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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數位學習概論

終身學習 (life-long learning)對於現代人的重要性日增，由於人類在個人

發展與專業上的需求提昇，加上國際化與知識經濟的快速變化，增加了隨時

隨地進行學習的需要。網際網路 (Internet)與全球資訊網 (WWW)讓人類之間

的溝通更方便，透過電腦與網路可以更方便地合作與互動。很多內容數位化

以後，人們發現這些科技造就的環境其實很適合進行教學，而且剛好滿足終

身學習的新需求。上面這些發展環環相扣，激盪出資訊融入教學的趨勢。

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以後，傳統的同時同地 (same time and same place)的教

學模式逐漸地發展成各種「分散式學習 (distributed learning)」的模式，近年

來大家習慣把這種教學上的發展以「數位學習 (e-learning)」稱之。

1.1 數位學習 (e-learning)的基本觀念

什麼是數位學習 (e-learning)呢 ? 簡單地說，就是運用資訊科技與媒體來建

立的各種學習的模式，讓參與者能夠很方便地進行教與學，打破同時同地的傳統

課堂限制。學習需要互動與溝通，在數位學習中，老師與學生是透過各種資訊與

網路科技來進行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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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數位學習的定義

要真正了解數位學習最好是透過實際的參與，這樣才能從經驗中體會數

位學習的特性。不過在深入探討之前還是需要下一個簡單的定義，維基百科

(wikipedia.org)提供的定義如下：

Electronic learning (or e-Learning or eLearning) is a term where the student 

and the teacher use online technology to interact and participate. No in-person 

interaction takes place.

根據上面的定義，線上技術 (online technology)是參與數位學習的人必須

使用的工具，而且純粹的數位學習並沒有人與人之間直接面對面的互動 (即所謂

的 no in-person interaction)，必須透過科技營造出來的環境來進行互動。所以簡單

地說，數位學習是透過線上技術來進行學習的一種學習方式。

虛擬教室的概念

既然數位學習擺脫了傳統教室的限制，一般人就把數位學習所營造出來的教

學環境稱為虛擬教室 (Virtual Classroom)。圖 1-1顯示虛擬教室的概念，在同步

的 (synchronous)教學活動中，老師與同學必須同時透過網路平台來溝通，利用

音訊、視訊與其他各種呈現

的型式來達到教學的目標。

在非同步的 (asynchronous)

教學活動中，老師與同學不

必同時在網路上，所以需要

運用教學的設計，預先設定

一些教學活動，以非同步合

作學習的技巧來達成教學的

目標。

圖 1-1䶑虛擬教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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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的橫條可以看成是時

間軸，老師與學生在網路上的

存在決定於連上網路進入虛擬

教室以後的時段，除了老師與

學生以外，所謂的線上協調者

(e-moderator)在數位學習中也扮

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必須發揮線

上帶領的專業，我們會在第 10

章介紹這個主題。我們這裡將同

步與非同步的學習環境都以虛擬

教室稱之，但是兩者的條件與採

用的技術是有差異的，所以在文

獻上有時候有人會特別以虛擬教

室來代表非同步的數位學習。

虛擬教室中的教與學 :

虛擬教室中可以進行 3種主要的學習：非同步的

合作學習 (asynchronous collaboration)、同步的互

動 (same time interaction)與自我調整的學習 (self-

paced learning)：

1. 非同步的合作學習：老師與同學不必在同

一時間進入虛擬教室，可以透過留下來的

訊息來溝通。

2. 同步的互動：老師與同學必須在同一時間

進入虛擬教室，進行即時的溝通。

3. 自我調整的學習：學習者可以透過虛擬教

室的資源，例如網路教材，自己進行學習。

不過教材本身要具備自學的特性，引導學

習者安排適當的學習進度。

延 伸 學 習

數位學習的技術必須提供的功能

分散式學習大幅改變了教育進行的方式 (education delivery)，主要是透過科

技來突破傳統的限制，不管是教育機構或是一般的企業組織，都希望能夠提昇課

程與訓練的效率跟方便性，同時加速這些課程的推出，所以數位學習的技術必須

提供一些必要的功能：

1. 科技必須支援 3種主要的分散式學習的模式：即非同步的合作學習 (asynchronous 

collaboration)、同步的互動 (same time interaction)與自我調整的學習 (self-paced 

learning)，而且能夠把功能整合在同一個平台裡，一般在數位學習中會以學習管

理系統 (LMS，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為整合的平台。

2. 教材的製作技術：幫助開發多元化媒體呈現型式的教材元件，並且能夠透過網

路有效地遞送。

3. 提供管理與支援行政的工具：包括課程目錄 (course catalog)、註冊 (enrollment)、

選課 (registration)、資料保存與排課 (scheduling)等，這些都是一個學校或是訓

練部門所需要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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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支援標準化規格的平台：使課程設計、教學、管理與行政等工作能集合多

種專業人員與跨機構的資源。

同步線上教學的實況

圖 1-2顯示同步線上教

學的實況，除了音訊與視訊

之外，還可以看到老師講解

的投影片，同學也能發言，

或是透過文字區發送訊息來

溝通，同步教學的參與者必

須熟悉軟硬體平台的功能，

老師要能利用科技來發揮教

學的技巧，達成教學的目標。

圖 1-2　同步線上教學的實況 (資料來源：dl.nou.edu.tw)

非同步線上教學的情況

圖 1-3顯示非同步線上教學的情況，主要是透過教材與各種互動討論區來進

行各種教學活動，雖然老師與學生不需要同時上線，但是由於非同步的時間很有

彈性，而且占有很長的時間，假如能夠善加運用的話，可以完成很多工作。

以學習者來說，可以依

照自己的進度與需要來調整

付出的時間，老師則可運用

非同步的機會來強化線上教

學的效果，這一部分是傳統

課堂比較缺乏的功能，所以

算得上是線上教學的特色之

一。

圖 1-3　非同步線上教學 (資料來源：dl.n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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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中老師與學習者之間的互動方式

圖 1-4試著表示出老師與學習者之間的各種互動方式 (Khan 1997)，我們可

以透過這樣的模型從時間、地點與參與人數的角度上來觀察數位學習與傳統學

習。從時間的角度來看，數位學習的參與者 (即老師與同學 )可以同時上線，在

網路上進行互動，例如同步視訊教學就是這種情況。

圖 1-4　老師與學習者之間的互動方式 (Khan 1997)

圖 1-4並沒有完整地將各種情況

填入，例如同地不同時的情況，

這是罕見的情形，不太可能發

生。數位學習強調的是不同地的

情況，參與者可以同時或是不同

時參與。

延 伸 學 習

1.1.2　數位學習與傳統教學的比較

圖 1-5列出常見的幾種學習方式，一般人最熟悉的應該是傳統教室教學的模

式，有教科書與老師發的講義，老師在教室裡頭進行講授、實作、互動與評量等

教學活動，課後也會有辦公室時間 (office hour)接受同學的問題，同學透過校園

中的各種設施來幫助學習，例如圖書館、實驗室等。

圖 1-5　各種學習方式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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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教學是早期遠距教學 (distance instruction)常採用的模式，遠距教學

機構提供自學式的教科書，透過廣播與電視來播放教學節目，再輔以時數較少的

面授教學，學習者多半以通訊的方式與教學機構聯繫，大多數的資源與服務以彈

性與方便取得為主。

數位學習以線上教材為主，不見得需要教科書，教學活動也透過網路來進

行，包括同步與非同步的方式，學習的輔導與支援也都以網路為實施的平台，各

種學習資源都要能透過網路取得。

1.1.3　數位學習的優缺點

機構導入數位學習需要花費不少心力與成本，必須謹慎抉擇，個人參與數位

學習也需要做很大的調整與準備。因此，對於數位學習的優點與缺點都要有充分

的認識，才能為機構或是個人做最好的決定。

數位學習的優點

很多人都會強調傳統教學的各種優點，所以要推廣數位學習勢必要提出強而

有力的理由來，換句話說，數位學習有什麼令人無法抗拒的優點：

1. 隨時隨地學習的彈性：有的學習需要在特定的場所進行最有效，例如員工作業

的訓練。有的學習有即時運用的要求，同樣適用透過數位學習來加速從學習到

應用的過程。對於有些人來說，學習是不能等待的。

2. 數位學習可以滿足各種學習的需求與習慣：每個人學習的方式與習慣都不一樣，

數位學習讓學習者有充分的自由與時間來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歷程。

3. 數位學習擴展了學習的機會與範圍：數位學習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者可

以依自己的需要來決定學習的內容，隨身加強知識與技能。

4. 數位學習有快速變更的彈性：現代社會的知識與技術變化迅速，傳統的訓練時

程已經無法滿足學習者求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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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節省旅遊的時間與金錢：假如大家都要到同一地點上課，勢必要安排適當的時

間與地點，對於一些大型企業來說，不只請來的專家可能來自遠方，恐怕員工

也來自各地。

數位學習結合了學習與知識的管理。
(資料來源：www.aptitudemedia.com)

數位學習的缺點與限制

數位學習不是萬靈丹，而且不見得每個人都適合參與數位學習，在導入數位

學習時必須認清數位學習的缺點與限制：

1. 數位學習有基本的參與門檻：參與數位學習的人要有電腦設備與網路連線的設

施，而且自己也要有基本的資訊素養，才能嫻熟地運用資訊科技來進行學習。

2. 學習者要有自主學習的能力：數位學習讓學習者擁有很大的彈性與自由，對於

學習熱忱不高的人來說，反而可能成為怠惰的好機會，無法達到學習的目標。

即使有學習熱忱，還是要有學習方法與管理時間的能力，才有辦法得到數位學

習的好處。

3. 科技衍生出來的疏離感：參與數位學習的人容易產生疏離感，主要是因為少了

面對面的相處，也因為這樣，在溝通上要有更好的技巧才不會產生誤解。

education training

E-learn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nowledge 
management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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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國內外數位學習的相關發展與現況

國內將數位學習視為知識產業中的重要項目，因此政府與民間機構都大力推

動，高等教育機構也紛紛導入數位學習。國外在數位學習上的發展更早，正式學

制中也廣納數位學習的模式，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鏡的經驗與技術。

1.3.1　國內的相關發展

政府是國內數位學習發展的重要推手，經濟部工業局的數位學習產業推動與

發展計畫是很多相關發展的源頭，原來的網址為 www.elearn.org.tw，現在已經整

合到數位學習網路科學園區，www.epark.org.tw (參見圖 1-7)。數位學習服務品質

規範是分項計畫的成果之一，可以透過 http:// www.epark.org.tw/files/a05.pdf的網

址下載。

經濟部工業局建置的數位內容產業推動服務網 (www.digitalcontent.org.tw)上

有國內數位內容產業的相關訊息。另外行政院於民國 89年提出「知識經濟發展

方案」，並且把民國 90年訂為「知識經濟元年」，民國 91年行政院國科會通過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elearning.tca.org.tw)(參見圖 1-8)，準備以學習科技與

數位學習來帶動其他相關的產業。

圖 1-7　數位學習網路科學園區 (資料來源：www.epark.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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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elearning.tca.org.tw)

數位學習的品質是大家都關心的問題，透過品質的認證可以比較客觀地評估

數位學習的品質，教育部建置了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 (ace.moe.edu.tw)(參見圖

1-9)，裡頭提供了數位學習課程、教材與專班的認證指標，高等教育機構可以透

過這樣的認證來開設教育部認可的學位課程。

圖 1-9　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 (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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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學習的普及以及一般人對於數位學習認識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學習

管理與教育機構導入了數位學習，例如國內大學院校的教學卓越計畫、跨校教學

資源的分享、大師系列等，讓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很多大學現

在都有數位學習的入口，例如圖 1-10顯示的中山網路大學。

一般民間的教育機構或是出版機構也都有導入數位學習的例子，像圖 1-11

的巨匠電腦數位學習中心、階梯數位學院 (www.ladder100.com)、一對一的英文

家教 (www.tutorabc.com)等，讓一般人學習的管道更為多元化。

圖 1-10　中山網路大學的入口 
(資料來源：cu2.nsysu.edu.tw)

圖 1-11　巨匠電腦的數位學習中心 
(資料來源：elearn.pcschoo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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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教育運用數位學習

也不乏實例，國內的大碩研

究所就成立了所謂的 TKB

數位學堂，對於想考國內研

究所的人來說，除了提供豐

富的考試相關資源之外，更

透過數位學習讓資源的傳播

更即時。

(資料來源：大碩研究所，www.daso.com.tw)

1.3.2　國外的相關發展

國外最有名的網路大學是美國的鳳凰城大學 (University of Phoenix)(參見圖

1-12)，很早就導入線上學習的模式，並且提供正式的學位課程。雖然很多其他的

大學也陸續導入數位學習，但是鳳凰城大學的特色是在數位學習的領域中投入充

分的資源，使數位學習成為該校的特色。後來又陸續在各地成立校區，兼得混成

式學習 (blended learning)的優點。另外一個值得參考的是英國的開放大學 (www.

open.ac.uk)，由於開放大學

以媒體教學為特色，導入數

位學習具有一些先天上的優

勢，而且更有助於原來遠距

教學的發展。

圖 1-12　鳳凰城大學 (University of Phoenix) 
(資料來源：www.phoenix.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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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成式學習 (blended learning)是指學習採用多元化的模式，例如傳統面對面的教室教學

加上部分的數位學習；或是電視廣播教學節目加上部分的教室教學與數位學習。研究發

現，這種方式往往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可能是因為得到了各種學習模式的優點。

延 伸 學 習

ASTD代表 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 Development，是一個美國地區跟

教育訓練發展有關的機構，網址為 www.astd.org，出版了很多跟數位學習相關的

書籍。Brandon Hall Research(www.brandon-hall.com)(參見圖 1-13)則是跟數位學

習相關的研究機構，除了出版品之外，還每年舉辦數位學習創意競賽，發掘不少

優秀的數位學習教材與教學設計。

圖 1-13　Brandon Hall Research (資料來源：www.brandon-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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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行動學習 (mobile learning)

現代人強調的是無所不在的學習 (ubiquitous learning)，也就是隨時隨地都要

能進行學習，這就是行動學習的由來，因為人類可以攜帶行動器具到處走，只

要行動器具有電腦與網路連線的功能，則數位學習就能輕易地在行動的平台上

進行。

1.4.1　行動學習的定義

行動學習 (mobile learning)是指學習者不在固定的場

所透過行動科技來進行學習，m-learning是mobile learning

的縮寫，通常翻譯成行動學習，不過有另外一個行動學習

(action learning)的名詞，最好也了解一下，因為中文名稱

一樣，但是所指的是不同的觀念。Action learning是透過

小組的人一起就問題進行探討，得到不同的經驗，發展出

解決方法，同時付諸行動。Mobile learning的意思就不一

樣了，是指透過行動器具 (mobile handheld)來進行的學

習方式。在本書中，假如沒有特別強調說明的話，行動學

習就是指 mobile learning，我們可以從幾個疑惑開始思考

與 mobile learning相關的問題：

1. 什麼是行動器具 ?

2. 行動學習需要什麼樣的基本環境 ?

3. 行動學習跟數位學習有什麼異同之處 ?

4. 要如何進行行動學習 ?

5. 要如何導入行動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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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行動與無線通訊技術的背景，大家可以從一般的手機開始了解，現在

3G的通訊環境慢慢地普及起來，多媒體的資訊也可以透過手機來傳遞，加上手

機螢幕變大，與電腦的運算功能更接近，將會使得 e-learning的功能與經驗更容

易地移植到行動與無線的平台上。

網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有關於 M化的探討，行動與無線通訊更是近年來科技領域的

熱門話題，行動學習必須建立在 M化的基礎上，到底要不要 M化 ? 是否需要導

入行動學習 ? 這些是建立行動學習環境要先考量的問題。

思 考 與 討 論

1.4.2　行動學習的優點

很多工作人口常時間在外，可是工作上卻需要一些基本的與持續性的訓練。

行動器具的使用人口也與日俱增，幾乎超過從以前到現在各地部署的電腦設備，

這些趨勢都顯示著行動器具在人類未來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於一般對於行動學習

的看法是把這種學習方式看成是一種播送策略 (delivery strategy)，所以在實際應

用的優點上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探討：

1. 提昇效率

甲、在工作場所就能取得所需要的訓練，結合實務。

乙、更即時地運用所取得的資訊。

丙、在需要的時候獲得訓練。

丁、運用多元媒體。

2. 透過通訊來建立知識

甲、與專家直接溝通。

乙、有效的社群分享 (community practice) 。

丙、與專業知識隨時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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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行動學習的限制

行動學習有一些技術上與教學上的限制，不過隨著科技的演進與行動教學經

驗的累積，這些限制未來也有可能會消失。當然，當更多的經驗累積之後，也有

可能發現更多的問題與限制。

1. 學習經驗的分割：行動器具的使用者可能在移動中進行學習，雖然很方便，但

是也可能因而無法很專心地學習，造成學習的間斷，使效果不彰。

2. 缺乏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的技能：目前行動器具在使用上不見得是 always

online，跟固定式的設備還是有一點差別，假如純粹是讓常時間在外奔走的人方

便學習，可能會因為缺乏即時的回饋與互動，使學習者難以了解自己的學習狀

況，這就是所謂的缺乏自我認知的技能。

3. 螢幕的限制：行動器具的螢幕比較小，在資料與介面的呈現上就吃了一點虧，

所以設計上有一些先天的限制，可能會影響軟體的好用性 (usability)。

4. 網路資料存取的限制：行動通訊的資料速率仍然比不上有線通訊，所以一般的

網頁可能需要經過轉換才適合給行動器具使用。所謂的 content adaptation就跟

這個問題有關。

5. 成本高：行動通訊環境的建置與設備的取得需要一些成本的投注，而且行動器

具損壞的機率很高，加上人員使用的訓練，都可能增加費用。

6. 資訊安全的問題：行動器具容易遺失，連同上頭的資料也可能因而被竊取，在

技術上仍然需要一些突破與保障。

1.4.4　行動學習的方法

行動學習有一些先天的限制與優點，對於教學來說，可以透過適當的引導與

方法，讓行動學習產生最大的效益。在資訊融入教學的探討中，我們會針對教學

的歷程，採用適當的教學方法，設計出教材與教案來。對於行動學習來說，應該

也可以運用這種方式，把行動學習的技術融入教學活動中，舉例來說，當老師帶

著同學進行戶外教學時，可以在不同的階段設計以下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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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課前準備階段，設計學習單，列出觀察的標的，啟發學習的動機。

2. 課程發展階段，現場拍攝照片與影片，假如學生有行動設備，也可以自行拍攝，

同時記錄觀察的結果。

3. 綜合階段分享每個人的觀察結果，由老師引導出學習的目標。

假如不是像上面的教案那樣進行的話，有什麼比較好的教學方式呢 ? 即使將

來有了行動通訊的環境與設備，師生真正會那麼願意在教學上使用這些設施嗎 ? 

行動學習帶來的實質效益是什麼 ? 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以下列出 3點有關

於提昇行動學習效益的關鍵：

1. 學習者將行動技術導入教學中應該要有明確的方法。

2. 行動技術導入教學應該以教學目標為主軸行動學習盡

量簡化科技的使用，運用人性化的科技來強化教學，

而不是配合使用科技來調整教學的方式。

3. 行動學習規模的擴大需要相關環境與設備的標準化，

方便分享。

行動與無線通訊的技術進步的很快，我們可以試著想像未來行動裝置在人類的學

習中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當小朋友們到野外觀察植物時，說不定可以透過行動

器具拍下植物，比對找到植物的資訊，討論植物的生長狀態，這不但是 mobile 

learning，還是 action learning呢 !

思 考 與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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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行動學習的設計實務

行動學習的參與者必須先熟悉行動器具的使用，而且最好先掌握數位學習的

技巧。行動學習先天上就比數位學習要複雜一點，可是很多數位學習中的素養同

樣能運用在行動學習中，這樣的事實也反映出行動學習在設計上應該有很多地方

可以從數位學習借鏡的。

1. 行動學習的內容在設計上應該以使用者的需求為主，盡量配合行動器具的特性

加以精簡。

2. 決定連線的特性 (connectivity)，假如所需要的內容變化不大，則可儲存在行動

器具上，或是做彈性的調整，讓變化大的內容透過網路來取得。

3. 讓參與者有實際的練習機會，知道行動學習是如何進行的。

4. 規劃進行形成性評鑑 (formative evaluation)。

5. 以知識建立為主的溝通透過行動學習來達成時，最好有

鼓勵參與者的策略。不要讓行動學習的環境變成一種形

式，要讓溝通真正對學習與知識的分享有助益。

有些行動器具的功能可能不完全跟學習有關，但是在教學上是可以運用的，大

家可以腦力激盪一下，看能想出那些用途來。舉例來說，假如同學跟老師都有

PDA，那麼隨堂考試可以由老師的 PDA直接傳到同學的 PDA上，同學做答以後

再以 PDA傳給老師，這樣會比桌上型電腦方便，因為上課不受限於教室，也不

需要桌上型電腦與固定的線路。

思 考 與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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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行動學習的實際案例探討

在文獻裡頭有介紹一個 IBM的零售環境的行動學習的例子，在規劃行動學

習的環境時，必須對現狀有清楚的了解。以零售業來說，由於產品種類多，零售

量零散，工作人員的工作繁重，所以流動率高，往往造成龐大的重新訓練的企業

成本。零售店員跟顧客有頻繁的接觸，產品的更動頻率高，新人的訓練最好能跟

工作結合在一起，新店員可以拿著 PDA，一邊檢查貨品的庫存，也一邊從 PDA

上讀取一些企業的訊息，或是有關於產品的介紹。如此一來，訓練就能隨時隨處

進行不間斷。

對於零售業來說，雇用員工的費用不

光是薪資而已，只要員工不在工作崗位上，

企業就是在付出成本。由於零售業的利潤

低，成本的降低相對地重要性就升高了。

由於透過 PDA來進行的訓練在實地進行，

每個訓練單元不宜太長，員工在實地受訓

的好處是可以看到實際的產品，有臨場感，

一邊熟悉真正的工作環境，訓練的成效高。

科技的應用往往需要一些創意，行動學習也是一樣。當然我們不要刻意地去導入

行動學習，真的有需要才做。RFID代表射頻自動辨識，是這一世紀初相當被看

好的科技，很多 RFID的應用都很有說服力，例如從大賣場推購物車出來，一次

就把所有商品都讀到收銀系統中，在行動學習方面，是否也存在一些非常有用的

應用案例呢 ? 值得我們一起來發掘喔 !

思 考 與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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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從翻轉教室到 MOOCS

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也稱為 inverted classroom，意思就是打破傳統教

學的方式，讓教學回歸重點與學習的核心，提昇效率。翻轉教室是一種混成式的

學習 (blended learning) ，學生透過自學瀏覽教材與練習，老師在課堂上減少講課

時間，教室活動以互動與解答問題為主。翻轉教室以後，要有符合自學要求的教

材，要有維持學習動機的作為，教學更需要付出心力，師生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

與心力。

MOOCS是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縮寫，代表大規模的開放線上課

程。主要的特色是不限制參與的人數，並且開放瀏覽，大約在西元 2012開始出

現MOOCS的進展。除了像傳統的線上課程一樣會提供教材之外，也透過平台提

供討論區，有教師與助教帶領經營。這是一項遠距教學的新發展。學習者的參與

動機是MOOCS興起與成形的主因，包括高品質的教材、低價格的付出、學習的

彈性，以及本身的需求。

MOOCS可以簡單的分類如下：cMOOCS、xMOOCS與 vMOOCS。cMOOCS

以聯繫原則 (connectvist principles)為基礎，xMOOCS比較像傳統的課程，而

vMOOCS以職業訓練為目標。xMOOCS可再細分成營利 (profit)與非營利 (non-

profit)的 xMOOCS，非營利的MOOCS是MIT Open Courseware initiative的延續，

Coursera與 Udacity則是商業公司幫助大學以MOOCS模式營利。

MOOCS 有 其 特 有 的 商 業 模 型 (business models)， 包 括 以 提 供 證 書

(certification)為主要收入、企業贊助、學費收入、人才的媒合、學習服務，以及

企業代訓。MOOCS面臨的挑戰包括永續經營、達到品質要求的教學方法、品質

與學習的完成比例、學習的評量與學成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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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數位學習的相關資源

數位學習是近年來相當熱門的領域，綜合了教育與資訊科技的發展，也剛好

因應知識經濟的需求，因此在網路上有很多寶貴的相關資源。本書除了在附錄中

整理出相關的網站資源之外，也在書中穿插數位學習相關書籍的簡單介紹，再加

上書末的索引，不管是數位學習的理論、實務、研究或是工具，都可以透過這些

資訊進一步地去發掘更多的資源。

數位學習的入門書

Michael Allen在數位學習方面出版過很多書籍，下面這
一本屬於比較入門的基礎書籍。從數位學習的定義、優

點、缺點、技術、發展歷史到導入數位學習的方法都有簡

單的介紹。這些概念到現在都還是一樣的，只是在技術上

有比較大的變化。這本書的第 7頁裡頭有一句耐人尋味的
話：「Good e-learning is possible and practical.」，對
於導入或是正在進行數位學習的人來說，這是頗讓人振奮

的想法，我們可以從書中的其他內容看看作者為什麼會得

到這樣的結論。

資料來源：Michael Allen. (2002) Michael Allen’s Guide to E-learning. Wiley.

好 書 (文)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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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量

1. 請用自己的話說明什麼是數位學習 (e-learning) ?

2. 請用自己的話說明什麼是行動學習 (mobile learning) ?

3. 依據自己的經驗說明數位學習與傳統的學習有什麼樣的差別 ?

4. 試由網路上的資料找尋有關於數位學習的資料。

5. 「虛擬教室」跟實體教室有什麼樣的差別？

6. 有那些教育機構提供數位學習的機會與環境 ?

7. 過去常聽到人說「網路教學」，這個名詞跟「數位學習」有什麼樣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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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我的情敵是機器人！

著名的影星Robin Williams傻傻憨厚的笑容讓很多人印象深刻，他在電影「變

人」(Bicentennial Man)中飾演追求「成為真正的人類」夢想的機器人，從典型的

機器人開始，人類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然反應、情緒、感知到價值觀，都成為「它」

潛心追求的目標，背後的動機是因為愛上了一位真人美女，期待成功「變人」以

後能獲得真愛。「它」的情敵是一位「他」，真正的人，故事最後的結果是女主

角選擇了這位鍥而不捨的機器人，但是女主角的肉身無法與機器人的永恆軀體一

起終老，所以最終 Robin Williams參透死亡的真義，與女主角一起離開現世。

二 . 訂做一個完美情人

電影「變人」開啟了我們很多思考之窗，平常沒有想到人類是那麼複雜而敏

感的生物，不管是「真心地流下眼淚」，或是「不自覺地墜入情網」，都已經超

乎目前資訊硬體或是資訊軟體發展的境界，科學家不知道如何透過科技自然地產

生這樣的功能。不過，科技的進步也是超過我們想像的，像日本研發具有感官功

能的 3D系統、美國有華裔女科學家發明人工電子皮膚，或許未來某一天真的能

讓我們訂做一個完美情人，像宅男們夢想的女神、或是敗犬企求的溫柔紳士。話

說回來，那一天的來臨恐怕有得等的，可能渾然天成的比較實在，說不定就近在

眼前，要靠自己打開心窗，懂得如何欣賞，這可也是「科技」目前還幫不上忙的

重點！

真實的人性難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