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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聰能‧亞洲大學副校長、校務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蔡碩倉‧亞洲大學副教務長、校務研究發展中心副主任

臺灣精準教育之芻議──從高中端學習
歷程預後大學新生學習績效

臺
灣高等教育屬於選擇性教育，非屬公共財，

受教者需付費方可享有教育資源，但在經營

成本與學生來源差異化下，使用一套相同學習資料

面對所有學生的方式廣泛為大學所採用，因材施教

成為教育之崇高理想而已。惟廣設大學後，一套通

盤適用的學習制度，已難以應付學生個體程度差

異日益加劇的窘境。有鑑於此，亞洲大學以「精

準教育之智慧大學」為深耕計畫主軸，藉由擘畫

不同學習者之學習路徑，達因材施教之目的。

大學入學門檻降低，學生個體程度差異

加劇

由表一可知，臺灣高教環境呈現少子女化已是

不爭的事實，且因廣設大學的結果，大學淨入學

率不斷攀升，而在生源招收不易的情況下，部分

學校已取消1/2或2/3的退學規定，導致每年大學

生畢業率維持在高比例程度。另由內政部公布臺

灣15歲以上人口的教育程度統計顯示，截至去年

底為止，大專以上學歷者占44.5％最多，高中職

者占30.6％居次，擁有研究所學歷者達142萬2千

人，10年間增加近一倍數量。其中臺灣大專以上

高等教育人口逐年增加，10年間增加272萬人、

增幅42.39％，主因即為大學學歷者增加212萬

人、增幅64.63％。反觀美國高教情形，依據美

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報告指出，只有40％的首次

入學全日制學生在四年內獲得學士學位，59％的

學生則在六年內獲得學士學位。

當學生進入大學的門檻相對降低時（60年代約

20％、100年代約80％），學生教養的問題也就相對

困難。但大學端仍習慣採用一套教育方式教養所

有學生為主流方式，如圖一左方所示，此對於資優

學生並無益，對於學習困難學生則有礙。更由於學

生入學管道的多元化，使得原本同質性高的校內新

生產生異質性的變化，大家能夠想像同一個學校

表一 臺灣高等教育市場少子女化現象與大學畢業率

學年度
大學入學生當年度
出生數(86-87-88)1

前一年度高中職畢業生數
(103-104-105)

新生註冊人數(學士、二專、四技
進、二專進、附設進修學校二專)

畢業學生數2

—學士(100-101入學生)

104 324,980 272,638 229,863 232,417

105 268,881 250,172 225,259 228,793

106 233,642 233,642 212,861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內政部戶政司

註1：指86-88出生人口數
註2：指當年畢業生，以為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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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入學級分數可能有30個級分以上的跨距出

現？再加上近來家庭所得因素導致家境較佳的新

生可以全心致力於學習，家境較差學生則須兼差

打工，學習投入時間自然減少，造成同學間學習績

效離差更為擴大，這種學習落差（gap）的彌平，已

成為現今大學教育殿堂亟需克服的問題。是以，大

學端應如何提供圖一右方的多元教養方式以為因

應，遂為亞洲大學推動精準教育之緣由與發想。

精準醫療vs.精準教育

「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為美國前總統

歐巴馬於2014年所倡議，基於每個人因遺傳基因

組成不同，罹患的疾病與對藥物的反應也會有所

不同。Hart（2016）表示精準醫療沒有理由僅適用

於生物醫學疾病（biomedical disease），精準醫療

圖一 大學生過去與未來教養模式之需求差異

圖二 精準醫療與精準教育

計畫應該也可適用於分類與治療學

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ies），因此

於「Precision education initiative：

m o v i n g  t o w a r d  p e r s o n a l i z e d 

education」一文中指出學習障礙亦

屬於一種精神異常，其複雜的程度

不亞於生物醫學疾病。然而兩者疾

病都需考慮到不同的個體基因與環

境、生活型態，再施予不同的治療

與矯正。

比較臺美兩地的招生與入學狀況

有所不同，在美國學生經入學申請

後，學校端可能需要協助有學習障

礙或閱讀障礙（dyslexia）的學生改

善學習績效。但在臺灣由於學測與

指考入學制度，學生已趨向同質，或

許已較少有此類學生，但是在大學

學習生涯中，仍會發現學習績效不

佳的情形發生，如1/2或2/3不及格，

甚至導致休退學，並非鮮見。

有鑑於此，亞洲大學參考精準醫療之診斷、

預測、治療、預防等四步驟，發展出診斷、

預測、輔導、預防之「精準教育」（precision 

education）內涵，如圖二：

1.診斷：收集學生入學前高中端與入學後大學端

之學習行為資料，進行未來學習預後檢測，並反饋

教師端、學生端、學校管理階層端進行分析診斷。

2.預測：透過學習預後系統預測學生的修課行

為、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學生是否能順利修課

程成功、學業成績有危險的學生及什麼時候發

生，並提供早期預警與輔導。

3.輔導：藉由學習預後系統之預測結果，導入

個別化學習策略評估與改善輔導機制，提供學生

適性差異教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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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預防：及早提供學生學習路徑的建議，推薦

適合的學習方式與教材、建議學生何時該進到下

一個學習目標、哪些課程適合學生後續的學習、

哪些學生會有學習落後、需要輔導顧問介入協助

的適當時機，並觀察與追蹤學生學習行為。

亞洲大學精準教育三部曲

亞洲大學依據所建構之精準教育內涵，提出

「精準教育三部曲」如圖三所示，內容包括學習

基因檢測、預防性輔導及智慧學習，逐步落實因

材施教的教學目標：

首部曲：學習基因檢測

學習基因檢測係以數據導向（data-driven）為

基礎之提前預後（prognosis）概念所發展的檢測

系統，利用高中端學習歷程資料（e-porfolio）預

測學生進入大學後的未來學習績效，並提早發現

學習績效不佳之高風險群，進而從入學時即給予

關切與輔導，以期避免學習績效偏低的結果發

生，甚至導致休退學的窘境。其中「AI學習預後

模型」是以過往在校生之學習資料，藉由人工智

慧演算法，如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深

度學習（deep learning）方式，所建立之學習基

因檢測系統。每位入學新生經由此系統檢測個人

學習基因後並產生預後學習診斷結果，如未來發

生1/2、2/3不及格或休退學機率。

二部曲：預防性輔導

入學新生依據學習基因檢測之預後診斷結果，

個別給予差異性學習路徑（learning path）與輔

導措施，尤其針對學習風險群學生，協助如何降

低休退學率，提高畢業率。誠如「美國新聞和世

界報導」首席數據策略師莫爾斯在一份聲明中

說：「如果大學沒有畢業，那麼上大學就不是成

功的，這就是為什麼最佳大學排名最重要的指標

包括畢業率與學生保留率的原因。」

亞洲大學之差異性學習路徑，概分為學習績

優、學習大眾、學習落後等三群：

1.學習績優群之學習路徑：以自主學習為主要

學習內容，鼓勵學生進行校外學習活動，包括

跨國學習完成國外雙聯學位、參與本校OProSS

（Overseas Professional Social Services Project）等

計畫，以開拓學生國際視野。

2.學習大眾群之學習路徑：以跨域學習為主要

圖三 亞洲大學精準教育三部曲

（繁星、個人申請、特殊
選才、四技二專、體育…）

診斷

首部曲：學習基因「檢測」 二部曲：預防性輔導 三部曲：智慧學習

預測 輔導 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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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利用目前亞大11個跨領域學程與透過

「中亞聯大虛擬學院」所開設之4個跨校學程（與

中國醫藥大學合開），協助學生完成他系／他校

之專長學程、輔系、雙主修，藉以培育可跨域合

作與善於解決問題的π型人才。

3.學習落後群之學習路徑：以增能學習為主要

學習內容，亞洲大學目前推動「學習銀行鏈計

畫」（包括壯遊銀行、培力銀行、學分銀行、民生

銀行、書香銀行），以實作體驗學習方式輔導學習

落後學生，並藉以培養職場所需之第二專長。

三部曲：智慧學習

亞洲大學之智慧學習係以學習者為中心之教育

思維設計，學生可隨時修正與改進學習思考，使學

圖四 亞洲大學以學習者為中心之智慧學習運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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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評量與學習目標相互呼應。智慧學習須

透過系統性之運作方能順利達成，運作方

式包括：資料分析、建模、應用及回饋，

運作流程如圖四：

1.資料蒐集：首先須蒐集學生端之基本

資料（profile），包括入學前高中端資料

與入學後學習資料與在校活動數位足跡。

2.建模：依據學生之各類學習資料，藉

由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建立個人化學習行

為模式（learning behavior modeling），提

供學生不同階段之適性化學習路徑。

3.應用：學生可利用現階段之個人化學習

行為模式，選擇學習資源與評量方式進行

適性化學習。 

4.回饋：學生依據現階段之學習模式進行學習，

學習行為將被系統性紀錄，若達標則再依新的個

人化學習模式進行下一階段之學習。另於教師端

方面，教師可依據學生之現階段學習記錄表現，

回饋調整教材內容與評量方式。

對亞洲大學而言，「一個也不放棄」為學校自

創校以來一直秉持之辦學理念，尤其面臨入學學

生程度差異化日益加劇，如何提早診斷並預後未

來大學學習績效，再施予差異化學習路徑與輔導

措施，進而順利培育學生未來職場競爭力，已成

為學校既定教學改革政策方向。因材施教在亞大

已非僅停留於崇高理想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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