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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智慧，一起提煉改變教育的力量



智連環

錦囊妙計

智慧連環



請學生舉手回答問題，有哪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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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哈佛大學，超過30年的教學決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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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連環學習理念

TEAM Model Based Smarter Learning

智連環學習理念(1999)是發揮醍摩豆智慧教育支持系統優勢的現代學習方法，也是現代課堂教學

法，是促進教材(C)、教法(P)與科技(T)，TPC三者深度融合的學習法，簡稱為智連環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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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連環學習理念(學術出版)

數據決策：TBSL智連環學習理念

智連環學習法，是融合醍摩豆技術與現代教育理念，可應用於各種現代教學模式，包括LBL、TBL、PBL、1:1等的現

代學習法。在醍摩豆支持下，可發展出善用技術、新型態的智連環教學模式，例如智連環 + 學習共同體.. 等，讓這些

現代教學模式更容易復制與傳承。

第八章智連環學習理念 簡體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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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連環數據決策三環節

Three Stages of  TEAM Model Based Smarter Learning

智連環學習法，核心理念為互動化( Interaction)、差異化(Differentiation)、自主化

(Autonomy)，課堂學習模式包括有效互動、同步差異、群學自主等三個主要環節，是發揮人機

整合優勢，注重團隊合作學習，實踐因材施教理念的現代學習法。



數據決策四情境

Four Aspects of Data-based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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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解讀數據

• 巧用數據情境

• 轉化學習動力

• 自學群學數據

• 巧用智慧挑人

• 二次作答改變

• 巧用數據通道

• 數據往返交流

• 共享思考智慧

• 全班小組個人

• 同步差異教材

• 數據決策推送



智連環學習法之課堂深度融合境界

Integration Levels of TEAM Model Based Smarter Learning 

智連環學習法，發展出許多課堂深度融合的境界，例如生本高互動、同步差異化和群學一對一等

課堂境界。智連環學習理念，在技術引領下，可以不斷提煉與優化，創造更完美的現代智慧課堂。

一、生本高互動：以生為本高效互動的智慧課堂。

二、同步差異化：數據決策同步差異化智慧課堂。

三、群學一對一：因材施教群學一對一智慧課堂。

10



智連環之提問、數據、決策關聯圖

effective Question -> effective Data -> effective Decision

為了促進課堂教學的「有效互動」，形成「提問設計→數據分析→教學決策」的有效循環，必須

有設計優良的課堂提問，包括目標分類、思維層次與選項分析等嚴謹的設計。教師就能進一步運

用智慧教育支持系統產生有效的數據分析，掌握包括全班、小組與個人的學習狀態。最後教師根

據有效數據，作出最有效能的教學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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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看，左邊撲克牌花色，是右邊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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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圖表。心靈相通：



若下圖正確答案為選項3，您會採取何種策略來創造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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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思考。創造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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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不同。多元思考：

您所領導的學校，採用哪些加速教師專業成長的好辦法？(使

用飛訊功能，傳送您的好辦法)

Q&A：

專業社群

行動研究

教學研討

專業培訓

教學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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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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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差異。因材施教：



智連環七大應用心法

Seven Mantras for TEAM Model Base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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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 attention; 
Grasp Individuals

Application Amelioration to 
Outperform Traditional Ways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with Teacher Guidanc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Real-Time Feedback

Control the Results while Taking 
Care of Students' Feeling

Collaboration Sided 
with Competition

Record the Class with
Connection to After-class



擴大關注，個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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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連環學習理念與支持系統

醍醐灌頂、觀摩學習、希望種子

系統(TEAM Model)

蘇格拉底AI智慧教練

教練(Sokrates)理論(TPCK)

智慧教師專業發展



智連環五大應用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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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連環專屬頻道：蘇格拉底平台、兩岸智慧好課堂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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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連環課例研討-許大偉<小學數學分數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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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krates.teammodel.org/exhibition/tbavideo#/content/35?groupIds=5,64&channelId=5,57

影片切點二：數據決策

根據各組學生統計圖，老師決定請小組討論，並於二次作答時確定全班都理解了。

http://sokrates.teammodel.org/auth/login?to=L1BsYXllcj9jb250ZW50SWQ9MzUmZ3JvdXBJZHM9NSZjaGFubmVsSWQ9NSw1NyZzdGFydD0xMDIw

影片切點一：情境設計

合作學習團隊冒險情境化設計。

http://sokrates.teammodel.org/auth/login?to=L1BsYXllcj9jb250ZW50SWQ9MzUmZ3JvdXBJZHM9NSZjaGFubmVsSWQ9NSw1NyZzdGFydD0yNDA=

http://sokrates.teammodel.org/exhibition/tbavideo
http://sokrates.teammodel.org/auth/login?to=L1BsYXllcj9jb250ZW50SWQ9MzUmZ3JvdXBJZHM9NSZjaGFubmVsSWQ9NSw1NyZzdGFydD0xMDIw
http://sokrates.teammodel.org/auth/login?to=L1BsYXllcj9jb250ZW50SWQ9MzUmZ3JvdXBJZHM9NSZjaGFubmVsSWQ9NSw1NyZzdGFydD0yNDA


智連環課例研討：徐慧鈴《蘇小姐的怪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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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點時間: 01:40:36 切點鏈接

點評者: Power

數據决策：看懂圖表,心靈相通

從這個切片可以看見學生看懂圖表的興奮表現。教師呈現選擇統計圖的

當下,學生們興奮呼叫<YA>,表示自己所選的答案比較多人選(或選擇了正

確答案),教師據此掌握學生情況,進行數據決策,有心靈相通的效果。

http://sokrates.teammodel.org/exhibition/tbavideo
http://sokrates.teammodel.org/auth/login?to=L1BsYXllcj9jb250ZW50SWQ9NDEmZ3JvdXBJZHM9NiZjaGFubmVsSWQ9NiZzdGFydD02MDAw


智連環課例研討：王信傑《神奇變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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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點時間: 00:25:06 切點鏈接

點評者: Power

數據决策：看見思考、創造改變

教師應用完整的數據決策樣態,

思考、即問即答、統計圖、智慧挑人、搶權。

http://sokrates.teammodel.org/exhibition/tbavideo
http://sokrates.teammodel.org/auth/login?to=L1BsYXllcj9jb250ZW50SWQ9MTM3MiZncm91cElkcz0yMCZjaGFubmVsSWQ9MTYmc3RhcnQ9MTUwMA==


智連環課例研討：黄丽霞《活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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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點時間: 00:33:08 切點鏈接

點評者: Power

数据决策：看法不同、多元思考

用飛遞功能收集各小組的作品,教師立即整理作品順序后,分別邀請各小組

上臺分享。

http://sokrates.teammodel.org/exhibition/tbavideo
http://sokrates.teammodel.org/auth/login?to=L1BsYXllcj9jb250ZW50SWQ9MTM3MSZncm91cElkcz0yMCZjaGFubmVsSWQ9MTYmc3RhcnQ9MTk4MA==


智連環課例研討：陳名莉《圖形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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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點時間: 00:06:32 切點鏈接

點評者: Power

數據決策:看出差異、因材施教

根據學生選項,即時同質分組,並推送差異化教材給個小組。

http://sokrates.teammodel.org/exhibition/tbavideo
http://sokrates.teammodel.org/auth/login?to=L1BsYXllcj9jb250ZW50SWQ9MTI5MSZncm91cElkcz0yMCZjaGFubmVsSWQ9MTYmc3RhcnQ9MzYw


智慧教育愛為上(i-VISA) 連結世界智慧課堂

全球教育無界邊，

遠距課堂面對面，

異地教研成日常，

無須勞頓不費錢！

• Unbounded global education.
• Face to face and distance classroom.

• Different locations for discussion everyday.
• Learning without transportation on fatigue and cost.



智連環學習理念

互動交流時間
Q & A



Global TEAM Model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祝福大家，

健康平安，

順心如意！



市場賣紅蘋果的小販，白天可利用綠色包裝紙來襯托，
夜晚應選擇那一種顏色的燈光，使紅蘋果的顏色感覺更鮮豔？Q1

 紅  黃

 青 綠



在暗室中，小瑜以白光照射一朵玫瑰花，花瓣呈現紅色；
用紅光照射時，也呈現紅色。
如果用綠光照射，此時玫瑰花各部位呈現的顏色為?

Q2

A 花瓣為_______色，葉子為_______色

紅色光 藍色光 綠色光

白色物體

紅色物體

藍色物體

綠色物體

差異教材L1



在暗室中，小瑜以白光照射一朵玫瑰花，花瓣呈現紅色；
用紅光照射時，也呈現紅色。
如果用綠光照射，此時玫瑰花各部位呈現的顏色為?

Q2

A 花瓣為_______色，葉子為_______色

差異教材L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