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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推行或參與資訊活動的歷程中，學校校長、教師、家長或社區人士與

學生等，大家都明顯地受益資訊融入教學之附加價值。作者藉本文之闡述，

期望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家長或社區人士皆能理解資訊融入教學活動對

於學生統整學習之幫助，重新思考資訊教育之基本面，擬定資訊融入教學

之具體推展策略，瞭解資訊融入教學理念之來龍去脈，以實際行動支持教

師進行網路數位化教學活動。本文從「教育夥伴」的角度，以中小學校長、

教師、家長、學者專家等角色互動，探討學校推行資訊融入教學的策略，

校長成為一位學校總體課程領導者，帶領全校教師參與資訊融入教學課程

設計，結合廠商與家長資源，凝聚眾人之意見與想法，為臺灣資訊教育推

行貢獻，以增進學生具備國際視野之競爭能力。

關鍵詞:資訊教育、資訊融入教學、實踐與反省

~80 苛責 中聲教育伍拾捌卷制期



是誰吃了乳酪?從教育夥伴談學校推展資訊融入教學之策略

To Inquire the Strategy for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into Classroom Instruction in E1emen個ry and Secon也可 SchooIs: From the Pe目:pective ofEducationaI Par祖師

lan Ying-Li Hsiao @ Doctoral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Ta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more fully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ICT) into elementa可 and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 instruc

tion.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various “educational partn

ers" in this integration pr吋ect， including principals, teachers, parents and students, all of 

whom can only benefit from the greater classroom use of ICT. The author thus wants the 

partners to understand the issues involved as well as possible, so that they may best ex

plain the benefits of integrated learning activities involving ICT to students, and so that they 

may most effectively plan and implement new ICT-integrated curricula and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The principal, combining the resources of corporate companies and parents, 

should facilitate teachers in designing digital materials, and encourage parents to guide the

ir children in the use of network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he point is that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in the fuller implementation of ICT education in Taiwan, for this will ultimately 

best equip our students with international vision to compete globally. 

Keywords: ICT education, ICT-integrated instruction,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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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前言

為因應世界各國積極投入大量人力與

資金於資訊科技教育推廣與研發，我國教

育部自從 1998 年擴大內需專案提供全國

中小學電腦教室與網路設備補助，將全國

中小學電腦教室與網路環境連線，並投注

大量人力積極辦理教師專業資訊研習活

動，以提升教師資訊科技技能(邱瓊慧，

2002) 。期望學校能因應時代潮流與時空

背景，將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活動上(教

育部 '2001a) ，進行轉型以面對二十一世

紀的資訊科技時代。作者鉅觀地從整體面

觀察臺灣資訊教育推展，從經費補助、師

資培訓、校長之學校領導、資訊教育推行

的內容、家長與社區人士的參與角色與網

路互動學習等層面來檢視。

第一、從經費補助的層面來說，以往

擴大內需補助全國中小學每一學校之電腦

軟硬體設備補助經費，各校皆可取得資訊

教育軟硬體鉅額補助款。但是，近來逐漸

轉變為競爭式計畫補助，教育部已經針對

全國各縣市遴選資訊重點學校進行設備補

助，各縣市政府教育局需自籌部分補助

款，協助教育部補助縣市內資訊種子學

校，以進行長期之資訊融入教學計畫活動。

第二、從師資培訓的層面來看，以往

教師資訊培訓研習的課程內容著重電腦軟

至 82 在中導教育伍拾捌卷州期

體操作與硬體維修，教導教師如何使用

Word或 PowerPoint等文書處理軟體，或如

何進行電腦硬體故障之判斷與維修之實務

性操作。現今教師資訊培訓研習課程內容

包含自由軟體操作之外，也重視教師網路

課程設計能力的養成(歐陽間， 2001 ; Re

iser, 2001 )。教育部針對教師之資訊融入

教學能力提升，提出許多策略性方針，例

如:舉辦全國性中小學教師資訊融入教學

教案設計競賽活動。

第三、從校長之學校領導層面來看，

以往資訊教育大多獨立於學校內部推行，

不受校長或行政人員重視。現今各項教育

評鑑皆將資訊教育業務納入學校經營續效

考核之一，且校長之教育行政領導也將資

訊教育績效領導納為整體學校行政領導項

目之一，促進校長應用資訊科技提升行政

領導之卓越績效。

第四、從資訊教育推行的內容看來，

從過去學校重視電腦維修與網路管理之工

作，重視電腦軟硬體更新與維護之工作重

點。現逐漸跨越資訊科技領域，將校園內

電腦軟硬體設備維護更新服務委外，全力

支持教務處帶領校內教師團隊進行計畫申

請與推展資訊融入教學活動。

第五、從家長與社區人士的參與角色

來看，過去的資訊教育大多著重於學校內

的師生進行資訊能力培訓，家長與社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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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可以參與電腦培訓課程也逐漸縮水，相

關電腦研習活動因經費補助而停辦。現今

的資訊教育活動將學生視為活動的主體，

家長與社區人士轉型為專業輔助角色，協

助學校教師進行網站開發、程式設計與網

頁美工之輔助性工作，支援教師教學專業

以開發網路課程。

第六、從網路互動學習的層面來看，

以往實體電腦教室之資訊課程教學活動，

對象只包括一位教師與全班學生，受限於

固定時間與空間的資訊教育。由於網際網

路發達，虛擬網路學習活動允許學生不受

限時間與地理空間 C Rowland, 2000) ，跨

越了校園圍牆，鼓勵學生參與網路學習活

動，與校外或國際學生進行主題探究(陳

惠邦， 2006 ; Selwyn & Brown, 2000) ，加

強學生對於資訊科技應用的深度與廣度。

所以，從以上的經費補助、師資資訊

課程培訓、校長之學校領導、資訊教育推

行內容、家長社區人士之角色與網路互動

學習等層面來看，資訊教育經營哲學因應

時空背景轉換而不斷地更新與轉移，仔細

檢視資訊教育推行與參與的歷程中，發現

實體教育環境中的「教育夥伴 J 校長、

教師、家長與學生等，都是資訊教育互動

歷程中的重要角色。本丈從整體與鉅觀的

角度，並針對教育現場的校長、教師、家

長或社區人士與學生等(圖 1) ，探討學

校推行資訊融入教學之歷程中，是否都能

受益於資訊融入教學之成效，累人是否皆

能吃到最香甜的乳酪!

.、探討學校成員參與資訊融

入教學之策略

一、校長為學校整體經營續放而努

力

校長是學校經營之靈魂人物，影響了

學校教育環境中的教師、學生與家長等，

也是課程與教學改革之重要推手。在推行

資訊融入教學活動的歷程中，校長首先需

體認學校總體課程是持續與永恆推行資訊

教育活動之重要脈絡依據(岳修平， 1999 ; 

林月盛， 2002 ;徐新逸， 2003 ;徐新逸、

吳佩謹， 2002 ;張盈霏， 2005 ;陳儒晰，

2003 ; Bitner & Bitn哎， 2002; Dias, 1999; Ely, 

1999; Granger, et al., 2002; Pelgrum, 2001) , 

緊跟而來的電腦軟硬體資源用於投入學校

建設，並凝聚校內教師團隊向心力，營造

專業與優質之資訊融入教學研究風氣 CPack，

2003) ，建立起卓越領導績效，打響創新

改革之辦學口碑。以下，茲列點敘述說明:

1.學校總體課程是持續推行資訊教育

活動之重要脈絡依據:資訊融入教學活動

需要長期注入人力與資源之經營，校長對

於資訊種子教師團隊關心，提升教師之研

酬。7 AprilS臨酬的 Edu個枷~ 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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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長為學校整體經營績效而努力

1.學校總體課程

2 投入資源、於學校建設

3. 凝眾校內教師團隊向心力

4. 營造優質之教學研究風氣

5. 建立起卓越領導之績效

四、學生為資訊融入教學活動的主體

培育學生成為統整學習之全人

1.統整學習的能力

2.多元閱讀能力

3.批判思考能力

4.合作學習的能力

5.綜合分析的能力

二、教師是資訊融入教學

之詮釋者與推行者

1.參與學校改革的歷程

2. 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3. 讓創新融入教學活動

4. 創新的主題課程設計

5. 教師學會傾聽多元聲音

之素養

6. 行動研究能力

7. 教師之實踐反省

三、家長在教育環境中的

角色轉型

1.對學校的肯定與支持

2.提供資源、支持學校辦學

3.家長之教育觀念的轉化

4. 家長合作參與課程研發

5. 網絡學習需你我共伴行

圖 l 學校推展資訊融入教學之輩略架構圖

華徊在中等教育伍拾捌毒草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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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與教學士氣，並隨時隨地提供支援與資

源，鼓勵教師參加資訊融入教學之相關研

討會與會議，帶回創新經驗與心得並融入

於學校總體課程(蔡清凹， 2002 ; Muller 

& Taylor, 2000; Popkewitz, 2000) 。長期推

展學校本位特色之資訊融入教學方案，因

為學校總體課程是持續永恆推行資訊教育

活動之重要脈絡依據。

2. 投入資源於學校軟硬體建設:為了

補足學校內電腦軟硬體設備的不足，校長

無不花費心思努力找尋電腦軟硬體設備補

助款，以充實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來支援

教師從事資訊融入教學活動。藉由申請資

訊融入教學計畫，學校可獲得競爭式補

助，充實學校內之電腦軟硬體設備相關資

源。

3. 凝聚校內教師團隊向心力:校長帶

領學校教師參與申請資訊融入教學計畫活

動，以身作則參與資訊教育計畫，營造學

校宛如大家庭之同舟共濟氛圍，帶領學校

教師朝著學校願景努力。營造專業與優質

之資訊融入教學研究風氣:國民教育之目

的在於培養學生成為一位全人，一位專業

與敬業的教師在引導學生深度思考過程是

極為重要的。校長為了提升校園內教師之

資訊科技融入於課程設計與教學能力，舉

辦各類研習活動或工作坊，打造一個積

極、專業與優質之資訊融入教學研究風氣

之校園。

4. 建立起卓越領導之績效:校長為成

功地推行資訊融入教學活動，需全盤瞭解

學校本位課程，進行「優勢」

(S出n阱s) 、「劣勢 J ( Weaknesses )、

「機會 J ( Opportunities )與「威脅」

(Threats) 之學校資訊教育推展 SWOT策

略分析，瞭解學校經營之優勢與卓越點，

統整各領域學科課程內容，以資訊科技融

入課程與教學，進行專題與主題計畫研

究，建立起卓越課程領導之績效。

5. 打響創新改革之辦學口碑:學校校

長為了達到學校經營願景，需瞭解學校願

景之理念與精神，藉由資訊融入教學研發

與探究的精神，型塑出堅強實力的行政支

援與研究團隊，實地參與行動研究方案，

支持資訊融入教學活動，以建立起創新改

革之辦學口碑，除卻行政貪婪與趨功避過

之怠情心態。

二、教師是資訊融入教學之詮釋者

與推行者

教師參與學校改革的歷程中，體諒學

校經費不足無法全數供應軟硬體設備之窘

境，而以積極與團隊合作方式來爭取資訊

融入教學計畫，為學校注入電腦軟硬體設

備改善資源的同時，也體認教育改革之潮

流與趨勢(何榮哇， 2001a ' 2001b ' 2001c ' 

20007 April Secondary Edu叫ion ~ 85 E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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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a ' 2002b ;吳振賢， 2002 ;李新民，

2000 ;崔夢萍， 2001 ;張國恩， 1999 ;溫

嘉榮， 1999 ;韓善民， 2001 ; Dupagne & 

Krend1, 1992 ; Pach1er, 2001 ; Trilling & Hood, 

2001) ，提升教師自身的專業能力，讓創

新融入教師之教學活動 (Bay1or & Richie, 

2002 ; Jones, 2001 ; Joseph, 2004 ; S仕eh1e & 

Hausfather, 2002 ;尹玫君， 2000 ;何榮桂、

籃玉如， 2000 ;吳正己、陳美靜， 1998 ; 

吳正己、陳美靜， 2001 ;陳欣舜、徐新

逸， 2000) 並具備創新的主題課程設計能

力，學會傾聽多元聲音之素養，輔佐行動

研究能力之實踐，提升教師之實踐反省能

力。教師是教育環境中最為重要的詮釋者

與推行者的角色，因為直接面對家長需求

與學生之學習問題，也較為深入理解學生

之學習困難而能提供解決策略以輔助學生

學習 (Beck & Rei1, 2000 ; Dias, 1999 ; Ert

mer et al., 1999 ;王雅觀， 2005 ;全中平，

2005 ;李鴻亮， 2000a ' 2000b ;徐新逸，

1998 ;高健智， 2005 ;許茂青、羅希哲，

2006 ;陳君瑜， 2005 ;溫嘉榮， 2003 ;顧

大維， 2005) 。以下，茲綜合文獻並列點

敘述說明之:

1.教師參與學校改革的歷程:學校面

臨了九年一貫課程重大改革之挑戰，教師

賦予了課程設計之教學專業進行設計學校

總體課程，以實際的行動參與學校課程改

聾的還在中等教育伍拾捌卷州期

革的歷程，體會從無到有的課程改革之艱

辛歷程。現今中小學面臨設備資源不足之

窘境，教師內心對於學校設備不足的體諒

與包容，如能願意主動與積極地參與資訊

融入教學計畫 (Becker， 2000; Lawson & 

Comber, 2000; Windschitl & Sah1, 2002) ，以

團隊合作方式結合校內其他領域教師進行

教學研究整合( 01s凹， 2000; Whitfie1的 Lati

mer, 2002) ，吸納更多的軟硬體設備資源

以解決學校經費不足之窘境，用學校團隊

教師合作之力貢獻學校資源，以激發教師

心中之課程與教學改革動力。

2. 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教師參與資訊

融入教學的過程中，需不斷地鑽研資訊融

入教學理論與實際(溫嘉榮， 2003; A1bion 

&Ertr闕， 2002) ，無形中強化了教師在資

訊融入教學之實際與理論之間的轉化與結

合 (Kozma & Anderson, 2002; Rice, Wi1son 

and Bag1ey, 2001) ，提升了教師之教學專

業素養 (Beck & Reil, 2000; Russell, et.祉，

2003 ) 

3. 讓創新點子融入於教師的教學活

動:教師如能善用資訊科技於教學活動

中，將能有效地提升學生之學習興趣 (Rus

sell, et. al., 2003) ，透過師生互動教學相

長，教師吸取學生創意點子，活絡教學活

動過程趣味，教師也同時將活動情境融入

於教學活動創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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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具備創新的主題課程設計能

力:九年一貫課程重視統整課程之概念，

教師為了吸引學生參與活動，以主題式且

跨領域結合概念( GirOl眩， 1992) ，運用資

訊科技之多媒體方式呈現，協助學生建立

統整學習概念，並檢視學生學習歷程以修

正課程設計，提升教師自我評鑑與主題學

習活動設計修正之能力。

5. 教師學會傾聽多元聲音之素養:面

臨後現代的社會，教師要學會聆聽多元意

見的素養( Solomon, 2000) ，體察世界潮

流、資訊科技教學取向與教育政策對於資

訊融入教學之重視等，勇敢面對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之取向。施行過程中難免遭遇挫

折與困難，尋求協助資源進行問題探究，

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決策略。教師以謙虛、

包容與聆聽多元聲音的素養，勇者無懼地

推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以掌握資訊科技

時代的脈動與教學趨勢。

6. 教師的行動研究能力之實踐:行動

研究在於協助教師發現教育現場的問題並

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決策略。教師在施行資

訊融入教學活動的過程中，為瞭解學生透

過資訊科技的學習成效，便可採用行動研

究的方式來觀察、記錄與訪談學生對於資

訊科技學習的學習成效或觀點，驗證何種

資訊融入教學策略較適合學習活動中 (Ko

zma, 2000) ，逐步將資訊科技推廣於學生

學習活動(溫嘉榮等人， 2005) 

7. 提升教師之實踐反省能力:在教師

教學之前、教學過程與教學結束後的三階

段歷程，時時進行反省教學的歷程，以記

錄的方式反省自身施行資訊融入教學之優

缺點，透過學年會議或教學成果分享，同

儕教師之建議以作為資訊融入教學之實踐

參考依據。

三、家長在教育環境中的角色轉型

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學校教育的延伸，

家長在親職教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

長要逐漸從被動轉型為積極主動參與的角

色，家長與學校的關係要以伙伴合作取代

對立關係，學校安排學習課程要公平地對

待全數學生而非僅受惠於少數學生。學校

為了推展資訊融入教學，需將資訊融入教

學理念解釋清楚，對於學生有哪些良性互

動之助益，以促進家長之教育觀念轉化，

取得家長對於資訊融入教學之共識與信

心。當家長對學校辦學的肯定與支持，家

長才能提供更多的人力與物力資源來支持

學校辦學，合作參與網路學習課程研發，

你我共伴行來協助學生參與網路互動學習

活動。以下，茲列點分敘說明之:

l.家長之教育觀念的轉化:校長之辦

學理念首先要取得學校教師與家長之認

同，才能依據學校願景推行相關資訊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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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政策。教師是位於第一線的教育工作

者，直接面臨家長且暸解家長對於孩子之

期望，教師是一位最瞭解家長與學生之教

育工作者，如何適度地說服家長觀念以引

導學生參與正規學習，是一件刻不容緩且

嚴肅的課題。資訊科技融入於教室活動

中，提升了學習活動之趣味性與豐富性，

但是面臨社會大環境競爭與家長對於孩子

的成績要求，認為資訊融入教學活動會影

響孩子學習成績，家長之反對意見更可能

阻礙教師從事創意的資訊融入教學活動。

教師需結合眾人之說服力，並闡述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可以為孩子帶來學習樂趣與理

解不易懂的課本概念。教師善用不同的教

學策略來引導學生進行學習活動，以培養

學生之統整學習能力，而這些都需告知、

說服與教育家長的重要觀念。

2. 家長對學校辦學的肯定與支持:學

校透過電子報或地方媒體，將學校辦學績

效與特色傳達給學校師生、家長與社區人

士，以對於校長辦學理念的肯定，才能陸

續獲得教師、家長與社區人士的支持與資

源。家長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家長觀察校長之學校經營領

導，檢視與關心教師之教學成效，學校要

清楚告知家長資訊融入教學之理念與作

法，在於統整學生之學習知識與經驗，引

導學生具備知識統整、分析、批判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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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當家長支持學校的辦學理念時，

教師才能更進一步地推行精進與創新之資

訊融入教學活動。

3. 提供更多的人力與物力資源支持學

校辦學:學校長期執行資訊融入教學計畫

方案，默默付出總能獲得迴響與肯定。教

師的精進努力研發資訊融入教學之創新方

式，打響了學校知名度以吸引師資培育機

構前來參觀，接續的志工與財源則將會不

斷地把注。在推行資訊融入教學活動初

始，課程設計與教學創新豐富著資訊融入

教學活動的進行，教師更需要人力與物力

支援，協助製作網頁、程式設計、教學影

片轉檔等電腦技術工作，讓教師將更多的

心力與時間投注於輔導學生學習活動上

(Wheeler, 2001) ，發揮教育專業帶領學

生進行網路知識探索，引導學生面對知識

合理地質疑與批判，養成學生發表與欣賞

的知識統整學習能力。

4. 家長與教師攜手合作參與網路課程

研發:教師專業在於課程設計、輔導學習

與教學活動進行，資訊融入教學活動的過

程需運用電腦科技設備，家長義工或社區

人士協助教師排除電腦使用障礙，降低教

師使用電腦設備之挫折感，提升教師使用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之意願。在數位課

程設計方面，教師的角色並非一手包辦所

有的電腦技術工作，宜以團隊分工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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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進行數位學習課程設計 (Anderson，

2002) ，例如:民間數位機構、學術研究

單位或大專院校中，蘊含著專業的人力與

新型設備，其可提供影片拍攝、轉錄、剪

接、合成、程式設計與網頁資料整理等服

務，學校家長之中也不乏具備程式設計、

網頁維護與數位內容編排等專長。學校宜

主動走出與民間機構、大專院校、家長或

社區人士合作，結合專業人力與豪華電腦

設備進行開發網路數位學習教材，豐富之

網路數位教材可供全體教師使用。

5. 網路學習需你我共伴行:學校教育

在教育環節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社會與

家長兩者更是需要配合學校教育推展，以

獲得更佳的教育成效。在學校中，教師引

導學生如何使用電腦網路蒐集相關學習資

訊與進行知識深度探索的歷程;在家中，

家長扮演著輔導角色，親子共同上網以提

升親職教育之品質，將學校教育延伸與關

連至家庭教育，提升數位學習之品質;在

社會中，各種創意的網路數位學習產品增

添了學習豐富性，國家法令對於網路色情

之規範'將是學生在上網學習時重要的保

護傘。當教師帶領學生進行數位學習時，

需要你我他共同合作保護孩子上網的環

境。學生的網路學習活動並非單靠教師一

人可以完成，而是需要家長、線上學者專

家、網路警察與義工等，維護乾淨的網路

學習空問與提升數位學習的品質。

四、培育學生成為統整學習之全人

學生是教育活動的主體，也是校長、

教師與家長之關心焦點，教師帶領學生參

與資訊融入教學活動，關注與培養學生具

備有多元閱讀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合作

學習的能力、綜合分析的能力、創新研究

探索的能力與發表及欣賞的能力等 (Witt，

2004 ;黃誌坤， 2004 ;劉世雄， 2004) 

教師鼓勵學生參與更為豐富與多元的學習

活動，善用資訊科技教學找出學生個人獨

特之學習特質，以提高學生學習內含之豐

富性、多元性與趣味性。以下，草條列敘

述說明之:

1.注重學生統整學習的能力:教科書

上的知識呈現是靜態的，且不容易找出知

識彼此之間的關連，多媒體網頁的超連結

設計，允許學生點選進入更深一層的知識

動態探索，舉如:一篇敘述林懷民之文

章，點選多媒體網頁便可連結林懷民現場

之表演影片、個人照片與歷年來得獎文字

敘述等，動態之網頁設計允許學生進一步

地瞭解學習內容的深度與廣度。學生在瀏

覽網路內容的過程中，欣賞圖片、動畫與

影片並關連著文字敘述，關連整體學習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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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吳鐵雄 '2001; Roblyer & Knezek, 

2003) ，從認知學習的觀點來看，有助於

學生日後知識檢索，也意味著透過訊息檢

素腦內長期記體，迅速地關連到舊學習知

識，有助於新學習內容之學習遷移。

2. 增進學生的多元閱讀能力:在課程

改革的歷程中，專家們強調知識來源並不

能僅限於教科書，宜鼓勵學生多閱讀教科

書以外的書籍，以擴展學生的閱讀領域知

識視野。電腦網際網路的發達，將各種型

態的閱讀資料上網，方便使用者免費閱讀

或觀賞丈物，舉如:虛擬博物館、線上電

子報或電子期刊等，知識內容包羅萬象，

教師在進行資訊融入教學過程中，如能引

導學生透過資訊科技來進行線上閱讀，讓

學生透過閱讀活動來關連教科書之內容

(Rice, Wilson & Bagley, 2001) ，以達到深

度與廣度的知識經驗連結。

3. 重視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教科書

並非是知識唯一來源，意昧著教科書上之

文字敘述、圖片呈現或表格整理可能是錯

誤的，教師允許學生對於教科書內容產生

合理性質疑，透過線上百科全書或學術研

究資料庫搜尋，來驗證教科書內容之真

偽，以提升學生對於學習知識內容的分析

與批判能力 (Brian， 2006) ，有助學生日

後之學習活動進行。

潭 90 告中嘻教育伍捨捌卷制期

4. 養成學生合作學習的能力:知識內

容包羅萬象，學生單獨一人無法全面顧及

知識層面，透過小組合作的討論方式，吸

取小組成員之意見，作為知識創新的參

考，以合作學習取代過去成績競賽的方式

(溫嘉榮等， 2005; Reeves, 2000) ，分享彼

此學習的心得與快樂。一個優良網路課

程，設計許多虛擬的小組互動課程，小組

必須合作完成一件成品，並解釋成品的意

義，激發學生合作的精神，透過合作與分

享的歷程，讓小組成員分享彼此想法，小

組式的腦力激盪合作學習，激發出創意點

子。

5. 培育學生綜合分析的能力:當學生

進行網路資料搜尋時，面對著許多雜亂無

章之參考資料，產生徬徨而照單全收地列

印出來 (Mann & Stew剖， 2000) ，敷衍了

事地繳交作業。教師在引導學生資訊科技

輔助學習的歷程中，有此絕佳之訓練學生

的綜合分析練習機會。教師提出質疑搜尋

文件之合理性，請學生再度進入權威性資

料庫搜尋，以多種學術研究資料庫進行綜

合比較與分析，尋求強力的證據說明資料

的真偽，有助於學生資料蒐集態度的嚴謹

性與綜合分析能力。

6. 孕育學生創新研究探索的能力:知

識學習是永無止盡的歷程，現在的知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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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著謬誤而等待著人們察覺。電腦

將全本百科全書建檔，提供索引與查詢之

功能，透過網路連線讓使用者輕鬆地登入

查詢資料。資訊融入教學的過程中，教師

利用電腦呈現知識學習不同的面向與概

念，學生也能從不同角度來檢視學習事

件，取代一成不變照單全收的知識灌輸模

式(尹玫君， 2001) ，允許學生提出質疑

與批判( Pachler, 2001) ，養成創新與探索

知識能力，培育學生創新、探索與研發之

能力。

7. 促進學生發表與欣賞的能力:教師

善用多元的教學策略，使用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將教學活動變得更活潑與生動，鼓勵

小組簡報呈現各組研究心得，讓教室活動

更增添一股濃郁且活潑有趣的學習氣氛，

讓學生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學習如何以

最簡短時間且叉能道出簡報重點，吸引全

班目光才是成功的發表。利用電腦、數位

攝影機、數位相機與網路等資訊科技，學

生善用這些資訊科技整合研究心得並簡單

扼要地呈現成果，訓練上臺發表能力與儀

態;同時，也持著欣賞之修養，尊重他人

發表之權力，靜靜地聆聽同學報告重點。

教師精心的課程設計，讓學生在參與資訊

科技之學習歷程中，養成發表與欣賞之能

力。

8. 學生參與更為豐富與多元的學習活

動:拜資訊科技的進步之賜，透過多媒體

結合影像、聲音、文字與動畫的元件，展

示虛擬且不易傳達的艱深概念給學生理

解，舉如:化學元素或數學之空間組合概

念等動畫展示，讓學生透過電腦操作化學

元素與數學空間變化，激發學生學習興

趣，促進學習活動之豐富與多元性。

學、學校推行資訊融入教學活

動之建議

從上述研究文獻看來，推展資訊融入

教學的過程中，大多著重於學校行政人

員、教師或學生等角色來探討推展資訊融

入教學活動之成效，但是欠缺了對於社區

人士或家長對於學校推展資訊融入教學之

探討，以致於學校推展資訊融入教學過程

中缺少家長對於學校推展的意見。因此，

作者從學校校長、家長、教師與學生的角

度來談，如何形成一個巨型資訊融入教學

之脈絡，提出具體可行推動策略之建議 o

一、學校校長的角色

1.具備經營領導哲學 (philosophy of 

叩叮巳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來領導

學校課程與教師專業社群參與資訊融入教

學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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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學校經營理念建立願景，並深

入理解學校本位課程以融合資訊教育活

動，推展學生統整學習活動。

3. 體認國際國際交流活動，透過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活動，建立國內外學校課程

經驗與活動交流管道。

4. 融入於該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以凝

聚社區人士對於學校經營之共識與體認。

5. 與國際姊妹校建立長期合作伙伴關

係，就課程經營、丈化交流、網路學習活

動等面向，進行學校資訊教育之整合經營。

6. 將資訊教育經營面向延伸到國際，

透過網路視訊會議平臺，邀請國際合作學

校與學者專家就資訊教育議題交換意見，

理解國際資訊教育經營趨勢。

7. 召開資訊教育諮詢會議，邀請學者

專家、教師、家長、社區人士與學生等，

以進行團隊諮商與協調。

8. 從學校擴展到社區特色經營、區域

性家長聯盟所辦理之資訊教育座談會、國

際姊妹校參訪活動等，以活絡經營資訊教

育之面向。

二、教師的角色

1.養成終身學習的能力，不斷因應潮

流來修正教學科技融入策略。

2. 積極參與網路學習社群，擴展人際

~ 92 ~冥中等教育伍拾捌卷佩斯

關係網路，並暸解Web 2.0 精神，課程可

由家長、社區人士、專家與學生等共同網

路創作。

3. 養成團隊合作精神，協力完成學校

進行資訊教育專案計畫。

4. 具備英語聽說讀寫溝通能力，以藉

由資訊教育進行國際交流活動。

5. 善用部落格進行網路教學，藉由網

路融合學生創意思維。

6. 參與行動研究修正教學策略，以反

省教育現場的實踐。

7. 辦理資訊融入教學成果發表會，邀

請專家、社區人士、家長與學生共同分享

成果。

三、家長的角色

1.積極參與學校資訊團隊運作，隨時

提出協助團隊教師之方案。

2. 支持學校資訊融入教學之決策，共

同參與孩子之數位學習活動。

3. 轉化升學導向之觀念，共同參與孩

子的多元學習活動。

4. 辦理義工服務成果發表會，讓學校

校長、教師、社區人士與學者專家體驗家

長之參與行動力。

5. 清楚認識資訊融入教學之趨勢，將

學校活動延伸到家庭生活，引導孩子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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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6. 協助學校推展國際化交流活動，提

供寄宿家庭服務國際姊妹校學生，從學校

部門延伸到民間友誼之建立。

7. 定期參加區域家長聯盟所舉辦之資

訊教育相關研討活動，對於學校資訊教育

活動有清楚概念與認知。

四、學者專家的角色

1.學者專家扮演著居中協調的角色，

在學校推行資訊教育過程中位居重要地

位，例如:協助學校發展本位特色課程，

為家長、教師發聲，提供諮詢意見等。學

者專家實際進入教育現場，與現場教師及

家長共同參與資訊教育活動，如:臺灣師

範大學吳正己教授、何榮桂教授、臺南大

學林奇賢教授、淡江大學徐新逸教授、樹

德科技大學溫嘉榮教授等，都是學者專家

積極參與學校資訊教育推動的真實案例，

秉持學術專業與服務熱忱，影響更多教育

現場的教師參與資訊融入教學。

2. 成為學校之特定諮詢專家，帶領學

校資訊團隊共同成長，並進行國際交流活

動推展。

3. 引進學術研究團隊進入教育現場，

以進行實際與理論之脈絡結合。

4. 整合現有的網路學習平臺資源 (web

based learning platfonn ) ，單一入口資源有

利教師施行資訊融入教學活動。

5. 建立資料交換的 SCORM (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通用格式，

以利課程、學生學習資料進行學校端之交

換 o

6. 協助學校進行資訊融入教學行動研

究，探討教育關係人(如:學校行政人

員、教師、家長等)的角色與互動關係。

7. 提供學校推展資訊融入教學之線上

諮詢服務，提出有效之建議策略來解決教

師、家長、行政人員所遭遇的困難。

8. 參與結合理論與實務的研究成果發

表，以爭取國科會與教育部研究專案之經

費補助，以永續經營資訊教育活動推廣。

9. 學者專家協助學校找出課程發展特

色，以協助提列中小學整合型研究計畫，

邀請教育關係人擔任子計畫之主持人，

如:學校校長、社區人士、家長等依據專

長來擔任研究子計童的主持人。

韓、結語

筆者輔導基層學校的過程中，發現校

長在推行資訊融入教學活動的歷程中，遭

遇家長與教師的質疑，叉面臨學校軟硬體

不足的窘境，向上級長官爭取經費時的委

屈，時下感嘆校長難為。教師也大為抱怨

為何校長立志推行資訊融入教學活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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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時間有限且瑣碎事務繁雜，無爭取設備

資源且無心力推行，剝奪教師在校少許時

間進行資訊融入教學，心中有著被壓榨之

不愉快的感覺。家長質疑校長與教師為何

採取資訊融入教學活動，以成績導向否定

了資訊科技在學習過程的重要輔助角色，

形成一股反對任何改變學生學習方式的勢

力，即使有志推行資訊融入教學之校長或

教師也難伸展發揮。學生是最可憐的一

群，面臨大人的爭論與責難，存在著什麼

是最有價值的知識困惑，學校與家長對於

教學理念不同步之時，學生對於資訊科技

既愛叉害怕受傷害的困惑，喪失了資訊科

技融入學習可以啟發批判思考、創意解決

策略、合作學習發表與欣賞之能力養成的

契機。

靜心檢視這些渾沌現象，其重要的核

心問題在於「人」對於資訊融入教學觀念

之理解與詮釋。校長推行資訊教育不宜因

為短期獲得資訊設備補助經費來充實學校

資源而心滿意足，宜是以學校本位課程為

主體，將資訊融入教學理念融入於課程設

計與教學活動中，資訊科技並非是單獨地

被拿來爭取大筆經費的唯一工具而己，而

是需要長期規劃與推行的學校統整課程活

動。教師對於資訊科技所帶來的不便而產

生抱怨是理所當然的，也成為婉拒資訊融

~， 94 迫在中聾教育伍拾捌卷制期

入教學之最佳藉口，抱怨學校未能提供絕

佳設備資源供教師使用 (Mumt缸， 2000;

Pelgrum, 2001) ，為何強迫教師推行?學

校初期的確欠缺電腦設備，但善加運用電

腦教室與家長資源，是可解決途僅之一，

因教師專業在於課程設計與帶領教學活

動，安裝文書處理軟體之電腦設備即可應

付課程設計所需，且當教師體認參與資訊

融入教學的過程中可以驗證知識，叉可提

升課程設計與教學專業素養，何樂而不

為?面臨家長質疑時，才能展現課程與教

學專業來導正家長成績導向之偏差觀念。

家長心中仍存在著成績導向的迷思，對於

教育改革的理念質疑，且可能產生誤解。

教師擔任課程與教育改革之代言人，詮釋

資訊融入教學活動在於啟發學生之統整學

習能力。學校結合地區家長聯誼會辦理課

程與教學改革說明會，邀請親自參與資訊

融入教學活動之家長現身說法，以實例來

說明資訊融入教學對於學生統整學習之輔

助，協助家長排除心中困惑以取得資訊融

入教學推行之共識，從被動轉為主動參與

學校資訊融入教學課程研發與教學，為資

訊融入課程與教學改革注入新動力。

學生面對成人之間對於資訊融入教學

之論辯，對於教育價值與學習方式產生質

疑，宜採背誦式學習或使用資訊科技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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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呢?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成為一

位全人，重視統整分析、思考與解決策略

之全人學習，教育機構、教師、家長與社

區人士如能對於資訊融入教學活動取得推

行的共識，熟悉資訊融入教學理念且攜手

合作協助學生善用資訊科技來輔助學習。

藉由資訊科技輔助，教師以往難以顯現的

抽象概念，協助學生清楚地理解概念之間

關係，並能使用電腦來表達這些抽象概

念，引導學生獲得統整學習之概念，以協

助其下一階段新概念之學習遷移。學生為

教育的主體，學校因為學生才存在，家長

也因為關心孩子而對於資訊融入教學之成

效產生既愛文害怕受傷害之矛盾心理，校

長體認學校統整課程是長期推行資訊融入

教學之重要脈絡，教師以實際行動說服家

長樂於接受學生參與資訊融入教學活動，

啟發學生之統整學習、批判思考、後設認

知、發表欣賞、多元閱讀與樂於參與合作

學習之全人。

其實，在推行或參與資訊活動歷程

中，學校校長、教師、家長或社區人士與

學生等，大家都明顯地受益了;也就是

說，校長的經營績效受到肯定、教師的專

業成長與擴展國際視野、專家進入教育現

場以進行理論與實務的研究、家長希望孩

子能感恩與快樂地全人成長、學生能具備

批判思考、問題解決與國際觀，不是校長

一人可以吃掉全部的乳酪'而是大家都吃

了甜美的乳酪。資訊融入教學推行之下，

大家都得到數位教學與學習等附加價值之

益處。作者藉本丈之闡述，期望學校或行

政人員、教師、家長或社區人士皆能理解

資訊融入教學活動對於學生統整學習之幫

助，重新思考資訊教育之基本面，瞭解資

訊融入教學理念之來龍去脈，以實際行動

支持教師進行網路數位化教學活動。家長

在家中指導孩子參與網路合作學習活動，

且校長成為一位學校總體課程領導者，帶

領全校教師參與資訊融入教學課程設計，

結合廠商與家長資源，凝聚累人之意見與

想法，為臺灣資訊教育推行貢獻，以增進

學生之國際視野與未來之國際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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