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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智慧的時代已然來臨，根據研究預測，預估 2021 年時，人工智慧在教育領域的

應用將增加 47.5%，世界各地的教育專家正透過科技積極找尋創新的教育方式，致力於提

升教學品質與更加完善的校園。人臉辨識將人工智能技術體現於我們的生活當中，它的發

展將改變我們學習的方式，透過幫助學生更加有效率的學習、解決作弊問題、量身打造專

屬課程並應用到遠距教學與特殊教育領域中、消弭校園槍擊和暴力事件等，人臉辨識技術

為所有教育水平的學生、教師及至整個社會帶來更多的效益。我們邀請暑期實習生參與調

查人臉辨識技術在教育領域的潛力，並發表他們的調查結果，他們撰寫了五篇相關文章探

討人臉識別的特色、優點及疑慮，研究人臉辨識對未來教育所產生的影響。

簡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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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臉辨識 
如何幫助學生有效學習

| by Patrick Li

								作為一個越來越廣為人知的技術，人臉辨識是現今發展速度最快的科技之一。它在判定年

齡、性別和表情的同時，還能結合AI 進行計算與統計分析。因此，人臉辨識技術的應用不應

侷限於保全與金融領域。實際上，人臉辨識在教育上也能有所建樹。人臉辨識不僅能夠提高課

堂教學品質，還能幫助學生量身打造專屬課程。

人臉辨識可以協助教師了解學生的理解
程度以改善教學品質

							學生上課注意力不集中、睡覺、或使用手

機，總是被歸咎於他們的懶散或對上課內容不

感興趣。不過，學生不應該為此負全部責任，

注意力無法長時間集中的原因也可能是受到教

學品質的影響。如果教師的教學速度過快、一

直重複同樣的內容，亦或是使用不適合特定學

生的教學方式，都會導致學生的注意力不集

中。藉由視覺、聽覺與文字的結合，創造最佳

教學方法。透過人臉辨識技術，協助教師觀察

不同學生在課堂上的表情，並了解學生學習習

慣與理解程度，進而改變教學速度及內容，利

用這些資訊來提升學生的參與度與課業表現。

人臉辨識可以透過分析學生表現來顛
覆人們對既有客製化課程的認知

	 	 	 	 	 	客製化課程近年來逐漸受到大家的重

視。很多人認為客製化課程是幫助學生個性

成長的關鍵，教會學生“如何”思考的同時，

依照每個學生的特定需求和興趣而訂制。另

外，赫芬頓郵報發表說客製化課程與“學校

即服務”理論相結合，可以更加以學生為中

心，結合其能力並以多互動的方式來教導學

生。簡而言之，客製化教育會革新整個教育

方式，而人臉辨識技術會在其中扮演極其重

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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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schoolnews.com/2012/02/21/mass-customized-learning-the-key-to-education-reform/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tom-vander-ark/how-customized-learning-w_b_844264.html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tom-vander-ark/how-customized-learning-w_b_844264.html


	 	 	 	 	 	首先人臉辨識技術可以幫助辨識，保存並分析學生在日常課堂上的表現，發現學生的興趣

所在並以此來制定學習計畫。另外，人臉辨識技術可以告訴教師每一個學生對於課程進度的感

覺，比如游刃有餘或是需要額外幫助，並追蹤他們感受壓力程度及心情變化。由此，教師可以

用補強漏洞或進一步強化優勢為目的來準備相對應的素材。最後，人臉識別技術還可以發現並

紀錄每個學生能夠集中注意力的時段。教師可依照學生注意力最集中的時候，儘可能的覆蓋最

重要的內容，並用更有趣的方式來延長學生的專注時間。

3



教育個性化： 
將 AI 融入另類課堂

	 	 	 	 	 	隨著世界各地的學校尋求將技術融入課堂的新方法，生物識別技術在教育領域正在

蓬勃發展。事實上，預計於 2017-2021期間，全球生物識別的教育部門市場年複合成長

率將有 26％的增長。

				 	 	中國和美國的學校已經開始實施人臉辨識系統，用來追蹤專注力及提升校園安全，

且不可否認的是，這項技術已成為教育的發展趨勢。然而，人臉辨識技術的應用範圍遠

超出了傳統課堂：它還能在個性化特殊教育課程和虛擬教室的學習體驗中扮演極重要角

色。

					 	在初級和高等教育中，有更多關注是如何吸引學生並使他們的學習更加個人化，而

這種缺乏個性化的現象在特殊教育和虛擬教室中尤為普遍。人臉辨識技術為此問題提供

了一個創新的解決方案。

				 	 	 	儘管在 2015-2016學年間，有超過 670萬的美國學生接受了特殊教育服務，但特殊

教育計劃受到資金不足的影響，在改善教育的討論中經常被忽視。人臉辨識技術能透過

給予每位學生額外的關注，並促進學生與教師的互動來提高特殊教育課程的品質。

					 	特殊教育授課的主要障礙之一是溝通困難。部份有特殊需求學生在口頭和非文字溝

通上有障礙，但人臉辨識可以使教師能夠適應內容和教學方法，以滿足個人的需要。這

些系統可以透過情緒分析判定學生何時失去興趣，他們何時需要幫助時，以及何時分

心。

					 	這種技術還可以識別受到情緒干擾、行為障礙和其他妨礙教育等條件影響的孩童。

它能提醒教師這些問題，以便他們能夠作出適當的反應。經由改善特殊需求學生和教師

之間的溝通渠道，人臉辨識技術可以協助教師解決學生的個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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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aterina Gan

https://www.technavio.com/report/global-facial-recognition-market
https://www.technavio.com/report/global-facial-recognition-market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8/05/17/chinese-school-uses-facial-recognition-monitor-student-attention/
https://www.viatech.com/tw/2018/08/integrating-ai-into-alternative-classrooms-tw/
https://nces.ed.gov/programs/coe/indicator_cgg.asp
https://www.education.ie/en/The-Education-System/Special-Education/Guidelines-for-Primary-Schools-Supporting-Pupils-with-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Mainstream-Schools.pdf


    	 	同樣地，人臉辨識技術可以收集資料以協助個人化虛擬學習體驗。隨著教育走向基

於網路學習的不同課堂模式邁進，能確保網路教育與傳統教育一樣公平有效是至關重要

的。

					 	遠端學習和眾多線上課程的崛起，產生了非個人化和責任制的問題。人臉辨識技術

可以彌補缺失；例如，現有的辨識系統能夠於線上授課期間分析學生的注意力，並根據

注意力不集中時所涵蓋的內容來設計考題。人臉辨識技術可以依照個人需要並根據具體

情況，調整學習速度及促進有效的學習習慣。

					 	此外，在整個測試中，人臉辨識系統能多點驗證學生的身份並追蹤眼球活動，確保

他們不會經由其它的方式來監控線上作弊。人臉辨識技術對線上測驗而言是最基本的；

這項技術有可能完全取代更昂貴、更難以進行的面對面考試。

					 	最後，人臉辨識技術對傳統教室裡外的教育都有極大好處。透過個性化學習體驗和

迎合學生的個人化需求，人臉辨識技術為連接學生有效學習的需求，以及教師如何協助

他們滿足這些需求中，扮演重要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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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i.lcalearning.net/


透過人臉辨識技術 
消弭校園槍擊和暴力事件

| by Andy Tseng

	 	 	 	 	 	這兩個詞乍看之下似乎沒有共通

點。學校雖為知識的啟源地，是千百

萬無辜的兒童去學習、探索和尋求庇

護的地方，而槍擊事件大多發生在飽

受戰爭蹂躪或犯罪沉重的地區–猖

獗的疾病、嚴重的營養不良和死亡之

處。有了如此強烈的差異，這樣兩者

會有可能為同義詞？

					 	不幸的是，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相

當明顯。據《芝加哥論壇》報導，校

園槍擊事件比以往來的更加普遍，舉

例來說，去年五月一名 17歲的德州

高中生在校奪走 10名同學的性命；

同時，另一名 13歲的同學傷了 2名人

員，如果不是因為校方的迅速反應，

可能會有更多受害者。在這兩起槍擊

案發生之前的類似事件；從另一個角

度來看，在 2018 年平均每周有超過

一次的校園槍擊，造成超過 70 名傷

者及 40 人死亡。換言之，2018 年僅

過了一半，但受傷和死亡人數已多於

2017 年，而且整體來說似乎已經超

越 2017 年。

校園 . 槍擊

	 	 	 	 	 	校園暴力的另一個可能原因為霸

凌，而美國政府將其定義為學齡兒童

的反覆、不受歡迎和攻擊性行為，並

包含真實或感知的權力失衡。霸凌行

為在許多國家和多數校區	( 初級、中

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	視為非常嚴重的

問題；格外震驚的是，由於事件的揭

露率對霸凌者和受害者皆造成了重大

的心靈創傷。美國教育部聲稱，只有

不到 40％的霸凌案件會通知成年人，

這意味著孩子們常常會感到無助、羞

恥和被孤立，並且不知道如何尋求幫

助。然而，學校可以藉由人臉辨識系

統 來辨別持續表現出不安情緒的學

生。行政人員和輔導員則可以積極地

幫助受害學生，而不必等待他們尋求

協助－許多學生甚至不考慮這個選

項。

霸凌

	 	 	 	 	 	有了這些令人吃驚的統計數據，

我們能做些甚麼來防止這些事件呢？

首先，讓我們探討一些可能的潛在原

因，並研究人臉辨識技術 (FRT)　如

何能減緩這些問題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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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cagotribune.com/news/opinion/commentary/ct-america-school-shootings-20180215-story.html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now/2018/05/29/santa-fe-high-school-students-return/650444002/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now/2018/05/29/santa-fe-high-school-students-return/650444002/
http://www.foxnews.com/us/2018/05/25/active-shooter-situation-reported-at-indiana-middle-school-suspect-in-custody-officials-say.html
http://www.foxnews.com/us/2018/05/25/active-shooter-situation-reported-at-indiana-middle-school-suspect-in-custody-officials-say.html
https://edition.cnn.com/2018/03/02/us/school-shootings-2018-list-trnd/index.html
https://edition.cnn.com/2018/03/02/us/school-shootings-2018-list-trnd/index.html
https://www.stopbullying.gov/what-is-bullying/index.html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543705.pdf
http://辨別持續表現出不安情緒的學生
http://辨別持續表現出不安情緒的學生


	 	 	 	 	 	在較根本層面來說，校園暴力也可能是因為讓錯誤的人就讀所導致。一般

的安全系統可以監視既有的設定區域，但不能提前分析或提供暴力事件警示。

傳統的監控系統也無法利用現有的犯罪資料庫或查看某校園發生暴力事件的歷

史。另一方面，人臉辨識的監控系統可以利用邊緣運算來確保是否有任何危險

情況存在。例如，在有入侵者的情況下，人臉辨識的監控系統能顯示其過往的

犯罪及暴力事實，或其它和該校有關的事件。

					 	如同稍早所提到的，霸凌最可怕的事實之一是它被揭露的低比率，同時點

出了抑制負面情緒的廣泛性。這種負面情緒的壓抑，無論是否來自霸凌，都可

能導致更加不穩定的情緒狀態；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可能將伴隨暴力行為產

生。如果我們有能力可隨著時間的推移觀察人臉辨識的心理趨勢，那麼為什麼

不使用這樣的能力來治療臨床上抑鬱的個案呢？當然，人臉辨識將使危險人物

遠離學校，但它也能為所有學生創造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環境－學生們可以把注

意力集中在學習成績上，真正的作自己。

身份管理

無法辨別普遍的壓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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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9/your-money/artificial-intelligence-home-security.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9/your-money/artificial-intelligence-home-security.html
https://www.psychmechanics.com/2014/08/effects-of-suppressing-your-emotions.html


  

主動出擊 打擊弊端

	 	 	 	 	 	小至平日小考測驗，大至國家考試，科技日新月異，考生們的作弊手法層出不窮。

北非阿爾及利亞政府為防範考生作弊，甚至決定在高中入學考試期間，暫停全國網路服

務。對於作弊行為不再採取被動面對，而是主動解決弊端，可見如何防弊，亦是一門重

要學問。

							目前威盛研發的智慧門禁管理系統能幫助我們防範作弊行為。人臉辨識屬於非接觸

式生物辨識技術，不需接觸受試者，受試者是在無意識下進行身分辨認作業，可減輕受

試者對於生物辨識的抗拒。同時，亦可避免人權問題爭議，有利於協助考場對考生進行

身分識別。相較於過往人工檢閱證件，人臉辨識技術能大量縮減檢查時間，短短數秒間

便完成身分識別，亦能提高考場行政作業效率。

				 	 	 	在實務採行方面，中國教育當局已於 2017 年的高中入學考試採用臉部辨識技術，

力求降低作弊事件發生機率，並有效杜絕。部分城市升級了防作弊措施，在湖北、廣東

等地區，考生需通過刷指紋和人臉辨識兩道關卡，方可進入考場，藉此阻卻代考情形發

生。

					 	除了身份識別，在人臉辨識技術日趨成熟發展下，該系統對於人臉細微表情掌握更

加精確，也擁有分析與判斷能力。在未來，更有機會透過臉部表情、身體動作，預測考

生是否出現作弊行為，或運

用至線上測驗。

						人臉辨識技術不再遙不可

及，透過更加廣泛的應用，威

盛智慧門禁管理系統能幫助

我們更加迅速且準確地進行

身分識別、分析學生的行為、

有效防範作弊行為，以及實

現公平與正義。

| by Sharon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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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1/world/africa/algeria-exams-cheating-internet.html
https://www.viatech.com/en/systems/computer-vision-solutions/smart-access-control/


平衡人臉辨識 
於教育的擔心與安心

| by Amy Lin

校園安全始終是最關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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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人臉辨識 (Facial	Recognition) 在中國的持續發燒，其應用從安防、支付逐漸擴及至

其他領域，運用臉部辨識就如同雙面刃，人們享受它帶來的便利性的同時，也擔心著它所可能

帶來的其他隱憂。在台灣，最近人臉辨識運用至教育的計畫書 -「智慧台北－公宅與校園生活

應用推動計畫」，激起媒體報導、家長間的討論，雖然臺北市政府已經澄清人臉辨識只是計畫

一小部分提案，目前基於隱私權考量，並不施辦，仍就引起許多討論。事實上，人臉辨識於教

育上的應用，不只能讓教學有效率與效果，更可以確保校園安全，究竟該如何在安心與擔心之

間尋求平衡呢？

							首先，針對幼稚園、國小、國中校園，人臉辨識系統能解決家長們最關心的議題 -校園安

全，尤其校園愈趨於「開放式」校園 -不設置圍牆、開放校外人士於早晨、下午運動等，只單

靠學校警衛巡邏效果有限，2015年臺北市文化國小女童割喉案如今依然歷歷在目，不可否認地

政府、學校應該要提出比電子防護網更好、更積極的解決之道。人臉辨識系統可以建立黑名單，

事先將可疑人物匯入資料庫，當他們出現時，便能即時辨認，發出警告，阻止悲劇發生，也能

夠建立可靠名單，確保來接送孩

子的是「真正的」家長或親友。

維護校園安全是需要備受重視的

課題，而人臉辨識技術是實踐的

重要利器。

https://www.viatech.com/tw/systems-tw/computer-vision-solutions/smart-access-control/
https://www.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F0DDAF49B89E9413&sms=72544237BBE4C5F6&s=9523AFA8FA0D2292
https://www.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F0DDAF49B89E9413&sms=72544237BBE4C5F6&s=9523AFA8FA0D2292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0530/513882.htm


尊重個人意願、權益

	 	 	 	 	 	雖然校園安全是大眾所關心的，但對高中、大學的學生而言，訴求校園安全的

同時，他們也在乎保護個人的隱私。事實上，臉部辨識技術必須要搜集許多重要資

料來進行運算已達其效果，如果能夠以有道德的方式來實施人臉辨識技術，那對於

個人隱私的侵害也能夠減少。

					 	抱持著尊重個人隱私的心態，臉部辨識技術供應商、政府、家長們與學生必須

要有足夠的討論並合作，來確保要執行臉部辨識技術時，各方是沒有隱私疑慮的，

如此臉部辨識技術才能發揮其對於校園安全的重要性。當臉部辨識技術能在符合法

律規範與道德標準下實行，它將能夠為校園安全帶來最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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