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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學歷：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授課科目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電腦科學

研究方法（二）、書報討論（下）、

教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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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專長：
數位學習、資訊教育、網路教學策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科目
教育科技研究方法、電腦動畫

略與設計、網路同儕教導系統、 學
習困難兒童電腦化評量診斷、補救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授課科目

教學策略

教育、媒體與社會、互動式多媒體
設計與製作、教學媒體與運用

z 近兩年開課資料：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科目
研究方法（一）、書報討論（上）、
電腦動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研究

與崔夢萍老師訪談的過程中，不只能
感受到老師對資訊領域的熱愛，也能了解
到夢萍老師對學生們的期許，希望學生能
在資訊教育上面帶給更多人幫助以及有新
的學習。夢萍老師十分擅長數位學習、資
訊教育、網路教學策略與設計、網路同儕
教導系統、學習困難兒童電腦化評量系
統、補救教學策略等相關資訊教育，從老
師豐富的學經歷，能夠看出老師對於數位
電腦科技的喜愛。夢萍老師對資訊教育領
域的學習始終覺得不足夠，所以老師持續
地學習新的東西，更新自己的知識，也更
新學生的學習。

喜歡，也適合資訊教育
從師專畢業的夢萍老師接觸到資訊教
育的契機是從國小教師研習開始。夢萍老
師一畢業就到國小教書，在當時，教師研
習有年資的限制，又因為那個時候資訊教
育領域才剛起步，相關的研習還沒有很普
遍，報名研習的時候都是優先給校長和主

崔夢萍 教授

︻文∕嚴子涵︵心理與諮商學系校友︶︼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也延續學生的學習興趣
教學是延續自己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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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選填，所以常常排不到資訊教育的研
習。對此，夢萍老師決定自己去外面補
習，過程中，老師花了許多時間鑽研，最
後更是考上由師專改成師院（也就是現今
的臺北市立大學）裡的數理教育系，而讀
得越多越是發現自己在資訊領域的不足與
不夠，這讓夢萍老師決定要繼續研讀，往
資訊教育領域習得更多。
那個年代資訊教育在臺灣才剛開始，
國內很少相關的領域，剛好，夢萍老師的
朋友告訴老師國外的學校有相關領域的科
系，這讓夢萍老師決定辭去國小教師的工
作，毅然決然的飛到國外讀電腦科學教育

002

教學是延續自己的專業，也延續學生的學習興趣

崔夢萍教授希望有更多老師可以接觸到資訊教育。

碩士以及博士。從國小老師到碩士，甚至

他老師或是職前進修的老師有更多的機會

是博士，這一切都是從夢萍老師對於資訊

學習資訊教育。」我們在自己的專業裡面

教育的喜愛，還有對資訊教育源源不絕的

理解了一些東西，不管我們理解的多還是

興趣，雖然夢萍老師對我說她自己覺得自

少，我們都希望能將我們覺得對社會有幫

己好像蠻適合讀資訊相關的內容，但我從

助的事情能夠讓更多人知道，甚至是會使

老師的口述和表情中，感受到夢萍老師不

用它，哪怕只是滄海之中的一粟，也希望

僅適合，也非常熱愛，而這個契機也是老

這一粟可以豐富他們對世界和自己生活的

師為自己所開啟的。一直到現在，夢萍老

認知。

師還在他喜愛的領域、專業的領域上不斷
地研究，夢萍老師的學習過程是「專注」
的典範。

資訊科技進步的很快，我們人類需要
不斷的學習和更新自己，不管是內在還是
外在，都是需要淬煉與成長，「從事這個

為自己而學，也協助他人學習

領域（資訊教育、數位學習），一定要有
教育的基礎，否則在運用上就會有困難，

「我們做了一個決定，決定就會
帶我們走向不一樣的路。」

如果單純只有技術，就會變成只為了開發
而開發，但不去了解實際學校或是學生學
習上面的應用，如此便會產生距離，而有

當我問起為什麼老師不再回國小任職

落差。」電腦科技的教具與實體的教具，

時，夢萍老師這麼對我說：「我想要讓其

對於老師教學和學生學習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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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學生的能力調整教學的方式
臺灣的社會是看學歷，父母希望孩子
學歷越高越好，有些公司也看學歷，不少
學生也衝著更好的薪水讀碩士，甚至是博
士，但也有學生是真的喜愛，認為自己在
專業領域上面還讀不夠，所以去鑽研，研
究所的過程不管對哪一種學生來說，都是
不容易的。而夢萍老師對於想要學習的學
生都非常鼓勵，而老師更是看重學生研究
精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大學的教育
裡，學生應該要培養他們對於基礎科學的
能力，能夠獨立思考，並且主動去求之；
而，研究所則是要培養學生自己的研究精
神。」夢萍老師是如此認為的。
崔夢萍教授和學生實際運用遊戲互動教學。

曾在國外當電腦中心助教的夢萍老
師，回台後則先後任教於臺北市立教育大

輔助工具，佔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夢萍老

學（現今的臺北市立大學）以及國立臺北

師希望老師們能運用在幫助學生的學習。

教育大學，不同的教學環境，夢萍老師也

對此，夢萍老師在個人研究以及教學上，

看見不同文化學生的學習有著自己的特殊

主要是以國中小學為主，學生也多是有教

性。在市北教和國北教教書的時候，老師

育背景的老師們，為了讓老師們可以學習

和學生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可是在美

如何將資訊教育以及數位學習應用於教學

國，如此密切的師生互動是很少見的，當

上面，增進教學效果。

然，這和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也有關係，不
過，相較於臺灣的學生，夢萍老師覺得外

然而，將自己所學教給其他教育者，

國的學生比較知道如何問問題，比較專注

只是夢萍老師在資訊教育及數位學習上努

在追求知識學問上面，也比較會獨立思

力的一部分，夢萍老師時常參與教育部以

考，「在臺灣，學生會比較依賴老師是目

及大學教育的數位學習相關計畫，甚至是

前普遍大學的現況，」這並非是以偏概

專家諮詢與審查。參與這些不光是夢萍老

全，只是目前臺灣大多數的大學生，學習

師的專業備受肯定，在夢萍老師心中，這

的狀態來說是如此，多數的學生較少主動

也是他在這個領域上其中一個學習的機

去找尋問題的答案、追求知識，所以夢萍

會，不但能再學習到新的知識，也能在協

老師在自己的教學上面也會有調整，因為

助更多需要的人上面多出自己的一份力。

老師也需要視學生的學習狀況來調整自己
的教學，而不是只去看學生不常主動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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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狀況。

生浪費自己學習的時間，因為深知時間的
可貴性，所以夢萍老師不願意學生帶著空

大部分多是教研究生的夢萍老師，對

空的腦袋回到家裡，夢萍老師告訴學生，

研究生的要求也會提高更多，正因為老師

如果他們覺得不知道在課堂上面有什麼收

認為學生應該要先主動去找知識及答案，

穫時，可以在下課時間來詢問他，因為學

而不是依賴老師給自己答案，所以夢萍老

生有可能當下聽不懂上課的內容，這個時

師都是先讓學生自己去找答案，若過程中

候，老師就可以更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有疑問和問題再來和老師討論。不過，並

然後也比較清楚該如何引導學生或是調整

不是每位學生的能力都相同，就算是外國

自己的教學。

的學生也是如此，不是西方學生就比較優
秀，對夢萍老師而言，培養學生獨立思考

撰寫論文是每位研究生的畢業門檻，

的能力是他對所有學生一致的要求，只是

而教授的職責有很大一部分是協助學生，

培養的方式會依照學生的能力而有所不

引導他們撰寫自己的論文，而論文寫作的

同，「有些學生的能力不錯，當他們問我

引導，老師也不能說得太多，所以瞭解學

問題時，我會選擇先不說或是不回答，讓

生的能力在哪邊很重要，「我們所上是研

他們先試著自己回去找資料和發現方法；

究所二年級才找指導教授，教過一年之

可是，有些學生可能在這部分會比較困

後，大概都知道學生的能力在哪裡，」不

難，那我會提供一些管道，像是可以看哪

同的學生，夢萍老師會選擇不同的方式來

一本書、書上或論文上面的哪個章節，看

教學生寫論文，有些學生比較快理解，那

了之後有問題再來討論。因為每個人的差

口頭上的說明就可以讓學生懂；有些學生

異大，所以老師要看學生的能力，用不一

可能說了半天都還是不理解，那可以用書

樣的方式引導學生學習。」提供管道並非

面的方式來引導他們，夢萍老師會請學生

不信賴學生的能力，因為夢萍老師還是相

回去先閱讀相關的 Paper，有不懂的地

信稍微給予引導後，學生還是能靠自己的

方再來討論。「曾經有位學生，我改過他

能力和方式找出解決問題的答案。

很多次的論文，在他的論文上面做註記和
疑問，但那位學生還是不知道如何修改，

依學生的能力給予不同的引導

我就請他將論文的檔案整個帶過來和我一
起討論，我會直接在學生面前修改一些給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學生來上這

學生看，改的同時也會問學生，我改過之

門課到底有沒有收穫。所以我每次都會跟

後和他原來的內容差異在哪裡，學生不懂

學生說：『其實你們每次上課後，都要問

就請他當場問我，我陪著他一點一點去釐

自己，今天你有沒有新的收穫。』我不希

清，後面他就會慢慢明白該怎麼改自己的

望學生上完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的課一點

論文。」如果說和寫的方法都讓學生不理

收穫都沒有，他們必須也要能自己想到這

解，夢萍老師就會直接示範給學生看，不

部分。」有時候學生會不想浪費時間在課

管是當場操作和修改給學生看，還是把比

堂上面，但老師們在教學上面也不希望學

較難理解的步驟用錄影的方式錄下來，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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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夢萍教授和學生一起實地參訪。

萍老師的考量都很縝密，選擇用穩紮穩打

存在，所以老師的教學策略需要跟著調

的方式讓學生站穩腳步來學習。

整，多注意學生的學習狀況，適時提供引
導，以及學習的技巧，對學生來說都是非

夢萍老師也很注意學生有沒有學會，

常有幫助的。針對學生的學習狀況，老師

上完一部分就會提出問題來檢驗學生，如

選擇多元化的教學策略，老師能夠拓展不

果概念都懂就會往進階的研究，學生還不

同學科的教學方法，瞭解學生學習的喜好

太會就多講幾遍或是換種方式讓學生理

與困難，也能夠增進對自己教學的認識。

解，盡量不讓學生帶著過多的疑問繼續講
課下去，因為夢萍老師認為讓學生累積更

學習將自己的理解「教」給學生

多的不了解，對學生的學習是不會有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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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不過，正因為每位學生的差異

科技的東西變化很快，自己也是從事

性很大，並非所有的學生都能在老師講解

資訊科技相關領域，所以如何將這些科技

或示範下很快地理解，但老師又需要考量

應用在課程上，是夢萍老師一直致力的事

上課的進度，以及顧及其他已經瞭解內容

情。不管是理論還是技術，資訊科技其實

學生的上課權利，有時夢萍老師會私底下

都變動的很快，不斷會有新的發現與內

找還搞不懂的學生好好談，了解他們哪個

容，所以夢萍老師在理論上面的增進主要

部分還不懂，從學生困惑的問題上面做不

是來自論文的閱讀，因為變化得太快，很

一樣的引導，「學生是很需要花很多時間

多相關的書籍來不及出版，所以也就沒有

來引導的，所以在教學上面，每位學生對

主要的教科書，只能從資料庫找英文文獻

我來說都是很特別的。」因為個別差異的

來閱讀，夢萍老師就會從這些閱讀的文獻

教學是延續自己的專業，也延續學生的學習興趣

中找有趣的內容編成教材，換掉三分之一

個新軟體，還是怎麼操作這個軟體，卻沒

的文獻和教材都是最基本的，每一學期夢

有教學生如何利用這個軟體做成教材，所

萍老師的教材都會變動很多，對此，夢萍

以夢萍老師知道她自己必須要先去熟悉新

老師說她和學生的學習是同時在成長的，

的軟體，然後先把它們變成教材，再帶進

一起閱讀新的東西，學習新的東西。另

課程去教學生如何去應用和設計教材。像

外，在技術性的課程也在同樣的原因下，

是現在很熱門的遊戲學習，網路上的連連

夢萍老師時常需要去了解軟體更新版和舊

看、賓果、射擊等小遊戲要如何將它們變

版的差異在哪裡，另一方面，夢萍老師也

成輔助教學的工具，用在教學上面是不

會多去發掘有趣的軟體，來源可能有很

簡單的，通常一堂課夢萍老師會花 1 至 2

多，可能是自己去找，也可能是在國小進

天才把它們變成教材，有時也會遇到困難

行輔導的時候發現不錯的軟體，研究好就

的時候，只能從 youtube 或網路上面學

將它們慢慢教給學生。夢萍老師通常會花

習，夢萍老師說：「用了才知道軟體和技

3 至 4 天的時間來摸索新的軟體，教學準

術在教學及使用上有哪些優點和限制，自

備的時間很長，不過，老師認為「知道」

己要玩一玩，自己覺得好玩，學生才會覺

和「教」是不一樣的事情，教學就是如

得好玩，在這個領域只能不斷的往前走，

此，如何把它教出去是要花很多時間思考

也要想辦法把東西變得好玩。」因此，寒

的。

暑假夢萍老師會提前一個學期準備下學期
的課程內容，會花很久的時間去熟悉和試
很多相關的書籍其實在教學生認識這

著操作，將自己的理解想辦法教給學生。

活用資訊，用平板上課也教學生如何將平板電腦融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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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要多元
評量也要依學生的獨特性調整

邀請他們在別的老師的課堂上應用，藉著
提供學生可以更多元發展和提升自己能力
的機會，希望可以藉鼓勵來讓學生去延續

資訊的課程有很多需要實際操作，夢

他們的學習興趣，不希望學生就停下來。

萍老師會針對不同的課程找影片或是實際

再加上夢萍老師強調學生的獨特性，認為

示範給學生看，然後再準備不同難度的例

評量標準要依照學生的特性來調整，「有

子讓學生實際操作，藉此來評量學生的學

些學生擅長美工，設計出來的東西很美、

習成果。設計不同難度的例子讓學生練習

很華麗，但有些學生美工不擅長，卻很有

是必要的，有些學生能力比較好，困難的

創意，所以，不只是學生的特性，他們的

和簡單的例子都會，但能力還不到的學生

學習背景、努力程度、起點學習……等

至少在簡單的例子操作上會成功，就像考

等，都是要考量的地方，不能只評量作業

試要有鑑別度一樣，一張考卷上面有難的

的本身，也要稱讚學生好的地方，這樣

題目也會有簡單的基礎題，除了鑑別學生

子學生也能知道自己未來可以著力的地

的能力，也可以讓老師知道學生的學習哪

方，除了要有多元的教學也要有多元的評

裡碰上困難，學生也能知道自己哪些地方

量。」

還不懂，實際操作的技術也是同樣的道
理。

不只教課程設計
也要學如何課程設計
夢萍老師的課程主要是理論課和實作

課程，理論課程的教學評量，老師多是讓

重複的課程有許多，但集結起來，夢

學生上台報告，從學生的發表內容以及他

萍老師上了很多不同的課，即使課程重

們自己整理出的資料裡瞭解學生理解的程

複，夢萍老師仍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教學，

度；在實作課程的部分，夢萍老師會有比

「我覺得課程和教學都不斷地在改變，以

較多的練習，讓學生從練習來熟悉軟體的

前在國外念書，我認為研究所的課程比較

操作與應用，所以每次上完課，夢萍老師

著重在研究，不應該加上實踐和校外參

都會出小作業讓學生回家練習，有時候會

觀，後來閱讀了洪蘭老師的書，書裡提到

請學生在課堂上面就直接實作，加上期中

洪蘭老師常會帶著醫生去偏遠地區就診，

和期末的實作作業，學生必須要有展示學

提供醫療服務，這給我很大的改變，後來

習成果的能力。

我就覺得有些課程我可以去改變，我應該
可以加上一些其他元素，在一些課程的學

008

說到評量，夢萍老師有時會覺得學生

期末，我會帶著學生到國小實際應用自己

用這些作業就完成他們的學習會有點「就

在課堂上學到和設計出來的東西。」受到

這麼過去」的感覺，對此，夢萍老師希望

了洪蘭老師的啟發，夢萍老師認為理論和

在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上面自己可以再多

實務的相互作用，整個過程都關係到時空

做些什麼，所以夢萍老師看到做得不錯的

的脈絡以及社會的演變，在不同情境及狀

學生，會私底下推薦他們參加比賽，或是

況下，理論或是實務都可能被以不同的方

教學是延續自己的專業，也延續學生的學習興趣

式呈現出來，方法可能只有
些微的調整，但也可能是以
很不一樣的教學方式呈現出
來。
夢萍老師就跟許多老師
一樣，雖然教學經驗十分豐
富，仍會不斷地進修自己，
從 別 人 的 教 學、 到 國 外 參
觀、讀別人的文章和分享，
都能讓夢萍老師思考如何調
整自己的教學。比如說，有

講解內容後，立即讓學生實作練習。

些課程，在夢萍老師原來的
想法裡是有一個理想方式，可能那個東西

時都在注意和反思自己的教學與學生的學

就只是一個理論，原本只覺得要學生做文

習之間的連結。

獻探討或是去發展研究，而現在夢萍老師
慢慢地發現，實務和研究結合在一起是不

學生在課堂上的建議夢萍老師時常會

錯的，所以老師就會在教學策略上做些調

聽取，有些時候學生會抱怨課堂的作業實

整。因為，往往教學內容會帶動老師教學

在太多，畢竟多是實作性的作業，學生常

策略的改變，資訊的東西時常在推陳出

常覺得作業的負擔很重，這時，夢萍老師

新，像是近幾年出現的 APP 教學，當夢

就會思考他可以怎麼減少學生作業，不

萍老師要放入一個內容到她的課程時，老

過，夢萍老師認為有些東西他該堅持的就

師就會思考她要如何教，或只是她想要讓

一定會堅持，因為課程就是需要多練習實

學生以什麼方式來呈現他們的學習，所以

作的部分，不多練習，學生可能就會對軟

夢萍老師說光只是上課（不加個人的研

體程式不夠熟悉，在課程的需求下，夢萍

究、專家諮詢等）就讓她非常非常的忙

老師就會比較堅持，然後告訴學生這些是

碌，想著要怎麼將課程模組化、調整自己

他無法減少的部分。我想這也是當老師很

的教學、怎麼轉譯成教材來教學生、學生

重要的一點：「師生之間的溝通很重要，

若遇到問題該怎麼辦……，準備一門課需

老師有時候可以視情況調整自己的教學或

要花費的腦力和時間都是上課時數的兩到

是對學生作業的分配量，但有些時候老師

三倍，不過，夢萍老師也有一套自己解決

也要站穩自己的腳步，理性的分析哪些對

的方法。上課的時候，老師都會做筆記，

學生的學習是必要的，若只是滿足學生的

哪個部分學生不易理解，可能要如何更新

心情對學生是幫助還是阻力？所以說，不

它才會更好，老師都是直接當場做教材更

能退的時候就不能夠被學生牽著走，讓師

新，一邊上課一邊做註記，與其說是夢萍

生理解彼此的考量，這樣對學生的學習才

老師上課的習慣，不如說這是夢萍老師隨

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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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輯

保持身心的健康
在自己喜歡的領域繼續專業下去

成效。
講到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也是夢萍老

在前面有提到，夢萍老師光是在教學

師最想對每位老師說的話，其實夢萍老師

準備上就花非常多的時間，更不用說要抽

不太喜歡站上台對每位老師做經驗或教學

出時間專心做個人研究，當我問起夢萍老

分享，這並非是夢萍老師不願意分享自己

師她是如何平衡自己的生活時，老師這麼

的經驗給其他老師，而是夢萍老師認為每

對我說：「平衡生活真的很難，但每一週

位老師都有自己的優點，就像學生一樣，

都要有固定的運動的時間，讓自己有壓力

每位老師同樣也都很獨特，所以能分享的

釋放的時刻，也因為花很多時間在教學準

就是希望老師們可以保持自己身心健康，

備，我很少有時間在研究寫作上，雖然有

保持愉悅的心情去上課，學生也會比較開

很多時間可以研究，卻很少有時間真正靜

心，因為學生上課的心情和老師有關，

下來寫我的研究論文，所以寒暑假的時

「上課的時候是我感到最放鬆的時候，可

候，我都有一段閉關的時間，大概一至三

以和學生聊天，又可以和學生有互動，」

個禮拜，這段期間不與學生做討論，不然

我想教授們對這句話一定特別能理解、感

會打亂我寫作的思緒，也就是給自己一段

同身受，沒有什麼事比上課更複雜。

空白的時間，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論文
寫作）。」目前大學教授要做的事情非常

在夢萍老師的課堂上，老師和學生的

多，時間根本不夠用，但光是嫌時間不夠

互動就像朋友一樣，整間教室人數不多，

用也不能解決問題，所以夢萍老師就自己

更可以看出每位學生專注學習的模樣，老

想出解決的辦法，了解到自己真正的需

師和學生一邊討論一邊教學，學生不太懂

求，一定也要把時間留給自己，不只為工

的地方會立即提出，夢萍老師就會放慢速

作而活，也為自己的學習而活。在努力工

度，學生不懂的地方就多講幾遍，甚至是

作的同時，夢萍老師也會好好的玩，我稱

直接實際操作給學生看，不求快的上課方

為「Work hard, play hard.」時間少也

式，期望學生是紮實的學習，就像夢萍老

要硬擠出可以旅行的時間，靠著每週的運

師的教學一樣，師生都不投機也不取巧，

動來暫時離開忙碌的教學準備時間，在寒

容許創意發想，也注重基本科學能力，我

暑假夢萍老師也會藉著到國外旅行來調解

想這就是夢萍老師秉持的教學和學習態度

自己的身心，工作重要，但身心健康也很

吧！

重要，適時的放鬆對於工作也會帶來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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