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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數位學習已成為二十一世紀學習模式的重大變革，它不僅是未來

學習的趨勢，更扮演了邁向知識經濟的重要角色。本研究主要目的在

探討台中工業區中企業導入數位學習之學習者學習效益評估。 

台中工業區內，多數廠商擁有許多海外分公司，員工教育訓練若

能落實 e 化導入數位學習平台，員工就能快速且彈性的學習優勢得到

所需的知識及技能，也可以解省許多派遣師資到海外上課之成本。 

本研究是利用產學合作方式進行，與台中工業區整合各廠商協助

廠商導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數位學習平台

（e-learning）研究內容包含：數位學習平台的特色，協助台中工業

區各家廠商導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 數位學習平

台（e-learning）以達到訓練學習者之目的；能夠落實學校與工業區

課程之結合；以及互動式學習機制對數位學習平台的特色與學習者學

習成果的影響，並促進投入相關解決方案之研究發展，促進台中工業

區 e化更快速。 

關鍵詞：數位學習、互動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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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數位學習應用在網路上的重要性漸增且競爭力提升，已然成為新

知識經濟時代的重要趨勢。在數位學習的時代，電腦與網路科技的結

合讓學習更多元化，是一種「運用網路傳遞、擷取資訊與內容的學習

方式」，讓企業的價值由實質的資產移轉為無形的知識。在知識社會

中「知識」和「學習」是個人、組織與社會持續進步的動力。 

因此，善用網際網路與相關科技讓學習成效大幅提升已成為未來

學習的趨勢。對於國家政策的推動，許多企業紛紛採用數位學習作為

學習者知識獲取的輔助工具，而數位學習平台（e-learning）除了提

供學習者訓練外，更應持續進行學習成果上的評估。 

1.1 研究動機 

知識不僅是企業創造競爭優勢的來源之一，更將是唯一的一項重

要資源。企業的競爭是人才與知識的競爭，企業最大的資產是員工與

員工頭腦內的知識。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網際網路的普及化，員工

學習的模式逐漸地由傳統的教室轉變為透過網路的數位化學習；不但

達到即時、快速、大量及彈性化的需求，而且省時省力，又降低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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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所以透過網路傳送最新、即時並符合需求的學習資訊，勢必

是未來學習的趨勢。 

企業內部的學習環境將會是以教育、網路、資訊、通訊科技為基

礎架構而成，學習將會是針對不同種族、不同地區的員工，同步進行

學習與訓練，不再受時間及地點的限制，不僅降低其成本，也節省員

工的交通費及人力成本，員工能因快速且彈性的學習優勢得到所需的

知識及技能，本研究投入『台中工業區』來評估一個實用的數位學習

平台產生的效益，利用最新的科技軟體以及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 網路平台提供全新的互動學習模式以落實企

業導入數位學習確實可帶來應有的效益，讓企業與員工透過數位學習

各取所需、互蒙其利，此乃企業該真正關切之議題，亦是本研究之動

機來源 。 

1.2 研究背景 

本研究主旨在於評估台中工業區的中小企業 e 化學習的環境，提

供給中小企業人員上網登入成為會員後，即可不受時間限制依個人需

求選課、上課，並擁有完整的「學習紀錄」功能。企業主及人事人員

可運用網路學習安排企業培訓計畫，指定相關人員於規定時間內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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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課程並隨時可瞭解學習狀況以確實有效培養專業智能，提升中

小企業之競爭力。 

1.2.1 學習數位化 

網際網路的誕生對全球性的經濟與環境產生了重大的衝擊，人類

的生活型態因此而改變。因資訊有其快速流通的管道，使得知識的截

取活動更加頻繁，而網路上無盡的學習資源再加上網際網路的易學易

用，使知識累積的速度變的非常迅速，網路上的學習活動更是無處不

在。由此可知，透過數位學習將使整個學習生態產生重大的變化， 

如表 1-1。 

表 1-1 數位學習學習型態 

 

 

 

 

現代科技進步發展迅速，許多學校教的知識技能於學校畢業後往

往就不實用了，數位學習的好處就是任何時間、任何地點，不論是在

公司或是下班在家都可以學習。因此，數位學習是提供一個跨越時間

區隔與空間距離、沒有人數限制的學習途徑，透過網際網路、以多媒

方式 優點 

非同步 (asynchronous)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同步（synchronous） 較多的人際互動 

混合 (amalgamation)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較多的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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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影音互動方式進行知識的創造、交流與分享。它可以幫助公司達

成的目標不只是減少訓練時間，還有線上功能節省了傳統研討會所花

費的昂貴資金，如：場地的成本、差旅費、講師的費用、更減少了人

員發展的時間與成本、訓練教材的印製與分發的成本。 

 

1.3 研究目的 

本專題研究主要透過產學合作協助台中工業區廠商導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數位學習平台(e-learning)系

統，進而提升組織的創新績效，經由專業課程來整合個人學習方式與

學習環境之交互作用，這也可能透過學習過程而影響到學習成果的產

出，在數位學習的方式下學習，學習過程的滿意度將是影響學習成果

的先決條件。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研究數位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學習平台

(e-learning)的優勢與特色。 

(2) 探討數位學習與傳統企業學習方式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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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台中工業區各公司各家廠商整合導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 數位學習平台(e-learning) 以達到訓

練學習者之目的。 

(4) 將以實作法對使用者之學習成果評估。 

1.4 預期效益 

研究預期效益希望可達到員工學習到工作所需要之知識，在最有

效率的學習下取得重要的資訊，與同仁之間可隨時討論、解決問題，

課程 e化使員工學習更為方便，本研究預期效益如下： 

(1) 使各部門(管理/財務、行銷人員、人資部門、專案負責人、研

發人員)減少訓練與差勤成本讓資料取得快速縮短專案時程。 

(2) 讓工業區廠商教育訓練成本至少降低 20%。 

(3) 帶動台中工業區產業上下游以及學界進行協同作業，發揮產學

合作資源共享之綜效。 

(4) 藉由推動協同作業資訊應用，促進台中工業區之研究發展腳

步。 

(5) 促進產業鏈上中下游商業流程協同整合或運籌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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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流程與步驟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研究背景、研究目的、預期效益的說明將

本專題研究的流程與步驟分述如圖 1-1：  

 

 

     圖 1-1 研究流程與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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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網際網路的興起使全球性經濟變動的速度愈來愈快，也讓國際間

競爭更顯激烈，當企業面臨環境改變所帶來的不同挑戰時，加強配合

變動腳步的速度也相變提高，當運用資訊科技能夠強化企業面對環境

改變迎接挑戰時，其已成為提升企業應變能力的必備條件。企業的無

形資產，如何讓員工不斷的學習新知識提升創造力並累積與發展員工

的智慧資本，是本專題研究的重點之ㄧ。（鄒景平，2000）。 

本章文獻探討將針對企業對數位學習的定義與功能、數位學習與

傳統企業員工學習方式的比較、數位學習平台的優勢與特色、以及檢

視其對員工學習的成效⋯等，從不同程度上的影響進行探討，以提供

清楚且完整的輪廓。  

2.1數位學習平台 

面對全球性資訊、知識快速流通的時代裡，為了能跟上資訊與經

濟環境變化的腳步，國際集團及連鎖⋯等等企業無不在世界各地設立

子公司或是工廠以應變時時刻刻面臨的挑戰；因此，對這些企業而

言，數位學習的誕生為企業帶來福音，運用資訊科技的力量、透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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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的威力，以跨越時空的方式加速地縮短教學者與企業員工之間的互

動。 

2.1.1 數位學習的定義 

根據美國訓練發展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所出版的網路雜誌 Learning Circuits 對數位學習所下

的定義指出，所謂數位學習，係指學習者透過電子媒介，如電腦、錄

影帶、光碟、網路來傳送學習內容，其內容包括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與離線學習(off-linelearning)。而所謂線上學習係指藉

由網際網路(Internet)或企業內網路(Intranet)為主要傳遞媒介以達

成教育訓練目的，相當於網路化學習(WBL, Web-based Learning)。

至於所謂電腦化學習 (CBL, Computer-based Learning)則是將學習

內容儲存於光碟或磁片中，透過獨立的電腦來學習。而一般所稱的遠

距學習，則是除了利用電子設備之外，還包括空中教學等非面對面學

習。 

另外，根據美國 WR Hambrecht + Co 公司針對美國企業電子化學

習的報告指出，線上學習或者數位學習(e-learning)指的是學習者透

過電子媒介進行學習，電子媒介包括網際網路、企業網路、電腦、衛

星廣播、錄音帶、錄影帶、互動式電視及光碟..等，其實它與科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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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technology-based learning)的定義是一樣的。而網路化學習

(WBL)指的是學習者透過電腦網路進行學習，因此網路式學習的範圍

包含了電腦化學習。電腦化學習(CBL)是指學習者透過獨立的電腦進

行學習，學習內容可能儲存在光碟或軟碟內，因為不與他人互動，所

以電腦並不需要與網路相連。至於遠距學習除了利用數位學習的方式

之外，也可以利用函授來教學，所以包含的範圍最廣泛。因此，數位

學習的領域涵蓋了網路化學習，而網路化學習又涵蓋了電腦化學習。 

一般數位學習的定義包含以下 4點：  

(1) 開放式：無論您身在何時何地，都能透過遍佈全球的網際網路

來開始或繼續學習的歷程。  

(2) 互動式：教材不再只是生硬死板的文字或圖片，而是可以有  

問、答、討論、聽講等多樣化的協同學習方式。  

(3) 個人化：可以針對您的需求與習性來打造出一個專屬的學習環 

境，並依照學習情形來做適度調整或加強。  

(4) 群體化：在數位學習的環境裡不是孤獨的個人學習，而是可以

與教學者及學習者一起進行線上即時或離線式的群組討論。 

所謂的數位學習是「學習與網際網路的整合」；思科則定義數位

學習是一種「利用網際網路促進學習的方式」，其要素包括了：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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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的內容傳遞、學習經驗的管理、增加學習者彼此之間交流機會的

網路社群等(黃貝玲，2000)。 

廣義而言，數位學習是指透過任何科技所進行的學習方式，目前

網際網路在學習領域所擔任的角色極為重要，因此通常一般大眾所談

的數位學習，大都是指利用網際網路來進行學習的活動(黃貝玲，

2001)。本研究整理出多位學者論點來討論數位學習的意義。(如表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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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數位學習的概念與內容 

發表學者 數位學習的概念與內容 

LERN

（1998） 

在數位學習系統提供 7 種主要服務：電子郵件傳

送課程教材與指定作業、並組織網路論壇，方便

課程討論與師生回饋、運用電子佈告欄、討論區

針對特定議題分享不同觀點、運用網路下載與課

程有關或個別指導的資料、運用網站進行互動指

導、運用多人上線討論系統即時網路會議、運用

機構內部網路進行在職訓練、運用網上資料庫、

圖畫資訊、資源網站等提供與學習有關的服務。 

呂斌南

（2000） 

透過網路，任何時空，將訓練內容運用科技媒體

設備，以進行雙向互動教學與自主學習之行為。 

鄒景平

（2000） 

學習者透過電子媒介而獲得的學習經驗，這些電

子媒介包括網際網路、企業網路、電腦、衛星廣

播、錄音帶、互動式電視及光碟等。 

DavidEgan

（2000） 

不僅是透過網際網路傳遞訓練內容，更是將網路

應用到學習的各個管理流程上。數位學習將發展

個人專業以及即時取得教材內容等學習權力下放

給學習者，學習者不論選擇傳統教室教學、自訂

學習進程或講師帶領的線上教學、光碟、書籍或

錄影帶教學，都可以節省很多時間和金錢，大幅

的增進個人技能，以及提昇組織的能力。 

吳明怡

（2001） 

使能夠學習的網際網路。其構成包括內容多種格

式的傳遞、學習經驗的管理、學習社群、內容的

開發者及專家。它提供了快速學習、降低成本、

增加學習途徑和清楚記錄學習過程。在快速變遷

的文化組織中，提供強化工作優勢的能力。 

Cardno

（2002） 

一套廣泛的以電腦化訓練（CBT），網路化訓練

（WBT），虛擬教室（Virtual classroom）和數

位合作之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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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題為了界定研究範圍及研究對象，論述之內容皆強調以企業

在網際網路(Internet)、企業內部網路(Intranet)或是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WWW)上，架設資訊網站所進行的教育訓練。它能

夠克服時間與空間限制的學習環境與機會，以提升員工的知識、技

能，並賦予其積極自我發展之動機，進而提高組織的競爭優勢，謀求

組織永續經營發展。  

2.1.2 數位學習的功能 

數位學習的發展已經從單純的提供「線上課程」，到創造出一個

科技整合的環境，讓員工可以在其中有更好的學習經驗。這樣的環境

包括了網路聊天、佈告欄、知識庫、社群等機制。教學不再是單向式

的傳授與指導，而是結合 PC 與 Internet，複合式多對多的交流，因

此，將一個基本的數位學習功能整理如表 2-2。 

 

 

 

 

 



 

 13

 

表 2-2 數位學習的基本功能。 

功能項目 用途 

即 時 播 放 系 統 （ real 

player） 

依組織層級設定。 

媒 體 播 放 檔 （ power 

point） 

用以存放上課教材，用於觀念的講

解。 

電子白板（white board） 彌補媒體播放檔（power point）不

足，讓老師可以一步步的將程序推

導給學員看。 

討論區（discussion） 供員工上網討論，與其他員工互

動。 

小 組 討 論 （ group 

discussion） 

在同一地區的員工可形成一個小

組，組成小組討論區。 

電子信箱（e-mail） 用來溝通與文件傳輸。 

語音信箱（voice mail） 非同步語音溝通。 

視 訊 會 議

（videoconferences） 

群組的會議，在不同的地點，同一

時間開會（通常較正式）。 

桌 上 視 訊 會 議

(desktopvideo-

conferences） 

一對一或小群體的會議，通常較不

正式。 

學 習 評 量 (learning 

qualification） 

由適時評量得知員工的學習進度與

成果。 

資料來源：李文琪（2003）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知道數位學習讓員工可以不受時空的限制，

在任何提供網路資源的環境中，可以隨時隨地透過數位學習來破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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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阻礙。只要在網路上單一節點傳送，全球均可快速收到，單點發

行、全球受惠，不但傳送迅速，同時更新快速，這也將是二十一世紀

教育的主流模式以使用者需求為中心，個人化、自主式的學習方式。  

2.1.3 數位學習與傳統員工學習之比較 

從有人類以來就有學習活動的進行，學習方式一直隨著人類的進

展而改變。隨著資訊科技的革命性發展，學習方式在最近三十年出現

較大變化，尤其二十世紀晚期，數位化技術掀起了知識產業革命，學

習工具和方法也產生了巨大的結構性改變。在資訊時代中，文盲不是

指不識字的人，而是指不能再學習的人，不斷學習的個人是企業持續

成長的根本。尤其在多變、極度競爭的環境下，許多企業皆感嘆，公

司不是找不到人，而是找不到適合的人才。因此就企業角度而言，需

深刻體會：「適合的人才是公司最重要資產」的觀念，而重視人力資

源發展與企業學習的議題。 

(1) 傳統與數位學習的特色：傳統學習的特色在於教學者和學習者

處於同一空間，學習者由於環境影響必須遵守某些行為規則或

溝通型態，大部分教學者擔任敘述及訊息傳播者角色，學習者

則被動接受訊息。傳統的企業內部教育訓練模式，以講師單向

解說或實際操作為主，學員則參照印刷講義以配合聽講、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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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記憶重點，然後再以紙筆測驗方式，評量學習績效，然

而由於講師的口語能力限制，及講授經驗不足，不論在學習者

的學習成效或學習滿意度上，均有改善的空間。 

(2) 差異之處：在網路環境中，學生可以獲得無窮的資源來擴充學

習管道，網路上的學習更鼓勵學生主動建構自己的知識，並走

向多元化的學習方式。因此，隨著數位學習環境的來臨，將與

傳統學習方式產生以下的差異(林忠信，2001；鍾宜智，

2001)：  

A. 學習場所由教室變成網路透過網路的普及學習地點不再侷

限於學校教室內，只要能上網的地方就是學習場所。 

B. 學習者由被動化為主動網路上具有各式的學習活動，學生

可以依個人的性向並配合自己的步伐學習。因此數位學習

可以彌補傳統課堂教學的不足，針對不同的學習者，提供

符合個人特性的學習路徑與學習進度。 

C. 教師由教學者變成引導者教師角色由教導者轉換為學習的

引導者，引導學習者的學習方向，而由學習者主動地學習

以建構知識體系，這才是有意義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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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教學活動強調合作學習透過網路上的互動機制，學習者得

以進行團隊的合作學習，以往彼此競爭的學習，容易讓學

習者無法突破自我，教學活動應讓學習者以合作取代競

爭，以團隊互動激發潛能並分享成功。 

依據學者 Merrill and Thomas (2001)所整理的數位學習與傳統

學習方式之比較對照，(如表 2-3)。 

表 2-3數位學習與傳統學習方式之比較對照表 

 數位學習 傳統學習方式 

教材 1. 個人化教材 
2. 更新即時、快速 
3. just-in-time 的學習
方式，只提供所需資

訊 

1. 制式教材 
2. 更新速度慢 

3. just-in-cast 的學習方
式，提供大量資料，但

相關性如何不得而知 

成本 國際化的規模，相對成

本較低 

規模較小，相對成本高 

資訊擷取 無時間限制，一週七

天，每天 24 小時 

只在固定時間 

效果衡量 藉資訊科技自動衡量受

訓結果 

不易衡量 

學習中心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learner-centric） 

以老師為中心 

(Instrnctor- centric） 

互動性 較差 最佳 

資料來源：Merrill and Thoma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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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教學與數位學習有幾個差異存在，針對巫靜宜（2000）、李金泉

（2001）數位學習與傳統教學學生學習成效差異之研究文獻探討及 

Piccolietal.（2001）等學者所提出的幾個構面，整理後來比較兩者

之間的差異，如表 2-4。 

表 2-4 傳統教學與數位學習比較對照表 

 傳統教學 數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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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 老師與學生必須花時

間同實體教室上課 

學生可從家裡、學校或工作場所

透過電腦連線上課 

互動 1. 學生與老師可以面

對面溝通 

2. 學生可以立即與老

師詢問問題即可立

即取得回應 

1. 學生與老師透過 e-mail 或公

告欄來溝通 

2. 學生通常獲得的回應並不是

立即的 

操作活動 老師親自示範 互動性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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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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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學習 以同時同地的方式 可不同時不同地進行，學生的回

饋可以與其他學習者交流 

 一種教學設計的概念，主張在學習過程中應不斷的與他

人討論、觀摩、交換意見，以建構屬於學習者的有意義

知識。 

參與者、目標、活動、活動與活動的相互關係的四個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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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巫靜宜（2000）、李金泉（2001）、 Piccolietal.（2001） 

2.1.4 數位學習的優勢 

Schaaf (1999)認為網路是企業在訓練上最強、最有力、最多用途、

最具成本效益的工具，因其可以作為傳遞訓練資訊的基礎，企業內員

工不論其位在何、在任何時間，只要其擁有基本的電腦硬體設備，透

過網路就可以接受到最新、最多元化的訓練內容。其優勢略述如下：

根據天下趨勢知識網路報導與分析，數位學習的優勢整理如下：  

(1) 跨越學習的時空障礙數位學習：傳統的時間與空間不再約束的學

習，由於學習是在虛擬的網路世界，任何可以上網的地方，都可

以學習。 

(2) 非線性的新世紀學習方式：無需接受傳統的線性學習流程，自由

安排學習程序，跳過已知的，直接探索未知的領域，略去平板無

趣的部份，做高豐富度多層次的學習，透過超連結做跳躍式思

考，享受完全個人化的學習，徹底操控學習的主動權。  

(3) 完全追蹤學習成果：完全追蹤並對學習過程做紀錄，適時提供課

程評量，階段性考試，學習成果分析，擷取弱點做補強，針對強

處做誘發，促使學習者潛能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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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習界面更加完善：圖案、影音、超連結、線上交談工具、即時

會議程式、線上互動模組等網路科技，豐富了數位學習的方便性

與多元性，也使得數位學習的能力日漸凌駕其他工具之上。  

(5) 資訊更新迅速：全球網際網路由無數網站節點組成，學習網路更

加入客戶端的電腦與其他交換訊息機制，每一個訊息點的小小變

化，都在對全球學習資源做全面性，多元化的更新。  

(6) 學習門檻低：由於網路硬體設施的普及化，任何人只要持有具上

網功能的設備，無論是工作站，個人電腦或是遊樂器，PDA，手機

或其它裝備，均可上網學習，而且由於人機界面的日趨簡易，不

需要是工程師或資訊專員，銀髮族照樣輕鬆上網學習。  

(7) 全球共同學習經驗的產生：全球網際數位學習環境的成形，讓全

球的學習者透過互動界面溝通討論與共同研究，互相交流不同的

觀點，進而架構出特別的學習經驗，教育出更適應新時代脈動的

族群，以下是學者們所認為之數位學習優勢如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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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數位學習優勢表 

 

數位學習所帶來最明顯的優勢，就是在於無時空上的學習限制，

以及學習成本的降低。其次關於課程內容可以標準化並儲存，便於學

習課程的更新及發送，以及學員可依自己的程度安排學習進度⋯等，

即是數位學習的優勢。然而企業必須有一個正確的觀念，使用數位學

習的最大功能是著重在企業內部應用的價值(解決的問題)、員工工作

楊家興（1997）認為之數位學習優勢： Hall(1997) 認為之數位學

習優勢： 

1.協助學習者將焦點集中在同一個點

上，容易吸引學習者將注意力放在鏈結

關係上，而非只是在個別的結點上。 

1.教材內容多元化，且傳

遞、更新迅速。 

2.鼓勵學習者主動的參與學習全球資訊

網是以一種交談式的資訊呈現系統，學

習者必需不斷的、積極的下決斷，選取

下一條路徑，以檢索自己所需的資訊片

段。由於學習者主動的參與學習，因此

預期學習者會有更大的學習效果。 

2.可提升學習者自我學習

的效能。 

3.提供「互動學習」的機會學習者不再

只是知識的接收者，也是知識的創造

者。這種學習者與教學者共同互動的過

程，使學習者角色更主動、更積極，學

習者與教學者的區別日漸模糊，也有更

多互動學習的機會， 

3.學習過程中學習者之間

或與講師具有高度互動性

與回饋性，並可進行雙向

溝通、知識共享。 

 4.可進行跨組織之資源流

通。 

 5.節省訓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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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轉承、未來新業務的隨時掌握；換言之員工必須能夠藉由數位

學習平台，而得到成果並解決問題，享受數位學習帶來的價值與最大

利益。  

2.1.5 數位學習的特色 

數位學習所傳遞的資訊型態含文字、圖形、聲音、影像、動畫

等，內容以各種生動活潑的方式呈現，能有效激起學習動機。因此在

學習上是多色彩、多樣化與多互動的方式。若以網路的特性來思考合

適的教材，那影像與聲音會是網路教學的基本技術。本專題將數位學

習所帶來的正面影響整理如下：  

(1) 學習的便利性： 

數位學習是一種使用者透過網際網路的界面，即時且快速地來進行自

我學習與主動學習的方式。藉由數位學習平台，可讓員工都可以藉由

網路資料庫快速得到內部最新、最快的資訊。  

(2) 學習內容的客製化：  

數位學習讓學習方式更多樣化，也更個人化。員工可依自己的需求及

喜好，自我掌握學習的進度與速度，在學習平台上選擇適合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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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重聽講解或複習上課的內容，並在討論區的互動過程中，增加學

習的效果。 

2.2 檢視數位學習對使用者學習的成果 

知識是現今組織內最重要的資產，然而用以解決問題的專家知識 

通常是內隱知識，相較於可以被捕捉並以法則、程序、手冊等方式呈

現的外顯知識，隱性知識則是無法輕易地以上述方式表達的。由於隱

性知識嵌附在人身上，它的轉移必須經由人際互動才會發生，而教育

訓練正是企業普遍運用的知識流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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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IBM WCS 系統與階梯數位學院之比較 

 

2.2.1 教育訓練的重要   

組織為了要加強員工的能力，進而提昇組織績效以應付內外環境

皆快速轉變的國際競爭，必須提供一個良好的環境供員工學習。 

一般而言，教育指個人一般知識、能力之培養，當然包括專門知識、

技能及生活環境的適應力之培養，較為長期且客觀之能力發展。訓練

 IBM WCS  階梯數位學院 

使用者 公司內部員工 大部分為學生 

付費方式 FREE 付費視情況而定 

版面設計 制式化 活潑化 

學習成效 員工學習到工作上所需知

識 

使學生學習到多方面

技能 

資源分享 員工與員工間相互分享 無法分享 

即時會議討

論 

　 　       O X 

線上成員狀

態 

員工間皆可觀看彼此線上

狀態 

無法觀看 

聯絡資料分

享 

可以 無法 

結論：由以上分析得知 IBM WCS 系統可使企業員工藉此獲得工作

上所需的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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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企業為了提高員工在執行某個特定職務所必要之知識、技能及態

度或培養其解決問題之能力的一切活動。 

訓練的目的對員工而言，能使員工具備工作所需要的知識、技術、能

力和態度，提昇員工知識、技術、能力水平以增進工作表現。 

2.2.2 應用數位學習平台對使用者學習成果評估 

藉由訓練成果的評估，管理者可以了解整個訓練的成果如何，以

作為日後訓練設計的參考依據。且建立學習型組織需要投入許多成

本，故訓練是否達成目標對組織產生成效，便需加評鑑。訓練之評鑑

乃指根據訓練目標，並使用衡量模式，做有系統的調查、分析及檢

討，以衡量訓練對於成員與學習型組織之建立是否相關之一個過程。

同時，訓練評量亦須與訓練需求、訓練目標、工作績效密切結合。 

員工的學習成本對企業而言，是一種投資，如何提高投資的收益

或如何提高員工學習效果是一件很重要的問題。因此，企業經營時所

實施發展的學習方式，為瞭解其成果與目標是否達成時，唯有靠評估

來達成。員工的直屬主管需觀察並記錄員工學習與適應情況。以了解

並評估員工在接受學習後的能力、學習績效與適應情況，並評估是否

適任其工作。 



 

 25

員工學習的最終目的，是要能使員工能自主地解決各種問題。盧

信彰（2000）認為透過數位學習平台，使用者可以嘗試不同的方法去

尋找資料，依自己的能力去調整自己的探索策略、進行創造性學習，

培養學習者解決問題的能力。當使用者愈能靈活且具想像力的分析與

解決問題時，所表現出的創新能力也愈能為企業帶來正面效益。 

因此，評估應用數位學習平台對員工學習成果，是針對員工在使

用數位學習平台後，對於組織的解決問題的能力與專業能力，二方面

的滿意度或同意程度來進行評估。以瞭解員工在數位學習的學習方式

之下，學習的成效如何。 

2.3 數位學習的相關學習機制  

2.3.1 互動式學習  

Hiltz（1987）認為，CMC 就是利用電腦的性能，修改人類平時溝

通的過程，使得學習者可以透過電腦來達到人類溝通的目的，舉例來

說，電子郵件（e-mail）、電腦會議系統（computer conferencing 

systems ） 、 群 體 決策支援系統（  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等透過電腦來達到溝通目的的系統都涵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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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年來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許多企業導入了所謂的知識分享

系統，例如：內部網路(intranet)、電子郵件與電子佈告欄⋯  等工

具。而企業中的管理者期望這些透過電子化工具所建立的虛擬知識分

享平台能加速組織內知識擴散的速度。然而，知識基本上是儲存在個

人的腦海裡，除非個人自願去分享知識，否則他人無法強迫個人分享

其腦海中的寶藏。如何讓員工在虛擬的知識分享平台上樂於分享知

識，將成為知識管理成敗的關鍵因素。 

至於新興的虛擬知識分享平台，由於網路是無遠弗屆且沒有時間

限制的，許多企業在內部網路(Intranet)上設置知識討論平台，期望

能讓組織內成員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都能對工作份內的相關問題

或知識進行討論以達到工作相關知識的分享與創造。 

Alexanderd（1995）提到良好的學習環境建置，先決條件是學習

互動氣氛的培養，教學內容的設計、學習環境的追蹤與規劃等多因素

共同配合才能成功。教學可由分組及特定主題安排中，要求各小組進

行合使用者須找作專題學習。而互動學習就由此而產生，且讓學習者

很快就能適應數位學習的學習環境，進而喜愛使用數位學習學習方

式：  

(1) 知識於分享的過程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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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者.尋相關知識共同分享討論。  

(3) 學習發生於人際的互動中（Slavin，1990）。  

(4) 參與是學習的關鍵因素（Leidner & Jarvenpaa，1995）。 

在互動學習的過程中，使用者可以與其他人分享看法，學習他人

經驗，再與本身的知識互相協調，進而建構出新的知識來做為團體任

務的解決方案。互動式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又名「團隊學

習」或「分享學習」，就是善加利用學習當作一種社會化的過程。線

上互動式的學習，讓學習者更有機會去認識他人，可以和其他學習者

與專家共同做研究、閱讀、討論與積極地建構知識。蘇義翔（1998）

認為全球資訊網可提供使用者課程間的互動，也提供學習者與學習者

間的互動，支援群體學習，避免學習上的孤立。邱貴發（1996）認為

將散佈在各地的生手與專家透過網路結合起來，不受時空限制的針對

主題，共同參與學習活動，具有分享與提供知識的權利與義務，以促

進數位學習成員的共同成長、學習多樣化。  

2.4 本章小結 

本章文獻探討針對數位學習的優點充分彌補了傳統學習方式的不

便，並依數位學習的豐富且多元化的特色設計個人化的教學課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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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更解決了遠距離的時空問題，並以互動式的學習機制改善了學習者

與教學者以及其他學習者之間的關係，提升了知識分享的機會與意

願。 

在針對應用數位學習對員工預期效益之評估，搜集相關文獻後，

歸納如下：透過評量學習者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後，所達到的效果；

藉由學習者的滿足感或同意程度，使其繼續產生學習的慾望；同時，

藉由透過數位學習平台所帶來客製化的學習內容與學習經驗的累積；

可使學習者依自己的能力、經驗與進度，主動並隨時隨地學習，滿足

學習者需求的差異化。同時，藉由互動式學習機制，彼此相互的溝

通、在不斷的與他人討論，知識分享的過程中。進而增進員工在工作

上解決問題的能力與專業能力，以達到企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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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要探討學校(嶺東科技大學與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系統導入數位學習)和企業(工業

區的廠商)之間是如何利用現代資訊與網路技術，促進員工知識的累

積、流通、分享和利用。透過第二章文獻探討整合出學者所提出之研

究報告，來支持數位學習之導入確實可以提升企業競爭力之論點，並

透過實作法的方式，以驗證企業推動數位學習可以提升企業整體競爭

力之研究假設。 

最後並作綜合的比較，期望能歸納出企業推動數位學習成功的關

鍵因素及影響數位學習推動之困難阻礙，以提供給企業界做為導入數

位學習的參考。 

3.1 研究架構與推論 

 在第二章所整理的文獻探討及專家、學者論證資料支持下，可以

確認當企業導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系統數位

學習平台可幫助企業內的員工學習，提高員工知識與技能，增進企

業、商業智慧進而提升企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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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架構，說明「數位學習」可影響「企業競爭

力」，以數位學習為基礎，共有三個構面，分別為：教育訓練成本降

低、知識社群效益、推動學習型組織。企業競爭力指標則分為：學習

時間、學習品質、客戶服務滿意、企業整體效率四大項，其關係如圖 

3-1 的研究架構。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 � � �
� � � �

� � � �

1.�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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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 � �

2.� � � �

3.� � � �

4.� � � �
 

圖 3-1 研究架構圖 

3.1.1數位學習成效說明 

(1) 教育訓練成本降低：企業導入數位學習平台進行員工教育訓

練，在不受時間、地點限制的情況下，員工有效率地學習各種

知識與技能，可降低員工之訓練成本，如差旅費、場地費、印

刷費用⋯等，企業可以用更低的教育訓練成本，達到提升員工

能力的目的。對企業來說，差旅費、場地費的降低以及員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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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上課不在辦公室的時間減少等，對於直接成本的降低有顯著

影響。 

(2) 知識社群效益：知識社群的建置後的效益，不單是一個討論的

空間，而是整個社群運作下所帶來的知識價值與創意激發，若

能善用這些的效益，甚至可以為台中工業區帶來無窮的商機。

知識社群的效益，可以三個觀點來看。以企業的觀點而言，可

以藉由知識社群隨時透過網路更新組織內、外部的知識，讓外

部專家得以由網路介面、專屬帳號密碼等，不斷地與工業區內

部企業交換新知；另一方面，以員工的立場而言，單打獨鬥的

方式早已不再符合現今時代的潮流，透過知識社群的管道，不

但可以發揮個人所長，分享一己之所知，也可以藉由知識社群

的討論，產生創新的構想或提案；另外，站在顧客的角度，若

是能透過對外的知識社群將新的產品或促銷方案藉此傳遞給潛

藏的消費者，則可以透過社群的互動觀察潛在的消費傾向，更

能進行品牌與產品的行銷，塑造３HT (High Tech、High 

Touch、High Trust) 的企業形象，這也就意味著將來無限的

商機。 



 

 32

(3) 推動學習型組織成效：知識經濟時代，每一個企業都希望能發

展其獨特的核心競爭力，成為以知識為基礎的學習型組織，當

企業導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之數位學

習平台，可以鼓勵員工分享個人經驗與知識，將累積在個人的

知識、經驗能擴散給其他人及傳承給新人，迅速擴散成為團隊

知識，促進組織轉變為學習型組織，以強化企業的競爭優勢。 

3.2 企業競爭力 

(1) 彈性的學習時間：原本之學習課程必須受到時間地點的牽制，

無法彈性的一個人需求安排學習時間，在企業導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之數位學習平台後提供

了內部員工更多彈性的學習時間，學習者可以依據自己的進度

及需要，選擇適當的課程進行學習。企業也可以透過數位學習

平台將知識傳達給員工，縮短員工的學習時間。能讓員工能夠

更快進入工作狀況，熟悉相關之業務內容。 

(2) 改善學習品質：打破傳統的學習型態，讓原本無法兼顧每位學

員學習進度的課程模式，轉變為提供適合的個別學習型態。企

業導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之數學習平

台，就可依員工個人的學習需要及進度，在不妨礙其他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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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幫助不同的學習者學到所需的知識，可以提高員工

的學習品質。 

(3) 客戶服務滿意度提昇：好的品質就是能及時幫顧客解決各種不

同的問題。當員工面對系統操作上的疑點，便可透過企業所導

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之數位學習平

台，方能突破傳統資訊傳輸與整合之限制。使用上只需將顧客

服務所需的相關資料放置在數位平台上，便能提供給顧客自行

上下載使用。員工也可以透過此一數位平台，在最短的時間，

查詢到所需資訊，快速解決客戶之問題，進而提高顧客服務滿

意度。 

(4) 企業整體效率提升：員工常常因工作上的需要，花費許多時間

去收尋工作上相關的資訊，佔用了員工許多寶貴的工作時間，

也造成企業資源與成本的浪費。因此企業若導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之數位學習平台，可以

利用企業與員工之間知識的流通，提升內部成員運用知識的效

率，並分享解決問題的經驗，減少員工摸索時間及嘗試錯誤，

進而提升企業整體經營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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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對象與目標 

    本研究利用實務專題合作的方式使教師與業界接軌，提升教師應

用研究水準及累積實務經驗，建構新型態的產學合作方式，作為理論

與實務結合的開端，以下為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 

(1) 管理/財務部門、行銷人員：增加生產力，能經由更有效率的

進度回報與減少重覆工作可增加生產力。 

(2) 人資部門：減少差旅支出。 

(3) 專案負責人：資料取得快速，減少面對面會議時間。 

(4) 研發人員：縮短專案時程，減少文件編寫時間降低專案時

程。 

    藉由實務專題之合作，建立學校與產業界的緊密互動，進而發展

學校的特色，提高對學生的號召能力。員工可以利用網際網路的便利

性，在任何時間、地點只要透過網際網路瀏覽器（Browser），即可

很方便、輕易的存取各種工作區，以便迅速找到資訊。系統亦能自動

追蹤及呈現使用者所偏好的空間，迅速找到並進入團隊工作區。本平

台亦需提供知識管理功能，用來做知識文件的管理及網頁內容的管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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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站架構與流程圖 

  本 組 研 究 之 e-learnig 網 站 主 要 是 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作為研究之系統，此系統主要分為兩大平

台，分別為課程管理平台，以及學習平台，透過這兩個平台的結合，

可以更方便的使用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讓使用

此系統之學習者能夠迅速的透過此平台達到最佳的線上學習效果。 

4.1 網站架構 

「即時傳訊與會議參與」服務可讓人員鏈結線上狀態指示器及功

能表，以成就個人與群組之間的快速合作。只要有人員名稱顯示，就

可以看見線上狀態指示器，以瞭解誰在線上且可以會談。或者使用即

時傳訊來和別人起始線上會談、傳送電子郵件，以及參與其他協同活

動，依據啟用這些服務的環境定義和元件，可使用的特定協同動作會

有所不同。例如，「人員搜尋器」中的人員鏈結動作，與您在「即時

聯絡人」和應用程式的成員資格元件中看到的不同。 

  使用 IBM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的「管理主控台」

來配置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功能、維護共用服

務，以及設定使用者政策。使用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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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管理頁面，管理應用程式、設定應用程式政策，以及排定

應用程式的維護作業。 

以下為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學習平台以及管理

平台之架構圖： 

 

圖 4-1 學習平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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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管理平台

課程管理 資源課程目錄 報告使用者 設定學員目錄

開課課程
目錄

範本目錄 登記

管理

結果

使用者目錄

角色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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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教師

報告 建置

公告

自訂

 

圖 4-2 管理平台架構圖 

 

4.2 系統瀏覽 

  當開啟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管理平台以及

學習平台時 時，網站會顯示一個橫幅，其中含有工具列、瀏覽列、

瀏覽視窗格和內容空間。在每個瀏覽元素中看到的內容，會因為可用

的功能 (使用現成的配置，或是針對您的組織來自訂)，以及現行工

作階段作業的環境定義，而有所不同。 

橫幅：是最頂端的區段，它會顯示 IBM Workplace 名稱及工具

列。工具列：會顯示用來使用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所提供之功能的高階控制項。在您登入之前，您會看到用來回復密

碼、註冊使用網站 (自行註冊)、顯示此「說明」主題及登入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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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登入之後，工具列會改為顯示控制項，它們可以開啟「工作區」

環境，以及使用管理員所設定之使用者政策所允許的功能。  

 

以下為管理平台頁面以及學習平台登入首頁頁面： 

 

圖 4-3 管理平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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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學習平台首頁 

4.3 註冊及編輯設定檔 

除了使用管理員所提供的登入認證，也可以使用自行註冊來取得

網站的起始存取權。當註冊以使用網站時，要註冊並建立一個可隨時

更新的使用者喜好設定檔。以下為使用者註冊設定之流程圖、步驟、

展示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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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使用者註冊流程圖 

 

以下為註冊步驟： 

(1) 開啟網站首頁，如圖 4-6。 

(2) 從首頁工具列中，點選註冊選項。 

(3) 輸入基本資料，如圖 4-7。 

(4) 輸入完成進入首頁重新登入，如圖 4-8。 

以下為註冊步驟之展示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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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圖 4-7 註冊帳號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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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註冊成功之頁面 

 

4.4 登入和登出 

在第一次登入此網站之前，管理員必須告訴所使用的網址、使用

者名稱及密碼。除了使用管理員所提供的認證，也可以註冊並建立自

己的設定檔，以使用自行註冊。通常只需要登入一次。然而，若登入

之後，有一段時間沒有活動，則可能會被自動登出，因此將需要重新

登入。以下為使用者登入之流程圖、步驟、展示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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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使用者登入流程圖 

(1) 開啟首頁點選登入選項，如圖 4-10。 

(2) 輸入使用者帳號及密碼，如圖 4-11。 

(3) 登入首頁。 

圖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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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4.5 新增開課選項  

數位學習最重要的就是課程的開課設定，開課程序主要包含註冊

開課範本、設定範本至教材目、核准課程、核准使用者五個步驟，在

設定完這些步驟後，才會完成整個開課的程序，圖 4-12 為新增開課

選項之流程圖： 



 

 45

 

圖 4-12 新增開課流程圖 

4.5.1 設定註冊開課範本 

開課必須透過註冊來開啟一個新的課程，以下為註冊開課範本之

流程圖、步驟、及網頁頁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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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欲註冊之範本項目

登記課程之
詳細資料

課程相關必要設定

完成新增註冊範本

新增註冊範本

 

圖 4-13 新增課程範本流程圖 

 

(1) 開啟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網站。 

(2) 選擇工具列中課程目錄選項，點選註冊範本，如圖 4-11。 

(3) 至課程目錄選擇欲註冊之課程範本例如：點選系列課程，如圖

4-12。 

(4) 登記欲註冊課程之詳細資料，如圖 4-13。 

(5) 輸入課程相關之 必要條件設定，如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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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開課註冊範本

 

圖 4-15 選擇範本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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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開課詳細資料設定 

 

圖 4-17 課程相關之必要條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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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設定課程至教材目錄 

將註冊完成的新課程加入到教材目錄中，以讓使用者能夠看到課

程清楚的分類，方便找尋課程以下為設定之流程圖、步驟、及網頁頁

面展示： 

設定教材至開課目錄

選擇放置課程之課程
類型

選擇欲放置之課程

選擇欲放置範本目錄

輸入詳細
資料

儲存資料

完成設定
  

圖 4-18 課程放至目錄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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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課程目錄點選註冊課程項目以放置課程至教材目錄，如圖

4-19。 

(2) 選擇欲放置課程之課程類型，如圖 4-20。 

(3) 選取欲放置課程之範本目錄，如圖 4-21。 

(4) 選取欲放置之課程，如圖 4-22。 

(5) 輸入課程詳細資料，如圖 4-23。 

(6) 儲存課程放置目錄之資料，如圖 4-24。 

(7) 確定儲存，如圖 4-25。 

 

圖 4-19 將未核准之課程放至教材目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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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選取欲放置課程類型 

 

圖 4-21 選取欲放置課程之範本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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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選取欲放置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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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課程詳細資料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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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課程儲存 

 

圖 4-25 系列課程放置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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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核准課程登記設定 

在設定完課程放置目錄後，需要核准課程才能正式開課進行學習

與討論，也必須在這個設定下將學習者設定一起核准，以下為核准課

程登記之流程圖、步驟、及網頁頁面展示： 

點選課程選項

選擇課程核
准項目

登記使用者

加入使用者

完成
 

圖 4-26 核准課程登記設定流程圖 

(1) 點選課程管理中的課程選項，如圖 4-27。 

(2) 選擇課程核准項目，如圖 4-28。 

(3) 登記使用者，以核准上課學員名單，如圖 4-29。 

(4) 搜尋使用者，將使用者加入等待核准名單中，如圖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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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確定登記使用者名單，如圖 4-31。 

 

圖 4-27 核准登記課程 

 

圖 4-28 選擇核准課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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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登記使用者 

 

圖 4-30 選取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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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確定登記使用者名單 

4.5.4 核准使用者設定 

將使用者放入等待核准清單中後，將要執行最後一格步驟，核准

使用者讓使用者可以透過平台學習各種線上課程。以下為核准使用者

設定之流程圖、步驟、及網頁頁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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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核准使用者流程圖 

(1) 選擇課程管理下的課程選項，如圖 4-33。 

(2) 選擇欲核准之課程，如圖 4-34。 

(3) 核准學習者，如圖 4-35。 

以上步驟設定成功後，學習者可以登入帳號後，透過管理平台首

頁左列工具列中的已完成的課程找到通過核准之課程，如圖 4-36。按

下討論選項，將會跳出學習平台視窗，使用者將可開始學習，如圖 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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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核准使用者 

 

圖 4-34 欲核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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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核准學習者 

圖 4-36 已完成之開課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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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進入學習平台 

 

4.6 學習平台瀏覽 

當學習平台開啟後，我們可以透過學習平台做非同步的線上學

習，也可以透過此平台和在線上的使用者一起在會談室討論課程，或

是透過討論區發表對課程的看法，是個多元化的學習平台，如圖 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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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學習平台首頁 

4.6.1 使用學習平台觀看學習影片 

除了一些基本的 Office 文件外，我們可以透過課程內的影片教學

檔來學習各種課程，影片教學可以上使用者更快速的學習到每個課程

內容，印象也比文字檔案來的深入，以下為觀看學習影片之步驟、及

頁面展示： 

(1) 進入學習平台網站，如圖 4-39。 

(2) 點選文件選項。 

(3) 至課程教材下選擇欲學習之影片項目與章節，如圖 4-40。 



 

 64

(4) 點選影片。 

(5) 輸入帳號密碼，如圖 4-41。 

(6) 開始觀看教學影片。 

 

圖 4-39 學習平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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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 課程教材 

 

圖 4-41 輸入帳號密碼以觀看影片 



 

 66

4.6.2 使用學習平台討論區 

在上過各種課程後，每個學習者會對課程有不同的看法，這時候

學習者可以透過討論區來發表對於課程的任何意見與問題，其他使用

者也會上討論區與對方互動，來增加課程的互動性與學習效果。以下

為討論區之頁面展示，如圖 4-42。 

 

圖 4-42 討論區頁面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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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使用學習平台會談室 

除了非即時的討論區外，使用者也可透過會談室即時的和其他使

用者作線上即時的互動，能夠更快的跟人分享、解決任何課程上的問

題，以讓學習變得更有趣。以下為會談室之頁面展示，如圖 4-43： 

 

 

圖 4-43 會談室展示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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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使用課程日歷 

    我們可以透過課程日曆功能，清楚的了解到課程學習的明確時

間，較被動的使用者，可以依照管理者安排的課程日曆，定時的上學

習平台網站學習每個課程，當管理者設定完上課排成後，系統會自動

透過郵件功能將訊息傳遞給學習者以下為課程日曆展示頁面，如圖 4-

44： 

 

圖 4-44 課程日曆展示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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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使用郵件功能 

    任何相關於線上學習平台的訊息，我們可以透過郵件功能選項，

得知課程日曆排程、新課程、使用者及管理者之間的互動等⋯相關訊

息，郵件功能展示頁面(如圖 4-45)。 

 

圖 4-45 郵件功能展示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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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本章小結 

   本章網站架構將此系統分別對應出兩大平台，做為管理上可有

效的使管理者與學習者在溝通及參與各項活動中相互分享資訊以及互

通有無，另一方面，學習者可讓管理者得知關於系統使用操作上的盲

點，得以更進一步的改進系統的不完整性，讓系統能夠達到最佳的運

作狀態。 

此系統功能相當的多元化，課程管理分為相當多的細項管理，可

以讓使用者清楚的知道課程是如何分類，在課程內容上，使用者透過

學習平台，可以觀看多媒體的教學影片、文件檔…等，學習平台上，

課程內容可以變得豐富及多樣。 

   學習平台與管理平台有效的將管理者與學習者串聯起來，藉由

這樣豐富及多樣化的系統間活動，縮短了以往學習者在學習上的時

間，快速的學習及增添學習意願，這樣互動多元性的學習不僅使學習

變的更加有趣，也促使企業、組織、員工間整體績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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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導入數位學習的問題與成效 

大部分新進員工或者是團體的單位成員甚至是高階管理人員，大

部分時間大都被大大小小的會議以及出差給填滿，在公司裡能上線學

習的時間大多很零碎，因此雖然瀏覽的課程數目很多，但完成的卻有

限，因此上課的人數也就如我們所見的偏低。因此，對於忙碌的高、

低階經理或員工，在課程安排上應針對其實用性、急迫性安排功能性

的課程，使他們能在有限的時間裡，針對最能有效解決問題的課程去

學習，例如公司正好面臨期中績效考核，那麼基層員工和經理人都可

依目前系統(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所開課的內容

優先學習。 

    目前在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系統開課的課

程我們主要分為 4課程： 

(1) Office 課程：「數位學習系統 PowerPoint2003」、「數位學習系

統 Word2003」、「輕鬆學會 Excel」。 

(2) 多媒體課程：「Flash 教學課程」、「PHP 程式語法教學」。 

(3) 休閒娛樂課程：「超強魔術教學」、「桌球」、「排球」。 

(4) 語文課程：「基礎英文發音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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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個案公司(雷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e-learning 系統在日後

也即將導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到時經理人可

針對結果做出的建議，去選取需再進修或學習的職能項目相關課程，

將零碎時間做更有效利用。而縱使數位學習具有上述諸多特有的優

點，但是相對的也存在些許缺點或問題有待改善，以下歸納出幾項在

導入數位學習時存在的問題。 

5.1 導入數位學習的問題 

(1) 系統問題：當初接觸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系

統時，認為數位學習系統和一般我們所常見到的 e-learning 是一

樣有所謂的同步學習、非同步學習與混合學習。但之後我們發現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此系統目前只能進行非

同步學習，因為此系統目前還只是初階段的測試，系統擴充的部

份日後會繼續再增加。 

       課程部分：數位化教材的呈現常以互動、活潑、創新著稱，

這意味著授課教師必須具備相當的資訊科技能力以製作適當的數位化

教材來供學員學習，然而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此系統目前數位教材的設計大多利用 HTML、VHTML、PowerPoint、

XML、Flash 動畫為主，由於此系統目前未擴充到同步學習這塊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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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的數位學習課程只能以非同步學習互動方式觀看內容，而不

能進行線上視訊互動式教學。 

(2) 企業推廣部分：當初我們接觸到這系統時，已經有與工業區進行

一份問卷調查。而當初調查結果普遍接受度不高，由於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系統是一套很新的平台，加

上企業對於 e-learning 的見解程度不一，且因為第一次與工業區

廠商進行產學合作，因此廠商對我們的信任度不高，而合作部份

一直無法突破。之後雖然有再製作宣傳單(附錄三)，到一些有關

工業區研討會中發放我們的資料，仍然無法提升廠商的合作意

願。 

(3) 學習者部分：學習者在數位學習系統操作中，可能會因步驟複雜

而造成學習者迷思，所以系統的後續部分，會針對學習者本身所

面臨到的問題加以改善，也會協助各家廠商更順利的使用此學習

平台。 

 5.2 導入數位學習之成效 

經過本小組每位組員測試過後，普遍對這套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使用上的成效結果大致皆為滿意，進而歸納



 

 74

出以下四點具體成效之結論。主要分為學習者方面、授課者方面、學

習環境方面、企業方面。 

5.2.1 學習者方面 

目前屬於高科技數位化時代，電腦與網路普及化，因此數位學習

提供學習者相當的彈性時間與自由分享空間，而如此不受拘束的條件

下來進行學習，更可提升學習者本身的自治能力以及主動學習的態

度，對於整個學習過程有著非常關鍵的影響。 

在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系統中，學習者可

以到管理平台網站中登錄自己的帳號密碼(如圖 5-1)→點選已完成的

課程(如圖 5-2)→點選你所需要的課程(私房教師數位學習系統 Power 

Point2003)→協同作業(討論)→會連結到另一個視窗→點選此視窗的

─文件→課程教材(如圖 5-3)，學習者便可觀看內容學習→(會談室)

是讓學習者將學習的結果與他人分享心得(如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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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管理平台網站 

 

 

圖 5-2 已完成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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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課程教材(私房教師數位學習系統 Power Point2003) 

 

圖 5-4會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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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授課者方面 

    現行的高科技學習時代當中，老師不再是像以往呆板的傳統教學

方式，而是可以透過線上學習系統，提供學習者更多元化、多媒體數

位化的學習方式，也顛覆了傳統的授課方式。並且可透過線上學習系

統的會談室(如圖 5-6)，而增加師生間的互動。而在一份調查中(林忠

信，2001)發現，傳統式的授課方式，當學生有問題時，只有極少部

份的學生願意把問題提出來，而絕大部份的學生則選擇不發問。 

但調查中(林忠信，2001)發現，學生在網路的學習世界中，幾乎只要

遇到問題，都會透過留言板或者是線上即時討論把問題給提出來。而

使得授課者方面也可以較完整的去了解學習者所遇到的問題是什麼，

該如果的去幫學習者解決。並且針對學習者所提出的問題，而去製作

更合適的數位教材。 

5.2.3 學習環境方面 

    以往的學習環境中，存在著許多影響學習者學習的因素，而在一

則調查中(林忠信，2001)指出，學習者的學習環境與其學習的吸收度

是環環相扣的關係，調查中(林忠信，2001)指出，如果學習者在一個

讓他覺的不舒服的地方中學習，往往所得到的學習成效並不大，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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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覺得學習環境舒適，而所得到的學習成效將會大大的提升。在

線上數位學習系統中，學習者可以自由的選擇他所要的學習環境，只

要是在有網路的地方中，隨時隨地的都可以進行上學習，進而增加學

習者的學習意願與學習成效。 

5.2.4 企業方面 

    前言：由於數位學習的成功與否，往往與「人」有相當大的關

係，在管理層面上的應用需同時且長期與技術平台並進，才能使企業

獲得長遠的績效與真正的成功。而目前已有許多的企業成功的導入線

上數位學習，並且帶給企業許多正面的效益，所以在企業部分：目前

有一家工業區廠商─雷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意願即將導入運用此系

統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來做為此企業(雷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朝向休閒娛樂為主。 

雷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立緣起： 

(1) 民國 63 年，賴董事長懷抱著與同好共同遨翔天際的夢想，在台

中市大雅路成立雷虎科學模型專賣店，為模型迷代工製作遙控模

產品，並進行相關組裝與操作之技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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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國 68年成立雷虎模型有限公司，首先生產內燃機引擎，繼而研

發製造各級模型飛機及遙控車。由於開發出良好組裝之【完成

機】、【完成車】系列，與簡約設計但性能卓越之直升機產品，

以貼心設計、簡易使用與極致表現，帶動了全新消費風潮，迅速

成為遙控模型產品的消費主流，實現許多大孩子飛翔、高速奔馳

的夢想，也成功的使雷虎科技擠身為全球前三大之遙控模型品牌

廠商。 

經營理念： 

企業追求價值，就是善盡社會責任 對社會所提供的資源作極大化的

運用，就是善盡社會責任的最好方法。雷虎科技本著此一精神，專精

於本業，結合國內外人才，發揮智慧、辛勤耕耘，開創出業界最為完

整之遙控模型產品線，堆砌出輝煌的經營成果。雷虎科技目前是全球

唯一獲得 ISO9001 認證的遙控模型廠商，也是全球同業中唯一公司股

票上市上櫃者，經營實力傲視全球。  

自有品牌： 

自有品牌、行銷全球 

雷虎科技自創設以來，即堅持「自有品牌、行銷全球」之銷售策略，

以產品差異化，積極開拓國際市場，目前「Thunder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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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ASSOCIATED」兩大自有品牌體系，已分別行銷全球四十餘

國，同列全球遙控模型主要品牌之林。 

     目前與雷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事宜正在洽談當中，但本組

專題製作已進入尾聲，而企業內部導入線上學習平台部份，將會由另

外一位系上學生繼續接手，另外為了將來與雷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進行事前準備，本組擬訂出一份雷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數位學習平

台導入企劃書(於附錄中)，能讓雷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初步的了解整

個企劃案的執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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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系統測試成果，並評估企業導

入數位學習之參考。第二部份歸納本研究實作上的貢獻。第三部份

則是研究過程所遭遇到的限制以及未能完善處置之處，希望透過具體

說明能成為後續研究的借鏡，並提出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6.1 系統測試成果 

經過長時間的研究、測試後，本組歸納出以下幾個對於此系統之研究

成果： 

(1) 系統操作複雜性：此系統平台的各種操作功能，無論是使用者註

冊、開課、認證課程、管理課程⋯等等功能，操作之步驟繁雜，

對於一般使用者而言，需要花費更多的時間來了解此系統平台。 

(2) 安全性：對於放置課程上，由於是企業內部學習之用途，為避免

課程內容外流，而產生版權問題，透過安全機制的管理下學員在

學習課程及下載課程教材均須透過安全認證，這樣的安全機制保

護下則可避免資料外洩的問題發生。 

(3) 系統使用者族群之區分：由於此系統平台操作複雜，對於一般在

線上付費學習的學習者而言，需要的是淺顯易懂的操作介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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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還須透過教育訓練才能夠了解此系統學習平台，因此並不適

用於一般商業線上學習模式，例如：階梯數位學院學習平台是屬

於操作介面較為淺顯易懂之線上學習平台，使用者只需具備基本

的電腦常識，即可輕鬆上手。反之本學習平台須透過專人教育訓

練才能了解系統操作之功能。 

6.2 本研究實作上的貢獻 

    學習平台為新的學習平台模式，在本組詳細研究後，系統目前還

只是初階段的測試，系統擴充的部份日後會繼續再增加，本組將原本

無相關資料及詳細說明之系統操作功能，研究出系統之操作功能，及

系統優缺點之詳加說明，雖本組無法在預期時間內順利導入至台中工

業區各個企業內部中，但此專題研究，將可以讓後續研究者清楚的了

解此系統在操作上之功能，讓後續研究者更能夠輕易上手。 

6.3 研究過程所遭遇到的限制以及未能完善處置之處 

專題研究後本組仍發現有許多方面需改進，若將來有後續的研究

者繼續研究此專題，本組對本研究提出對後續研究的三點建議： 

(1)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台中工業區裡的企業來推廣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 為主要因素之探討。就目前研究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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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剛起步，所以聯絡推廣還不是很完善，而目前有一家「雷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意願與我們進行此線上學習平台之合作。 

  就目前企業上對於所謂的 e-learning 運作有初步的概念，對於後

續研究者是可以參考本研究之架構，對於這些推行的關鍵因素進

行大樣本的實證調查，運用統計分析方法，以確認本研究的結

論。 

(2) 而後續研究者可以就台中工業區主要的電子和製造產業的二大行

業進行全面選擇來比較分析研究。讓整個工業區能建立起更完善

的企業 e化學習模式，獲得全面性的驗證。 

(3) e-learning 的評估對於企業及員工有相當的重要性，現階段在企

業實務上的應用與理論有段差距，後續研究者可以就評量此議

題，加以深入研究探討，以協助企業實務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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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甘特圖 

工作預定進度表：  

     年月份 
 
工作項目 

96 年 

07月 

96 年 

08月 

96 年

09月
96 年

10月
96 年

11月
96 年

12月
97 年

01月
97 年 

02月 

97 年 

03月 

97 年

04月
97 年

05月

初步規劃 
           

資料收集 
           

相關理論及文獻

探討 
           

研究系統架構 
           

專案規劃書製作            

資料整合            

結論與建議            

 
目標進度：                                            實際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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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工作分配 

書面報告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林怡雯 
書面撰寫、書面整合、資料分類與整理、總核對、

口頭報告 

李姿潔 
資料收集與整理、圖表製作、書面撰寫、整理整體

進度追蹤、口頭報告 

王雅新 
書面撰寫、整體進度追蹤、會議紀錄、投影片製

作、口頭報告 

吳珮雯 
資料收集、書面撰寫、整體進度追蹤、投影片製

作、口頭報告 

鍾明柟 
資料收集、書面撰寫、資料翻譯、整理整體進度追

蹤、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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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說明會計劃書 

專案一：台中工業區線上學習平台內容建置 
     
     本研究是利用產學合作方式進行，與台中工業區整合各廠商協助廠

商導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數位學習平台（e-

learning）研究內容包含：數位學習平台的特色，協助台中工業區各

家廠商導入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 數位學習平台

（e-learning）以達到訓練學習者之目的；能夠落實學校與工業區課

程之結合；以及互動式學習機制對數位學習平台的特色與學習者學習

成果的影響，並促進投入相關解決方案之研究發展，促進台中工業區

e化更快速。 

 

系統主要提供的服務： 

 

1.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提供了範圍廣泛強大

的、整合的協作特性，比如電子郵件、日曆和計畫、到場提醒和即

時訊息傳遞、線上學習、團隊空間、Web 會議，以及文件和 Web 

內容管理。 

2.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還可幫助開發人員擴充平

台，以便將組織業務過程與人們使用的實際方法相連絡起來，進而完

成他們的任務。這種“環境合作＂方式可以讓組織對涉及合作人員之

間的 合作過程進行最佳化。 

嶺東科技大學─台中工業區廠商線上學習系統 

網址：http://cs.ctm.ltu.edu.tw:9081/lwp/workplace 

組長及聯絡電話： 林怡雯 0919-002465 

組   員：李姿潔、王雅新、吳珮雯、鍾明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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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導入數位學習

平台企劃書 

●企劃目的 

●教育訓練時間表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數位學習平台說明 

●導入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數位學習平台之成效 

●導入執行方式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數位學習平台導入企劃書 

1. 企劃目的 

  雷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主要從事無線電遙控車、船、飛

機 、直昇機；模型專用引擎、小型氣渦輪噴射引擎、無線電遙控器電

子及醫療器材相關產品。雷虎科技未來將多元化、多角化、國際化及

跨足航太科技領域，且朝向永續經營，積極拓展全球市場為目標，在

本業的持續成長策略下，公司希望能藉由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數位學習平台導入，讓各國內外駐廠的員工，能

透過此平台隨時隨地的學習，而減少教育訓練成本。並希望介由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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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間接的推廣員工之間休閒娛樂，提升員工身心狀態，增進工作效

率。 

2. 教育訓練時間表─目前主要測試使用人員為雷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中的研發部門員工為主。系統測試分析表如下： 

表 2.1教育訓練時間表 

預計訓練日期 2008年7月01日-2008年7月31日 

管理者 5人 

學員 20人 

教育訓練時間 每周一到三 PM6:00-PM7:00 

(1) 預計訓練時間：利用後續接手此系統管理的嶺東科技大學商務科

技管理系學生之暑假時間，主要以一個月為主，讓雷虎內部員工

先了解基本學習平台系統操作。 

(2) 管理者：系統本身的操作平台繁雜，所以多方管理者方便熟悉系

統操作與學習課程放置管理和學員基本資料的認證與系統維護

等。 

(3) 學員：學習者基本帳號申請，並依學習者的需求，選擇學習課

程。 

(4) 教育訓練時間：選擇員工下班後一小時，做為員工教育訓練的時

間。 

3.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數位學習平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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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提供了範圍廣泛強大

的、整合的協作特性，比如電子郵件、日曆和計畫、到場提醒和

即時訊息傳遞、線上數位學習、團隊空間、Web 會議，以及文件

和 Web 內容管理。 

(2)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 還可幫助開發人員擴充平

台，以便將組織業務過程與人們使用的實際方法相連絡起來，進

而完成他們的任務。這種“環境合作＂方式可以讓組織對涉及合

作人員之間的 合作過程進行最佳化。 

 

4. 導入IBM 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s數位學習平台之成

效 

(1) 開放式：無論學員身在何時何地，都能透過遍佈全球的網際網路

來開始或繼續學習的歷程。  

(2) 互動式：教材不再只是生硬死板的文字或圖片，而是可以有問

答、討論、聽講等多樣化的協同學習方式，讓學員的學習方式更

多元化。  

(3) 個人化：可以針對學員的需求與習性來打造出一個專屬的學習環 

境，並依照學習情形來做適度調整或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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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群體化：在 IBM 線上數位學習的環境裡不是孤獨的個人學習，而

是可以與教學者及學習者一起進行線上即時或離線式的群組討

論。 

5. 導入執行方式：由本校商務科技管理系專案管理小組，進行對企

業內部的教育訓練，若有系統上的問題或疑慮時，隨時可向專案

管理小組尋求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