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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這科技日新月異，知識爆炸的時代，人們或許是為了適應生存，或者是為

了需要，透過使用多元的學習媒體和不同的學習方式，不停的在進步。行動科技

(Mobile Technology)在當今已不再像以前那麼遙不可及，隨著技術的進步、價格的

普及、觀念的推廣、各項應用漸漸被大家所接受，舉凡如商業、產業、醫療、教

育等。在台灣，政府為了提昇國家競爭力，邁向知識經濟的時代，對於推動行動

無線基礎建設也是不遺餘力。例如行政院最近所公佈的「新十大建設」中推動

「M-Taiwan」計畫，目標達成 e 化生活、e 化商務、e 化政府等機制，為未來達

成「行動台灣、應用無線」的發展新遠景。其中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目

標，政府為了提昇校園無線寬頻網路應用的普及，推動校園 M 化，更提出了大

專院校社團 M 化十萬元計畫，以培育校園社團成為推動校園無線寬頻網路應用

種子力量為目標，開啟社團應用無線寬頻(Mobile)科技新方向。(行政院新聞局，

2005)。可見行動無線技術在教育的應用已經漸漸的被重視與接受。 

    國內外有許多與行動學習相關的計畫與研究，有些認為行動學習有助於教學

與學習，有些認為與傳統教學比較並無顯著差異，有些認為行動學習可能面對著

另外一種挑戰與衝擊等。不管如何，行動技術多元的應用已是一個趨勢，在教育

的應用上，改變了人們學習的型態，影響未來的教育方式，無論是正面或是負面

的評價。也因為如此，有時教學者為了要跟上這個潮流，行動學習常常被硬加在

學習中，不管是否有意義，是否真的需要？隨著科技的進步，行動學習的相關技

術往往可以克服，價格隨著普及化也漸漸的為大眾所接受，人與情境常常是個令

學習者與教學者不知所措的問題，因為後者常常比較複雜且難預測。在本文中將

試著從教學模式的角度來探討與行動學習的關係，且試著比較從傳統的教學條件

之下的教學模式到現今多元科技條件之下的學習環境，如何將行動學習融入教學

當中，發展一個適合行動學習的教學模式，讓教學者在設計課程內容時有跡可

循，不再為行動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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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2.1.行動學習 

    有關行動學習的定義，各個學者就其所持的觀點各有不同的詮釋。Kynaslahti 

(2003)認為行動學習具有便利性(convenience)、權宜性(expediency)、立即性

(immediacy)三種意義與價值。Hoppe, Joiner,Milrad&Sharples(2003)則強調使用行動

載具與無線傳輸。Chang, Sheu&Chan(2003)認為行動學習有三個必需的要素，分別

是行動學習裝置(the mobile learning device)、基礎溝通建設(th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學習活動模組(a learning activity model)。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本文整理出行動學習具有下列幾個要點： 

1. 以科技的觀點看行動學習：行動學習必須有相關的技術及基本建設，例如：

802.11a、802.11b、無線藍芽、紅外線傳輸等技術。 

2. 行動學習必需有相關的硬體裝置或平台：例如最常用的行動載具PDA、tablet 

PC等。 

3. 教育應用相結合，需要有其相關的學習活動模組，這其中也蘊含了相關的教

學理論、教學活動與教學設計等。 

4. 強調無所不在(ubiquitous)的方便性：行動性(mobility)、立即性地回饋增加行動

學習便利性。其體積小、輕便加上技術的更新與應用使其不受空間與時間的

限制。若與智慧型網路、代理人相合，對環境的感知，讓人體會其無所不在

的智慧環境。 

 

    科技的進步與便利，相對著也受到一些挑戰；例如資訊的負荷過大、不當訊

息的瀏覽、注意力的分散、對人体的傷害、科技的濫用等也是行動學習的困境之

ㄧ。所以行動學習除了時間空間便利以外必須考慮其適當性的問題：適切的時

間、地點、內容 

(Fischer，2001)。而電池的持續力、耐用性也是行動學習必須突破的問題之ㄧ。

另外，由於技術的發展使得行動學習不見得一定要持續的使用無線技術；儲存設

備愈作愈精巧、傳輸的進步等，使得學習者可將學習內容大量的預先載入自己的

學習載具，等到需要時再提取來使用，這對教學與學習的應用上又增加了其彈性。 

2.2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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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模式是指把教學的整個歷程做系統的處理;舉凡影響教學成果的所有因

素都包括在模式之內(張春興、林清山，1989)。本文將討論由於時代的變遷，因

應科技媒體的使用，學習方式的多元化，對教學模式應用的探討。 

2.2.1.教學模式的架構 

   美國的教育學者Glaser(1965)認為：所有教學的活動雖然千變萬化，但基本上

都包含了教學目標、預估、教學程序、評鑑四部份。Kibler提出GMI(General Model 

of Instruction)一般教學模式，其中也包括了教學目標、起點行為、教學歷程、教

學評量四部份。趙中建(2002)則認為教學模式也是一種教學計畫。在各項研究中

有關教學的模式相當多，到底在教學設計中應該包含那些項目，程序如何進行，

Dick & Carey(1985)發展了一套教學設計系統模式(systems approach model for design 

instruction)，這個模式包含了確定教學目標、進行教學分析、檢查起點行為、訂

定作業目標、擬定測驗題目、提出教學策略、選定教學內容、形成性評量、總結

性評量九個步驟。此外，最常被用來與教學媒體相應用的模式還有 Heinich, 

Molenda, Russell,與Smaldino (1999)所創的ASSURE模式。ADDIE模式則是常被用

來改良與開發許多電腦輔助教學系統、數位學習系統等。(引自沈中偉，2004)。 

    由以上可知，教學模式其實包含了教學前、中、後應準備的工作，包括最後

的評量，是一個有計畫的行為，有程序的，不一定是線性的，有可能是一個小循

環，而且在這當中還可以適時不斷的修正，以達成教學目標。 

2.2.2.資訊融入教學模式 

    張國恩(1999）指出一般老師較常用將資訊融入教學的三種模式：1.電腦簡報

的展示2.電腦輔助教學媒體的應用3.網際網路資源的使用。溫嘉榮(2003）更具體

的提出其應用的工具媒體將資訊融入教學的模式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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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資訊融入教學的模式 溫嘉榮(2003） 

 

此外，資訊融入教學可從三個階段來進行：（王曉璿，1999） 

  1.將網際網路視為大教具室，擴展教學資源的來源。 

  2.整合電子郵件形成教學活動的一環，擴展師生互動的機制。 

  3.將網際網路當作教室的延伸，擴展學習的空間與範圍。 

 

有學者認為網路應用於教學有以下四種新模式： 

1.基於資源利用的「主題探索（heuristics，啟思法）型」學習模式。 

2.基於網路溝通媒介（e-mail、WWW）的「合作」學習模式。 

3.基於Internet「遠程協商」學習模式。 

4.建立網上課程的學生「自主」學習模式等（何榮桂，2002；韓長澤，

2002）。 

 

應用範圍 工   具 方   式 

教學大綱提示 
Power point 、 Front page ＆

www 
多媒體展示、作業題目 

補充教材 Internet 資料蒐集、課堂提示 

學生自學教材 Front page 、www ＆ ASP 適性化教材 

師生互動 E-mail 師生溝通、問題解答、同儕學習、線上討論

線上測驗與評量 www ＆ ASP 
供學生課後練習，了解學生學習成就，作為

教學回饋 

虛擬教室 Internet 跨校跨國的學習互動或網路合作學習 

競賽活動 Internet 提供學生發揮創作園地大規模活動辦理 

學生作業 Pc office 利用電腦做作業及利用電腦學習 

班級及學生資料 Excel 、Access 、ASP 學生基本資料管理 

親師溝通 E-mail 家庭聯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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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渼(2004)所提出的創新中文網路教學模式則是以認知心理學的角度設計，以

訊息處理模式(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當作其系統模式與教學流程的步驟。綜

合以上我們可以看出有些學者以媒體的角度將資訊融入教學模式，有的將其教學

設計範圍界定出來且與應用軟體與工具互相做對應，有助於教學者在設計課程時

的思考。或者以階段程序來呈現的，或者以主題範圍來應用等等，這些都可以作

為行動學習模式的參考。 

2.2.3.融入行動學習的教學模式 

    有關行動學習的教學模式，在國內外有些案例可以參考。張國恩等人透過國

外行動學習案例的探討，試著從其中找出適合行動學習的教學模式。根據其國外

有關行動學習案例的探討，將行動科技可以運用在教育上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第

一類為創新教材。第二類為輔助傳統教學。二大類底下又可分為幾個主題：1.創

新教材：(1)探索學習(2)合作學習(3)一般軟體應用(4)科技內涵學習。2.輔助傳統教

學：(1)促進學習成效(2)取代舊有工具。（張國恩；宋曜廷，2004)。石貴平等人(2004)

透過行動導覽學習系統建置電子旅遊學習日記指出，此種行動學習的教育應用模

式可以分為主題式學習與任務式學習二種應用。日本東京大學開發一種系統，稱

之Musex，該系統是利用以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做為博物館行動學習的

導覽工具，協助學生合作與探索性的學習。Hiroaki Ogata等人(2004)應用情境感知

(Context-Awareness)的系統支援無所不在的學習，稱之 CSUL(computer support 

ubiquitous learning)。利用其無所不在的特性來學習語言，特別是重視輩分關係與

禮貌性的強調用法。Wang(2003)等人利用MLD(mobile learning devices)將學習活動

分成三個層次來實踐與評估，以建立無線的學習環境，分別是：學習流程(learning 

flow)、學習物件(learning episode)、學習功能(learing functions)。 

    由以上我們不難看出，許多學者在行動學習的實際應用上都會以其主題科目

是否適當為考量，有些則是以行動輔具的特性做出發，作技術的改良與硬體的整

合。此外，教材的特性、教學目標、當作輔助的工具以發揮其行動學習的特性也

是當中應當考慮的。 

      在商業應用上，手機也是一種行動學習輔具。現在的人幾乎人人都至少有

一隻手機，業者常常會以手機加值的角度來增加消費者對手機的使用率。英文的

學習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手機上也能學英文。手機上學習模式大致可分為三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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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ull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學習者需要主動作一些動作，才能取得學習資料，

適合長時間的學習。 

2.Push模式：行動字彙記憶服務。意即服務提供者將主動發送學習內容到使用者

端，由於行動裝置本身的螢幕及電池續航力限制，主動傳送的內容偏向獨立性、

完整性，較不適合長時間的學習行為，此架構多應用於語言學習。 

3.以MMS為基礎的行動學習整合服務架構：此種架構之下，教材編輯者會將編

輯好的行動教材上載至符合SCORM學習系統的學習伺服器。當學習者進入學習

伺服器後，可自行規畫行動教材的學習時程，如每日傳送哪些字彙、傳送的時間

等。當設定完畢後，學習伺服器會將行動教材傳送至MMSGateway。MMSGateway

會將行動教材儲存於MMSGateway的MMSStorage，並依照學習者設定的時間，

發送訊息到電信業者的多媒體訊息中心(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 Center，

MMSC)。(資策會技術尖兵，2005)。 

 

    業者利用手機的普及率及手機內建的多媒體技術功能這項利基而發展出手

機的行動學習模式。一般來說，手機因為體積較小，功能較不強大，螢幕也較小，

所以業者會以不同模式呈現。以符合消費者的需求。若以這個例子來說，手機的

行動學習模式似乎更需要技術面與相容性高的介面來支持。此外，跟教育領域比

起來，在商業上，似乎業者對消費者的需求有較高的敏銳度，這也是教育上教學

者在了解學習者的需求上所應當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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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討論，本文作者整理出一個有關行動學習融入的教學的模式參考，

如表2： 

表2行動學習融入教學參考模式 

 

    從表2的整理中，我們可以看出探索性的主題似乎是在行動學習環境之下較

好發揮的主題。尤其是自然科學與數學教學的活動。有研究指出自然科學與數學

領域由於其活動性強且需要運算能力，所以經常拿來做行動學習的應用(張國恩

等人，2004)。  

其實這些參考模式很多都是由傳統上的教學模式而來，其中很多與網路上的教

學、實體上的教學都是共通的，只是因應行動學習的特性而有所選擇，並且對於

使用上的情境加以描述。這些參考的選擇並非一定非要如此，但至少讓教學者想

融入行動學習於教學中做的一個參考。 

 

 

教育應用方式 應用情境描述  使用工具參考 

探索學習 
田野調查、收集水資源、天文變化、

四季成因/數學教學/自然科學 

電子書包、 

tablet PC、PDA 

主題式學習 博物館、旅遊參觀 
PDA、電子書包、

tablet PC、手機 

任務式學習 旅遊參觀 PDA、tablet PC 

合作學習 博物館、/自然科學/應用範圍廣 
PDA、電子書包、

tablet PC 

一般軟體使用 自由軟體、遊戲 / 遺傳學 PDA 

科技內涵學習 
GPS 定位、農業資訊調查、實驗當地

土壤性質 
PDA 

促進學習成效學習 特殊需求、紙筆無法達到的效果 PDA、tablet PC 

成人/終身/非正式學習 
時間短、迅速、極便利性/上班族/語

言的學習 
手機、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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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語 

    自古至今，人們永遠都在追求最快速的方法，現今的人似乎要與速度時間來

比賽，行動學習提供了人們學習的另外一種方式，但如何在適當的時間、適時的

地點進行合宜的行動學習，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深思的。本文希望透過探討有關

行動學習合宜的教學模式，並對其情境加以描述，以作為選擇行動學習的參考。

濫用科技與誤用科技、為了使用行動而行動都是不合宜的，這也不符合行動學習

的意義。在往後的研究，有兩點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一是針對這幾種模式作與行

動學習相關的教學設計。另一個則是探討有關行動學習與傳統學習方式及網路學

習方式的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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