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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行動科技與 ICT 的技術發展

成熟，加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與 App

應用程式不斷地被開發，使得行動學

習(Mobile Learning)又更上了一層樓。

陳景蔚(2006)就將行動學習譽為繼數

位學習之後，另一個新的里程碑。此

外，根據江盈潔(2013)的研究指出手機

已經入侵到青少年們的生活中了，手

機也是他們總是攜帶的工具，顯示出

裝置的普及促使行動學習使用的範圍

不僅是涵蓋自學的使用，教師也可以

運用到課堂的教學使用。本研究主要

探討行動學習的定義、要素、特性、

裝置、以及行動學習應用的模式。另

外也加以探討行動學習的優勢與阻礙

以及在實施與應用行動學習時要注意

的事項。 

二、行動學習探討 

(一) 行動學習的定義 

行動學習的定義廣泛多元，在學

界有著諸多不同的定義，也有著不同

的觀點(陳欣宜，2012)。國內學者的定

義如下： 

張基成、顏啟芳(2011)指出行動學

習是指透過行動裝置及行動無線網路

與其他設備互動，且由於裝置攜帶容

易與移動性佳，使學習者可以在適當

的時間及地點進行學習。 

黃國禎(2012)將行動學習定義為

透過行動載具，例如平板電腦或手

機，來進行學習的一種方式。 

又如何培甄(2013)將行動學習定義

為使用者主動透過行動裝置搭配無線

網路、利用網路商店的應用程式或是自

行下載於行動裝置中的檔案資料，進行

自我學習便可以構成行動學習。 

楊啟明(2014)明確指出行動學習

是透過行動設備：如平板電腦、智慧

型手機等，進行數位化學習。行動科

技搭配網路的學習，方能創造不受時

間、地點限制的學習經驗。 

綜看國內外學者對行動學習的定

義，可以看出不同觀點對於行動學習

的定義也有些許的不同，有些學者的

定義強調行動載具的應用，只要是運

用載具進行學習就都可以算是行動學

習。也有些學者的定義強調行動裝置

的特性，像是可移動或是可攜帶等特

性。此外，絕大部分行動學習的定義

都會強調行動學習的無所不在，定義

中會提及行動學習不受時間與空間的

影響，或是學習可以在任何時間、任

何地點運用行動載具進行學習。 

(二) 行動學習的要素 

為了要更加瞭解行動學習的內

涵，學者們也分別提出構成行動學習

的基本要素。早期蘇怡如等人(2004)

提出的要素包含：(1)行動裝置與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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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使用。(2)行動學習者：可於移

動的過程中，不用侷限在同一地點或

是某一個範圍內。(3)行動學習理論：

無所不在的知識建構。 

另外，比較近期的研究，如尚漢

鼎(2014)就提及，行動學習的要素包

含：(1)相關技術及無線傳輸的基本建

設。(2)硬體裝置或平台。(3) 學習活動

模組。以及(4) 無所不在的便利性、行

動性與立即性。 

(三) 行動學習的特性 

蘇照雅(2005)、龔旭陽、黃菁雅、

鍾文凱(2006)與陳祺祐、林弘昌(2007)

的研究提及行動學習的特性，關於行動

學習的特性分項整理詳細敘述如下： 

1. 學習需求的迫切性 

迫切性或稱即時性，係指學習者

若有馬上需要知道的知識內容，可以

立即上網查詢即時獲取想要知道的知

識，換句話說，學習者可立即透過行

動載具，來獲取資訊解決眼前的問題。 

2. 知識需求的主動性 

行動學習這樣的學習模式以學習者

為中心，強調學習者主動的知識取得，

尤其是學習者利用行動載具在自我導向

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的情境中，強

調學習者主動取得知識的過程。 

3. 學習場域的機動性 

由於行動裝置(Mobile Device)具

有移動性、隨身性及個別化之特色，

加上輕巧便利攜帶，使學習可以帶著

走(On-the-go)，可於移動中進行學習。

因此，行動學習的場地可以隨時因地

制宜，可在任何時間與任何地點進行

學習，使學習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4. 學習過程的互動性 

行動學習提供高互動的學習場

域，學習者可以透過行動載具內的多

媒體，像是聲音、圖像與影片，使學

習者可與學習教材、老師、專家或同

儕進行同步與非同步的互動。 

5. 教學活動的情境化 

行動裝置與行動無線傳輸所構成

的行動學習情境，使學習者可於真實

情境或是虛擬實境中透過行動載具與

學習內容進行互動，使日常生活的情

境自然而然嵌入教學活動。 

6. 教學內容的整體性 

透過行動無線傳輸的應用，可以

整合許多訊息及資源，使行動學習可

以提供多元化、全方位與整體性的學

習，亦可以提供跨學科的學習。 

(四) 行動學習的裝置 

根據林美君等人(2013)的研究指

出，手持式的攜帶裝置 (Handheld 

Device)主要可以符合：(1)體積小且輕

薄(2)重量輕且攜帶方便(3)可透過行動

或是無線網路傳輸資料。 

然後，根據 Quinn(2008)指出，行

動學習典型的基本裝置有：傳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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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Mp3 Player、GPS 導航系統、較少

人使用的遊戲機(例如：Game Boy、PSP

或是 NDS)、PDA、筆記型電腦、平板

電腦以及當前最火紅的智慧型手機。 

當前行動學習最常使用的行動載

具應當屬於智慧型手機，以大螢幕及

簡單方便的觸控式操作介面改變人們

對傳統手機的印象，搭配 3G 或 4G 行

動無線高速上網的環境下，適合用在

不同的教學環境。 

(五) 行動學習應用的模式 

根據教育部高中職行動學習推動

計畫(2016)，指出該計畫持續推廣並鼓

勵高中職教師運用行動裝置結合傳統

課堂教學內容，並搭配適合的行動學

習模式，引導學生進行課前學習，或

是使學生進入教室以外的學習場域進

行體驗學習，該計畫提出 10 個行動學

習的教學模式用來進行輔助，強化行

動學習的活動進行，如圖 1。 

 
圖 1 教育部高中職行動學習計畫行動學習教

學模式。 
資料來源：教育部高中職行動學習計畫網頁(2016) 

教育部高中職行動學習計畫

(2016)運用行動學習結合翻轉學習

(Flipped Learning)的概念，延伸出 10

種相關的教學模式。使教師可以引導

學生課前運用行動載具進行影片等相

關的學習活動，來幫助學生進行課前

基本知識的建構。所使用的課前影片

只要由教師準備、蒐集或者是直接錄

製，以便提供學生課前學習的基本內

容，以提升教室課堂學習的效率。其

它行動學習融入於教室課堂較學的模

式，可以參見黃芳蘭(2015)的學生自備

載具融入教學的模式。 

(六) 行動學習的優勢 

Zhang, Song & Burston (2011)指

出手機學習的好處，是由於手機的普

及，所以手機本身並不是很昂貴的科

技產品，且可以即時接收學習內容。

此外由於手機本身的移動性，可以隨

時隨地學習。更好的是，手機可以促

進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提高學習動

機，也可以提醒學生去做一些指定的

學習任務。因此，行動科技是有效可

提升學習效率的學習工具，尤其是在

情境內。 

陳嘉樺(2014)指出使用行動裝置

結合學習活動有下列好處：(1)促進資

料收集與交換(2)促進溝通與合作的互

動(3)增進活化的學習(4)促進學習者的

回饋(5)快速取得教材內容。黃芳蘭

(2015)指出教師融入行動載具，師生互

動增加，班級氣氛較為熱烈，學生的

反應也較主動積極，且多數學生肯定

融入載具有助於自主學習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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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行動學習的阻礙 

1. 學校都不允許學生上課使用手機。 

2. 最大的挑戰即是決定何種裝置。 

3. 無法保證無線網路傳輸的穩定性。 

4. 不一定每位同學都持有行動裝置。 

5. 家長不認為行動裝置與行動 App

是有潛力的學習工具。 

三、結語 

綜合上述，教師們可於適當的時

機，運用行動學習融入於課堂中。教

學前除了要先調查學生的手機、作業

系統以及是否能夠上網以外，還要調

查學生對於行動學習的心態及意願。

整個教學活動是需要任課教師視班級

的情況進行調整，可以採取彈性的作

法。倘若裝置仍有不足的地方，可以

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課堂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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