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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一、 政策依據
行政院規劃「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目標在於著手打造未來 30 年國家發展需要的
基礎建設，其中包含建構安全便捷之軌道建設、因應氣候變遷之水環境建設、促進環
境永續之綠能建設、營造智慧國土之數位建設、及加強區域均衡之城鄉建設等五大建
設，係配合政府當前重要國家發展政策，因應國內外新產業、新技術、新生活趨勢所
提出的關鍵需求，為謀求國家轉型與提升打底的重要基礎。
數位建設以「超寬頻網路社會發展」為核心，除了寬頻建設外，同時推動網路安
全、數位內容、數位服務、人才培育等基礎建設，以完備臺灣發展「數位國家、創新
經濟」的基石，契合總統的「數位國家、智慧島嶼」發展願景的重要策略之一。其中
「人才建設」是孕育跨域「數位人才」與研究發展「數位科技」之基礎建設。打造國
內校園智慧學習環境，結合高品質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數位學習內容，可提升學生
學習品質，讓下世代贏在起跑點。
而在我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DIGI+)方案(2017~2025 年)」中主軸五「培育跨
域數位人才」行動計畫，亦規畫從五個面向進行人才培育，包括從中小學扎根學生運
算思維與數位素養，發掘潛力菁英人才，乃至培育大學生跨域數位能力，以支援 5+2
創新產業發展。其中為建設下世代智慧學習環境，培養學生成為具備深度學習能力的
數位公民責任，需營造校園成為跨越時空的優質網路資訊環境，提供滿足學生學習及
教師教學需求之頻寬、建置軟硬體設施，持續改善校園的資訊網路建設，在網路面目
標為確保數位學習有線、無線頻寬順暢，而於設備面則使學校師生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所需設備使用無礙。
二、擬解決問題之釐清
為了推動我國邁入超寬頻網路社會，使每位國民都享有優質的數位服務，數位學
習、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等在人才培育的階段已是不可或缺。十二年國民教育是培育人
才的最重要過程，故中小學肩負培養學生為具備深度學習能力的數位公民責任，亦即
無論學生的家庭背景為何，在經過學校教育的養成後，學生均可應用資訊科技工具及
方法，理解、分析、與傳播資訊，解決未來工作與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並同時
具有數位時代公民應有之態度與能力，了解資訊權利、義務及倫理行為，且為自己的
資訊行為負責，進而善用科技積極參與公眾事務及政策。
建設下世代智慧學習環境，培養學生成為具備深度學習能力的數位公民責任，其
整體願景推動的架構圖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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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數位校園、智慧學習願景推動架構圖

而當前所面臨之問題，分析整理如下：
(一) 學校資訊科技基礎環境須與時精進
我國經長期資訊教育推動，中小學資訊基礎建設已具規模，但受限於現有網路設備
及架構，臺灣學術網路（TANet）目前並無法依中小學與大專校院網路流量使用特
性分流管理，網路服務品質尚未達理想。而在行動學習的趨勢下，無線網路的穩定
度與覆蓋率更形重要，是未來應持續檢視並改善。此外，因資訊科技發展快速，教
學軟硬體資源更新速度快，常產生資訊設施與教學需求銜接問題；而因延長資訊科
技設備使用年限，延伸的維護經費及人力需求增加問題，都影響學校的基礎建設。
未來應整體規劃軟、硬體之改善策略，採用符合教學使用所需之設施設備，思考如
何與業界或民間合作將資源導入校園，提供師生良好且具未來性的資訊基礎環境。
(二) 教室資訊設施不足以因應數位時代的學習與教學
數位時代，教室需要透過資訊科技來促進翻轉學習、智慧學習。新世代學生是數
位原住民，生活習慣和各種學習應用已不再以傳統紙筆為主，且要能培養學生數
位學習能力，以具備成為全球競爭力的人才，現有教室配備(如投影機、顯示幕、
數位載具等)必須隨著數位時代的變遷完善數位環境，如此方可提供師生應用先進
的科技在教學上及增加認識體驗的機會。
(三) 學生使用資訊科技仍多停留於表層應用
由於資訊科技普及，學生生活中資訊科技使用經驗主要以社交和娛樂為主，也習慣
被動接受大量且即時的資訊或瀏覽文字表面的訊息，缺乏對資訊篩選、認知、驗證、
反思與調節的歷程，容易造成學習膚淺之問題，未能真正達到深度學習。因此，教
育上應引導學生朝應用資訊科技適性與主動學習，長期培養其建構知識的資源、機
會與能力，才能在資訊普及與訊息爆炸的環境下，實現具備數位公民之特質與技
能。
(四) 教師對於資訊科技影響應有更完整之認知
我國雖長期推動教師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之活動，但許多教師尚未覺知數位時代
下的學生已從小透過資訊科技溝通、互動與學習，資訊科技已是下一代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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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品。而在此環境趨勢下，資訊科技已成為所有學科之基本素養，一般學科教
師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仍有不足◦因此，如何讓教師體認資訊科
技對數位時代學生的影響，同時培養其熟悉資訊科技趨勢與特性，善用資訊科技
創新教學模式及協助學生學習，並且透過資訊科技減少縣市間的教學資源和數位
落差問題，極為重要。
(五) 因應新設「資訊科技」必修科目之配套措施
運算思維能力之培養已是各國資訊教育的新典範。我國十二年國教總綱中已將「資
訊科技」列為國、高中之必修科目，希冀由運算思維之培養，提升學生善用資訊
科技工具解決問題、合作共創、溝通表達等高階能力。在「資訊科技」學科教學
之中，程式設計及演算法的規劃又為培養運算思維的主要工具。國、高中「資訊
科技」的教學與以往將有很大的不同，無論在教學理念、學習內容及時數、教材
及教學方法、以及教學工具都將有巨大的改變。面對此一改變，本部已從課程教
學、師資及設備等面向提出相關之配套準備，以為課程實施之因應。
(六) 科技發展與時俱進，學生須跟上腳步，增加新科技的認知
隨著科技發展，數位科技逐漸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環，常見如虛擬實境、擴增實
境、物聯網乃至於人工智慧等，可藉由手機或是特定裝設進行虛擬空間與現實生
活互動；物物相聯、大數據、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等趨勢，也勢必對產業、未來
工作產生革命性影響。受限學校現有設施設備及缺乏相關教材內容，影響學生對
新科技的認識。因應新課綱即將上路，學生的科技素養受到重視，教師相關職能
及教學技巧也應隨著科技發展而有所調整與提升，未來新興科技如能納入教學設
備及學習內涵，藉此普及學生對新興科技(含虛擬科技)之認知和拓展學生視野，讓
學習不受到時間及地點的限制，並可依據其興趣和需求將學習的觸角跨及其他領
域。
三、 目前環境需求分析與未來環境預測
(ㄧ)環境需求分析
1.環境現況說明
教育部業推動有「數位學習」相關計畫，已提升臺灣學術網路骨幹頻寬至 100G，
國民中小學網路全面光纖到校 100M，建置「教育雲」雲端平臺，串聯全國教育單
位的各類雲端資源與服務，來支援師生實施數位教學及行動學習所需的資源環境，
另也推動行動學習及磨課師(MOOCs)等創新教學模式與學習活動，鼓勵老師應用數
位資源及雲端工具，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及實施多元學習活動。目前中小學在資訊網
路應用環境面之現況及數位教學與行動學習的現況說明如下：
(1)更新國中小電腦教室設備及提升無線網路覆蓋率
透過一般性教育補助款協助各縣市汰換國中小電腦教室設備，每年更新電腦教室
1/4 的相關資訊設備，以使國中小學具備基礎電腦課所需環境；另自 103-106 年爭
取科技發展計畫，普及國中小校園之教室無線網路覆蓋率，以因應行動學習或行動
載具應用於教學上的需求，預計至 106 年底現有教學教室無線上網之覆蓋率將可達
55%）。
(2)提升臺灣學術網路骨幹頻寬及國中小校園最後一哩頻寬
教育部於 105 年 7 月已透過建置新一代教育學術研究光網路骨幹計畫，使臺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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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網路各主節點頻寬提升至少 100G 以上(現有 10 倍頻寬)，並具備彈性調整擴充骨
幹網路頻寬之能力（如以擴充骨幹網路設備介面即可增加骨幹頻寬為 200G）
，同時
將臺灣學術網路各區域網路中心的骨幹頻寬提升至少 40G 以上(現有 16-20 倍頻寬)，
縣市教育網路中心至少 10G 頻寬等，以滿足並充分支援未來各級學校之網路應用
服務的網路頻寬需求，已改善原有骨幹網路擁塞情形。
另為提升各國中小教學現場應用大量數位教材的順暢度，同時校園增加應用行動
通訊於教學等需求，本部已針對國中小學校推動校園網路最後一哩頻寬建設至
100M 以上，以使各國民中小學之校園對外連網頻寬能符合數位教學與學習之需要，
同時針對偏遠地區校園網路架構仍為 ADSL 之網路電信，也改善轉換為光纖網路；
在高中職部分則因尚需再與電信業協調相關連網電信費率及基礎連外網路需求，
目前尚需進一步規劃相對應的提升計畫。
(3)局部改善教室內資訊設備
目前學校教室(含一般班級教室及電腦教室以外之專科教室)之資通訊建設，係在民
國 98 年以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計畫」所
建立現有校園資通訊建設的基礎，全國國中小均有「多功能 e 化專科教室」及 「多
功能 e 化數位教室」
，可供老師在課堂教學使用，高中職則建置建置班級 e 化教學
設備與多媒體互動學習中心。時值今日已近 10 年，原先建置之設備已經老舊，學
校多有使用電腦教室汰換之電腦充當一般教室內教學用電腦，本部近年雖編列有
些許經費對各國中小學校教室之電腦設備給予更新補助，惟礙於經費額度十分有
限，各校難以因應資通訊科技的快速變遷及設備使用年限屆期、教師實際教學等
需求，及時且全面提升教室資訊設施的妥善率及可用性。
（如以近年本部編列補助
縣市所屬國中小教室資訊設備之預算估計，欲全面提升教室資訊應用環境，約需
超過 150 年。）
(4)搭配十二年國教課綱科技領域課程教學與需求
十二年國教課綱預計 108 學年度上路，國小階段並無科技領域學習節數，但在課
綱中列有資訊科技之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透過彈性課程與融入課程方式推動。
國中階段則有科技領域(含生活科技及資訊科技課程)共 2 節課。其中資訊科技為新
增的教學科目，現有學校教學的資訊科技科教學設備不足，需補助現有資訊科技
教學設施。另生活科技亦為新增之課程，需增設生活科技教室，相關教學設備亦
需要資訊科技設備協助教學運用。
目前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之部定必修課程各為 2 學分，依
據新課程綱要設備基準新增之項目補助學校科技領域設備，透過經費的挹注讓所
有學校在學生上課前，做好良好教學環境及設備之整備，培養學生更深入探索科
技知識以及整合應用科技知識與技能之能力，並增進對科技之興趣，以試探與發
展未來生涯所需之科技專業知能。
(5)充實雲端數位資源
發展以數位資源共享服務為主的教育雲，建立雲端資源交換機制，避免教育數位
資源重複投資。至今已整合各縣市所提供之 30 項雲端教學應用服務、40 萬餘筆數
位資源，國中小師生納入可使用 OpenID 單一登入的帳號數逾 160 萬，目前約 1
千所學校連結教育雲學習系統。後續將持續辦理中小學資訊融入教學之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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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整合更多數位學習資源及學習歷程分析機制等，促進教育雲普及應用。
(6)鼓勵縣市推動與實施數位教學，提升學生的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能力
教育部規劃推動「運算思維推動計畫」
，藉由教師運算思維增能的研習、學生學習
程式設計風氣的營造，及運算思維活動的引進與參與等三方面著手。鼓勵縣市落
實學生學習及參與國內外運算思維活動的目標，並逐年提升校長及教師對於運算
思維正確的認知。推動措施有：(1)培訓種子教師、(2)鼓勵學校及教師引導學生參
與國內外程式教育競賽活動（如國際 Hour-of-code、運算思維挑戰賽及國內貓咪盃
Scratch 競賽）
、線上學習（如打寇島闖關）及營隊與社團活動（如冬令營、夏令營
程式活動）等；(3)推動各級資訊教師社群、運算思維教學社群的成立，並持續提
供運算思維教學資源、線上研習等教與學訊息。
(7)推動數位教學及行動學習
鼓勵教師採資訊融入教學、掌握數位科技之創新教學應用策略，營造更符合學生
個人化需求的學習，提升學生之批判思考、問題解決和創造思考等能力，以及學
生具備正確使用網路之態度與觀念；能善用資訊與網路工具自主學習。業已辦理
資訊融入教學優良學校選拔多年，表揚具創新教學應用之學校教師。中小學行動
學習推動計畫，自 98 年至今，協助全臺灣 263 所中小學建置校園無線網路環境設
備、培訓行動學習教師以及整合教學資源，共已培訓至少 2,800 位中小學教師，累
計至少有 2,800 個班級、近 9 萬 5,000 名學生受惠發展。
2.環境需求說明
綜合上述，教育部逐步推動「數位學習」相關計畫，教學現場教師已漸漸體會
科技正以超乎你我想像的速度和方式，改變孩子們的生活與學習形態，對這個世代
的老師而言，這種改變是壓力卻也是改變教學的契機，更是帶起每位孩子的學習動
機和成就的機會。例如，現有校園案例顯示，應用行動學習或資訊科技於課程，所
影響的層面不僅僅是學科上的知識與學習模式的改變，經由一連串課程的實踐，原
本在課堂上無精打采的孩子在學習的舞臺上找到了自信，體現了自我存在的價值，
連結了人我之間的關係。因此，教師了解數位教室、數位校園和網路環境的建構，
搭配教學策略與方法，將可協助教師自己於校園從小改變孩子們的學習習慣，引導
正確使用資訊科技工具，逐步達成前述的人才培育願景。然現行計畫推動多屬先導
或小規模試辦，尚無法普及數位環境需求，全國師生仍需有普遍與均等的機會採用
數位教學與學習，本計畫推動營造智慧學習教室、科技領域教室增置，以及結合
4.5.1 的校園智慧網路建置、4.5.3 的高中職學術連網全面優化頻寬提升是為所需，
其推動與相關必備條件可略區分為教學面、資源面及環境面等面向(詳圖 2)。
(1)教學面：
A.培養學生資訊科技能力
十二年國教課綱「資訊科技」列為國、高中必修科目，其核心在培養學生運算思
維、問題解決、合作共創的能力及資訊科技使用態度，而資訊科技也可結合科學、
技術、工程、藝術、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 Maths, STEAM）
來推動。
B.善用資訊科技創新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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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般學科而言，教師亦須具備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基礎知能，更進階者，可善
用資訊科技創新教學模式，在課前、課中、課後運用雲端數位資源與平臺，舉凡
教學素材的準備、課程內容的呈現及課前課後的追蹤等，能有效率地傳授教學內
容並與學生互動，掌握學生學習成效。隨著教育科技的進步，教師教學可結合行
動學習、AR/VR，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成效，或進行跨國學習，增進國際視野及
交流。而就學生的學習而言，建立個人化的學習機制，給予各個學生適性化的課
程與輔導，利用線上課程、開放課程、磨課師(MOOCs)等工具，可依學生能力按
部就班學習，同樣的學生亦可透過這些工具自主學習，保障各個學生可平等接受
適性的教學內容。對教師教學而言，可循序漸進逐級而上。
(2)資源面
雲端化、智慧化及大數據已為趨勢，運用及建立開放的雲端學習資源與服務，提
供師生公平、便利取得的機會，並可進行大數據分析，優化相關服務。其中包含
雲端服務平臺及充實的數位學習內容等，相關學習資源可讓師生隨時隨地、隨手
可得，例如影音教材、教育 APP、電子書、或教學管理平臺等。目前教育部已結合
縣市政府、館所及民間資源等建立教育雲，提供全國師生使用。
(3)環境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論以上的教學面或是資源面，都有賴於建立在優質
的網路資訊環境，才能支援未來雲端及智慧化學習。因師生教學仍以校園為主，
故須將校園營造為無障礙且便利的學習環境。為營造校園成為跨越時空的優質網
路資訊環境，需提供滿足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需求之頻寬、建置軟硬體設施，持
續改善校園的資訊網路建設，在網路面目標為確保數位學習有線、無線頻寬順暢，
而於設備面則使學校師生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所需設備使用無礙。

圖 2 數位校園智慧學習三面向
(二)未來環境預測
1. 國際趨勢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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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訊科技與運算思維的教學應用趨勢
各國中小學教育已普遍開設資訊課程，例如美國、英格蘭、德國、荷蘭、日本、中
國大陸、香港、以色列及澳洲等（國家教育研究院，2013）。其中，美國的國際教
育科技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ISTE)於 2007
年提出學生資訊科技能力標準(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Students)；電腦科學教師協會 (Computer Science Teacher Association, CSTA)
於 2011 年提出修訂版的中小學電腦課程；大學理事會 (The College Board)亦將
於 2016-2017 推出名為 AP Computer Science Principles 的新 AP (Advanced
Placement)測驗；而就在今(2017)年，美國 11 名州長於施政演說中強調將改進教
師與學生的科技運用，包括提供高速網路、升級教學的科技設備及運用等。英格蘭
於 2013 年公佈的課綱中將原有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課程更名為電腦運算（Computing），強調電腦科學基本概念的學習；澳洲 2014 年
推出的數位科技（Digital Technology）課綱，則以運用運算思維與資訊系統來定
義、設計、實踐數位解決方案（digital solutions）為課程核心。在在顯示科技
先進國家無不將資訊科學、資訊科技的學習往下扎根。
(2)新興科技於教室的應用趨勢
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 VR)為例，近年發展非常快速，相關設備的研
發推陳出新。各種不同的應用也紛紛出籠，涵蓋遊戲、娛樂、醫療、商業、製造、
教育等不同面向引起廣泛的注意，應用層面非常多元。以美國為例，其 Lifeliqe VR
Museum 為一結合 3D 互動、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的視覺學習平台，同時也是 HTC Vive
教育內容的合作夥伴，目前為 K12 學生課程提供超過 1000 種 3D 模型，其内容都經
由世界最著名學校(如史丹佛大學)的認證，透過平臺可以飛進太空，看哈伯太空望
遠鏡，穿越時空與恐龍散步，或是潛入海洋在鲨鱼體內進行想像探索。 Lifeliqe VR
Museum 已被 100 多個國家的教師所使用，全世界的學生、家長和老師都可在 Apple
和 Windows 的應用商店下載該 APP，體驗科技工程類教育的新途徑。再則 Oculus
與捷克 Mendel Grammar School 合作推出「World of Comenius」實驗計畫中，教
室使用 7 台 PC 搭配 Oculus Rift DK2 頭戴顯示器及 Leap Motion 感應器，讓學生
體驗一堂沉浸式、互動式的解剖學與生物課，包括人骨模型、身體器官等虛擬畫面
浮現在學生眼前，配戴在身上的 Leap Motion Controller 體感裝置可以捕捉光線
與手的移動方向，學生可任意移動頭骨、推移內臟或全景轉動，了解人體構造。
2.預測未來應用需求
展望未來，包括美國、香港、日本及新加坡等在規劃資訊教育或數位學習時，均
將整體學習環境(包括學習面、教學面、資源面、資訊及網路基礎建設)作
為重要因子。我國在規劃未來資訊科技教學及數位學習時，也需在網路方面能夠
「數位學習有線及無線頻寬順暢」、在設備方面能夠「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數位學
習所需設備使用無礙」，進而達成「建構跨越時空的數位學習環境」，以支持教師
未來教學需求及學生學習應用。預測未來應用需求綜述如下：
(1)學習面向
在日新月異的資訊爆炸時代，數位資源環境豐富多元，透過培養學生資訊科技技能、
應用及運算思維等能力，使學生能有效解決問題、運用資訊科技於學習，並使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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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積極自主、樂於實作、勇於創新求變、終身學習的數位公民。
(2)教學面向
師資包括二個面向：一為資訊科技學科教師、另一為一般學科教師（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整體而言，教師需要與時俱進，參與相關師資培訓與增能課程及工作坊。
中小學教師除一般資訊融入教學外，可結合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舉辦之資訊專題之
體驗學習活動。從設計以創造性思考和問題解決策略為中心的教學活動，引導學生
解決與日常生活或學習有關的問題和進行實用性的資訊專題製作，以達成資訊多面
向的學習途徑。高中職部分，將培訓種子教師，進行數位教材的開發與研究，利用
增能研習或工作坊方式，培養更多的教師使用數位科技進行教學。另外，善用教師
同儕專業成長社群，運用數位雲端資源與服務精進及創新教學。
(3)資源面向
須支援師生可取得豐富多元的數位教材，例如：多媒體影片、動畫和開放式課程教
材，並體驗各種數位學習環境，例如：智慧教室、虛擬實境、擴增實境和物聯網，
甚至實際操作各種形式的數位工具，例如：穿戴式載具、3D 印表機、智慧機器人
等。預期有豐富多元的數位資源環境，將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讓學生根據其
興趣和需求將學習的觸角跨及其他領域，進而統整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成為跨領
域人才。
(4)環境面向
上述學習與教學面的落實，以及滿足學習的多元數位資源與教學應用創新，仍需具
備優質的數位環境、網路頻寬、設備更新與提升、和引導學生善用數位資源等，此
對於未來數位學習和活化教學至為關鍵，也是邁向前瞻發展的必要基礎。再者，可
透過擴展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的數量，結合附近夥伴推動學校，經由師訓與課程的
討論發展，將各中心之設備與教學連結，從廣大的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學群，教師
間的教學分享與研習，共同為科技的教學努力，可快速縮短各縣市城鄉之間數位落
差。高中職部分，設置未來學習示範教室，使學生能體驗新興科技的未來感，並減
少縣市城鄉之間數位落差，透過虛擬實境拉近真實情境，增加臨場感，有助學生學
習提升。
四、 本計畫在機關施政項目之定位，可發揮之加值或槓桿效果。
本部 106-109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其一重點為「培養學生的前瞻應用能力」
，包括
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能力，建構數位學習環境及推動數位學習創新教學模式，組織輔導
團隊，協助教師發展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設計，辦理經驗交流與推廣活動；以
及推動創新自造教育，鼓勵師生參與動手實做，培養以科學精神方法解決問題的能力，
激發創造力與夢想的實踐力。另為扶植臺灣 3D 產業發展，高中職學校透過建置 Fab
Lab 的實驗室模式及其教育推廣概念，創造可供參與者自行設計製造創作作品的空間。
為了實現這一個具有前瞻性，培育更多人才，並讓有興趣的師生實際參與體驗課程。
為呼應本部中程施政，本部已從教育預算、爭取科技計畫經費逐步推動上述相關
教學創新應用。而透過本計畫，除了從環境面加速改善教學現場之教室資訊環境，以
利中小學師生得以有順暢良好的資訊基礎設施外，同時可與本部教學面之數位學習、
行動學習等計畫與資源面之磨課師、教育雲等計畫相輔相成，發揮以軟帶硬的配套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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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綜效，是作為本部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數位學習政策的重要基石。本計畫運用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經費資源，將普及科技領域教室資訊設施和加速完善班級教室有
利於智慧學習的配備，結合本部已推動中的「教育雲」平臺服務、行動學習及磨課師
(MOOCs)創新教學模式與學習活動等，預期可發揮的加值或槓桿效果有：加速新興科
技於教室的應用(如，數位自造、AR/VR、AI 與物聯網等生活應用與體驗學習)，普及
學生對新興科技之認知，拓展學生對科技之視野，建立未來展望，作為學生選擇不同
志向之基礎；擴大教室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或行動學習策略的落實；以及學生運算思
維、程式設計與跨科學習等能力。
五、 本計畫對社會經濟、產業技術、生活品質、環境永續、學術研究、人才培育等之影響
說明
科技領域課程係由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兩門科目來實踐課程理念與目標。放眼國
際，諸多先進國家亦設有科技領域，強調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及設計等學科知識
的整合運用，藉由強化學科間知識的連結性，來協助學生理解科學與工程的關連。因
此透過科技領域的設立，將科技與工程之內涵納入科技領域之課程規劃，藉以強化學
生的動手實作及跨學科如 STEAM 等知識整合運用的能力。
本計畫主要影響在於人才培育，透過智慧學習與資訊科技輔助教學，以培養學生
成為具備深度學習能力的數位公民，除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之科技領域之需求建置科
技領域教室設備外，教學面應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課程內容之意旨，重視與生活應用
的連結及對科技與社會問題的省思，強調培養學生創意設計、製作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並將新興科技內涵帶入教學過程中，普及中小學對新興科技之認知。未來整合現有推
動的數位學習相關策略，將由教師運用數位科技，發展創新、翻轉教學方式，改變課
堂教學模式，活化教與學間的互動模式，同時帶動學生進行個人化、自主學習，期能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另可因應數位經濟時代的數位公民養成與競爭力的培養。
現階段全世界的教育學家最關切的，就是如何培養在這個世紀具有競爭力的人才。
從導入資訊科技於教育的運用培養學生的 21 世紀關鍵能力包含溝通(Communication)、
合作(Collaboration)、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創造(Creativity)以及複雜問題解決
(Complex problem solving)等能力(簡稱 5C 能力)，另外，國際上也開始重視孩子的程式
設計和運算思維能力的培養，並從中小學扎根，使學生成為具備深度學習能力的數位
公民。本計畫在於強化中小學校園數位教學暨學習資訊應用環境，搭配 4.5.1 及 4.5.3
校園智慧網路，除能滿足校園對資訊科技教育基本需求外，更將具前瞻性的新興科技
應用列為數位學習特色發展，相信對我國培育下一代學子的資訊科技能力和數位學習
應用會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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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標
自 98 年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之後，即無大型計畫經費全面提升中小學校園網路
及資訊環境，本次爭取特別預算主要在環境面向(參考圖 2)加速改善教學現場之網路及
資訊環境，至於教學及資源面向則大部分由本部之教育預算及科技計畫經費支應。
本部參與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數位建設－校園建設，推動方向將以教學現場資訊科技
教學與融入教學情境為基本，同時規劃具前瞻性的智慧學習特色發展，以達下世代的數
位校園、智慧學習的願景。本計畫旨在於強化中小學校園數位教學暨學習資訊應用環境，
搭配 4.5.1 及 4.5.3 校園智慧網路、高中職對外連網頻寬提升等計畫，除能滿足校園對資
訊科技教育基本需求外，更將具前瞻性的新興科技認知與應用列為學習特色發展，並結
合現有推動數位學習相關計畫的人力與資源，預期促成學生智慧學習的情境(如圖 3 智
慧學習情境圖)，是以網路為基礎，配合先進的資訊技術及工具設備，實現從校園內網
路及資訊設備、數位教材與互動資源等；以及學習、教學活動和服務等的教學應用，以
突破時間和空間限制，從而突破傳統教育的限制，促進多元學習，提高教學與學習效益，
扎根數位經濟時代未來人才的培育。

圖 3 智慧學習情境圖
一、目標
本計畫重點在普及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新興科技之認知、科技領域教室建構和營造
課堂智慧學習環境，預期至 109 年達成的目標有：
(一)提供國民中小學師生設計與製作之機會與場域空間，並藉此認知新興科技之內涵(普
及中等以下學校新興科技之認知子計畫)
(二)提供高中職師生動手實作、設計與創造科技工具及資訊系統的場域空間，並藉此體驗
與學習新興科技。(普及中等以下學校新興科技之認知子計畫)
(三)完善中小學科技領域教室需求之生活科技應用與資訊設施，以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設
備基準。(增設科技領域教室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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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置教室資訊環境，結合現有資源支援中小學教師數位教學與學生數位學習，達全國
學生享有智慧學習環境。(營造智慧學習教室子計畫)
二、執行策略及方法
依據前述數位校園、智慧學習的願景及為達成計畫目標，本計畫的推動分為 3 項
子計畫(如圖 4)，執行策略逐層分項說明於后。

普及中等以下學校新
興科技之認知子計畫

強化數位教學暨學習
資訊應用環境計畫

增設科技領域教室子
計畫
營造智慧學習教室子
計畫

圖 4 本計畫架構
(一)執行策略
1.普及中等以下學校新興科技之認知子計畫
(1)盤點國內外數位資源，邀請專家學者共同研商擬訂國小、國中、高中各級學生認識
與學習新興科技之重點內容。
(2)結合各縣市成立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推動中小學科技領域教學，提升中小學新興
科技之認知。
(3)招募與結合相關科目輔導團教師，培養國中小普及新興科技認知之師資。
(4)規劃與開發適合擬訂國小、國中、高中各級學生認識與學習新興科技之教材、教授
方法與課程模組。
2.增設科技領域教室子計畫
(1)依據十二年國民教育設備基準，增置國中生活科技教室所需之資訊設備，以示範
研習的方式進行新興資訊科技（例如 AR/VR, 智慧物聯網設備、人工智慧軟硬體）
的學習，例如操作新興資訊科技相關軟硬體，藉此認知新興科技之內涵，並在未
來利用新興數位科技結合學習內容融入課程學習之中，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並盤點現有國中小電腦教室(以後改稱為資訊科技教室)不足數量，增置資訊科技教
室。
(2)發展縣市之科技領域輔導團隊，並規劃辦理相關的研習或觀課增能課程，以完善
縣市資訊教與學的推展機制。
(3)鼓勵教師分享教學策略與資源，帶動教學品質和學生學習成效提升。
3.營造智慧學習教室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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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應教學現場需求，以「扎實基礎」及「前瞻未來」思維，關照教師應用數位科技
於教學之實況，盤點從基礎的輔助教學、到互動教學再到進階教學應用所需(如圖
5，教師應用數位科技於教學層次圖)，優先滿足基礎需求所需資訊設備，再到進階
的智慧創新應用軟硬體設施，逐級引導更多教師善用資訊科技，創新教學模式與
特色發展。
（即優先滿足與扎實各校資訊教學基本需求，再精進創新應用特色發展）
(2)以數位應用種子學校優先模式，協助學校完善配備及協助教師普及應用於教學，並
由其分享推動及應用經驗，逐年擴散至其他學校。在有相同需求之情形下，優先考
慮偏遠或原住民地區學校。
(3)結合縣市既有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行動學習優良學校資源與推動機制，形成縣
市之輔導數位教學團隊，並規劃辦理相關的研習或觀課活動等，以完善縣市數位
教學與智慧學習的推展機制。
(4)運用社群媒體工具，鼓勵教師參加共學社群
促進教學分享及擴散創新，透過社群網路平臺，建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提供個人
與團體、校內與校際、職前與在職教育機構、教育工作者和專業組織間，持續對話
與專業學習機會。藉由鼓勵教師組成自發性的共學社群，從觀摩典範、發展深度學
習活動設計及學習成果評量，促成教學實務共創共享，並能加以擴散創新。

圖5

教師應用數位科技於教學的層次圖

(二)執行方法
依上述策略所配合規劃之各分項計畫重點工作與執行方法如下：
1.分項ㄧ普及中小學新興科技之認知子計畫：
(1)辦理在職教師培力
A. 開發種子教師及在職教師培力課程。
B. 辦理種子教師培力，儲訓研發及推動教學模組人才。
C. 結合科技領域中央輔導團、地方輔導團及在地之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辦理科
技領域教師及其他領域教師有關新興科技認知及提升運用新科技於教學之實作
能力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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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鼓勵各縣市政府及各校社群辦理工作坊及同儕分享。
(2)開發及推廣課程模組
A. 辦理課程模組開發培力工作坊
B. 辦理教學演示與示範觀摩
C. 辦理課程模組推廣
D. 提供課程模組協助各領域教師融入課程。
(3)提升學生對新興科技之認知及增加實作能力
A. 協助學校引入專業人員，豐富學生實作之能力
B. 結合在地之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辦理學生假期營隊，增加學生實作能力。
C. 辦理科技領域專題展，展現師生的學習成果。
D. 辦理科技領域競賽，展現學生的實作的成果。
(4)辦理新興資訊科技（例如 AR/VR, 智慧物聯網設備、人工智慧軟硬體）相關的示範
研習推廣活動
A. 結合新興資訊科技的生活虛擬體驗。
B. 指導老師操作新興資訊科技的軟硬體。
C. 辦理新興科技的相關高中職教師增能研習，讓教師對新興科技有所認知。
(5)辦理新興科技之其他相關之推廣活動
A. 結合其他教學活動或學校特色活動進行數位化教材開發與執行。
B. 辦理促進自造精神與行為表現的相關活動。
2.分項二增設科技領域教室子計畫：
(1)增設資訊科技教室及建置生活科技教室數位設備
A. 組成縣市工作團隊，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綱設備基準規劃科技領域教室增置與資
訊科技配備規格並充實軟體。高中職部分，則就前後課綱差異補足所需軟硬體
設備。
B. 盤點資訊科技教學素材、教學影音和電子書等數位資源，促進資源共享。
C. 進行教師資訊科技增能培訓課程。
(2)整合現有雲端資源與學生資訊科技學習活動，提升學生運算思維或程式設計相關能
力。
A. 結合現有教育雲之資訊科技相關資源，提供學生學習機會。
B. 鼓勵各縣市辦理學生資訊科技學習活動，如透過營隊培訓學生參與國內、國際
運算思維或程式設計相關活動；或辦理相關的競賽活動。
C. 結合產官學資源，合作發展具特色之數位教材。
D. 辦理觀摩與成果分享相關活動。
3.分項三營造智慧學習教室子計畫：
(1)建置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室資訊設備
A. 成立輔導團隊，協助研訂提升改善計畫及測試運作計畫，再依改善項目或建設
目標訂定建置計畫，經自我評量並產具報告後，以縣市(縣市立學校)或校(國立
學校)為單位報部審查。
B. 分析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數位學習之需求及情境：參照圖 5 教師應用數位科技
於教學的應用層次需要，從輔助教學、互動教學到智慧創新應用，以及圖 3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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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學習情境，兼顧「扎實基礎」及「前瞻未來」
（智慧創新應用教學特色發展），
規劃教室課堂教學的軟硬體需求。
C. 盤點教室環境現況：根據前項之基礎及前瞻需求，盤點各校教室環境是否達基
礎所需或必備條件之門檻值，並可依學校及縣市前瞻教學特色發展等差異因素，
彈性調整教室軟硬體設施組成項目及設備等級。
D. 訂定改善計畫及報部審查：依校園教室資訊環境現況與教學情境基礎或必備條
件間的落差，制訂學校教室環境改善項目，倘該校環境已達基礎或必備條件，
則可依情境需求，規劃更精進之前瞻特色發展建設目標。再依改善項目或建設
目標訂定建置計畫，以縣市(縣市立學校)或學校(國立學校)為單位報部審查。本
部依教學情境之創新前瞻性、教室資訊環境建設之分年目標、改善計畫功效、
及自評機制等項目審核各縣市(校)提報計畫，並於各縣市(校)依審查意見修正計
畫後，國中小以各直轄市、縣(市)國民中小學班級數比例分配；高中職以各校班
級數作為主要補助依據。各年度的建設，以至少 30%比例，實施於偏鄉地區國
民中小學，減少城鄉及縣市間的數位建設落差，以利逐年普及城鄉建設的成果。
E. 定期追蹤實施進度：受補助單位須定期回復計畫執行進度，進度落後單位須檢
討落後原因及提報改善措施。本部將抽訪了解計畫推動及數位設備使用情形，
並參酌計畫推動成效滾動檢討計畫目標。每年年底本部將辦理推動進度與成果
之諮詢審查會議，依受補助單位自我評核報告，針對進度超前單位予以獎勵並
調整計畫目標，並檢核進度落後單位改善措施成效，提供績優單位辦理典範分
享及學者專家意見輔導進度落後單位，並依審查結果訂定次年計畫及調整執行
方式。
(2)成立各縣市數位教學與智慧學習推動團隊
A. 結合縣市現有種子或優良學校組成數位教學與智慧學習推動機制。
B. 進行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C. 鼓勵縣市組成教師共學社群，共創共享數位教學策略。
D. 結合現有雲端數位學習資源與服務，鼓勵教師融入教學使用，並帶領學生自主
學習雲端數位資源等。
(3)建置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結合數位自造發展縣市教學特色
A. 建置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並組成輔導工作團隊。
B. 充實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之軟硬體設備
C. 配合輔導團隊擬定之指標，協助縣市結合數位自造，發展教學特色並自我評估
與改進。
(4)辦理其他相關之推廣活動
A. 結合現有數位學習相關計畫之優良學校數位教學策略研發，精進與擴散。
B. 辦理資訊融入教學、智慧學習相關之觀摩與成果分享。
三、達成目標之限制、執行時可能遭遇之困難、瓶頸與解決的方式或對策
(一)問題分析：
1. 優勢(Strength)
(1)良好的臺灣學術網路骨幹基礎環境：臺灣學術網路提供網路服務高可用性、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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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網路服務，串連國內各級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外，亦與網際網路接軌，提供
我國學研單位便利、可靠、低成本的網路服務。
(2)師生普遍接觸資通訊科技：我國智慧型手機普及率達 73%，居世界之冠，大部分
師生均有接觸資通訊設備，對於如何使用資通訊系統取得所需資訊、相互交流等
並不陌生。
(3)十二年國教課綱增列國高中科技領域課程：因應時代趨勢，我國十二年國教課綱
已將科技領域納入國高中必修科目，希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透過運用科技工具、
材料、資源，培養學生動手實作及跨學科知識整合運用知能，並涵育學生的創造
思考、批判思考、問題解決、邏輯與運算思維等高層次思考的能力及資訊社會中
公民應有的態度與責任。
(4) 部分學校已有多年數位學習及行動學習之推動經驗：我國長期推動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及近年來開始推動行動學習，參與之學校、教師及教育行政體系已對創新教
學模式的重要性有所認知，逐漸發展各項教學模式。
2. 劣勢(Weakness)
(1) 偏鄉數位落差：現代社會都市化發展愈形集中，工作機會的流失也導致包含農漁
村、山地、離島等偏鄉聚落青壯工作人口流失。偏鄉學校普遍有教師流動率高，
師資難聘情形，雖有先進的網路及資訊設備，但教師是否具有資訊專長或數位應
用能力，可能形成數位使用落差。
(2) 教室資訊環境無法因應數位學習需求：自 98 年擴大公共建設以來，並未針對教室
資訊環境進行全面性的更新再造，致使現今許多教室資訊環境架構老舊、容量不
足，無法支援創新的數位學習應用。
3. 機會(Opportunity)
(1)我國政府及民間積極推動資通訊科技發展：臺灣的資通訊產業一向位居全球的重
要地位，雖面臨供應鍊競爭及產業轉型的挑戰，政府及民間企業仍積極推動投資
研發，以期在下世代的物聯網、5G 電信、或 AR/VR 產業佔有一席之地。
(2) 數位學習資源普及近用：我國秉持開放的網際網路政策，數位學習資源已與國際
接軌，除可取得各國開放課程、線上教學資源外，也帶動國內教師投入產製本土
化的數位教材。
4. 威脅(Threat)
(1) 教室資訊環境無法因應資通訊科技發展：資通訊科技發展可謂一日千里，除各項
載具生命週期極短外，對資訊軟硬體設備功能、可用性的要求也持續倍增，嶄新
的通訊技術(5G、動態頻譜分配等)及數位內容(4K/8K、AR/VR 等)常使現有建設陷
入容量不足的困境。
(2) 學校較難自行維運教室資訊環境：教室資訊環境的高可用性取決於日常維運，惟
各校無法負擔進用專責資訊管理人員成本或高服務水準之維運廠商，多以教師兼
任，可能有所受培訓不足及無法專一投注心力之問題。
(二)解決方案及對策：
1. 成長策略(Strength-Opportunity)
(1) 利用臺灣學術網路強化政府民間的數位學習資源：高可用性、高品質的臺灣學術
網路提供了便捷的網路資源存取管道，相較於商業網路，可促使師生以較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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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廠商開發之數位學習資源。
(2) 培養師生課前課後資訊科技應用能力：透過臺灣學術網路與民間電信業者介接，
將數位教學資源帶入師生的日常生活，促進師生於課前課後備課、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預習及複習等。
2. 多角化策略(Strength-Threat)
(1) 以輔導團隊協助學校維護管理建設：面對各校無法獨力維護資通訊建設，縣市政
府應培訓具資通訊基礎素養的輔導人員，協助師生排除問題，並可集中維運經費、
培訓資源，以發揮最大功效。
(2) 結合輔導團及學科中心資源：結合中央與地方科技領域輔導團及高中學科中心，
推動教材教案開發及教師增能輔導擴散。
3. 扭轉策略(Weakness-Opportunity)
(1) 促進偏鄉使用數位學習資源：偏鄉因經濟規模不足，常缺乏教學資源進駐誘因，
惟數位學習資源可不受時間地域限制，偏鄉學童使用數位學習資源可與都市學童
擁有同等之受教機會，達成翻轉教育之功效。
(2) 以數位資源近用為目標改善教室資訊環境：教室資訊環境並非一成不變，配合我
國的資通訊產業發展，根據數位學習資源與科技應用所需之資通訊建設環境條件，
將校園教學環境升級為成本較低、效能較高之新型資通訊科技架構。
4. 防禦策略(Weakness-Threat)
(1) 善用雲端及民間資源協助偏鄉資訊科技教學與數位學習應用：偏鄉已有人力資源
不足的困境，經濟規模不夠也導致維護成本高，從而降低資通訊建設的可用性，
縣市及學校應運用雲端數位資源或工具，也可引進民間科技人力支援或協同教
學。
(2) 建立數位教學資源供應中心機制：持續與縣市、館所及民間合作，以教育雲為雲
端教與學之資源中心，支援數位學習；以行動學習學校為智慧學習先導學校，帶
動其他學校數位教學與學習應用。
四、目標實現時間規劃
具體目標

單位 現況值
105 年

目標值(累計)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長期目標

100

100

(二)增設科技領域教室子計畫
1.增置國中小資 百分比
訊科技教室及
補足高中職資
訊科技教室設
備

0

0

100
(其中增
置國中小
資訊技教
室
279
間，高中
職補足設
備 654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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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建置國中生活 百分比
科技教室及補
足高中職生活
科技教室設備

1.建置教室資訊
設備

間

0

0

72

100

100

100

45,000

教師教學均無
礙使用/所有
學校均有有利
於智慧學習之

( 其 中 設 (其中國
置國中生 中 累 計
活科技教 1385
室
820 間，高中
間，高中 職 累 計
職補足設 637 間)
備 637 間)
(三)營造智慧學習教室子計畫
0

450

13,050

29,700

環境
2. 建置自造教

間

11

22

48

育及科技中
心，結合數位
自造發展國中
小各年級不同
階段學習的教
學特色

74

100

培育學生具備
自造者精神並
內化為終身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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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科技關聯圖例

重要科技關聯圖例
新興科技認知與智慧學習

教室資訊設備與應用
__+高畫質大型顯示設備

__＊相關教材與設備

強化數位教學
暨學習資訊應
用環境

(如 AR/VR、數位自造、
AI、物聯網等)

__+基本資訊設備
__+固態儲存裝置
+互動投影裝置__
_+雲端運算

_+配合設備基準所需之資訊設備

_+數位教學素材
_+數位學習行為分析

科技領域教室

(註) 科技成熟度之標註：
＋：我國已有之產品或技術
＊：我國正發展中之產品或技術
＞：我國尚未發展中產品或技術
產品或技術若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亦請加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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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學系統

參、人力配置及經費需求
人力需求及配置表(B004)
人力需求及配置說明
以現有人力進行相關工作。

單位：人/年
106 年度
職級

計

畫

名

108 109
年度 年度

107 年度
職級

稱
總 人 力 研究 副研 助理 研究
員級 究員 研究 助理 技術 其他
(含)
人員
以上 級 員級 級

總人力 研究 副研 助理 研究
員級 究員 研究 助理 技術 其他
(含)
人員
以上 級 員級 級

總
人
力

總
人
力

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 數 位 建 設 -4.5.2
強化數位教學暨
學習資訊應用環
境計畫

0

0

0

0

0

0

分項ㄧ：普及中等
以下學校新興科
技之認知子計畫

0

0

0

0

0

0

分項二：增設科技
領域教室子計畫

0

0

0

0

0

0

分項三：營造智慧
學習教室子計畫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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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需求表(B005)

計

畫

名

計

計

畫

畫
性

人
小
計 事

材

目
標

質

費

費

稱

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數位建設-4.5.2 (3) 育 (6) 人
強化數位教學暨 才 競 才 培
學習資訊應用環 才 與 育 與
多 元課 程
境計畫
進路 開發
分項ㄧ：普及中等
以 下 學 校 新 興 科 (3) 育 (6) 人
技之認知子計畫 才 競 才 培
才 與育 與
多 元課 程
進路 開發
分項二：增設科技
領域教室子計畫 (3) 育 (6) 人
才 競才 培
才 與育 與
多 元課 程
進路 開發

經

60,000

常

料

106 年度
支 出資

其
他
費
用
12,000

土
地
建
築

本

儀
器
設
備

支

出

其
他
費
用

經

小
計

常

人

材

事

料

費

費

107 年度
支 出資

其
他
費
用

土
地
建
築

108 年度
本

儀
器
設
備

支

出

其
他
費
用

48,000 2,100,000

476,250

0

250,000

106,250

143,750

0

488,115

97,623

39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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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計

109 年度

經

資

常

本

支

支

出

出

小
計

經

資

常

本

支

支

出

出

1,623,750 2,100,000 476,250 1,623,750 1,740,000 370,500 1,369,500

250,000 106,250

56,500

11,300

143,750

45,200

100,000 42,500

0

57,500

分項三：營造智慧
學習教室子計畫 (3) 育 (6) 人
才 競才 培
才 與育 與
多 元課 程
進路 開發

60,000

12,000

48,000 1,361,885

21

272,377

1,089,508 1,793,500 358,700 1,434,800 1,640,000 328,000 1,312,000

肆、 儀器設備需求
無單價 500 萬以上儀器設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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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預期效益、主要績效指標(KPI)及目標值

一、 預期效益
(一) 所有中小學符合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課綱設備基準。
(二) 所有中小學具有利於智慧學習之環境。
(三) 中小學教師或學生藉由親自體驗、動手操作新興科技活動，從中開啟學生對新興科
技之興趣，引發學生創意。
(四) 推動中小學學生程式設計學習，參與相關競賽或活動，提升學生運算思維與資訊科
技應用能力。
(五) 建置科技教學環境，使學生能藉由動手操作習得科技領域技能與素養，並了解科技
的發展及科技與生活的關係。
(六) 提升學校教師使用雲端數位學習資源與服務，教師採用數位化、雲端化教學工具於
課堂互動、創新教學或參與社群共創教學典範。
(七) 提升學校學生享用雲端數位學習資源與服務，學生採用數位化、雲端化學習工具於
各領域學習；提升使用資訊科技於問題解決、探索學習、溝通、表達和創新等能力。
二、 主要績效指標(KPI)
106~109 年主要績效指標
屬性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量化值

預期效益說明

國中小學教師、學生參與新興科技數 中小學教師或學生藉由親自
位學習活動及將新興科技融入教學
之累計比例
107年20%(國小約220,000名學生人
次；國中約118,000名學生人次)

(

學
術
成
就
科
技
基
礎
研
究

體驗、動手操作新興科技活
動，從中開啟學生對新興科技
之興趣，引發學生創意

109年80%(國小約880,000名學生人
次；國中約472,000名學生人次)
C.培育及延
高中職教師、學生參與新興科技數位
攬人才
學習活動累計比例
107年25%(共為73校、約105,000名學
生)

)

109年100%(共為295校、約420,000名
學生)
高中職教師參加數位科技教材增能 高中職教師藉由動手操作 新
研習累計比例
興科技活動，參與數位科技教
材製作，從中開啟學生對新興
107年20%(約7,200名教師)
23

109年70%(約25,200名教師)

科技之興趣，引發學生創意。

培養國小、國中普及新興科技認知之 國中小教師或學生藉由親自
師資累計人數
體驗、動手操作新興科技活
動，從中開啟學生對新興科技
107年 國小200名；國中200名
之興趣，引發學生創意。
109年 國小1000名；國中1000名
針對資訊科技輔助教學，師生受惠於 結合教師應用數位科技於輔
更新後之數位學習環境累計比例
助教學，增進學生運用雲端數
位學習資源與服務，學生採用
106年1%
數位化、雲端化學習工具於各
107年29%
領域學習
109年100%
針對資訊科技互動教學，師生受惠於 善 用 已 建 置 的 智 慧 學 習 環
更新後之數位學習環境累計比例
境，鼓勵師生使用雲端數位學
習資源與服務，進而應用於課
106年0.5%
堂互動教學
107年14%
109年50%
針對資訊科技進階教學(發展資訊教
育特色有助提升學生使用資訊科技
於自主學習、問題解決、探索學習、
溝通表達或創新等能力)，師生受惠
於更新後之數位學習環境累計比例
106年0.2%

為達創新應用層次，提升使用
資訊科技於問題解決、探索學
習、溝通、表達和創新等能力
註：本項指標將配合提供相關
佐證資料，如：評量工具和結
果

107年3.5%
109年15%
教師產出科技教案示例件數占所有
/教材/手冊 校數累計比例
/軟體
106年15%
F.形成課程

107年25%
109年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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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科技教案示例，鼓勵和便
利其他教師採用數位化、雲端
化教學工具於課堂教學或參
與社群共創教學典範

規劃與開發適合小學、國中、高中之 中小學教師或學生藉由親自
新興科技認知教材教法或課程模組
體驗、動手操作新興科技活
107年 國小20套；國中20套；高中15 動，從中開啟學生對新興科技
之興趣，引發學生創意。
套
109年 國小60套；國中40套；高中50
套
其他

其
他
效
益
（
科
技
政
策
管
理
及
其
他

增置科技領域教室資訊設備 (含資訊
科技及生活科技教室)，符合十二年國
教科技領域課綱設備基準校數累計
比例

「資訊科技」課程納入中小學
課程與教學，善用數位資源整
合規劃與推動，提升學生資訊
科技應用能力

107年資訊科技教室100%，生活科技 學生能藉由動手操作習得科
教室72% (總計2,390間)
技領域技能與素養，並了解科
技的發展及科技與生活的關
108年100%(2,955間)
係
更新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室資訊設 所有中小學具有利於智慧學
備，營造有利於智慧學習環境累計比 習之環境
例

)

106年1%(450間)
107年29%(13,050間)
109年100%(45,000間)

三、目標值及評估方法

目標

普及
中等
以下
學校
新興
科技
之認
知

預算

6 億元
(普及
中等
以下
學校
新興
科技
之認
知子
計畫)

預期成果效益

績效指標

評估方法

目標值訂
定之依據

中小學教師或學生藉由親
自體驗、動手操作新興科
技活動，從中開啟學生對
科技之興趣，引發學生創
意

1.國中小學教師、學
生參與新興科技數
位學習活動及將新
興科技融入教學之
累計比例 80%(國
小約 880,000 名學
生人次；國中約
472,000 名學生人
次)
2.高中職教師、學生
參與新興科技數位
學習活動累計比例
100%(共為 295

統計中小學
教師、學生參
加新興科技
數位學習活
動人次或高
中職學教
師、學生參與
新興科技數
位學習活動
累計比例

參與研習
教師經多
次參與後
方有足夠
的自信與
知能入班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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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約 420,000 名
學生)
3.高中職教師參加數
位科技教材增能研
習累計比例
70%(約 25,200 名
教師)

強化
科技
領域
教學
環境

5.4
億元
(增設
科技
領域
教室
子計
畫)

營造
智慧
學習
環境

48.6
億元
(營造
智慧
學習
教室
子計
畫)

1. 「資訊科技」納入中小
學課程與教學，善用數
位資源整合規劃與推
動，提升學生資訊科技
應用能力

讓全國各
高中職教
師多數有
參與過增
能研習

統計所培養
4.培養國小、國中普 之國小、國中
及新興科技認知之 普及新興科
師資各 1000 名
技認知之師
資

依所評估
國中小新
興科技認
知推廣所
需師資而
定

5.規劃與開發適合小
學、國中、高中之
新興科技認知教材
教法或課程模組，
國小 60 套，國中
40 套(共 100 套)，
高中職 50 套。

統計所開發
之新興科技
認知教材教
法或課程模
組數量

依所評估
中小學新
興科技認
知推廣所
需課程資
源而定

1.教師產出科技教案 統計教師產
示例件數占所有校 出教案示例
數累計比例 50%
比例

依科技領
域教育願
景訂定

2. 推動中小學學生程式設
計學習，提升學生運算
思維能力，並參與相關
競賽或活動

2.增置科技領域教室
資訊設備(含資訊
科技及生活科技教
3.建置科技教學環境，使學
室)，符合十二年國
生能藉由動手操作習得
教科技領域課綱設
科技領域技能與素養，
備基準校數累計比
並了解科技的發展及科
例達 100%
技與生活的關係
1.提升學校教師享用雲端
數位學習資源與服務，
教師採用數位化、雲端
化教學工具於課堂教學
或參與社群共創教學典
範，提升學生的學習體
驗機會

統計參加研
習教師人數
比例(參加研
習教師人數/
全體教師人
數)

統計中小學
符合十二年
國教科技領
域課綱設備
基準比例

依十二年
國教課綱
科技領域
設備基準

1.更新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室資訊設
統計更新及
備，營造有利於智 建構教室資
慧學習環境累計比 環境數量
例達 100%

依據本計
畫願景訂
定

2.針對資訊科技輔
統計師生使
助教學，師生受惠 用資訊科技

依資訊科
技融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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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學校學生享用雲端
於更新後之數位
輔助教學人
數位學習資源與服務，學
學習環境累計比
數累計比例
生採用數位化、雲端化學
例 100%。
習工具於各領域學習，提 3.針對資訊科技互動
統計師生使
升使用資訊科技於問題
教學，師生受惠於
用資訊科技
解決、探索學習、溝通、 更新後之數位學習
互動教學人
表達和創新等能力
環境累計比例
數累計比例
50%。
4.針對資訊科技進階
教學(發展資訊教
育特色有助提升學
生使用資訊科技於 統計師生使
自主學習、問題解 用資訊科技
決、探索學習、溝 進階教學人
通表達或創新等能 數累計比例
力)，師生受惠於更
新後之數位學習環
境累計比例 15%。

27

學及數位
學習願景
訂定
依數位學
習願景訂
定

依數位學
習願景訂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