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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評論】

教育科技與教育實踐間的差距及省思

徐式寬*

摘要

教育科技在教育品質的提升上一直乘載著人們相當的期望，但經過

多年的投入與研究，教育科技是否在教育現場造成影響或其成效為何，

仍待商榷。因此，本文從審視臺灣近年來教育科技在教育現場的實踐狀

況入手，整理教育科技在實踐上可能遇到的困難，並分析造成此差距的

原因。相對於僅從研究者的觀點出發，本文嘗試從學校與教師的多樣化

觀點，提出教育科技在實踐之複雜度與四個相關面向的討論，包括實踐

的難度，文化的影響、學生能力不均、以及教育科技之目的錯置。文末

建議採取更貼近使用人的人類學或質化研究方法，觀察使用者的需求與

關鍵問題來進行教育科技之發展與研究。

關鍵詞：成效評估、教育科技、教育實踐、資訊融入教學、學校與教師

教育科技與教育實踐間的差距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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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在2001年使用網路的人口在100人中只有8

人，到了2018年則有51人（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ITU], 

2017a, 2018）。在2017年，有70%的青少年都使用網路，且在已開發

國家，這個數字更達到94%（ITU, 2017b）。我們對於新的科技的發

展，總是有一種喜愛與崇尚，甚至還摻雜著一些焦慮與恐慌。科技

改變了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也塑造著學生需要面對的未來。在聯合

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2016）對於國際學生能力評估測驗（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定義中，提到未來學

生的閱讀與問題解決都需要科技的能力。在美國國際教育科技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ISTE], 2018）所提供

的教師科技素養中，則指出在數位公民社會中學生所需具備的能力與素

養。

培養下一代適應未來的能力，似乎成了教育科技的背後的推動力。

隨著科技變化的腳步，進入學校與課堂中的科技一直更迭得相當快速，

也讓執政者不斷地投入大量的資源。在近20年的教育科技領域，我們看

到科技種類不斷地推陳出新，從電子書包到學習系統，從行動載具到平

板電腦，從擴增實境到虛擬實境，從臉書到遊戲，從大數據到AI，從磨

課師到翻轉教學。當有新興科技出現時，我們便積極且熱切地將之拿來

放入教育領域中，甚至期望藉此改變教育。我們曾經看到過許多的教育

創新計畫，例如亞卓市（EduCities）、學習加油站、六大學習網、電子

書包、行動學習、電子白板、一生一平板等。每一波科技的湧入，都有

政策鼓勵學校投入，找出一些可用的方式。這些科技在推動時，都對於

科技能夠改變教育的主張，確實是充滿了熱情，也服膺社會大眾與主政

者的期待。

而在同一時間，臺灣學者在期刊上發表的文章也圍繞著這些新興

科技。如果我們使用教育科技領域極為著名的國際期刊《電腦與教育》

（Computer & Education），搜尋由臺灣學者所發表的期刊文章數量來
看，過去10年來在行動學習、虛擬環境、遊戲、電子白板這幾個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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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刊文章數量約達500篇（參見表1）。這是一個概略的調查，但亦

可窺知有關教育科技的研究發表數量應該更多。臺灣學者在這些新興科

技上所發表的論文數量之多，的確是世界知名的。這些科技在當時或許

的確乘載著相當的希望與努力，若有外國學者追蹤臺灣期刊文章的發表

狀況，或許會以為我們的教室裡到處充滿了這些新興科技。

表1

Computers & Education 期刊內搜尋科技關鍵字以及作者所屬地為臺灣
的文章數

編號 年份              搜尋使用之關鍵字

   mobile game-based virtual Augmented whiteboard

 1 2018 10 13 13 4 1

 2 2017 12 10 8 4 4

 3 2016 13 13 15 3 2

 4 2015 15 16 16 3 4

 5 2014 19 8 16 6 2

 6 2013 14 17 17 10 4

 7 2012 12 13 22 5 3

 8 2011 14 12 14 4 3

 9 2010 11 15 24 6 2

 10 2009 6 14 19 1 1

  小計 126 131 164 46 26

  總計 493

但是，真實的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經過了許多年各種科技的推廣，

教師們在課堂上使用資訊科技的狀況依然有限。在過去一些國內的調查

研究中，發現教師使用科技仍主要集中在課前準備（袁媛、林意晨，

2008）及輔助性教學（梁育維、陳芳慶，2015）；實施在國小的機會比

在國中高（徐式寬、關秉寅，2011）；且即使過了三年，在學校及個人

的科技設備環境改善後，教師在課堂內實踐的狀況依然變化不大（Hsu, 

2017）。在2000～2011年間國內外準實驗研究方法的文獻綜整研究中，

教育科技與教育實踐間的差距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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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瑀紳與李隆盛（2014）發現，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雖然有實驗組優

於對照組的中等效果，但是在變項上與理論上則較少創新。在一項近期

對於桃園市國中的調查中，李宸鎰（2018）則發現，學生知覺中的教師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現況屬於「中低」程度。該研究抽樣調查了106學年

度就讀桃園市60所公立國中之七、八、九年級747位學生，以徐式寬與

關秉寅（2011）之問卷修改版本調查學生所知覺的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現況。受測學生在五個面向，即資訊科技與教材準備、資訊科技與課

程內容、資訊科技與教學管理、專業成長與自我學習，以及資訊倫理與

安全健康等，共21個題項上，以李克特氏七點量表回答其符合程度。完

全符合得7分，完全不符合得1分。使用題項如：「進國中以來，我所遇

到的老師們，會將上課教學內容以PPT、動畫、影片等方式展示」（此

題屬資訊科技與教材準備向度）。整體國中學生知覺教師資訊融入教學

平均得分為3.83（標準差1.14）。根據李宸鎰之自訂分類，若在滿分7分

之中獲得3～4分，則為「中低」程度。

過去二十多年來，臺灣多個知名度高的數位科技計畫也經歷了一番

更迭。例如，曾經期望鼓勵互動式學習的六大學習網（http://w11.loxa.

edu.tw/khps5722/6learn.htm），如今僅有生命教育網（http://life.edu.

tw/）依然運作。被稱為有可能即將實現個人化學習並推動到數十個學校

的電子書包（白聖秋，2011），如今即使是當年的模範學校也幾乎沒有

人在用，甚至瀕臨廢校（http://163.21.34.2/web/eschoolbag/）。就算是

曾經被大力推廣的電子白板，則可能因軟體的部分成果不彰，經常僅作

為螢幕使用，且在運用上常有訓練教材等配套不足的狀況，而在校園內

逐漸退流行或被觸控式面板取代（陳韻雯，2009）。曾經吸引過多所學

校加入以及讓許多人投以羨慕眼光的HTC平板電腦（楊喻斐，2013），

甚至發展有後端的教學平台，但也幾乎消失在校園內了。目前還留下來

的蘋果平板電腦，也得接受chromebook以及google classroom的挑戰。

過去連續十年獲得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經費挹注的亞卓市，雖曾經嘗試

與中華電信合作，進行產學合作，也已於2015年2月經關站並停止服務

（中央大學，2014；巫姿惠，2004）。而於2008年間建立，集中各縣市

教學資源的學習加油站，則一路演變成教育大市集，再擴大為教育雲，

雖尚未成為教師最常使用的教學參考網站，但仍持續努力中（徐式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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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科技的改變日新月異，舊有的機器遭到淘汰，新的系統與技術持續

發展自屬當然。但是，如果許多花費龐大的金錢與心力、甚或承載龐大

期望的教育科技，沒有帶給教育明顯的變革、確實的教師教學的改善或

促使大量學生的進步，僅留下無法實踐其創新希望的論文與等待報廢的

機器，是否正常？作為一個投身教育科技領域的學者，這是不容迴避的

問題。

對此，有四個方面或許可以提供一些線索：一是實踐的難度，二是

文化的影響，三是教育科技的目的，四是教育科技研究的方法。

貳、教育科技在教育實踐上的困難

教師們沒有使用許多科技的現象，並非臺灣獨有，許多國家也是

如此，甚至先進的歐盟國家也不例外。在一項研究巴西約九百位中學

生物老師的網路使用研究中，發現教師個人經常使用網路來自我學習生

物有關的內容，也很常使用其他的網路工具在溝通與討論等，但是卻很

少在課堂上用網路來教學或讓學生使用網路（Rolando, Salvador, & Luz, 

2013）。在一項歐盟的大型調查研究中，也發現教師即使自己已經使

用科技很多年，科技能力沒有問題，但是也多用在教學準備的過程中，

而很少放在教學過程中（Wastiau et al., 2013）。而Cuban的經典之作

Oversold and Underused（Cuban, 2009），很早便已提出對校園內科技設

備未被充分利用狀況的質疑。他的研究發現，即使是在矽谷的名校，教

師亦具備科技知能，但他們在課堂上使用科技的狀況也非常有限，而且

他們就算使用，也很少使用創新的教學法，大多是融入他們既有的教學

方法中（Cuban, Kirkpatrick, & Peck, 2001）。

教師為什麼不使用科技呢？有關影響教師的資訊融入教學的因

素，這個問題在文獻上已經被問過無數遍（e.g., Buabeng-Andoh, 2012; 

Pelgrum, 2001）。學者們從教師的學校環境文化、教師自身的能力、科

技熟悉度、心理素質、民主開放度、教學信念、性別年資、有沒有研

習、有沒有參加社群、學校的行政與設備的支持度、學校規模以及所在

地區社經狀況等各式各樣的問題去檢視，並且分析各個因素的影響程

教育科技與教育實踐間的差距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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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這些因素相當繁複，很難單獨處理，而且彼此間也有可能互相影響

（余心蓓、魏彗娟、周倩，2017；Inan & Lowther, 2010）。如果整理

起來，可能也只能夠列出幾個大的向度，例如環境設備與教師素質的考

量。但是，若僅從向度與名詞來看，可能會發現定義困難且常重疊，其

複雜的交互關係也很難計算比較。我們可以從學術研究這個大的面向來

看，也可以試著將其從學校與教師的觀點展開，觀察一下在臺灣的學校

若要推廣教育科技，可能需要的步驟。或許我們可以看到實踐教育科技

具有連貫性的內涵，以及其不可分割之性質。

一、引入教育科技的難度：學校篇

教育科技的推廣，除了教師個人的學習以及研究團隊的參與之外，

主要的管道應該是學校。學校有可能是因為教師、行政團隊、或者是校

長的推動等因素，爭取經費來進行教育科技設備的購買與鋪設。

但對於學校來說，教育科技作為一項教育投資，並不便宜。事實

上，是相當昂貴的。學校需要投注相當大的人力與物力，而且若要達成

真正的教學支援，需要相當多細緻的規劃（林治強，2002）。在學校

正式希望推動的科技引進方面，有許多步驟，包括判斷資訊科技的價值

或呼應政策的推動、購買的軟硬體、師資培訓、教材開發、課堂環境之

布置、課程過程之支援，以及教師社群經營等（參見表2）。而且新的

科技通常都牽涉到教師對於新的科技的接觸、學習、熟悉、掌握、融入

等，同時還要考慮學科的特性（Chuang, Weng, & Huang, 2015）。以下

嘗試做一個整理與分析，試著列出一個理想的教育科技之引入，學校可

能需要經歷的過程，以及需要投入的人力和可能的困難（參見表2）。

值得注意的是，學校很有可能因為各種因素而無法完整走完整個流程。

若校長教務等行政人員沒有願景，推動力不夠，那麼這個過程很有可能

就會半途而廢。若教師是被迫參與、意願不高、也沒有意願持續探索精

進，那麼這個過程也可能只有走一次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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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教育科技在校內的執行流程、重點人員、與可能困難點1

# 工作項目

 零、準備工作

1.  盤點現有資訊設備與軟體，從

學校財產管理系統調閱現有資

訊設備與軟體

2.  統計分析現有各類資訊設備的

使用率及堪用情形（年限）

3.  預估可使用的資訊經費及各類

專案經費

 一、軟硬體決定與購買

4.  彙整各項會議（電腦教師、行

政會議、教學研究會）所提出

的資訊設備與軟體需求

5.  先行評估各項需求的合理性及

可行性

6.  確定設備有用或可能有用的原

因，確定教學目的

7.  召開資訊教育推動小組會議，

說明學校資訊教育現況並討論

經費使用的優先順序

8.  承上，利用資訊教育推動小組

會議，提供教育局或教育部各

類資訊教育專案計畫

9.  尋找設備（及軟體）

10.  找到供應商、詢價議價

重點人員

資訊人員2、總

務處

資訊人員

資訊人員、會

計室

資訊人員、各

處室、學科召

集人

資訊人員

行政會議

校長

教務處

校長

資訊人員

行政代表

學科代表

校長

資訊人員

行政代表

學科代表

總務處

資訊人員

困難點

校內設備保存與

紀錄不完整，需

要追蹤

前 置 的 共 識 討

論，需達成共識

前 置 的 共 識 討

論，需做抉擇

行政用途或教師

教學用途誰優先

資訊人員或學科

教師不願意申請

專案計畫

找到初始願意參

與的教師

避免流標

（續下頁）

教育科技與教育實踐間的差距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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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寫計畫爭取經費

12.  購買設備、軟體、調整及報帳

13.  設備及軟體使用者訓練

 二、教師學習

14.  教師社群成立、運作、培訓與

討論

15.  教師社群邀請講師、案例觀摩

等

16.  教師尋找參考資源、自行參加

外部研習、自學軟體及練習

17.  教師依據教學所需發展教案

18.  教學反思與教學討論

19.  教學修正

 三、教學設計與發展

20.  教師設定教學目標、評估學生

知識技能、建立學習鷹架之思

考方法、學習單或測驗之設計

21.  教師發展製作或修改教材與內

容

22.  教室環境之建置，包括額外的

軟硬體之購買與發展

23.  教師與學生之設備準備與測試

24.  教學方法與教學流程之建立，

包括分組等

 四、進入課堂

25.  學生知識技能之學習與訓練

26.  上課，克服或解決軟硬體問題

教務處

總務處

資訊人員

教務處

教師

教務處

教師

教師

教師、社群

教師、社群

教師

教師

教師、資訊人

員

教師、資訊人

員

資訊人員

教師

資訊人員、教

師

教師

經費要到位

需要大量人力

需要有人參加

有領導人出現

找到共同時間地

點及經費

有好的學習資源

與協助

需要時間

需要同儕

需要數年

持續有機會接觸

與討論案例

教師須具備相關

資訊能力或友人

協助

學生需要足夠的

設備

花費大量時間

須結合設備與場

地來考量

持續的行政支援

教師須具有解決

軟、硬體問題能

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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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學習活動進行，包括學生學習

與思考活動

28.  學習狀況之覺察與監控、問題

解決、學習進度管理

29.  確認學生活動完成度與成效

 五、課後作業與設備維護

30.  學生作業繳交方法與平台、給

予學習協助

31.  學生作業之批改、發回與檢討

32.  設備材料之收拾、整理與存放

33.  設備材料之維修

教師

教師

教師

教師、資訊人

員

教師

教師、資訊人

員

資訊人員

軟、硬體需配合

無間

能夠解決學生設

備問題

需協助落後同學

技術支援

持續的經費挹注

需要有場地

需要有經費

註：1.  本表由研究者發展出後由臺北市和平高中陳智源校長修正。

 2.  國中、國小的資訊業務大多是由教務處負責（可能是設備組或資

訊組或系管師），高中職的資訊業務則大多是由圖書館負責（可

能是資訊組或系管師），以上統稱資訊人員。

然而，教師對於科技的學習與發展並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要真正

進行融入資訊科技教學，不論是人力或設備，通常需要多年的累積、嘗

試、評估與修改（楊景盛、林素華、王國華、黃世傑，2011）。若學校

在行政與經費上持續支持，教師能保有熱誠持續地進行實踐與修正，這

個過程就有可能持續多年。但若學校經費用盡，且政府部門計畫沒有延

續，教師的努力無以為繼，那麼過去的努力與支持就無法累積，而這個

過程也就停止了（王千倖，2010）。當然，若制度不佳、團隊支持度不

夠、個別教師投入過多、精疲力竭，也可能會走到盡頭。此外，若學校

為了要因應計畫需要而產出成果，或者教師是為了要獲取學位而進行實

驗，這些教育科技的實踐也就會隨著計畫結束與學位獲得而結束。

教育科技與教育實踐間的差距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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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融入課堂過程中的困難

（一）科技對於教學的負面影響

從教學現場的實踐角度來看，科技融入教學的過程中，應該是要儘

量讓科技是透明的（transparent），不影響教學的進行（Clift, Mullen, 

Levin, & Larson, 2001; Schussler, Poole, Whitlock, & Evertson, 2007）。

當教師需要經常關注到科技的問題，例如需要經歷電腦當機或版本不對

時，就會打斷上課的流程。而一堂課只有45分鐘。有時為了強調科技的

使用以促進學生自我學習的能力而插入問題時，也有可能打斷學生閱讀

的樂趣（Hashim & Vongkulluksn, 2018）。

即使是一般常見的簡報投影，也可能造成教學上的干擾。如果教室

內沒有投影機，教師需要花下課寶貴的10分鐘時間，借來投影機並架設

起來。如果教師帶自己的筆電，則要注意是否與借來的單槍配合；如果

筆電還要商借，則要擔憂電腦裡面是否有自己要的軟體，或是軟體的版

本是否相合，或者檔案的規格或連結是否會出錯，或者聲音影像能否正

確連結或播放等。在播放簡報時，如果教室內的投影機流明度不夠，就

需要關電燈或拉窗簾，但這對於在南部天氣熱需要開窗教室內的學生，

是非常痛苦的。而更常見的是，為了投影而關了教室前方的電燈後，就

無法看到黑板上寫的字了。因為大部分的教室並沒有安裝專用的電燈。

更不用說大部分教師在用簡報上課時，速度都很快，即使是高中生都很

難吸收，遑論是國中生。當教師不提供投影片電子檔，也沒有印出投影

片講義時，學生只好在上課時用手機拍電腦螢幕，這些都可能造成教學

流程的干擾。現在開發出來的觸控式面板螢幕暨電腦，便是嘗試去解決

這項干擾問題。

而牽涉到網路使用的平板電腦，例如IPAD，對於環境的要求就更

為嚴苛。大部分學校的網路速度並不快，如果要看影片或者在課堂連上

nearpod，通常需要充分的wifi頻寬。因此，有可能需要另外拉光纖給特

定的教室。而在每位學生或多組學生需同時使用的情況下，除了硬體要

購買充足外，要如何讓用某個帳號購買的軟體APP，提供給其他的IPAD

使用，則仍待克服。另外，軟體多為英文，以及儀器需有保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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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損壞等問題，以及學生使用平板電腦的障礙等（林麗娟、呂慈涵，

2017），也都有可能影響到教材與活動的適切度與課堂進行的流暢度。

由曾經轟動一時，且應該是截至目前為止，國際上規模最大的資

訊融入教學計畫One Laptop Per Child（OLPC）的計畫，可以看出一些

端倪。這樣一個希望讓偏鄉窮困的學生獲得資訊並促進自主學習之立

意良好的計畫，最後也會遇到各種看似難以想像的簡單問題，如充電困

難，因為家中與學校皆無法提供充足的電力，以及沒有網路，因為這個

給電腦的計畫並沒有提供網路。最後，大部分的學生都僅能用一些原來

就下載好的軟體，例如遊戲或電子書等，但顯然學生對於遊戲的興趣比

較大。許多國家並沒有發現實驗組學生的學業成績與社會技巧等有任何

進步，反而在平常學校表現上還對普通教室課程產生抗拒（Beuermann, 

Cristia, Cueto, Malamud, & Cruz-Aguayo, 2015; Meza-Cordero, 2017）。

（二）教師個人的負擔

在個人端的條件上，則是教師的因素受到最大的檢視。在文獻上，

教師常被指是資訊融入教學成效不彰的主嫌。根據文獻，教師可能因為

年紀較大、學習新科技有困難，或是思想保守，創發性不高，所以排斥

或抗拒心大（Buabeng-Andoh, 2012; Ertmer, Ottenbreit-Leftwich, Sadik, 

Sendurur, & Sendurur, 2012）。

但是，如果轉換觀點，不是以執政者或學者的角度，而是從老師

的角度出發，或許風景會不太一樣。對於教師來說，一個明顯的問題是

科技可能既難用又昂貴，且兩者互相關聯。所謂的難用，是指這些科技

絕大多數都不是為了教師或是學生設計的。因此，硬體不適應教師的使

用習慣以及學校的環境，需要很多的調整；軟體也充滿了許多無法符合

之處，而且絕大多數內容也很缺乏（陳韻雯，2009）。即使是號稱能夠

達成學生自主學習的平板電腦，軟體也要教師自己去找（林麗娟、呂慈

涵，2017）。而學術上所謂的為教育設計的內容，例如電子書與動畫

等，也不一定符合個別教師的教學需要，教師通常只能挑選，無法親自

調整。

因為如此，使用科技對教師而言更是件昂貴的事情，不僅是設備

教育科技與教育實踐間的差距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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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上經費購買的昂貴，還有要投注大量的精力去學習、去磨合、去

創發所需要花費的時間與心力的昂貴。教師必須要像老蚌把一粒沙磨成

珍珠一樣，將原本不是屬於教育的科技，將教育包裹進來（徐式寬，

2014）。教師要嘗試將這些東西做出相當的調整，真正納入教學過程，

還要產出相當的內容與方法，才有可能成功地提高學習的興趣、能力以

及效果，使得這些科技工具有價值。嚴雅麗與廖益興（2015）在針對新

竹市公立國中教師使用數位教學資源影響因素調查研究中，發現超過七

成的教師們自認具備使用資訊科技如編輯教材與呈現教材的知能，但是

卻僅有三、四成的教師認為自己有足夠的備課時間尋找或編製數位教學

資源，或在工作時間內能兼顧課務與數位教學的設計。

不論是平板電腦或擬真的虛擬實境等昂貴先進科技的融入教學，

都可能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教師可能需要花相當的經費與精力建置軟、

硬體的環境，再利用有限的軟體內容去雕琢課程內容，再透過多人

或群體的互助與討論後，才能夠產生結果。但經過了一番努力，還可

能因為忽略的問題或造成負面效應的因素，對於學生的學習促進有限

（Beuermann et al., 2015），那麼結果可能令人沮喪。

（三）考試文化的影響

除了學校、教師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個雖然有人提過，但是研究的

人比較少，概念也比較模糊的因素，那就是文化與課程的因素（Cuban, 

2009）。即使是相較於臺灣的學校似乎更民主、開放的美國的高中來

說，學校的課程也有一定的目標，就是協助學生上大學。對於臺灣來

說，這個目的性也非常明顯，那就是考試的文化，尤其是在國中與高中

階段。我們的中等學校的主要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協助學生面對升

學考試。

在臺灣資訊融入教學的研究中，已經指出升學主義的影響。在徐式

寬與關秉寅（2011）的全國抽樣調查中，發現教師使用資訊科技來進行

各種教學活動的頻率，會因學校層級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沒有升學壓

力的國小教師使用的頻率明顯高於要協助學生準備大考的國中教師。而

從教學科目上來看，使用資訊科技頻率最高的是電腦教師，這似乎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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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但是使用頻率最低的科目，並不是體育或童軍等戶外活動為主的

科目，而是國、英、數、社、自，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國中主科或考科。

顯見，凡是升學要考的科目，教師融入資訊科技的頻率都是最低的。這

個具有良好抽樣基礎的全國性調查，顯示出來的是全國教師的平均狀

況，而非侷限於在各項比賽中得獎，或是常受到雜誌媒體披露的能見度

較高的少數學校或教師。

在臺灣常見的考試文化中，國中生經常與考試為伍。尤其是在競爭

激烈的都會學校中，大部分的學生為了要爭取好的成績，課程通常都很

緊湊，考試也很多（簡于菁，2011）。而且許多學生上完課後還要去補

習班繼續上課（劉正，2006）。在這樣的環境下，教師在探索新科技的

使用上會有較大的壓力，在教學內容與時間的彈性上比較受限。在方瑀

紳與李隆盛（2014）綜整的86篇準實驗研究文獻中，在實施實驗教學的

受測學生層級上，國小階段有40篇，國中有13篇，高中有6篇，其中只

有一篇受試對象為高三學生，且沒有任何一篇是以國三學生為對象的；

而且在國、高中所進行的實驗教學節數與時間均少於國小及大學，這有

可能是施測者為了避免影響例行教學所致。在李宸鎰（2018）針對桃園

縣國中學生的抽樣調查中，進行學生背景的事後分析時，也發現在多個

向度上，七年級的學生認知教師融入資訊科技的狀況，顯著高於八年級

及九年級的學生。

臺灣的大考文化，有其歷史淵源（徐式寬，2018）。直至目前，仍

是主導學生未來升學的重要依據，也形塑教師所面對的教學現場，更形

成學校與教師不可忽視的教學目標。

參、教育科技目的與研究再思考

一、教育科技的目標使用者問題

在一般科技開始設計時，都會有一個目標的使用者，而這個使用

者通常是這個科技設計的主要服務對象。所以不論是汽車手機或電子

商務網站，通常都會為了這個使用者來量身訂做，並在遭遇到失敗時不

斷地修正，推出新版本，而這個過程可能持續數月到數年（尹俞歡，

教育科技與教育實踐間的差距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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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即使是現在正火紅的無人商店，超商業者也需要花半年時間觀

察消費者的反應並做調整（TechNews, 2018）。有時候即使已經很努力

了，但是仍然會因為有其他更優秀的競爭者出現而產生銷售量下滑，例

如HTC（吳美觀，2018）；或者使用量下降，流失使用者，例如臉書於

2018年股票下跌19%、twitter下跌21%的狀況（尹俊傑，2018）。因此，

在社會上，如果一項科技不符合人性，不適合使用者使用，並不會有人

勉強他們使用，且該項科技就會逐漸被忽略或消失。

但是，在教育領域內，情況似乎不同，甚至正好反過來。大多數

的科技都不是為教育設計的，而當一項新科技例產生或變得熱門時，

就會有人出現，希望將之推廣到教育上。當科技很難用或當科技不常被

使用時，被責備的通常並不是這些找到這些科技的人，而是使用者（教

師）。或許，許多人認為教育科技的使用者是學生，而非教師，因此，

學生才是教育科技設計及服務的對象。那麼，我們來看看臺灣學生的狀

況以及可能需要培養的能力。

二、臺灣學生狀況與其需要的能力

在緒論中提到，美國ISTE以及OECE強調教育需要培養學生適應未

來的能力，包括解決問題與自主學習等能力。這些主張成為資訊科技

於教育中的重要動力與目標。許多學者也主張，積極運用資訊科技於教

學上的教師，比較具有學生為中心以及建構主義的信念（Ertmer et al., 

2012）。但是，不論是問題探究、問題解決、或是自主學習，都是高

階的認知與學習能力。因此，在此以增加學生自主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的能力為例，討論自主學習可能需要的基礎。

首先，自主學習可以視為一種自我調整的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也就是學習者能根據目標與環境結果，進行認知動機與行

為上自我調整的過程。而其中一個基礎是有關動機的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也就是學生要對於自己的學習具有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

做得好，連帶著也願意投入心力與對結果負責（Zimmerman, 1990）。

而學習的信心通常需要較長時間的成功經驗累積，例如較高的學習成

就。班級中學習成就高的學生，會比學習成就低的學生，具有較高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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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學習動機與自我調節學習（魏麗敏、黃德祥，2001）。第二個基礎是

需要有基礎知識。在自主學習時，學生需要主動地、有意識地、有目的

地對於某個領域的知識進行資料搜尋，因此需要能夠具備該領域的知識

結構、內涵概念與關鍵字等（蘇諼，2001）。若要整理分析甚或形成問

題，甚至解決問題，則更需要對於該領域的內容有更多、更深的瞭解。

從以上兩個要件中不難發現，自主學習需要相當的知識背景作為基

礎，且其培養可能需要漫長的過程。因此可以理解為何研究所會放在中

小學及大學以後，而在高中階段能夠進到大學參與研究，或進行科學探

究的學生也僅是少數。臺灣深耕小學學生資訊素養培養的學者，經過10

年才發展出逐步、逐年帶領兒童從小學低年級、中年級、到高年級，從

學習學科內容知識與學習能力兩方面，培養出學生能夠透過小組合作、

關懷周遭、結合學科而探問問題的探究式資訊素養融入課程之架構（林

菁，2018）。

但是，目前能夠具備如此能力的國中生可能不多。如果要判斷學

生的學習狀態，可以從國中畢業生的會考成績看出端倪。表3整理出

2016～2018年國中學生會考成績在各科的三分類七標示的分布狀況。

國中教育會考旨在瞭解國中畢業生的學力狀況，以「標準參照」方式計

分，也就是檢測學生的表現是否符合預先建置的標準，而非是與該年度

受測者比較，因此學生表現與該年度其他學生的表現無關。教育會考的

成績，將學生的學習程度分為「精熟」、「基礎」和「待加強」三個表

現等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2014）。由

表3可見，在會考七個等級標示中，獲得最後兩等級者，亦即B級（無任

何標示）與C級者，幾乎達全部應考學生的一半，接近50%。以精熟等

級而言，則僅有大約15%～20%的學生可以達到，而這個比例在過去三

年間，除了數學有進步之外，其他科幾乎沒有變動。而若要達到自主學

習的程度者，則可能僅有最前端5%～6%的學生。因此，如果教育科技

的主要目的是鼓勵學生進行自主學習，那麼以臺灣的現況來說，或者僅

有一小部分的學生可能做到，或者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而對於大多

數的中學學生或教師來說，這樣的目的可能不夠務實。從會考的結果來

看，可能還有許多學生的基礎能力需要再加強（參見表4中對於會考的

各科於各等級的能力的描述）。雖然我們對於追求高層次能力的理想抱

教育科技與教育實踐間的差距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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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希望，但是如何善用科技來協助更多的學生達到未來生存於社會上所

需的基本能力，應該也需要不遺餘力。

表3
2016～2018年年國中學生會考成績（百分比）
2016年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A++ 6.06 6.60 4.25 5.56 4.74
A+ 6.52 3.23 4.78 4.33 3.54
A 6.70 9.32 7.77 9.00 5.60
B++ 16.05 12.39 13.24 19.06 16.98
B+ 18.57 12.55 13.76 15.45 16.04
B 29.43 24.37 24.22 33.39 30.86
C 16.67 31.54 31.98 13.21 22.24
2017年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A++ 5.27 7.36 6.95 6.56 5.99
A+ 5.84 4.40 3.80 4.75 2.34
A 9.71 10.96 10.18 7.10 8.27
B++ 16.22 11.78 12.30 17.38 15.98
B+ 15.83 11.76 12.17 16.47 16.65
B 30.60 23.12 24.45 33.02 28.64
C 16.53 30.62 30.15 14.72 22.13
2018年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A++ 6.68 5.33 5.92 5.09 4.60
A+ 5.90 6.23 6.15 4.56 3.88
A 6.79 9.28 10.24 8.61 7.47
B++ 18.16 12.21 13.47 17.28 16.01
B+ 14.32 12.34 11.61 18.37 17.81
B 32.24 23.84 23.89 31.74 29.98
C 15.91 30.77 28.72 14.35 20.25
精熟等級（A級）所占比例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105年 19.28 19.15 16.80 18.89 13.88
106年 20.82 22.72 20.93 18.41 16.60
107年 19.37 20.84 22.31 18.26 15.95
最後兩級（B&C級）所占比例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105年 48.15 54.61 52.61 46.09 50.23
106年 47.13 53.74 54.60 47.74 50.77
107年 48.15 54.61 52.61 46.09 50.23
註： 等級定義：成績「精熟」（A等級）表示學生精通並熟習該學科國中階

段所學習之能力；「基礎」（B等級）表示學生具備該學科國中階段之
基本學力；「待加強」（C等級）表示學生尚未具備該學科國中教育階
段之基本學力。（參見https://cap.nace.edu.tw/qa.html，Q8：不同表現
等級代表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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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國中教育會考等級描述

科目 等級整體表現描述
國文 ◎精熟：能具備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並能深入地理解文本內

容、評鑑文本的內容與形式。

 ◎基礎：大致能具備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並能大致理解文本內

容、評鑑文本的內容與形式。

 ◎待加強：僅能具備部分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並有限的理解文

本內容、評鑑文本的內容與形式。

英文 ◎精熟：能整合應用字句及語法結構等多項語言知識；能理解主題
較抽象或嚴肅、訊息或情境多元複雜、語句結構長且複雜的文本，

並指出各類文本的主旨、結論與作者立場等重要訊息，且能整合文

本內容如文本結構、解釋或例子等，做進一步的推論或評論。

 ◎基礎：能理解字句基本語意及語法概念；能理解主題具體熟悉或

貼近日常生活、訊息或情境略為複雜、語句結構略長的文本，並指

出文本主旨、結論與作者立場等重要訊息，且從文本的解釋或例子

做出推論。

 ◎待加強：僅能有限地理解字句基本語意；僅能理解主題貼近日常

生活或與個人相關、訊息或情境單純且明顯、語句結構簡單的文本

或語句；僅能指出文本明白陳述的主旨、結論與作者立場等重要訊

息；僅能藉文本明顯的線索做出簡易的推論。

數學 ◎精熟：能作數學概念間的連結，建立恰當的數學方法或模式解
題，並能論證。

 ◎基礎：理解基本的數學概念、能操作算則或程序，並應用所學解

題。

 ◎待加強：認識基本的數學概念，僅能操作簡易算則或程序。

社會 ◎精熟：能廣泛且深入的認識及瞭解社會科學習內容，並具有運用
多元的社會科知識之能力。

 ◎基礎：能大致認識及瞭解社會科學習內容，並具有運用基礎的社

會科知識之能力。

 ◎待加強：能約略的認識及瞭解社會科學習內容。

自然 ◎精熟：能融會貫通學習內容，並能運用所培養的能力來解決需要
多層次思考的問題。

 ◎基礎：能知道及理解學習內容，並能運用所培養的能力來解決基

本的問題。

 ◎待加強：能部分知道及理解學習內容。

註： 參見教育部（2018）。107年國中教育會考各科計分與閱卷結果說
明。取自http://cap.nace.edu.tw/exam/107/107/國中教育會考計分說
明.pdf

教育科技與教育實踐間的差距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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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新考量具實踐意義的教育科技目的

Cuban等人（2001）認為，教師使用科技的頻率低，有可能是因為

他們還需要時間逐漸熟悉，所以隨著時間過去，教師使用科技的頻率

會提高。這樣的觀點，從一些常用的科技如電腦與簡報軟體等來看，

的確是如此，校園裡有愈來愈多的教師在課堂上使用這些軟、硬體，

只不過，這些軟、硬體並非創新科技。若是從以上一些創新科技的例

子來看，會發現經過時間的洗禮，許多當年創新的科技已經在校園內

消失，即使是耗費許多金錢投入的科技亦無法倖免。反倒是運用既有

的科技，例如桌遊或是電子書，使教師能夠方便取得針對教育設計的

教材來進行教學，可以持續受到歡迎（余心蓓等，2017；侯惠澤，

2017）。在學者發起的教育科技發展中，若希望發展出來的教材具有擴

展性（scalability）與持續性（sustainability），的確需要考慮教學現場

上，教師實際的教學需要及其融入教學的複雜度（Looi & Wong, 2014; 

Müller, Gil, Hernández, Giró, & Bosco, 2007）。

除了來自學者或書商的開發教學模式或教材外，還有一個值得注

意的領域是，現場教師自己的科技運用與創作。許多研究已經發現，教

師自己本身並非科技落後者，事實上，他們經常運用科技來做很多事情

（Rolando et al., 2013）。然而，教師們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會用到多種科

技，但是，對於能夠運用到課堂上的科技，教師是挑剔的，是有高度選

擇的（Wastiau et al., 2013）。首先，他們對於這個科技要熟悉。教師們

會在課堂上使用到或派給學生當作業的，通常是他們熟悉、能掌握而且

自己也有在用的科技（Hsu, 2011）。許多默默地在其崗位上進行教學研

發的教師們的科技的創發運用，使用的有可能是既有的科技，但是其融

入教學或學習的方法卻是創新的（陳美如，2011）。其次，教師們應該

要從中真正看到教育的價值。有些教師即使一開始不熟悉某些科技，但

若自己有興趣，就會投入心力買書或運用網路來學習該科技，而且會花

很多的時間參加多場相關的研習（Hsu, 2015）。有些教師透過科技的自

我學習與嘗試，看到學生的改變與進步、感受到教學的意義與價值，甚

至可能獲頒教育類的獎項（例如管瑞平，2011）。但這些教育現場發展

出來的科技發展成果，可能因為教師很少主動發表在學術期刊上，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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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可能發表在研討會論文上，較少被科技相關的學者看到或仔細探討，

至為可惜。

還有一些更為積極的教師，會將自己有興趣嘗試並開發的構想與內

容，透過演講、臉書網站或部落格，與更多的教師分享。這樣的教師已

經達到教師專業發展的高級層次，分享給社群（Fuller, 1969）。而他們

的創作也受到其他教師的歡迎，亦能啟發與影響許多教師。根據一項全

國調查，國中教師經常會使用在同一專業領域的教師的部落格，例如數

學科的昌爸工作坊（http://www.mathland.idv.tw/）或生物科的阿簡生物

筆記（http://a-chien.blogspot.com/）等，而在調查的國中數學教師中，

有超過八成都知道昌爸工作坊這個網站，且常會去參考使用（徐式寬，

2010）。這樣的「頂級」資訊融入教學的教師為數不多，卻是教育科技

優秀的具體實踐案例。雖然這些人沒有得過什麼國際獎項，但卻是臺灣

教育界的寶貴資產。這些教師多半依靠自身的能力，雖然有社群支持，

但大多的創造仍屬個人的努力。我們的政府與學術系統中，對於這樣勞

心勞力、無怨無悔付出的教師及其創作，卻較少給予關注或獎勵、甚至

支持與擴展。

四、重新考慮貼近教育現場的學術研究

當我們期望利用科技來改變教育時，每天都在教育現場與學生相

處的教師們，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們所觀察到的教育問題，或深深

感到困擾的問題，或需要協助的問題，都有可能提供重要的線索。只不

過，教師的觀點在學術研究上並不太受到重視，這或許是因為新的科技

帶有新鮮感與領先感，發追隨新科技的發展成為趨勢等原因，科技議

題常處於主導地位。若主導教育科技研究的學者，對於科技的熟悉度

又高於對於教育的熟悉度，那麼對於教師觀點的接觸機會更少。因此，

研究發展常見的情況可能是，在研究初期，研究者會依據一些認知理

論，開發教材，其間教師的參與通常並不多，或到很晚才參與，往往都

是等到軟體或教材完成了，他們才被尋找或被知。然後，研究者會找來

教師接受短暫的訓練，或許會參與一個兩個小時的工作坊，然後就要求

教師負責把研究者所發展的教材與內容教給學生。研究者則透過教師

教育科技與教育實踐間的差距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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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成果，蒐集教師與學生的教學與學習成果的資料。但是在這過程

中，對於教師的回饋卻不清楚（e.g., Chang & Hwang, 2018; Lee & Wong, 

2014）。

過去十多年來發展的設計研究法（design-based research），已經嘗

試在教育科技發展的過程中，多接觸教師，納入教師的意見。至少透過

幾次討論會議，希望某種程度能納入教師的教學知識與在地知識，是

一種研究方法上的改革（Wang & Hannafin, 2005）。以較為長遠的眼光

來看，如運用Enaction Framework的思考，先瞭解教師的信念到找出科

技運用對學生可能的優勢，再找出配合學校政策運作的策略，也能夠較

為整全地考量科技在學校內的運作與推廣（Johari, Looi, Hung, Bopry, & 

Koh, 2004）。

但是，目前在教育科技的研究方法上，最常見的資料蒐集仍然是

問卷調查，或是準實驗法。這樣的研究成果，主要的證據是來自於一次

性的教學成果之量化資料，講究的是差異性或影響程度（e.g., Chang & 

Hwang, 2018; Lee & Wong, 2014）。雖然在統計的基本假設上需要有隨

機抽樣，但事實上，在教育領域中很難達到，許多研究者並不會特別

講究。此外，教學科技的成果，即使是在國際學術的期刊上發表，也不

一定關心，更不會計算教育現場的實踐結果，像是有多少教師在六個月

後自願性地使用所發展出來的軟體與教材，或是參加實驗的教師是否在

實驗結束後會繼續使用等這些後續實踐問題，不需要報導，也不會影響

研究結果的發表。此外，在研究結果中所發展出來的軟體平台或數位材

料等，也不一定需要公開研究內涵，讓更多的人可以確實使用或瀏覽。

因此，許多軟體或教材可能做出來後，測量過一次了，就是一項值得發

表的內容。即使他人無法取得或是後來再也找不到該項成品，也沒有任

何影響（e.g., 杜光玉、馮曼琳、賀國英、林韻文、張育誠，2012; Dang, 

Chen, Dang, & Li, 2013; Yang, Chen, & Chen, 2018）。

最後，常見的問卷發展與調查通常是一次性的、橫斷面的，並不講

究瞭解長期的影響或變化，所以在教育科技上也極少有長期追蹤的調查

資料（Hsu, 2017）。目前雖然國內有一些長期資料庫，但也極少關注教

師資訊融入教學的議題。由中央研究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收藏的臺灣教

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是極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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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關注此議題者。該資料庫之調查在2007年的第四波問卷中，曾針對科

任老師詢問了有關資訊融入教學的問題（有8題），但比較可惜的是，

之前其他波的問卷以及後續於2009年開始的TEPS-B問卷中，都沒有再問

到有關教師在教室內使用科技的狀況，因此仍無法進行教師資訊融入教

學的追蹤研究。

因此，在學術研究上，學者們也可以考慮使用更多貼近教育現場

的方法，使研究更具實際的應用價值。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工作，不僅僅

只能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也可以使用質化研究或者是人類學的研究來進

行（王千倖，2010；游寶達、賴膺守，2010；Cuban et al., 2001）。質

化研究或人類學研究在科技業其實已經行之有年，例如美國全錄公司的

Xerox Park常用人類學的方法來觀察人們的行為（Kerschberg, 2012）。

他們當初在為影印機加上釘書機功能時，是採取人類學的方法，觀察辦

公室的人如何使用影印機。結果發現，許多人除了需要在影印機旁邊將

紙張分類外，還會圍繞在影印機旁邊等著用釘書機，好像古人到井邊打

水一樣。因此，在影印機中加上了紙張分類與釘書機的功能（Suchman, 

2005）。教育現場有非常多的問題亟待解決，但是我們甚少看到教育科

技去投入來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我們對於科技解決教育問題有更多的期

待，那麼靠近的觀察應該是第一步。

目前已經有些機構長期深入偏鄉學校，瞭解學校缺乏教師的狀況，

並建立起教育科技的解決方案。例如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推動的偏

鄉小校聯盟，就利用了遠距教學的設備，解決偏鄉師資困窘的問題，這

些設備，使得偏鄉小校的學生，得以多校一起上課，分享教師與課堂，

提供教育機會，甚至保存原住民的母語（Wang, Chen, Cheng, & Chen, 

2017）。這樣從審視學校的需求為出發點的教育科技創新案例，目前為

數仍少，希望未來能夠增加。

肆、結論

教育科技要融入教育，本身就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過程，而且這個過

程無法被簡化。教育科技要能夠融入在課堂上，需要克服多種問題，包

括科技的軟、硬體必須要能夠穩定（林治強，2002）且足夠（陳德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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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並且教師與學生必須是能夠熟悉與掌握的（溫嘉榮、徐銘鴻，

2016），還有要符合學校的文化樣態（Cuban, 2009）。而且教師們必須

要親自看到科技的教學價值（Johari et al., 2004），才能夠在每天繁忙的

教學與學生事務之外，仍願意付出心力去開發投入。但是，這個重要的

過程卻常在研究中被忽略。教育科技的發想設計，應該重視教學現場的

狀況，例如學校的制度文化、教師的能力與時間，以及科技對於教學效

果的真正影響等，而這些都需要時間去做持續性的開發與修正，而且是

需要針對學生的需要不斷地修改。因為教育科技有其特殊性，其對象為

教育科技的實際使用，因此在學術結果衡量上，也應該增加對於教育現

場的關注，以及對於教育影響力的關切，使教育科技符合教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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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epancies Betwee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s: A 

Reflection

Shihkuan Hsu*

Abstract

There are often great expectations from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o 

improve education. After decades of investment and study, it is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educational practic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s, such as schools and teachers, rather 

than researcher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often overlook or underestimate the complexity 

of the work required by users, which includes difficulty of integratio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student’s uneven ability level, and the misplace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urposes. It is therefore recommended 

that researchers adopt methods that may be closer to the users, such as 

anthropological or phenomenal studies, which may yield results more in line 

with user perspectives and identify crit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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