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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五月於嶺東 

摘要 
 隨著電腦的普及化，以及 Internet的快速發展，進而使得傳統的教

學模式，也隨之演進到數位學習(又稱為 E-learning)，加上政府推動「數

位學習國家型計劃」，使得數位學習的熱潮也隨之在台灣的各個大專院

校發展開來，紛紛開始建置教學平臺，以供數位學習的學習者、教學

者使用及學習上的互動。 

 數位學習打破了一般傳統的教學在時空的限制，甚至是呆板的上課

模式，畢竟，學習應該全方位的，而非只是上課時間到了，學生就到

教室裡坐在位子上，聽著老師授課，雖然這樣的學習模式是學生和老

師可以直接互動並且學生可當場把心中的疑問，直接獲得解決，但是，

如果能配合著文字、動畫⋯等的多媒體教材，更能讓學生能有效的吸

收，使得教學環境變成一種具有彈性化，隨時可以獲取知識。 

 本研究將針對嶺東科技大學，有修習數位學習的學生及教師，去做

抽樣調查和訪談，以電腦自我效能、知覺有用、知覺易用、態度與滿

意度，五個因素作為本研究之架構。 

 最後將會依照結果，提出對於學校、教師給予相關的數位學習建議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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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E-learning、滿意度、數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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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研究背景 

由於目前全球正快速地邁向資訊的時代，而資訊時代的來臨，也讓

人們面臨前所未有的挑戰，急遽變遷的社會中，隨著知識折舊率的急

速攀升，在未來的新世紀，新知識每七年將增加一倍，現有技能每三

至五年會被淘汰（資策會，2000），所以人們追求新知的腳步亦須越來

越快。也因如此，知識獲得的途徑應更廣泛多元，所以在學校裡，傳

統的教學不再是唯一的，利用各種媒體的教學，對學生而言更是一大

福音。 

台灣微軟公司總裁范成炬曾表示：「網際網路勢必成為二十一世紀

人類生活最重要的一環，為能培育國家未來優秀的網路新世代，先進

的網路教學環境與師資是關鍵因素」。網路與科技的發展打破了傳統教

師的授課方式與角色，網際網路的蓬勃發展對傳統的教育模式帶來了

衝擊與挑戰，也爲教育提供了豐富的資訊來源與應用管道。藉由

Internet，教師能在網際網路的環境進行教學活動，將傳統的學習轉移

到線上的學習環境中，同時開始尋求可使用的工具、程序以及教學方

法，以求能達到與傳統教室相等甚至更佳的使用狀態，並將課程與相

關資訊放上全球資訊網，讓學生能培養出一個上網找資料、交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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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習慣（Chris Hughes，1998）。在網路環境之下能自由搜尋資料、自

我學習機會大增，學習群體更能自由的相互討論，網路教學將會是未

來的教學管道之一。 

在遠距教學的分類上，有同步與非同步的形式之分，例如利用高速

網路傳輸將教師上課過程之視訊同時傳到各個地方的教室，讓各地的

學生同時上課，即為同步形式；而如函授、錄影帶教學等，教師與學

生不在同一時間進行教學，即為非同步的形式。由於其所具有的彈性

與快速廣闊的傳播能力，進來以網路為平台的遠距教學正漸漸的興盛。 

根據資策會統計，在北美市場 E-learning的成長率已相當快速，1998

年至 2000 年的成長率達 70%。在 2002 年的統計，我國『數位學習』產

業的整體產值為新台幣 7.6億元，較 2001 年的產值成長 43%，2003 年

在『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各項推動工作的正式展開下，產值更

將成長近 70%，帶過我國數位學習產業的商機與各項發展（2003 數位

學位產業 CEO 聯誼會，2003）。 

遠距教學有日益茁壯的趨勢，亦充分地顯示出遠距教學是一股不可

抵擋的浪潮，明確地讓身為 E世代的我們了解到，遠距教學在我國當

前學習環境中不可抹滅的地位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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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動機與目的 

資訊科技是目前大學提升競爭力的重要策略性資源之一，而如何將

資訊科技有效地應用於教學與研究，便成為了各大學制訂發展策略時

不可或缺的一環（何維信、李蔡彥、林呈湟、陳百齡，2002）。目前

各技專校院正積極的導入網路學習做為學生進修的管道，例：國立雲

林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及弘光科技大學⋯等。（詳如：附錄 1），而

本研究對象-嶺東科技大學，於 94學年度導入 E-learning，讓學生與教

師能夠不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彼此分享知識與互動學習。 

網路同步教室的引進將有效降低老師對網路教學的排斥感，並增進

學生學習的參與感及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將利用 TRA與 TAM 行

為模式，配合相關統計方式期望能達到下列研究目的: 

1. 瞭解國內技專校院之 E-learning現況 

2. 嶺東推動 E-learning現況 

3. 學生使用E-learning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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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流程 

茲將本研究的流程及步驟，進一步依序說明 

1. 調查國內目前各技專校院之現況。 

2. 根據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蒐集整理網路教學、傳統教學、滿意度、

電腦自我效能與素養等相關文獻資料。 

3. 從文獻匯集相關問題，設計訪談內容。 

4. 對於本校資訊網路中心老師及授課老師進行訪談。 

5. 建立研究架構。 

6. 蒐集相關文獻資料：依據相關文獻、網路教學現況及本研究欲探討

的研究問題發展出適合的問卷。 

7. 資料的分析與探討：依據本研究欲探討的主題對收集到的資料做相

關的統計分析與探討。 

8. 結論及建議：依據資料分析所得的結果作成具體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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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流程如下: 

 
 
 
 
 

問卷 

分析 

結論及建議 

調查國內現況 

訪談設計 

訪談 

研究架構 

文獻探討 

圖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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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E－learning 

在這節將針對於 E-learning分別有以下的介紹：遠距教學的演進歷

程、E-learning 的定義與名詞、E-learning 的相關名詞、 E-learning 的

特性、E-learning的模式。 

2.1.1遠距教學的演進歷程 

很多人認為網路教學等於遠距教學，這其實不是很正確的觀念，

因為網路教學只是遠距教學的一種進行方式，遠距教學可以採用許多

不同的方式來進行，而且隨著時代與科技的進步，遠距教學可以採用

的方式會越來越多元。所謂「遠距」就是老師與學生不是在同一個現

場進行教與學的活動。我們可以將遠距教學的演進歷程分成四個不同

的構面來看，從「媒介」及「互動」的構面來看，函授、及空中教學

都是採用單向的郵件、廣播及電視的傳播方式，網路教學則是屬於雙

向的溝通方式；遠距教學在「內容格式」上是從純文字到多媒體，從

「教學」的構面來看則是從最早期的函授到空中教學，再到目前的網

路教學。在未來「網路教學」將會變成主流的遠距教學模式，雖然在

正規的教育體制下，傳統教學還是會存在並且繼續發展，但是傳統教

學一定需要與網路教學做適當的結合，才能有效提升教學的品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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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從終身學習的角度來看，網路教學將是落實終生學習的最佳的方

式（施富川，2005）。 

 

2.1.2 E－learning的定義與名詞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產生了遠距教學的最新模式-「網路學習」，

這種利用網際網路所建構出來的學習環境。陳年興教授對網路學習定

義是可以讓老師與學生完全突破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進行同步與非

同步的教學。老師和學生都不用到傳統教室去上課，只要上網到網路

教室中一樣可以選課、拿學分、修學位（陳年興，2000）。 

趙美聲、陳姚真（1999）指出網路教學是由傳統遠距教學演進而

來，它主要是一種以多媒體電腦與網路系統為基礎的遠距教學，具備

同步與非同步的整合式學習環境，教學者和學習者可以隨時隨地進行

雙向互動。 

圖 2.1 遠距教學的演進歷程 （施富川，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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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寬頻網際網路的逐步普及，加上網路學習平台與同步視訊會

議系統等應用軟體在技術上不斷的研發及改進，讓網路教學的環境已

經達到相當成熟穩定的階段，在非同步互動方面可以採用討論版的方

式來進行，而就「同步」而言，可以採用線上即時的文字、語音，甚

至影音的方式來進行討論。所以基本上網路教學（學習）是遠距教學

的一種實施方式，其特色在時空上可以不同時與不同地，在互動上可

以同步與非同步。由於視訊會議的跨校選課，有人稱為「同步遠距教

學」，為了加以比較兩者的區別，通常就有人稱網路教學為「非同步遠

距教學」，但是這樣的名稱在現在來說已經不適用了。在寬頻網路的環

境之下，網路學習已經可以達到影音同步的教學方式，而不僅僅是非

同步的教學方式。（施富川，2005） 

2.1.3 E－learning的相關名詞 

  由於網路學習是目前相當熱門的議題，也是未來教育的重要發

展趨勢，許多的相關名詞紛紛出爐，不管是國內還是國外，都有許多

的名詞是在詮釋網路學習這件事情，為了讓各位能夠對這些名詞有更

進一步的瞭解，也避免各位在面對這麼多各式各樣的名詞時產生混淆

的情況，茲將目前常見的網路學習相關名詞解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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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分： 

一、網路教學：從教師面來看，在網路上進行教學。 

二、網路學習：從學生面來看，在網路上進行學習。 

三、網路訓練：針對企業及政府機構來看，在網路上進行員工的教育  

 訓練。 

四、數位學習：數位化的學習，利用資訊科技等 e化的工具來進行 

 學習。網路學習是數位學習的一種。 

五、線上學習：與網路學習同義。 

六 電子化學習：與數位學習同義。但是用「電子」比較不恰當。 

七、電腦輔助教學：利用電腦來輔助教學，一般指傳統的 CAI教學。 

八、非同步遠距教學：強調為非即時的教學方式。 

九、行動化學習：利用無線上網的環境，讓學習環境不受地點的限制， 

 教學者與學習者都可以獲得行動性所帶來的好處。 

英文部分： 

一、E-learning：網路學習或數位學習。 

二、E-course：E化的課程 

三、Online Learning：線上學習，特別強調是在網際網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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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Network Learning：同網路學習。 

五、Digital Learning：同數位學習。 

六、Mobile Learning：同行動化學習。 

 

2.1.4 E－learning的特性 

    網路教學的環境中、教學與學習者可透過個人電腦，以網路為溝

通的管道，加上免費且易操作的瀏覽器，在網路所及的任一角落，連

上網際網路，參與網路教學的活動。這其中包含人、電腦、網路、瀏

覽器軟體、資訊等組成要件。（李永吟，1999；岳修平，1999；林奇

賢 2000；林榮彬，2001）。 

表 2.1 網路學習特性分析表 （王延宇，2004） 

特性 內容 

網路化 

1. 無時間的限制，伺服器 24小時不停機，師生隨時可

上線教學不受限制。 
2. 無地點的限制，在家或公司即可學習，只要可上線
的地方皆可學習。 

3. 快速、大量搜尋資訊。 
4. 線上教材可以快速更新。 

多元化 

1.可使用多媒體教材，引發學習興趣與動機。 
2.互動性較其他遠距教學媒體強。 
3.接觸不同背景的學習者，可開拓學習者的新視野。 
4.藉由電子郵件使學生有機會與不同地方的人溝通，

 進而促使他們產生文化上的覺醒。 
5.允許教學者以不同方式，呈現教學內容。 
6.有各領域的專家解答學習者問題。 



-23- 

特性 內容 

個人自主化 
1.學習者可選擇屬於個人程度的學習。 
2.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能力。 
3.學習內容可個人隨選。 

人性化 

l.全球資訊網易學易用，在全球擁有廣大使用群。 
2.全球資訊網跨平台的特性，可在任何電腦上進行。 
3.不同社會地位者，在課堂上較能與其他人有相等的社
  會地位。 
4.網路上的人際互動可以增進學生的人際關係。 

未來化 

1.做為其它遠距教學的輔助工具。 
2.電腦可紀錄學生學習進度。 
3.可以建立龐大題庫。 
4.使學習者熟悉運用科技，增進學生學術上的技能，
 如寫作能力、字彙、數學與電腦能力。 

成本效益化 
1.節省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交通成本。 
2.方便反覆練習，不浪費紙資源或不需製造光碟。 
3.相較於即時群播遠距教學投資成本較低。 

市場化 
1.提升企業形象與知名度。 
2.可做為電子績效表現支援系統。 

    現代學習的方式，除了傳統的教學學習方式，隨著網路資訊科技

的進步有了很大的變革，結合網路科技而發展的網路學習便融合網路

科技的特性，發展出與傳統學習方式截然不同的特性，這些特性相對

的對於個人有不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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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E－learning的模式 

      網路教學在實際的應用基本上可分為同步網路教學與非同步網

路教學及混合式教學三種模式。 

   

一、同步式網路教學： 

指師生同時不同地的教學模式，即使老師和學生雖分隔兩地，但

卻在同一時問透過電子設備進行教與學，例如老師在實體教室或家裡

上課，而在異地的學生可以透過網路聽見或看到老師，也可同時看到

老師正在教學的投影片，或在線上與老師和同學討論問題。同步模式

對學生較具臨場感和吸引力，只是它需要像「虛擬教室」這樣的同步

教學軟、硬體工具的配合。早期的同步教學是透過電視或衛星來傳遞

視訊。自有網路之後，大家開始運用網路特性，利用文字聊天室、 

電子白板、視訊會議、虛擬教室（virtual classroom）等工具來進行教

學。同步溝通的媒介有文字、聲音、影像、白板及程式分享等。工具

的選擇則端看使用者的需求。 

一般透過文字聊天室即可達到師生即時互動的功能，但由於打字

速度及文字表達能力的限制，訓練機構在頻寬允許的情況下，會朝向

更高層次的同步互動模式，如語音的溝通，影像的顯現及畫面、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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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享等，來提高即時互動的成效。 

同步教學可解決非同步學習中無法即時互動的缺點，提高學習者

的參與感和學習社群歸屬感，但這樣的學習模式有優點也有缺點。 

以下是同步教學的優缺點： 

 優點 

1. 師生可在不同地點“透過網路，學生可散佈各地，仍接收到最 

好的師資授課。 

2. 可做及時反應回饋：學生的問題可即時回應，可與老師做立即 

的溝通。 

3. 加強學生參與感：同步教學可解決線上學習孤立感，加強學生 

課程參與。 

4. 電子檔可供複習：系統可自動將教學內容儲存成電子檔，可供 

日後複習觀看。 

 缺點 

1. 高科技支援：執行同步教學，需有較高的硬體及頻寬設備，花 

費較高。 

2. 高人力支援：在網路環境下同時傳遞大量檔案，常會出現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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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需有技術及客服人員現場支援。 

3. 高引導技巧：同步教學著重於師生之間的互動，老師需要較好 

的引導互動的技巧。 

 

二、非同步網路教學： 

非同步模式指師生不同時、也不同地的教學模式，即師生不必在

相同的時間內出席，教材、作業等學習資源都放在網路上，學生可以

選擇自己的時間來學習，遇到不會的地方，可以透過 E-mail，或留言

板、或討論區向老師或同學請教。非同步教學的傳遞方式可分為兩部

分；一部分是教學內容的傳遞；一部分是教學互動的傳遞。教學內容

的傳遞，可透過光碟、網頁或文件檔案等。 

教學互動的傳遞，主要的工具為電子郵件（Email）及線上討論區。

由於教學並不僅僅只是知識內容的傳遞，還有很大的一塊是來自於師

生問的互動討論所激發出來的領悟和心得。因此，在高品質的非同步

教學課程中，教學互動的傳遞是極為被重視的一塊。 

    非同步式的 E-learning將成為未來企業內推動的主流，它最大的特

色是學習時間的彈性，使得學習者能兼具獨自進修與集思廣益的好

處。它也能適應不同學習者的時間與進度，同時也提供學習者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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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修切磋、研討的功能。使學習者不必將時間浪費在往返交通上。 

    非同步教學是目前廣為採用的一種數位學習模式，但這樣的學習

模式有優點也有缺點。以下是非同步教學的優缺點： 

 優點 

1. 隨時隨地：學員可依自己方便的時地，隨時學習，隨時提問。 

2. 降低成本：節省師生的差旅費、教室租用場地費等。 

3. 文字紀錄：師生問互動問答的文字紀錄，可供其他學生參考， 

甚至留作延伸學習。 

4. 深度學習：師生在互動問答時，可花較長的時間作深入思考， 

增加學習深度。 

 缺點 

1. 無即時回應：學員的問題無法即時回應，困難無法即解決。 

2. 低人際互動：線上學習環境易使學員產生學習的孤立感。 

3. 溝通表達不易：文字為主要溝通工具，不如口語溝通快速，亦    

                     不易傳達情感。 

4. 教材製作費時費錢：要製作一門完整的線上教學教材，製作時             

                         程及人力皆極為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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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混合（blended）模式: 

混合模式就是老師或開課單位在課程中視教學需要，而選用實體

教室、同步模式或非同步模式來進行教學的方法，也就是說課程進行

中，有時會使用非同步模式教學，有時會使用教室或網路、衛星，來

進行同步教學的模式。 

例如：將部分閱讀材料放在網路上，讓學生以非同步方式閱讀，

而對於需要面對面進行的講解、操作或演練活動，則選擇教室或網路

進行，遠方學生則可透過網路一起同步參與。 

混合模式其實很早就在我國遠距教育中使用，像很多空中大學或

專校除了用電視或廣播來傳遞課程外，還另外搭配了教授面授的時

間，來為學生複習上課重點或解答疑難，這就是典型的混合模式原型。（資

策會教育訓練處，2003） 

由王延宇整理出以下同步與非同步網路學習之教學模式分析表格： 

表 2.2 網路教學模式分析比較表 （王延宇，2004） 

 同步網路學習 非同步網路教學 
空間 特定地點 任何網路所及之處 
時間 特定時間 隨時 
網路連線速度要求 較高 較低 
硬體設備成本 較高 較低 
學習方式 教學者主導 彈性、學習者自主 
互動性 高 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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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傳統教學  

    傳統教學若是一無是處，早就被淘汰了，不可能會流傳於古今中

外這麼久。但傳統教學也並非毫無缺點，否則不會讓很多教師和學生

感到挫折和無助。當然，更不會被批評為「僵化」或比喻成「填鴨」（張

靜嚳，1996）。究竟傳統教學有何不妥？本節將有以下之探討傳統教學

的意義以及傳統與網路教學環境比較。 

2.2.1傳統教學的意義 

傳統教學是一種集體式教學，屬於較易實施的教學方法，在教學

活動多偏重於教師的講解，缺少學生的參與，師生互動機會較少，因

此在教學活動之中無法立即評鑑和診斷學生學習的結果，在教學之後

學習者究竟學到那些，無法當時測知就不能實施補救教學的措施，等

到階段考試後才方知，雖欲設法彌補，難免有為時已晚之憾。（高廣孚，

1988）。學者林勇與粘錦成（2000）認為傳統教育是一種通材教育，無

考量學習者個別差異；是以老師為主，學習者為輔，課程內容往往決

定於教師，學習者較無法獨立學習，而且缺乏發展完善且適當的教材

和教學媒體。因此，在傳統教學模式下，學習的唯一資料來源是教師

或是教師藉以直接教學的教材（Farivar，1985）。在無考量學習者個別

差異情況下，許多教材及課程的安排，無法測試出學習者的程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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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學習者早已具備該項課程的能力，以致這些學習者必須像其他學

習者一樣，坐在課堂上接受他們早已精通的課程，造成時問浪費及學

習情緒低落。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也往往會因冗長的文字及艱澀用詞，

造成學習無力感（蔡振昆，2001）。 

因此，在傳統教學模式下，倘若教師只著重於教師的「教」，而不

強調學習者的「學」，往往得到的只是失望與結果，學習者較無法獨立

學習，加上現今教學缺乏發展完善且適當的教材和教學媒體，導致老

師在課程規劃上，無法深思熟慮、融會貫通，因此，學習者無法達到

自學效果（林勇、粘錦成，2000）。  

Nattiv（1986）將傳統教學描述如下：  

一、教師將班級視為一整體，而非個別的或小組的。 

二、每位學生獨自完成作業，當教師誇讚該班時，通常不是誇獎

他們合力完成工作，而是指個別表現的總和。 

三、教師主動作決定、決策班級活動的進行。 

四、教師支配教學，不是在前面教學，便是進行小考。 

五、學習者很少主動和他人或教師進行互動，爭取主動參與學習

的機會。 

六、許多學生沒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分配的工作或不能完全瞭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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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教學。 

 七、缺少誇獎讚美，對下次如何改進，也很少提供修正及指導

意見。 

Johnson（1987）指出傳統教學不強調個人績效責任，以同質性小

組學習，具有指定的領導者，責任自行負責，只強調工作，忽略社會

技巧，老師忽略團體功能之運作，沒有團體過程。林佩璇（1992）亦

認為在傳統教學法中，是以教師為中心，教師是知識的傳遞者，班級

秩序的維護者，思想的啟迪者。 

蔡振昆（2001）將傳統教學之特性歸納如下： 

1.教學方式：採取大班教學，偏重填鴨知識的學習。 

2.教師的角色：教師是知識的傳播者，也是知識唯一的供應者。 

3.師生互動溝通方式：只能面對面溝通；教學時只會注意到少數學

生的反應，而無法兼顧所有學生的反應。 

4.教學型態：單向的由教師傳輸出去，再由學生被動的接受。 

5.教學時問：固定時問，依排定之時間表上課。 

6.教學工具：以粉筆、黑板為主要之教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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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傳統教學中-時間、空間與角色關係 （陳萌智，2000） 

 

2.2.2傳統與網路教學環境比較 

在一般教室進行的傳統教學，教師多將教材有系統方式講述學科

知識，常搭配精熟練習法，讓學生加強印象與記憶，並著重學科知識

的獲得，優點為簡單方便、經濟快速、省時省事（張靜嚳，1996），可

使學習時間縮短；此外，面對面的互動使得能立即獲得學習回饋，具

時效性，教師也能隨時掌握學習過程中學生的反應。 

 網路教學突破了許多傳統教學方式的時空限制，教師與學生不再

需要面對面才能進行教學，且學習主體的角色也由教師轉至學生，由

學生依自己能力，透過自我學習或藉由教師或同儕協助，教師提供電

子化教材，引導學生藉由網路討論與探究方式來建構知識，其優點為

讓學生自己思考與發現，有助培養學生問題解決之能力，讓學生可以

從同儕與教師獲得更多不同的知識（吳珮瑜，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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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教學與網路教學有許多差異存在，針對（巫靜宜，2000；李

金泉，2001；Piccoli al.，2001）等學者所提出的幾個構面， 

整理出其兩者差異，如下表： 

表 2.3 傳統教學與網路教學之比較（廖奕豪，2003） 

 傳統教學 網路教學 

時間 
老師與學生必須 
花時間在同一地上課 

學生可自由選擇時間上課 

空間 老師與學生必須花時間在

同實體教室上課 
學生可從家裡、學校或工作

場所透過電腦連線上課 

操作活動 老師親自示範 互動式模擬 

進度 全班進度一致 自我控制 

上課內容 教師的講義 學習資源 

課外補充 教師的參考資料 學習資源連結相關網站 

學習路徑 單一的學習路徑 多種的學習路徑可供學習者

選擇 

學習態度 學習者為被動的授予知識 學習者為主動學習 

學習範圍 侷限於知識的傳授 
範圍廣泛，學習者 

可接觸較為實務的層面 

 

2.3 電腦自我效能與電腦素養 

 本節將針對自我效能與素養，有以下之介紹：電腦自我效能與電腦

素養之定義。 

2.3.1電腦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源自（Bandura，1982）的社會學習理論（soci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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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強調知覺因素的探討，強調個人、環境、和行為間三者交互

的關係（如：圖 2.3），並從學習的角度來解釋人類的行為和人格的發

展，此概念強調一個人會評估自己的能力，進而決定是否願意執行該

項行為。（Loyd & Gressard ，1984）透過文獻整理的方式而提出一個電

腦自我效能的概念性架構，指個人學習和使用資訊系統或軟體，以完

成特定工作之個人能力的評斷。而影響電腦自我效能的前因 （如過去

的績效、行為模仿（behavior odeling）、口語說服（verbal persuasion）

等（吳文雄，2002）。 

圖 2.3.  三角交互決定論（Bandura，1982） 

 
 
 

Compeau et al.（1999）研究社會知覺理論的模式，發現自我效能與

電腦使用有顯著性關聯，研究發現自我效能與程式設計的學習成效有

顯著性關係；Compeau and Higgins （1999）針對  Lotus 1-2-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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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Perfect 等軟體的學習，研究結果自我效能對學習成效有重大影

響；另有學者研究多媒體訓練環境中之訓練成果，部分是由受訓者的

自我效能所決定與電腦學習成效是密不可分（Huey-Wen Chou，2001）。

電腦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對特定性工作之能力評斷，學生在虛擬環境中

有較高的「自我效能」，學習成效方面與傳統環境比較是相同的

（Ahmed，2000）。然而在網路學習的環境中，對於電腦自我效能的研

究並不多見，值得深入探討。 

2.3.2電腦素養定義 

電腦素養包含了對電腦的認識與了解，及個人應用於電腦於工作或

生活中的能力。依蔣姿儀（1996）所改編成五個結構作說明。 

1.電腦軟體與硬體：包括電腦軟體、硬體與資料處理的一般概念。 

2.電 腦 操 作：包括實際上機操作，或執行電腦相關的工作 

  時，所應具備的能力。 

3.電腦應用與影響：包括電腦於社會、學校及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及 

  用途，以及對人們所帶來的正、負面影像。 

4.電 腦 程 式：只閱讀、修改或撰寫程式的能力。 

5.電 腦 倫 理：只使用電腦時的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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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知覺行為模式（TAM & TRA） 

本節將針對知覺行為模式（TAM & TRA）有下列的介紹，科技接

受模型（TAM）及理性行動理論（TRA）。 

2.4.1科技接受模型（TAM）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由 Davis在

1986 年所提出，主要是根據社會心理的理性行為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礎所發展出來，並加以修改來塑造出使用

者對於資訊系統接受的模式。科技接受模式的一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

一個基礎來追蹤外部變數對於內部信念、態度和意圖的影響；並採用

TRA當中的因果鏈結，信念 態度 意圖 行為。科技接受模式假定

兩個特殊的信念，「知覺有用」和「知覺易用」，對於電腦接受行為有

重大的關連。Davis對這兩個信念的定義如下：知覺有用（Perceived 

usefulness）被定義為「相信使用 E-learning系統能改善學習績效」。知

覺易用（Perceived ease of use）被定義為「相信使用 E-learning系統是

不費心力的」，適合用來解釋電腦初學者的使用行為（Davis，Bagozzi，

Warshaw，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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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科技接受模式  （Davis，Bagozzi，Warshaw，1989） 

 李美慧（2000）將科技接受模式應用在非同步網路學習系統，以瞭

解影響學習者使用意向的重要因素。研究中的外部變數包括系統品質

（媒體豐富性，可靠性）、產出品質（互動性，彈性，教材內容，教材

品質）、學習者特性（學習者特性，知覺型態）及功能性等四類。周鴻

志（2004）發現，學習者對非同步網路學習系統的使用意圖會受知覺

易用、彈性、可靠性這三者影響。知覺有用則是受到彈性、教材以及

電子信箱互動性所影響。 

2.4.2 理性行動理論（TRA） 

Ajzen & Fishbein（1980） 在 1975 年以態度理論為基礎，提出理

性行動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來解釋態度與行為的

關係，並且成為近年來被廣為接受的模式，依據慎思理性行動理論，

個人行為的發生，事實上可由一層級式的影響架構來表示。理性行動

理論的基本假設為「人是理性，且會系統性地使用所獲取的資訊」。根

外部

變數 

認知

有用 

認知

易用 

對於系統

的態度 
使用的行

為意圖
實際系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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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理性行動理論，個人行為的發生，受關於該行為的意圖所影響；而

關於該行為的意圖由個人對於該行為的態度，以及主觀感受的社會規

範強度共同決定。 

圖 2.5理性行動理論（李美慧, 2000） 

 

2.5態度 

  在探討電腦態度之前，首先我們必須探討「態度」一詞的定義。

對於態度的定義， 

張春興（1989）教授認為： 

（一）態度是指個體對人、對事、對周圍的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

有持久性與一致性的傾向，其中包含知覺、情感及行動三部分。 

（二）態度必須有其對象，態度的對象可為具體的人、事、物，也

可為抽象的觀念或思想。 

（三）態度有類化的傾向，對某一單獨對象持正面態度者，對同類

對象也傾向持正面態度。 

對行為的信念以及

評估 

對規範的信念以

及去遵守的動機 

態度 

主觀規範

意圖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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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態度的形成與文化傳統、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等因素有關，

一般相信態度是學習而得的人格特質。 

從以上的定義可以看出態度主要是經由過去的學習經驗，使得個體

表現出喜愛與厭惡、接受與排斥的狀態，而且態度的學習可以使學習

者形成先入為主的態度，也可以改變現存的積極或消極的態度（湯惠

誠，1994）。 

    秦夢群（1992）將學習態度分為二類·1.是對課業學習的態度：乃

是指學生對所學的動機與興趣、2.是對學習環境的態度：乃是指周圍環

境變數如老師任教態度、同儕之問的人際關係等所造成學生主觀的看

法。在上述的文獻中得知學習態度乃是指學生對學習環境、學習習慣、

學習方法、學習過程、學習成效、學習焦慮、學習問題、學習經臉、

學習意願與動機、課程教材內容、師生互動情境、閱讀時問與範圍、

考試內容等等的個人意見及看法。 

2.6滿意度： 

國內研究者馬芳婷（1998）將之定義為：「對學習活動的一種感覺

與態度，而此感覺與態度之所以形成是因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願望

或需求獲得了達成。」 

將學習滿意度定義為學習者對於整個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感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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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態度，並知覺此學習活動所滿足個人學習上的需求（陳建文、楊

惠合，2006）。 

（一） 學習滿意度的重要性： 

學習的主要目標是學習成果與滿意度。學習與滿意度的關係是非常

重要，因為滿意度增加出席率與學業成就（陳建文、楊惠合，2006）。 

（二） 影響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的因素： 

學習滿意度是衡量學習成果的主要項目之一，影響學生學習滿意

度的因素很多，除了學生的個人因素外、教師、課程與學習環境等因

素都可能有所影響（林佑超，2006）。 

1.「教材特性」是影響數位學習者學習態度與學習滿意度最重要的

關鍵因素： 

     「教材特性」是影響數位學習者學習態度、滿意度最重要的 

        因素。因此，未來在建構或維護數位學習系統時，業者必須 

        特別重視教材設計內容的豐富性、教材內容的難易度、教材 

        安排的適切性、師生互動溝通的及時性、學習方式的彈性等   

        因素，以建構出符合數位學習者需求且滿意的學習系統（陳

建文、楊惠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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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謝宜君、紀文章整理出國內外學者曾經提出的研究結果，彙整如下： 

表 2.4 影響學習滿意度的因素（謝宜君、紀文章，2003） 

研究者 學習滿意度所包含的構面 

Betz et al.（1970） 學校環境與設備、行政措施與規則、教師特

質、教學方法、學習成果與同儕關係。 

Starr （1971） 學校環境與設備、學習成果、行政措施與服

務、人際關係、教師與行政人員對學生的尊重。

Mangano & Corrado 
（1979） 學習環境、人際關係、學業成就與個人適應。

Behuniak & Gable 
（1980） 

教師能力與知識、社交生活、工作能力與知能

的成長。 

Mcvetta （1981） 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材、師生互動與教師

特質。 

Scheetz （1986） 班級大小、課程、教師特質與評量方式。 

林義男 （1985） 學習成績、課程安排、學校圖書設備、教師教

學與學習收穫。 

吳婉如 （1992） 教師教學、課程教材、學習成果與人際關係。

2.學生因素： 

 研究說明參與動機甚強之學生較滿意其學習活動。研究並指出，

如果學生之學習興趣愈高，學生愈趨向滿意。再者，研究也發現，學

生過去經驗，使他可以在學習活動過程中有所表現時，他將會感到滿

意。研究認為學生的自尊可以預測學生之滿意度。學生之自尊愈強，

其學習滿意度也愈高。學生的自我觀念，如缺乏信心，會影響學生學

習之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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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影響學生學習滿意度的學生方面因素有：興趣、傾向、參

與動機、學習興趣、過去經驗、家庭背景、自我觀念、自尊等等（林

博文，1998）。 

3.教師因素： 

  教師的專業智能有助於學生學習滿意度的增加。此外，教師若讓

學生有參與決定的機會，學生會感到滿意。 

不同教師方式（演講、討論、混合），與學生學習滿意度之關係時，

發現高滿意的學生較喜歡混合教學法。且教師若能適當使用視聽器材

等，可以加強學生學習之興趣，以提升學生學習之滿意度。教師若能

使學習之內容符合學生之興趣與需要，亦可提高學生學習之滿意度。

研究也發現教師能善用學生過去的經驗，可加強學生之成就感。而且，

成人教師可使用稱讚，而非懲罰，來增強學生學習之滿意度。所以，

影響學生學習滿意度的教師方面因素有：教師的專業智能、教學策略、

教學方法、教學態度、熱忱等等（林博文，1998）。 

滿意度，是衡量網路學習系統成效的一環，是一種激發學習動力的

要項，是需求的應驗，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愉悅、足夠的程度，或是

學習的需求和期望滿足的程度，學習者滿意度的高低對學習活動的影

響力，經常用來衡量學習成效，在電子化學習中學習者有較多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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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也提昇使用者滿意度，值得關注與研究。  

   在網路合作學習的課程設計中，師生和學生的互動是重要元素，線

上課程中的老師及學生互動的次數、品質，決定「滿意度」。Shea  et al. 

SUNY網路學習（SLN）中 3800名學生、264種課程的互動關係對於

「滿意度」、「學習成效」的影響，結果發現：討論有助於成績的提昇，

學生的滿意度與師生、學生間的互動成正相關。此外，Hartman and 

Truman-Davis調查教師網路教學系統，滿意度與互動量呈正相關

（r=0.726），滿意度也和互動品質正相關（r=0.807），證明「互動」是

學習滿意度的關鍵因素。Dziuban and Moskal研究美國 Florida大學網

路學習中心，蒐集連續三年 52,218位學生的修課資料，包含三種課程：

完全網路教學、混合式（網路教學和面對面傳統教學）、網路融入傳統

教學，都顯示學生的滿意度和網路線上課程的互動明顯正相關（Ahend， 

2000；Alavi，1994；Hiltz，1995；Hiltz & Fich，1997）。  

 Hiltz（1995）針對網路虛擬教室提出「課程內容滿意度」、「團體

互動滿意度」，本研究的「學習滿意度」指參與網路學習的學生對學習

興趣、課程內容、團體互動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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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3.1 研究流程 

茲將本研究的流程及步驟，進一步依序說明 

1. 調查國內目前各大專校院之現況。 

2. 根據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蒐集整理網路教學、傳統教學、滿意度、

態度、電腦自我效能、科技接受模式等相關文獻資料。 

3. 從文獻匯集相關問題，設計訪談內容。 

4. 對於本校資訊網路中心老師及授課老師進行訪談 

5. 建立研究架構 

6. 蒐集相關文獻資料：依據相關文獻、網路教學現況及本研究欲探討

的研究問題發展出適合的問卷。 

7. 資料的分析與探討：依據本研究欲探討的主題對收集到的資料作相

關的統計分析與探討。 

8. 結論及建議：依據資料分析所得的結果，提出具體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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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訪談設計 

3.2.1訪談設計-行政老師 

訪談對象：嶺東科大-資訊網路中心徐永堅老師、張菀荏老師 

訪談原因：由於嶺東推動 E-learning是由資訊網路中心負責，故行政面

部份以資訊網路中心負責人員做為訪談對象 

訪談題目: 

1. 本校導入數位學習的動機為何？ 

2. 就目前推動 E-learning上會不會有所阻礙？ 

3. 老師和學生使用 E-learning其反應為何? 

4. 本校如何鼓勵教師及學生使用 E-learning系統來做輔助或主要教學

工具? 

5. 本校導入數位學習系統時，是選擇「委外」、「自行設計」或「外購」，

其選擇考慮為何? 

6. 是否對於學生進行「課程問卷」調查？其結果對於課程規劃有高度

參考的價值？ 

7. 是否有哪些課程、科系、適合優先導入 E-learning系統? 

8. 學校是否有使用 VOD（隨選視訊）與 Live（即時視訊）於網路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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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得學生可以擁有更多的教學環境？ 

9. 是否有跨校選課的功能？ 

10. 對 E-learning的理想? 

11. 對 E-learning的期望? 

3.2.2訪談設計-教學老師 

訪談對象：嶺東科大-卓裕榮老師、李琛瑜老師 

訪談原因：由於卓裕榮老師以全網路教學模式上課、李琛瑜老師以半

網路教學模式上課，且皆以 web CT平台做為教學上課輔助工具, 故找

兩位老師做為訪談對象。 

訪談題目: 

 動機： 

   為何想使用 E-learning做為上課的輔助工具? 

 系統平台之優劣評價： 

  系統設計的好壞，是否會影響你在教學上的製作? 

 課程性質與教材 

1. 在教材方面是由老師自行設計嗎? 

2. 目前的 E-learning教材主要來源為何?（例：參考書、網路⋯等） 

3. 在教材方面，大多是靜態方面還是動態方面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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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老師在規劃教材時，是基於怎麼樣的一個原則或理念? 以

及的流程（課程內容、採用的教材）是如何? 

5. 請問 E-learning系統，使用的情形是如何? 

6. 每學期在學期末時，是否對於學生在教材方面進行評估? 

7. 老師你們除了教材之外，有參與規劃課程嗎? 

8. 以老師觀點，您認為哪些課程適合在網路開課? 

 與傳統教學之比較 （學生反應、成效）： 

1. 你認為影響 E-learning教學品質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教學設計、

教學品質、教學平台、師生互動四者何者影響較重? 

2. 目前您所採用的教學評量方式為何? 

3. 身為 E-learning網路教師如何去衡量學生真正的學習成效? 

4. 老師們在遇到問題時要如何尋求協助? 

5. 學校會有哪些資源可以支援老師? 

6. 學校是否對教師做定期培訓? 訓練內容對 E-learning是否有實

質幫助? 

對未來之期望 

1. 老師如果做好 E-learning開課的教學品質? 

2. 以教師觀點，目前推展 E-learning最大的困難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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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學生研究架構 

根據目的並參考相關文獻之理論後，建立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3.4構面說明 

表 3.1 構面說明 

構面 觀念定義 操作定義 依據 

電腦 
自我效能 

個人對特定性工作之能力

評斷，學生在虛擬環境中

有較高的「自我效能」。 

使用 E-learning系統會
受到過去的經驗、行為

模仿、口語說服影響。

本研究以Likert五尺度設計
題項A1-A10。 

Ahmed（2000）
吳文雄（2002）

知覺易用 使用者所知覺到學習使用
系統的容易程度。 

使用 E-learning 是不費

心力的。本研究以 Likert
五尺度設計題項C1-C6。 

Davis（1989） 

態度 

由過去的學習經驗，使得

個體表現出喜愛與厭惡、

接受與排斥的狀態，而且

態度的學習可以使學習者

形成先入為主的態度，也

可以改變現存的積極或消

極的態度。 

使用 E-learning 會受到
課業學習態度與 
學習環境的態度的影

響。本研究以Likert  
五尺度設計題項D1-D9。 

湯惠誠（1994）
秦夢群（1992）

滿意度 

對學習活動的感覺與態

度，此感覺與態度所以形

成是因為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的願望或需求獲得了達

成。 

使用 E-learning 系統，會
受到教材特性、學生興趣

影響。本研究以Likert 
五尺度設計題項E1-E16。 

馬芳婷（1988）
陳建文、楊惠合

（2006）
林博文（1998）

知覺有用 

態度 電腦 

自我效能 

知覺易用 

滿意度 

H1 
H2 H3 

H3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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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假說 

H1：學生電腦自我效能對學生的知覺易用性有顯著性的影響。 

H2：知覺易用對於知覺有用有顯著的影響。 

H3：學生對系統之知覺有用及易用性對學生的態度有顯著性的影響。 

H4：學生對 E-learning的使用態度對滿意度有顯著性的影響。 

 

除此之外，性別、學院與受訪者屬性之不同，對於知覺易用性、

知覺有用性、態度、學習滿意度是否會造成顯著差異，亦是本研究

關切的重點。因此再建立下列三項假說： 

H5： 性別對知覺易用性、知覺有用性、態度、滿意度之差異。 

H6： 學院對知覺易用性、知覺有用性、態度、滿意度之差異。 

H7： 學生基本屬性不同之不同，會導致知覺易.用性、知覺有用性、

態度、滿意度之差異。 

3.6 研究母體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有選修嶺東科技大學 E-learning 課程的

學生進行問卷調查。以集群抽樣的方式作為主要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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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嶺東 E-learning之推動 

嶺東科技大學推動 E-learning之計畫，目的在整合本校資訊、設

計學群（院），分別在無線與行動網路、媒體設計與數位內容領域上

之專業師資及實務經驗，並結合本校資訊網路中心現有高穩定、高效

率的資訊網路軟硬體設備與設施，共同投入數位學習領域之研究與開

發。預期在三年計畫中，透過資訊科技應用技術，逐步營造「數位學

習」、「行動學習」、「終身學習」之網路化教學環境，同時也將校

園教學與學習範疇，由校本部（春安校區）逐步延伸至第二校區（寶

文校區）、嶺東中學、犁頭店社區大學，進而建立學校「any time, any 

place, any device」之多元化數位學習環境。其具體成效如下： 

1. 透過多元化數位學習環境，讓學生、教師以網路與世界相連，

突破時空限制，並達到網路資源共享，實際將資訊融入教學中。 

2. 提供全校學生輔助教學、補救教學服務，提昇整體教學品質。 

3. 利用數位學習系統中之「線上測驗」功能與資源，協助學生通

過英檢與取得專業技術證照。 

4. 協助嶺東中學融入社區網絡結合犁頭店社區大學之功能，提供

社區內之學生與民眾多元學習機會，擁有適性學習之社區環境。 

5. 落實「最後一哩」就業學程，加速國際化、產學合作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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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順利推展一方面將有助於本校深耕「台中科技走廊」區

域產業，加速產學合作交流，共創學生、產業、學校之三贏榮景；另

一方面將可形成數位產業聚落，並提供聚落內民眾多元學習之機會，

提升資訊科技應用技術，縮短數位落差。 

（嶺東科大計畫現況 94 年 7月 1日至 94 年 12月 10日） 

4.1 嶺東推動計畫、現況 

4.1.1 嶺東目前現況   

1.e-learning已被列入教育部評鑑項目。 

2.依教育施政主軸計畫、落實校務中程發展計畫。 

3.提供輔助教學/補救教學措施，提昇教學品質。 

4.提高英檢、專業技術證照比例。 

4.1.2計畫目標  

 範疇  

        由校本部（春安校區）逐步延伸與擴展到寶文校區、嶺東中 

        學、犁頭店社區大學。 

 重點  

       建立「無限時間、無限空間、無限學習 」網路化教學及學習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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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重點 

1.充實「校園 e化」內涵。 

2.整合資訊、設計學院專業技術。   

3.提供輔助教學/補救教學措施、提昇教學品質。   

4.提高英檢、專業技術證照比例。 

5.提昇全校師生資訊素養、營造友善校園。  

6.依教育部教育施政主軸計畫、落實校務中程發展計畫。 

7.協助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環境。 

8.加速國際化、產學合作交流。 

9.建構終身學習網絡、縮短數位落差。  

4.1.3具體內容 

 優勢 

        整合本校資訊與設計學院優秀專業師資、資訊網路中心高性   

        能軟硬體設備與設施、本校優越地理環境，建構多元化數位 

        學習環境。 

 願景 

        數位學習、行動學習、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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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年計畫：建立專業化數位學習系統 

1. 建置數位學習教學實驗中心。 

2. 應用軟體籌組數位學習技術研發團隊。 

3. 研發網路學習教材。 

4. 辦理數位學習專業師資培訓。 

5. 研擬網路教學課程相關法規。 

6. 試辦、開辦網路教學課程。 

 第二年：發展多元化網路教學平台  

1. 建置行動學習教學實驗中心。  

2. 籌組教師工作坊。 

3. 建立數位學習知識庫。 

4. 建置多元化網路平台。 

 第三年：統整終身學習網絡、營造數位學習網路社區  

1. 建置終身學習教學實驗中心。 

2. 試辦、開辦社區網路教學課程。 

3. 籌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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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軟硬體設備及服務設施 

表 4.1軟體授權 

軟 體 名 稱 安裝套數 軟 體 名 稱 安裝套數 
Adobe Acrobat 5.0 15 無蝦米輸入法 全校授權 

Win2003 Server 60 PhotoShop7.0 60 
SQL Server 2000 60 Matlab 100人網路授權 
VISIO STD 2002 15 SPSS 60人網路授權 
Symantec /Ghost 1000/100 BOSS 60人網路授權 

CUTE FTP V5.0 一間教室 Photo Impact 
單位授權 

（資訊網路中心）

WIN RAR V3.1 一間教室 MICROMEDIA 全校授權 
自然輸入法 全校授權 微軟校園軟體 全校授權 

 
表 4.2硬體設備 

項目 內涵 

網路資源 
 有線網路（Giga一條、ADSL二條、宿網、校園光纖）
 全校無線網路 
 WWW、Mail、BBS、Ftp、Proxy等高階伺服器 

校務 
行政資源 

 教務、學務、總務、人事、會計、招生資訊系統 
 SUN Fire 6800大型主機、Oracle資料庫 

 

表 4.3 服務設施 

名稱 功能 

簡報室/教授休息室 提供多媒體簡報設備，並作為授課教師休息室 

網路資料中心 

具有恆溫、恆濕、防火、滅火、不斷電、網路線

上監視與門禁管理等功能，可集中管理校級網路

設備、各大型主機和各院所系科重要教學與研究

伺服主機 
諮詢服務台 提供師生教學資源與資訊諮詢服務 
資訊導覽區 校務行政系統查詢服務、網際網路查詢服務 
公佈欄 公佈全國、全校與中心最新資訊網路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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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績效評鑑計量指標  

表 4.4 績效評鑑季量指標 

年度 
項目 94 95 96 

建置教學實

驗中心 
建置數位學習 
教學實驗中心 

建置行動學習 
教學實驗中心 

建置終身學習 
教學實驗中心 

籌組技術 
研發團隊 

導入無線網路技術 導入行動網路技術 結合無線、行動網路導入

多樣化行動載具技術 

研發網路學

習教材 
3門課 

（資訊學群 3系） 

15門課 
（資訊、設計、商管、財

經 4學群 14系） 

18門課 
（資訊、設計、商管、財

經、人文社會 5學群 
共 16系） 

籌組教師 
工作坊 

1組 
（資訊組） 

4組 
（新增設計、商管組、財

經組） 

5組 
（新增人文社會組） 

籌設學習 
社群   

3社群 
（本校、嶺東中學、 
犁頭店社區大學） 

試辦本校網

路教學課程 

3門課/6班次 
（資訊學群 3系各 1
門課，日夜間部各開

1班） 

14門課/28班次 
（4學群 14系各 1門課，
日夜間部各開 1班） 

16門課/32班次 
（5學群 16系各 1門課，
日夜間部各開 1班） 

開辦本校網

路教學課程  
3門課 / 3班次 

（資訊學群 3系日間部各
1門課，各 1班） 

14門課 / 17班次 
（資訊、設計、商管、財

經 4學群 14系日間部各 1
門課，各開 1班；資訊學
群 3系加開夜間部各 1門

課，各 1班） 
教材改進 
與交流 

2次 2次 2次 

建置多元化

網路平台 
教師/學生入口資訊

網 

線上測驗資訊網、產學合

作資訊網、企業媒合資訊

網 

終身學習資訊網、網路科

學園區網絡 

教學研討 2次 2次 2次 
成果展示 1次 1次 1次 
執行績效 
檢討、結案 

1次 1次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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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95學年度第一學期網路教學課程 

 

表 4.5 第一學期網路教學課程 

 課程 授課教師 

1. 系統分析與設計 林甘敏老師 

2. 程式設計–Delphi視窗程式設計 卓裕榮老師 
開

辦 
3. 網路技術實務 沈志昌老師 

4. language and culture 賴道聲老師 

5. 企業資源規劃 張菀荏老師 

6. 商務網站經營策略 張善斌老師 

7. 會計資訊系統 余霆老師 

8. 會議與展覽管理 范振德老師 

9. 民法 袁義昕老師 

10. 研究方法 呂欽武老師 

11. 管理資訊系統 李琛瑜老師 

12. 統計套裝軟體應用 呂欽武老師 

13. 作業研究 陳君杰老師 

14. 作業研究 呂欽武老師 

15. 網路架設與管理（一） 沈志昌老師 

16. 計算機網路 沈志昌老師 

17. 財金統計套裝軟體 陳曉惠老師 

18. 電子商務 張菀荏老師 

19. 網路技術實務【夜】 徐永堅老師 

試 
辦 

20. 網路架設與管理（一）【夜】 徐永堅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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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95學年度第二學期網路教學課程 

表 4.6 第二學期網路教學課程 

課程 授課教師 授課班級 人數 

二企管 3A 40人 

夜四企管 3A 38人 

夜四企管 3B 38人 

二企管 3A 40人 

統計套裝軟體應用 呂欽武 

夜四企管 3A 38人 

二資管 3A 19人 

二資管 3B 22人 

夜二資管 3A 44人 
多媒體網頁設計 巫俊采 

專二資管 3A 31人 

資管五忠 36人 管理資訊系統 
李琛瑜 

資管五孝 46人 

計算機網路 沈志昌 四資科 3A 46人 

二資管 4B 20人 
知識管理 林甘敏 

專二資管 4B 35人 

網路架設與管理（二） 徐永堅 夜四資科 1A 41人 

網路程式設計 徐永堅 夜四資科 2A 40人 

資訊管理系統 張菀荏 夜四國企 2A 21人 

系統分析與設計 張菀荏 專四資管 3A 30人 

財金統計套裝軟體 葉庭妤 夜四財金 3A 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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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訪談內容 

4.2.1訪談內容-行政老師（徐永堅老師） 

訪談對象：嶺東科大-資訊網路中心徐永堅老師 

訪談時間：95 年 11月 29日 

訪談地點：資訊網路中心會議室 

參加人員：廖乃樺、簡慧雯、李晏甄、陳琬婷、王琬尹 

1.本校導入數位學習的動機為何？ 

徐永堅老師： 

（動機 1）：在未正式引進 e-learning之前，老師其實會自己架設網

站，把資料放在上面，供同學自行下載，這樣比較分散，也都只靠老

師個人的力量來整理，藉由 e-learning幫老師把一些煩雜的事情做完，

自行架網站、自行整理及管理。 

（動機 2）：e-learning是趨勢，也是對同學有幫助的事，例如：像

是 

有些來自不同背景的學生，程度也會有所差異，藉由一個平台將在不

佔用平常時間的情況下，自行學習將原本不足的學科補起來，在這四

年當中會過的愉快點，對學校學生的品質提升也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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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 3）：學校在課程設計中不會開得科目，也必須都會用到的，

例如：Office的功能，有些同學也會花錢到外面學習，就像是，今天同

學有興趣做網頁，不過沒有開這門課，那他就可以上去自行學習，目

前有在考慮是否自行開發商業類科的教材。 

（動機 4）：希望在有限的時間內，可以給同學更多的東西。且使

用 E-learning的好處，在於有些基本的東西，可以要求同學自行上網去

學習，而老師就站在指導者的立場。E-learning比較希望達到因應同學

的需要給他們要的東西，程度較差的同學要花時間自行補救學習，程

度較好的同學可以提更多的問題，讓老師來回答，是屬於適性學習。 

2.就目前推動 E-learning上會不會有所阻礙？ 

徐永堅老師： 

基本上 e-learning是建構在一個基礎上「熱心教學的老師、主動學

習的學生」。它必須要建構在這個基礎上才會成功，當然這樣的風氣是

可以帶動的，在學校把這個風氣帶起來，會有更多人來用，變成一個

良性循環，當然我們在看補救教學這一塊，我們會有一個想法，那就

是如果他不去看，這也沒辦法，如果同學自動學習，他就會學到很多，

如果老師認真教學，他就會將教材做好，這樣相輔相成，這樣對同學

很好，兩方面都要配合，以老師的立場來想，同學認真上課，老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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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更認真的做教材、收集資料，所以 e-learning目前要突破的事，把「熱

心教學的老師、主動學習的學生」這風氣帶起來，不管是設備、金錢、

平台都可以解決，有錢我們可以委外，沒錢有心我們可以自行製作，

雖然不是很華麗，不過同樣都能達到教學的目的。 

3.老師和學生使用 E-learning其反應為何? 

徐永堅老師： 

目前還在揣摩的階段，目前聽到的都是滿正面、有趣、好玩，比較

有心學習的同學會反覆看教材。上學期他有帶過一個班，他們最滿意

是事，就是他們什麼問題就可以馬上留言在平台上，老師有空時就會

去回覆同學的問題，達到一個主動反應的環境，不過這對老師的負擔

會比較重，例如：打字速度要快、問題會問的很細，有時會偏離、或

是文字無法達到，可能要靠圖片、動畫來輔助（這一點行政單位會輔

導老師來製作）。 

4.請問，本校是如何鼓勵教師及學生使用 E-learning系統來做輔助或  

主要教學工具? 

徐永堅老師： 

學生會使用到設備比較好的教室，老師則會得到較多的資源，使用

到較多的教材及教學平台，定期會開研討會，讓老師們可以互相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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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的教學心得，所有在教學上面繁雜的事務，行政單位會給予

協助及支援，不過，最主要的鼓勵，是來自於老師教學上的成就感。  

5.本校導入數位學習的系統時，選擇「委外」、「自行設計」或「外購，

其選擇考慮為何? 

徐永堅老師： 

我們學校是採用外購，因為我們是採用較通用的平台，如教學、測

驗、互動，由於製作平台的公司是做過很多學校，也較了解學校需要

的功能，這不但是省時、省力，也是最有效率的方法。 

6.是否對於學生進行「課程問卷」調查？其結果對於課程規劃有高度參

考的價值？ 

徐永堅老師： 

會，我們會透過口頭問卷、書面問卷、在平台上放問卷等方式，問

卷很重要，這樣可以了解學校的方向有無不對，進而改善。「問卷」是

學校推動 e-learning的重要考量。 

7.是否有哪些課程、科系、適合優先導入 E-learning系統? 

徐永堅老師： 

資訊學院優先，因為資訊學院的老師基本常識與經驗比較好，由他

們來導入行政單位會比較省力，他可以做示範。目前也有邀請其他學



-62- 

院來參與，不過考慮到電腦能力，還有每天面對電腦也是一種壓力，

這也是目前要突破的地方。 

8.學校是否有使用 VOD（隨選視訊）與 Live（即時視訊）於網路教學

中，使得學生可以擁有更多的教學環境？ 

徐永堅老師： 

目前 VOD試用中，規劃幾門札根的課程，在有 VOD的專業教室

中，一邊上課一邊錄影，VOD技術已經部份完成，只差內容要繼續充

實 Live 有在測試。 

9.是否有跨校選課的功能？ 

徐永堅老師： 

目前沒有，因為跨校選課會牽扯到比較多的法規，選課的學分要被

教育部承認才可以，目前實體課程有，不過，E-learning課程則沒有。 

10.對 E-learning的理想? 

徐永堅老師： 

目前希望藉由 e-learning提昇學生的品質，由於學生的背景不同，

程度也不一樣，希望學生能藉由 e-learning將自己不足的學科及技能補

救回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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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對 E-learning的期望? 

徐永堅老師： 

最終希望嶺東的學生，是企業界都愛用的，學校所有的措施，都是

手段，目的是希望，同學出去是企業愛用，對國家有所貢獻，短暫希

望能多多充實 e-learning的內容，像是 VOD補救、輔助教學，老師開

課而去加強它的內容，目前，先把架構做出來，讓老師有信心，學生

有信心，也希望教育部能多支持，本校在 e-learning這一塊領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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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訪談內容-行政老師（張菀荏老師） 

訪談對象：嶺東科大-資訊網路中心張菀荏老師 

訪談時間：95 年 3月 26日（一） 

訪談地點：資訊網路中心會議室 

參加人員：廖乃樺、簡慧雯、李晏甄、陳琬婷、王琬尹 

一、動機 

1. 本校導入數位學習的原因與動機為何? 

張菀荏老師： 

讓老師上課方式較多元化，可採同步或非同步教學方式上課，

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課後也可以在家裡使用系統，進行

複習及練習。 

二、平台 

1. 本校導入 E-learning時，所使用之數位學習平台，是選擇「委外」、

「自行設計」還是「外購」?其考量為何?  

張菀荏老師： 

本校所使用之數位學習平台，是購買國外Web CT系統，來作

為 E-learning 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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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這個平台的維護與管理情形大致上是如何的? 

張菀荏老師： 

每學期將課程放置上去，由老師管理。系統平台會有資料內容 

的備份，使得老師可以重覆使用教材。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學生帳號 

、學生人數名單。 

3. 與學校校務系統整合？ 

張菀荏老師： 

目前尚未將 E-learning與校務系統整合，而未來並不確定會將

兩項系統整合使用。 

4. 目前有跨校選課的功能? 

張菀荏老師： 

目前尚未有跨校選課之功能，因為需經過教育部的認可才能

實施跨校選課功能。 

三、課程 

1. 有哪些課程、科系，適合優先導入 E-learning系統? 

張菀荏老師： 

目前數位學習課程皆為操作性的課程、步驟性的課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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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校任何科系皆可使用；目前以鼓勵方式實施，尚未限制。。 

2. 每學期 E-learning所開課程的決策根據為何? 

張菀荏老師： 

學校開放所有的老師申請。而老師申請時，需附上系主任的

簽名及老師本人的簽名。 

3. 那課程開課的情況是如何? 

 張菀荏老師： 

資訊學院課程（操作性的課程）；非同步、無線網路，不一

定要到電腦教室使用；目前越來越多的老師使用，使用情況趨於

成熟。 

四、教師 

1. 請問，本校是如何鼓勵教師及學生使用 E-learning系統來做為輔 

助的教學工具? 

張菀荏老師： 

（老師方面）：在教材方面，因教材至少可使用三年，所以  

      製作上較不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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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方面）：老師可以加以鼓勵或者宣導，例如：測驗成  

           績方面，較可以更快知道成績。 

2. 對於老師有相關專業的訓練嗎? 

張菀荏老師： 

學校會定期開研討會，讓老師可以互相交流，以及新軟體使 

用的教授。 

3. 學校會有哪些資源可以支援老師? 

張菀荏老師： 

老師可到資訊網路中心製作教材、有數位學習工讀生可以

協助老師、提供 2間數位學習教室給老師們使用、提供攝影機給

予老師製作教學的影像。 

4. 對於老師的評估內容為何? 

張菀荏老師： 

目前以學生與老師在討論區的互動情形、E-mail的使用狀 

況⋯等，在評估後可優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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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老師們遇到問題時要如何尋求協助? 

張菀荏老師： 

可利用 E-mail、電話或是直接到資訊網路中心來詢問解決方

法，在資訊網路中心裡，會有 3位人員給予老師所需的協助。 

五、學生 

1. 是否對於學生進行"課程問卷"調查? （包含學習意願、效果等） 

有:其結果對於課程規劃有高參考的價值嗎?    

沒有:為何沒有對學生進行「課程問卷」? 

張菀荏老師： 

目前尚未對學生進行問卷調查，但有老師自行做過問卷調 

查。而資網中心正已有計畫對學生進行問卷調查。 

2. 學校是否有使用 VOD（隨選視訊）與 Live（即時視訊）於網路

教學中，使得學生可以擁有更好的教學環境? 

 在未來是否會增加一些多媒體的輔助教材，讓學生可以擁有更

好的教學環境? 

張菀荏老師： 

    目前 95上、下學期尚未使用 VOD系統，但在嶺東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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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計畫中，第 4 年計畫裡已有向教育部提交使用 VOD 

系統。95上學期已有使用 LIVE系統，在昌雲樓的 A206教室有

此項設備，供教師使用。    

六、管理 

1. 在你們的業務範圍內，最常遇到的問題有哪些? 

張菀荏老師： 

最常遇到的問題，是老師在教材製作上的瓶頸、熟悉度不夠、 

老師的接受度、教材後製的問題、人力 （例如：協助老師、製

作⋯等）以及學生經常會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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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訪談內容-教師（李琛瑜老師、卓裕榮老師） 

訪談對象 
資訊管理系 

李琛瑜老師 

商務科技管理系 

卓裕榮老師 

訪談時間 96 年 4月 25日（三） 96 年 4月 18日（三） 

訪談地點 資訊網路中心會議室 SY383研究室 

參加人員 廖乃樺、簡慧雯、李晏甄、陳琬婷、王琬尹 

一、動機： 

 為何想使用 E-learning做為上課的輔助工具? 

＊ 李琛瑜老師：E-learning是未來趨勢，也是未來的教學方向! 

＊ 卓裕榮老師：由於是資訊學院的老師，所以優先參與 E-learning      

的教學方式。 

二、系統平台之優劣評價： 

 系統設計的好壞，是否會影響你在教學上的製作? 

＊ 李琛瑜老師：我覺得會因為系統好壞，會影響教學製作之難易。

而學校方面會請廠商來指導老師，使老師製作較容易。而製作

教材方面，需花很多時間去摸索。如果老師本身非資訊相關科

系之老師，則製作教材困難度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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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裕榮老師：我覺得系統好壞並不會影響教學製作，因為系統

和教材無太大相關， 且目前學校所採用之系統－WebCT的介面

清楚，但沒有即時影像互動是一項缺點。 

三．工作負荷與報酬 （獎勵） 

 在進行網路教學，老師您覺得最大的負擔為何? 

＊ 李琛瑜老師：進行網路教學的最大負擔為製作教材，因為需花

一些時間去摸索了解軟體，再去製作教材，所以需花許多時間

在製作教材部分。 

＊ 卓裕榮老師：進行網路教學的最大負擔為製作教材，因為需要

花很多時間去準備教材。 

四、課程性質與教材 

 在教材方面是由老師自行設計嗎? 

＊ 李琛瑜老師：教材方面是由自己製作，以簡報播放為主，有時

會將操作過程錄影下來，放置平台供學生觀看。 

＊ 卓裕榮老師：教材方面是由自己製作，以 FLASH方式放置平

台，供學生自行點選瀏覽，並且也會參考書籍來製作上課教材，

教導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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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 E-learning教材主要來源為何?（例：參考書、網路⋯等）? 

＊ 李琛瑜老師：教授課程以實際操作居多，教材以參考書籍及網

路資料為主。 

＊ 卓裕榮老師：由於教授課程都是以程式設計為主，所以教材來

源以課本及自行設計來輔助。 

 在教材方面，大多是靜態方面還是動態方面的教材? 

＊ 李琛瑜老師：教材大多是以靜態的方式呈現，目前以投影片為

主。之前有嘗試使用動態教學，但是需要非常多的技術與時間，

所以仍然以靜態為主要教學方式。 

＊ 卓裕榮老師：目前教學以動態教學為主，將操作步驟放入教材，

以交報告方式進行評分。 

 請問老師在規劃教材時，是基於怎樣的原則或理念? 以及流程（課

程內容、採用的教材）是如何? 

＊ 李琛瑜老師：重點強調課程理論，讓學生了解理論的重要性。 

＊ 卓裕榮老師：規劃教材前，先比較課程內容，設計相關的題目，

引導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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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E-learning系統，使用的情形是如何? 

＊ 李琛瑜老師：因為使用教材是以靜態方式，所以最主要的方式是

採用學生交作業（規定繳交時間）與考試的方式為主。 

＊ 卓裕榮老師：因為採用步驟式、漸進式教學方式，如果學生去了

解上課內容的話，大致上都看得懂，會把目前的教材作為基礎，

往後會加入影像、聲音來配合教學教材。 

 老師除了教材之外，在課程規劃上有參與嗎? 

＊ 李琛瑜老師：大多採自行規劃課程。 

＊ 卓裕榮老師：大多採自行規劃課程。 

 以老師觀點，您認為哪些課程適合在網路開課? 

＊ 李琛瑜老師：基本上任何課程都可以開課。但是操作性與理論性

課程較為適合。例如：電腦方面是動態 FLASH 來呈現，理論方面

為投影片來呈現。 

＊ 卓裕榮老師：全部都可以，電腦操作的課程或理論方面的課程皆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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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傳統教學之比較 （學生反應、成效）： 

 你認為影響 E-learning教學品質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教學設計、教

學品質、教學平台、師生互動四者何者影響較重? 

＊ 李琛瑜老師：教學設計較為重要。如果老師教學設計做的好，較

能引起學生的興趣。 

＊ 卓裕榮老師：教學平台、師生互動。 

 目前您所採用的教學評量方式為何? 

＊ 李琛瑜老師：採考試與交作業方式。 

＊ 卓裕榮老師：採繳交作業方式。 

 身為 E-learning網路教師如何去衡量學生真正的學習成效? 

＊ 李琛瑜老師：以學生上課參與率與進入平台次數去衡量學生學習

成效。 

＊ 卓裕榮老師：計劃下次在每一章節上，規劃一個線上測驗，來評

估學生是否了解。 

 老師們在遇到問題時要如何尋求協助? 

＊ 李琛瑜老師：反應給資訊網路中心。 

＊ 卓裕榮老師：基本上沒有問題， 平台很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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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會有哪些資源可以支援老師? 

＊ 李琛瑜老師：2~3間教室提供 E-learning、寬頻，並且提供兩台電

腦供老師製作教材。 

＊ 卓裕榮老師：目前我所得知，只有平台上的支援。 

 學校是否對網路教師定期培訓? 訓練內容對 E-learning是否有實

質幫助? 

＊ 李琛瑜老師：對實際操作有很大的幫助。 

＊ 卓裕榮老師：有對網路教師定期培訓，在系統管理操作上有幫助。 

六、對未來之期望： 

 老師如何做好 E-learning開課的教學品質? 

＊ 李琛瑜老師：課程設計豐富，採協同教材或現有教材使用。 

＊ 卓裕榮老師：設計能吸引學生的教材，使得學生能主動上去學習。 

 以教師觀點，目前推展 E-learning最大的困難點為何? 

＊ 李琛瑜老師：平台熟悉度不高，了解數位課程與使用。 

＊ 卓裕榮老師：學生的自主性不夠，還有學校網路上的頻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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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 

本研究以嶺東科技大學有選修 E-learning 課程之學生作為研究母

體。在 200份問卷中，扣除無效問卷 79份，有效問卷計 121份。因此

假說Ｈ1至Ｈ4以迴歸方式進行，假說Ｈ5至Ｈ6則以獨立樣本 t 檢定及

ANOVA進行。以下分為樣本描述、敘述統計與信度、相關性分析、及

差異性分析四部份討論之。 

5.1樣本描述 

本研究搜集受訪者基本資料包括性別、年級、學院、每週花在

E-leaning的時間、先前接觸電腦經驗、先前接觸電腦時間等資料，整

理如表 5.1。 

而因資訊學院教師對於 E-learning平台使用較易上手，所以開課課

程較偏向電腦資訊課程，而管理學院、財經學院及設計學院學生，較

不易上到以 E-learning平台為輔的課程。 

表 5.1  受訪者基本資料 

研究特性 選項內容 樣本數 百分比 

男生 73 60% 
性別 

女生 48 40% 

五專 17 14% 

一年級 24 20% 

二年級 9 7% 

三年級 49 41% 

年級 

四年級 2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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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特性 選項內容 樣本數 百分比 

管理學院 15 12% 

財經學院 1 1% 

設計學院 2 2% 
學院 

資訊學院 103 85% 

3 小時以下 87 72% 

3-6 小時 22 18% 
每週花在 E-leaning

的時間 
6 小時以上 12 10% 

極少使用 4 3% 

偶爾使用 15 12% 

經常使用 55 46% 
先前接觸電腦經驗 

大量使用 47 39% 

1年以下 6 5% 

1-5年 32 27% 

6-10年 62 51% 
先前接觸電腦時間 

10年以上 21 17% 

 

5.2 變數敘述統計與構面信度 

本研究五個構面共計 46個變數，分別計算出其平均數及標準差，

每一構面並單獨計算 Cronbach α，均在 0.8以上，顯示每一構面之信

度良好，詳如表 5.2所示。在平均數方面，發現「電腦自我效能」、「知

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態度」之構面分數較高，顯示學生在電

腦自我效能及學習成效上，與 E-learning 之本質較接近；而在「滿意

度」構面上分數最低，顯示學生對 E-learning普遍滿意度不足，導致其

滿意度之低落。至於標準差方面，以「知覺易用」構面之差異性最大。 

 



-78- 

表 5.2 變數敘述統計與構面信度 

構面 衡量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信度α

1. 雖然沒有人指導我如何使用這電腦或網路，我

一樣能使用它。 3.86 0.76 

2. 即使我不曾使用過類似的電腦或網路環境，我

一樣能使用它。 3.57 0.85 

3. 如果我有這電腦或網路的操作手冊，我就能使

用它。 3.92 0.77 

4. 如果有師長或同學先操作一次給我看， 我就
能使用它。 4.14 0.77 

5. 如果遇到操作的問題有人可以請教，我就能使
用它 4.26 0.63 

6. 如果初學時有人教導我，我就能使用它。 4.16 0.70 
7. 如果完成指定作業的時間很充裕，我就能使用
它。 4.02 0.68 

8. 若電腦或網路環境有線上求助的功能，我就能

使用它。 3.89 0.68 

9. 只要初學時有人簡略的操作一次給我看，我就

能使用它。 3.88 0.67 

 
 
 
 
電 
腦 
自 
我 
效 
能 

 
 
 
 
 
 
 
 10. 如果之前使用類似的電腦或網路經驗，我就

能使用它。 4.14 0.64 

0.8857

1. 我發現「E-learning」對我的學習是有用的。 3.72 0.69 
2. 我發現使用「E-learning」可以使我的學習變得
更容易。 3.65 0.75 

3. 我發現使用「E-learning」使我在學習時更快完

成作業。 3.78 0.75 

4. 我發現使用「E-learning」可以改善我的學習成
效。    3.48 0.67 

知 
覺 
有 
用 

5. 我發現使用「E-learning」可以增進我的學習效
能。 3.56 0.68 

0.9108

1. 我發現學習操作「E-learning」對我來說是容易

的 3.71 0.79 
知 
覺 
易 
用 

2. 我發現操作「E-learning」去做我想要它做的事
是容易的。 3.57 0.77 

0.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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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衡量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信度α

3. 我發現我與「E-learning」的互動是清楚且容易

瞭解的。 3.57 0.84 

4. 我發現和「E-learning」的互動式很有彈性的。 3.63 0.77 
5. 我發現熟練的使用「E-learning」對我來說是容

易的。 3.67 0.80 

知 
覺 
易 
用 

6. 我發現「E-learning」是容易使用的。       3.69 0.77 

0.9183

1. 在老師不要求之下，我會主動使用

E-learning平台來協助學習。 3.23 0.82 

2. 課後利用 E-learning 平台從事學習，可以幫
助我在學校中學習不足的部分。 3.37 0.84 

3. 我覺得 E-learning 可以重複閱讀，有助於學

習能力較差或注意力不能集中的同學。 3.69 0.83 

4. 我覺得 E-learning 內容豐富多變化，可以提
升我的學習動機及意願。 3.48 0.76 

5. 由於線上習作的繳交，我可以立即獲得老師

的協助及回饋有助於學習意願及成效。 3.61 0.75 

6. 我覺得從線上討論中，可以獲得老師及同學

適時的協助有助於個人學習。 3.60 0.69 

7. 我覺得可以由課程討論張貼中，表達個人意

見及看法。 3.65 0.78 

8. E-learning 不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使我更

能善用時間來學習以增加學習成效。 3.78 0.78 

態 
度 

9. 我覺得電腦知識及技能影響 E-learning 學習
成效及意願。 3.60 0.75 

0.9144

1. 由於網路學習使我對課程主題更感興趣。   3.46 0.81 
2. 在網路學習中我更能自動自主的完成作業。 3.46 0.75 
3. 網路課程促使我學習課本之外的教材。     3.48 0.81 
4. 我積極的參與網路課程的討論。     3.39 0.70 
5. 我願意運用上課之外的時間討論課程的相關

內容。    3.45 0.73 

6. E-learning課程目標是明確的。 3.59 0.70 

滿 
意 
度 

7. E-learning課程內容是重要、有價值的。 3.64 0.71 

0.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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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衡量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信度α

8. E-learning課程內容是有趣的。 3.54 0.62 
9. E-learning課程的需求和評分標準從開始就不

很明確。        3.18 0.73 

10. E-learning課程授課的內容很貧乏。       3.08 0.74 
11. E-learning課程指定的學習很貧乏。    3.09 0.72 
12. E-learning課程指定的作業很貧乏 3.04 0.80 
13. 我認為學生必須努力用功。        3.69 0.79 
14. 我認為此一課程是在浪費時間。        2.75 0.85 
15. 我認為 E-learning 課程內容對我來說很簡單

的。      3.36 0.72 

滿 
意 
度 

16. 整體上我對 E-learning課程的內容覺得滿意 3.47 0.67 

0.8681

 

5.3 相關性分析 

在假說 H1至 H5部份，因樣本數不足，僅採用迴歸分析。 

1、H1：學生的電腦自我效能因素對學生的知覺易用性有顯著性的影響。  

迴歸結果顯示，電腦自我效能對於學生的知覺易用性之顯著性是

存在的，p-value=0.000，解釋能力為 27.9%。 

2、H2：知覺易用對於知覺有用有顯著的影響。 

迴歸結果顯示，知覺易用對於知覺有用顯著性是存在的，

p-value=0.000，解釋能力為 50.1%。 

3、H3：學生對系統的知覺有用及易用性對學生的態度有顯著性的影響。 

此假說之迴歸自變數有三個，採 Enter方式全部納入迴歸模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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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線性檢定部份 Tolerance 均大於 0.1，因此不存在共線問題。迴歸總

檢定部份，p-value=0.000，非常顯著，且解釋能力達 58.7%，亦十分良

好。但在個別係數檢定上，學生對系統的知覺有用及知覺易用性對學

生的態度是呈現顯著的。 

4、H4：學生對 e-learning的態度對滿意度有顯著性的影響。 

迴歸結果顯示，使用態度對滿意度之顯著性是存在的，

p-value=0.000，解釋能力為 30.6%。 

表 5.3 假說 H1至 H5迴歸檢定之統計摘要 

假說 應變數 F 值 p-value Adj-R2 自變數 係數 t 值 p-value TOL

截距 0.807 1.944 0.054  
H1 

知覺 
易用性 

47.377 0.000 0.279 電腦自我效
能 0.534 6.883 0.000***  

截距 1.282 5.893 0.000***  
H2 

知覺 
有用性 

121.289 0.000 0.501 
知覺易用性 0.710 11.013 0.000***  

截距 0.702 3.144 0.002**  

知覺有用性 0.290 3.447 0.001** 0.495H3 態度 83.754 0.000 0.587 

知覺易用性 0.532 6.330 0.000*** 0.495

截距 1.942 9.944 0.000***  
H4 滿意度 53.845 0.000 0.306 

態度 0.558 7.33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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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迴歸分析圖 

 

 

註：*P<0.01； **P<0.05； ***P<0.01 

 

將 H1至 H5檢定之結果，以圖 5.1表示之。其中箭頭為關係顯著，

旁邊之數字代表迴歸係數；而構面內之 adj-R2 為判定係數，代表自變

數對應變數的解釋能力。 

 

5.4差異性分析 

 H5： 性別對電腦自我效能、知覺易用性、知覺有用性、態度、滿意  

   度之差異 

本研究樣本之受訪學生之性別，計有男性 73 人及女性 48 人，以

獨立樣本 t檢定進行之，結果摘要如表 5.4。 

在表 5.4中可發現，男性及女性，對於電腦自我效能、知覺易用性、

知覺有用 

adjR2=0.501 

態度 

adjR2=0.587
電腦 

自我效能 

知覺易用 

adjR2=0.279 

滿意度 

adjR2=0.306

0.534***

0.710*** 

0.558*** 
0.290** 

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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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有用性、態度、滿意度等五項構面無顯著差異。從平均數分析，

在「電腦自我效能」、「知覺易用性」、「知覺有用性」、「態度」，男性強

度大於女性，而「滿意度」男性強度小於女性。由此可見，男性的電

腦自我效能、知覺易用性、知覺有用性及態度較高，而女性的滿意度

比男性高。 

表 5.4 性別對知覺易用性、知覺有用性、態度、滿意度之 t檢定 

男 女 
 構面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變異

數 
相等 

t值 p值

電腦 
自我效能 

73 3.9589 0.5273 48 4.0208 0.4585 ＝ -0.684 0.259

知覺易用性 73 3.6137 0.5919 48 3.6750 0.6346 ＝ -0.534 0.546

知覺有用性 73 3.5729 0.6892 48 3.7433 0.6235 ＝ -1.410 0.213

態度 73 3.5179 0.6261 48 3.6140 0.5551 ＝ -0.884 0.582

滿意度 73 3.3978 0.4716 48 3.2929 0.3392 ＝ 1.422 0.087

 

H6： 學院對知覺易用性、知覺有用性、態度、滿意度之差異 

本研究樣本之受訪學生所隸屬學院如表 5.6所示。由於分組次數不

甚平均，為簡化起見，僅區隔為有資訊學院及其他學院二組，扣除遺

漏值 2個樣本，計有資訊學院學生 103家及其他學院 18家，以獨立樣

本 t檢定進行之，結果摘要如表 5.5。 

在表 5.5中可發現，資訊學院學生及其他學院學生，對於電腦自我

效能、知覺易用性、知覺有用性、態度、滿意度等五項構面無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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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從平均數分析，其他學院學生其強度均大於資訊學院學生，由此

可見，其他學院學生，在電腦自我效能較高，知覺易用性較高，知覺

有用性較高，態度較高，滿意程度亦較高。 

表5.5 學院對知覺易用性、知覺有用性、態度、滿意度之t檢定 

其它學院 資訊學院 
構面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變異數 
相等 

t值 p值

電腦 
自我效能 

18 4.1056 0.5127 103 3.9621 0.4973 = 1.124 0.574

知覺 
易用性 

18 3.6556 0.6749 103 3.6350 0.5983 = 0.132 0.582

知覺 
有用性 

18 3.8328 0.6834 103 3.6069 0.6612 = 1.331 0.991

態度 18 3.6361 0.7663 103 3.5420 0.5675 = 0.614 0.225

滿意度 18 3.3867 0.3337 103 3.3509 0.4409 = 0.328 0.556

H7： 學生基本屬性之不同，會導致電腦知覺易用性、知覺有用性、態

度、滿意度之差異。 

有關受訪者基本屬性，本研究選定年級、每週花在 E-learning的時

間、先前使用電腦經驗、先前接觸電腦時間等四項類別變數，對五個

構面進行 ANOVA檢定。 

在表5.6發現每週花在E-learning 時間的學生對知覺有用是有顯著

性的，年級對知覺易用與滿意度是有顯著性的。 

從 Post hoc進行分析，發現每週花在 E-learning 3至 6小時的學生

對知覺有用較強，五專生對於知覺有用較強，及五專生對滿意度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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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不同屬性的受訪者，對知覺易用性、知覺有用性、 

態度、滿意度之差異之檢定 

構面 屬性資料 F p-value Post hoc 

年級 1.127 0.347 

每週花在 E-learning的時間 0.473 0.625 

先前使用電腦經驗 1.794 0.152 

電腦 
自我效能 

先前接觸電腦時間 0.968 0.410 

 

年級 1.351 0.255 

每週花在 E-learning的時間 3.341 0.039*

先前使用電腦經驗 1.483 0.223 
知覺有用 

先前接觸電腦時間 0.415 0.743 

2>3 
每週在 E-learning 
花 3至 6小時的學生 
比花 6小時以上的學生 
對知覺有用影響較強。 

年級 3.485 0.010*

每週花在 E-learning的時間 1.171 0.313 

先前使用電腦經驗 1.332 0.267 
知覺易用 

先前接觸電腦時間 1.361 0.258 

5>1 
五專五年級學生 
比四技一年級學生 
對知覺易用影響較強。 

年級 1.142 0.340 

每週花在 E-learning的時間 1.450 0.239 

先前使用電腦經驗 1.459 0.229 
態度 

先前接觸電腦時間 1.322 0.810 

 

年級 2.629 0.038*

每週花在 E-learning的時間 0.546 0.581 

先前使用電腦經驗 2.151 0.098 
滿意度 

先前接觸電腦時間 1.364 0.257 

5>3 
五專五年級學生比 
四技三年級學生 
對滿意度影響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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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6.1結論 

隨著電腦的普及化，使得數位學習的熱潮也隨之在台灣的各個技

專校院發展開來，紛紛開始建置教學平台，以供數位學習的學習者、

教學者使用及學習上的互動。E-learning相較於傳統面授教學上，有不

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的特性，使得教學環境變成一種具有彈性化，隨

時可以獲取知識。 

本研究利用科技接受模式（TAM）作為研究架構之基礎，來探討

學生對於 E-learning的認知與行為研究。結果發現路徑大致都顯著，顯

示研究架構尚稱理想。學生對 E-learning認知與行為，是符合本文之研

究架構，亦即符合 TAM與 TRA之構面關係 

6.1.1 電腦自我效能對於知覺有用 

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電腦自我效能對學生的知覺有用性有顯著

差異，且 P值為 0.000，解釋能力為 27.9%，故與本研究的假說相符合，

所以學生本身的電腦知識與能力愈強，則會影響學生認為使用

E-learning是有用的。 

6.1.2 知覺易用對於知覺有用 

研究結果發現，知覺易用對知覺有用有顯著差異，且 P值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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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能力為 50.1%，與本研究的假說相符合，所以學生覺得使用

E-learning是容易的，則會影響到學生認為使用 E-learning是有效的。 

6.1.3 知覺易用、知覺有用對於態度 

研究結果發現，知覺易用、知覺有用對態度有顯著差異，且 P值

為 0.000，解釋能力為 58.7%，與本研究的假說相符合，所以學生對於

使用 E-learning的容易程度，及學生認為使用 E-learning的有效程度，

會影響到學生在使用 E-learning時的態度。 

6.1.4 態度對於滿意度 

研究結果發現，態度對於滿意度有顯著差異，且 P值為 0.000，解

釋能力為 30.6%，與本研究的假說相符合，所以學生使用 E-learning的

態度，會影響到學生對於 E-learning課程及興趣的滿意程度。 

6.1.5 性別對電腦自我效能、知覺易用、知覺有用、態度、滿意度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發現，男性及女性對於電腦自我效能、知覺易

用、知覺有用、態度、滿意度皆無顯著差異。從平均數分析，男性在

電腦自我效能、知覺易用、知覺有用、態度均大於女性，由此可見，

男性本身的電腦自我效能較高，對於 E-learning教學平台的接受度較

高，及對於 E-learning課程的接受度較高。而女性對於 E-learning的滿

意度均大於男性，由此可見，女性較為滿意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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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學院對電腦自我效能、知覺易用、知覺有用、態度、滿意度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發現，資訊學院及其它學院對於電腦自我效

能、知覺易用、知覺有用、態度、滿意度皆無顯著差異。從平均數分

析，其它學院學生在電腦自我效能、知覺易用、知覺有用、態度、滿

意度均大於資訊學院學生，由此可見，其他學院學生本身的電腦自我

效能、對於 E-learning教學平台的接受度、對於 E-learning課程的接受

度、及對於 E-learning的滿意程度皆較高。 

6.1.7學生基本屬性對電腦自我效能、知覺易用、知覺有用、態度、  

     滿意度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發現，每週花在 E-learning時間的學生，對於知

覺有用是呈現顯著，且年級對於知覺易用及滿意度是有顯著的。從 Post 

Hoc分析，發現每週花在 E-learning 3-6小時的學生及五專生，對於

E-learning的有效程度影響較強。五專生比起其它年級的學生對於

E-learning的滿意程度較強。 

6.2 建議 

藉由本研究之探討，歸納出以下建議，並分為學校與教育機關兩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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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方面： 

1. 鼓勵學生參加校外電腦競賽且舉辦各種電腦相關競賽，可增加

學生學習動力、應用能力及創造力，使學生信心增強、更加喜

歡電腦，並會主動去接觸電腦、使用電腦。 

2. 鼓勵教師設計作業，要求學生利用電腦及網際網路完成，並開

放電腦教室使用時間，使學生有更多機會可以去接觸電腦、使

用電腦，讓電腦成為學生學習的一部份，以提升學生電腦素養。 

教育機關： 

辦理教師電腦研習，並要求學校運用學校電腦設備辦理教師研

習，以提昇教師的電腦使用能力，以增加教師教學的技能，使得各科

教師在教學中，均能使用電腦作為輔助教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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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問卷 

各位親愛的同學，您好：      

此份問卷主要目的是技專校院推動 E-learning之研究，因此您的寶貴意見將對本研究結果

有關鍵性之影響！本研究為學術用途，絕不會將資料外洩，請您放心填答，並請您在回答

時不要遺漏任何題目，以確保問卷之完整性。感謝您百忙之中願意撥冗填寫本問卷，因為

您的參與將使本研究成果更具可信度！  

敬祝 安康 

 嶺東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理系 

 指 導 教 授：張善斌教授 

 學   生：廖乃樺 簡慧雯 李晏甄 

  陳琬婷 王琬尹 

壹、 電腦自我效能 

假設有一套你未學過的電腦軟體或網路環境，先不考慮它的特定功能，重點是它會讓你的

學習更加便利，而且你也未使用過的電腦軟體或網路環境。對於下列問題，請在你認為適

當的 中打 ：  

1.雖然沒有人指導我如何使用這電腦或網路，我一樣能使用它。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即使我不曾使用過類似的電腦或網路環境，我一樣能使用它。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如果我有這電腦或網路的操作手冊，我就能使用它。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4.如果有師長或同學先操作一次給我看， 我就能使用它。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5.如果遇到操作的問題有人可以請教，我就能使用它。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6.如果初學時有人教導我，我就能使用它。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下頁還有問題﹐請翻面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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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果完成指定作業的時間很充裕，我就能使用它。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8.若電腦或網路環境有線上求助的功能，我就能使用它。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9.只要初學時有人簡略的操作一次給我看，我就能使用它。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如果之前使用類似的電腦或網路經驗，我就能使用它。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貳、 科技接受模式（TAM）【感覺有用性、感覺易用性】  

下列問題，主要希望了解你對網路教學系統的科技接受度，對於以下的句子，請在你認為

適當的 中打 ：  

一、知覺有用 

1.我發現「E-learning」對我的學習是有用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我發現使用「E-learning」可以使我的學習變得更容易。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 我發現使用「E-learning」使我在學習時更快完成作業。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4. 我發現使用「E-learning」可以改善我的學習成效。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5. 我發現使用「E-learning」可以增進我的學習效能。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二、知覺易用 

1. 我發現學習操作「E-learning」對我來說是容易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 我發現操作「E-learning」去做我想要它做的事是容易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下頁還有問題﹐請翻面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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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發現我與「E-learning」的互動是清楚且容易瞭解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4. 我發現和「E-learning」的互動式很有彈性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5. 我發現熟練的使用「E-learning」對我來說是容易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6. 我發現「E-learning」是容易使用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參、 態度 

下列問題，主要希望了解你對 E-learning課程之態度，對於以下的句子，請在你認為適當

的 中打 ：  

1.在老師不要求之下，我會主動使用 E-learning平台來協助學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課後利用 E-learning平台從事學習，可以幫助我在學校中學習不足的部分。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我覺得 E-learning可以重複閱讀，有助於學習能力較差或注意力不能集中的同學。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4.我覺得 E-learning內容豐富多變化，可以提升我的學習動機及意願。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5.由於線上習作的繳交，我可以立即獲得老師的協助及回饋有助於學習意願及成效。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6.我覺得從線上討論中，可以獲得老師及同學適時的協助有助於個人學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7.我覺得可以由課程討論張貼中，表達個人意見及看法。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下頁還有問題﹐請翻面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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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learning 不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使我更能善用時間來學習以增加學習成效。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9.我覺得電腦知識及技能影響 E-learning學習成效及意願。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肆、 學習滿意度：  

下列問題，主要希望了解你對 E-learning課程之滿意程度，對於以下的句子，請在你認為

適當的 中打 ：  

一、學習興趣滿意度： 

1. 由於網路學習使我對課程主題更感興趣。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 在網路學習中我更能自動自主的完成作業。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 網路課程促使我學習課本之外的教材。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4. 我積極的參與網路課程的討論。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5. 我願意運用上課之外的時間討論課程的相關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二、課程內容滿意度 

1. E-learning課程目標是明確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 E-learning課程內容是重要、有價值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 E-learning課程內容是有趣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下頁還有問題﹐請翻面繼續作答】 

 



-104- 

4. E-learning課程的需求和評分標準從開始就不很明確。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5. E-learning課程授課的內容很貧乏。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6. E-learning課程指定的學習很貧乏。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7. E-learning課程指定的作業很貧乏。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8. 我認為學生必須努力用功。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9. 我認為此一課程是在浪費時間。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我認為 E-learning課程內容對我來說很簡單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1.整體上我對 E-learning課程的內容覺得滿意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伍、 基本資料 

 

1.性別： □男 □女  

2.年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五專 

3.學院： □管理學院 □財經學院 □設計學院 □資訊學院 

4.您每週花在 E-learning 時間：□ 3 小時以下 □ 3-6 小時□ 6 小時以上  

5. 您先前使用電腦的經驗是： □極少使用 □偶爾使用 □經常使用 □大量使用  

6. 您先前接觸電腦的時間： □1年以下 □1-5 年 □6-10年 □10年以上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檢查是否有漏填之處，謝謝您耐心填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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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各科技大學所開設之網路課程 
 

附錄 2.1 技專校院歷年之開班數統計一覽表（以班為單位）（本研究整理，2007） 

學年度 

學校 
90 年 
(下) 

91 年

(上）
91 年 
(下） 

92 年

(上）
92 年

(下）
93 年

(上）
93 年

(下）
94 年

(上）
94 年

(下） 
95 年

(上）
95 年

(下）
台科大           11 
雲科大         32 53 84 
屏科大     2 4 15 9 11 16 21 
正修 34 49 56 54 55 57 62 58 114 63 45 
聖約翰  1 1 8 12 10 13 25 21 25 31 
輔英           72 
明新         133 298 366 
龍華           21 
弘光      1 8 25 12 24 21 
大仁  29 

註：  代表該學校尚未開設 E-learning之課程 

 

附錄 2.2 技專校院歷年之開課人數一覽表（以人為單位）（本研究整理，2007） 

  學年度 
學校 

90年 
(下) 

91 年 
(上） 

91 年 
(下） 

92 年

(上）
92 年

(下）
93年
(上）

93 年

(下）
94 年

(上） 
94 年

(下） 
95 年

(上）
95 年

(下）
台科大  
雲科大  
屏科大  
正修  
聖約翰  60 60 688 663 551 727 1146 1069 1140 1140
輔英  
明新  
龍華  
弘光  
大仁  

註：  代表該學校無提供其開課人數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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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嶺東科技大學網路教學實施辦法 
　94年9月21日 

94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勵本校教師運用數位媒體開設網路教學課程，建立不限時間、不限空

間、無限學習之多元化數位學習環境，提升教學成效，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網路教學包括全網路教學、混合式網路教學及網路輔助教學三

種類別。 

一、全網路教學以網路教學為主，面對面授課為輔。 

二、混合式網路教學係結合傳統課堂授課與網路教學，採用網路授課與面

授兼顧方式為之。 

三、網路輔助教學則以面對面授課為主，網路教學為輔。 

第三條 網路教學申請原則： 

一、教師申請開設網路輔助教學課程數不受限制，惟其經費補助以一門課

為原則。 

二、相同科系所之課程由不同授課教師同時申請開設網路輔助教學，不論

申請先後次序，其網路教材必須協同開發，否則不予補助。 

三、教師申請開設混合式網路教學課程，以該科目曾於本校相同部別（大

學部、研究所）實施過網路輔助教學，且成效卓著者優先考慮。 

四、教師申請開設全程網路教學課程，該科目需曾於本校相同部別（大學

部、研究所）實施過混合式網路教學，且成效卓著者優先考慮。 

五、實施全網路教學或混合式網路教學課程不得為該部別第一學年上學期

之課程。 

六、提出申請全網路教學或混合式網路教學課程需有完備教學課程網頁，

且祇能擇一類別提出一門課程申請補助。 

第四條 通過申請開設網路教學課程者，其經費補助將另行訂定補助要點。 

第五條 實施原則： 

一、本校師生對於網路教學課程教材之製作與使用，均應符合有關網路著

作權之規定。 

二、教師依規定申請開設網路教學課程，經審核通過後，課程教材之呈現

與班級經營等相關實施機制，以運用本校提供之網路教學平台為原

則，並應遵循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及本校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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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之。 

三、通過申請開設全網路教學，原則上不排定授課教室。如因課程需要使

用電腦教室或實習教室等特殊儀器、設備或軟體，得依事先規劃之授

課進度時程，於開課前向相關單位辦妥借用事宜，並須於初次授課時

向學生說明，同時於該課程教學網頁明顯告示。 

四、參與網路教學之教師，需於期末考結束後二週內繳交一份報告，說明

參與網路教學之心得、實施成效和建議事項。 

五、學生選課及成績評量等相關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辦法之規定辦

理。 

第六條 網路教學績優教師選拔，依本校教學優良教師遴選與獎勵辦法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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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嶺東科技大學網路教學課程 

施行細則 
中華民國 95 年 1月 11日 94學年度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勵教師製作網路教材，開設網路課程，以推動網路教學，提供多元

化學習方式，依「嶺東科技大學網路教學實施辦法」訂定本細則。 

第二條 
網路教學課程以運用本校提供之網路教學平台為原則，且應有二分之一

（含）以上之課程時數以網路教學方式進行，其所開設之學分數、時數

依本校一般課程之開課規定辦理。 

第三條 
網路教學課程秉持互動學習之精神，於課程學習中須安排師生進行即時

互動之活動。 

第四條 
授課教師得依課程需要，舉行期中及期末考試，並於教室實地舉行，或

以繳交報告（作業）方式，評量學生成績，並得視需要不定期舉行平時

考試。 

第五條 

開設網路課程應於前一學期開學後 1 個月內向各級課程委員會提出申
請。教師申請開設網路教學課程時，應先上傳至少 3 週的數位化教材至

本校網路教學平台，並填寫「網路教學課程計畫申請書」，經系（所）、

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提教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始得開設，並報

教育部備查。 
第六條 實施網路教學課程，其鐘點費依本校教師鐘點費核給。 

第七條 

為鼓勵教師製作網路教材，開設網路課程，以全面推動網路教學，特組

織「嶺東科技大學網路教學推動委員會」，負責相關法規之研擬、網路

教學相關之技術支援、教學成果之評鑑及經費補助之審核。委員會由副

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進修部主任、各學院院長、

資訊網路中心主任及相關計畫主持人組成之，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第八條 
為鼓勵本校教師開設網路教學課程，經網路教學推動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每門課補助經費新台幣貳萬元。全校每學年以補助 5門課為原則。 

第九條 
網路教學課程經網路教學推動委員會評定優良，並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

委員會審核通過者，授課教師可獲選為當年度教學優良教師並按規定依

預算核發獎金，並於次學期（年） 得優先繼續開設同一門課程。 

第十條 
教師開設完全或混合式網路教學課程，合計一學期以開設一門新課程為

原則。教師每學期所開設之完全或混合式網路教學課程，合計最多以 3
門課程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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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教師於學期中課程運作異常，不符網路互動規範，經通知後仍未改善者，

得扣減或追回獎勵費用。若為完全網路、混合式網路課程者，則令其恢

復實體授課。 

第十二條 

開授網路教學之課程於學期結束後，仍須遵守下列規定： 
（1） 於學期結束後，繳交成果報告（其內容應包含教學內容大綱、教 
材、師生互動紀錄、成績評量紀錄、學生全程上課紀錄、作業報 
告等）一份並建置於網站中，未依規定辦理者，得酌扣其補助經費。 
（2） 該課程之成果報告至少應保存 3 年，以供日後成績查詢、教學評 
鑑或接受訪視之參考。 

第十三條 
網路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符合有關網路著作權規定。製作網路教材所需

技術可洽資訊網路中心尋求技術支援。 

第十四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頒訂「專科以上遠距教學作業規範」、本校

學則與相關法規辦理。 
第十五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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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嶺東科技大學教學優良教師遴選與

獎勵辦法 
民國 94 年 3 月 2 日 93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 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5 年 3月 22日 94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與教學成效並獎勵教學優良教師，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之獎勵對象為在本校任教滿三年之專任教師，且前兩年內未   
曾獲得本獎勵者。  

第三條 教學優良教師之獎勵名額規定如下：  
一、 教材教法適當、課程內容充實、學生學習（含展演）效果良好之 
     教師三名。  
二、 創新教材教法、善用網路教學平台，實施 e-learning 有具體 
     成效之教師二名。  
三、 教學融合產業實務與輔導証照取得，績效良好且有具體成果之 
     教師二名。  
四、 英語教學深獲學生肯定且有具體事實並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二名： 

  （一）以英語授課（非英文相關課程）且學生反應良好，足以展現教 
學特色者。  

  （二）英語教學效果顯著，輔導學生參與英語檢定具有成效，足以展 
現英語教學特色者。  

上述第二、三、四款，若無合乎條件之適當人選時得從缺。 
第四條 教學優良教師每學年遴選一次，獲獎教師記嘉獎乙次，並由校長頒給獎 

牌乙面及獎金，以資鼓勵。  
第五條 年度教學優良教師由遴選委員會選拔之，委員會由教務長、研發長、進 

修部主任、進修學院校務主任、各學院院長、通識教育中心主任、資訊 
網路中心主任、技術合作處處長及各院教師代表一名等人組成，並由教 
務長擔任召集人。  

第六條 各系、所及通識教育中心至少得推薦一名教師參與遴選。  
第七條 各系、所及通識教育中心應於規定期間內將推薦人選名單送交教學優良 

教師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會須於 6 月 30 日前選出該學年度教學優 
良教師，並於適當場合中公開頒獎表揚。  

第八條 教學優良之獲獎教師得於本校所舉辦之「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營」中，進 
行教學經驗與心得分享，以協助提昇整體教師之教學品質與成效。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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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研討會資料 
 

活動主題：數位學習成長研習營 

題  目：數位學習之教學發展 

活動日期：2006 年 11月 17日 

活動地點：A206 教室 

主 講 人：林甘敏教授 

執行單位：嶺東科技大學 資訊學院 

     嶺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路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