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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本文主要探討個案教學融 入混成學習之

的產品幫助教育者與學習者，達到有效

評估。本文藉由文獻中電子學習與傳統面對面
教學之比較、教育在電子化時代中的改變與資

張國恩 (2006)簡單定義為「只要用電子化

的教、有效的學即是。」
2.

所謂 e-Learning（數位學習）就是學習者

通訊技術的應用之探討，以及透過個案教學的

與教學者不再受限於傳統面對面授課固

經驗與觀察，提出一個適合商管學院以融入 個

定時間、地點的限制，可以隨時隨地透

案教學之混成學習環境的可行方案。

過網路進行互動教學，學習者可以依自

關鍵詞：混成教學學習、電子化學習、個案教

己的學習環境及狀態彈性的調整自己的

學

學習進度；教學者亦可視學習者的情況
調整其教學進度，充分發揮有如一對一
教學的實體效果(蔡德祿)。

Abstract
During the last years, thousands of

3.

凡應用資訊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 texts, images, movies, Java applets or

commutation technology, ICT)為學習開

complete

發工具或學習活動者皆可稱為電子化學

electronic

course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learning purposes in Internet

習(Meo et al., 2007)。

environments. New services were developed,

E-Learning包含了三大要件：一、參與者

and the search, classification, organization and

(Participants)；二、教材(Content)；三、學習

exchange of learning resources by learners,

管理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instructors, course

human

LMS)。以ICT做為創新學習的應用，除了技術

resource developers have become common

的探討外，在教育觀點上應該有更多的討論

marketplace. In this study, we are proposed

(Eustace, 2003)。e-Learning的本質是學習

combine the case teaching learning method and

(Learning)，透過有效的學習方式，提高學習

e-Learning in class process, and provide a

效率、降低學習成本，最後達到終生學習的理

feasibility solution in the blended teaching

想。而電子化學習提供了下列優點(Meo et al.,

learning environment.

2007)：

Keywords: Blended teaching learning,

l

developers

and

無威脅的環境 (less intimidation)。學習者

e-Learning, Case teaching

上網學習將進入一個無風險(risk-free)的

前言

環境，他們可能會嘗試新的事物，做出
Electronic Learning 或稱為 e-Learning，

錯誤的選擇，而不怕被揭露。ㄧ個好的

或稱為數位學習，或稱為電子化學習，其定義

學習課程應能掌握學習者的學習活動，

眾多，也常因為個別需求或環境的差異會有所

讓他們的知道哪裡錯? 什麼錯，然後回

不同，以下列舉三例：

到問題點再試ㄧ次。

l

l

自我步調(self-paced)：學習者可彈性選擇

因此良好的電子化教育策略是必要的。接下來

適合自我的時間來進行學習。

本文將討論教育系統模式(Electronic education

均勻品質分佈(uniformity of quality

system model, EES model) (Colete, 2001)做為

level)：對於所有使用者而言，學習者所

電子化學習管理系統發展策略，並以混成教學

獲得的資訊分配品質相同；但傳統面對

學習方式利用此學習管理系統之電子學習平

面教學雖可獲得相同品質的資訊內容

台，做為個案教學學習之有效資源管理模式。

(information content)，但因教學者不同而
無法得到相同的資訊品質。
l

l

l

客製化的內容 (customizable contents)：學

仔細的分析現有的學習系統可發現這些

習者可根據學習興趣，以及個別的優、

系統提供相似的功能，例如教材的傳遞、學習

缺屬性，自行選擇課程與學程所提供之

者追蹤、學習者管理與管理者、問卷評估、查

內容，將可不受教師之限制。

詢工具等等( Anido et al., 2001)。因此，

內容快速更新(quick content update)：數

Colete(2001)有鑑於未經規劃整合的 eLearning

位化內容易於即時更新，此可增進資訊

系統所造成的學生對系統的失望與無效的學

獲取的速度，並有助於合作學習。

習，而提出 EES 模式作為一個有效的策略，

呈現模組化(presentation modularity)：內

提供學習條件設計前之參考依據，在可用的技

容架構模組化，學習者易於設計組合不

術提供下達到有效的學習。

同的學習事件(learning events)。
l

電子化教育系統模式

EES 包含了指導層、教育中介層、電子

個別的學習課程(individual learning

化範例層、物理層等四個階層，如圖所示，在

programs)：學習者可依過去的學習活動

此四層中內含物件(object)與方法(method)，透

選擇適合的課程。隨著學習者成長，提

過下層物件與方法的提供，使學習者達到無障

供學習的資訊，以及如何執行學習活動。

礙的學習環境。例如，當某位學習者敲擊課程
聯絡(course communication)這個物件時 ，將可

電子化學習建立在學習者主動學習的基

能出現 e-mail、電話、傳真、郵寄、論壇

礎上，而影響學習成效之主要因素為 學習動機

(forums)、討論室(chat room)等等方法。各層之

(黃玉枝、李宛真，2003；黃玉枝等人，2006)。

說明如下：

指導層
Instructional Layer
評價平台
Evaluation Plane
教育中介層
Educational Middleware Layer

電子化範例層
E-Paradigm Layer

物理層
Physical Layer

圖 1. 四層電子化教育系統模式(Cloete, 2001)

指導層：此為頂層(top layer)，提供學習者學習

要的硬體要求與軟體策略。

流程與建議的說明服務，例如教育範例物件可

評價平台則橫跨指導層與教育中介層，並可分

能包含了學習的方法：從閱讀中學習(learn by

成格式子平台(formative evaluation sub-plane)

reading)、從發現中學習(learn by discovery)、

與總和子平台(summative evaluation

從做中學習(learn by doing)、從合作學習

sub-plane)(Wills, 1995)，提供學習者學習週期

(cooperative learning)等等。

時間過程(lifetime of process)中量化的評價

教 育 中 介 層 ：提供一個真實有效(reliabl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effective)的學習環境。學習的物件為一可及性

為了落實電子化教育策略所規畫的四層

之工具，其方法包含郵件紙本(paper-based

模式，下節探討電子化學習管理系統

assignments through postal mail)，電子郵件數

(e-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eLMS)。

位文件(electronic attachments to e-mail)，網路

電子化學習管理系統

文件下載(web-based submission form)，特定軟

在教學與學習的情境中，不論是傳統教

體(specific specialized software)等等。

學或電子化學習皆存在著資源管理的問題

電子範例層：提供同步(synchronous)與非同步

(resource management problem)。利用電腦輔助

(asynchronous)的物件。在同步物件中，方法包

教學，可進行有效的教材管理，以及學習成效

含可能須提供預錄製的 CD、電子書

的評核。而在電子化的學習環境中，學習管理

(e-books)、或線上教材(online material)等。

系統(如圖 2 )需建立一個學習管理平台，以提

物理層 ：此為底層(bottom layer)，包含硬體與

供教學者或管理者之教材與教學工具管理、教

軟體技術物件。例如，網路連結(Internet

務管理與資料庫管理等服務。並提供學習者學

connection)物件，其方法為描述完成此需求必

習工具與教材的取得，以進行電子化學習。

學生介面

管理者介面

學習工具管理

教材庫

教師介面

學習管理平台

教學工具管理

教務管理工具

資料庫管理

Data base

Data base

圖 2. 電子化學習之學習管理系統架構圖(IEEE LTSC, 2001a )

以 EES 為指導策略方針，則學習管理系

學習方式欠缺了人的真實性。

統中各使用者介面屬於 EES 之頂層，提供說
明服務；學習管理平台為中介層，提供教學與

「大概早就有人說過了，真相是，科技能拓展

學習工具之管理。接著教材庫、教務管理工具

教育、突破教室的四壁，並幫助學生協力合

與資料庫管理為學習範例層。最後，資料庫則

作。但只用科技來播放演說是種假方法，它少

屬於物理層。

了教室經驗的生動和互動，也絕無可能取代教

此外，為了增進教材的可重覆使用性

室。」-- M.S. Sawhne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re-useable)，而建立通用的教材標準，例如目
前國外的教材標準，如 IMS(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System)、IEEE LOM (IEEE

個案教學
哈佛商學院的個案教學與學習，及其獨

Learning Object Metadata)、LMML (Learning

特的教育管理方法，為全球培養出實用的管理

Material Markup Language)、SCORM(Sharable

人才，而為世人稱頌。個案教學法鼓勵學習者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參與，其包含教學目的、師生角色與作用、課

ULF(Universal Learning Format)，及大陸地區

程安排、教學過程、教學方法、個案教材編撰

所制定的遠距教學技術標準 DLTS(Distance

等。在個案教學過程中，透過分組學生的預讀

Learning Technical System)等；我國則以

與討論，教師課堂上的提問與引導，學生課堂

TMML(Teaching Materials Markup Language)

上的回答與討論，教師課堂最後的補充與問題

標記語言做為中文共享文件標準之規範(蔡昌

解說，達到學生在教學個案在學術理論與實務

均、曾憲雄、林智揚，2002)，以提供教學資

作法上的系統性理解。

源的轉換與分享機制。
有了電子化教育策略與學習管理系統

在現今數位化時代中，堅持個案教學的
哈佛商學院並未落後於資訊科技的應用，反而

後，資通訊技術發揮虛擬的溝通，提供有效的

將之廣泛的用於教育的推廣、個案與著作的行

資訊傳遞，並將知識傳授給學習者。但這樣的

銷、學生學習資源、教授的研究新知介紹(圖

3 )、論壇等等。在學習者網站的建立方面，提

(圖、表、錄影片、紀錄片等)的展示與網路播

供學生個人資料的建立，讓學生們彼此熟悉與

放，主要在於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強化學習興

了解個人的學經歷背景，並加運用來增補個人

趣，以及增進學習成效。凡此種種，透過授課

的優缺點；個案課程教材與補充資料的下載，

教師課前的規劃，以及修習個案教學課程之學

以達到隨時隨地可預讀、複習的便利性。

習者或參與者(participants)在課堂上充分的參

此外，個案教學期間所應用到的個案的

與與分享，將可激盪出知識的火花。

選擇、教學規劃、板書計畫，以及影音多媒體

圖 3. 哈佛線上 Working Knowledge_ Heskett, 2001 (http://hbswk.hbs.edu/)
哈佛在 2001 年就透過線上論壇 Working

經由本文作者的體驗與觀察，個案教學

Knowledge “What do you think?”來對 MBAs

法實體教室的教學與學習經驗，是一種參與者

online 進行討論 (http://hbswk.hbs.edu/)。哈佛對

互動合作的真實過程(real-life process)。雖然

於資訊科技的應用從無遲疑，而且投入相當多

目前有電子輔助教學系統，例如 IRS (HaBook

的資源與經費。然而，線上學習對於個案教學

Co., 2005)，以協助教學自動化與管理。然

讓學習者激發創新管理的概念卻沒有 可靠、可

而，哈佛個案教學方式目前仍無法透過純粹的

供支持的成果。因此，目前經由線上提供輔助

電子化模擬學習方式來達成。

學習，成就了低成本的知識轉移。

混成學習

哈佛個案教學與傳統教學法的差異主要

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是為了達成

在於教學過程與學習者參與上的不同。如前所

最佳的學習目標，以最適合的學習者的方式

述哈佛個案教學強調以參與者為中心，教師為

(right learning style)，於對的學習時間(right

學習的引導者。傳統個案教學以教師教學為中

time)，應用適當的學習技術(right learning

心，透過學習者閱讀個案與分組(或個人)簡

technologies)，將正確的知識及技能(right

報，教師進行檢討、分析與說明等知識的傳

knowledge and skill)傳遞給所需的人(Singh et

授。兩者主從的不同，是其最大差異。

al., 2001)，如圖 4 所示。

合適的學習型態
Right Learning Style
正確的知識與技能
Right Knowledge and Skill

混成學習
Blended
Learning

對的時間
Right Time

對的學習科技
Right Learning Technologies
圖 4. 混成學習模式(Singh et al., 2001，本研究整理)

指導方針
電子化教育系統模式

可行性系統架構
電子化學習管理系統

商管學院
個案教學學習

圖 5. 商管學院混成學習模式(本研究)

透過前述 討論電子化學習教育模式與學

學習內容的興趣，因此可透過混成學習模式來

習管理系統後，即可著手規劃出符合學習者學

吸引學習者，並應用哈佛式個案教學法，以促

習型態、彈性的學習時間、簡便的教材傳送，

進其投入、參與與思考。

以及教師對學習者的學習成效適當管理的系

因此，本文提出一個以電子化教育模式

統。透過哈佛式個案教學法，選擇適當的教學

為發展策略，建立電子化學習平台與管理系

個案，則教師可引領商管學院學習者充份參與

統，並實施個案教學法，結合上述適合商管學

個案討論，激發學習者創新管理能力，如圖 5

學學習者之學習環境，以期培養未來企業管理

所示。

者或經理人創新經營的能力。未來，可透過推

結論與未來研究

廣與發展個案教學法融入混成學習的學習環

學習動機是學習者學習重要的關鍵因素
(黃玉枝、李宛真，2003)，為了強化學習者對

境中，以評估在實施個案教學的大專院校中學
生學習成效，及其關鍵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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