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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為探究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素養能

力的現況，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

及網路素養的差異性。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來收集資料，並以自編「國中資源班學生網

路使用與網路素養現況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以北區五縣市國中身心

障礙資源班學生為研究對象，共得有效問卷 278 份。研究結果以 SPSS 統

計軟體 23 版進行描述性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

獲知以下結論： 

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上最常使用網路進行連線遊

戲、瀏覽多媒體資訊、和同學朋友聊天與使用搜尋引擎；較不常使用

網路拍賣、購物、電子郵件、線上平台學習及進行直播分享。 

二、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具備一定程度的網路素養知能。 

三、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上，「性別」、「年級」、「每周

上網天數」、「每次上網時數」、「家長教養態度」及「家長對學生網路

使用的態度」有顯著差異，「不同障礙類別」無顯著差異。 

四、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上，「家長教養態度」及「家

長對學生網路使用的態度」有顯著差異，「性別」、「年級」、「障礙類別」、

「每周上網天數」、「每次上網時數」無顯著差異。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對教育主管機關、學校教師、家長及後續研究

提出建議。 

 

關鍵詞：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網路素養 

 

 

 



 

ii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et using and internet literacy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the resource classroom in northern Taiwan. It also analyzed 

their differences on internet using and internet literacy due to the variables of 

the students’ background.  

    This study used a questionnaire for data collection. ‘The investigation 

on internet using and internet literacy of the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the 

resource classroom’ as the research tool. The subject were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northern Taiwan and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278. The data 

were analyzed through statistical method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Most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were frequently using internet to online 

games, browsing media, chatting, google. They didn’t not often use online 

auction, online shopping, e-mails, e-learning, and webcast. 

2. Most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the resource classroom had a certain 

level of internet literacy.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internet using on the different gender, 

grade, days online, and hours per week, parents’ attitude. However, it were 

no differences on different disabled students.  

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internet literacy in the different 

parents’ attitude of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However, it were no 

differences on different gender, grade, disability, days online and hours per 

week.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administrators of 

education,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parents,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off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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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研究主要為調查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情形以及網路

素養的現況，隨著科學技術的發達進展，網路成為人們生活當中的必需

品，在青少年發展的階段中，網路更是成為青少年社交休閒及學習的工

具。比爾蓋茲先生的著作《數位神經系統》，一書當中曾提及「……收集、

管理和使用資訊的方式，決定了你的輸贏。」（樂為良譯，1999）未來人

才在面對新時代的衝擊挑戰時，唯有懂得善用資訊來創造優勢者才能獲

得最終勝利。 

    而面對身心障礙學生於網路使用上的現象以及在網路素養能力上的

探討卻較少被大眾所重視，多數的研究在探討身心障礙學生的身心特質

及個人權益，並對於怎樣去提升身障學生不足的能力、增進身心障礙學

生適應未來生活所需之能力，藉此提出課程設計或是教學輔導策略，然

而較少的研究會注意到身心障礙學生在使用網路時的狀況與身心障礙學

生其網路素養能力。因此，本研究期待能瞭解國中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

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的情形以及其網路素養的現況，並據研究結果給

予教學者相關建議。 

    本章區分成三個節次，第一節次陳述研究的背景及動機、第二節次

說明研究的目的和問題、第三節則是詞彙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全球化興起之網際網路 

    科技日新月異，隨著科技的進步，網路越來越普遍，更成為每一個

人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在國外 We Are Social 和 Hootsuite 兩大網

站共同發布的《2017 全球網路使用調查報告》（DIGITAL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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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OVERVIEW）中表示超過全球一半的人口都有網路使用行為，

而其中也指出地球上超出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擁有手機、超越全球 50%的

人操作智慧型手機，且來自手機的網路流量更是多過於全球一半的人數。

報告中指出在 2017 年全球網路的用戶到達 3.77 億人口，平均比 2016 年

增加 50%；在全球社交媒體用戶到達 2.6 億人口，同樣增加 37 %；而在

全球數位行動用戶高達 4.92 億人口，同樣增長 66%並且在全球數位行動

社交媒體用戶則達到 2.56 億，同樣增長 34%（Kemp，2017）。從上述的

數據中可看出，網路使用已然是全球化的趨勢。並且網路的使用不再限

於家用電腦或個人電腦，智慧型手機更是人手一機，隨時隨地上網無所

不在，行動網路的崛起也是不可小覷。 

 

貳、我國網路使用現況 

    在國內同樣也有 TWNIC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布告之《2017 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文件中說

明其估測台灣 12 歲以上之上網人數達 1760 萬人、全國整體上網人數已

達 1879 萬人，總體上網比率為 80％（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7）。台灣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依據美國 comScore 公司的 comScore MMX 數據

資料庫所公布的 2017 年 06 月台灣網路使用狀況資料中，有 1,254.7 萬不

重複使用者花費 247 億分鐘使用網路，使用者平均上網時間為 1,966.5 分

鐘，平均一天使用 65.55 分鐘（黃郁欣，2017）。從以上所言，可以發現

使用網路的行為已經成為大多數人的生活常態，而在這股全球的趨勢中，

身心障礙的青少年是否也趕上這股浪潮呢？ 

    在教育部「104 年中小學學生網路使用情形調查報告」中指出，學生

大多上網地點在家中、平均上網時間更是比課業上網時間高出 1.7 到 3.3

倍，且學生在手機的使用率也達 87.5％（教育部，2015）。因此青少年在

使用網路的媒介不只是電腦，更多的是普及率相當高的手機，且手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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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性更造成使用時間的快速成長。對於青少年來說，不論使用電腦或

是手機上網，網路所帶來的影響深遠、無遠弗屆，不僅可以快速閱覽資

訊、蒐集資料、拓展人際交友、進行休閒娛樂，更甚是青少年對於自我

認同形成的主要因素。 

    但網路的蓬勃發展，除了帶來更方便、更快速的時代交替，卻也是

容易造成危險網路行為的發生。謝龍卿（2004）提出使用網路的行為和

網際網絡成癮之間有顯著的影響。青少年接觸網路的經驗越高，具有霸

凌動機者則越容易發生網路霸凌行為（曾琬鈴，2010）。潘嘉和、李雅玲、

周碧瑟、璩大成（2016）指出網路的過度使用會增加憂鬱症的出現率。

因此，青少年在網路的世界中是否具備適當的網路常識素養及正確的使

用知識，更是目前教育現場迫切需要關切的議題。 

    從上述可知，青少年在網路的使用上有許多面向需進行探討，而身

心障礙的青少年在使用網路行為上更是容易因其障礙特質而面臨許多的

困境與難題，而身為教師的我們是否瞭解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的情形與

其是否具備網路素養的基本能力，並且據此為學生提供相關的課程去因

應呢！在林千惠、胡雅各（2007）研究中指出，高職輕度智能障礙學生

普遍具有使用網路的經驗，不論平日或假日每日上網時間至少達一小時

以上，其使用目的以玩線上遊戲作為娛樂及線上聊天的人際互動為主。 

 

參、真實案例的反思 

    在研究者任教的學校中設有不分類資源班，其中大多為輕度障礙的

學生，某次在課堂中，一位亞斯伯格症的學生提及他在社群網站（Facebook）

中擔任電玩遊戲粉絲頁的管理員，不但要制訂粉絲頁的規則、還要進行

公告，更需要在版上有網友產生爭執時成為協調者。這令研究者感到非

常詫異，因這位學生常常在校內和老師或同學發生衝突，卻能夠在網路

上成為一名公正的協調者。 

 



 

4 

 

    不但如此學生在網路世界中的情形更是超乎教師的想像，另有一位

智能障礙輕度的學生，在校學業表現較為困難，甚至需要接受職能治療

進行精細動作的練習，卻在九年級下學期會考後的英文課期間，展現出

令人驚訝的超常表現！原來課堂中教師透過線上英語單字的遊戲來讓學

生增進學習動機與重複練習，沒想到需要透過手指操控鍵盤的精細動作

卻一點也難不倒學生，表現出驚人的耐力與動作協調能力。透過課後的

訪談才知，學生每天在家都會使用電腦或手機上網打電動遊戲，因此在

手指操控能力上有著如此神速的進步呀！ 

    除此之外，就連上影音網站，大多數的智能障礙學生皆能清楚的告

訴教師應該輸入什麼樣的關鍵字才能快速找到所求的資訊，一次又一次

的跌破教師的眼鏡，難以想像這些在我們心目中有著心智功能障礙的學

生們，在網路的世界中彷彿找到全新的自己。 

    然而除了上述這些學生表現出正向且積極的另一面以外，也曾有過

學習障礙的學生在課後悄悄的和老師表示，班級中最近流傳甚廣的新聞，

竟是廣而散播的同班同學不雅照片！然而在這位學習障礙學生告知教師

以前，校內並沒有任何一位教師發現這項行為，直到東窗事發才得知，

幾乎年級一半的學生們皆看過甚至是傳播過照片，因此事件之廣大，造

成多位同學記過處分，而這位學習障礙的孩子也是其中散佈照片的一員。

事後經由教師輔導過程了解到，這位學障孩子對於散播不雅照片並不以

為然，也是如此才能大大方方的和老師說起這件大新聞，故從中可以發

現學生對於網路上的法律知識較為淺薄，更是懵懂無知以此沾沾自喜，

因此面臨到犯錯所需遭受的懲罰。 

    對此也有過輕度智能障礙的學生在暑假期間和網友見面，卻因此發

生不安全性行為，引發後續一連串問題。而在教師輔導過程中，學生坦

承對於網路交友的好奇與情感的需求，進而不斷的加深和網友見面約會

的親密程度，卻因為不知道如何獲得正確的資訊，也不知道該如何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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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大人，所以演變成無法收拾的場面。然而面對學生這些困擾，卻

也提醒了研究者輕度障礙的學生們在網際網路上所面臨的種種誘惑、在

在發人深省，其中涉世未深的學生更是容易一腳踏入無底深淵、無法自

拔。 

    無獨有偶，在臉書粉絲頁中，曾發生過資源班情緒行為障礙的學生

在地方版粉絲頁留下恐嚇威脅的言語，在校園中引起各種恐慌，更是引

發教育局處極度重視、配合警方協助調查，從中釐清學生的真實身分、

理解雙方事故糾紛，協助排解情緒、傾聽理解事由，並加以輔導管教。

才解除一場無聲的煙硝戰火，卻也再度提醒研究者在網路的普遍下，許

多小小衝突皆起因於一個眼神、一句留言，若不能了解學生實際生活於

網路中的真實樣貌，便無法和學生有著良好的互動。 

    透過研究者這三年以來的觀察和實際與資源班輕度障礙學生的相處，

這一些不論是學生分享自身經驗的話語或是研究者親眼觀察的現象都對

研究者產生很深刻的印象與震撼！因此這令研究者開始反思，學生在網

路世界的表現不但教師無法親眼所見、更無法實際感受，但所有的教師

卻大都清楚知曉多數的學生課餘閒暇幾乎多有使用網路的行為。不僅如

此，教師知情卻少有過問或是詳細的明白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上的情形，

更甚是鮮少有教師對於身心障礙的學生將網路素養相關議題提供課程服

務或是教學應用。 

    有鑑於此，應對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情形上有

所了解或是認識，並且在認知到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面臨的狀況後是否

能適切地提供相關介入輔導策略來協助學生，是能給予教師後續的建議，

因此本研究是個值得重視探討的議題。故以調查研究法來瞭解身心障礙

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以及網路素養現況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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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是為了討論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使用網路與網路素養的

現況，期待能夠對於真實情形有所瞭解並能對於任教國中階段之身障資

源班教師有所參考。 

 

壹、研究目的 

    依據研究的背景及動機，其目的可羅列如下： 

一、瞭解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現況。 

二、瞭解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網路素養情形。 

 

貳、研究問題 

    針對研究目的為瞭解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以及網路素養的現況，

可將研究問題分為： 

一、瞭解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的現況。 

1.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的情形為何？ 

2.性別不同之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行為的差異為何？ 

3.年級不同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的差異為何？ 

4.障礙類別不同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的差異情形為何？ 

5.每週上網天數對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的差異情形為何？ 

6.每次上網時數對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的差異情形為何？ 

7.家長教養方式對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的差異情形為何？ 

8.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的態度對資源班學生於網路使用行為的差異情

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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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瞭解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的情形。 

1.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在網路素養的情形為何？ 

2.性別不同之資源班學生網路素養的差異為何？ 

3.年級不同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的差異為何？ 

4.障礙類別不同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的差異情形為何？ 

5.每週上網天數對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的差異情形為何？ 

6.每次上網時數對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的差異情形為何？ 

7.家長教養方式對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的差異情形為何？ 

8.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的態度對資源班學生網路素養的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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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針對研究中相關詞彙闡釋如下所述： 

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 

    特殊教育的推動至今，身心障礙學生在求學各個階段皆會有審慎的

評估鑑定，並且適切的安置於符合學生個體需求之班別。目前在台灣特

殊教育法第 11 條（2014）中規定高級中等以下之各教育階段學校得設特

殊教育班級，其辦理方式為：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散式資源班及巡迴

輔導班。而在本研究中所指之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定義為需經縣市

政府鑑輔會鑑定並且安置於國民中學分散式資源班之學生。 

 

二、網路使用行為 

    網路行為可定義為：娛樂休閒、人際社群、工具使用及學習資訊等

四個面向（羅健霖，2015），其中學生最為喜愛的資訊休閒娛樂大多為遊

戲和 Facebook，資訊學習能力上則涵蓋辨識有用且正確的訊息、正確運

用網路工具及瀏覽網頁不迷失，社群人際方面男生和女生有所差異，男

生聊天內容為討論遊戲的破解關卡或是快速秘笈；在女生的部分則傾向

談論八卦、交友以及網路購物情形。對於網路使用行為還有研究者將之

分為：使用年限、使用態度及使用情形（宋佩芳，2013）。本研究則參考

羅健霖（2015）之定義將網路使用行為定為：網路休閒與娛樂、網路社

交互動及使用網路資訊等三個面向。 

 

三、網路素養 

    網路素養係指個體能夠使用網路且評估資訊外，不僅能與人溝通互

動、解決問題，更具備合乎安全及網路倫理、法律規範之態度，以適應

社會環境（陳春秀，2012；McClure，1994）。研究將網路素養一詞定義為

網路的安全知能、網路的法律知能及網路的倫理態度三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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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了瞭解國中階段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及素養的現況，

探究不同背景之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與素養的差異情形。

因此在文獻回顧上將探討青少年在網路使用的現況、網路素養能力、與

青少年在網路使用上所面臨的挑戰，並從青少年使用網路的情形來看身

心障礙學生在網路使用及網路素養上是否也同樣面對相同的困難進行回

顧，最後再探討針對網路使用的危機是否有相關輔導介入策略可作為因

應。 

    本章共分成三部分進行文獻回顧，第一部分青少年的網路使用情形；

第二部分青少年網路素養的相關研究；第三部分身心障礙學生網路使用

情形以及網路素養的討論。 

 

第一節  青少年的網路使用情形 

 

    在面對大網路的時代洶洶來襲，身為網路原生族的青少年們在這波

浪潮中，將遇見什麼樣的狀況，以下將從會說話的網路數據談起，並對

於青少年馳騁於網路的現況說明，注意網路所帶來的危機及網路世代的

共病進行探討。 

 

壹、會說話的網路數據現況 

    當資訊時代的來臨，科技的蓬勃網路的普及，讓全體社會改變舊有

的知識形式、傳遞數位化的訊息。而出生於知識經濟時代的青少年，在

這些快速便利的資訊大爆炸中，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Google 在台灣的

董事總經理簡立峰先生道：「網路上源源不絕的資源，是開拓孩子視野與

激發想像力的關鍵。對於生活在網路、行動世代的行動原生族的國小、

國中生來說，掌握、運用網路的能力將決定他們的未來競爭力。」（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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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聯盟網路消息，2015）。從上述我們得知能夠確實把握、正確使用網

路的能力將會影響青少年未來競爭力。 

    依據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於 2015 年公告之《2015 年兒童 3C 產

品使用與上網行為大調查》可知，超出 57.4％的學童有自己的電腦、47.9

％的孩童則持有自己個人的智慧型手機，相較 2013 年成長 1.6 倍。其中，

使用 3C 產品的目的 93％為閱聽影音網站、81.7％玩遊戲及 80.6％使用社

群網站。在上網行為上常見的危險行為則為：34.1％曾接觸不當的資訊、

35％學童輕忽個資保護、21.9％學童易輕信網路訊息（兒童福利聯盟網路

消息，2015）。 

    由上述可得知，青少年的網路使用行為大部分的目的皆是休閒和娛

樂，但在這過程中卻容易發生危險而不自知。 

 

貳、青少年馳騁網路的現況探討 

    青少年上網地點大多為在家中、且接近九成家中皆有網路設備，上

網動機為蒐尋資訊、最常造訪的網站大多以遊戲電玩類別、娛樂影視型

為主（王淑秋，2006）。在梁朝云（2001）研究中顯示，在學階段的青少

年中女性比男性認同能從網路上獲得新的資訊和知識、越能在網路上暢

所欲言者越會想經常上網、國中生較會擔心電腦上網後會有被入侵的的

危險、國中生認為網路能改善人際關係、青少年男性比女性普遍自覺了

解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曾經下載或購買盜版軟體、青少年女性比男性

贊成網路內容應該分級、學校電腦加裝過濾軟體、訂定且執行網路相關

法律。 

同樣的是在張介耀、蔡德謙、黃俊捷（2014）指出國中男性較女性

上網時間來的更長，其中男生傾向於玩線上遊戲、女生則進行交友聊天

或社群網站瀏覽。在 Helsper 與 Livingstone（2007）研究指出美國青少年

最常使用線上遊戲成為上網功能第一位，在陳怡吟（2010）指出學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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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網路法律認知有較高的瞭解與認識。 

    而青少年在網路使用上因其發生情境大多在居家環境中，因此在家

長介入上對於青少年使用網路是有影響的。在王嵩音（2016）、吳瓈安

（2014）、林漢唐與陳慧娟（2016）與潘映君、張鳳琴、李景美、邱瓊

慧（2015）提出家長意識到網路對其子女的影響，產生不同的因應來對

子女進行管教。而網路不僅帶來親子之間雙向的互動模式，改變過往不

再只是單向的管教介入，因此為建立起全新的親子互動面向則有賴於家

長的網路管教策略。 

    依據上述所言，青少年使用網路行為和性別的差異是普遍存在的，

除此之外，家長的因素也會對青少年使用網路行為有所影像，因此在對

於青少年網路使用行為的了解應重視性別及家長的因素所帶來的影響。

並對於青少年在網路法律認知上有所警示。 

 

參、網路的隱憂 

    徐佩伶與羅儀芬（2011）青少年因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在面對網路陷

阱、網路流傳不當訊息時，無法正確判別正確與否，易導致偏差行為發

生、傷害青少年健康生理與心理成長。青少年對智慧財產權普遍認知略

嫌不足，而造成網路犯罪或誤觸法網情形發生（張介耀、蔡德謙、黃俊

捷，2014）。在網路安全方面青少年對於資料的保護較高警覺、容易觸犯

智慧財產權、在網路不當交友及可能發生網路的霸凌情形（張瓊文，2009；

龔琴勛、鄭永熏，2016）。 

    因此，雖然網路帶來便利的生活型態、也改變了青少年學習的方式，

但同樣的也對於青少年帶來了相應的困境與危險。不但在網路安全上令

人堪慮，也為青少年的身心發展產生劇烈之變化。 

    青少年在使用社群網站，會受到其不同的動機而形成其對隱私態度

展現的不同，對於自我揭露的動機更顯著影響青少年隱私態度的寬鬆（蕭

 



 

12 

 

銘雄、李孟娟，2016）。 

    不僅如此，目前新興之網路諮商更是提供一個隱密且安全的環境，

讓青少年減少直接和成年人對話的不自在，並透過網路的方式來獲取意

見、引導思考，對此國中生在尋求網路諮商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是持有

較為正面的態度（王雯華，2012）。 

    教導學生認識網路使用安全守則及注意網路交友的可能危險，提供

輔導資源協助學生認知並釐清問題（王淑慧，2007）。 

    因此，面對網路的發展應更謹慎小心的覺察網路所帶給青少年可能

發生的危害，並協助學生澄清問題、察覺危險是很重要的。 

 

肆、網路共病-網路成癮 

    彭郁歡（2004）指出青少年於休閒活動的選擇上近幾年有著重大的

改變，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青少年傾向於選擇更刺激、豐富、立即性

的網路世界進行休閒活動，而上網時間則占據了一半的休閒活動時間，

不僅如此，經常使用網路的青少年較容易出現網路成癮的徵兆（王秀玲，

2004；王秀燕，2002；王麗鳳，2011；江南逸，2003；張勻銘，2015）。

在陳冠名（2004）研究中也提及就學階段越高者在網路使用時間及網路

沉迷的現象有越嚴重的趨勢，就男性而言比女性更易呈現出網路沉迷的

傾向，使用網路進行連線的遊戲和對網路的成癮所填寫之量表的相關性

則是有著最高的相關性。 

    過度的網路使用依賴，對於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作息有很大的作用，

更甚是形成極高的網路成癮的危險分子（王健任，2005；呂謂正，2009；

李蕙娟，2014；謝龍卿，2004）。盧浩權（2005）提及青少年的學校生活

壓力及社會人際壓力都與網路沉迷有著密切相關，而青少年的憂慮疏離

情緒和網路沉迷有著高度正相關，故青少年的生活壓力與負面情緒能夠

有效的預測青少年網路沉迷現象。青少年的不同人格特質與生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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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社團參與程度對於網路成癮的預測具有顯著性（王淑芳，2012；

李瓊珍，2015；郭吉峰，2007；戴奇華，2010）。 

    在青少年對自我的認同感及自我概念的低落也會導致青少年在網路

遊戲成癮上的結果（曾柏齡，2016；賴亞岐，2011）。不僅如此，在使用

網路上的時間過長過久仍是對於罹患憂鬱症傾向有較高危險因子，而青

少年的憂鬱傾向更是與網路成癮有高的正相關（李佩珊，2015；林宜筠，

2014；陳慧苓，2011；潘嘉和、李雅玲、周碧瑟、璩大成，2016）。 

    青少年使用網路的社群媒體網站常造成網路霸凌的行為生成，而於

網路的霸凌行為當中男生比女生有著更高的重複性，而造成此現象的可

能因素為青少年在接觸網路經驗及社會學習交互影響下所導致（曾婉鈴，

2010；魏翊雄，2012）。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影響著世界生活的腳

步，但一體兩面的是有優點亦有缺點，方便的網路使知識經濟大肆來襲，

但在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身上，卻可能潛在問題、危機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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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青少年網路素養的相關研究 

 

    本節將從網路素養的意涵談起，了解網路素養的意義與其內涵，並

藉此探究目前青少年在網路素養所應具備的能力有哪些面向，經由探討

相關網路素養在青少年的研究與其結果，看待影響青少年網路素養能力

的因素。 

 

壹、網路素養之意義與內涵 

    素養（literacy）這個詞彙源自拉丁文「literatus」，原意為對文字的

知曉與讀跟寫的能力（施政旻，2011；張一藩，1997；黃曉婷，2000；陳

佩珮，2011）。柯華葳（2011）在親子天下專欄中提到，早在 1946 年時，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於「人權宣言」發表中提出素養為讀、

寫、算等能力，是為基本人權。隨著環境的變遷與發展，聯合國科教文

組織在 2002 年提出素養十年（UN Literacy Decade，UNLD），則將素養定

義為一個人在環境中能終身學習的主要能力（親子天下，2015）。而我國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提及適性輔導國民素養，其中將素養定義

為透過不間斷的學習，希望個體能持續發展知識及能力，使其能達到目

標繼而參與整體社會（教育部，2000）。因此，素養為一種基本能力使個

體能透過溝通學習、生活互動等來適應社會與環境，並達到建構整體價

值觀。 

    隨著科技的進展與環境的演變，網路帶給人們天翻地覆的生活改變，

因此網路素養概念順應而生。最早於 McClure（1994）所指出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中包括：傳統素養（Traditional Literacy）、媒體素

養（Media Literacy）、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等四個層面（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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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統素養（Traditional Literacy）：指個體的讀、寫、說、算的 

能力。 

2.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指能運用電子媒體進行解讀、評 

析、製作及傳播資訊媒材的能力。 

3.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能操作電腦及各種相關科技 

完成基本工作的能力。 

4.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指能在網路上利用檢索工具搜 

尋特定資訊且能夠加以整理運用，更清楚了解網路資源的價值所

在的能力。 

（余典錡，2012；沈許真，2008；洪毓蓮，2002；許怡安，2001；黃曉婷，

2000；陳佩珮，2011；陳春秀，2012；Doyle，1992；McClure，1994） 

 

 

 

 

 

 

 

 

 

 

圖 2-1 資訊素養的思考圖 

資料來源：McClure, C.R. (1994). Network Literacy: A role for librar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13(2),118.  

解決資訊問題的能力 

傳統素養 

 

 網路素養 

資訊素養 

 

媒體素養 

            電腦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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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文獻的蒐集發現網路的應用與普及使得許多研究者投入研究中，

也造成網路素養的定義與內涵也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因此研究者茲將

關於網路素養的定義與內涵整理羅列為下表。 

表 2-2-1 

網路素養的定義與內涵整理 

研究者 

（年代） 

網路素養的定義 網路素養的內涵 

McClure 

（1994） 

網路素養指能在網路上利用檢索工

具搜尋特定資訊且能夠加以整理運

用，更清楚了解網路資源的價值所

在的能力。 

網路知識 

網路技能 

Shearn 

（1995） 

網路素養指個體能從網路上進行確

認、檢索、使用和評估電子形式資

訊的能力。 

使用檢索工具 

組織評估資訊 

劉駿州 

（1996） 

網路素養資訊的利用與技能，包含

使用網路的認知、評估與需求程

度；使用網路的技能；網路社群成

員應遵守如何與人互動及倫理規

範。 

網路知識 

網路技能 

網路態度 

何志中 

（2000） 

網路素養指個體察覺對資訊的需求

後，能運用網路進行檢索、評估並

整理再使用網路資源的能力，且能

遵從與他人互動的網路倫理，認同

網路的價值。 

網路的基本認識 

網路操作技能 

網路倫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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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怡安 

（2001） 

網路素養指個體具備認識網路的特

性與影響且能使用網路與檢索評估

資訊的能力，並且可以遵守安全倫

理規範。 

網路媒體素養： 

網路使用 

資訊評估 

網路安全 

網路法律 

網路禮儀 

陳佩佩 

（2011） 

包含認知、情意、技能，除具備網

路操作的知識與技能外，加入網路

倫理、法律等觀念，做出合乎情理

法的溝通互動，而有合適的價值判

斷。 

網路技能 

資訊評估 

網路安全 

網路法律 

網路倫理 

陳春秀 

（2012） 

個人除有網路使用與資訊評估能力

外，仍須合乎法律、倫理的觀念與

態度，不只能互動溝通還能以此解

決問題。 

網路使用 

資訊評估 

網路倫理 

網路法律 

 

    從表 2-2-1 可知，網路素養的定義從 1994 年開始由 McClure 提出，

並著重在網路操作使用上的知識與技能，一直到 1996 年由劉駿州率先提

出網路態度的看法，並表示網路社群成員應遵守如何與人互動及倫理規

範的重要性，接著在 2000 年後網路素養的定義便普遍的包含網路倫理一

詞，並逐漸的細分網路素養，直到現今仍普遍的將網路素養定義涵蓋網

路知識使用、資訊評估技能、網路法律安全、網路道德倫理等面向。 

    從上述可知網路素養的內涵分為網路知識的使用、資訊評估的技能、

網路安全的知能、網路法律的知能與網路倫理的態度等面向，其中網路

科技的發展，使得學習如何使用網路等知識與操作技巧，成為多數人必

備之技能。因應網路犯罪逐年提高，學生對於網路上的資訊應有判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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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且在使用網路的安全與對網路法律的了解更顯重要（許怡安，2001；

Goldfarb，1999；Teicher，1999）。而網路倫理為個體對為人處事、待人接

物上的價值規範，且隨著社會的變遷而反映現況的能力並將其應用在網

路上（陳佩佩，2011；Emmans，2000；Hauptman, Motin，1994）。 

    因此，在本研究中參考陳春秀（2012）與 McClure（1994）的定義將

網路素養之意涵為個體能夠使用網路且能進行資訊評估之外，還能與他

人互動溝通、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且更需具備合乎網路使用的安全、對

於網路法律規範之了解與面對網路時的道德倫理之態度，最後則能以此

來適應社會與環境。且在本研究中將網路知識使用與資訊評估技能納入

網路使用行為中進行探討，故將網路素養層面分為網路安全的知能、網

路法律的知能與網路倫理的態度等三個層面進行探究，以此來了解國中

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上可能面對的各種情形。 

 

貳、網路素養的相關研究 

一、網路素養的研究對象 

    於臺灣的博碩士論文知識系統鍵入「網路素養」搜尋關鍵字可得 103

筆資料，而其中針對學生的網路素養能力進行研究共有 54 篇，其中以國

小學生為研究的對象有 27 篇、國中學生是研究對象有 14 篇、高中職學

生有 8篇、大專以上則有 5篇；針對教師的網路素養能力研究則有 14篇，

其中 8 篇皆針對國小教師作研究對象來進行（如表 2-2-2）。從數量上來

看，以國高中生或大專院校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相對較少，且研究範

圍多囿限於地區性，且多數研究為問卷調查、少部分為課程設計的進行

或是實驗研究。 

    在整理相關研究時發現，整體 54 篇研究中只有一篇談及身心障礙學

生在網路使用與網路素養的調查與研究，且研究對象為高職綜合職能科

心智障礙學生為主。而針對其他階段之身心障礙學生更是不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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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因此研究者將針對國中階段之身心障礙的學生作為研究的對象，

調查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與素養情形。 

 

表 2-2-2 

網路素養之國內相關研究對象整理 

研究對象 普通教育學生 特殊教育學生 

國小學生 27 0 

國中學生 14 0 

高中職學生 7 1 

大專院校學生 5 0 

 

表 2-2-3 

網路素養之國內相關研究整理 

研究對象 2010 年以前研究篇幅 2011 年以後研究篇幅 

國小學生 17 10 

國中學生 9 5 

高中職學生 8 0 

大專院校學生 3 2 

教師或行政人員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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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 2-2-3 可發現，2011 年後關於網路素養的相關研究趨勢越趨下滑，

而這可推測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漸趨成熟，我國資訊教育課程也越發圓

融，因此相對於網路科技剛開始出現的年代，所面臨的恐懼與慌亂已漸

趨消失。身為網路原生世代的青少年從小接觸網路科技，隨著整體網路

素養的普及，學校課程也有教授相關知識，因此，對於網路素養的相關

研究則日漸式微，但從表 2-2-2 中也能得知，網路素養對於身心障礙學生

的研究則相對少數，更甚是與青少年的相關研究篇幅有著相當的落差，

然而身心障礙學生在網路素養的表現上是否和青少年相同呢？這便為此

研究所要探究的問題，將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在網路素養的現況進行探

討。 

 

二、網路素養的研究結果 

    從上表來看，會發現不論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生、國中學生、高中職

學生或是大專院校學生，多數研究的調查範圍多以區域性為主，包含北

區、中區、南區、東區等台灣各縣市，其調查結果顯現網路素養能力普

遍有中上的程度，但在背景變項不一樣中各個網路素養層面有所差異。

以下就相關研究結果進行統整，瞭解整體網路素養能力為何，並探討變

項之間與網路素養造成的差異。 

    國小學生網路素養能力具有中上的程度（吳怡貞，2006；許平福，

2005；許玉霞，2005；許怡安，2001；陳春秀，2012；陳炳男，2002），

惟在不同研究地區中網路素養內涵表現上有些微差異。以台南市國小學

生為研究對象有劉文尚（2004）與許平福（2005），其中劉文尚（2004）

研究發現國小學生在「網路法律能力」明顯低於「網路使用能力」、「資

訊評估能力」與「網路禮儀能力」。而許平福（2005）研究則表示國小學

生對於「法律層次」的認知與觀念較為不足，且對於行為背後所觸犯之

法律較為薄弱。在北部地區有許怡安（2001）的研究顯示國小學生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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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使用能力」及「資訊評估能力」上優於「網路法律能力」、「網路安全

能力」及「網路禮儀能力」。 

    國中學生在網路素養情形普遍呈現中等程度（黃俊捷，2013；程惠

玉，2010；陳佩佩，2011；陳榮財，2006；謝佩純，2005），惟在不同調

查研究中網路素養內涵有所差異。以台南市國中生為研究對象之陳佩佩

（2011）中發現，整體台南市國中生網路素養能力呈現中上程度，而其

中則是網路安全能力得分較佳、資訊評估能力最弱。而謝佩純（2005）

則表示台南市國中生其網路交友安全與網路著作權能力最為低落匱乏。

然則陳榮財（2006）以苗栗縣國中生為研究對象顯示其網路技能與網路

安全及倫理表現呈正相關。 

    從以上研究結果可得知不同研究對象在網路素養能力上的結果呈現

不同的差異，因此網路素養對青少年的影響仍有持續關注的需求。 

 

三、網路素養的背景變項影響 

    而從不同研究對象與其研究結果來看，可得知影響網路素養之變項

相當繁多，因此研究者將部分研究以學生為受試者，對網路素養背景變

項權衡，發現最常使用之個人背景可以分別為性別、年級、家中有無電

腦或是電腦上網與否等。而部分研究將上網年齡納入討論、並多數將平

均上網天數或平均上網時數等做為變項之一，研究者將兩者合併稱為上

網頻率。故此以下就性別、年級、家中有無電腦或上網、上網頻率、上

網地點及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的態度等變項作為討論及比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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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網路素養背景變項整理 

研

究

對

象 

研究者 

（年代） 

性

別 

年

級 

不同

居住

地區 

家中有

無電腦

或上網 

上

網

年

齡 

上

網 

頻

率 

上

網 

地

點 

家長

教育

程度 

家長對

學生網

路使用

的態度 

 

 

國

小

學

生 

許怡安 

（2001） 

         

許玉霞 

（2005） 

         

吳怡貞 

（2006） 

         

陳春秀 

（2012） 

         

 

 

 

國

中

學

生 

洪毓蓮 

（2002） 

         

陳榮財 

（2006） 

         

程惠玉 

（2010） 

         

陳佩佩 

（2011） 

         

黃俊捷 

(2013)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7fxh5/search?q=auc=%22%E9%BB%83%E4%BF%8A%E6%8D%B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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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別 

    性別為與生俱來之天生條件，但在許多方面性別的確會產生不同的

影響，因此性別常作為各項研究中探討因素，就各研究探討性別變項與

網路素養可得知：許怡安（2001）研究中性別不會影響網路素養能力的

差異，但在網路使用上卻有著男性的網路使用能力優於女性的情形。洪

毓蓮（2002）研究中女性在網路禮儀與網路法律認知上優於男性。許玉

霞（2005）研究中表示不同性別的偏遠地區學生在網路安全上有所差異，

且女生的網路安全素養優於男生。陳榮財（2006）研究中國中女生在網

路素養整體表現優於男生，但在使用網路上男生高於女生。陳佩佩（2011）

研究中女生在網路素養總平均高於男生。陳春秀（2012）研究中女生在

網路素養整體平均高於男生。黃俊捷(2013)研究中在網路安全與網路智慧

財產權方面，男生表現優於女生。 

    從結果來看，性別是否影響網路素養的能力相當分歧，有的研究表

示性別與網路素養並無差異、有的則表示性別和網路素養有明顯差異，

有男生表現佳於女生也有女生表現高於男生的結果出現，由此可知，性

別的影響仍是值得研究者再行探究的因素。 

 

2.年級 

    年級與網路素養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從研究結果來看：許玉霞（2005）

不同年級中國小偏遠地區學生於網路素養有所差異，顯示六年級的網路

技能明顯高於五年級。陳佩佩（2011）研究中不同年級對網路素養無差

異。陳春秀（2012）研究中不同年級對網路素養能力未達顯著。黃俊捷

(2013)研究國中生的年級不同對於網路智慧財產權有明顯差別，九年即優

於七、八年級。而洪毓蓮（2002）與陳榮財（2006）研究中年級對於網

路素養沒有差異。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7fxh5/search?q=auc=%22%E9%BB%83%E4%BF%8A%E6%8D%B7%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7fxh5/search?q=auc=%22%E9%BB%83%E4%BF%8A%E6%8D%B7%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7fxh5/search?q=auc=%22%E9%BB%83%E4%BF%8A%E6%8D%B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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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中有無電腦或上網 

    2010 年以前研究變項為家中有無電腦，而到了 2010 年以後研究變項

則為家中是否能上網，從此變化可推測隨著科技的普及與發展，電腦幾

乎為家家戶戶必備之器物，而隨著網路劃時代的來臨，網際網路無孔不

入生活當中，不再只是以電腦為載體、如今已是行動上網的時候，隨時

隨地皆可以連接到網路，進入不同世界探索。也因此文獻研究中顯示家

中擁有電腦設備或是網路設施對於學生之網路素養是有所影響的（吳怡

貞，2006；許平福，2005；許玉霞，2005；許怡安，2001；黃俊捷，2013；

程惠玉，2010；陳佩佩，2011；陳春秀，2012；陳榮財，2006）。但基於

網路科技的變革，在多數人皆可上網的狀態下，本研究將不予以討論此

變項對於網路素養之影響。 

 

4.上網頻率 

    從各項研究中可得知上網頻率，不論是在平均的上網天數或是上網

時數上皆會對網路素養情形有所影響。在許怡安（2001）研究中上網頻

率會影響網路素養在不同面向的表現。洪毓蓮（2002）研究中表示上網

頻率對網路禮儀有所影響。陳榮財（2006）研究認為上網頻率對網路素

養能力有顯著差異。陳佩佩（2011）研究顯示上網頻率對網路素養能力

有差異存在。陳春秀（2012）研究表示上網頻率對網路素養呈顯著差異。

在黃俊捷（2013）的研究中認為上網頻率對網路知識層面有顯著差異。

因此，可得知上網頻率對於青少年在網路素養上是有所影響的，而在本

研究中，欲探討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的學生也會有如此表現嗎？故將上

網頻率對於網路素養的情形是否有所影響，納入本研究為其一變項。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7fxh5/search?q=auc=%22%E9%BB%83%E4%BF%8A%E6%8D%B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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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網地點 

    在背景變項為上網地點時，則大多數研究表示上網地點對於網路素

養情形並沒有顯著差異（吳怡貞，2006；許怡安，2001；洪毓蓮，2002；

程惠玉，2010；陳榮財，2006）。但陳春秀（2012）的研究表示上網地點

對網路素養整體無差異但在部分層面上略顯差異，在陳佩佩（2011）研

究中則表示上網地點對網路素養能力有差異存在，而黃俊捷（2013）研

究認為上網地點對網路知識有顯著差異，在家上網的學生網路知識較高。

而推測可能出現之原因為上網地點的變項中多數以在家上網之學生網路

素養程度高於在網咖上網者。雖上網地點對於網路素養之影響顯示差異

分歧，但因上網的方式隨著科技進展以不再局限於特定地區，因此本研

究將不予以討論此變項對於國中資源班學生之影響。 

 

6.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的態度 

    在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的態度變項中，研究結果皆顯示家長態度對

於網路素養情形有著明顯的相關（許怡安，2001；洪毓蓮，2002；陳佩

佩，2011；陳春秀，2012）。從許怡安（2001）研究中可得知家長對學生

網路使用的態度對網路素養整體表現有顯著差異，洪毓蓮（2002）的研

究也表示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時的態度對網路素養呈相關表現，在陳佩

佩（2011）研究中家長態度對於網路素養表現呈現顯著差異，且在陳春

秀（2012）研究認為家長態度對網路素養呈顯著差異。從上述可知家長

對學生網路使用時態度對於青少年在網路素養情形上有顯著差異，故將

此變項納入考量，期望能了解國中資源班學生在家長對學生使用網路態

度上的變因，使否會影響學生在網路素養能力的狀況。 

    因此，在網路素養的相關研究中可得知背景變項的不同對於網路素

養能力是否有差別的存在。如：性別與網路素養之間的差異顯現出分歧

情形，部分研究認為性別對於網路素養呈現差異存在、部分研究則表示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7fxh5/search?q=auc=%22%E9%BB%83%E4%BF%8A%E6%8D%B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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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網路素養間沒有差異存在，且在研究結果中有男生於網路素養表

現優於女生、也有女生在網路素養表現高於男生的情形。年級對於網路

素養的影響呈現不同結果，部分研究認為年級對網路素養表現出顯著差

異，而部分研究則表示年級與網路素養之間沒有差異情形的存在。家中

電腦的有無、家中電腦上網可否對於網路素養的表現在多數研究結果中

皆表示對於網路素養能力有所影響；而在上網的頻率包含平均上網天數、

平均上網時數等在研究結果中皆顯示出對於網路素養能力是有所差異、

上網地點多數研究對於網路素養能力沒有影響，但在部分研究中表示對

於網路素養的不同面向表現呈現出差異情形；在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時

的態度對於網路素養能力多數研究皆呈現顯著差異。 

    故此，本研究將性別、年級、上網頻率、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時的

態度納入研究變項中進行探討，以了解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不同

背景變項中對於網路素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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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身心障礙學生網路使用情形及網路素養能力的

探討 

 

    從上節探討可知全球化的網路浪潮不只對成年人有極大的影響，在

行動原生族的青少年身上更是造成眾多的影響。其中青少年在網路使用

上有著許多的研究，並對於使用網路可能導致的網路成癮、憂鬱症等情

況多所著墨，且青少年在網路素養中則有著不同層面的表現，而本節將

從身心障礙學生的角度探究身心障礙學生在使用網路上及網路素養是否

和青少年有著相同的情形與挑戰。 

 

壹、網路科技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影響 

    隨著科技的發展，不僅衝擊著普通教育也對於特殊教育的整體發展

產生巨大震動，電腦科技的出現也隨之應用在特殊教育的各個面向。 

    Bertini 與 Kimani（2003）切確的告知世人，使用行動網路裝置對有

特殊需求的使用者來說是一個很大機會，能夠彌補自身的不足，運用行

動網路裝置與世界接軌。在課程方面，特殊教育教師把資訊科技等融入

課程教學中，使身心障礙學生能夠對於學習產生良好的效用，並提升身

心障礙學生參與學習的態度與願意學習的動機，且產生正向的鼓勵作用

（孔繁賢，2016；李杰任，2012；張惠媚，2013；彭慧慈，2011）。 

    在楊昇翰（2016）特殊教育教師於網路應用在特殊需求學生身上能

提升學生學習的專注力與學習意願，工具的便捷性更大大造福身心障礙

學生學習的質量，不但能使其身歷其境的體驗，更能模擬許多情境讓學

生有實際練習的機會。在課程方面，特殊教育教師把資訊科技等融入課

程教學中，使身心障礙學生能夠對於學習產生良好的效用，並提升身心

障礙學生參與學習的態度與願意學習的動機，且產生正向的鼓勵作用（孔

繁賢，2016；李杰任，2012；張惠媚，2013；彭慧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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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洪綾瑤（2017）研究中透過輔助科技的方案對於臨界智能障礙

國小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有著類化效果；而蔡明珠（2012）研究中輔

助科技的應用對於提升閱讀書寫障礙的學生其閱理解讀測驗與寫作總字

彙有明顯效果，且對於學習動機的提高也有成效。Chiang 與 Jacobs（2010）

運用電腦教學系統對於身心障礙學生提升閱讀理解能力、加快閱讀速度

與增進文字發音有著良好的成效，更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在自我認知的強

化。不僅如此，輔助科技的運用隨著科技的發達更是日益蓬勃，不論在

增進身心障礙學生在學習、生活、溝通、心理等不同面向之能力，眾多

研究皆對應用輔助科技等相關技術來提升身心障礙學生弱勢之能力有著

一定的成效（李宏俊，2007；李淑惠，2009；姜雅玲，2011）。 

    除此之外，特殊教育教師在運用電腦化科技時則面臨著不同的挑戰

與困境，不論在對於資訊科技的使用技能上或是在教學設備的缺乏，隨

著環境的改變，教師也不斷的學習新知以達到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教學

成效（洪敏書，2014；楊惠琁，2013；翁采鳳，2017）。 

    從上述可發現，資訊科技在特殊教育上的運用多著墨在教師如何因

應，而相對較少談論身心障礙學生在資訊科技上的情形。但在 Nanda 與

Ramesh（2012）研究中表示有 87%的身心障礙參與者在資訊科技上不論

是網際網路的使用、軟體程式的應用都優於其教師。而在國內的研究中，

多數皆以教師為主要研究對象，推測可能原因在於身心障礙學生在資訊

科技運用上，多數以相關科技與技術做為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輔助用具

或生活輔具，功能及目的多在增加身心障礙學生不足的地方，因此相關

研究則多著重在探究學習及生活中身心障礙學生的成效如何，而較少探

討身心障礙學生在資訊科技運用上除了以上目的以外之情形。 

    故此於前二節討論中，可看出青少年在網路使用的情形不論在使用

的目的、使用的態度、整體網路素養與網路安全上，有眾多學者研究相

關議題，但在身心障礙學生網路使用情形則著墨較少，從上節可知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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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鍵入「網路素養」搜尋關鍵字可得 103 筆資

料，而針對普通教育學生所作之研究則有 54 篇，而其中唯有 1 個研究是

針對特殊教育學生所進行—蘇雅雯（2009）研究對象為中部地區高職綜

合職能科學生在網路使用與網路素養的現況。 

    同樣於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輸入「網路使用與身心障礙」

搜尋關鍵字可得 3 筆資料，其中 2 筆為身心障礙成人在電腦使用與網路

使用行為的探討（王淑蘭，2010；戴珮如，2009），唯有 1 個研究是針對

國中階段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動機與行為之探討（詹弦璋，

2009）。而對於不同障礙類別的學生在網路使用上的相關研究則有蔡惠如

（2004）針對視覺障礙學生及林秀珍（2004）的聽覺障礙學生研究。 

    但不可否認的是科技與網路的進展速度，更是全面的深入每個身心

障礙學生的生活當中，因此，研究者就僅有之身心障礙學生在網路使用

情形的研究稍作討論。 

 

貳、身心障礙學生網路使用與網路素養的探討 

    Raghavendra、Newman、Grace 與 Wood（2013）針對腦性麻痺的青

少年設計社群網站互動的社交課程，從中發現社群網站的介入能增加身

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的程度，更能提高人際溝通的品質且不受到空間環境

的影響。 

    在不同年齡或障礙類別之身心障礙學生網路使用行為之調查方面，

戴珮如（2009）的研究中，身心障礙成人網路使用行為以教育程度越高

及家中擁有電腦設備者，使用網路的機率會提高。王淑蘭（2010）研究

也指出，年齡越低、教育程度越高及家中能上網且不需他人協助下使用

電腦無困難者，在網路使用行為機率會增加。 

    在蔡惠如（2004）在視覺障礙學生的網路使用現況調查結果顯示，

超過一半的參與者每天上網且以上網時間 30 分鐘以內者最多，上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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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以尋找課業資料為主、其次才是娛樂休閒。然而視覺障礙學生在網

路使用上面對的困難重重，如電腦網路硬體設備不足、網頁文字或圖片

太小、出現亂碼、看不懂網頁之英文、找不到搜尋資料或是實際操作時

間不足等情形。而在林秀貞（2004）對於聽覺障礙學生在網路使用現象

表示，上網時數每週若為 11 至 27 小時，其目的為休閒娛樂、線上遊戲

為主，而聽覺障礙學生受限於聽力限制，在網路使用上面臨著無法完全

了解網頁內容的困難，容易造成資訊評估的錯誤而有較高的網路危機。

兩種不同障礙學生的需求與困境並不相同。 

    針對不同教育階段與安置類型身心障礙學生的網路使用與網路素養

之比較，林千惠與胡雅各（2007）研究中指出，高職輕度智能障礙學生

普遍具有網路使用經驗，不論平日或假日每日上網時間至少達一小時以

上，其使用目的以玩線上遊戲作為娛樂及線上聊天的人際互動為主，值

得注意的是高職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其網路交友的行為相較其他網路使用

行為有明顯偏高的情形，對於網路使用應具備的素養應更加留意。 

    詹弦璋（2009）研究中表示，臺中縣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上最常

從事的是玩線上遊戲，其次為下載歌曲、影片與動畫，而上網目的則多

為下載遊戲、影片與音樂等。而不同性別在網路使用行為上尤以網路交

友見面、不當文字使用有所差異。 

    蘇雅雯（2009）研究中指出，高職綜合職能科學生有 58％的學生網

路使用年資達 3 年以上、有 82％的學生上網時數每週在 10 小時以內、最

常使用網路進行網路遊戲及即時通訊的功能，並且提到高職綜合職能科

學生在網路使用知識與技能可達中上程度但在網路素養能力上卻只有中

下程度。 

    從上述研究中可發現對於身心障礙成人而言，使用網路須考量其自

身狀況，以不需要他人協助為前提，並且自身障礙對於使用網路行為不

能造成困擾，才能增加其使用頻率（王淑蘭，2010；戴珮如，2009）。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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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千惠與胡雅各（2007）則表示目前身心障礙學生使用網路的行為和

一般青少年相較並沒有太大差別，使用網路的技能則為中等能力，但在

使用目的上則較少利用網路進行資料收集、學習新知等，這可能受限於

身心障礙學生的心智功能較為低落，且大多數的身心障礙學生於學業學

習上較為困難、且學習動機較不明顯所導致。從以上的研究可看出身心

障礙者於障礙類別與障礙程度有所差異，所導致研究結果有此不同，但

就整體來看，身心障礙學生在網路使用上對於社交休閒娛樂則有明顯的

需求，並有逐年增加的情形。因此，對於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之障礙類

別作為背景變項，探討不同障礙類別的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與素養的

情形。 

    在使用網路衍生問題上可看出高職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容易發生隨便

亂罵人、影響生活作息及課業、與家長產生衝突及瀏覽色情網頁等行為

（林千惠、胡雅各，2007）。且在資源班學生使用網路上應加強網路禮儀

與倫理規範（詹弦璋，2009）。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受限於障礙特質的緣故，

較為缺乏相關的網路素養知能，應提供相對應的學習課程（林秀珍，2004；

蔡惠如，2004）。故此，身心障礙學生在使用網路上，對於網路安全的認

識與了解不足以應付目前網路形形色色的陷阱與危機，應加強身心障礙

學生在網路法律的認知、並對於網路倫理態度有所知悉。 

    但就研究中可得知，身心障礙學生在科技化網路的時代中隨著學校、

家中電腦網路的普及，更可習得如何使用網路、並且對於網路使用的知

識與技能日益增進，但在網路素養方面卻無法跟上而導致可能產生後續

的問題，而這樣的狀況更是令人擔憂。 

    在身心障礙學生使用網路上可能面臨比青少年使用網路所遭遇的危

機更為繁複，網路的世界形形色色、充滿各式話術與不當廣告，而身心

障礙學生尤其在判斷資訊的正確性有著較難跨越的溝渠，因此在危機四

伏的網路世界中，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來說更應該要謹慎小心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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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目的，採問卷調查法，討論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網路

使用行為的情形以及網路素養能力的現況。 

    本章將依研究的架構、參與研究的對象、研究之工具、研究的程序、

資料處理及研究倫理和限制依序闡述。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文獻資料將探討資源班國中學生在網路使用及網路素養的情形，

建構研究的架構圖：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 

學生背景變項 

性別、年級 

障礙類別 

每週上網天數 

每次上網時數 

家長教養方式 

家長對網路使用的態度 

網路使用行為 

  1.網路休閒與娛樂 

2.網路社交互動 

3.使用網路資訊 

網路素養能力 

1.網路安全的知能 

2.網路法律的知能 

3.網路倫理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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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研究將以北區五個縣市(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

市)中安置於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之學生進行研究，針對身障資源班學生

之網路使用與網路素養的情形；及背景不同變項之學生網路使用行為與

網路素養現況來進行分析。 

    以分層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預試人選 40 人與正式施測人選身心障

礙資源班學生 300 人進行研究調查。 

 

表 3-2-1 

抽樣方式 

縣市 安置身心障礙

資源班人數 

比例％ 抽樣人數-

正式問卷 

抽樣人數-

預試問卷 

台北市 1414 16.4 49 6 

新北市 2896 33.5 100 13 

基隆市 243 2.8 10 2 

桃園市 2855 33.1 99 13 

新竹縣市 1226 14.2 42 6 

總人數 8634 100 300 40 

資料來源：特教通報網（2017/10/20） 

 

    本研究對象因侷限於安置北區五個縣市的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的學

生，故較無法推論至安置於全國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國中學生在網路使用

行為及網路素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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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問卷基本資料之分析 

    以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區與新竹區之國中資源班學生為

施測對象，共發出 327 份問卷，回收問卷 290 份，問卷回收率 88.6%，

扣除其中無效填答問卷 12 份，所得有效問卷 278 份，至此問卷有效率達

95.8%。學生基本資料變項包含：性別、年級、障礙類別、平均每週上網

天數、平均每次上網時數、家長教養方式與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的態度

等七項。各項資料分配情狀如表 4-1-1，以下分述。 

一、性別 

    男生 191人，佔 68.7%；女生 87人，佔 31.3%。本研究樣本中男生

所佔人數比女生多出一倍。 

 

二、年級 

    七年級學生 77人，佔 27.7%；八年級學生 92人，佔 33.1%；九年級

學生 109人，佔 39.2%。本研究樣本中以九年級學生為多數，七年級學

生人數較少。 

 

三、障礙類別 

    本研究將障礙類別分為：認知與學習障礙（智能障礙、學習障礙、

中低功能自閉症）、情緒行為相關障礙（情緒行為障礙、高功能自閉症）、

感官肢體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身體病弱、

腦性麻痺、其他障礙）等三種類別。 

    調查結果表示：認知與學習障礙類別之學生人數為 215人，佔 77.3%；

情緒行為相關障礙類別之學生人數為 42人，佔 15.1%；感官肢體障礙類

別之學生人數為 21人，佔 7.6%。本研究樣本中以認知與學習障礙類別

之學生為多數，感官肢體障礙類別之學生較為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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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均每週上網天數 

    平均每週上網天數分為：0-1天、2-3天、4-6天、7天等四種。 

    從調查結果可知：平均每週上網 0-1天為 50人，佔 18.0%；平均每

週上網 2-3天為 43人，佔 15.5%；平均每週上網 4-6天為 33人，佔 11.9%；

平均每週上網 7天以上為 152人，佔 54.7%。本研究樣本中以平均每週

上網天數 7天之學生人數較多，佔了半數以上，每週上網天數 4-6天之

人數為少數。 

 

五、平均每次上網時數 

    每次平均上網時數分為：1小時以下、1小時到 2小時之間、2小時

到 3小時之間、3小時以上等四種。 

    結果指出：上網時數 1小時以下為 155人，佔 55.8%；上網時數 1

小時到 2小時為 39人，佔 14.0%；上網時數 2小時到 3小時為 14人，

佔 5.0%；上網時數 3小時以上為 70人，佔 25.2%。本研究樣本中平均每

次上網時數 1小時以下的學生佔了半數以上，每次上網 2小時到 3小時

的學生為少數。 

 

六、家長教養方式 

    家長的教養方式分為：權威限制、開放民主、放任式三種方式。 

    從調查結果中可看出權威限制的家長教養方式人數為 55人，佔

19.8%；開放民主的家長教養方式人數為 195人，佔 70.1%；放任式的家

長教養方式人數為 28人，佔 10.1%。本研究樣本中家長的教養方式為開

放民主的學生佔最多數。 

 

七、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的態度 

    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的態度分：限制及禁止型態度、陪伴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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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型態度等三種。 

    調查結果表示：限制及禁止型態度有 127人，佔 45.7%；陪伴型態

度有 13人，佔 4.7%；自由型態度有 138人，佔 49.6%。因此本研究樣本

中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的態度以自由型態度為多數，限制及禁止型的家

長也有四成五以上。 

表 3-2 2 

北區國中資源班學生基本資料分析表（N=278） 

變項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191 68.7 

女生 87 31.3 

年級 

七年級 77 27.7 

八年級 92 33.1 

九年級 109 39.2 

障礙類別 

認知與學習障礙 215 77.3 

情緒行為相關障礙 42 15.1 

感官肢體障礙 21 7.6 

平均每週上網天數 

0-1 天 50 18.0 

2-3 天 43 15.5 

4-6 天 33 11.9 

7 天 152 54.7 

平均每次上網時數 

1 小時以下 155 55.8 

1 小時到 2 小時之間 39 14.0 

2 小時到 3 小時之間 14 5.0 

3 小時以上 70 25.2 

家長教養方式 

權威限制 55 19.8 

開放民主 195 70.1 

放任式 28 10.1 

家長對學生網路使

用的態度 

限制及禁止型態度 127 45.7 

陪伴型態度 13 4.7 

自由型態度 138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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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探討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行為以

及網路素養的情形與背景變項不同之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的差異情況。 

    研究工具採紙本問卷形式，為使研究問卷臻於完善由研究者參考不

同文獻資料進行自編「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行為與素養調

查問卷」，採 Likert 五點量表形式，請受測者依據實際情形進行填答。 

    計分方式則為第二部分—網路使用現況中，總是如此做為 5 分、經

常如此做為 4 分、偶爾做為 3 分、很少做為 2 分、從來沒有做為 1 分，

加總分數後為網路使用現況得分。第三部分—網路素養中，正向題得分

為非常同意得 5 分、同意為 4 分、不確定為 3 分、不同意為 2 分、非常

不同意為 1 分；反向題則為非常同意得 1 分、同意為 2 分、不確定為 3

分、不同意為 4 分、非常不同意為 5 分，加總正向題得分與反向題得分

後則是網路素養能力的總分。 

    其中為因應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可能之智力、識字及閱讀理解困難，

問卷可由教師協助報讀或講解題意，力求排除問卷內容無效之可能性。 

    問卷設計參考以下學者余典綺（2012）、沈許真（2008）、黃俊捷（2012）、

劉忠信（2006）、陳佩佩（2011）與陳春秀（2012）等之研究。問卷中的

研究變項依據國中資源班學生的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素養情形的了解，

可分為國中資源班學生的背景變項、網路使用行為變項與網路素養變項

的分析，並就問卷預試的過程與修訂結果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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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背景變項 

一、性別：為「男性」及「女性」兩類。 

二、年級：為「七年級」、「八年級」及「九年級」三類。 

三、障礙類別：為「認知學習障礙(智能障礙/學習障礙/中低功能自

閉症)」、「情緒行為相關障礙(情緒行為障礙/高功能自閉症)」、「感官

肢體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身體病弱、腦性麻痺、

語言障礙、其他障礙)」三大類。 

四、每週上網天數：「0-1 天」、「2-3 天」、「4-6 天」、「7 天」 

五、每次上網時數：「30 分鐘以內」、「30 分鐘~1 小時以內」、「1 小

時~2 小時以內」、「2 小時~3 小時以內」、「3 小時~4 小時以內」、「4

小時~5 小時以內」、「5 小時以上」 

六、家長教養方式：為「開放民主」、「權威限制」及「自由放任」

方式。 

七、家長對網路使用的態度：「陪伴型態度：鼓勵上網，並從旁協助」、

「自由型態度：自由上網，不干涉也不限制」、「限制型態度：允許

上網，但會限定時間」及「禁止型態度：完全禁止上網」。 

 

貳、網路使用行為變項 

一、網路休閒與娛樂：使用網路進行線上遊戲(如玩電玩、手機遊戲)、

線上購物、瀏覽影音資訊(使用 youtube、觀看影片戲劇、聽音樂等)。 

二、網路社交互動：使用網路進行社群網站互動(社群網站貼文、回

覆等)、線上聊天交友。 

三、使用網路資訊：使用網路進行線上學習、查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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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網路素養變項 

一、網路安全的知能：個人在網路使用上能與他人適當的互動，具

備網路安全意識且能防範網路上可能遭遇之問題。如網路交友安全、

個人隱私防護、電腦網路資訊安全等。 

二、網路法律的知能：個人使用網路時需遵守法律的規範，維持公

平正義之網路世界。如尊重智慧財產權、不隨意謾罵侮辱、毀謗他

人名譽、了解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三、網路倫理的態度：個人於網路世界中能展現適切的禮儀，與人

進行理性的溝通，發表言論措辭得當的態度。 

 

肆、問卷預試過程與分析 

    一、預試問卷的實施 

    依據研究流程與區域，各個地區選取一間學校進行預試的實施

對象，分別為臺北市仁愛國中、新北市三重國中、桃園市大園國中、

基隆市南榮國中、新竹市竹光國中等五校共計 40 位學生。 

將蒐集資料進行信度分析後，預試問卷中有 8 題反向題，而在

這 8 道題目中，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普遍性作答有狀況，無法

正確理解題意，故導致信度過低，再經過與指導教授討論過後，則

修正反向題題意，更改為正向敘述文句，並再進行第二次預試。 

本研究於 107 年 9 月中旬進行第二次預試，回收 47 份問卷，扣

除不完整填答之無效問卷 2份後，共 45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95.7%。 

    二、預試統計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進一步使用 SPSS 23 版軟體進行項目分析，

輸入問卷作答資料後，量表總得分前 27％和後 27％的高低兩組分數，

在每題得分平均數差異檢定之 t 值即為決斷值（CR, Critical Ratio），

當決斷值大且達差異顯著水準，表示題目具有鑑別力，若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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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則該題目進行刪除，以鑑定題目的鑑別度。以決斷值大於 3

者作為選題依據，若未達則加以討論刪除。再加以透過每一個題目

與總分相關係數達 .3 以上，則予以保留。 

    從表 3-3-1 可知，在網路使用行為中，網路休閒與娛樂層面的

第 3 題「我常常使用網路來購物」與第 4 題「我常常使用網路進行

拍賣」決斷值為 2.968 及 2.543，可能原因在對於資源班學生而言，

網路購物與拍賣因需要較多金錢的投入而較難以表現此行為，然其

行為是探討網路休閒娛樂重要的面向之一，故經討論後仍予以保留。

在網路社交互動層面的第 10 題「我常常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

決斷值 2.550，可能原因為直播型態是較為新穎的社交互動方式，對

於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來說，可能較為陌生且有一定難度，但

此題項仍值得探討，故經討論過後仍決定予以保留。並且可看出在

網路使用行為上每一題的項目總計相關性皆有達到 .3 以上，故題目

皆予以保留。 

    從表 3-3-2 可知，在網路素養量表中，網路安全知能層面的第 1

題「我認為在網路上認識新朋友，不一定是可信任誠實的人」決斷

值為 2.842，可能為身心障礙學生多數常接受同學師長協助幫忙，對

於陌生的新朋友仍會以平常的心態來應和，因此透過討論認為網路

交友的認知對於網路安全知能仍值得加以探究，故予以保留。且在

網路素養中的每一題項目總計相關性皆有達到 .3 以上，所以題目皆

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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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網路使用行為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 p＜.05  ** p＜.01  *** p＜.001  保留 ◬討論 

  

層

面 
題目 

決斷值

（CR） 
保留 

項目總計 

相關性 
保留 

休

閒 

娛

樂 

1.我常常使用網路連線遊戲。 4.107**  .487  

2.我常常透過網路瀏覽多媒體資訊。 4.009**  .475  

3.我常常使用網路來購物。 2.968* ◬ .586  

4.我常常使用網路進行拍賣。 2.543* ◬ .528  

5.我常常在網路上瀏覽訊息。 4.811***  .597  

社

交 

互

動 

6.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發表文章、  

照片、影音。 
9.983***  .722  

7.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分享訊息。 10.328***  .750  

8.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和朋友同學  

聊天。 
11.869***  .692  

9.我常常透過社群網站結交朋友。 12.890***  .744  

10.我常常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   

享。 
2.550* ◬ .376  

資

訊 

使

用 

11.我常常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學習。 3.877**  .524  

12.我常常使用網路收發、轉寄電子   

郵件。 
4.472**  .696  

13.我常常透過搜尋引擎查找資料。 6.751***  .550  

14.我常常使用網路上傳、下載檔案   

及軟體。 
5.221***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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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網路素養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層 

面 
題目 決斷值 保留 

項目總計
相關性 

保留 

安 

全 

知 

能 

1.我認為在網路上認識新朋友，不一定
是可信任誠實的人。 

2.842** ◬ .359  

2.我不會告訴網友家中的電話住址及
家庭經濟狀況。 

4.822**  .645  

3.我不會使用生日、電話、身分證字號
作為上網帳號密碼。 

4.289***  .367  

4.我不會點選網路上的廣告，也不會好
奇廣告內容。 

4.670**  .427  

5.我不會和剛認識網友約出去見面。 4.033**  .578  
6.我會在公共場所使用完電腦後，登出
個人帳號密碼。 

3.117**  .495 
 

7.我會定期使用防毒軟體檢查電腦。 5.063***  .465  
8.我會直接刪除陌生人寄來的信件。 6.055***  .723  
9.我知道網路上的資訊不一定正確，不
能輕易相信。 

3.825**  .546 
 

10.我會設定英文及數字混合的密碼。 5.771***  .558  
11.我知道網路相簿就算有設定密碼也
可能會有人看到。 

3.159**  .421  

法 

律 

知 

能 

12.網路上的資源不一定可以分享使
用，也不能任意下載檔案(如：圖片、
影片、音樂等)。 

8.260***  .630  

13.我會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的
軟體。 

9.280***  .554  

14.我知道在網路上罵人、威脅或恐嚇
的話，是違法的行為。 

5.602***  .775  

15.我知道私自從別人帳號盜取網路遊
戲的寶物是違法行為。 

5.264***  .837  

16.我知道在引用網路上的資料時，應
說明來源或出處。 

5.870***  .435  

17.我知道將別人的個人資料(如：姓
名、電話、照片、就讀學校等)公開在
網路上是違法的行為。 

5.047***  .539  

* p＜.05  ** p＜.01  *** p＜.001  保留 ◬討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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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網路素養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續） 

層 

面 
題目 決斷值 保留 

項目總計
相關性 

保留 

倫 

理 

態 

度 

18.我會在網路上看到不雅文字、色情
暴力的圖片影像時，點選關閉網站。 

6.169***  .590  

19.我不會傳未經證實的消息給同學。 7.860***  .802  

20.我會在網路上發表言論時，注意禮
貌及文字使用，不惡意留言攻擊別人。 

5.573***  .722  

21.我會妥善保管自己的帳號密碼，不
隨意借用給別人。 

5.164***  .704  

22.我不會偷看別人的電腦檔案。 4.869**  .790  
23.我不會將網路上的資料直接複製貼
上當成作業交給老師。 

6.197***  .587 
 

24.我會在公開的討論區上，遵守網站
的規定。 

3.786**  .640 
 

25.我不會將聊天紀錄隨意給他人觀看
或是公開在網路上貼文。 

4.869**  .716 
 

* p＜.05  ** p＜.01  *** p＜.001  保留 ◬討論 

    三、信度分析 

    問卷經項目分析後，則需進一步確認其可靠性，即建立問卷信

度，當問卷信度越高，則問卷穩定性也會越高。本研究問卷採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與網

路素養之調查問卷」各層面與整體內部一致性，α 係數越大，則問

卷內容一致性越高。 

    在網路使用表中，總量表 α 係數為.901，顯示此部分內部一致

性高。在網路素養量表中，總量表 α 係數為.937，此問卷具備一定

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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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預試問卷之信度分析摘要表 

量表 面向 Cronbachα 係數 總量表 α 係數 

網路使用行為 

休閒娛樂 .720 

.901 社交互動 .860 

資訊使用 .748 

網路素養 

安全知能 .828 

.937 法律知能 .833 

倫理態度 .899 

 

伍、正式問卷 

    初稿問卷經專家內容審查及統計分析，形成預試問卷。預試結果經

項目分析與內部一致性信度考驗分析後，予以保留題目，編製成正式問

卷，網路使用行為共 14 題、網路素養題目共 25 題，總計 39 題。 

表 3-3-4 

正式問卷量表名稱、面向、題號與題數 

量表名稱 面向 題號 題數 

網路使用行為 

休閒娛樂 1-5 

14 社交互動 6-10 

資訊使用 11-14 

網路素養量表 

安全知能 1-11 

25 法律知能 12-17 

倫理知能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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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研究程序為決定研究方向與確定研究對象、蒐集文獻、文

獻資料整理、編訂研究工具、進行預試與問卷修訂、實施正式施測問卷

調查、資料處理分析、撰寫研究論文與發表等步驟，如下圖： 

 

 

 

 

 

 

 

 

 

 

 

 

 

 

 

 

 

 

 

 

圖 3-2 研究程序圖 

決定研究方向與確定研究對象 

編訂研究工具 

進行預試、問卷修訂 

實施正式施測問卷調查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文

獻

蒐

集

與

整

理 

撰寫研究論文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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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決定研究方向與確定研究對象 

    研究者於研究初期廣泛閱讀文獻資料，尋找主題並與指導教授溝通

討論，擬定主題與方向。並在確定研究方向後，選取研究對象並針對北

區五縣市安置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進行抽樣。 

 

貳、蒐集文獻與整理 

    在確定主題後，開始文獻蒐閱包含書籍、期刊、論文等，並利用網

路搜尋相關資訊，大量閱讀文獻資料且有系統的整理材料進行分析與歸

納，澄清與本研究相關理論、建構研究架構與研究細節。 

 

參、編訂研究工具 

    為探討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情形的了解與網路素養的現況，

經由資料蒐集分析後，編訂「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行為與

素養調查問卷」預試稿，請教專家、教授對於問卷的指導與建議，修訂

預試問卷後再進行預試。並根據預試結果調整問卷內容與題數編製正式

「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行為與素養調查問卷」問卷，如附

錄。 

    本問卷的建構由文獻探討及相關論文而來，力求編製過程的嚴謹審

慎，並建構專家內容效度經修正後發展而來，因此問卷內容是有相當程

度的內容效度。 

    專家意見表示，每個題項的說明必須符合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

閱讀程度，經由專家協助及討論後加以潤飾文句，並邀請四位身心障礙

資源班學生閱讀題項，進一步確認語意清楚能符合其閱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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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專家效度名單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A 李乙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B 杞昭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C 王文翠 基隆市立南榮國民中學資訊教師 

D 徐明德 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生活科技教師 

E 鍾士傑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特殊教育教師 

 

肆、進行預試、問卷修訂 

    預試乃針對北區五縣市安置身心障礙學生進行抽樣研究與實施調查。

請抽樣學校之國中特教組長協助發放問卷給研究對象，並於特定時間後

詢問問卷進度及資料回收。 

在發放問卷時，請教師協助說明指導語，在第一部分基本資料處上，

請協助學生填寫障礙類別、每週平均上網天數與每次平均上網時數，其

中每週平均上網天數為一週七天中學生使用網路之天數，而平均每次上

網時數則為每次上網所花費時間。在家長教養方式與家長對學生網路使

用的態度則請教師依據家庭狀況指導學生填寫。第二部分網路使用現況

與第三部分網路素養現況，請教師協助依據學生障礙狀況唸讀題目或說

明題項的意涵。 

回收問卷後進行內部一致性及項目分析，根據內部一致性、項目分

析及專家效度後，將問卷進行修訂，以利於後續正式施測的實施調查。 

 

伍、實施正式問卷施測調查 

    正式問卷之實施以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

學生為研究對象，依分層立意取樣方式進行。本研究共發出 327 份問卷，

回收問卷 290 份，問卷回收率 88.6%，扣除無效填答問卷 12 份，有效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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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278 份，問卷有效率達 95.8%，樣本分布如下表： 

表 3-4-2 

正式問卷樣本學校與問卷回收統計摘要表 

區域 學校 發出問卷 回收問卷 有效問卷 可用率% 

臺北市 

金華國中 20 15 14 93.3 

南港高中 20 17 15 88.2 

景興國中 20 20 20 100 

新北市 

文山國中 20 20 18 90.0 

林口國中 20 20 20 100 

金山高中 20 18 16 88.8 

瑞芳國中 15 15 15 100 

樟樹高中 30 27 25 92.5 

基隆市 銘傳國中 15 12 12 100 

桃園市 

同德國中 32 32 30 93.7 

南崁國中 20 20 19 95.0 

大溪國中 25 20 20 100 

大崗國中 25 20 20 100 

新竹市 
成德高中 35 30 30 100 

建功高中 10 4 4 100 

註：各區高中之研究對象皆為國中部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 

 

陸、資料處理 

    整理回收之問卷資料並進行登錄，統計軟體 SPSS 輸入，執行次數、

百分比、標準差及平均數統計、內部一致性、項目分析及變異數考驗。 

 

柒、撰寫研究論文與發表 

    經由資料處理分析後，開始撰寫研究結果，並與過去研究進行討論

回顧，再請指導教授修飾潤稿，定稿後進行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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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整理並輸入回收之問卷資料，再使用 SPSS 統計軟體分析，並選擇

適合的統計方法來驗證。 

 

壹、資料整理 

    將調查問卷回收後，研究者檢視不符合之問卷進行剔除後，對於有

效問卷編號進行資料登錄，並輸入統計軟體。 

 

貳、統計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對於「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素養調查

問卷」問卷中「個人基本資料」方面，採用次數或人數分配、百分

比來了解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之性別、年級、障礙類別、平均

每週上網天數、平均每次上網時數、家長教養方式與家長對學生網

路使用態度的分配情形。 

    問卷中「網路使用現況」及「網路素養情形」方面，使用平均

數、標準差及百分比來了解學生在網路使用現況與素養情形的得分

及各層面的分數情形，以知悉描述資料的集中情形。 

二、變異數考驗 

    為了解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不同網路使用行為變項上的差異

情形採用變異數考驗。 

1.獨立樣本 t 檢定：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以比較國中身心

障礙資源班學生之性別在網路使用現況、網路素養情形的總得分及

各層面得分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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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考驗國中身心障

礙資源班學生之背景變項(年級、障礙類別、平均每週上網天數、平

均每次上網時數、家長教養方式、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態度)在網路

使用現況、網路素養各層面得分的差異情形。若變異數分析達顯著

差異時，則進一步結合薛費法(Scheffe’s method)進行事後多重比較，

以清楚各個變項之間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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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倫理與限制 

 

    為知曉國中教育階段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在使用網路的現況情形以

及網路素養現況進行調查，擬以北區國中階段的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為

研究對象，因此針對研究對象的部分，無法論及至其他地區國中教育階

段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之網路使用情形。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因安置於國中教育階段的身障資源

班學生心智功能上略有缺損，可能導致學生在填寫問卷時產生閱讀或認

知上的差異，且網路使用行為是發生在居家的環境中較為隱密，可能導

致學生在填寫問卷時有所保留，而致在研究上產生受限。 

    除此之外，問卷調查法為量化研究，透過所得的資料進行分析討論，

較無法了解國中身障資源班的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及網路素養上真實的

想法。 

    而基於身心障礙學生個人隱私權的保護，本問卷會於學生本人同意

填寫的情形下使用，尊重學生自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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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依據第三章之研究方法，整理正式問卷所得資料後，進行分析，就

以下第一節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現況進行分析；第二節身

心障礙資源班國中學生網路素養現況的分析；第三節背景變項不同之北

區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於網路使用現況的差異分析；第四節背景變

項不同之北區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於網路素養情形的差異分析進行

說明。 

 

第一節  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現況分

析 

    在本研究中網路使用現況分為網路休閒與娛樂、網路社交互動與使

用網路資訊等三大面向。 

 

一、網路休閒與娛樂 

    在網路休閒與娛樂中，內容包含使用網路連線遊戲、透過網路瀏覽

多媒體資訊（圖片、影音、動畫等）、使用網路來購物、使用網路進行拍

賣、在網路上瀏覽訊息（新聞、雜誌、文章、小說等）。 

    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休閒與娛樂上使用頻率最高的是透過網路瀏覽多

媒體資訊（M=3.96）與使用網路連線遊戲（M=3.62）高於平均值 3以上，

而使用頻率較低的則在使用網路進行拍賣（M=1.43）與購物（M=1.73）

低於平均值 3以下。 

    由此可知，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休閒與娛樂上，最常使用的

網路瀏覽多媒體資訊（圖片、影音、動畫等）及進行網路連線遊戲，較

少使用網路進行拍賣與使用網路來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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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休閒與娛樂之使用情形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我常常使用網路連線遊戲。 3.62 1.291 2 

我常常透過網路瀏覽多媒體資訊（圖片、影

音、動畫等）。 
3.96 1.206 1 

我常常使用網路來購物。 1.73 1.125 4 

我常常使用網路進行拍賣。 1.43 .969 5 

我常常在網路上瀏覽訊息（新聞、雜誌、文

章、小說等）。 
2.63 1.473 3 

二、網路社交互動 

    在網路社交互動中，其中包含在社群網站上發表文章、照片、影音；

在社群網站上分享訊息；在社群網站上和朋友同學聊天；透過社群網站

結交朋友；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 

    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社交互動上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在社群網

站上和朋友同學聊天（M=3.37）高於平均值 3以上，而使用頻率較低的

則是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M=1.63）低於平均值 3以下。 

    就上述可以發現在網路社交互動上，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除了運用

社群網站和朋友聊天之外，不論是透過社群網站發表文章、照片、影音、

結交朋友或在社群網站上分享訊息、進行直播分享等都是身心障礙資源

班學生甚少使用的功能。 

表 4-1-2 

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社交互動之使用情形 

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發表文章、照片、影

音。 
2.59 1.471 2 

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分享訊息。 2.52 1.476 4 

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和朋友同學聊天。 3.37 1.507 1 

我常常透過社群網站結交朋友。 2.53 1.498 3 

我常常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 1.63 1.26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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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網路資訊 

    在使用網路資訊上，內容包含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學習、利用網路收

發及轉寄電子郵件（e-mail）、透過搜尋引擎查找資料（功課作業學習、

獲得最新資訊等）、使用網路上傳或下載檔案及軟體。 

    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資訊上使用頻率最高的是透過搜尋

引擎查找資料（功課作業學習、獲得最新資訊）（M=3.32）高於平均值 3

以上，而使用頻率較低的則是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學習（M=1.90）以及透

過網路收發、轉寄電子郵件（M=1.86）低於平均值 3以下。 

    從以上敘述可得，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資訊上最常透過搜尋引擎

查找資料，包含功課作業的學習或是獲得最新資訊，但在使用網路上傳

或下載檔案軟體、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學習或是收發轉寄電子郵件都是國

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較少使用的網路行為。 

表 4-1-3 

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資訊之使用情形 

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我常常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學習。 1.90 1.168 3 

我常常使用網路收發、轉寄電子郵件。 1.86 1.304 4 

我常常透過搜尋引擎查找資料（功課作業學

習、獲得最新資訊等）。 
3.32 1.489 1 

我常常使用網路上傳、下載檔案及軟體。 2.93 1.499 2 

 

四、小結 

    從上述可知，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上較常透過網路

瀏覽多媒體資訊（圖片、影音、動畫等）以及使用網路連線遊戲作為休

閒娛樂的方式，在社交互動上則多使用社群網站和朋友同學聊天，且常

常透過搜尋引擎查找資料作為課業學習及獲取最新資訊的方式。本研究

結果與林千惠、胡雅各（2007）、詹弦璋（2009）、蘇雅雯（2009）、林偉

傑（2008）與王淑芳（2011）研究結果相同。而在網路休閒娛樂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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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資源班學生較少使用網路進行購物與拍賣，也不常透過社群網站

進行直播分享，對於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學習或是使用電子郵件也是較少

發生的行為。 

    由此可能發現，資源班的身心障礙學生喜愛觀賞影視、音樂、動畫

影片及玩線上的連線遊戲，都較屬於聲光效果較強烈的呈現方式，以此

獲得高度的視覺聽覺刺激。喜歡透過社群網站和同學朋友聊天，但比較

不常發表文章、照片、影片、分享訊息或是結交新朋友，可能為相較起

來和朋友同學聊天是資源班學生首選維持社交互動，較為便捷的方式。

因應課業需求，資源班的身心障礙學生常常使用搜尋引擎來找資料，但

收發電子郵件可能因信件寄送是身心障礙學生生活當中較難得的經驗，

也因此較少出現這類的行為。 

    因此，身心障礙學生使用網路的行為能夠促進與他人互動的頻率，

更是能從中獲得自我滿足、強化自我實現，維護人際關係的模式，這樣

的發現與 Raghavendra, Newman, Grace, & Wood（2013）看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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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素養現況分

析 

    在本研究中將網路素養現況分為網路安全知能、網路法律知能及網

路倫理態度等三大面向。 

 

一、網路安全知能 

    在網路安全知能上，共分為 11個題項，包含網路交友情形、網路資

訊的判斷、個人安全帳號密碼之設定與使用、個人資訊安全等。且本問

卷計分採李克特（Likert）氏五點量表，以 5分到 1分表示。從表 4-3-1

中可得知 11道題目得分皆高於平均值 3以上，其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

在網路安全知能中會直接刪除陌生人寄來的信件（M=4.20）、知道網路上

的資訊不一定正確，不能輕易相信（M=4.07）、會設定英文及數字混合的

密碼（M=4.04）以及不會和剛認識的網友約出去見面（M=4.00）等皆高

於平均值 4以上。 

    學生對於個人的資訊安全，包含家中電話住址、家庭經濟狀況，帳

號密碼之設定與使用方式，電腦防毒軟體的安全預防、不明廣告不隨便

點擊，以避免安全疑慮，且知曉網路結交的新朋友不一定可靠、可信任，

皆可看出資源班學生得分皆高於平均數 3以上。 

    從上述可知，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對於網路安全知能多同意題項所

述，可見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多數具備網路安全知能的網路素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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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之網路安全知能  

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我認為在網路上認識新朋友，不一定是可信任誠實

的人。 
3.76 1.235 9 

我不會告訴網友家中的電話住址及家庭經濟狀況。 3.99 1.303 5 

我不會使用生日、電話、身分證字號作為上網的帳

號密碼。 
3.57 1.384 11 

我不會點選網路上的廣告，也不會好奇廣告內容。 3.84 1.307 8 

我不會和剛認識的網友約出去見面。 4.00 1.382 4 

我會在公共場所使用完電腦後，登出個人帳號密

碼。 
3.95 1.336 6 

我會定期使用防毒軟體檢查電腦。 3.71 1.331 10 

我會直接刪除陌生人寄來的信件。 4.20 1.085 1 

我知道網路上的資訊不一定正確，不能輕易相信。 4.07 1.141 2 

我會設定英文及數字混合的密碼。 4.04 1.228 3 

我知道網路相簿就算有設定密碼也可能會有人看

到。 
3.86 1.222 7 

 

二、網路法律知能 

    在網路法律知能上，共有 6個題項，包含尊重智慧財產權、網路資

源的合法性、網路違法的相關行為等。從表 4-3-2中可知資源班學生對於

在網路上私自盜取他人遊戲帳號中的寶物；在網路上留言罵人、威脅或

恐嚇的話語；將別人的個人資訊公開在網路上等皆能清楚明瞭此行為是

違法的；能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軟體；不會任意下載資源檔案或

是分享使用；知道引用網路上的資料需要說明來源及出處等 6道題題項

皆高於平均值 4以上，其中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上

對於私自從別人帳號盜取網路遊戲的寶物是違法的行為（M=4.35）表示

高度的同意。 

    因此，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現況中，對於網路上應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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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規範，如盜取網路虛擬寶物、在網路上罵人、威脅或恐嚇甚至公

開他人基本資料等違法行為皆多表示肯定。更是能懂得尊重智慧財產權，

使用合法的軟體，也不會隨意下載圖片、影片、音樂或是公開分享，並

且知曉在引用網路資料時，應主動說明出處及來源，可以得知在資源班

中的身心障礙學生多具備網路法律的知能。 

表 4-2-2 

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之網路法律知能 

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網路上的資源不一定可以分享使用，也不能任意

下載檔案(如：圖片、影片、音樂等)。 
4.03 1.169 5 

我會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的軟體。 4.27 1.011 3 

我知道在網路上罵人、威脅或恐嚇的話，是違法

的行為。 
4.29 1.160 2 

我知道私自從別人帳號盜取網路遊戲的寶物是

違法行為。 
4.35 1.103 1 

我知道在引用網路上的資料時，應說明來源或出

處。 
4.02 1.111 6 

我知道將別人的個人資料(如：姓名、電話、照

片、就讀學校等)公開在網路上是違法的行為。 
4.10 1.214 4 

 

三、網路倫理態度 

在網路倫理態度上，有著 8個題項，包含散播不當訊息、惡意流言

攻擊他人、公開隱私聊天紀錄等。從表 4-3-3中可知資源班學生能妥善保

管自己的帳號密碼、在公開的討論區上遵守網站的規定、不會偷看他人

的電腦檔案、不會將聊天紀錄隨意給他人觀看或公開在網路上貼文、注

意發表言論時的禮貌及文字使用，不惡意留言攻擊他人、不會傳未經證

實的消息給同學、看到不雅文字、色情暴力的圖片影像會關閉網站、更

不會直接將網路上的資料複製貼上當成作業繳交等 8道題題項皆高於平

均值 3以上，其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倫理態度上對於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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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帳號密碼，不隨意借用給別人（M=4.29）表示高度的同意。 

因此，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現況對於網路應遵守之倫理

態度多能認同，如遵守網站相關規定、注意網路使用時的禮儀、尊重他

人及自己的隱私權，不好奇窺視他人電腦使用行為、並須經他人同意方

可觀看電腦檔案、並能辨識媒體資訊不跟著人云亦云，散播未經證實的

消息或閱聽腥、羶、色等相關網站，故資源班的身心障礙學生多數皆具

有正向的網路倫理態度。 

表 4-2-3 

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之網路倫理態度 

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我會在網路上看到不雅文字、色情暴力的圖片

影像時，點選關閉網站。 
4.04 1.325 6 

我不會傳未經證實的消息給同學。 3.94 1.262 7 

我會在網路上發表言論時，注意禮貌及文字使

用，不惡意留言攻擊別人。 
4.10 1.171 4 

我會妥善保管自己的帳號密碼，不隨意借用給

別人。 
4.29 1.104 1 

我不會偷看別人的電腦檔案。 4.18 1.127 3 

我不會將網路上的資料直接複製貼上當成作業

交給老師。 
3.94 1.230 7 

我會在公開的討論區上，遵守網站的規定。 4.27 1.090 2 

我不會將聊天紀錄隨意給他人觀看或是公 

開在網路上貼文。 
4.08 1.184 5 

 

四、小結 

    從上述可知，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多具備網路素養知能，不論是在

網路安全、網路法律或是網路倫理等部分皆呈現高分，其網路素養知能

普遍表現正向態度，這與陳榮財（2006）、陳佩佩（2011）的研究結果相

同，網路素養知能多為中上程度。 

    而在網路法律知能上為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得分最高的部分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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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則與陳春秀（2012）、許怡安（2001），劉文尚（2004）等人研究結

果不同，陳春秀（2012）表示網路法律得分最低，資訊評估及網路使用

次之，可能原因為研究對象的不同，在上述三位研究者的研究中研究對

象皆為國小高年級學童，可能表示在國小學童於法律層面認知較為薄弱，

雖具備基本使用網路能力但較常以社會規範之價值觀來作為評估判斷。

而在身心障礙資源班國中學生上則傾向於對於法律層面認知較為謹慎判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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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

在網路使用現況之差異分析 

本節以獨立樣本 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背景變項不同之身

心障礙資源班學生於網路使用現況的差異情形。以下就受試學生之背景

變項：性別、年級、障礙類別、平均每週上網天數、平均每次上網時數、

家長教養態度及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之態度等七個部分進行分析。 

 

一、不同性別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現況之差異分

析 

以 t考驗分別對網路休閒與娛樂、網路社交互動以及使用網路資訊

等三方面，探討不同性別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的差異情

形，分析結果如下表 4-3-1。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

在「使用網路玩連線遊戲」之行為有顯著差異，t（276）=4.323，p<.001，

其餘如瀏覽多媒體資訊、網路購物等網路休閒與娛樂並無顯著分別。因

此，男生使用網路玩連線遊戲的行為（M=3.84, SD=1.23）顯著大於女生

玩連線遊戲的行為（M=3.14, SD=1.30）。 

性別不一樣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

之行為有顯著差異，t（219）=2.699，p<.01。其他網路社交互動行為上

並無顯著區別。故男生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的行為（M=1.75, 

SD=1.36）大於女生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的行為（M=1.36, 

SD=.97）。 

另外在性別不同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資訊行為，如透

過網路進行線上學習、收發電子郵件或是傳載檔案或軟體等行為並無顯

著分別。分析其結果可發現男生使用網路資訊之行為與女生使用網路資

訊的行為沒有顯著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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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不同性別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行為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向

度 
題項 

男（N=191） 女（N=87） 
df t值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網

路

休

閒

娛

樂 

玩線上遊戲 3.84 1.23 3.14 1.30 276 4.323  .000*** 

瀏覽多媒體

資訊 
3.99 1.19 3.89 1.24 276 0.703  .483 

網路購物 1.69 1.11 1.83 1.15 276 -.938  .349 

網路拍賣 1.49 1.05 1.29 0.76 223 1.840  .067 

網路閱讀文

字訊息 
2.55 1.45 2.80 1.51 275 -1.350  .178 

網

路

社

交

互

動 

發表文章、

照片、影音 
2.61 1.49 2.54 1.43 276 0.352  .725 

分享訊息 2.59 1.48 2.37 1.46 276 1.146  .253 

和朋友同學

聊天 
3.34 1.52 3.45 1.48 276 -.553  .581 

結交朋友 2.57 1.51 2.44 1.48 276 0.664  .508 

進行直播分

享 
1.75 1.36 1.36 0.97 219 2.699 .007** 

使

用

網

路

資

訊 

線上學習 1.92 1.21 1.84 1.07 276 0.545  .586 

收發電子郵

件 
1.95 1.36 1.68 1.15 196 1.710  .089 

搜尋引擎獲

得資訊 
3.27 1.52 3.41 1.42 276 -.734  .463 

上傳、下載

檔案及軟體 
3.01 1.52 2.76 1.45 276 1.273  .204 

** p<.01  ***p<.001 

 

    從上述可知，在使用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

生來說，男生顯著比女生還要高，且不同性別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

使用網路連線遊戲上，同樣是男生顯著高於女生，此研究結果與王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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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林偉傑（2008）、王淑芳（2011）、戴紋妤（2011）與張介耀（2014）

研究使用線上遊戲多為男生明顯顯著高於女生的結果相同。 

 

二、不同年級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現況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分為七年級、八年級、九年級，將資

料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若達顯著則以薛費法（Scheffe）或

Games-Howell檢定進行事後比較，分析結果如下表 4-3-2。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年級不同之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

「網路休閒與娛樂」方面中，「使用網路來購物」其 F值為 6.84（p＜.001）

達顯著差異，其中經過薛費法比較九年級學生顯著高於八年級與七年級

學生。在「網路上拍賣東西」上，三個年級達顯著差異，但經過比較後

各年級之間並沒有區別。 

    年級不同之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社交互動」方面中，「透過

網路和朋友同學聊天」其 F值為 4.625（p＜.05）達顯著，九年級學生顯

著高於八年級與七年級學生。且「透過網路結交朋友」其 F值為 7.442

（p＜.001）達顯著差異，也表示九年級學生明顯高於八年級與七年級學

生。而在「使用網路發表文章、照片、影音」中，三個年級達顯著差異，

但經過薛費法比較各年級之間並沒有區別。 

且於不同年級之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資訊」方面中，

未達顯著差別（p＞.05），表示不同年級的學生在使用網路資訊上無太大

分別。 

由此可知，不同年級之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購物、網路交友

與使用網路聊天上，九年級學生顯著高於七、八年級學生，此結果與王

淑秋（2006）、林偉傑（2008）及王淑芳（2011）研究結果相同，透過網

路聊天高年級學生顯著高於低年級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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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不同年級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之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摘要表（N=278）   

向度 題項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休
閒
娛
樂 

玩線上
遊戲 

七年級  77 3.71 1.29 

  .633  八年級  92 3.50 1.34 

九年級 109 3.65 1.25 

瀏覽多
媒體資
訊 

七年級  77 3.81 1.39 

  .892  八年級  92 4.03 1.03 

九年級 109 4.01 1.21 

網路購
物 

七年級  77 1.57 0.97 
 

6.841*** 

9＞7 

9＞8 
八年級  92 1.51 0.99 

九年級 109 2.04 1.27 

網路拍
賣 

七年級  77 1.36 1.01 

 2.555*  八年級  92 1.29 0.85 

九年級 109 1.59 1.02 

閱讀網
路文字
訊息 

七年級  76 2.47 1.51 

 2.117  八年級  92 2.49 1.43 

九年級 109 2.85 1.47 

網
路
社
交
互
動 

發表文
章、照
片、影
音 

七年級  77 2.36 1.45 

 3.080*  
八年級  92 2.46 1.41 

九年級 109 2.85 1.51 

分享訊
息 

七年級  77 2.43 1.62 

  .836  八年級  92 2.42 1.35 

九年級 109 2.66 1.47 

和朋友
同學聊
天 

七年級  77 3.09 1.65 

 4.625* 
9＞7 

9＞8 
八年級  92 3.22 1.53 

九年級 109 3.71 1.32 

結交朋
友 

七年級  77 2.21 1.44 

7.442*** 
9＞7 

9＞8 
八年級  92 2.29 1.52 

九年級 109 2.94 1.44 

進行直
播分享 

七年級  77 1.60 1.28 

  .557  八年級  91 1.55 1.11 

九年級 108 1.73 1.37 

* p＜.05   *** p＜.0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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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不同年級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之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向度 題項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使
用
網
路
資
訊 

線上學習 
七年級  77 1.88 1.29 

0.132  八年級  92 1.95 1.10 

九年級 109 1.86 1.14 

收發電子
郵件 

七年級  77 1.86 1.35 

1.099  八年級  92 1.72 1.19 

九年級 109 1.99 1.35 

搜尋引擎
獲得資訊 

七年級  77 3.12 1.64 

1.078  八年級  92 3.34 1.46 

九年級 109 3.44 1.39 

上傳、下
載檔案及
軟體 

七年級  77 2.71 1.52 

2.542  八年級  92 2.82 1.46 

九年級 109 3.17 1.49 

 

三、不同障礙類別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現況之差

異分析 

    在此研究中將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分為三個不同障礙類別，分別為

認知與學習障礙類、情緒行為相關障礙類及感官肢體障礙類。而認知與

學習障礙類包含智能障礙、學習障礙、中低功能自閉症；情緒行為相關

障礙類含有情緒行為障礙與高功能自閉症；感官肢體障礙類包含視覺障

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身心病弱、腦性麻痺及其他障礙

等。 

    在資料分析中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加以考驗，若達顯著則以薛費

法（Scheffe）進行事後比較，分析結果如下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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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不同障礙類別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之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278） 

向度 題項 障礙類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休
閒
娛
樂 

玩線上遊
戲 

認知學習 215 3.67 1.27 

1.146  情緒行為  42 3.55 1.40 

感官肢體  21 3.24 1.26 

瀏覽多媒
體資訊 

認知學習 215 3.92 1.21 

0.678  情緒行為  42 4.14 1.20 

感官肢體  21 4.05 1.20 

網路購物 
認知學習 215 1.67 1.07 

1.860  情緒行為  42 1.93 1.31 

感官肢體  21 2.05 1.16 

網路拍賣 
認知學習 215 1.39 0.90 

1.540  情緒行為  42 1.67 1.24 

感官肢體  21 1.33 0.96 

閱讀網路
文字訊息 

認知學習 214 2.56 1.45 

1.135  情緒行為  42 2.79 1.52 

感官肢體  21 3.00 1.54 

網
路
社
交
互
動 

發表文
章、照
片、影音 

認知學習 215 2.60 1.44 

.086  情緒行為  42 2.50 1.61 

感官肢體  21 2.62 1.46 

分享訊息 
認知學習 215 2.51 1.45 

.016  情緒行為  42 2.52 1.59 

感官肢體  21 2.57 1.46 

和朋友同
學聊天 

認知學習 215 3.38 1.47 

.935  情緒行為  42 3.17 1.73 

感官肢體  21 3.71 1.34 

結交朋友 
認知學習 215 2.53 1.48 

.196  情緒行為  42 2.57 1.59 

感官肢體  21 2.33 1.49 

進行直播
分享 

認知學習 214 1.67 1.28 

.542  情緒行為  42 1.55 1.27 

感官肢體  20 1.40 0.9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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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不同障礙類別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之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向度 題項 障礙類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使
用
網
路
資
訊 

線上學習 
認知學習 215 1.83 1.14 

1.962  情緒行為  42 2.21 1.31 

感官肢體  21 1.95 1.07 

收發電子
郵件 

認知學習 215 1.79 1.25 

1.486  情緒行為  42 2.10 1.44 

感官肢體  21 2.14 1.49 

搜尋引擎
獲得資訊 

認知學習 215 3.22 1.48 

2.070  情緒行為  42 3.64 1.59 

感官肢體  21 3.67 1.27 

上傳、下
載檔案及
軟體 

認知學習 215 2.87 1.49 

1.236  情緒行為  42 3.26 1.56 

感官肢體  21 2.90 1.41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可得：不同障礙類別之身心障礙資源班學

生在「網路休閒與娛樂」方面中，未達顯著差異（p＞.05），表示不同障

礙類別的學生在網路休閒與娛樂上無太大差別。在「網路社交互動」方

面中，未達顯著差異（p＞.05），不同障礙類別的學生在網路社交互動上

無太大區分。且在「使用網路資訊」方面中，也未達顯著差異（p＞.05），

則不同障礙類別的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資訊上並無分別。 

    從上述可知，不同障礙類別之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

上並無區別，因此障礙類別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於網路使用行為來

說並沒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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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均每週上網天數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現況

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平均每週上網天數分為四個部分，分

別為第 1組為 0-1天、第 2組為 2-3天、第 3組為 4-6天與第 4組為 7天。

將資料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達顯著便進行事後比較以薛費法

（Scheffe）或 Games-Howell檢定，分析結果如下表 4-3-4： 

    從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可發現：每週上網天數對身心障礙資源

班學生在「網路休閒與娛樂」方面中，「使用網路玩連線遊戲」其 F值為

26.148（p＜.001）達顯著差異，其經過薛費法比較每週上網天數 4-6天

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天數 0-1天的學生，且每週上網天數 7天的學生則

明顯高於其他三組學生。「使用網路瀏覽多媒體資訊」其 F值為 21.824

（p＜.001）達顯著，經薛費法比較每週上網天數 4-6天的學生明顯高於

上網天數 0-1天的學生，且每週上網天數 7天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天數

0-1天及 2-3天的學生。「透過網路來購買東西」其F值為 10.991（p＜.001）

達顯著差異，其經過比較得知每週上網天數 7天的學生明顯高於其他三

組學生。而在「網路拍賣」及「閱讀網路文字訊息」未達顯著差異（p

＞.05），表示每週上網天數不同的學生在網路拍賣與閱讀網路文字訊息

上無太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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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每週上網天數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之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278） 

向度 題項 上網天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休
閒
娛
樂 

玩線
上遊
戲 

0-1 天  50 2.58 1.32 

26.148*** 

4-6 天>0-1

天 

7 天>0-1 天 

7 天>2-3 天 

7 天>4-6 天 

2-3 天  43 3.16 1.21 

4-6 天  33 3.45 1.12 

  7 天 152 4.13 1.06 

瀏覽
多媒
體資
訊 

0-1 天  50 3.02 1.50 

21.824*** 

4-6 天>0-1

天 

7 天>0-1 天 

7 天>2-3 天 

2-3 天  43 3.53 1.07 

4-6 天  33 4.06 1.05 

  7 天 152 4.37 0.92 

網路
購物 

0-1 天  50 1.30 0.73 

10.991*** 

7 天>0-1 天 

7 天>2-3 天 

7 天>4-6 天 

2-3 天  43 1.28 0.54 

4-6 天  33 1.45 0.83 

  7 天 152 2.07 1.29 

網路
拍賣 

0-1 天  50 1.40 1.03 

 2.607 7 天>2-3 天 
2-3 天  43 1.16 0.48 

4-6 天  33 1.21 0.60 

  7 天 152 1.56 1.09 

閱讀
網路
文字
訊息 

0-1 天  50 2.38 1.55 

 1.125  
2-3 天  43 2.53 1.45 

4-6 天  32 2.47 1.41 

  7 天 152 2.77 1.46 

***p<.001                                          （續下頁） 

    每週上網天數對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社交互動」方面中，「透

過社群網站發表文章、照片、影音」其 F值為 3.040（p＜.05）達顯著，

經過比較後每週上網天數 7天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天數 0-1天的學生。

「透過社群網站分享訊息」其 F值為 4.119（p＜.01）達顯著差異，經過

薛費法比較每週上網天數 7天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天數 0-1天的學生。

「透過社群網站和朋友同學聊天」其 F值為 10.617（p＜.001）達顯著差

異，經過比較薛費法每週上網天數 7天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天數 0-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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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網天數 2-3天的學生，且每週上網天數 4-6天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天

數 0-1天的學生。「透過社群網站結交朋友」其 F值為 5.178（p＜.01）

達顯著，經過比較每週上網天數 7天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天數 0-1天與

上網天數 2-3天的學生。「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其 F值為 3.343

（p＜.05）達顯著差異，薛費法比較每週上網天數 7天的學生明顯高於

上網天數 0-1天與上網天數 2-3天的學生。 

表 4-3-4   

每週上網天數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之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向度 題項 上網天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社
交
互
動 

發表文
章、照
片、影
音 

0-1 天  50 2.10 1.40 

3.040* 
7 天>0-1

天 

2-3 天  43 2.47 1.38 

4-6 天  33 2.52 1.37 

  7 天 152 2.80 1.50 

分享
訊息 

0-1 天  50 1.94 1.37 

4.119** 
7 天>0-1

天 

2-3 天  43 2.33 1.26 

4-6 天  33 2.64 1.27 

  7 天 152 2.74 1.55 

和朋
友同
學聊
天 

0-1 天  50 2.62 1.52 

10.617*** 

4-6 天>0-1

天 

7天>0-1天 

7天>2-3天 

2-3 天  43 2.79 1.55 

4-6 天  33 3.55 1.34 

  7 天 152 3.75 1.38 

結交
朋友 

0-1 天  50 2.10 1.35 

5.178** 

7 天>0-1

天 

7 天>2-3

天 

2-3 天  43 2.09 1.39 

4-6 天  33 2.30 1.42 

  7 天 152 2.84 1.52 

進行
直播
分享 

0-1 天  50 1.28 0.92 

 3.343* 

7 天>0-1

天 

7 天>2-3

天 

2-3 天  42 1.36 0.87 

4-6 天  33 1.61 1.24 

  7 天 151 1.83 1.41 

* p＜.05   ** p＜.01  *** p＜.0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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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每週上網天數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之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向度 題項 上網天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使
用
網
路
資
訊 

線上
學習 

0-1 天  50 1.78 1.16 

 1.288  
2-3 天  43 2.12 1.33 

4-6 天  33 2.12 1.40 

  7 天 152 1.82 1.05 

收發
電子
郵件 

0-1 天  50 1.44 0.95 

 2.628  
2-3 天  43 1.81 1.29 

4-6 天  33 1.82 1.15 

  7 天 152 2.03 1.40 

搜尋
引擎
獲得
資訊 

0-1 天  50 2.80 1.45 

6.689*** 

7 天>0-1

天 
7 天>2-3

天 

2-3 天  43 2.74 1.44 

4-6 天  33 3.45 1.46 

  7 天 152 3.62 1.43 

上傳、
下載檔
案及軟
體 

0-1 天  50 2.12 1.38 

11.417*** 

7 天>0-1

天 

7 天>2-3

天 

2-3 天  43 2.51 1.27 

4-6 天  33 2.73 1.35 

  7 天 152 3.36 1.48 

*** p＜.001 

每週上網天數對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資訊」方面中，「使

用搜尋引擎獲得資訊」其 F值為 6.689（p＜.001）達顯著差異，經過事

後比較每週上網天數 7天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天數 0-1天與 2-3天的學生。

「透過網路上傳、下載檔案及軟體」其 F值為 11.417（p＜.001）達顯著，

經薛費法比較每週上網天數 7天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天數 0-1天與 2-3

天的學生。在「透過網路進行線上學習」與「使用網路收發電子郵件」，

未達顯著差異（p＞.05），表示每週上網天數不同的學生在線上學習與收

發電子郵件上無太大差別。 

    從上述可知，平均每週上網天數越多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

休閒娛樂、社交互動及資訊使用上明顯會高於上網天數較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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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均每次上網時數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現況

之差異分析 

    將學生平均每次上網時數分為四個組別，分別為第 1組一小時內、

第 2組一小時至兩小時內、第 3組兩小時至三小時內、第 4組三小時以

上。在資料分析中執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並進行考驗，若達顯著則以薛

費法（Scheffe）或 Games-Howell檢定進行事後比較，分析結果如下表

4-3-5。 

表 4-3-5 

不同每次上網時數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之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278） 

向度 題項 上網時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休
閒
娛
樂 

玩線
上遊
戲 

1 小時內 155 3.35 1.29 

10.546*** 

3 小時上
>1 小時內 

3 小時上
>1-2 小時 

1-2 小時  39 3.49 1.23 

2-3 小時  14 3.43 1.34 

3 小時上  70 4.33 1.03 

瀏覽
多媒
體資
訊 

1 小時內 155 3.71 1.30 

6.644*** 
3 小時上

>1 小時內 

1-2 小時  39 3.97 1.06 

2-3 小時  14 4.36 0.92 

3 小時上  70 4.43 0.91 

網路
購物 

1 小時內 155 1.57 0.96 

5.653** 

3 小時上
>1 小時內 

3 小時上
>2-3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1-2 小時  39 1.79 1.12 

2-3 小時  14 1.21 0.42 

3 小時上  70 2.16 1.40 

網路
拍賣 

1 小時內 155 1.35 0.88 

2.641  
1-2 小時  39 1.26 0.78 

2-3 小時  14 1.43 0.75 

3 小時上  70 1.70 1.22 

閱讀
網路
文字
訊息 

1 小時內 155 2.55 1.47 

0.694  
1-2 小時  38 2.74 1.46 

2-3 小時  14 2.36 1.44 

3 小時上  70 2.80 1.48 

* p＜.05   ** p＜.01  *** p＜.0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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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不同每次上網時數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之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向度 題項 上網時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社
交
互
動 

發表文
章、照
片、影
音 

1 小時內 155 2.37 1.41 

3.793* 
3 小時上

>1 小時內 

1-2 小時  39 2.49 1.35 

2-3 小時  14 2.86 1.70 

3 小時上  70 3.06 1.51 

分享
訊息 

1 小時內 155 2.19 1.30 

8.513*** 
3 小時上

>1 小時內 

1-2 小時  39 2.51 1.52 

2-3 小時  14 2.71 1.68 

3 小時上  70 3.21 1.55 

和朋
友同
學聊
天 

1 小時內 155 3.19 1.49 

2.989*  
1-2 小時  39 3.54 1.57 

2-3 小時  14 2.93 1.68 

3 小時上  70 3.77 1.39 

結交
朋友 

1 小時內 155 2.33 1.41 

3.325* 
3 小時上

>1 小時內 

1-2 小時  39 2.41 1.58 

2-3 小時  14 2.71 1.63 

3 小時上  70 2.99 1.52 

進行
直播
分享 

1 小時內 155 1.41 1.00 

4.838** 
3 小時上

>1 小時內 

1-2 小時  38 1.74 1.34 

2-3 小時  14 1.57 1.22 

3 小時上  69 2.09 1.59 

* p＜.05   ** p＜.01  *** p＜.001                     （續下頁） 

    從分析結果發現：上網時數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休閒

與娛樂」方面中，「使用網路玩連線遊戲」其 F值為 10.546（p＜.001）

達顯著差異，其經過事後比較上網時數在三小時以上的學生明顯高於上

網時數一小時內與一到二小時間的學生。「使用網路瀏覽多媒體資訊」其

F值為 6.644（p＜.001）達顯著，經薛費法比較上網時數三小時以上的學

生明顯高於上網時數一小時內的學生。「透過網路來購買東西」其 F值為

5.653（p＜.01）達差異，經比較薛費法上網時數三小時以上的學生明顯

高於上網時數一小時內與二到三小時內的學生，但比較後也發現上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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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一到二小時間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時數二到三小時間的學生。而在「網

路拍賣」及「閱讀網路文字訊息」未達顯著（p＞.05），表示上網時數不

同的學生在網路拍賣與閱讀網路文字訊息上無太大不同。 

    上網時數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社交互動」方面中，「透

過社群網站發表文章、照片、影音」其 F值為 3.793（p＜.05）達顯著，

經過事後比較上網時數三小時以上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時數一小時內的

學生。「透過社群網站分享訊息」其 F值為 8.513（p＜.001）達顯著差異，

經過薛費法比較上網時數三小時以上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時數一小時內

的學生。「透過社群網站結交朋友」其 F值為 3.325（p＜.05）達顯著，

經過比較後上網時數三小時以上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時數一小時內的學

生。「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其 F值為 4.838（p＜.01）達顯著差

異，經過薛費法比較上網時數三小時以上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時數一小

時內的學生。而「透過社群網站和朋友同學聊天」雖達顯著差異（p＜.05），

但在經比較各組別之間並未達明顯差異，表示上網時數不同的身心障礙

資源班學生在透過社群網站和朋友同學聊天，並沒有太大不同。 

    上網時數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資訊」方面中，「使

用網路收發電子郵件」其 F值為 6.646（p＜.001）達顯著差異，經過薛

費法比較上網時數三小時以上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時數一小時內的學生。

「透過網路上傳、下載檔案及軟體」其 F值為 6.070（p＜.01）達顯著，

經過事後比較上網時數三小時以上的學生明顯高於上網時數一小時內及

一至二小時內的學生。而在「透過網路進行線上學習」與「使用搜尋引

擎獲得資訊」，並未達明顯差異（p＞.05），表示上網時數不同的學生在

線上學習與使用收尋引擎獲得新知上無太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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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不同每次上網時數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之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向度 題項 上網時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使
用
網
路
資
訊 

線上學
習 

1 小時內 155 1.90 1.12 

0.347  
1-2 小時  39 2.05 1.33 

2-3 小時  14 1.79 1.05 

3 小時上  70 1.83 1.20 

收發電
子郵件 

1 小時內 155 1.61 1.13 

6.646*** 
3 小時上

>1 小時內 

1-2 小時  39 1.95 1.25 

2-3 小時  14 1.64 1.08 

3 小時上  70 2.41 1.54 

搜尋引
擎獲得
資訊 

1 小時內 155 3.14 1.52 

2.060  
1-2 小時  39 3.44 1.46 

2-3 小時  14 3.21 1.57 

3 小時上  70 3.66 1.37 

上傳、
下載檔
案及軟
體 

1 小時內 155 2.72 1.47 

6.070** 

3 小時上
>1 小時內 

3 小時上
>1-2 小時 

1-2 小時  39 2.72 1.50 

2-3 小時  14 2.64 1.64 

3 小時上  70 3.57 1.36 

** p＜.01  *** p＜.001 

    由此可知，平均每次上網時數越長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

用行為上，不論在網路休閒娛樂、社交互動或是使用網路資訊等，皆明

顯高於每次上網時數較短的學生。 

 

六、不同的家長教養態度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現

況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之家長的教養態度分為三個類別，分

別為第 1組為權威限制式、第 2組為開放民主式、第 3組為放任式。將

資料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若達顯著則以薛費法（Scheffe）

或 Games-Howell檢定進行事後比較，分析結果如表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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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不同的家長教養態度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

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278） 

向
度 

題項 
家長教養
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休
閒
娛
樂 

玩線上
遊戲 

權威限制  55 3.65 1.19 

0.795  開放民主 195 3.57 1.27 

放任  28 3.89 1.57 

瀏覽多
媒體資
訊 

權威限制  55 3.93 1.21 

0.026  開放民主 195 3.97 1.16 

放任  28 3.96 1.47 

網路購
物 

權威限制  55 1.71 1.08 

0.100  開放民主 195 1.73 1.13 

放任  28 1.82 1.18 

網路拍
賣 

權威限制  55 1.56 1.08 

3.856* 
放任>開
放民主 

開放民主 195 1.33 0.82 

放任  28 1.82 1.44 

閱讀網
路文字
訊息 

權威限制  55 2.51 1.51 

3.919* 

放任>開
放民主 

放任>權
威限制 

開放民主 194 2.56 1.41 

放任  28 3.36 1.61 

網
路
社
交
互
動 

發表文
章照片
影音 

權威限制  55 2.47 1.41 

0.935  開放民主 195 2.57 1.44 

放任  28 2.93 1.76 

分享訊
息 

權威限制  55 2.55 1.43 

1.083  開放民主 195 2.46 1.44 

放任  28 2.89 1.77 

和朋友
同學聊
天 

權威限制  55 3.40 1.51 

0.412  開放民主 195 3.33 1.49 

放任  28 3.61 1.64 

結交朋
友 

權威限制  55 2.38 1.42 

2.196  開放民主 195 2.49 1.48 

放任  28 3.07 1.69 

進行直
播分享 

權威限制  55 1.69 1.27 

10.566*** 

放任>開
放民主 

放任>權
威限制 

開放民主 193 1.48 1.09 

放任  28 2.61 1.81 

* p＜.05  ** p＜.01   *** p＜.0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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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不同的家長教養態度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

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向
度 

題項 
家長教養
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使
用
網
路
資
訊 

線上學
習 

權威限制  55 1.91 1.20 

.019  開放民主 195 1.90 1.14 

放任  28 1.86 1.29 

收發電
子郵件 

權威限制  55 1.87 1.29 

.749  開放民主 195 1.82 1.27 

放任  28 2.14 1.53 

搜尋引
擎獲得
資訊 

權威限制  55 3.38 1.47 

.089  開放民主 195 3.29 1.49 

放任  28 3.36 1.52 

上傳、下
載檔案
及軟體 

權威限制  55 2.82 1.44 

.728  開放民主 195 2.99 1.49 

放任  28 2.68 1.63 

* p＜.05   ** p＜.01  *** p＜.001 

從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的家長教養態度對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

路休閒與娛樂」方面中，在「網路拍賣東西」其 F值為 3.856（p＜.05）

達顯著差異，其經過事後比較放任式的家長教養態度明顯高於開放民主

式的家長教養態度。「透過網路閱讀文字訊息」其 F值為 3.919（p＜.05）

達顯著，其經過薛費法比較發現放任式的家長教養態度明顯高於開放民

主式及權威限制式的家長教養態度。而在「使用網路玩線上遊戲」、「使

用網路瀏覽多媒體資訊」與「透過網路來購買東西」則未達明顯差異（p

＞.05），表示不同的家長教養態度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玩線上遊

戲、多媒體資訊與網路購物上無太大區別。 

    在「網路社交互動」方面中，「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其 F

值為 10.566（p＜.001）達顯著，經過比較後發現放任式的家長教養態度

明顯高於開放民主式及權威限制式的家長教養態度。在「透過社群網站

發表文章、照片、影音」、「透過社群網站分享訊息」、「透過社群網站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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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朋友」及「透過社群網站和朋友同學聊天」皆未達明顯差異（p>.05），

表示不同的家長教養態度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社交互動上並

沒有太大差別。 

    在「使用網路資訊」方面，並未達顯著（p＞.05），表示不同的家長

教養態度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資訊上，如線上學習、收

發電子郵件等並無太大區分。 

    在網路使用行為上可以發現，使用網路閱讀文字訊息、利用網路進

行拍賣及在社群網站上直播分享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中，家長的教養

態度為放任式者明顯高於開放民主式、權威限制式的家長，由此可能表

示家長對於學生的教養態度會使得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上有著明顯的不

同，放任式教養態度則多會使學生勇於嘗試不同的網路休閒娛樂、進行

新穎的直播體驗、利用網路拍賣等商業行為。 

 

七、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之態度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

使用現況之差異分析 

    將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的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之態度分為三個組別，

分別是第 1組限制禁止型態度、第 2組陪伴型態度、第 3組自由型態度。

其中限制禁止型態度為允許上網，但會限制時間或完全禁止上網；陪伴

型態度為鼓勵學生上網，並從旁協助；自由型態度為能自由上網，不干

涉也不限制。在資料分析中執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考驗，若達顯著

則進行事後比較以薛費法（Scheffe）或 Games-Howell檢定來執行，分析

結果如下表 4-3-7。 

    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的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態度之於身心障礙資源

班學生在「網路休閒與娛樂」方面中，「使用網路玩連線遊戲」其 F值為

10.760（p＜.001）達顯著差異，其經過比較後發現陪伴型態度的家長明

顯高於限制禁止型態度的家長，且自由型態度的家長也明顯高於限制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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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型態度家長。「使用網路瀏覽多媒體資訊」F值為 7.134（p＜.01）達顯

著，經薛費法比較可知自由型態度的家長明顯高於限制禁止型態度家長。

「透過網路來購買東西」F值為 3.610（p＜.05）達顯著差異，經比較後

可得自由型態度的家長明顯高於限制禁止型態度家長。「透過網路閱讀文

字訊息」其 F值為 7.338（p＜.01）達顯著差異，其經過薛費法比較得知

陪伴型態度的家長明顯高於限制禁止型態度的家長，且自由型態度的家

長也明顯高於限制禁止型態度家長。而在「網路拍賣東西」則未達顯著

（p＞.05），表示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態度的不同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

生在網路拍賣上無太大區別。 

    在「網路社交互動」方面，「透過社群網站分享訊息」其 F值為 3.242

（p＜.05）達顯著差異，經過薛費法比較可知自由型態度的家長明顯高

於限制禁止型態度家長。「透過社群網站和朋友同學聊天」其 F值為 2.692

（p＜.05）達顯著，經過比較後發現自由型態度的家長明顯高於限制禁

止型態度家長。在「透過社群網站發表文章、照片、影音」、「透過社群

網站結交朋友」及「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皆未達差異（p>.05），

表示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態度的不同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發

文、網路交友與直播分享上無太大差別。 

    在「使用網路資訊」方面，「透過網路進行線上學習」其 F值為 5.523

（p＜.01）達顯著差異，經過薛費法比較發現陪伴型態度的家長明顯高

於自由型態度的家長，且陪伴型態度的家長也明顯高於限制禁止型態度

家長。「使用搜尋引擎獲得資訊」其 F值為 3.450（p＜.05）達明顯差異，

經過比較後自由型態度的家長明顯高於限制禁止型態度家長。「透過網路

上傳、下載檔案及軟體」其 F值為 7.777（p＜.01）達顯著，經過比較後

可知自由型態度的家長明顯高於限制禁止型態度家長。而在「使用網路

收發電子郵件」未達顯著差異（p＞.05），表示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態度

的不同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收發電子郵件上沒有太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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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不同的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之態度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

網路使用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278） 

向
度 

題項 
家長網路
態度 

個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休
閒
娛
樂 

玩線上
遊戲 

限制禁止 127 3.24 1.28 

10.760*** 

陪伴>限制
禁止 

自由>限制
禁止 

陪伴態度  13 4.15 1.06 

自由態度 138 3.91 1.22 

瀏覽多
媒體資
訊 

限制禁止 127 3.67 1.27 

7.134** 
自由>限制
禁止 

陪伴態度  13 4.15 0.98 

自由態度 138 4.21 1.09 

網路購
物 

限制禁止 127 1.54 0.95 

3.610* 
自由>限制
禁止 

陪伴態度  13 2.08 1.44 

自由態度 138 1.88 1.21 

網路拍
賣 

限制禁止 127 1.34 0.90 

1.093  陪伴態度  13 1.62 1.32 

自由態度 138 1.49 0.99 

閱讀網
路文字
訊息 

限制禁止 126 2.30 1.36 

7.338** 

陪伴>限制
禁止 

自由>限制
禁止 

陪伴態度  13 3.54 1.45 

自由態度 138 2.84 1.50 

* p＜.05   ** p＜.01  *** p＜.0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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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不同的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之態度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

網路使用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向
度 

題項 
家長網路
態度 

個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社
交
互
動 

發表文
章、照
片、影
音 

限制禁止 127 2.45 1.40 

1.022  
陪伴態度  13 2.69 1.70 

自由態度 138 2.70 1.51 

分享訊
息 

限制禁止 127 2.28 1.31 

3.242* 
自由>限制
禁止 

陪伴態度  13 2.62 1.75 

自由態度 138 2.73 1.55 

和朋友
同學聊
天 

限制禁止 127 3.12 1.49 

3.692* 
自由>限制
禁止 

陪伴態度  13 3.31 1.60 

自由態度 138 3.62 1.48 

結交朋
友 

限制禁止 127 2.42 1.43 

2.146  陪伴態度  13 1.92 1.03 

自由態度 138 2.68 1.57 

進行直
播分享 

限制禁止 126 1.47 1.12 

2.040 
 

 
陪伴態度  13 1.85 1.51 

自由態度 137 1.77 1.34 

使
用
網
路
資
訊 

線上學
習 

限制禁止 127 1.87 1.16 

5.523** 

陪伴>自由 

陪伴>限制
禁止 

陪伴態度  13 2.92 1.38 

自由態度 138 1.82 1.11 

收發電
子郵件 

限制禁止 127 1.66 1.16 

2.849  陪伴態度  13 2.08 1.70 

自由態度 138 2.03 1.36 

搜尋引
擎獲得
資訊 

限制禁止 127 3.06 1.52 

3.450* 
自由>限制
禁止 

陪伴態度  13 3.54 1.33 

自由態度 138 3.53 1.44 

上傳、下
載檔案
及軟體 

限制禁止 127 2.55 1.41 

7.777** 
自由>限制
禁止 

陪伴態度  13 3.15 1.51 

自由態度 138 3.25 1.50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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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可得知，家長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態度為陪伴

型或是自由型，在網路使用行為上皆明顯會高於限制禁止型，此結果與

許怡安（2001）、王淑秋（2006）研究結果相似，家長對於學生網路使用

態度較為正向鼓勵，則會呈現出學生在使用網路瀏覽多媒體訊息或閱讀

文字資訊上面等有較高表現。 

  

 



 

84 

 

第四節  不同背景變項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

在網路素養情形之差異分析 

    本節以獨立樣本 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背景變項不同之身

心障礙資源班學生於網路素養情形之差異情形。以下就受試學生之背景

變項：性別、年級、障礙類別、平均每週上網天數、平均每次上網時數、

家長教養態度及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之態度等七個部分進行分析。 

 

一、不同性別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素養情形之差異分析 

以 t考驗分別對網路安全知能、網路法律知能以及網路倫理態度等

三方面，探討不同性別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現況的差異情形，

分析結果如下表 4-4-1。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

在「網路安全知能素養」方面，「我知道網路相簿就算有設定密碼也可能

會有人看到。」有顯著差異，t（147）=2.103，p<.05，男生對於網路相

簿就算有設定密碼也可能會有人看到（M=3.97, SD=1.16）大於女生

（M=3.62, SD=1.33）。而其他網路安全知能，如設定安全的個人帳號密

碼及正確的使用方式、定期使用防毒軟體、不和網友隨意見面、不一定

信任新結交的網友、對於陌生郵件、廣告不隨意點擊、不輕信網路資訊、

保護個人資料不任意外洩等資訊安全面向在不同的性別之間並無區別。 

不同性別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法律知能」素養上並無明

顯差異。表示男生在網路法律知能素養與女生的網路法律素養沒有太大

區別。在「網路倫理態度」上也無顯著差異，顯現男生與女生在網路倫

理態度上無太太分別。由此可知，不論在尊重智慧財產權、重視網路的

違法行為不輕易嘗試、尊重隱私權利、遵守網路禮儀及規範、正確識讀

媒體訊息等法律知識與倫理道德對於身心障礙學生而言男生與女生並沒

有差別。 

 



 

85 

 

表 4-4-1 

不同性別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素養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向
度 

題項 
男（N=191） 

女 
（N=87） df t 值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網路交友，不一定
是可信任誠實的。 

3.72 1.25 3.86 1.19 276 -.906 .366 

不告知家中電話
住址經濟等。 

4.00 1.30 3.98 1.31 276 0.136 .892 

不 使 用 生 日 電
話、身分證字號作
為帳號密碼。 

3.59 1.37 3.53 1.42 276 0.322 .748 

不 點 選 網 路 廣
告，也不好奇。 

3.88 1.24 3.76 1.45 146 0.675 .501 

不和剛認識網友
見面。 

3.97 1.37 4.06 1.41 276 -.497 .620 

公共場所會登出
個人帳號密碼。 

3.97 1.34 3.91 1.34 276 0.380 .704 

定期使用防毒軟
體檢查電腦。 

3.71 1.36 3.71 1.29 276 -.003 .997 

直接刪除陌生信
件。 

4.22 1.04 4.15 1.18 276 0.501 .616 

網路資訊不一定正
確，不輕易相信。 

4.07 1.10 4.07 1.23 276 0.029 .977 

設定英文數字混
合密碼。 

4.08 1.21 3.95 1.27 276 0.817 .415 

網路相簿有密碼
也可能有人看到。 

3.97 1.16 3.62 1.33 147 2.103 .037* 

* p＜.0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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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不同性別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網路素養差異分析摘要表（續） 

向
度 

題項 
男（N=191） 

女 
（N=87） df t 值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網
路
法
律
知
能 

網路資源不一定能
分享或任意下載。 

4.03 1.20 4.03 1.10 276 -.020 .984 

尊 重 智 慧 財 產
權，使用合法軟
體。 

4.26 1.03 4.31 0.97 276 -.411 .682 

網路上威脅恐嚇
是違法行為。 

4.27 1.13 4.33 1.24 276 -.441 .659 

私自盜取遊戲寶
物是違法行為。 

4.32 1.15 4.41 1.01 276 -.661 .509 

引用網路資料，應
說明來源出處。 

4.05 1.07 3.95 1.20 276 0.684 .495 

將別人個人資料
公開是違法行為。 

4.10 1.19 4.10 1.27 276 0.008 .994 

網
路
倫
理
態
度 

看到色情暴力圖
片影像會關閉網
站。 

4.00 1.33 4.13 1.31 276 -.737 .462 

不傳未經證實消
息給同學。 

3.96 1.23 3.90 1.33 276 0.409 .683 

發表言論，注意禮
貌不攻擊別人。 

4.07 1.17 4.17 1.17 276 -.654 .514 

保管自己帳號密
碼，不借用給別
人。 

4.30 1.07 4.28 1.18 276 0.158 .875 

不偷看別人電腦
檔案。 

4.25 1.07 4.05 1.25 276 1.375 .170 

不將網路資料複
製貼上當成作業
繳交。 

3.97 1.21 3.87 1.28 276 0.629 .530 

公開討論區，遵守
網站規定。 

4.28 1.07 4.26 1.14 276 0.093 .926 

不將聊天紀錄給
他人觀看或公開。 

4.14 1.12 3.95 1.32 276 1.190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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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結果和洪毓蓮（2002）、陳榮財（2006）、陳佩佩（2011）的

研究結果不同，本研究中不同的性別在網路素養知能上並無明顯差異，

而上述研究中則表示不同性別對於網路素養有所差異，此差異可能在於

不論男生或女生在近年網路普及度極高的環境下，學生相較過去有著更

多元的訊息管道，可得知網路應注意的事項，因此網路素養知能在性別

上並無太大的差異。 

 

二、不同年級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差異分析 

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分為七年級、八年級、九年級，在進行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不同年級對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

網路法律知能、網路倫理態度等網路素養情形，若達顯著則以薛費法

（Scheffe）或 Games-Howell檢定進行事後比較，分析結果如表 4-4-2。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年級之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

「網路安全知能」方面中，「我會設定英文及數字混合的密碼。」其 F

值為 3.526（p＜.05）達顯著差異，九年級學生明顯高於八年級學生。在

「網路法律知能」方面中，未達顯著差異（p＞.05），表示不同年級的學

生在網路法律知能上無太大差異。在「網路倫理態度」方面中，未達顯

著差異（p＞.05），表示不同年級的學生在網路倫理態度上無太大差別。  

    從上述可知，不論在法律層面中網路的違法行為、智慧財產權的重

視，道德規範中的網路禮儀及規定、判斷媒體資訊的合理性與隱私權利

的注重，資訊安全中能刪除陌生郵件與不當投放之廣告、防毒軟體的定

期掃描、在意網路交友的安全、不輕易相信網友並約會見面等，對於身

心障礙學生而言是九年級學生還是八年級學生或七年級的學生之間並沒

有任何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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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不同年級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摘要表（N=278） 

向度 題項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網路交友，
不一定是可
信任誠實。 

七年級  77 3.68 1.35 
0.892  八年級  92 3.90 1.12 

九年級 109 3.71 1.24 

不告知家中
電話住址經
濟等。 

七年級  77 3.81 1.46 
1.111  八年級  92 4.05 1.20 

九年級 109 4.07 1.26 
不使用生日
電話、身分
證字號作為
帳號密碼。 

七年級  77 3.53 1.52 

0.097  
八年級  92 3.62 1.34 

九年級 109 3.55 1.32 

不點選網路
廣告，也不
好奇。 

七年級  77 3.81 1.33 
0.044  八年級  92 3.85 1.28 

九年級 109 3.86 1.31 

不和剛認識
網友見面。 

七年級  77 3.84 1.48 
0.727  八年級  92 4.10 1.32 

九年級 109 4.02 1.35 

公共場所會
登出個人帳
號密碼。 

七年級  77 3.73 1.51 
1.570  八年級  92 4.01 1.18 

九年級 109 4.06 1.31 

定期使用防
毒軟體檢查
電腦。 

七年級  77 3.74 1.39 
0.650  八年級  92 3.59 1.36 

九年級 109 3.80 1.26 

直接刪除陌
生信件。 

七年級  77 4.21 1.21 
0.011  八年級  92 4.18 1.05 

九年級 109 4.20 1.01 

網路資訊不
一定正確不
輕易相信。 

七年級  77 3.97 1.25 
1.929  八年級  92 3.96 1.10 

九年級 109 4.24 1.07 

設定英文數
字 混 合 密
碼。 

七年級  77 3.88 1.42 
3.526* 

9 年級＞8
年級 

八年級  92 3.89 1.21 
九年級 109 4.28 1.04 

網路相簿有
密碼可能有
人看到。 

七年級  77 3.94 1.29 
0.333  八年級  92 3.78 1.17 

九年級 109 3.87 1.21 

* p＜.0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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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不同年級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摘要表（續）（N=278） 

向度 題項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法
律
知
能 

網路資源
不一定能
分享或任
意下載。 

七年級  77 4.03 1.22 

0.380 

 
八年級  92 3.96 1.12 
九年級 109 4.10 1.17 

尊重智慧
財產權，使
用合法軟
體。 

七年級  77 4.29 1.11 

0.187 

 
八年級  92 4.32 0.86 
九年級 109 4.23 1.06 

網路上威
脅恐嚇是
違 法 行
為。 

七年級  77 4.09 1.46 

1.686 

 
八年級  92 4.32 1.01 
九年級 109 4.40 1.01 

私自盜取
遊戲寶物
是違法行
為。 

七年級  77 4.35 1.17 

0.032 

 
八年級  92 4.37 1.03 
九年級 109 4.33 1.11 

引用網路
資料，應說
明來源出
處。 

七年級  77 4.04 1.15 

0.368 

 
八年級  92 4.09 1.07 
九年級 109 3.95 1.11 

將別人個
人資料公
開是違法
行為。 

七年級  77 3.99 1.33 

0.516 

 
八年級  92 4.13 1.15 
九年級 109 4.17 1.1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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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不同年級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摘要表（續）（N=278） 

向度 題項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倫
理
態
度 

看到色情
暴力圖片
影像會關
閉網站。 

七年級  77 4.13 1.35 

.415  
八年級  92 3.95 1.32 

九年級 109 4.06 1.31 

不傳未經
證實消息
給同學。 

七年級  77 3.88 1.42 
.126  八年級  92 3.98 1.16 

九年級 109 3.95 1.22 
發 表 言
論，注意禮
貌不攻擊
別人。 

七年級  77 4.00 1.27 

.708  八年級  92 4.08 1.18 

九年級 109 4.20 1.07 

保管自己
帳 號 密
碼，不借用
給別人。 

七年級  77 4.29 1.21 

.010  
八年級  92 4.28 1.07 

九年級 109 4.30 1.05 

不偷看別
人電腦檔
案。 

七年級  77 4.22 1.22 
.158  八年級  92 4.13 1.05 

九年級 109 4.20 1.12 
不將網路
資料複製
貼上當成
作 業 繳
交。 

七年級  77 3.91 1.33 

.286  
八年級  92 4.02 1.13 

九年級 109 3.90 1.23 

公開討論
區，遵守網
站規定。 

七年級  77 4.39 1.00 
.914  八年級  92 4.16 1.15 

九年級 109 4.28 1.09 
不將聊天
紀錄給他
人觀看或
公開。 

七年級  77 4.00 1.26 

.825  
八年級  92 4.01 1.19 

九年級 109 4.19 1.11 

    從上述可知，不同年級之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情形上並

無分別，除了九年級學生在設定密碼上會使用英文與數字混合明顯高於

七八年級外，表示不同年級之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上並無差

別，此結果與陳佩佩（2011）、李文昌（2004）研究相符，但和陳榮財（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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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不同。 

三、不同障礙類別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情形之差

異分析 

    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分為認知與學習障礙類、情緒行為相關障礙類、

感官肢體障礙類等三個類別，在執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不同障

礙類別對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網路法律知能、網路倫

理態度等網路素養情形，若達顯著則以薛費法（Scheffe）或 Games-Howell

檢定進行事後比較，分析結果如表 4-4-3。 

表 4-4-3 

不同障礙類別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摘要表（N=278） 

 題項 障礙類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網 路 交
友，不一定
是可信任
誠實的。 

認知學習 215 3.76 1.23 

 .023  
情緒行為  42 3.79 1.29 

感官肢體  21 3.71 1.18 

不告知家
中電話住
址經濟等。 

認知學習 215 3.96 1.35 

 .484  情緒行為  42 4.05 1.20 

感官肢體  21 4.24 0.83 

不使用生
日電話、身
分證字號
作為帳號
密碼。 

認知學習 215 3.61 1.37 

 .582  
情緒行為  42 3.50 1.41 

感官肢體  21 3.29 1.38 

不點選網
路廣告，也
不好奇。 

認知學習 215 3.83 1.32 

 .507  情緒行為  42 4.00 1.23 

感官肢體  21 3.67 1.27 

不和剛認
識網友見
面。 

認知學習 215 3.90 1.43 

2.755  情緒行為  42 4.43 1.15 

感官肢體  21 4.14 1.1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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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不同障礙類別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障礙類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公共場所
會登出個
人帳號密
碼。 

認知學習 215 3.91 1.35 

 .583  
情緒行為  42 4.14 1.31 

感官肢體  21 4.00 1.14 

定期使用
防毒軟體
檢查電腦。 

認知學習 215 3.73 1.32 

 .195  情緒行為  42 3.60 1.41 

感官肢體  21 3.76 1.30 

直接刪除
陌生信件。 

認知學習 215 4.22 1.10 

 .313  情緒行為  42 4.14 0.89 

感官肢體  21 4.05 1.28 

網路資訊
不一定正
確，不輕易
相信。 

認知學習 215 4.03 1.18 

1.012  
情緒行為  42 4.14 1.04 

感官肢體  21 4.38 0.74 

設定英文
數字混合
密碼。 

認知學習 215 3.98 1.27 

2.885  情緒行為  42 4.45 0.91 

感官肢體  21 3.86 1.19 

網路相簿
有密碼也
可能有人
看到。 

認知學習 215 3.82 1.26 

 .559  
情緒行為  42 4.02 1.09 

感官肢體  21 3.95 1.07 

網
路
法
律
知
能 

網路資源
不一定能
分享或任
意下載。 

認知學習 215 3.97 1.20 

1.290  
情緒行為  42 4.21 1.04 

感官肢體  21 4.29 1.00 

尊重智慧
財產權，使
用合法軟
體。 

認知學習 215 4.30 1.00 

 .272  
情緒行為  42 4.19 1.06 

感官肢體  21 4.19 0.98 

網路上威
脅恐嚇是
違法行為。 

認知學習 215 4.27 1.15 

1.770  情緒行為  42 4.52 0.94 

感官肢體  21 3.95 1.4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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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不同障礙類別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障礙類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法
律
知
能 

私自盜取
遊戲寶物
是違法行
為。 

認知學習 215 4.31 1.13 

 .844  
情緒行為  42 4.55 0.96 

感官肢體  21 4.38 0.97 

引用網路
資料，應說
明來源出
處。 

認知學習 215 4.02 1.10 

 .158  
情緒行為  42 4.07 1.15 

感官肢體  21 3.90 1.17 

將別人個
人資料公
開是違法
行為。 

認知學習 215 3.97 1.28 

6.399** 

情緒行為
>認知學
習 

情緒行為  42 4.67 0.65 

感官肢體  21 4.33 0.91 

網
路
倫
理
態
度 

看到色情
暴力圖片
影像會關
閉網站。 

認知學習 215 3.98 1.38 

1.098  
情緒行為  42 4.17 1.12 

感官肢體  21 4.38 1.02 

不傳未經
證實消息
給同學。 

認知學習 215 3.86 1.29 

2.180  情緒行為  42 4.29 1.06 

感官肢體  21 4.10 1.22 

發 表 言
論，注意禮
貌不攻擊
別人。 

認知學習 215 4.07 1.17 

1.050  
情緒行為  42 4.33 1.02 

感官肢體  21 3.95 1.35 

保管自己
帳 號 密
碼，不借用
給別人。 

認知學習 215 4.25 1.13 

 .657  
情緒行為  42 4.40 1.08 

感官肢體  21 4.48 0.81 

不偷看別
人電腦檔
案。 

認知學習 215 4.14 1.18 

 .587  情緒行為  42 4.33 0.95 

感官肢體  21 4.29 0.84 

** p＜.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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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不同障礙類別之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障礙類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倫
理
態
度 

不將網路
資料複製
貼上當成
作 業 繳
交。 

認知學習 215 3.87 1.24 

1.466  
情緒行為  42 4.19 1.11 

感官肢體  21 4.14 1.23 

公開討論
區，遵守網
站規定。 

認知學習 215 4.22 1.12 

1.340  情緒行為  42 4.52 0.83 

感官肢體  21 4.29 1.14 

不將聊天
紀錄給他
人觀看或
公開。 

認知學習 215 4.02 1.21 

1.345  
情緒行為  42 4.33 1.00 

感官肢體  21 4.19 1.12 

    不同障礙類別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的網路素養情形分析結果可得知，

「在網路法律方面」，「我知道將別人個人資料公開是違法行為」其 F值

為 6.399（p＜.01）達顯著，情緒行為類的學生明顯高於認知學習類的學

生。在「網路安全知能」方面中，未達顯著（p＞.05），表示不同障礙類

別的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上無太大區分。在「網路倫理態度」方面中，

未達顯著差異（p＞.05），表示不同障礙類別學生在網路倫理態度上無太

大差別。對此可發現情緒障礙學生在公開他人個人資料是違法行為得分

高於認知學習類的學生，可能推測因情緒障礙學生的特殊需求與個人特

質，在日常生活中常面臨類似情境，因此相較認知學習類的學生而言，

更是常被提醒及不斷地叮囑。 

本研究發現不同障礙類別之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情形上

並無太大差異且網路素養能力皆在平均數 3以上，此研究結果與林秀珍

（2004）、蔡惠如（2004）結果不同。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受限於障礙特質

所影響導致網路素養能力之不足與本研究結果不相同，可能原因在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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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環境網路隨處不再，即使是身心障礙學生仍耳濡目染下從多元的管道

獲得網路素養相關訊息，因此在網路素養能力上仍具有一定的認識。 

四、平均每週上網天數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情形

之差異分析 

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每週上網天數上分為 0-1天、2-3天、4-6天

及 7天等四個類別，在執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平均每週上網天

數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網路法律知能、網

路倫理態度等網路素養情形，若達顯著則以薛費法（Scheffe）進行事後

比較，分析結果如下表 4-4-4。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每週上網天數不同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的網

路素養情形，「在網路安全知能」中「公共場所會登出個人帳號密碼」及

「設定英文數字混合密碼」F 值雖達顯著差異，但經事後比較並無明顯

差別。     

表 4-4-4 

上網天數對資源班學生網路素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278） 

 題項 上網天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網路交
友，不一
定是可
信任誠
實的 

0-1 天 50 3.66 1.13 

1.202  
2-3 天 43 3.58 1.38 

4-6 天 33 3.58 1.17 

  7 天 152 3.89 1.23 

不告知
家中電
話住址
經濟等 

0-1 天 50 3.88 1.36 

0.411  
2-3 天 43 3.86 1.33 

4-6 天 33 4.03 1.33 

  7 天 152 4.06 1.27 

不使用
生日電
話、身分
證字號
作為帳
號密碼 

0-1 天 50 3.80 1.34 

1.122  

2-3 天 43 3.40 1.31 

4-6 天 33 3.30 1.53 

  7 天 152 3.60 1.3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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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每週上網天數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上網天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不點選網
路廣告，也
不好奇 

0-1 天 50 3.68 1.37 

1.369  
2-3 天 43 3.86 1.18 

4-6 天 33 3.52 1.34 

  7 天 152 3.96 1.30 

不和剛認
識網友見
面 

0-1 天 50 3.70 1.38 

1.439  
2-3 天 43 3.84 1.51 

4-6 天 33 4.18 1.35 

  7 天 152 4.10 1.34 

公共場所
會登出個
人帳號密
碼 

0-1 天 50 3.46 1.50 

3.454*  
2-3 天 43 3.91 1.23 

4-6 天 33 3.88 1.45 

  7 天 152 4.14 1.24 

定期使用
防毒軟體
檢查電腦 

0-1 天 50 3.40 1.38 

1.697  
2-3 天 43 3.63 1.32 

4-6 天 33 3.61 1.41 

  7 天 152 3.86 1.28 

直接刪除
陌生信件 

0-1 天 50 3.92 1.30 

1.510  
2-3 天 43 4.16 0.97 

4-6 天 33 4.33 0.89 

  7 天 152 4.27 1.06 

網路資訊
不一定正
確，不輕易
相信 

0-1 天 50 3.78 1.32 

1.620  
2-3 天 43 4.09 1.01 

4-6 天 33 4.30 0.81 

  7 天 152 4.11 1.16 

設定英文
數字混合
密碼 

0-1 天 50 3.54 1.38 

4.218**  
2-3 天 43 4.16 1.11 

4-6 天 33 4.42 0.93 

  7 天 152 4.09 1.22 

網路相簿
有密碼也
可能有人
看到 

0-1 天 50 3.70 1.37 

0.367  
2-3 天 43 3.91 1.08 

4-6 天 33 3.94 0.96 

  7 天 152 3.88 1.26 

* p＜.05   ** p＜.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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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每週上網天數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上網天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法
律
知
能 

網路資
源不一
定能分
享或任
意下載 

0-1 天 50 3.66 1.30 

2.332  
2-3 天 43 4.09 0.99 

4-6 天 33 4.27 0.94 

  7 天 152 4.09 1.19 

尊重智
慧財產
權，使用
合法軟
體 

0-1 天 50 4.00 1.16 

1.894  
2-3 天 43 4.23 1.10 

4-6 天 33 4.48 0.79 

  7 天 152 4.33 0.96 

網路上
威脅恐
嚇是違
法行為 

0-1 天 50 3.90 1.43 

3.387  
2-3 天 43 4.28 1.12 

4-6 天 33 4.09 1.48 

  7 天 152 4.46 0.94 

私自盜
取遊戲
寶物是
違法行
為 

0-1 天 50 3.88 1.38 

3.880**  
2-3 天 43 4.44 1.00 

4-6 天 33 4.36 1.05 

  7 天 152 4.47 1.00 

引用網
路 資
料，應說
明來源
出處 

0-1 天 50 3.86 1.26 

1.655  
2-3 天 43 4.19 0.85 

4-6 天 33 3.73 1.25 

  7 天 152 4.09 1.08 

將別人
個人資
料公開
是違法
行為 

0-1 天 50 4.06 1.26 

0.085  
2-3 天 43 4.05 1.19 

4-6 天 33 4.15 1.30 

  7 天 152 4.13 1.19 

** p＜.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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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每週上網天數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不同天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倫
理
態
度 

看到色情
暴力圖片
影像會關
閉網站。 

0-1 天  50 3.68 1.57 

1.672  
2-3 天  43 4.00 1.32 

4-6 天  33 4.09 1.28 

  7 天 152 4.16 1.23 

不傳未經
證實消息
給同學。 

0-1 天  50 3.70 1.43 

1.265  
2-3 天  43 3.79 1.33 

4-6 天  33 3.97 1.13 

  7 天 152 4.06 1.20 

發 表 言
論，注意禮
貌不攻擊
別人。 

0-1 天  50 3.90 1.31 

0.660  
2-3 天  43 4.12 1.15 

4-6 天  33 4.21 1.13 

  7 天 152 4.14 1.13 

保管自己
帳 號 密
碼，不借用
給別人。 

0-1 天  50 4.02 1.37 

1.462  
2-3 天  43 4.28 1.05 

4-6 天  33 4.28 0.97 

  7 天 152 4.34 1.03 

不偷看別
人電腦檔
案。 

0-1 天  50 3.86 1.35 

1.807  
2-3 天  43 4.16 1.04 

4-6 天  33 4.27 1.12 

  7 天 152 4.28 1.05 

不將網路
資料複製
貼上當成
作 業 繳
交。 

0-1 天  50 3.64 1.39 

1.246  
2-3 天  43 3.98 1.12 

4-6 天  33 4.03 1.18 

  7 天 152 4.01 1.20 

公開討論
區，遵守網
站規定。 

0-1 天  50 3.98 1.22 

1.502  
2-3 天  43 4.30 0.96 

4-6 天  33 4.36 1.11 

  7 天 152 4.34 1.06 

不將聊天
紀錄給他
人觀看或
公開。 

0-1 天  50 3.74 1.35 

2.192  
2-3 天  43 3.98 1.12 

4-6 天  33 4.09 1.20 

  7 天 152 4.22 1.12 

    而在網路法律知能及網路倫理態度方面，皆未達顯著差異（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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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每週上網天數不同的學生在網路素養上並無太大差異。從此可得知，

不論上網天數的長短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來說，於網路的安全知能、法律

知能與倫理態度都沒有任何的區別。 

    本研究結果與李文昌（2004）、陳佩佩（2011）的研究結果不同，在

每週不同的上網天數下，本研究結果顯示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

養知能上並無明顯差異。可推測因現今網路普及度高，學生在多元訊息

管道下已具備一定程度的網路素養知能，因此不受上網天數的長短所影

響。 

 

五、平均每次上網時數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情形

之差異分析 

    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每次上網天數上分為 1 小時內、1-2 小時、2-3

小時及 3 小時以上等四個類別，在執行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平均每次上

網天數對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網路法律知能、網路倫

理態度等網路素養情形，若達顯著則以薛費法（Scheffe）進行比較，分

析結果如下表 4-4-5。 

分析每次上網時數不同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的網路素養情形來看，

在網路法律知能上「引用網路資料時，應說明來源出處」其 F值為 4.042

（p＜.01）達顯著，但經比較各組別之間並未達明顯差異，表示每次上

網時數不同對於網路素養情形並無分別，因此可發現在「網路安全知能、

網路法律知能及網路倫理態度」等三方面，皆未達顯著差異（p＞.05），

顯示上網時數的多寡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能力上無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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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每次上網天數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N=278） 

 題項 上網時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網 路 交
友，不一
定 是 可
信 任 誠
實的。 

1 小時內 155 3.75 1.17 

2.031  
1-2 小時  39 3.56 1.27 

2-3 小時  14 4.50 1.09 

3 小時上  70 3.74 1.33 

不 告 知
家 中 電
話 住 址
經濟等。 

1 小時內 155 4.07 1.25 

1.818  
1-2 小時  39 3.59 1.56 

2-3 小時  14 4.36 0.74 

3 小時上  70 3.97 1.30 

不 使 用
生 日 電
話、身分
證 字 號
作 為 帳
號密碼。 

1 小時內 155 3.70 1.37 

2.060  

1-2 小時  39 3.13 1.45 

2-3 小時  14 3.79 1.12 

3 小時上  70 3.47 1.38 

不 點 選
網 路 廣
告，也不
好奇。 

1 小時內 155 3.82 1.32 

0.098  
1-2 小時  39 3.82 1.35 

2-3 小時  14 4.00 1.30 

3 小時上  70 3.87 1.27 

不 和 剛
認 識 網
友見面。 

1 小時內 155 4.01 1.36 

0.618  
1-2 小時  39 3.85 1.56 

2-3 小時  14 4.43 1.15 

3 小時上  70 3.97 1.36 

公 共 場
所 會 登
出 個 人
帳 號 密
碼。 

1 小時內 155 3.88 1.39 

0.645  
1-2 小時  39 3.87 1.43 

2-3 小時  14 4.21 0.97 

3 小時上  70 4.10 1.21 

定 期 使
用 防 毒
軟 體 檢
查電腦。 

1 小時內 155 3.71 1.32 

0.979  
1-2 小時  39 3.77 1.32 

2-3 小時  14 3.14 1.40 

3 小時上  70 3.80 1.3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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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每次上網天數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上網時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直接刪除
陌 生 信
件。 

1 小時內 155 4.19 1.10 

0.418  
1-2 小時  39 4.13 1.17 

2-3 小時  14 4.00 1.24 

3 小時上  70 4.30 0.96 

網路資訊
不一定正
確，不輕易
相信。 

1 小時內 155 4.03 1.15 

0.150  
1-2 小時  39 4.13 1.12 

2-3 小時  14 4.07 1.20 

3 小時上  70 4.13 1.11 

設定英文
數字混合
密碼。 

1 小時內 155 4.06 1.19 

0.894  
1-2 小時  39 3.77 1.45 

2-3 小時  14 4.29 1.13 

3 小時上  70 4.10 1.16 

網路相簿
有密碼也
可能有人
看到。 

1 小時內 155 3.83 1.24 

0.319  
1-2 小時  39 3.77 1.40 

2-3 小時  14 4.00 1.10 

3 小時上  70 3.96 1.09 

網
路
法
律
知
能 

網路資源
不一定能
分享或任
意下載。 

1 小時內 155 3.93 1.20 

1.618  
1-2 小時  39 3.95 1.31 

2-3 小時  14 4.14 1.16 

3 小時上  70 4.29 0.96 

尊重智慧
財產權，使
用合法軟
體。 

1 小時內 155 4.19 1.00 

1.102  
1-2 小時  39 4.33 1.08 

2-3 小時  14 4.64 0.74 

3 小時上  70 4.34 1.02 

網路上威
脅恐嚇是
違 法 行
為。 

1 小時內 155 4.17 1.26 

1.200  
1-2 小時  39 4.36 1.11 

2-3 小時  14 4.50 0.94 

3 小時上  70 4.46 0.9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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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每次上網天數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上網時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法
律
知
能 

私自盜取
遊戲寶物
是違法行
為。 

1 小時內 155 4.32 1.15 

0.558  
1-2 小時  39 4.31 0.92 

2-3 小時  14 4.71 0.61 

3 小時上  70 4.36 1.15 

引用網路
資料，應說
明來源出
處。 

1 小時內 155 3.99 1.11 

4.042**  
1-2 小時  39 3.56 1.29 

2-3 小時  14 4.43 0.75 

3 小時上  70 4.26 0.97 

將別人個
人資料公
開是違法
行為。 

1 小時內 155 4.10 1.22 

0.297  
1-2 小時  39 3.97 1.32 

2-3 小時  14 4.29 0.91 

3 小時上  70 4.16 1.19 

網
路
倫
理
態
度 

看 到 色 情
暴 力 圖 片
影 像 會 關
閉網站。 

1 小時內 155 4.00 1.39 

0.325  
1-2 小時  39 4.23 1.11 

2-3 小時  14 4.07 1.32 

3 小時上  70 4.01 1.30 

不 傳 未 經
證 實 消 息
給同學。 

1 小時內 155 3.92 1.31 

0.158  
1-2 小時  39 3.90 1.27 

2-3 小時  14 4.14 1.16 

3 小時上  70 3.97 1.17 

發 表 言
論，注意禮
貌 不 攻 擊
別人。 

1 小時內 155 4.15 1.21 

0.594  
1-2 小時  39 4.10 1.14 

2-3 小時  14 3.71 1.32 

3 小時上  70 4.09 1.06 

保 管 自 己
帳 號 密
碼，不借用
給別人。 

1 小時內 155 4.32 1.10 

0.299  
1-2 小時  39 4.38 1.04 

2-3 小時  14 4.21 0.97 

3 小時上  70 4.20 1.16 

不 偷 看 別
人 電 腦 檔
案。 

1 小時內 155 4.17 1.14 

0.070  
1-2 小時  39 4.26 1.04 

2-3 小時  14 4.14 1.16 

3 小時上  70 4.19 1.14 

** p＜.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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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每次上網天數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續） 

 題項 上網時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倫
理
態
度 

不 將 網 路
資 料 複 製
貼 上 當 成
作業繳交。 

1 小時內 155 3.86 1.25 

.674  
1-2 小時  39 3.92 1.28 

2-3 小時  14 4.00 1.30 

3 小時上  70 4.11 1.13 

公 開 討 論
區，遵守網
站規定。 

1 小時內 155 4.25 1.13 

.370  
1-2 小時  39 4.26 1.09 

2-3 小時  14 4.07 1.20 

3 小時上  70 4.37 0.98 

不 將 聊 天
紀 錄 給 他
人 觀 看 或
公開。 

1 小時內 155 4.00 1.22 

1.665  
1-2 小時  39 4.31 0.97 

2-3 小時  14 3.64 1.33 

3 小時上  70 4.21 1.15 

 

此研究與李文昌（2004）、陳佩佩（2011）的研究結果不同，在網路

素養知能上，上網時數的不同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來說並不影響其

網路素養情形。即使是身心障礙學生，在目前的環境中接觸網路機會大

為提升，不論在學校教學場合或是家庭環境中，皆能獲取相關網路素養

知能，因此不論上網時數的長短對於身心障礙學生而言，於網路安全知

能、法律知識及道德倫理態度都不會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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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同的家長教養態度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情

形之差異分析 

    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之家長的教養態度分為三個類別，分別為第 1

組為權威限制式、第 2組為開放民主式、第 3組為放任式。將資料進行

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若達顯著則以薛費法（Scheffe）或 Games-Howell

檢定進行比較，分析結果如下表 4-4-6。 

    分析不同家長教養態度對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的網路素養情形，在

「網路安全知能」方面中，「我不會隨意告知家中電話、住址、經濟情形」

其 F值為 6.899（p＜.001）達顯著；「我不會和剛認識的網友見面」其 F

值為 4.359（p＜.05）達顯著；「我知道網路資訊不一定正確，不能輕易

相信」其 F值為 4.142（p＜.05）達顯著，經比較後發現，開放民主式的

教養態度高於放任式教養態度；而「我會直接刪除陌生的郵件」其 F值

為 3.384（p＜.05）達顯著，經比較各組之間可發現，開放民主式的教養

態度高於權威限制式教養態度。 

    在「網路法律知能」方面，「我會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軟體」

其 F值為 3.159（p＜.05）達明顯差異；「我知道私自盜取遊戲寶物是違

法行為」其 F值為 6.161（p＜.01）達明顯差異，經比較各組之間可發現，

開放民主式的教養態度高於放任式教養態度。「引用網路資料，應說明來

源出處」其 F值為 3.110（p＜.05）雖達明顯差異，但在經比較各組之間

並未達明顯差別。 

在「網路倫理態度」方面，「保管自己帳號密碼，不借用給別人」其

F值為 8.240（p＜.001）達顯著，經比較後發現，開放民主式的教養態度

高於放任式教養態度；「不偷看別人電腦檔案」其 F值為 4.782（p＜.01）

達明顯差異，經比較各組之間可發現，開放民主式的教養態度高於權威

限制式教養態度。「不將網路資料複製貼上當成作業繳交」其 F值為 3.719

（p＜.05）雖達顯著；「公開討論區，遵守網站規定」其 F值為 3.79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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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雖達明顯差異，但在經比較各組之間後並未達明顯差異。 

表 4-4-6 

不同家長教養態度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278） 

 題項 
家長教養
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網 路 交
友，不一
定 是 可
信 任 誠
實的。 

權威限制  55 3.78 1.27 

2.751  
開放民主 195 3.83 1.15 

放任  28 3.25 1.57 

不 告 知
家 中 電
話 住 址
經 濟
等。 

權威限制  55 3.85 1.39 

6.899*** 
開放民主

>放任 

開放民主 195 4.14 1.17 

放任  28 3.21 1.66 

不 使 用
生 日 電
話、身分
證 字 號
作 為 帳
號 密
碼。 

權威限制  55 3.33 1.50 

2.764  

開放民主 195 3.69 1.31 

放任  28 3.18 1.49 

不 點 選
網 路 廣
告，也不
好奇。 

權威限制  55 4.00 1.30 

2.707  
開放民主 195 3.87 1.26 

放任  28 3.32 1.49 

不 和 剛
認 識 網
友 見
面。 

權威限制  55 3.80 1.55 

4.359* 
開放民主

>放任 
開放民主 195 4.14 1.25 

放任  28 3.39 1.66 

* p＜.05       ** p＜.01       *** p＜.0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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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不同家長教養態度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家長教養
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公 共 場
所 會 登
出 個 人
帳 號 密
碼。 

權威限制  55 3.87 1.44 

1.852  
開放民主 195 4.04 1.27 

放任  28 3.54 1.50 

定 期 使
用 防 毒
軟 體 檢
查 電
腦。 

權威限制  55 3.51 1.41 

1.424  
開放民主 195 3.80 1.27 

放任  28 3.50 1.50 

直 接 刪
除 陌 生
信件。 

權威限制  55 3.87 1.36 

3.384* 

開放民主
>權威限
制 

開放民主 195 4.30 0.97 

放任  28 4.14 1.14 

網 路 資
訊 不 一
定 正
確，不輕
易 相
信。 

權威限制  55 3.98 1.29 

4.142* 
開放民主

>放任 

開放民主 195 4.17 0.98 

放任  28 3.54 1.62 

設 定 英
文 數 字
混 合 密
碼。 

權威限制  55 3.91 1.32 

2.105  
開放民主 195 4.13 1.14 

放任  28 3.68 1.54 

網 路 相
簿 有 密
碼 也 可
能 有 人
看到。 

權威限制  55 3.89 1.25 

0.022  
開放民主 195 3.85 1.20 

放任  28 3.86 1.32 

* p＜.05       ** p＜.01       *** p＜.0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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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不同家長教養態度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家長教養
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法
律
知
能 

網 路 資
源 不 一
定 能 分
享 或 任
意下載。 

權威限制  55 3.85 1.25 

1.560  
開放民主 195 4.11 1.08 

放任  28 3.82 1.51 

尊 重 智
慧 財 產
權，使用
合 法 軟
體。 

權威限制  55 4.33 0.98 

3.159* 
開放民主

>放任 

開放民主 195 4.32 0.91 

放任  28 3.82 1.51 

網 路 上
威 脅 恐
嚇 是 違
法行為。 

權威限制  55 4.24 1.23 

2.833  
開放民主 195 4.37 1.07 

放任  28 3.82 1.49 

私 自 盜
取 遊 戲
寶 物 是
違 法 行
為。 

權威限制  55 4.20 1.17 

6.161** 
開放民主

>放任 

開放民主 195 4.48 0.95 

放任  28 3.75 1.62 

引 用 網
路 資
料，應說
明 來 源
出處。 

權威限制  55 3.80 1.29 

3.110*  
開放民主 195 4.13 0.96 

放任  28 3.71 1.51 

將 別 人
個 人 資
料 公 開
是 違 法
行為。 

權威限制  55 3.87 1.30 

2.533  
開放民主 195 4.21 1.14 

放任  28 3.82 1.44 

* p＜.05       ** p＜.01       *** p＜.0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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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不同家長教養態度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家長教養
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倫
理
態
度 

看 到 色
情 暴 力
圖 片 影
像 會 關
閉網站。 

權威限制  55 3.87 1.52 

1.546  
開放民主 195 4.13 1.22 

放任  28 3.75 1.55 

不 傳 未
經 證 實
消 息 給
同學。 

權威限制  55 3.69 1.39 

3.640*  
開放民主 195 4.07 1.17 

放任  28 3.54 1.42 

發 表 言
論，注意
禮 貌 不
攻 擊 別
人。 

權威限制  55 4.00 1.26 

2.311  
開放民主 195 4.19 1.11 

放任  28 3.71 1.32 

保 管 自
己 帳 號
密碼，不
借 用 給
別人。 

權威限制  55 4.07 1.26 

8.240*** 
開放民主

>放任 

開放民主 195 4.45 0.94 

放任  28 3.64 1.49 

不 偷 看
別 人 電
腦檔案。 

權威限制  55 3.87 1.34 

4.782** 

開放民主
>權威限
制 

開放民主 195 4.32 0.98 

放任  28 3.86 1.43 

不 將 網
路 資 料
複 製 貼
上 當 成
作 業 繳
交。 

權威限制  55 3.73 1.43 

3.719*  

開放民主 195 4.07 1.12 

放任  28 3.50 1.37 

* p＜.05       ** p＜.01       *** p＜.0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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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不同家長教養態度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之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家長教養
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倫
理
態
度 

公 開 討
論區，遵
守 網 站
規定。 

權威限制  55 4.00 1.36 

3.795*  
開放民主 195 4.39 0.97 

放任  28 4.00 1.18 

不 將 聊
天 紀 錄
給 他 人
觀 看 或
公開。 

權威限制  55 3.84 1.43 

2.907  
開放民主 195 4.19 1.07 

放任  28 3.79 1.28 

* p＜.05        

從以上可得知，家長不同的教養態度對於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

路素養情形上有所差異，不論在網路安全知能、網路法律知能或是倫理

態度上，在部分題項上開放民主式的教養態度高於放任式或權威限制式

的教養態度。 

 

七、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之態度對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

素養情形之差異分析 

    將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的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之態度分為三個組別，

分別是第 1組限制禁止型態度、第 2組陪伴型態度、第 3組自由型態度。

在資料分析中執行變異數分析進行考驗，若達顯著則以薛費法（Scheffe）

或 Games-Howell檢定進行比較，分析結果如下表 4-4-7。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家長教養態度對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的網

路素養情形，在「網路安全知能」方面中，「我知道網路資訊不一定正確，

不能輕易相信」其 F值為 4.556（p＜.05）達顯著，經比較各組之間可發

現，自由型態度高於陪伴型態度、限制禁止型態度高於陪伴型態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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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法律知能」方面，「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軟體」其 F值為

5.259（p＜.01）達明顯差異，經比較各組之間發現，自由型態度高於陪

伴型態度、限制禁止型態度高於陪伴型態度。在「網路倫理態度」方面，

「不將聊天紀錄給他人觀看或公開」其 F值為 4.734（p＜.01）達明顯差

異，經比較各組之間可發現，自由型態度高於陪伴型態度。 

表 4-4-7 

家長對學生使用網路態度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

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278） 

 題項 家長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網 路 交
友，不一定
是可信任
誠實的。 

限制禁止 127 3.81 1.17 

0.494  
陪伴態度  13 3.46 1.66 

自由態度 138 3.75 1.25 

不告知家
中電話住
址經濟等。 

限制禁止 127 4.04 1.28 

0.434  陪伴態度  13 3.69 1.70 

自由態度 138 3.98 1.28 

不使用生
日電話、身
分證字號
作為帳號
密碼。 

限制禁止 127 3.61 1.43 

0.642  
陪伴態度  13 3.92 1.32 

自由態度 138 3.50 1.34 

不點選網
路廣告，也
不好奇。 

限制禁止 127 3.83 1.28 

0.613  陪伴態度  13 4.23 1.16 

自由態度 138 3.81 1.34 

不和剛認
識網友見
面。 

限制禁止 127 4.02 1.41 

0.749  陪伴態度  13 3.54 1.71 

自由態度 138 4.01 1.3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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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 

家長對學生使用網路態度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

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家長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公共場所
會登出個
人帳號密
碼。 

限制禁止 127 3.86 1.41 

1.905  
陪伴態度  13 3.46 1.71 

自由態度 138 4.09 1.20 

定期使用
防毒軟體
檢查電腦。 

限制禁止 127 3.63 1.35 

1.079  陪伴態度  13 3.38 1.50 

自由態度 138 3.82 1.29 

直接刪除
陌生信件。 

限制禁止 127 4.10 1.11 

1.151  陪伴態度  13 4.08 1.11 

自由態度 138 4.30 1.05 

網路資訊
不一定正
確，不輕易
相信。 

限制禁止 127 4.13 1.07 

4.556* 

自由態度>

陪伴態度 

限制禁止>

陪伴態度 

陪伴態度  13 3.15 1.62 

自由態度 138 4.10 1.11 

設定英文
數字混合
密碼。 

限制禁止 127 4.09 1.17 

0.649  陪伴態度  13 3.69 1.43 

自由態度 138 4.03 1.26 

網路相簿
有密碼也
可能有人
看到。 

限制禁止 127 3.88 1.19 

2.310  
陪伴態度  13 3.15 1.51 

自由態度 138 3.91 1.20 

* p＜.05       ** p＜.01       *** p＜.0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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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 

家長對學生使用網路態度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

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家長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法
律
知
能 

網路資源
不一定能
分享或任
意下載。 

限制禁止 127 4.01 1.15 

0.387  
陪伴態度  13 4.31 0.85 

自由態度 138 4.03 1.21 

尊重智慧
財產權，使
用合法軟
體。 

限制禁止 127 4.24 0.98 

5.259** 

自由態度>

陪伴態度 

限制禁止>

陪伴態度 

陪伴態度  13 3.46 1.56 

自由態度 138 4.38 0.93 

網路上威
脅恐嚇是
違法行為。 

限制禁止 127 4.20 1.27 

3.753*  陪伴態度  13 3.62 1.38 

自由態度 138 4.43 0.98 

私自盜取
遊戲寶物
是違法行
為。 

限制禁止 127 4.30 1.12 

0.385  
陪伴態度  13 4.23 1.16 

自由態度 138 4.41 1.08 

引用網路
資料，應說
明來源出
處。 

限制禁止 127 3.98 1.19 

0.246  
陪伴態度  13 4.15 0.89 

自由態度 138 4.05 1.05 

將別人個
人資料公
開是違法
行為。 

限制禁止 127 4.18 1.13 

2.099  
陪伴態度  13 3.46 1.45 

自由態度 138 4.09 1.25 

* p＜.05       ** p＜.01       *** p＜.001         （續下頁） 

  

 



 

113 

 

表 4-4-7 

家長對學生使用網路態度對於北區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

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續）（N=278） 

 題項 家長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事後比較 

網
路
倫
理
態
度 

看到色情
暴力圖片
影像會關
閉網站。 

限制禁止 127 3.98 1.38 

1.515  
陪伴態度  13 3.54 1.56 

自由態度 138 4.14 1.23 

不傳未經
證實消息
給同學。 

限制禁止 127 3.88 1.28 

1.938  陪伴態度  13 3.38 1.60 

自由態度 138 4.05 1.19 

發 表 言
論，注意禮
貌不攻擊
別人。 

限制禁止 127 4.07 1.18 

0.111  
陪伴態度  13 4.08 1.32 

自由態度 138 4.14 1.15 

保管自己
帳 號 密
碼，不借用
給別人。 

限制禁止 127 4.32 1.04 

2.588  
陪伴態度  13 3.62 1.50 

自由態度 138 4.33 1.10 

不偷看別
人電腦檔
案。 

限制禁止 127 4.20 1.08 

1.299  陪伴態度  13 3.69 1.49 

自由態度 138 4.21 1.12 

不將網路
資料複製
貼上當成
作業繳交。 

限制禁止 127 3.96 1.21 

1.841  
陪伴態度  13 3.31 1.54 

自由態度 138 3.99 1.20 

公開討論
區，遵守網
站規定。 

限制禁止 127 4.34 1.00 

2.626  陪伴態度  13 3.62 1.71 

自由態度 138 4.28 1.08 

不將聊天
紀錄給他
人觀看或
公開。 

限制禁止 127 4.01 1.21 

4.734** 
自由態度>

陪伴態度 
陪伴態度  13 3.23 1.42 

自由態度 138 4.22 1.09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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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可知，家長對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的網路使用態度在網路素

養情形上有部分的差異，尤其在家長採取自由型態度時較高於陪伴型態

度的家長，而採取限制禁止型態度的家長也會高於陪伴型態度的家長。

此結果與許怡安（2001）、陳佩佩（2011）研究相似，家長對於學生網路

使用態度較為正向鼓勵則學生在網路素養能力上有較佳的表現。至於限

制禁止型態度的家長則會使學生在網路使用上有較多的限制，因此學生

在網路素養上會盡可能呈現較佳表現。而陪伴型態度的家長則會使學生

在網路使用時過度依賴家長的陪伴或建議，而較難有自己獨立嘗試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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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依據研究發現，歸納結論並提出具體建議。以下就第一節提出 

本研究之結論；第二節針對本研究發現的結果提出相關的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將本研究歸納成以下幾點結論。 

 

壹、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的現況 

一、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休閒與娛樂」中最常透過網路

瀏覽多媒體資訊，包含圖片、影音、動畫等，以及使用網路進行連線

遊戲；較不常使用網路進行拍賣及購物。從上述可得知，資源班學生

對於觀看影視戲劇、動畫圖片和玩線上遊戲的行為是最常發生的；對

於使用網路進行拍賣或是在網路上進行購物的行為則涉及金錢的管理

使用而呈現出最少出現的狀況。 

二、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社交互動」中最常透過社群網

站和同學朋友聊天，較不常使用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對資源班學

生來說，使用社群網站進行的社交互動最常出現的行為便是和同學朋

友聊天，然而新興的直播分享行為則較不常發生在國中資源班的身心

障礙學生當中。 

三、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資訊」中最常透過搜尋引

擎查找資料，包含功課作業的學習、獲得最新資訊等，較不常使用網

路進行線上平台學習或是收發、轉寄電子郵件。從資源班學生在資訊

使用部分可得知利用搜尋引擎來查閱資料，以此獲得最新資訊、或是

完成課業的要求、學習擴張知識的面向是最常出現的行為，然則對資

源班身心障礙學生來說，線上平台的學習與電子郵件反而較不常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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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此，在網路使用行為當中，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喜愛觀賞影音

動畫作品，玩線上遊戲，追求高度的聲光效果刺激，和朋友同學在社

群網站上聊天更是常常出現在其日常生活當中，使用搜尋引擎來完成

功課作業、學習新知識也是其習以為常的現象。 

    對於使用網路進行拍賣或是網路購物的行為、利用網路新興直播

分享則牽涉較廣的層面，包含金錢的使用、數位裝置的設定等，多造

成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卻步不前、較少嘗試發生的行為，然而使用網

路進行線上平台學習較不常出現在其行為，則因線上平台不是資源班

學生生活中會出現的高頻率詞彙，若沒有教師宣導、課業任務布置，

較少學生會去操作，電子郵件則因學生較少有收發電子郵件的事件，

大多可以利用其他社群網站來替代，因此，行為的發生也較不常出現

在其生活作息。 

 

貳、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的現況 

一、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中，各題皆達平均值 3 以上，表

示在個人的資訊安全，帳號密碼的安全設定與正當使用，安全防範的

防毒軟體操作、定期刪除陌生郵件與不明廣告，安全的與網路結交之

朋友相處都顯示其具備一定的網路安全知能。 

二、資源班學生在「網路法律知能」中，各題皆達平均值 4 以上，表

示在網路上對於違法行為如盜取私人虛擬寶物、不當留言或公開他人

基本資料皆能遵守法律的規範，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的軟體，

不進行盜版行為或公開分享，正確引用網路資料不縹竊都顯示其具備

高度的網路法律知能。 

三、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倫理態度」中，各題皆達平均值 3 以上，表

示在遵守網路禮貌、重視網站相關規定、尊重隱私權，不偷窺他人電

腦檔案、合理判讀媒體訊息，拒絕腥羶色網站資訊等皆呈現出其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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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網路倫理態度的重要性。 

 

參、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的差異性    

一、不同「性別」之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連線遊戲」及「運用

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有顯著差異，且男生顯著高於女生。呈現出

在網路使用行為中在休閒娛樂及社交互動上，男生行為高於女生，而

在使用網路資訊上不同性別之間則無分別。 

二、不同「年級」之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購物」、「透過網路和

朋友同學聊天」及「利用社群網站結交朋友」有顯著差異，且九年級

學生顯著高於七、八年級學生。表示在網路使用行為中在休閒娛樂及

社交互動上，九年級學生行為明顯高於七、八年級學生，而在使用網

路資訊上則不同年級之間並無差別。 

三、不同「障礙類別」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休閒娛樂、網路社交互

動、使用網路資訊皆無顯著。表示不同障礙類別的資源班學生在網路

使用行為上並沒有差別。 

四、不同「上網天數」之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玩線上遊戲」、「使

用網路瀏覽多媒體資訊」、「透過網路來購買東西」、「透過社群網站發

表文章、照片、影音」、「透過社群網站分享訊息」、「透過社群網站和

朋友同學聊天」、「透過社群網站結交朋友」、「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

分享」、「使用搜尋引擎獲得資訊」及「透過網路上傳、下載檔案及軟

體」有顯著差異，上網天數 7天之學生顯著高於上網天數 0-1天與 2-3

天之學生。故每週上網天數越多的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上會高於上網

天數較短的學生。 

五、不同「上網時數」之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玩線上遊戲」、「使

用網路瀏覽多媒體資訊」、「透過網路來購買東西」、「透過社群網站發

表文章、照片、影音」、「透過社群網站分享訊息」、「透過社群網站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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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朋友」、「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使用網路收發電子郵件」

及「透過網路上傳、下載檔案及軟體」有顯著差異，上網時數 3小時

以上之學生顯著高於上網時數 1小時以內及 1-2小時間之學生。表示

上網時數越長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上會高於上網時數較短的

學生。 

六、不同「家長教養態度」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拍賣東西」、「透

過網路閱讀文字訊息」及「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有顯著差異，

放任式的家長教養態度顯著高於開放民主式及權威限制式的家長教養

態度。顯示出對於資源班學生來說，家長為放任式教養態度在網路使

用行為上，針對網路拍賣、直播分享及閱讀文字訊息則會高於其他學

生。 

七、不同「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態度」之資源班學生，在「使用網路

玩線上遊戲」、「使用網路瀏覽多媒體資訊」、「透過網路來購買東西」、

「透過網路閱讀文字訊息」、「透過社群網站分享訊息」、「透過社群網

站和朋友同學聊天」、「使用搜尋引擎獲得資訊」及「透過網路上傳、

下載檔案及軟體」有顯著差異，自由型態度的家長顯著高於限制禁止

型態度家長。而在「使用網路玩線上遊戲」、「透過網路閱讀文字訊息」

及「透過網路進行線上學習」也有顯著差異，陪伴型態度的家長顯著

高於限制禁止型態度家長。表示出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態度若是正面

鼓勵，對於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上則會明顯高於限制禁止式的

態度。 

 

整體而言，對於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之情形，不同障礙類別

之學生於網路使用行為沒有差異，而男生在休閒娛樂及社交互動上高於

女生；九年級學生在網路休閒娛樂及社交互動上高於七、八年級學生；

且上網天數及時數較長的學生於網路使用行為皆會高於上網天數及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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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短的學生；而對於放任式的家長態度則會使學生在網路拍賣、直播行

為較其他學生來之為高；家長若對學生網路使用態度較為自由陪伴型態

度則會使學生在網路使用的行為上較為增加。因此，對於資源班身心障

礙男同學於娛樂休閒及社群網站的使用應多加留意，九年級的身心障礙

學生在休閒娛樂社交行為也應給予關懷，且應多注意上網天數及時數較

長、放任式教養之家長其於休閒娛樂和社交互動等使用網路行為的情

形。 

 

肆、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的差異性 

一、不同「性別」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方面，「我知道

網路相簿就算有設定密碼也可能會有人看到。」有顯著，男生顯著高

於女生。在「網路法律知能」及「網路倫理態度」素養上並無差別，

顯現男生與女生在網路素養上沒有不同。 

二、不同「年級」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方面，「我會設

定英文及數字混合的密碼。」有顯著差異，九年級學生顯著高於八年

級學生。在「網路法律知能」及 「網路倫理態度」素養上並無分別，

顯現不同年級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上無區別。 

三、不同「障礙類別」之資源班學生，在「在網路法律知能」方面，「我

知道將別人個人資料公開是違法行為。」達顯著差異，情緒行為障礙

類的學生顯著高於認知學習障礙類的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及「網

路倫理態度」素養上並無區別，顯現不同障礙類別之資源班學生在網

路素養上沒有差異。 

四、不同「上網天數」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在網路

法律知能」及「網路倫理態度」素養上並無差異，顯現不同上網天數

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上無分別。 

五、不同「上網時數」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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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能」及「網路倫理態度」素養上並無區別，顯現不同上網時數

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上無差異。 

六、不同「家長教養態度」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方面，

「我不會隨意告知網友家中電話、住址、經濟情形。」、「我不會和剛

認識的網友見面」、「我知道網路資訊不一定正確，不能輕易相信」；在

「網路法律知能」方面，「我會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軟體」、「我

知道私自盜取遊戲寶物是違法行為」；在「網路倫理態度」方面，「保

管自己帳號密碼，不借用給別人」皆達顯著差異，開放民主式的教養

態度高於放任式教養態度。而且在「網路安全知能」方面，「我會直接

刪除陌生的郵件」；在「網路倫理態度」方面，「不偷看別人電腦檔案」

也達顯著差異，其中開放民主式的教養態度高於權威限制式教養態度。

表示不同的家長教養態度，對於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上，有著顯著

的差別，尤其家長為開放民主式的教養態度之學生，在網路素養上會

高於放任式，或權威限制式的教養態度之學生。 

七、不同「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態度」之資源班學生，在「網路安全

知能」方面中，「我知道網路資訊不一定正確，不能輕易相信。」；在

「網路法律知能」方面，「我會尊重智慧財產權，並能使用合法軟體」

皆達顯著差異，其中自由型態度高於陪伴型態度，且限制禁止型態度

也高於陪伴型態度。在「網路倫理態度」方面，「不將聊天紀錄給他人

觀看或公開」達顯著差異，自由型態度則高於陪伴型態度。表示不同

的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態度，對於資源班學生在網路素養上，有部分

的顯著，尤其家長對於學生網路使用的態度若為自由型態度或限制禁

止型態度，則學生在網路素養表現上會高於陪伴型態度之學生。 

 

    整體而言，對於資源班學生於網路素養差別情形，不同性別、年級、

不同障礙類別及不同上網天數與時數之學生在網路素養上沒有太大差異，

 



 

121 

 

但對於家長的教養態度則會在網路素養上有所差異，尤其家長為開放民

主式教養態度在網路素養表現上會高於放任式及權威限制式教養態度；

而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的態度也會部分影響學生在網路素養表現，自由

型態度或限制禁止型態度會高於陪伴型態度。因此，針對於家長之態度

會影響學生在網路素養的狀況，應多加給予關注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

網路法律知能及網路倫理態度上的情形，多留意學生的網路安全、法律

知識及基礎倫理等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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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為探討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使用網路行為及網路素養能力的

現狀，經分析獲知以上結論。因此，依據研究結果與文獻探討，擬提出

以下幾點建議，以作為主管教育單位、學校師長、學生家長及未來可供

研究之參考。 

 

壹、對主管教育單位之建議 

  一、強化網絡平台分級制度 

    從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在使用網路行為的現況來看，最常使用網

路瀏覽多媒體訊息，包含圖片、影音及動畫等等，可以確切得知對於

觀看影視音樂、動畫影片是身心障礙學生生活中最常發生的行為，因

此更需要加強網路各個平台之間的分級制度，讓使用者能依據年齡及

需求，正確的瀏覽多媒體訊息。使身心障礙學生能在閱聽過程中，能

受到合理的監督，以避免接收不適當的閱聽資訊，更能合乎使用網路

促進瀏覽品質的提升。 

二、研擬線上遊戲分級程度 

    另外，在使用網路進行連線遊戲也是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常

常出現的行為，對於線上遊戲的分級制度，更是需要教育主管機關的

介入，使學生在網路娛樂休閒的同時，能不受到暴力、血腥的遊戲畫

面所影響。因此，能落實網路分級制度，打造優質網路環境，對於資

源班的學生來說，更能安心遨遊於網路世界中。 

 

貳、對學校教師之建議 

  一、開設網絡使用教學課程 

    對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來說，在社群網站和朋友同學聊天或

是使用網路搜尋資訊都是很常出現的行為，因此，身為身心障礙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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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班的教師，更是需要了解學生於網絡使用行為的現象，並多給予

學生關心，針對學生在網路使用的挫折與困難，給予相關的教導，故

在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中應開設相關特殊需求課程，如：網路社交互

動禮儀、網路安全單元等等。針對學生不同的需求提供相應的課程，

以提升學生在網路使用及網路素養的能力。 

二、跨領域融入教學活動 

    在校園環境中，一位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面對各式各樣的課程，

網際網路更是交雜融合在其中處處可見的身影，因此除了針對身心障

礙學生所開設的網路使用相關課程之外，更是需要讓其在校園生活中

不斷的溫故知新，熟悉使用網路的正確姿態、加強安全性、法律知識

與倫理道德觀念的鞏固，故建議普通班教師能在不同的領域課程活動

中設計網路教學活動，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參與其中的機會，透過不斷

的練習、多次的提醒與反覆互動的機會，增加學生的認知、正確的情

意反應與實戰演練的操作技能。 

    更甚者，於校園環境中設計多元的網路宣導海報、活動，如闖關

競賽、影片創作、書法、美術、演講、藝文競賽等。以此來提升學生

多感官的接觸管道，增強理解並活用網路的正向影響。 

三、親師生合作擬定網路執行方針 

    除此之外，更需要多加注意家長若為放任式教養態度，學生在網

路使用的情形，尤其在網路商業行為（網路購物、網路拍賣），甚至於

使用網路進行直播分享的內容，都需要教師特別留意，以避免學生誤

觸法網，因此，教師能與家長、學生共同擬定網路使用的操作手冊、

執行方針，共同監督網路使用安全，以免學生誤入歧途、遭不法人士

利用而觸犯法律，成為無知的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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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家長之建議 

    從結果可得知，身心障礙學生不論是網路使用行為或是網路素養

能力皆會受到家長的教養方式、家長的態度所影響，因此，資源班學

生的使用網路行為及網路素質極需家長的協助配合。在現今社會環境

下，家長應抱持著正向的心態，鼓勵並多參與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

網路的使用，適時從旁給予協助。 

    除此之外家長能多加運用網路安全過濾軟體，如：網路守護天使，

協助學生進行良好的網路時間規劃並過濾不恰當的內容。 

 

肆、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 

在研究中只以北區五個縣市做為研究區域，無法全面調查全國身

心障礙國中資源班的學生在使用網路之行為以及針對網路的素養能力，

故研究的結果其推論性有所侷限，建議未來可擴大研究範圍、增加不

同學習階段的身心障礙學生，在研究上能有更廣泛的應用。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探究身心障礙國中資源班學生在網路使用行

為及網路素養能力的現況，由於問卷具有匿名性，加上無法掌握作答

時的主觀反應或是隱藏行為，題目整體設計無反向問題，皆容易影響

結果的客觀性。因此，未來若是能佐以個案研究、訪談等質性研究方

法，提升研究的深度，使研究結果能更全面的應用。 

三、學生後續網路使用行為追蹤 

    從結果可發現，學生在使用網路上常常出現閱聽多媒體影音資訊、

線上遊戲的玩樂、透過社群網站和同學朋友聊天、利用搜尋引擎完成

課業的要求與獲得新興資訊，較不常發生使用網路進行拍賣、網路購

買物品、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利用線上學習平台習得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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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發電子郵件等行為。 

    因此，建議研究者能針對資源班身心障礙的學生在網路使用的行

為可以持續進行追蹤探討，如設計網路相關課程進行一系列的行動並

實際執行從中了解學生實際操作網路時的情形與心理反應，並追蹤較

少出現行為的原因，且探討經由課程介入後，學生在網路安全知能及

網路法律知識與倫理態度之發展，以擴充研究廣度與學生整體發展的

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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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預試問卷 

國中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與網路素養現況調查問卷 

填答說明：本問卷共有四面，分為三部分，煩請您在適當的空格中打「」 

一、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請依實際情形再中打「」 

1.性別：男  女 

2.年級：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3.障礙類別： 

認知與學習障礙(智能障礙、學習障礙、中低功能自閉症)   

情緒行為相關障礙(情緒行為障礙、高功能自閉症)   

感官肢體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身體病弱、

腦性麻痺、其他障礙) 

4.平均每週上網天數(包含假日)：0-1 天  2-3 天  4-6 天  7 天 

5.平均每次上網時數：   

  30 分鐘以下        30 分鐘~1 小時以內  1 小時~2 小時以內   

  2 小時~3 小時以內   3 小時~4 小時以內   4 小時~5 小時以內   

  5 小時以上 

6.家長教養方式：開放民主  權威限制  放任 

7.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態度： 

陪伴型態度：鼓勵上網，並從旁協助  

自由型態度：自由上網，不干涉也不限制 

限制型態度：允許上網，但會限定時間   

禁止型態度：完全禁止上網  

親愛的同學，你好： 

首先感謝您的熱心與協助，這份問卷主要是想了解目前您在網路使用與網路

素養的情形。請依據您目前使用網路的狀況來回答，選出最符合的選項。您所填

寫的資料，僅供學術分析與研究，絕對保密；同時，您所填答的資料並沒有好壞

之分，更沒有標準答案，故請依真實情況逐題回答、不要遺漏。再次感謝您的大

力協助。 

敬祝 

學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暑期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于曉平博士 

研究生：吳佳靜敬上 

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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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使用現況 

請依您的使用現況在適當的空格中打「」 

網路使用行為 總

是

如

此

做 

經

常

如

此

做 

偶

爾

做 

很

少

做 

從

來

沒

有

做 

網路休閒與娛樂  

(1)我常常使用網路連線遊戲。      

(2)我常常透過網路瀏覽多媒體資訊 

(圖片、影音、動畫等)。 

     

(3)我常常使用網路來購物。      

(4)我常常使用網路進行拍賣。      

(5)我常常在網路上瀏覽訊息(新聞、雜誌、文

章、小說等)。 

     

網路社交互動 

社群網站 (如 Facebook、Line、Instagram、

Youtube、PTT、Twitter、Dcard、噗浪 Plurk、

微信 WeChat、微博 Weibo) 

 

(6)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發表文章、照片、影

音。 

     

(7)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分享訊息。      

(8)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和朋友同學聊天。      

(9)我常常透過社群網站結交朋友。      

(10)我常常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      

使用網路資訊  

(11)我常常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學習。      

(12)我常常使用網路收發、轉寄電子郵件 

(e-mail)。 

     

(13)我常常透過搜尋引擎查找資料(功課作業

學習、獲得最新資訊等)。 

     

(14)我常常使用網路上傳、下載檔案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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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素養現況 

請依您的使用現況在適當的空格中打「」 
網路素養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確

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網路安全知能  

(1)我認為在網路上認識的新朋友，都是可信

任誠實的人。 

     

(2)我會告訴網友家中的電話住址及經濟狀

況。 

     

(3)我會使用生日、電話、身分證字號作為上

網的帳號密碼。 

     

(4)我會點選網路上的廣告，了解廣告內容。      

(5)我會和興趣相投的網友出去見面約會。      

(6)我會在公共場所使用完電腦後，移除個人

帳號密碼。 

     

(7)我會定期使用防毒軟體檢查電腦。      

(8)我會直接刪除陌生人寄來的信件。      

(9)我知道網路上的資訊不一定正確，不能輕

易相信。 

     

(10)我會設定英文及數字混合的密碼。      

(11)我認為將網路相簿只要有設定密碼就不

會有人看到。 

     

網路法律知能  

(1)我認為網路上的資源都可以分享使用，任

意下載檔案(如：圖片、影片、音樂等) 

     

(2)我會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的軟體。      

(3)我知道在網路上留下罵人、威脅或恐嚇的

話，是違法的行為。 

     

(4)我知道私自從別人帳號盜取網路遊戲的寶

物是違法的行為。 

     

(5)我知道在引用網路上的資料時，應說明來

源或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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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素養現況（續） 

請依您的使用現況在適當的空格中打「」 

網路素養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確

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6)我知道將別人的個人資料(如：姓名、電話、

照片、就讀學校等)公開在網路上是違法的行

為。 

     

網路倫理態度  

(1)我會在網路上看到不雅文字、色情暴力的圖

片影像時，點選關閉網站。 

     

(2)我不會傳未經證實的消息給同學。      

(3)我會在網路上發表言論時，注意禮貌及文字

使用，不惡意留言攻擊別人。 

     

(4)我會妥善保管自己的帳號密碼，不隨意借用

給別人。 

     

(5)我不會偷看別人的電腦檔案。      

(6)我會將網路上的資料直接複製貼上當成作

業交給老師。 

     

(7)我會在公開的討論區上，遵守網站的規定。      

(8)我不會將聊天紀錄隨意給他人觀看或是公

開在網路上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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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家效度問卷 

國中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與網路素養現況調查問卷 

 

以下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親愛的老師，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協助，使這份問卷能了解目前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網

路使用與網路素養的情形。請協助檢視題項內容，若題意清楚且能合

乎問卷目的請於適合度欄位中勾選適合，若題意不清或無法合乎問卷

目的則請於適合度欄位中勾選不適合建議刪除，若有需要修改之題項

請於適合度欄位中勾選修正後適合，並於題項上或是修正意見欄中給

予建議，謝謝您的協助。 

敬祝 

教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暑期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于曉平博士 

研究生：吳佳靜敬上 

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20日 

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 

學生背景變項 

性別、年級 

障礙類別 

每週上網天數 

每次上網時數 

家長教養方式 

家長對網路使用的態度 

網路使用行為 

  1.網路休閒與娛樂 

2.網路社交互動 

3.使用網路資訊 

網路素養能力 

1.網路安全的知能 

2.網路法律的知能 

3.網路倫理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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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題項內容 適合度 修正意見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建

議

刪

除 

1.性別：男  女     

2.年級：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3.障礙類別： 

認知與學習障礙(智能障礙、學習障礙、中

低功能自閉症)   

情緒行為相關障礙(情緒行為障礙、高功能

自閉症)   

感官肢體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

障礙、肢體障礙、身體病弱、腦性麻痺、其

他障礙) 

    

4.平均每週上網天數(包含假日)： 

0-1 天  2-3 天  4-6 天  7 天 

    

5.平均每次上網時數： 

30 分鐘以下       30 分鐘~1 小時以內   

1 小時~2 小時以內  2 小時~3 小時以內   

3 小時~4 小時以內  4 小時~5 小時以內   

5 小時以上 

    

6.家長教養方式： 

開放民主  權威限制  放任 

    

7.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態度： 

陪伴型態度：鼓勵上網，並從旁協助  

自由型態度：自由上網，不干涉也不限制 

限制型態度：允許上網，但會限定時間   

禁止型態度：完全禁止上網 

    

其他增列之題項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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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網路使用現況 

層

面 

題項內容 適合度 修正意見 

題幹 選項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建

議

刪

除 

總

是

如

此

做 

經

常

如

此

做 

偶

爾

做 

很

少

做 

從

來

沒

有

做 

網

路

休

閒

與

娛

樂 

(1)我常常使用網路連線遊戲。     

(2)我常常透過網路瀏覽多媒體資訊 

(圖片、影音、動畫等)。 

    

(3)我常常使用網路來購物。     

(4)我常常使用網路進行拍賣。     

(5)我常常在網路上瀏覽訊息(新聞、雜

誌、文章、小說等)。 

    

 

 

網

路

社

交

互

動 

ex：社群網站 (如 Facebook、Line、

Instagram、Youtube、PTT、Twitter、Dcard、

噗浪 Plurk、微信 WeChat、微博 Weibo) 

    

(6)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發表文章、照片、

影音。 

    

(7)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分享訊息。     

(8)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和朋友同學聊天。     

(9)我常常透過社群網站結交朋友。     

(10)我常常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     

其他增列之題項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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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網路使用現況（續） 

層

面 

題項內容 適合度 修正意見 

題幹 選項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建

議

刪

除 

總

是

如

此

做 

經

常

如

此

做 

偶

爾

做 

很

少

做 

從

來

沒

有

做 

使

用

網

路

資

訊 

(11)我常常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學習。     

(12)我常常使用網路收發、轉寄電子郵件 

(e-mail)。 

    

(13)我常常透過搜尋引擎查找資料(功課

作業學習、獲得最新資訊等)。 

    

(14)我常常使用網路上傳、下載檔案及軟

體。 

    

其他增列之題項或建議  

第三部分、網路素養現況 

層

面 

題項內容 適合度 修正意見 

題幹 選項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建

議

刪

除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確

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1)我認為在網路上認識的新朋友，都是可

信任誠實的人。 

    

(2)我會告訴網友家中的電話住址及經濟

狀況。 

    

(3)我會使用生日、電話、身分證字號作為

上網的帳號密碼。 

    

(4)我會點選網路上的廣告，了解廣告內

容。 

    

 



 

145 

 

第三部分、網路素養現況（續） 

層

面 

題項內容 適合度 修正意見 

題幹 選項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建

議

刪

除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確

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網

路

安

全

知

能 

(5)我會和興趣相投的網友出去見面約會。     

(6)我會在公共場所使用完電腦後，移除個

人帳號密碼。 

    

(7)我會定期使用防毒軟體檢查電腦。     

(8)我會直接刪除陌生人寄來的信件。     

(9)我知道網路上的資訊不一定正確，不能

輕易相信。 

    

(10)我會設定英文及數字混合的密碼。     

(11)我認為將網路相簿只要有設定密碼就

不會有人看到。 

    

 

 

網

路

法

律

知

能 

(1)我認為網路上的資源都可以分享使

用，任意下載檔案(如：圖片、影片、音

樂等) 

    

(2)我會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的軟

體。 

    

(3)我知道在網路上留下罵人、威脅或恐嚇

的話，是違法的行為。 

    

(4)我知道私自從別人帳號盜取網路遊戲

的寶物是違法的行為。 

    

(5)我知道在引用網路上的資料時，應說明

來源或出處。 

    

(6)我知道將別人的個人資料(如：姓名、

電話、照片、就讀學校等)公開在網路上

是違法的行為。 

    

其他增列之題項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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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網路素養現況（續） 

層

面 

題項內容 適合度 修正意見 

題幹 選項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建

議

刪

除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確

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網

路

倫

理

態

度 

(1)我會在網路上看到不雅文字、色情暴力

的圖片影像時，點選關閉網站。 

    

(2)我不會傳未經證實的消息給同學。     

(3)我會在網路上發表言論時，注意禮貌及

文字使用，不惡意留言攻擊別人。 

    

(4)我會妥善保管自己的帳號密碼，不隨意

借用給別人。 

    

(5)我不會偷看別人的電腦檔案。     

(6)我會將網路上的資料直接複製貼上當

成作業交給老師。 

    

(7)我會在公開的討論區上，遵守網站的規

定。 

    

(8)我不會將聊天紀錄隨意給他人觀看或

是公開在網路上貼文。 

    

其他增列之題項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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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正式問卷 

國中資源班學生網路使用與網路素養現況調查問卷 

填答說明：本問卷共有四面，分為三部分，煩請您在適當的空格中打「」 

一、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請依實際情形再中打「」 

1.性別：男  女 

2.年級：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3.障礙類別： 

認知與學習障礙(智能障礙、學習障礙、中低功能自閉症)   

情緒行為相關障礙(情緒行為障礙、高功能自閉症)   

感官肢體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身體病弱、

腦性麻痺、其他障礙) 

4.平均每週上網天數(包含假日)：0-1 天  2-3 天  4-6 天  7 天 

5.平均每次上網時數：   

  30 分鐘以下        30 分鐘~1 小時以內  1 小時~2 小時以內   

  2 小時~3 小時以內   3 小時~4 小時以內   4 小時~5 小時以內   

  5 小時以上 

6.家長教養方式：開放民主  權威限制  放任 

7.家長對學生網路使用態度： 

陪伴型態度：鼓勵上網，並從旁協助  

自由型態度：自由上網，不干涉也不限制 

限制型態度：允許上網，但會限定時間   

禁止型態度：完全禁止上網 

 

親愛的同學，你好： 

首先感謝您的熱心與協助，這份問卷主要是想了解目前您在網路使用與網路

素養的情形。請依據您目前使用網路的狀況來回答，選出最符合的選項。您所填

寫的資料，僅供學術分析與研究，絕對保密；同時，您所填答的資料並沒有好壞

之分，更沒有標準答案，故請依真實情況逐題回答、不要遺漏。再次感謝您的大

力協助。 

敬祝 

學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暑期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于曉平博士 

研究生：吳佳靜敬上 

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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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使用現況 

請依您的使用現況在適當的空格中打「」 

 

  網路使用行為 總

是

如

此

做 

經

常

如

此

做 

偶

爾

做 

很

少

做 

從

來

沒

有

做 

網路休閒與娛樂  

(1)我常常玩線上遊戲。      
(2)我常常透過網路瀏覽圖片、影音、動畫等 

  多媒體資訊。 
     

(3)我常常使用網路來購物。      
(4)我常常在網路上賣東西（如拍賣網站、 

  APP、FB 社團等）。 
     

(5)我常常在網路上看新聞、雜誌、文章、小 

  說等文字訊息。 
     

網路社交互動 

社群網站 (如 FB、Line、IG、Youtube、PTT、

Twitter、Dcard、噗浪 Plurk、微信 WeChat、微

博 Weibo) 

 

(6)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發表文章、照片、影 

  音。 
     

(7)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分享訊息。      

(8)我常常在社群網站上和朋友同學聊天。      
(9)我常常透過社群網站結交朋友。      
(10)我常常透過社群網站進行直播分享。      

使用網路資訊  

(11)我常常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學習(如：均一教

育平台、PaGamO)。 
     

(12)我常常使用網路收發、轉寄電子郵件 

   (e-mail)。 
     

(13)我常常透過搜尋引擎（google、yahoo）查 

   找資料、獲得最新資訊。 
     

(14)我常常使用網路上傳、下載檔案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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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素養現況 

請依您的使用現況在適當的空格中打「」 

 
  網路素養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確

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網路安全知能  

(1) 我認為在網路上認識的新朋友，不一定是

可信任或誠實的人。 
     

(2) 我不會告訴網友家中的電話住址及家庭經  

濟狀況。 
     

(3) 我不會使用生日、電話、身分證字號作為   

上網的帳號或密碼。 
     

(4) 我不會點選網路上的廣告，也不會好奇廣 

告內容。 
     

(5)我不會和剛認識的網友約出去見面。      
(6)我會在公共場所使用完電腦後，登出個人 

   帳號密碼。 
     

(7)我會定期使用防毒軟體檢查電腦。      
(8)我會直接刪除陌生人寄來的信件。      
(9)我知道網路上的資訊不一定正確，不能輕 

  易相信。 
     

(10)我會設定英文及數字混合的密碼。      
(11)我知道網路相簿就算有設定密碼也可能 

   會有人看到。 
     

網路法律知能  

(12)網路上的資源不一定可以分享使用，也不

能任意下載檔案(如：圖片、影片、音樂

等) 

     

(13)我會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合法的軟體。      

(14)我知道在網路上罵人、威脅或恐嚇的話，

是違法的行為。 
     

(15)我知道私自從別人帳號盜取網路遊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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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物是違法的行為。 

三、網路素養現況（續） 

請依您的使用現況在適當的空格中打「」 

 

  網路素養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確

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6)我知道在引用網路上的資料時，應說明來 

源或出處。 
     

(17)我知道將別人的個人資料(如：姓名、電話、

照片、就讀學校等)公開在網路上是違法的

行為。 

     

網路倫理態度  

(18)我會在網路上看到不雅文字、色情暴力的 

圖片影像時，點選關閉網站。 
     

(19)我不會傳未經證實的消息給同學。      
(20)我會在網路上發表言論時，注意禮貌及文 

字使用，不惡意留言攻擊別人。 
     

(21)我會妥善保管自己的帳號密碼，不隨意借 

用給別人。 
     

(22)我不會偷看別人的電腦檔案。      

(23)我不會將網路上的資料直接複製貼上當成 

   作業交給老師。 
     

(24)我會在公開的討論區上，遵守網站的規定。      

(25)我不會將聊天紀錄隨意給他人觀看或是公 

開在網路上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