供給學生的家庭教育資源也相對缺乏，舉凡有形資產如：課外

補習、才藝活動的學習等，無形資產如：家長的陪伴與管教、親子溝通與價值觀

的建立等方面，皆遠不及都市學生豐沛，對其後續的學習與成長影響深遠；除了

學校與家庭教育功能的差異，影響偏鄉學習成就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在於整體教

育資源的取得與使用缺乏效率，即便政府單位近年投注大量經費，然其投資多集

中於硬體設備及活動辦理，人力、文化與社會福利等問題並沒有得到妥善解決。

舉例而言：偏鄉學校的教師流動率高於全國平均值，經驗豐富的教師傾向往都市

調移，學校留任穩定師資不易，教師無法累積在地經驗、培養符合當地文化需求

的專業教學技能，也造成學校在特殊計畫與課程推動上的障礙，無法維持穩定、

良好的學習環境，也難以支援教學策略與方法的創新發展。此外，對都市學生而

言，各種資源唾手可得，諸凡英語文、數理科學或者程式語言等科目，皆可透過

書籍、網路、補教等不同管道加以精進，促進自身競爭力的提升。然以偏鄉學生

的角度，卻需面臨學習資源缺乏整合、取用管道不夠暢通等便利性與可近性不足

的問題，進而導致學習效率與意願低落。簡言之，縱使政府單位持續投入經費、

規劃執行政策方案，但改善城鄉學業成就落差的成效仍然有限，無法實際解決需

求匿乏的問題。 

由資訊科技在教育領域的融入與應用著眼，本應能有效地解決上述問題，進

而翻轉偏鄉的學習困境。其跨越時間與空間、無邊界的特色，恰可突破場域的限

制，提供一個便利而有效率的管道，改善偏鄉學生取得及使用教育資源的問題。

透過電腦通訊設備與網際網路的協助，得以在諸多資源庫中，擇取符合需求的電

子書、學習單或 APP 等，支援學生的學習活動。此外，種類多元、功能各異的學

習平臺與系統，適可應用於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施，推動教學的創新發展與優化，

新穎的教學策略亦有助於吸引學生注意力與專注度，營造更良好的學習氛圍，建

立更優質的學習環境。從學校角度來看，教學系統與線上整合平臺的應用不僅提

高特殊計畫的可行性，也可應用於行政事務的處理，落實行政減量減輕教師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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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提高其留在偏鄉學校服務的意願。近年來不乏相關調查與研究顯示，適度使

用電腦設備與網路進行學習，對學生的學習成效具有相當的正面效益，各種資訊

融入的教學策略與方法也成為顯學，吸引教育工作者大舉投入，對於城鄉學習成

就落差的弭平，資訊融入教學具備充分的可行性，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當我們將資訊融入教學的實施與深化攤上檯面，審視其運作的空間與

效益時，橫亙在目的地之前、亟需我們克服的，仍是數位落差的根本問題。美國

國家教育統計中心7曾就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障礙與困難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初步

將其劃分為以下數點，包括：缺乏足夠的時間學習或練習如何應用資訊科技準備

教學活動、缺乏時間讓學生在課堂上使用電腦、缺乏足夠的資訊設備或好的教學

硬體、缺乏將資訊科技與課程內容相整合的支援以及缺乏充分的訓練機會等。在

教學活動實際運作的場域中，面對不同學習階段、不同科目領域、不同的課程單

元以及不同特性的學生群體，需要教育工作者依照相應的需求調整教材供給與教

學策略，使教學活動更加完善有系統，達到提升教學成效的目標，欲在其中提高

資訊科技的應用成份，並非一蹴可及，需要根據兩造之間的功能、需求與特色相

互磨合，方能達到理想中的加乘效果。以臺灣近年的教學現況來看，縱使透過諸

多計畫及經費的投入，提升硬體設施的水準，擴充資訊融入的空間，大多數的教

師仍然選擇維持較傳統的教學模式，以板書、紙本教材及講授模式作為教學活動

主軸，即便有意提高資訊科技的融入比重，也多選擇使用投影片或影音素材，不

致大幅改動固有的教學機制。都市地區學校便以如此，遑論資訊教學環境更不友

善的偏鄉教師，在耗費精力處理額外行政作業、班級經營或親師問題的同時，難

以在資訊融入的課程規劃與設計上展現積極的態度。再者，在資訊融入教學的發

展趨勢下，各種教學平臺、系統以及 APP 如雨後春筍般種類樣式繁多，其取向與

功能或相差無幾、或迥然有異，教師首先需要充分認識其內容與功能，並從中過

濾、選擇符合需求者，還需要充分的資訊知識與技能，以滿足其使用門檻，方足

以將其融入到教學活動中。若其中牽涉到學生的操作，還需要在課堂上花費額外

的時間，引導學生熟悉系統、工具的應用方法，確保學習的品質與效率。諸如此

類的限制，嚴重影響教師投入資訊教學領域的意願，致使推廣更加困難，有事倍

功半之慮。根據過去美國教育科技標準8針對教師在教學情境中應用資訊科技提出

的指標：除了要有相關的知識與操作能力外，教師還要能以資訊科技為基礎，計

畫和設計教學環境、創造學習經驗，要能對資訊科技與教學內容、策略加以整合，

透過資訊科技實施不同的評量測驗方法，並透過資訊科技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

瞭解與資訊科技應用相關的社會、法律、倫理與人文等議題。足見資訊融入教學

的創新發展，不僅需要基本的數位技能，尚需具備充分的資訊素養，適得因應內

容革新所帶來的各種狀況與挑戰，解決相應的問題。 

                                                      
7 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簡稱 NCES；其成立的目標在於蒐集

並報告美國與其他國家在教育條件與發展方面的統計資訊，推動教育環境改善優化。 
8 美國教育科技標準：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簡稱為 NETS，由國際社會教育科技組

織 ISTE 提出；其目的在於利用科技有效改善教學與學習品質，內容涵蓋教師、學生、行政人員等不同

群體的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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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許多調查研究指出，大多數教師認為自身的資訊能力與素養尚不足以負

荷高比重的資訊融入教學，僅有不足三成的教師認為自己做好充足的準備，此現

象構築了數位學習普及推廣的第一道門檻，也被視為造成資訊創新教學發展牛步

化的關鍵因素之一。此問題原可透過相關的講座、研習活動或者教師自主進修的

課程加以改善，逐步提升在職教師的資訊素養，協助其跨越數位學習的資訊門檻。

然而，受限於政策、交通等因素，資訊相關的講座與研習仍集中於都會區，辦理

形式也多有不同；城市地區的研習活動得聚焦至以單一學校為單位，講師可依照

學校現況規劃活動內容，並實際帶領參加的教師體驗各種系統、平臺或工具，對

資訊素養的提升有著顯著的效益；反之，偏鄉學校卻無從比照此規格安排活動內

容，以過去在花蓮、臺東辦理的推廣活動為例，參與的教師從各鄉鎮地區赴會，

考量交通路程，活動的時間因而受限，內容多以講述式為主，輔以簡單的功能展

示，缺乏實際動手體驗的機會，辦理的頻率也遠不如城市地區來得頻繁。此情此

狀，不僅無從拉近城鄉之間的數位落差，反而將資訊融入教學的發展態勢推向兩

極，落入差異化的惡性循環。 

除了教學端所面對的各種問題，在學習端亦存在不少影響數位學習發展的不

利因素：得利於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網路環境與硬體設備的佈建成效堪稱斐然，

輔以行動通訊裝置的普及化，大幅提高數位近用的機會與空間；各式平板、電腦

的使用介面愈加便利、人性化，無論老少皆得以輕鬆上手，對各層級學生而言，

城鄉間數位近用機會與資訊能力的差異漸趨均衡，外在條件的影響已不復過往嚴

重。在資訊能力可配合的基礎上，正確的資訊素養益形重要，亦即「適當地在學

習情境中應用資訊科技」。在便利的資訊環境下，學生在學習活動之外，亦常使用

資訊科技相關設備從事交友、電玩遊戲等活動，如何恰當的分配時間、拿捏其中

比重，掌握學習與休息之間的分界，是為資訊融入教學在學習端的關鍵課題，在

這方面除了學生自我管理與教師輔導干預，家長的配合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前

文曾述及，社經條件與地位較高的家庭，家長更趨向積極參與子女的資訊科技使

用歷程，透過高度的參與維繫其數位學習的品質與效率，達到提升成效的目的。

反之，低參與度的父母則無從在此層面提供幫助，體現數位學習場域中的家庭因

素差異化。以臺灣各地區的發展態勢而言，此現象與城鄉間的數位落差呈現高度

正相關，更加凸顯數位落差弭平的迫切性。鑒此，有志者莫不戮力同心，期望為

資訊素養的提升尋覓有效解方，從而導入資訊科技，達到偏鄉學習成就提升的進

階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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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疫情下的需求體現 

伴隨網際網路在社會各領域的普及與發展態勢，資訊科技在生活各環節產生

的影響力已然毋須贅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9於 2015 年先是在仁川會議後發表《仁

川宣言》10，提出 2030 教育願景11(Incheon Declaration Education 2030)，並在後續

的《青島宣言》12中指出，欲「把握數位時代的契機、善用資訊和通訊科技引領教

育改革」，適以「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人類終身享有學習機會」並

「減少社會上與國際間的不平等」，明確將資訊融入的數位學習定調為教育發展

的主軸。然而，根據近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13所執行的 TALIS 教學與學

習國際調查14結果顯示，臺灣在各學習階段的課程實踐上，讓學生憑藉資訊科技

完成專題的比例不足三成，遠低於國際平均。 

長期以來，臺灣以科技引領產業發展，構築知識經濟的基調，在相對良好的

基礎環境支持下，於教育場域的數位轉型卻相形遲緩、消極。教育部資訊及科技

教育司曾就此現象深入探究，許多教師及教育從業人士認為，就臺灣大多數地區

而言，教育資源已相當豐富、取得亦便利，無論是教科書、參考書等教材，或是

補習班、家教等輔導措施都不虞缺乏，加上資訊融入教學既有的知識與技術門檻，

使大部分的老師認為只要維持既有的教學模式即可，缺乏轉型的動力與契機；即

便政府單位與有志專家學者積極呼籲、倡導，仍不足以構成普遍性的風潮。 

2021 年 5 月，COVID-19 疫情再度爆發，各層級學校被迫全面停止實體課程，

轉為線上、遠距的教學模式，資訊融入與數位學習的推動迎來全新的契機，各地

區、學習階段、科目的教學場域形成不同轉型需求，帶來不同的問題與可能性，

臺灣數位學習的發展再次邁開腳步，重新煥發蓬勃生機。 

這股轉型的風潮首先體現在第一線的教師身上，相關線上社群的成員快速成

長，討論日趨熱烈踴躍，從硬體設備的使用，到各種 APP、工具的融入應用，教

師們相互討論、分享經驗，期望使線上教學活動的設計與發展更加完善。此間，

政府單位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不僅針對各教育階段、不同科目領域彙整豐富的

資源與工具，並邀集數位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拍攝影音課程，推出線上教學便利

包，積極引導各級學校準備與實施線上教學；並彙集教育部教育雲及民間數位學

                                                      
9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為

UNESCO；聯合國專門機構，旨在透過教育、科學及文化促進各國合作。 
10 仁川宣言：Incheon Declaration，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多個組織共同提出，在全民教育的基礎上規劃

未來教育走向，提出願景及目標。 
11 2030 教育願景：Incheon Declaration Education 2030，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組織所提出的教育發展目

標及策略，包含教育改革、保障弱勢確保其接受教育的權益與公平性，提升終身教育機會等。 
12 青島宣言：Qingdao Declaration，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首屆教育國際會議後提出，旨在利用資訊及

通訊技術應對挑戰，實現 2030 教育願景及目標。 
13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為

OECD；主要透過研究分析，協調並幫助跨國經濟合作與發展。 
14TALIS 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簡稱為 TALIS；為 OECD 所

主導，針對學校學習環境與教師工作情形所進行的國際性教育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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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資源、平臺與工具等，提供教師與學生更便利的取用管道。在大幅拓寬的發展

空間下，相應而生的是更多問題與挑戰：首先在資源層面，即便所見看似豐富多

元，然其品質卻有良莠不一之慮，缺乏系統、標準化的整合；由於過往線上教育

資源缺乏穩定的商業市場，多仰賴出版社或有志者維繫，就使用端而言，若欲建

構高品質的資源體系，尚有補強空間。以教育部因材網、或民間的均一、學習吧

等線上教學平臺為例，整體而言國中小的課程相對完善，高中以上卻尚仍顯不足，

技職體系的相關資源更是屈指可數。而在系統、平臺與工具的層面，為適配教學

活動的各階段的內容與需求，教師可能選擇不同的系統或軟體加以應用，如此一

來，課程中便需要在其間不斷切換，大幅影響課程品質與學生的專注力及參與度，

需要有效的一站式平臺加以整合。 

即便遽增的需求體現出資訊融入在教學端的種種問題，仍無礙其正向發展的

腳步，相較之下，學習端需面對的挑戰看似更加嚴峻。在線上教學模式構築的學

習場域中，學生脫離教室的既有邊界，平板、電腦等資訊設備比重大幅提升，需

要更高的自主性與專注度來推動學習行為的運作、維繫學習的品質與成效。當孩

童必須待在家中，透過觀看影片、操作軟體、參與直播課程來進行學習時，城鄉

之間學習環境的數位落差也在此處顯著體現：針對子女的資訊設備使用行為，城

市地區的家長大多具備更豐富的輔導經驗，也透過較積極的參與協助維繫學習行

為的運作；而對偏鄉地區的家庭而言，受限於工作、文化等不同限制，家長乏於

掌握子女的學習狀況，無從透過適時的輔導介入協助子女有效學習。甚而有家長

表示，只要子女不亂跑、安份地待在電腦前就已心滿意足，至於其學習歷程是否

確實有效，則無暇他顧。 

再者，在教育場域中，教學與學習均非單純的線性行為，其實施與運作牽涉

多種不同因素，舉凡科目性質、課程設計、學生特性等皆會對教學活動產生影響；

為維繫學習品質，多仰賴教師依據自身經驗，就學習歷程中的互動情形施以判斷，

適時調整教學策略與步調，透過不同的手段與方法，並在其中加入各種介入輔導

機制，以達到理想中的教學成效，亦即所謂「因材施教」。然而，在線上、遠距教

學的框架下，固有的師生互動行為被從教學場域中抽離，教師無從透過最直接的

方式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亦難以依照學習歷程酌予調整教學模式。另一方面，

現有的評量機制無法完整轉移至線上、遠距教學的場域中，無從以較客觀的方式

針對學生的學習成果加以測驗、檢視，長期下來亦可能對學生的學習成效評估產

生影響。 

上文所討論的困難，原本期望透過家庭的支持與輔導加以緩解，透過家長的

適時介入，解決師生互動被剝離的問題，然而這樣的期待，卻又讓乏於提供有力

支援的家庭無所適從。一直以來，偏鄉地區常需仰賴學校辦理的暑期課程、大專

院校發起的返鄉服務等活動在假期間陪伴弱勢兒少，紓緩家長的壓力，也避免其

在校外接觸不當資訊，釀成學習過程中的偏差。在疫情干擾之下，不但無法得到



第九章 探究如何透過 AI技術解決偏鄉數位落差 

155 
 

人力資源的挹注，更可能因資訊素養及網路安全認知的不足，導致學童接受各種

危害資訊的情形愈趨嚴重，造成更嚴重的數位偏差。在種種不利條件與因素環繞

下，AI 人工智慧的融入與應用，適為偏鄉教育問題的緩解，提供一個截然不同的

可能性；若能對症下藥、有效施為，徹底發揮 AI 相關思維與技術的正面效益，或

可實質縮減城鄉之間的數位落差，進而迄及提升偏鄉學習成效的目標。 

 

五、 AI 人工智慧的發展與應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亦即人工智慧，現代社會習慣以 AI 泛稱之；其發展可

溯源至二十世紀初期，科學家已開始透過簡單的演算法內嵌，探尋讓機器模擬人

腦運作的可能性。1950 年，被譽為電腦科學、人工智慧之父的數學家圖靈(Alan 

Turing)發表該領域的著名論文《運算機器與智慧》，探討人工智慧的範疇與可能

性；圖靈也提出著名的「圖靈測試」15，透過讓測試者與電腦進行對話，藉以判斷

機器是否能夠進行一定程度的思考，奠定人工智慧的發展基調。 

在人工智慧發展的初期，科學家以人類思考的邏輯規律進行假設，試圖讓電

腦模仿人類的思維模式，總結知識規則、建構知識庫，加以運算、思考、歸納與

推演，從而解決特定的問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理論與技術的發展，AI 的

應用範疇從人機對話跨足多個不同領域，大幅拓展其可能性與價值。IBM 的超級

電腦 Deep Blue 向西洋棋世界冠軍 Gary Kasparov 發起的挑戰，在九十年代末期

便引起廣大的關注；透過爬梳大量的棋譜資料，分析對局時的走勢，預測棋局的

發展，針對對手棋路做出應對，於 1997 年成功擊敗世界冠軍，為 AI 人工智慧在

棋弈領域的應用，建立極具象徵性的里程碑，也影響其後英國 DeepMind 對 AI 圍

棋程式 AlphaGo 的設計思維。此外，知名學者李飛飛也引領史丹佛大學團隊投入

視覺網專案 ImageNet project，建置龐大的圖片資料庫，透過演算法的設計讓電腦

學習辨識圖片中的物體，歷經多年發展，在識別準確率上已超越人類肉眼，取得

長足進步，不僅可用以搜尋影片中的特定物件，也能搜尋動態內容。在各領域中，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 Automated Insights 公司與美聯社等新聞機構的合作，該計

畫透過 Wordsmith 人工智慧技術平臺來進行文案編撰工作，除了為美加地區的上

市公司撰寫季度營收業績報告外，也以美國職棒為對象，嘗試撰寫賽事報導。該

平臺能夠動態鎖定賽事資料中的特徵與趨勢，模擬人類的文法、語氣及其他具變

化性的內容，產出符合不同風格的個人化賽評文章。此案例彰顯一個現象：若能

以合適的演算法建立模型，辨識資料中的特徵與屬性，進而分析、預測，則可滿

足不同領域的應用需求；適可說明，在模型與資料集完備的前提下，AI 人工智慧

在教育領域有著寬廣的可能性與高度價值。 

                                                      
15 圖靈測試：Turning Test；最初由 Alan Turing 所設計的問答挑戰，旨在分辨機器是否具備人類所具有

的知識能力，其後成為 AI 領域中一項重要的測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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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英國電腦科學家 Hinton 發表《一種深度置信網路的快速學習演算

法》，該文與其他重要學術文章的發表，推動 AI 基本理論的重大突破與發展，進

入以「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為主軸的時代。深度學習以人工神經網路為核心

計算模式，並以統計模型作為基礎，被賦予處理大量資料並加以應用的能力，在

預測、識別與優化等層面皆有良好的表現，其建模成效遠超傳統的機器學習方法。

在其強大的計算能力支援下，又受益於網路普及化、得以有效率地蒐集龐大資料，

AI 以深度學習為骨幹，以大數據為框架，被更深入地應用於多元領域，舉凡金融

商務、自然語言處理以及語音辨識等項目，成效皆稱卓越。IBM 的認知運動部門

Watson 便與 UA 合作，透過專案、載具取得使用者的健身、營養等相關資料，並

結合其研究成果及其他第三方參考數據(包含睡眠、營養、體能與活動等)，預測

研究對象的身體狀態，據以教導其如何達成設定的健身目標。相關模型亦被沿用

至其他醫療領域，在做出相應的調整後，可從醫學相關大數據中汲取資訊，提供

醫師專業的諮詢與建議。就設計思維與整體運作模式而言，AI 在醫療領域的應用

樣態，與其被期望在教育範疇的應用機制，有著相似的邏輯與思路；同樣期望針

對不同的問題與需求加以介入，提供適合的治療或建議，藉以達到提升醫療或教

學成效的目標，鑒此，在數位資源蓬勃發展、教育相關資料愈顯龐大的前提下，

透過 AI 的思維、理論與技術解決教育領域的課題，已然具備良好的發展基礎與

前景。 

 

六、 如何在偏鄉的教學場域導入 AI 技術 

歷經 AI 理念與技術發展趨勢的爬梳，進而檢視其在不同領域煥發的應用價

值，適可說明，對於 AI 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及發展，已然具備良好的客觀條件及

友善環境；事實上，近年來國內外早已不乏專家學者、有志之士戮力施為，透過

AI 技術的融入推動教育相關軟硬體的創新及優化，其成果樣貌多采、成就亦堪稱

斐然。是以，對於 AI 技術是否能為臺灣偏鄉的學習落差弭平障礙、指引全新的

道路，其答案應不言而可喻；重點在於如何「對症下藥」，如何恰如其分地在不同

環節導入 AI 的知識與技術，才能夠為偏鄉學習成效帶來顯著的提升。 

為翻轉偏鄉地區的教育落差困境，我國政府除了透過前瞻計畫落實硬體設施

的佈建與網路環境的升級外，教育部亦整合二十多個偏鄉教育的相關計畫，提出

「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以「教育創新／教育實驗」、「數位融入／虛實共學」、

「資源媒合／社群互聯」與「看見改變／典範分享」等四大策略為發展主軸，以

偏鄉學校為據點，建構知識、文化中心，期望協助偏鄉學生善用數位學習的工具

與資源，達到奠定基本學力、開發多元能力、掌握在地文化並開展國際視野的目

標。然而，承前文所述，各種政策作為固然立意良善，其投入多有著眼於短期成

效的疑慮，雖然硬體資源尚稱充足，卻無從於偏鄉教學場域被妥善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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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當其衝的，便是教師負荷的問題；受人口外流、發展失衡與其他社會文化

因素影響，單親、隔代教養等現象於偏鄉地區愈加普遍，對家庭教育層面造成嚴

重影響，在品行態度、道德與價值觀的建立上，多仰賴學校與教師協助，造成「教

師親職化」的氛圍。教師在承受重負的前提下，自然對數位能力的自我提升及資

訊技術的融入缺乏動力與熱情，無從有效利用數位資源推動教學活動的創新發展

及優化。鑒此，AI 所能著力的第一個環節，便是在各層面支援學生的學習活動，

減輕教師的負擔，使資訊融入教學的實施更加友善、便利，以不造成教師困擾為

出發點，務求廣泛發揮其正面效益。 

首先，透過 AI 技術的融入，使教學活動中對教材、工具、軟體等數位資源的

取用更有效率。為因應資訊量龐雜、資源豐富的現狀，政府相關單位及民間團體

多透過如「教育雲」16等雲端平臺加以整合，建立開放性的數位雲端資源庫，提供

便利的取得管道；然而，如何針對不同領域的教學活動加以選擇、融入與應用，

仍多仰賴使用者依自身經驗做出判斷。受益於教學與學習的相關資料蒐集效率提

升，AI 人工智慧得以教育相關大數據為參考依據，針對不同的學級、科目、領域，

甚至依不同的教學方法與策略進行分析、預測及推薦，將課程的既有內容與更多

元的工具及資源加以整合，提供完善、系統性的數位化課程，提高偏鄉教師的使

用意願。 

其次，透過 AI 人工智慧的應用，參考借鑒其他性質相近的教學活動，適切

地引入影音、AR、VR 等不同層次的技術或工具，使課程活動的運作更多元精彩，

吸引學生注意力、提升其專注度，讓學生更輕鬆地理解課程內容，也協助教師塑

造更積極的學習氛圍，減輕其在班級經營層面的負荷。 

再者，有效地利用數位學習平臺，完善記錄學生在課程活動中的學習歷程，

以適宜的演算法或相關技術建構模型，從中擷取關鍵性的指標與特徵，分析學生

的學習狀況與需求；不僅得以預測學習成效，針對有風險的學生預先介入，也能

夠因應學生的不同學習樣態及需求，施以相應的建議及輔導措施，順應教學與學

習的個人化趨勢，達成學習成效提升的目標。教師不需耗費大量時間精力檢視所

有學生的學習行為，逐一判讀其學習狀況，對教學策略進行多重調整；若能將細

節工作交付 AI 處理，則可為教師創造更充裕的發揮空間，從而推動教學活動的

創新發展。 

除了針對學習歷程分析，實踐學習行為的個人化外，測驗與評量的適性化亦

有助於教學活動的改善與學習成效的提升。以 AI 相關技術為核心設計的自動化

評量機制，可依照學生的作答及回饋加以評估診斷，藉以提供後續的試題及作業、

推薦符合學生需求的相關教材，落實個人化的學習路徑。在教育大數據的支援下，

學習內容的提供與診斷的實施不僅存在客觀數據的佐證，亦得以現行課程綱要、

能力指標為基礎，確保其可信度及效力。以 AI 驅動的自動化評量能為教師的教

                                                      
16 教育雲：雲端數位資源服務，匯集各界數位教學資源，支援全國中小學所需的數位教學環境，並提供

單一入口的跨平臺搜尋機制。https://cloud.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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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引導措施帶來有力支援，併同學習歷程分析成果的輔助，有效解決學生在學習

內容、方法、路徑與目標的差異，建構最有效的教學與學習策略，在偏鄉教學場

域內落實適性化學習。 

欲解決偏鄉數位與學習落差問題，若僅仰賴課堂活動革新為之，恐力有未逮；

更全面、廣泛地在不同層面融入 AI 相關理念與技術，方能夠為其開拓更寬廣的

發展空間。因應當今自主學習平臺的發展趨勢，以龐大的使用資料為參考依據，

透過 AI 的推薦與診斷功能，建立良好的自主學習機制，使學習踏出教室的場域

限制，紮根於生活中，落實無邊界的學習模式。學生在課前與課後，也能夠依照

自身的學習樣態，接觸不同的學習材料與資訊。此舉不僅有益於拓展視野，也透

過 AI 人工智慧的協助，改善家長在偏鄉學生的網路使用行為中乏於陪伴的問題，

輔導學生落實正當的網路使用，減低網路偏差行為的風險。透過資訊科技及網際

網路的正確使用，提升偏鄉學生的數位能力，培育正當的資訊素養與價值觀，促

進學習成效與社會競爭力的同步提升。 

以 AI 化自主學習的需求為骨架，教育部以智慧學習平臺「因材網」17為核心，

透過快速精細地診斷學生學習弱點，分析其學習過程與行為，提供個人化、適性

化的學習路徑與學習內容，推動學生個人化學習及教師適性教學，從而節省學習

時間、提升教學效率，實現「因材施教」、「因材施測」的可能性。 

著眼偏鄉數位學習環境的長期發展，欲使整體運作機制更加健全、對成效的

提升更加顯著，還需教學端與學習端雙管齊下，教師與學生的通力合作。AI 人工

智慧技術的應用，不只能為教學活動帶來質變、優化學生自主學習的品質與效率，

亦得用以支援教師的自主進修與研習活動，提升教師的數位能力與資訊素養，拓

展其在數位教學環境中的發揮空間。以教師在不同系統、平臺的使用歷程為基礎，

應用 AI 技術探勘其使用偏好與策略，整合其使用上的問題或需求，推薦更適宜

的資訊、工具或其他教育資源；透過自動生成的資源推薦服務，協助教師認識數

位學習的教學理論與方法，進而嘗試改變教學策略，也能學習判讀歷程數據，進

行教學活動的設計與調整，透過實務應用建立自身的數位教學理念。若能推動數

位教學普及化的實質發展，更能進而結合社群媒體，建立教學資訊的共享機制，

就科目領域及教學方法的不同特質加以分享交流，使教學場域的數位化更加積極

活躍。 

在大數據發展趨勢的驅動下，國內外著力於拓展教育大數據的應用空間與實

踐策略，將階段化、單一化的教育數據蒐集加以整合，建立更完整的資料集合，

提供終身化的數位服務。以美國為例，自學前教育階段起，便透過 CEDS 公共教

育數據標準18推動數據標準化，確保跨系統、地區與層級的數據可操作性，完整

                                                      
17 教育雲因材網：教育部數位自主學習資源平臺，透過智慧適性診斷的服務，提供個人化、適性化的學

習途徑。https://adl.edu.tw/ 
18 CEDS 公共教育數據標準：Common Education Data Standards，簡稱為 CEDS；為美國國家協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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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學習歷程；這些資料被應用於學習診斷及後續的課程設計與路徑推薦，提供

適切的教學資源，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並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積極性，旨在建立

自主化、個人化的數位學習環境。相較都市地區，起步相對落後的臺灣偏鄉區域

更應提前落實數位學習終身化的佈署，推動 AI 概念與技術在教學場域的全面融

入與應用，跨越時間維度與疆域限制，促進數位教學的普及，期許透過數位服務

終身化的量能與效益，為城鄉落差帶來實質的翻轉。 

 

七、 其他 AI 人工智慧可著力之處 

在弭平數位落差的基礎上，AI 人工智慧可著力之處不僅止於學校或其他教育

相關領域，透過經濟、文化、社會等不同層面對 AI 技術的融入應用，促進各環節

的發展與提升，藉以營造友善環境。教育部近年配合行政院縮減數位落差的政策

方向，提出偏鄉教育創新發展的整體方案，其執行主軸已由「深耕數位關懷」、「普

及偏鄉數位應用」進入「邁向數位平權」的階段；透過多個部會、子計畫的合作，

積極協助偏鄉地區的民眾，創造數位機會、提升數位能力、提供數位服務並落實

資訊素養的培育。 

其執行與推動主要以「數位機會中心」19(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以下簡

稱為 DOC)的設置為核心，發揮在地數位學習服務基地的功能，結合生活應用、

衛教資訊以及 AI 新興科技的體驗等服務，期望更全面而有效地輔導偏鄉地區的

民眾形塑健康而友善的數位生活。在硬體設施到位的前提下，辦理相關課程、研

習與推廣活動，提供一般民眾接觸 AI、學習應用其相關工具技術，增加數位近用

的機會，提高民眾的資訊素養；再者，亦支援弱勢學童的照護，並輔導其正確的

使用網路與資訊科技，杜絕偏差行為，建立良好的品德與價值觀；輔導民眾將 AI

技術應用於地方產業的經營發展，評估在地文化意象與需求，推動地方特色數位

化，透過 AI 融入的創新應用促進產業升級。在經濟層面，透過數位化的應用與

行銷推動產業發展；在文化層面，則致力於保存社區或部落的特色文化，建立完

善的數位典藏資源；於社會層面，關懷弱勢、活用政府提供的公共數位化服務，

並維繫終身化學習社群的運作。透過多元方案與策略的施為，兼顧各環節的優化

與精進，提升偏鄉地區的整體生活品質，期許達到縮減落差的目標。 

除了政府機關的投入與努力外，縮減數位落差的行動亦得到民間團體與大專

校院的響應：資策會、中華電信等機構皆制定相關計畫，協助建置偏鄉地區的資

訊系統，並支援人才培訓；臺灣微軟亦廣泛辦理各種研習、活動，推動 AI 科技教

育的向下紮根；鴻海教育基金會、臺灣人工智慧發展學會等團體，也透過營隊、

課程的辦理，增加偏鄉學童與民眾接觸 AI 及相關新興科技的機會，培育其透過

                                                      
目的在於針對教育數據制定通用標準，簡化數據交換的流程，使其便於比較理解。 
19 數位機會中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簡稱為 DOC;配合行政院縮減數位落差政策所設置，目的

在於提供偏鄉地區資訊與網路應用的便利環境，提升數位能力，縮減數位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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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解決問題、主動發想的能力，促進多元學習。諸多大學也利用寒暑假辦理返鄉

服務活動，在活動內容中融入 AI 及其他資訊科技。此外，也結合教育部「數位學

伴計畫」募集、培訓有志大專學生，透過視訊設備與線上學習平臺進行一對一的

即時陪伴與學習，除了解決偏鄉親職角色不足的問題，也打造更友善多元的數位

學習環境，關懷偏鄉學童身心均衡發展。透過上述產官學的多方合作，推動 AI 人

工智慧的深入普及與應用，創造公平運用 AI 及相關資訊技術的環境與機會，使

學生、民眾或團體，皆能不受教育程度、社經地位及地理區域等因素的限制，透

過 AI 技術的使用翻轉劣勢與困境，消弭城鄉落差，改善生活品質。 

 

八、 具體建議 

(一) 關注 AI 在倫理、法律與社會層面的影響 

欲討論 AI 的深度應用與發展，無可避免地需考量其在不同社會層面的影響；

受益於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理論及技術的發展，全面提升 AI 的能力與可能性，

可望大幅取代傳統上必須由人類執行的精密工作。然而，當這些工作涉及判斷或

其它決策行為時，AI 是否具備承擔責任的資格？從倫理、法律、道德等層面切入

時，我們又該如何看待 AI 與人類規範及價值觀的相互影響？舉例來說：當 AI 被

應用於醫療領域，輔助醫師實施診斷、提供醫囑時，應當如何為其建議與決策負

責？又或者，以 AI 驅動的自動駕駛功能，在不幸發生事故時，應如何追究責任

歸屬？ 

相較其它領域，教育為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更加廣泛深遠，故而在有效應用

AI 技術的同時，亦當審慎借鑑其在各領域的使用經驗，探討倫理、道德與法律等

層面所涉及的挑戰與問題，方得為 AI 於教育領域的應用，建構更穩固的基礎。 

(二) 探討 AI 對未來社會的影響  

承前點所述，理論與技術的高度發展大幅提升 AI 的能力與應用可能性，即

便這些技術目前尚高度集中於特定的區塊、項目中，然隨著更多資源的投注、知

識概念的普及，AI 應用範疇的大幅增長是可預見的。就史丹佛大學人工智慧百年

研究(AI 100)所提出的報告而言，其中的專家學者普遍將目光集中於教育、交通、

醫療、公共安全、娛樂等領域，認為這些領域將最直接地反映 AI 帶來的影響與

挑戰。例如：新型態娛樂所導致、人際交往減少的社會副作用；AI 的強大功能取

代人類角色所造成的就業困難與邊緣化效應等。 

當然，即便存在潛藏的疑慮與風險，專家學者仍主張各國政府應更積極地落

實資源投入、人才培育，正視 AI 對社會、經濟與文化等層面帶來的諸多影響，採

取適切的因應措施。更應將目光延伸到未來可能發生的創新與變革，預測相應的

發展及風險，形塑充分的素養及價值觀，使 AI 的應用及人類文明發展取得良好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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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討 AI 在未來教育體系中的關鍵角色  

受益於計算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教育大數據的發展趨勢，AI 於教育體系的融

入與應用，已然具備穩固基礎及發展前景；然而，教育場域所固有的多元面貌、

複雜特質，也讓從業人員不得不審慎面對與思考。因應教學層級、領域科目，甚

而教師與學生特質的差異，衍伸不同的需求與課題；吾輩當以更全面的視野、更

謹慎的態度，正視 AI 的可能性與必然性，回歸教育本位，以教學場域的條件與

需求為出發點，從而探討 AI 技術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就其能夠帶來哪些正面效

益、可望解決哪些問題、是否存在疑慮與風險等，結合過往經驗及其它領域的應

用情形，詳盡的分析討論；並針對有效應用 AI 技術應具備的能力、技術與知識

加以評估，進而反思、自省；使未來教育體系的發展，得在 AI 思維與技術的驅動

下，呈現截然不同的嶄新面貌。 

(四) 深化 AI 技術與相關科技的應用 

在過往經驗中，當我們論及科技工具的應用時，往往從功能層面出發，著眼

於發揮其效益及便利性，從而改善工作的品質與效率；然而，從 AI 的發展軌跡

及趨勢中可以發現，其被賦予的期待與定位，遠超出傳統科技應用的既有範疇。

在類神經網路的基礎上，AI 得透過資料反覆進行學習與探索，在提高分析精確度

的同時，逐步優化其計算模型，健全其預測判斷效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巨量資料

價值。這種以資料為核心的運作機制，為既有的科技應用模式帶來本質上的衝擊

與轉變；不再單純由使用者定義目標與路徑，而是憑藉 AI 在記憶、計算等層面

的優勢，使各種理解決策更加精闢、全面，促進文明發展的質變。 

然而，目前的 AI 技術亦存在相當的侷限性，諸如對資料品質的要求、模型

多專精於單一項目等，需要在適當的定位下，方能發揮最佳成效。鑒此，我們應

在對 AI 充分認識的前提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創造適切場域，使 AI 技術與

相關科技得被深入應用，適以因應 AI 時代下的社會轉型。 

(五) 均衡各地區數位發展態勢、建構 AI 發展友善環境 

在 AI 的趨勢與浪潮下，以 AI 應用為核心推動區域發展及產業轉型，成為近

來炙手可熱的重要議題；然檢視其發展態勢可以發現，AI 的融入與應用並非一蹴

可及：不僅需要健全的硬體資源與資訊環境為基礎，更需要充分的數位能力、技

術與知識，方得創造良好的應用空間。綜觀當前臺灣的數位發展態勢，即便政府

單位努力透過各種計畫挹注資源，建置資訊設施、優化網路環境，然而在不同地

區之間仍存在顯著的落差。因應知識經濟對聚集效益的高度需求，相較其他國家，

臺灣資源與人口集中的情形更加嚴重，也同步影響資訊科技的近用空間，造成 AI

融入應用的遲滯與困境。因此，首當透過產官學界的全面合作，正視區域發展不

均的問題，透過多元思維與策略，弭平既有的障礙，均衡各地區間的數位發展立

足點，為 AI 的融入與應用，創造更友善的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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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保障數位人權、輔導協助數位弱勢族群 

在資訊社會的框架下，「人類得自由、平等地應用資通訊裝置，以接受、分享

資訊」的權利得到重視，逐步推動「數位人權」概念的成型。然受限於城鄉之間

的落差，偏鄉地區的住民可能因職業或社經地位等不同因素，無法充分有效地接

觸資訊科技與數位資源，造成相關知識及能力的不均衡，導致其缺乏現今社會應

具備的資訊素養，進而擴大在文化、經濟等層面的差異，造成競爭力不足的後果。 

面對上述問題，目前政府以數位機會中心 (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簡稱

為 DOC) 為核心，發揮在地數位學習服務基地的功能，辦理相關課程研習與推廣

活動，提供一般民眾接觸 AI、學習應用其相關工具技術，透過數位近用機會的提

升，輔導弱勢族群提高資訊素養，不僅使其數位人權獲得保障，亦足以因應 AI 時

代下的各種新興課題與挑戰。 

(七) 增加偏鄉數位近用機會 / 實現數位加值 

數位近用機會的提升，不僅能夠提升弱勢族群的資訊素養與競爭力，亦有益

於偏鄉地區整體發展的進步與革新。近年來政府規劃偏鄉創新發展的整體方案，

嘗試透過多個部會、子計畫的合作，期望輔導偏鄉民眾形塑健康而友善的數位生

活。推動 AI 技術應用於地方產業的經營發展，評估在地文化意象與需求，推動

地方特色數位化，透過 AI 融入的創新應用促進產業升級。在經濟層面，透過數

位化的應用與行銷推動產業發展；在文化層面，則致力於保存社區或部落的特色

文化，建立完善的數位典藏資源；於社會層面，關懷弱勢、活用政府提供的公共

數位化服務，並維繫終身化學習社群的運作。透過多元方案與策略的施為，兼顧

各環節的優化與精進，提升偏鄉地區的整體生活品質，期許達到縮減落差的目標。 

民間團體與大專校院亦積極響應，透過研習、課程及返鄉服務、營隊等活動，

支援 AI 人才培育、關懷偏鄉孩童身心均衡發展。在產官學多方合作下，創造公

平運用 AI 的環境與機會，使偏鄉地區得突破地域限制，透過 AI 的使用翻轉劣勢

與困境，實現實質意義上的數位加值。 

(八) 邁向實質 AI 數位平權 

「數位平權」不僅只是一個口號或一個單一概念；它所指涉、嘗試勾勒的，

是在數位轉型的社會衝擊下應運而生的公民資訊素養、正確認知態度以及道德價

值等。其核心價值在於如何正確面對數位科技對工作、生活及文明發展帶來的轉

變，令所有族群皆得以平等地在其中立足。AI 的蓬勃發展，進一步凸顯數位平權

議題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如何配合 AI 融入的趨勢創造良好的互動合作機制，在

善用其功能、發揮其效益的同時，於倫理、道德及法律層面，排除潛藏風險及負

面影響，兼顧其發展應用的穩定性，更明確定義 AI 在未來社會的關鍵角色。 

在永續發展的思維下，AI 具備更寬廣的可能性；因應環境保護、經濟成長、

社會平權等重要發展目標，如何發揮 AI 的優勢、挖掘其潛藏價值，有待更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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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之士投入、群策群力。期望在共同努力下，激發更多的想法與創意，使 AI 於人

類社會的融入應用更加精準、完善，邁向實質數位平權，推動永續數位發展。 

 

九、 結語 

深度學習技術的成熟為 AI 人工智慧帶來突破性的進展，應用領域愈加廣泛，

進而影響人類的生活、思考模式，對社會、經濟與政治等層面都帶來重大的衝擊

與改變。因應此浪潮，先進國家莫不將其視為重點發展項目，針對不同領域與議

題研議策略，並關注其在倫理、法律與社會層面的影響。史丹佛大學便匯集 AI 領

域的科學家、產業界人士以及法學、政治學與政治經濟學的專家學者，成立人工

智慧百年研究專案小組20，透過跨領域、跨學科的聯繫與合作，研議人類社會應

對 AI 時代的對策與方案，不僅關注 AI 人工智慧的應用，也討論政治、經濟與社

會層面的問題，為各國未來永續發展提供建議。該小組於 2016 年發表《2030 年

的人工智慧與生活》21報告，從 AI 的定義、研究趨勢及應用領域加以說明，並討

論其對人類生活與社會各層面的影響；其中亦點出 AI 人工智慧在未來教育體系

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不僅有望提升教學與學習的成效，也能創造額外的價值，使

人類社會的教育發展呈現嶄新面貌。 

掌握 AI 人工智慧發展趨勢之際，臺灣亦當參照先進國家經驗，透過跨部會

合作，整合企業與學術界的能量，落實相關研究與人才培育，並提供 AI 發展的

有利環境。鑒此，如何透過最有效率的方式均衡各地區的數位發展態勢，提升全

體國民的資訊素養與數位競爭力，做好應對 AI 浪潮的充分準備，是為眼前最關

鍵的重要課題之一。在政府機關、民間團體與學術單位的合作下，已經為臺灣邁

入「數位國家」的願景建立堅實基礎，欲發展平等而活躍的網路社會，勢必應在

數位人權的保障與數位弱勢族群的輔導協助上更加著力。本章以教育領域的資訊

融入為出發點，探討造成臺灣偏鄉數位落差的困難與障礙，嘗試就 AI 技術的應

用為核心，檢視目前的發展態勢，提出具相當可行性的方法與策略，期望能拋磚

引玉，啟發更多的討論與作為；期待能在產官學界眾有志之士共同努力下，透過

AI 技術及其相關新興科技的應用，有效增加偏鄉民眾的資訊近用機會，提升數位

應用與加值能力，深化數位教學與學習，培育資訊素養，並透過 AI 推動數位化

的行銷與產業革新，消解各種不利因素、改善整體生活品質，促成偏鄉環境的質

變，推動城鄉之間的數位均衡發展，邁向實質意義上的數位平權，使臺灣在永續

數位發展的道路上，佔據更有利的位置。 

  

                                                      
20 人工智慧百年研究專案小組：One Hundred Year Stud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主要針對人工智慧領域

及其對人類與社會更層面影響的長期學術研究。 
21 2030 年的人工智慧與生活：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ife in 2030，史丹佛人工智慧百年研究專案於

2016 年提出的研究成果；其中提及 AI 對交通、健康與教育等八大領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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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結論與建議 

教育是以人為主體的行為，當 AI 科技應用到教與學的模式中，絕不僅是帶

來寓教於樂的娛樂效果，如果能好好善用，絕對是一個讓老師、學生，以及教育

行政人員三方都受益，且互利共生的有力工具。所以當 AI 科技用來輔助教育系

統，應是以人為本，同時要兼顧到平等的概念，並且是以學習者為中心，而整個

AI 教育系統應是包含教材內容、教材表達，以及教育行政三部分。 

在教材的內容上，應培養 AI 的思維，也就是解析推理的能力，利用演算法

背後的思維邏輯來解構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強調具備對人工智慧抽象概念的

理解與應用，並不是所有人都要接受同一套的 AI 技能訓練，針對學習者的學齡、

專業領域的不同，都應有不同的學習模式，所要具備的 AI 技能都應有所差別，

應要有分流培訓的概念，並做一些精確的規範。 

由於人工智慧在各種數據的處理上，具備人類無法達到的「速度 」、「維度 」、

「強度 」、「粒度 」等境界，所以在教材的表達上，善用 AI 技術的輔助，更可誘

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朝向自動、自學、自主、自覺，以及建構式的學習方式，

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利用 AI 的學習歷程記錄與即時分析，協助老師和學生掌握

教學與學習的變化，更易達到因材施教之效。 

而在教育行政部分，善用 AI 科技可促使教育行政上更為有效率，讓資源更

有效的被公平地使用。如 AI 跟 ICT 技術結合，可以協助處理學校和教師例行繁

瑣且重複性的行政事務，也可以強化校園的安全防護系統，在 AI 科技的輔助下，

會比傳統的方式來得更加有效、更加徹底。 

整個 AI 教育系統架構如圖 10. 1 所示，且藉由運用 AI 科技所累積的所有歷

程數據，也應成立資料庫妥善彙整分析與診斷，並隨時回饋到系統中進行調整與

改善，讓整個 AI 教育系統能更為周延並與時俱進。 

圖 10. 1、AI 教育系統架構圖 



AI在教育領域應用 

 

166 

而當 AI 導入到教育系統中，會產生很多過去在傳統的教育模式中，所無法

達到的效益，但凡事都是一體兩面，相對的也會產生一些問題，故針對 AI 思維、

強化學校教師/行政人員 AI 技能，以及解決偏鄉數位落差三個關鍵議題，進行深

入研討，經彙整提出下列建議： 

一、 培育國小、中學、大學學生 AI 思維 

(一) 確立實施運算思維與 AI 教育的基礎教育目標 

運算思維是 AI 的基礎，包含基礎概念、AI 軟體應用、AI 技術、與社

會議題等。針對國中高中仍在資訊科學的初學階段，應著重在全民普遍 AI

認識的建立，而非在培養專業的 AI 技術開發人員。在實施教學活動時，應

考量學生能力建立的發展路徑，建議先從簡單的 AI 概念開始，之後引導其

使用適當的 AI 軟體工具，從而建立應用 AI 的信心，此過程即是 AI 概念為

始、AI 應用加深學習、技術落實專業的三個階段。 

(二) 勾勒基礎教育之 AI 素養架構 

以台灣目前基礎教育各學制現有之資訊教育課綱出發，以感知、互

動、學習、推論、倫理等五大理念，針對不同學習學習階段應具備 AI 素

養，國小階段著重在體驗，以遊戲吸引投入；國中階段即培養邏輯與問題

解決能力；高中階段開始接觸程式語言，以建構為目標培養興趣。提出基

礎教育之 AI 素養學習架構圖(詳如附錄一)，提供政府教育單位施政參考。 

(三) 應建立多面向的體制連結拓展高等教育朝良善 AI 發展 

在 AI 建置的體制中，囊括各種不同的專業與技術，如具有演算法技

術能力是帶有某種程式技術的貢獻者、瞭解問題脈絡並界定適當問題者、

能深入釐清與分析資料者、能瞭解現有各種制度介接 AI 運作者，以及能洞

察 AI 介入後對人文社會生活產生哪些後果或非預期影響者，而這些都有賴

既有社會各種專家參與，如能建構體制層面之合作，將有助於讓各種專業

人才真正拓展 AI 發展，實現更好的 AI 來面對真實世界，而非只是多擁有

一項不知如何應用的 AI 技術。 

 

二、 強化學校教師、行政人員的 AI 技術與教學能力 

(一) 投入相關資源培訓教師應用 AI 提升各科教學之教材教法專業知能 

建議教育單位在師資培育課程中的教材教法上，應於課程中設計各科

教學導入 AI 技術於教學環節中的課程單元，以利於培養職前教師應用 AI

於教學之專業能力。同時廣開在職教師應用 AI 提升教學專業之各項進修與

研習管道，讓教師能有機會習得 AI 的相關理論、技術、與教學技能。並透

過線上平台來推廣人工智慧素養，或進行師資培訓及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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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教師應用 AI 導入教學之時機與概念層次進行不同程度專業課程設計 

教師在教學實務環節中導入及應用 AI 的概念層次可以將其區分為應

用敘述統計分析學生特質及學習歷程、應用推論統計及資訊視覺化分析所

蒐集之學習歷程記錄、透過資料探勘挖掘隱含學習歷程行為與特質，以及

透過機器學習基於學習歷程歸納學生學習行為模式等。而導入及應用 AI 的

時機包括課前、課中及課後，其中課前能夠輔助教師進行教材蒐集、自動

出題、翻轉學習的學生課前預習輔助；在課中可以輔助學生學習、教師教

學策略與進行形成性評量；在課後則可以協助教師進行學生學習診斷、預

警、作業批改。因此，有必要依據教師應用 AI 導入教學之時機與概念層

次，進行不同程度專業課程之設計。 

(三) 多元充實基礎運算思維與 AI 概念之教學資源 

建議邀請產學研專家合作充實數位教學內容，包含教學影片與評量題

目，有了這些數位教學內容與評量題目，一般的知識性的學習內容可以以

數位學習方式實施，而教師更能夠設計較活潑的實作專案，讓學生動手實

作學習運算思維與 AI 應用的能力。此外，建議定期舉辦 AI 融入各科教學

之創新教案設計競賽，以獎勵及表揚 AI 融入教學之典範教師，且將其創新

經驗分享給其他教師。 

(四) 建立全國性之 AI 導入教學專業職能資源網 

雖然我們目前已身處於資訊豐沛的資訊化時代，言下之意好像已經有

不虞匱乏的資源可以從網際網路上取得，但實則不然，面對高度資訊化的

社會，找不到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資源可以從哪裡找到，儼然已

經成為現代人的另外一種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因此，未來在推動教師

導入 AI 於教學專業知能養成的同時，有必要透過政府相關教育單位的經費

支持，委託學術單位建立一個全國性之 AI 導入教學專業職能資源網，以

利於彙整可能可以運用的教育資源，提升教師取得 AI 相關專業知能導入教

學資訊與資源之近用性及可及性。 

(五) 發展 AI 導入教學之專業職能評估方法 

教師能夠善用資訊、通訊與技術的整合(ICT)工具是使科技教學能夠成

功的主要因素之一，AI 導入教學亦同，如有一套專業職能評估方法，評量

教師導入 AI 教學各環節之效益，更能了解自身使用 AI 技術的能力層次，

以及能夠定期評估自己在課堂上使用 AI 技術於促進教學的能力，以進一步

發現自己導入 AI 技術於教學能力上的不足之處，不斷精進其應用 AI 於教

學的專業知能。 

(六) 建立適性學習平台之公共化服務與落實方案 

適性學習模式過程可區分為知識擷取、知識精煉，以及知識應用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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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能依據學習狀況來提供符合學生需求的學習內容與輔助建議，以減

少教師人力負擔與提高學習效率，有助於教育部積極推行的自主學習模式

之落實與數位學習模式之發展。要建立能滿足各式實作能力培養應用的 AI

公共化適性學習平台確實並非易事，為了避免針對後續因特定應用開發的

平台無法整合互通，而形成孤島平台阻礙了公共化落實，故需策略性地來

進行公共化平台之建構與落實，進而提升特定應用功能之開發效率及擴大

公共化平台之應用層面。 

 

三、 解決偏鄉教育數位落差 

(一) 均衡各地區數位發展態勢、建構 AI 發展友善環境 

在 AI 的趨勢與浪潮下，以 AI 應用為核心推動區域發展及產業轉型，

成為近來炙手可熱的重要議題；然檢視其發展態勢可以發現，AI 的融入與應

用並非一蹴可及：不僅需要健全的硬體資源與資訊環境為基礎，更需要充分

的數位能力、技術與知識，方得創造良好的應用空間。綜觀當前臺灣的數位

發展態勢，即便政府單位努力透過各種計畫挹注資源，建置資訊設施、優化

網路環境，然而在不同地區之間仍存在顯著的落差。因應知識經濟對聚集效

益的高度需求，相較其他國家，臺灣資源與人口集中的情形更加嚴重，也同

步影響資訊科技的近用空間，造成 AI 融入應用的遲滯與困境。因此，首當

透過產官學界的全面合作，正視區域發展不均的問題，透過多元思維與策略，

弭平既有的障礙，均衡各地區間的數位發展立足點，為 AI 的融入與應用，

創造更友善的發展環境。 

(二) 保障數位人權、輔導協助數位弱勢族群 

在資訊社會的框架下，「人類得自由、平等地應用資通訊裝置，以接受、

分享資訊」的權利得到重視，逐步推動「數位人權」概念的成型。然受限於

城鄉之間的落差，偏鄉地區的住民可能因職業或社經地位等不同因素，無法

充分有效地接觸資訊科技與數位資源，造成相關知識及能力的不均衡，導致

其缺乏現今社會應具備的資訊素養，進而擴大在文化、經濟等層面的差異，

造成競爭力不足的後果。應加強輔導弱勢族群提高資訊素養，不僅使其數位

人權獲得保障，亦足以因應 AI 時代下的各種新興課題與挑戰。 

(三) 增加偏鄉數位近用機會 / 實現數位加值 

數位近用機會的提升，不僅能夠提升弱勢族群的資訊素養與競爭力，亦

有益於偏鄉地區整體發展的進步與革新。近年來政府規劃偏鄉創新發展的整

體方案，嘗試透過多個部會、子計畫的合作，期望輔導偏鄉民眾形塑健康而

友善的數位生活。推動 AI 技術應用於地方產業的經營發展，評估在地文化

意象與需求，推動地方特色數位化，透過 AI 融入的創新應用促進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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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層面，透過數位化的應用與行銷推動產業發展；在文化層面，則致力

於保存社區或部落的特色文化，建立完善的數位典藏資源；於社會層面，關

懷弱勢、活用政府提供的公共數位化服務，並維繫終身化學習社群的運作。

建議透過多元方案與策略的施為，兼顧各環節的優化與精進，提升偏鄉地區

的整體生活品質，期許達到縮減落差的目標。並加強產官學多方合作，創造

公平運用 AI 的環境與機會，使偏鄉地區得突破地域限制，透過 AI 的使用翻

轉劣勢與困境，實現實質意義上的數位加值。 

 

四、 發展以人為本的 AI 教育引領台灣 AI 應用往良善發展 

(一) 關注 AI 在倫理、法律與社會層面的影響 

相較其它領域，教育為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更加廣泛深遠，故而在有效

應用 AI 技術的同時，亦當審慎借鑑其在各領域的使用經驗，探討倫理、道

德與法律等層面所涉及的挑戰與問題，方得為 AI 於教育領域的應用，建構

更穩固的基礎。 

(二) 探討 AI 對未來社會的影響  

當理論與技術的高度發展大幅提升 AI 的能力與應用可能性，即便這些

技術目前尚高度集中於特定的區塊、項目中，然隨著更多資源的投注、知識

概念的普及，AI 應用範疇的大幅增長是可預見的。同時也伴隨著潛藏的疑慮

與風險，應更積極地落實資源投入、人才培育，正視 AI 對社會、經濟與文

化等層面帶來的諸多影響，採取適切的因應措施。更應將目光延伸到未來可

能發生的創新與變革，預測相應的發展及風險，形塑充分的素養及價值觀，

使 AI 的應用及人類文明發展取得良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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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AI 素養架構圖 

 



附錄二、「AI在教育領域應用」研討會之圓桌論壇紀要 

171 

附錄二、「AI 在教育領域應用」研討會之圓桌論壇紀要 

 

財團法人中技社 

「AI 在教育領域應用」研討會 

圓桌論壇會議紀要 

【時    間】民國 111 年 9 月 7 日(週三)下午 2:50~4:50 

【地    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101 會議廳 

（台北市中山南路 11 號 11 樓） 

【主 持 人】 

張國恩校長 東海大學 

【引 言 人】 

郭伯臣校長 臺中教育大學(教育部資科司前司長) 

【與 談 人】 

周景揚校長 中央大學 

宋曜廷副校長 臺灣師範大學 

彭宗平講座教授 清華大學 

曾文龍校長 台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楊啟明校長 台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 

江秉叡老師 嘉義市民族國民小學 

【討論提綱】 

一. 培育國小、中學、大學學生 AI 思維(Concept)； 

二. 強化學校教師、行政人員的 AI 技術與教學能力； 

三. 探究如何透過 AI 技術解決偏鄉數位落差。 

【會議紀要】 

一、 主持人開場-張國恩校長 

各位與會貴賓，已經到最後論壇的時候，因為是壓軸，所以是更精彩。在正

式做與談之前，先請郭伯臣郭教授，現在是台中教育大學的校長，另外也是剛卸

任的教育部資科司的司長，針對數位學習怎麼來翻轉教學，用他這幾年的經驗來

談談這個問題。接著再請每一個與談人提供不同的想法跟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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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言-郭伯臣校長 

(一) 國際數位學習趨勢 

1. 各國生生用平板政策 

(1) 日本GIGA計畫 

以一生一載具搭配建置高速網路環境、學習輔助等系統，並運用人

工智慧改善個人化數位學習，提供學生公平均等的教育機會。 

(2) 新加坡 

◼ 以多階段教育科技計畫(EdTechPlan)建置軟硬體系統等，有效利用教

育科技進行高品質的教和學，現階段計畫強調：應用科技提升學生自

主學習及溝通合作能力，強調以科技進行學生為中心的評量。 

◼ 推動學生自備載具(BYOD)策略，載具與學生比為1:3。 

(3) 愛沙尼亞 

◼ 2012年全球第一個將資訊教育延伸至小學的國家，2019年延伸至幼稚

園。 

◼ 由政府提供數位學習平臺與數位學習資源。 

◼ 推動學生自備載具(BYOD)策略，無設備者由學校提供。 

2. 教科文組織2019年首度發表關於人工智慧與教育的共識，其建議如下： 

(1) 在益處明顯大於風險的情況下支持開發以人工智慧技術為基礎的教育

和培訓新模式，並藉助人工智慧工具提供個性化終身學習系統，實現人

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 

(2) 適時考慮使用相關數據來推動循證政策規劃的發展。 

(3) 確保人工智慧技術的使用旨在賦予教師權能，而非取代教師，制定適當

的能力建設方案，提高教師使用人工智慧系統工作的能力。 

3. 教科文組織人工智慧與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2021)重點： 

(1) 政策制定者的人工智慧必備知識 

(2) 人工智慧與教育如何實踐與效益風險 

(3) 利用人工智慧實現SDG4（優質教育） 

(二)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行動載具與網路提升執行重點： 

1. 學習載具統一規格、單一標案、複數決標 

學習載具補助61萬台，提供偏遠地區學校學生1人1機，非偏遠地區依學

校6班配1班為原則。 

2. 建置教室無線上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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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校園無線網路硬體設備(無線AP)建置2.1萬臺，支援各校全班學

習載具同時使用，以班級教室優先補助，包含班級教室AP建置及現有AP遷

移所需費用。 

3. 建置全國學習載具管理系統(MDM) 

◼ 提供縣市、學校、教師不同層級進行載具管理、教學APP派送、學習使用

數據蒐集。 

◼ 聚焦數位學習，避免學生進入不當網站或造成網路沉迷。 

◼ 載具異常或故障時提供適當的協助。 

(三)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數位內容充實： 

1. 素養導向數位內容，9大核心素養，4大探究學習內容 

2. 未來教材開發方向 

(1) 新開發教材 

⚫ 社會：再造歷史現場、文化保存、臺灣史、傳統技藝 

⚫ 藝術與人文：視覺、表演藝術 

⚫ 環境、能源、防災：呼應向山致敬、向海致敬政策，開發國家綠道、

愛樹護樹教育等內容 

(2) 持續優化教材：國語文、本土語文、英語文、數學、自然 

(四)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教育大數據分析： 

1. 大數據分析提供傳統資料無法呈現之學生學習狀況 

2. 大數據分析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路徑 

3. 補助大專校院開設教育大數據微學程 

(五) 因材網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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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談 

(一)周景揚校長 

當談到培養AI思維，大學常常分成所謂研究型大學或教學型大學，其實這些

都是老師或行政人員的思維，以學生的角度都是學習型大學，學生就是到大學裡

面來做學習，大學就是要提供很好的學習環境，讓學生達到學習的目的，並不是

只顧慮到老師研究做得好不好。 

科技發展非常快，像今天的主題AI以及大數據分析、生物科技、雲端運算，

5G 6G的無線通訊等等，進步非常快，所以大學如果沒有辦法即時趕上，把即時

的新知識、新技能教導給學生，將產生不好的影響，如同以色列歷史學家講

的”Many without suitable education will become useless”，當很多人趕不上時代以

後，許多人都變成無用的人，將對社會產生很不好的結果。 

另外，因為AI的盛行，如未來學家Mike Walsh講的”Algorithms are making 

economic inequality worse”，這會讓我們越來越不平等，也就是說在設計、學習的

過程，資料有偏失，反而會造成很多社會上不平等問題，就像有些人採用AI來做

面試等等，如輸入的資料有偏見，可能對某種族群、性別會有不利，這是我們要

非常注意的部分。 

推廣AI時，或許可借鏡之前教育部推廣資訊的經驗。資訊在每個領域都需要

被用到，所以史丹佛大學在2014年時，提出CS + X的課程計畫，就是希望把

computer science與人文領域相結合。當時的課程設計是各一半，所以課程負擔非

常重，導致到2019就沒辦法執行下去，因為很多同學寧願major in computer 

science，然後再去minor學一點其他東西。 

反之，當推廣資訊到各個產業，稱為X + CS，任何一個領域都需要有資訊的

能力，現在做研究，幾乎每個人都會用到資訊能力，如同剛剛談到的computational 

thinking，很多領域都會因為導入計算思維而改變很多。像現在數位照相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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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相片都改用數位化處理，且造成很大的風潮，所以數位科技的進步是影響非

常大。 

幾年前李開復先生說臺灣在AI是沒有機會，其實當時台灣對AI科技的發展是

比較落後，對於發展AI基礎技術，確實是沒太大機會，可是AI的應用實在太廣，

在應用面上反而就是我們的機會。所以在AI的進展上，應該要推AI + X，X就是

AI發展對人文社會的影響，包括AI的倫理、法治等對社會的影響，在發展AI的同

時要把心理學、認知學、人文學、哲學等研究囊括進來，因為要很注重並關心AI

應該做什麼？what AI should do，而不是只有what AI can do，AI現在可以做太多

事情，但如果萬一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對人類是很不理想。因此要發展 human-

centered 的AI，就是AI要以人為主，希望AI能夠輔助人類的聰明才智，但不要被

他取代。所以在教育的過程，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都一樣要及早開始，不

然發展出很厲害的AI，如果做不好的事就很不好，這就是我建議推AI + X的用意。 

另一個是X + AI，在AI領域有非常多的應用機會，在各個domain領域都有AI

發揮的空間，就像今天研討會完全聚焦在教學，就已經看到一些機會。尤其現在

的AI，已發展到用大量數據來演算，靠的是很強的computation power，再加上人

工類神經網路硬體架構，因為用了與傳統演算法完全不同的方法，應用在很多學

科上，都有突破性的發展。而X + AI，就是在任何一個領域加上AI的技術。所以

在大一大二時，學習程式語言是最基本的，在中央就有400多門課程加入程式語

言，連微積分跟普通物理都要會寫程式。此外，還有人工智慧跨領域的學分學程

等，大三大四時就有提供一些專題研究，讓一些非資工領域學生有基本的人工智

慧訓練。也就是說X + AI是針對不同領域，因為本身都有domain knowledge，如能

再加上一些AI技術，發揮出來的效果是非常大。 

談到中小學的AI基礎教育，應該要有哪些基本的素養？第一個是英文要學

好，語言訓練不但是國際接軌，而且因為英文是以文法為基礎的語言，不像中文

比較沒有文法概念，現在所有的computer language都是grammer based，都是文法

為主，英文很重要。第二是程式語言，且越早學越好，因為可以強化邏輯思考，

逐步改善解決問題的能力。寫程式語言一點差錯都不行，需要把每個步驟想得很

清楚。如果可以從小學及早做訓練，邏輯思維就會比較準確。此外，華人的教育

裡，數學學了非常多的分析，但統計的概念比較缺，歸納的能力比較不夠，而機

器學習都是在做歸納，利用很多資料找出規則，再用這個規則去做預測，所以歸

納能力很重要。以上是我的分享，謝謝。 

 

(二)宋曜廷副校長 

很高興有機會跟各位聊一聊AI在教育的應用。想聚焦在如何加強學校老師的

AI教學和偏鄉數位落差這兩個議題，個人覺得談到數位落差可能在偏鄉比較明

顯，其實偏鄉的硬體或相關軟體的提供，並不見得會比城市差。所以與其談偏鄉

數位落差，反而偏鄉的成就落差(achieve gap)更為重要。 

偏鄉有幾個特色，第一個最明顯的問題是學習落後的學生比較多，從會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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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測的成績會發現學習待加強學生的比例，大概是一般鄉鎮的2倍以上。第二個

就是老師，比較合格的老師較少，因為大家都不喜歡待在偏鄉，或者流動率高，

這也導致常常有三招、四招，都還招不滿的情況，最後只要有大學畢業即可。老

師少，再加上老師的教學能力不是那麼好，就會造成偏鄉落差。第三個是家長的

觀念，如果家庭環境比較不好，家長並不認為教育是翻轉小孩重要的機制，就會

叫他幫忙家務、農務，學生缺課常常發生。第四個是學生少，同儕互動、互相支

持的力量就少，沒有role model，也不知道可以有別的選擇，沒有角色可模仿，也

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目前AI技術在教育上最被大家推崇的是所謂精準教育(precision education)，

能夠對準學生的學習困難，或學生的學習弱點來做教學，是AI的強項。但要做到

精準教學，第一就是要做好適當的診斷，第二是做好適當的教學。要做好適當的

診斷有三個難點，一是需要很強的語言理解才能把心理計量或測驗與評量做得更

好更精準；二是要能估算難度，估算難度跟學生能力的對應比較好，就比較不會

出現太大的落差；三是如果題庫只能出是非題、選擇題，學生會很難進步，無法

評量學生擴散性思考和創造性思考，以及問題解決能力，還是要輔以申論題跟一

般的問答題，但如何批改又是一大問題，如果電腦能夠解決這三個計量上的困難，

就可以做得更好。 

目前臺灣這方面都有不錯的成果，如台師大已發展出自動命題、自動難度估

計，還有聽說讀寫、簡答題、申論題的批改，應該是在全球居領先地位，應用非

常廣。所以談到精準教育，第一個在計量上先進的程度，要有一定的能力。 

知道學生的能力之後，要找適當的教材、適當的教法，才會達到適性教育或

是因材施教的目標。如何利用AI技術幫學生選出適當的教材，或是幫學生自動量

身打造，現在有很多人開始做這個事情，不是由老師挑難度，而是電腦自動的感

測到學生所需要的教材，這也是目前AI發展的方向。個人認為再發展個10年、20

年，應該就會非常成熟，因為這是一個不可避免趨勢。 

但即便是個人化的教學，有一些面向，可能是AI比較難做到的。第一個是情

意面，如偏鄉小孩成績不好有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想讀，是學習動機的問

題，如何透過AI的技術，讓學生跟電腦的互動變得更有意思，來增加他的學習興

趣，是滿值得思考的方向。 

剛剛提到偏鄉問題之一就是學生少跟家長不是很配合，即便發展很多很好的

教學套件，如果學生不去接觸不去使用，也不會有成效。所以如何透過適當的

monitor機制，以及建置好的互動機制，去督促後續的學習，才會有效果。如果希

望AI能夠產生好的效果，一個比較重要的觀點是整個生態的問題，不見得是單一

面向，所以將來如果AI要在教育產生比較長遠的影響，可能也要更多的實證與驗

證，把各個面向所遭遇的問題做一個比較統整的驗證，才能夠提供更多對設計者

的回饋，這也是AI不管在偏鄉或者一般的教學情境下的期待，先簡單跟各位分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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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彭宗平講座教授 

過去幾年我受命幫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創設台達磨課師(DeltaMOOCx)教

學平台，建構數位學習的內容，特別是以磨課師的形式來建構教材。這個計畫是

從2014年開始規劃，花了一年的時間布局，教材主要分成兩部分，一個是大學課

程，特別強調自動化的學程，包括智慧製造、自動控制，還有基礎的工業4.0。也

就是從工業4.0出發，機器人學、數位電路、數位影像處理等課程，都在規劃之中。

當年也是因為2012年、2013年開始有所謂的鮭魚返鄉，臺灣人力不足，臺灣產業

升級必須靠智慧化、智能化，自動化的生產因應而生。所以當時邀請幾所大學，

一起繪製知識地圖，把大學生跟研究生該有的自動化課程，包括最基本的電磁學、

機械設計等基礎課程，做全面的規劃。花了8年的時間，把大學的自動化課程完整

的建置起來，如果就華人的平台來講，這應該是目前最大的以自動化為焦點的學

程。 

另外在高中端，除了普通高中的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之外，

也兼顧到臺灣的強勢產業，就是電機電子，所以也請了電機電子的群科中心，當

時是設在台中高工，從基本電學、電子學、數位邏輯、電工機械，以及相關的實

習課程，進行規劃。一年後(2015年)開始逐漸有課程陸續完成建置，至今已經營

了8年。 

目前在大學端，有超過3,000支影片，在高中端則有超過4,000支影片，總共加

起來已經超過7,000支。高中是聚焦在STEM，大學則聚焦在自動化方面。尤其高

中端有30%的課程是在電機電子，規模雖不大，但這也是在國內的平台中，一個

比較聚焦且特別牽涉到技術高中的課程。 

台達磨課師DeltaMOOCx平台，在大學端因有些技術仍待突破，雖未能做到

自動命題，但目前已能夠自動選題，也算是qusi-AI的概念，隨著AI技術的引進與

進展，平台也會一再的加強功能。而在高中部分，課程的設計很強調知識節點，

例如普通高中的物理就有540個知識節點，技術高中有360個節點。一定要先把節

點確定之後，才能把課程的結構建置起來。緊接著就開始走向所謂的智慧診斷跟

適性學習，要做到智慧診斷，很重要的是要有足夠的題目，建構題庫。以物理為

例，已建置900個練習題與900個測驗題，這樣才足夠做智慧診斷。而每一個知識

節點又要配合教材影片，所以這幾年下來，特別是最近這2、3年，在高中部分，

因為已經累積足夠的影片，目前幾乎已經涵蓋所有的高中課程。 

第二個想分享的是，數學學科中心已選定幾個不同等級的學校，在每一次的

段考前對學生做差異化的評量。此計畫獲得國教署的肯定，希望能夠擴大到全臺

灣，包括偏鄉及不同等級的學校，進行學生的差異化評量。有了評量，學生才可

能進一步適性學習。相信這個成效會越來越顯著。 

要利用AI技術來擴展學習的成效，有兩個很重要的先決條件，第一是一定要

有足夠的練習題跟適當的測驗題；第二個就是要有足夠的教材，針對知識節點提

供即時的協助。這對不同程度的學生，應當都會發揮很大的效果。今天把這樣的

經驗跟大家分享，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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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文龍校長 

AI在教育現場上，這幾年的推展，真的是日行千里，已經不斷的在向前推進。

大家都知道，108課綱最大的轉變和挑戰就是在高中，將學習歷程和自主學習兩個

重點導入之後，轉化很多高中學習的模式，而AI的應用與這兩個重點都做了非常

大的結合，目的是為了讓高中生有更多的適性發展和個別化的學習。 

當高中的彈性學習時數提高，有的學校就會開設入門、進階等科技領域課程，

致力於把AI或數位科技應用在各領域做學習，很多老師也開始把建構的數位平台

導入，這是第一個轉變與影響。第二個影響就是，很多的高中因開始有這樣的轉

變，更想了解從國中進到高中的學生，在起始行為上如何能在多元的適性上做更

好的安排和教學上的應用。所以因材網和磨課師數位平台上的診斷評量，也開始

受到高中老師的重視，因為從學生的起始行為，可以知道孩子的樣貌是什麼。了

解各個孩子的不同樣貌，就可將數位科技的應用，適性的列為是他們的基本能力。

所以以各領域為本，科技為用，去做進程的學習，這就是在高中裡一個很大的轉

變。 

也因為科技在評量上的應用，讓高中老師在教學上有更進一層不同的思考層

面。這又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在借重它公平性的評量上，如何更公平，二是如在

評量上去啟發學生的思考部分，這兩者都有相對性的利弊，同樣在教學上，也在

思考這層面的問題，並開始有些嘗試，把科技應用在評量上，是不是可以在學生

日常的學習上做些引導。 

在數位科技的引入，會發現老師在教學上的轉變也有很多不同的應用，利用

AI科技，除了影響教學工具的使用，也進一步轉化老師有更多元的教學方式。在

高中裡面非常重視探究實作和動手實作，人才的培育是鼓勵高中學生去問問題與

提出自己的想法。所以透過數位科技應用工具，讓學生多想像一些邏輯思考的問

題。 

目前高中也非常重視程式語言的學習，開設很多的專題，希望透過專題，學

生能夠製造出一個解決問題的作品，並去做更多的測試、修正，並鼓勵學生參加

世界性與國際性的比賽。AI的部分是可以讓孩子的思路更有創意，更加活化。此

外，也著重在如何促進孩子學習的動機，因為學習不只是讀書考試而已，學習其

實來自於自我的探索，要為自己未來的學習負責，這同時是為適性發展在做相關

的準備。 

而除了基本課表外，學校還得開設部定選修、彈性學習時數的多元選修，以

及校定特色課程，因此高中老師真的很辛苦，每位老師都要準備3到4門課，所以

藉由AI的應用減輕其他規律瑣事，對高中老師在教學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很多的學習課堂上，會跟學生訂定學習契約，主要是希望透過行動載具的

應用，讓學習更有效率，透過行動載具去識別所有的資料，甚至在資訊倫理上，

達到包容、不攻擊，這都是我們在AI應用、AI素養、教育，以及在學校應用上，

一起發展的部分。 

以上針對高中部門的AI導入，分享目前在老師教學上與應用上的一線情況，

以及對相關影響提出一些看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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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楊啟明校長 

在國中這個階段，比較偏向基礎能力的培養，以及基本習慣的建立。國中是

一個常態的分布，所以會有各式各類不同的學生，每個需求也不盡相同。所以在

國中的學習是最青澀，國中老師是最辛苦，而且得面對一個很大的壓力就是，家

長會依照學測榜單來評斷這個學校辦學好或不好。這是現在社會價值觀的偏頗，

也造成國中在經營數位學習上比較辛苦的地方。 

前面提到國中學生有各種不同的差異，不見得要把學生訓練成每一個都成為

AI的設計師，但是有沒有可能在AI的幫助下，讓學生成為自己的設計師、人生的

設計師？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有沒有一些科技力量可以幫助學生成為更好的

人。據多年的觀察，學校的教學模式正在轉變。尤其COVID-19的關係，讓整個教

學有了一個很大的破壞性創新，相對於10多年前的老師，會發現現在的老師不一

樣，有很大的成長。而資訊科技帶來的教與學應用上，或許會很短暫，但是會用

襲捲的方式去改變你我學習的模式。 

在國中生基本能力的培養，例如閱讀理解，是要能夠去看完一篇文章或者是

一段影片，然後摘要出重點的能力，也就是歸納、演繹的能力。除摘要歸納能力

以外，基礎的數學統計或是分析能力、會問問題能力等，都有助於學生發展未來

人生的一個很好的墊腳石。而英文部分，現在國家正在推行的英語能力政策，在

2030年之前，所有的學校都要變成雙語學校。這個部分也讓所有的學生會覺得的，

現在學習資源是很多的。  

目前國中一個班大概30位，縱然因少子化，有些班級是20幾位，老師在教學

上還是很辛苦，因為有雙峰，老師不曉得怎麼教，所以這時數位平台或者是自主

學習，就成為一個很大的利器來幫助學生，不管是在課堂上，或者是回家的學習

上面，依照個別化的學習，去找出學生的痛點，這個部分就非常重要。 

所以在學校的教學上，除了老師授課的傳統學習之外，也開始試圖讓學生有

能力在家裡能夠自學。現在學習資源很多，但困難點在於，如何給學生或是給老

師一個嶄新的學習體驗？因為對手是手遊公司，學生打開電腦、打開筆電、打開

iPad、打開手機，如何去開啟你想要他看的教學內容，而不去連到手遊公司發展

得更有吸引力電玩，這是一個要面對的挑戰。如果這部分能夠成功，那學習動機

跟學習興趣，就會一直被保溫著，學生的未來就真的能夠讓AI來協助他，成為一

個更好的高中生、大學生。 

非常期待有一個殺手級的平台，或者是應用，能夠讓學生跟老師有一個很好

的學習體驗、教學體驗，讓學生好像海綿一樣去吸收，縱然會覺得這個好像很困

難，但科技會越來越進步，還是非常有希望達成的。 

或許不曉得未來的生活如何變化，但是如果培養學生這些基本的能力，然後

隨時對所有身旁的事物與學習內容有所興趣、有所動機的話，一定能夠為自己找

到一個更好的學習體驗跟學習出路，這是目前在國中階段，所面臨到的問題。也

期待有一個劃時代的好轉變，讓老師的教跟學生的學更有效率。以上是一些小小

的拙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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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江秉叡老師 

在培育國小、中學、大學學生AI思維的部分，其實要現有的國小師資去培育

AI的運算思維，是很大的一個問題，因為很多的國小老師其實根本不具備運算思

維的能力，更遑論教學。再者很多學校的電腦老師，多處於超課狀態，沒有多餘

的時間再去上運算思維課程。再希望他們去教授運算思維的能力時，對老師而言，

很可能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在台北市都這樣，何況是偏鄉，尤其偏鄉的師資缺的更嚴重。補足偏鄉的師

資不足問題，是目前教育部最迫切的事，尤其偏鄉教師流動性高，最好的方式，

應是直接培育當地的老師，讓他們可以有留在當地服務教學的能力，這是比較可

行的。 

其實在小學階段，因為沒有將資訊教育納入課綱，而是以議題方式推展，資

訊議題融入到教學現場，常常融到最後就不見。所以很多縣市並沒有硬性規定小

學一定要有電腦課，只有融入的話，最後那一節電腦課也會消失。台北市還有規

定國小一定要上一節的電腦課，但在其他有些縣市沒有規定，也沒有所謂的運算

思維、電腦等課程，學生就會比較沒有辦法去學習到這些的知識。 

所以第一個議題有關國小的AI素養教育，最好也是首要的方式是師資的培

育。第二個議題，有關強化學校教師行政人員的AI技術教學能力。個人覺得應該

先強化的是政府部門，很多縣市的政府部門，常常一收到某議員要求，或是政府

部門又有新指示，就會要求老師進行學生調查提供數據，其實政府相關單位，應

該利用AI大數據，部門間互相調動資料，而不是每次都要透過學校的教師去做調

查，這個在邏輯上存在很大的問題。老師疲於奔命做這些數據的調查，常常浪費

很多時間，如果老師協助這些行政的時間，可以拿來精進他們的教學，對於老師

教學上絕對是有幫助，這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另外，國小學生喜歡玩遊戲，透過玩遊戲去做學習，對他們而言是有動機，

所以如果要讓學生能夠在小學階段就接觸這些AI的話，其實遊戲式的一些設計，

是可以幫助他們去增加AI的能力。另外一些學習平台，都是可以縮短偏鄉的數位

落差，但前提還是要有師資，不管是小學師資也好，中學或高中師資也一樣，如

果沒有這些師資能夠去教育學生如何使用，那這些平台就發揮不了用處。這是我

的見解，謝謝。  

 

四、 提問與交流 

(一)主持人-張國恩校長 

今天的論壇，有很多線上的參與者，有兩個線上問題是電腦技能基金會蕭秘

書長所提的，第一個問題是學生學習開放的資料，去識別化是非常有意義的，有

沒有具體的時程的規劃?第二個問題是有很多教材的場域是用陌生的城市，如果

在偏鄉教育要朝向在地化發展，可能要提撥相關的經費，培養在地人才、在地研

發，然後透過外界的技術來幫忙，而不是說只有以陌生的城市作為場域，這樣應

會更有助於學習動機的提升，而且讓在地的學生跟自身的生活可以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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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郭伯臣校長 

關於第一個問題，因為現在剛開始建置大數據資料庫，所以預計在明年會收

集的比較完整，第一階段會希望提供給大學的大數據微學程參與的大學來使用，

第二階段就會開放給業界來使用。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在地研發，其實現在推動很多跟中小學的合作計劃，其中

就有在地的老師來研發適合這個學校的校本課程，也有一些數位化的進程。但如

果沒有系統性、完整性的整個數位化建置，包括如數位教材、評量等，對中小學

老師來說，是不會想要使用，因材網跟DeltaMOOCx，都是很具體的例子。 

再來是對老師的導入必須要漸進式的，而且必須要從很簡單的教學模式改

變，譬如，推動四學，四學就是學生自學、組內共學、組間互學、教師導學，這

樣很簡單的步驟也要慢慢的導入。老師的改變是要慢慢引導的，先從最基本的讓

他可以用開始，甚至現在也會希望從家長開始培訓，家長和種子教師都在進行。 

剛剛楊校長舉一個例子，希望未來的數位學習比遊戲還厲害，個人覺得未來

10年還很難，因為遊戲產業賺很多錢，改進的速度一定比教育來的快。再者，遊

戲本身的性質，就沒有像在學習的時候會遇到困難，但遊戲是可以一個好的方向，

讓學生有學習動機，提升興趣，這樣的落差逐漸在縮短中。 

我剛擔任司長時，就喊出一個口號叫AI教育、教育AI，就是AI要能夠被教，

然後教育也要能夠被AI來改善。在國小部分的落實，課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在國外的很多課綱，科技領域都囊括到小學，希望下一波的課綱改革，就能夠有

微調的空間，讓國小也有科技領域課綱，謝謝。 

  

(三)現場觀眾提問 

有關AI教育，其實是需要收集很多的資料，針對這些資料有沒有一個比較國

際性，或是比較未來性的一個標準，如資料標準沒建立起來，對整個台灣未來的

AI教育，是有很大的一個挑戰。 

郭伯臣校長回應 

數位學習的資料，目前有一個國際常用的標準叫做xAPI，xAPI就是目前數位

學習平台上面的資料，也就是說我們收集教育大數據最常遵循的一個規格。 

 

(四)彭宗平講座教授補充 

補充兩個意見，第一就是國內這幾年在推動數位教學跟數位學習的成效，因

最近兩年的疫情，已有相當大幅度的進展。目前高中老師跟學生已經習慣用數位

教學跟數位學習。另外，在台達磨課師平台，地球科學的教材因只有高一的學生

要念，所以教材比較少，地球科學的學科中心告訴我們，現在每個老師都會用線

上的平台資源自己做教材，如果內容不夠好，不夠吸引學生，再多線上教材，都

是白費。這確實也反映出在教學現場的數位教學與學習，已有大幅度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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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今天講到智慧診斷、適性學習，還有一個很大的目標，就是希望能

夠倡導自主學習。因此，平台就必須還有一些功能，包括記錄學習歷程的功能，

才能讓學生有誘因自我學習，隨時看到自己的進度跟累積的學習成效。目前台達

磨課師已經有這樣的功能，其他平台也可以往這方面發展，謝謝。 

 

(五) 主持人-張國恩校長 

COVID-19的確造成太多不一樣的習慣改變，所以不只說AI對教育的影響，

後疫情時代的教育變革，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因疫情關係很多學習都要改

變，這個部分也是一個非常值得觀察與了解，如此才會知道如何去調整整個教育

系統、教育生態甚至教育理論，這是值得來討論。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與會人員，把各自經驗做一個非常精彩的分享，也謝謝各

位堅持到現在，謝謝。 

 

五、 摘錄論述彙整 

(一)核心要項： 

1. 在進行AI科技推廣時，不能忽略對人文社會的影響，應以發展以人為本的AI

為主要方向。 

2. 中小學應具備的AI素養，第一是英文，因程式語言跟英文一樣，都是以文法

為主；第二是程式語言，因可強化邏輯思考，改善解決問題的能力；第三是

歸納統計能力，為機器學習鋪路。 

(二)教學內容需求： 

1. 利用AI技術達到擴展學習成效，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一是要有足夠的適當

題目，二是要有足夠的教材，針對知識節點提供即時的協助。 

2. 要做到精準教育，就須做到適當的診斷與適當的教學，很需要AI的輔助教學

與相關教材。 

3. 國中階段偏向基礎能力的培養與基本習慣的建立，學生是常態的分布，教學

上是一大挑戰，數位平台與輔助自主學習的AI工具，就成為很大的利器。內

容如能兼顧學生準備升學的時間壓力，更為恰當。 

4. 學習歷程與自主學習導入後，鼓勵學生多去想像邏輯思考的問題，很需要藉

由AI教學內容，減輕高中老師的負擔，提高教學效率。 

(三)師資人力： 

1. 國小的AI教育推廣應先著重在師資培育，但老師常常疲於奔命於政府各部門

要求的數據調查工作，建議政府各部門可利用AI大數據統整技術，互調資料，

減輕一線教師這部分的負擔。 

2. 解決偏鄉數位落差，首要補足師資不足的問題，建議多培育當地老師，讓他

們有留在當地服務教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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