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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以進行實作教學之

影響因素 

研 究 生：蘇 啟 鋐 

指導教授：林 坤 誼 

中文摘要 

科技的演變隨著時代進步，教學現場各領域對於應用教育科技輔助

教學亦日漸普及，而加工機具亦隨著科技進步逐步走向由電腦數值控制

的數位加工機具。利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活動教學儼然逐漸形成一

股潮流，因此，教師是否願意使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已成為一

項值得探討的問題。研究採用了科技接受模型和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

為理論基礎，以發掘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的行為及其可能的影響因素。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 106、107、108

年度參與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增能學分班之現職中學生活科技教師，以及

上述教師推薦適合本研究之現職教師為研究對象，問卷發放共 135 份，

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123 份，占總發放量 91.1％。將調查蒐集資料採用路

徑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

析。其研究結論如下：(1)多數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抱

持正向看法；(2)培養中學生活科技教師的知覺行為控制能力方能有助於

促使其落實應用數位加工機具以進行實作教學；(3)男性教師在「認知有

用」、「認知易用」、「態度」以及「知覺行為控制」上顯著優於女性教師；

(4)校內具備數位加工機具之教師在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的表現顯著優於校內不具備數位加工機具之教師；(5)任教年資在知覺

行為控制、行為意圖以及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上達顯著

差異。根據結果，針對未來相關教育政策、相關教育訓練以及未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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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研提建議。 

關鍵詞：生活科技、數位加工機具、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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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pplying Digital Fabrication 

Equipment in Hands-on Teaching of Secondary 

School Living Technology Teachers  

Author: Chi-Hung, Su 

Adviser: Dr. Kuen-Yi, L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teachers using digital fabrication equip-

ment in class has in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advancement in digi-

tal fabrication equipment, they are gradually moving toward digital pro-

cessing using the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equipment. The use of digital 

fabrication equipment for class activiti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rend. 

Therefore, teachers’ willingness to use digital fabrication equipment in the 

classroom has become an issue worth discuss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fab-

rication equipment for teaching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 living technol-

ogy classes in secondary schools and its possible effect on learning, using the 

combin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C-TAM-TPB). A questionnaire was distributed among 135 respondents for 

the survey. The respondents included teachers who had attended continuing 

education credit courses in 2017, 2018, and 2019 and the teachers who were 

recommended by the above teachers for this study. Of the 350 questionnaires, 

123 were collected (return rate of 91.1%).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path analysis,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and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Most teacher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digital fabrication equipment; (2) Learning per-

ceived behavior control could help teachers provid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using digital fabrication equipment; (3) Male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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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is better than that of female teachers; (4) Teachers who use digital fabrication 

equipment to teach the application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 living 

technology classes perform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eachers who do not use 

the equipment; (5) The teachers’ teaching experienc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practical appli-

cation of digital fabrication equipmen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recommendations to focus on future educa-

tional policies, educational train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 were proposed. 

 

Keywords: Technology Education, Digital Fabrication Equipment, Integrat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C-TAM-T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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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生活科技是一門注重在養成學生設計與製作能力的科目，理所當然

的在課程內容中經常透過實作活動作為重點教學方式，要求學生應用加

工機具完成作品。科技的演變隨著時代進步，教學現場各領域對於應用

教育科技輔助教學亦日漸普及，而加工機具亦隨著科技進步逐步走向由

電腦數值控制的數位加工機具。近年來隨著自造者運動的興起，許多縣

市教育局亦紛紛成立自造教育示範中心（林坤誼，2018），添購 3D 列印

機、雷射切割機等數位加工機具，有鑑於此，利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

作活動教學儼然逐漸形成一股潮流。因此，教師是否願意使用數位加工

機具進行實作教學已成為相關領域內逐漸重視的課題。本研究主要以

Pynoo & van Braak（2014）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與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整合

模式為理論基礎，以發掘可能影響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

進行實作教學的行為意圖及其因素。首章將以四節針對「研究背景與動

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範圍與限制」、「重要名詞解釋」說

明，詳盡如下所述。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十二年國教課綱於部訂課程中增設「科技領域」，其中包含「生活科

技」與「資訊科技」兩門學科（國教院，2014），並規劃為必修課程。

有別以往，生活科技新課綱中一改過往以介紹傳播、營建、製造、運輸

等科技範疇的課程內容，新課程強調培養學生運用科技與創新的能力，

以「科技的本質」、「設計與製作」、「科技的應用」和「科技與社會」四

大主軸進行課程設計（國教院，2018），儘管課程綱要與過去九年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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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有所差異；然而窺究其內涵，在設計製作的課程內容中強調學生需

學習正確與安全的操作工具以及認識不同的材料進而懂得選用適切之

材料進行處理和加工的技能，並能因理解產品設計與工程設計的流程，

養成習慣親自動手製作並期許學生從中產生興趣；而在科技的應用中亦

強調教師須符合教學目標，藉著專題型態的實作課程，培養學習者發揮

己身或團隊的創意，運用課堂中所習得的設計流程這項程序性知識進行

設計，於完成設計後進而製作出材料適切、機構穩定且功能得以發揮等

具備實用性及特色的成品。由此可見在本次的課綱修訂中對於動手實作

仍然相當重視。 

近年來動手實作的課程因自造者運動（Maker Movement）盛行逐漸

受到各界關注。Maker 一詞為 Dale Dougherty 於 2005 年 MAKE 雜誌中

提出，用以稱呼熱愛動手做的人，自發性的搜集素材使用工具進行加

工，完成作品後組成群體交流彼此創作的經驗（張玉山，2015）。而從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訂定每年 6 月 18 日為「全國創客日（National Day of 

Making）」，並在 2014 年於華盛頓白宮舉辦第一屆「白宮自造者嘉年華

（White House Maker Faire）」一事更可看出自造者運動的風靡程度，該

活動中曾提到：「透過實作活動，可以培養學生在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簡稱 STEM）的能力，除此之外更

可透過這股創新能力帶動起美國的製造業。」自此，自造者運動形成一

股風潮席捲了世界，同時帶動了自造教育的興起。 

在自造者運動的影響下，我國許多職訓中心陸續開辦數位製造等相

關課程，其中包括電腦繪圖建模、3D 列印、雷射切割機、CNC 機台操

作等。教育部（2016）則提出《高級中等學校 3D 列印普及培育計畫》，

列出五項目的分別為：「(1)普及學校 3D 列印設備，推動 3D 列印應用融

入課程與教學；(2)推動師資培訓，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與技能，以培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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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多元能力；(3)激發學生創造能力，引發學生學習動機，促進學生學習

成就感；(4)結合課程、設備、教師專業及產學合作等面向，因應未來產

業發展與就業市場需求，培育 3D 列印相關人才；(5)透過行動實驗車校

園巡迴推廣、增設自造實驗室、強化各校 3D 數位自造設備等發展策略，

持續推動 3D 列印技術及區域教學服務，讓創意自造及創客精神與風氣

在校園實踐。」並於工作項目中提到充實各校 3D 印表機、3D 掃描儀、

雷射切刻機、電腦割字機及 CNC 銑床等自造設備。除此之外，教育部

亦頒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試辦國民中小學自造教育示範中

心作業要點》，補助各縣市成立自造教育中心（教育部，2018），由此顯

見我國教育當局對動手實作與自造教育的重視。在政府積極推動之下，

六都與各縣市教育局處陸續成立自造教育中心，多數自造中心所開設之

特色課程、教師研習大多均以 3D 列印、雷射切割等數位加工機具的應

用為主軸（趙珩宇，2018）。順應這股潮流，許多學校即便沒有設立自

造教育中心，亦採購了許多數位加工機具，以壓克力、不織布、皮革、

密集板、段木板或 PLA 等作為材料，透過雷射切割機、3D 列印機等數

位加工機具加工，進行數位製造的課程。 

生活科技課實作活動的價值，主要著重在強調培養學生設計與製作

的能力（呂建億、林坤誼，2014），這部分與前述自造教育的理念有著

相似之處，使得自造教育與重視實作的生活科技課程產生連結。許多學

校將購入的數位加工機具交由生活科技教師進行管理，這也促使了許多

具備熱忱的生活科技教師著手發展數位加工機具應用於教學的可能

性。實作活動除了從過往較常使用的工具，諸如：「手線鋸」、「手搖鑽」、

「線鋸機」、「鑽床」、「砂磨機」等傳統手工具與電動機具進行課程外，

數位加工機具也儼然成為教師進行實作教學的一項新選擇，數位加工機

具被廣泛應用於生活科技課、自造教育與相關社團的教學中，自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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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加工機具無疑已成為校內實作課程的重要資源。 

綜合以上所述，數位加工機具在我國能見度已逐漸提升，無論在產

業界亦或是校園內皆可看出數位加工機具對其造成的影響，許多熱心的

教師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課程設計分享教案並提出

寶貴的建議，教育主管機關與眾多師培大學亦針對數位加工機具的應用

廣開相關研習，以上種種顯示出教學現場對於數位加工機具應用於實作

教學的重視；然而，卻少有研究探討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的意願，因此，本研究主要透過「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與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整合

模式」，對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行為深入探討與分

析，釐清影響教師在實作教學中願意使用數位加工機具的因素，以作為

後續相關研究與日後推廣相關課程、校內設備添購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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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如首節研究背景和研究動機所述，本研究旨在藉由「科技接受模型

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了解影響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實作教學中應

用數位加工機具的行為因素，進而作為未來生活科技課程於實作教學中

推動應用數位加工機具之參考。本節將說明本研究之目的以及對應目的

之待答問題，如下詳述。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在發掘影響中學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

教學之因素，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究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的接受程度。 

(二) 探究「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

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圖」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之影響。 

(三) 探究來自不同環境，有著相異背景的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應用

數位加工機具以進行實作教學的「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

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圖」與實際應用

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行為之接受度的差異。 

二、待答問題 

根據前段所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與其呼應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 探究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行為的接受程度為何？ 

1.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認

知有用性為何？ 

2.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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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易用性為何？ 

3.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態

度為何？ 

4.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主

觀規範為何？ 

5.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知

覺行為控制為何? 

6.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行

為意圖為何? 

7.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行

為表現為何？ 

(二) 探究「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

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圖」對影響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

教學行為的情形為何？ 

1.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以進行實作教學的

「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

為控制」、「行為意圖」與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之變項之間的相關性為何？ 

2.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以進行實作教學的

「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

為控制」、「行為意圖」對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之解釋力為何？ 

(三) 探究來自不同環境，有著相異背景的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認

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圖」與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於實作教學行為之差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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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1. 不同性別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認知有用」、「認知易用」、

「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圖」和應

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差異為何？ 

2.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所屬學校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認知

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圖」和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差異為

何？ 

3. 不同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認知有用」、「認知易用」、

「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圖」和應

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差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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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藉由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探討中學

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影響因素，但凡研究勢

必存在因現實環境與種種因素形成之範圍和限制。本節即針對本研究的

範圍與其所產生的限制進行如下詳盡說明。 

一、 研究範圍 

(一) 研究內容：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

為基礎，理論模型內提及的七項構面作為研究架構，包含：「認

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圖」以及「實際行為」，藉此發掘影響中學生活科技教

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因素。 

(二) 研究對象：為確保研究所蒐集的資料能提供本研究進行有效的

分析，調查對象設定為實際於校內任教生活科技課的現職中學

生活科技教師，且須了解數位加工機具並具備操作數位加工機

具之經驗與能力，本研究研究採立意取樣，以 106 年度、107

年度、108 年度參與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增能學分班之現職中學生

活科技教師以及上述教師推薦適合做為本研究之現職生活科技

教師為研究對象。 

(三) 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

論整合模式」為基礎，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統計分析，探討影

響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因素。 

二、 研究限制 

(一) 研究內容：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

為基礎，僅探討「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

範」、「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圖」對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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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影響，對於其餘可能影響行為

之因素並未進行探討，其結果不宜作過度推論。 

(二) 研究對象：本研究僅針對參與 106 年度、107 年度、108 年度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開設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增能學分班之現職中

學生活科技教師以及上述教師推薦適合做為本研究之現職生活

科技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問卷發放共 135 份，回收有效樣本數

123 份，調查對象均以個人的主觀立場與行為角度出發，且現階

段仍有多數現職生活科技教師尚未參與科技領域生活科技科增

能學分班，亦或是參與由不同師資培育大學開設之增能學分

班，因此本研究結果不宜過度推論。 

(三) 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本研究資料蒐集的方式採問卷調查法進

行，其中的每項題目與填答指導語的設計雖經歷嚴格且謹慎的

過程並通過領域內專家學者審查後發展而來；然而，問卷調查

法屬量化研究，受測者易遭遇種種外在因素干擾，量測後所蒐

集之資料未必能忠實反映受測教師當下之身心狀態，以上所述

將使問卷調查結果產生量測上的誤差，上述誤差在執行量化研

究時難以被避免。因此，研究所得的結果並不適合做過度的推

論和預測。 

 

 

 

 

 



10 

 

第四節 重要名詞釋義 

本研究論文中將提及部分重要名詞，本節將為本文中所提及之重要

名詞進行定義說明，詳細說明如下所示： 

一、 數位加工機具 

伴隨科技進步，人類的生產模式大幅改變，其中在製造業的演進上

不難發現，早期人類透過手工具對材料進行加工以生產器物，而後有了

能源與動力系統的升級，開始將傳統手工具從新設計改良進而產生電動

機具協助人類進行生產。現今資訊科技大幅進步，資訊化與數位化造就

了物聯網的興起，運用電腦相關設備控制器物的技術更為成熟。在這樣

的背景下，電腦輔助製造（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 CAM）逐漸

盛行，其意義為運用電腦輔助，將參數輸入電腦後經由自動化生產機具

產出器物（邵唯晏，2016），而其所使用的機具設備及稱為數位加工機

具（Digital Fabrication Equipment），透過數位加工機具的協助，製造過

程將更具效率且產品精準。本研究所指數位加工機具包含 3D列印機、

雷射切割機及 CNC 加工機具。 

二、 實作教學 

生活科技教育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所強調的素養

導向教學，採用的基本理念為「做、用、想」，其中「做」的部分主要

在於希望學生養成動手實作的能力與習慣，因此，教學上強調教師應以

實作活動為教學主軸（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所謂實作教學活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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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據教學目標與學習內容，讓學習者實際操作工具或設施的體驗（朱

耀明，2011）的教學方式。 

三、 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Fishbein & Ajzen（1975）為找出人類產生行為表現背後的原因，因

而提出「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而科技接

受模型為 Davis（1986）建立在理性行為理論之上所提出之行為意念模

型。該模型依據理性行為理論演變而來，分析影響使用者接受的各項因

素，目的在於藉此找出一套得以有效解釋使用者之所以接受並願意應用

科技這項行為背後的模式發展為理論模型。科技接受模型以「認知有用

（Perceived Usefulness）」與「認知易用（Perceived Ease of Use）」為獨

立變項；使用者「態度（Attitude Toward Using）」、「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與「實際使用行為（Self-reported Use）」為相依變項，主張

「認知有用」與「認知易用」將影響使用者「態度」，使用者「態度」

再進一步影響「行為意圖」進而影響實際使用行為。 

四、 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計畫行為理論為 Ajzen（1985）在利用前述理性行為理論的概念作

為基礎之下進一步延伸而產出的行為意念模型。其主要用於解釋造成人

類所表現出的行為背後可能的原因。該理論主張「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對一個人的行為有著極大的影響，而促使「行為意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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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改變的主要原因則來自於「行為態度（Attitude）」、「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與「知覺行為控制（Ｐ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三種構面。以現實情境來說，若某個人對於某項特定行為的態度越是積

極，主觀規範越是支持且對執行該行為之知覺行為控制越是感到自信，

以上將促使其行為意圖提升，進而執行該特定行為。 

五、 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Combined TAM and TPB, 

C-TAM-TPB） 

在研究人類行為背後的原因一類的相關研究與日俱增之下，計畫行

為理論與科技接受模型之間的比較逐漸受到研究從業人員的重視，在什

麼樣的情境下適合使用計畫型為理論；又在什麼情境下適合使用科技接

受模型，如上所述的問題引起研究者的興趣，嘗試針對相同問題情境套

入兩項模型進行研究後比較其中的差異。Taylor & Todd（1995ａ）在進

行上述相關研究後嘗試將兩項理論合併，該研究中主張「科技接受模型」

內「認知有用」和「認知易用」兩項構面會讓使用者對某樣系統的「態

度」產生影響。此處所指的態度又與「計畫行為理論」中探討的「態度」、

「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的影響存在著相似的

概念。因此，透過將「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進一步整合，

發展出一套適合用於預測及解釋人類行為表現之的理論模型，提出「科

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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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認知有用 

Davis（1986）提出科技接受模型時將其中認知有用構面解釋為欲

使用某特定科技系統之使用者，主觀上認定若其在使用該系統後，能對

工作有實質上的助益或讓績效得以提升。本研究主要探討中學生活科技

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於實作教學的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所指認知

有用為教師相信使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能助其提升教學效能。 

七、 認知易用 

Davis（1986）提出科技接受模型時將其中認知易用構面解釋為欲

使用某特定科技系統之使用者，主觀認為使用該系統時無需付出多於精

力與勞力的程度，意即當某人認定某特定科技系統易於學習，使用及操

作容易上手，則其對於該特定科技系統的態度將越加正向。本研究主要

探討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於實作教學的影響因素，因

此，本研究所指認知易用為教師主觀認定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之難易程度。 

八、 行為態度 

Ajzen（1991）提出計畫行為理論所指態度為某人對於特定對象或

事物的正、負面感受，上述正、負面感受將影響其對該對象或事物的態

度，進一步影響行為意圖並促使行為的改變，故態度可用以預測行為意

圖及實際行為。本研究主要探討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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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教學的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所指行為態度定義為教師對應用數

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正負面觀感與評價。 

九、 主觀規範 

所謂主觀規範意指當某人欲執行某項行為前，評估來自其所認同他

人之鼓勵、慫恿或社會大眾對此行為之觀感等，以上所述稱之為規範信

念，規範信念將進一步形成主觀規範 Ajzen（1985, 1991）。本研究主要

探討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於實作教學的影響因素，因

此，本研究所指主觀規範為當教師面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時，是否會遭遇到行政主管、同事、家長、課綱訂定之教學內容或社會

大眾的正、負面觀感，進而影響他們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

意圖。 

十、 知覺行為控制 

知覺行為控制意指某人欲執行某行為時，對於自身現況所具備的能

力、環境條件的評估與判斷，簡而言之，在某人從事某特定行為前，若

評估自身具備足以應付之能力、環境條件處於有利狀態或在能掌握控制

的程度，則其對於執行該行為之意圖將提升，進而執行該行為。本研究

主要探討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於實作教學的影響因

素，因此，知覺行為控制在本研究中意指教師在進行實作教學時，是否

有能力設計相關課程、操作及調整數位加工機具或善用資源以利課程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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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執行。 

十一、 行為意圖 

Ajzen（1985）提到某人對執行某特定行為之傾向和程度，即在判

斷是否執行該行為的心理強度即是行為意圖。本研究主要探討中學生活

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於實作教學的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所指

行為意圖為教師在實作教學中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教學的企圖心

與渴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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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採用 C-TAM-TPB 作為理論基礎，針對模型中各變項之間進

行探討，期望藉此在各變項中發掘影響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

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因素。本章經搜集過往相似的研究和文獻資料並加

以整理後，釐清與研究相關所需的背景知識與概念。以下分為三節依序

針對「數位加工機具與科技教育」、「科技採用行為相關理論與研究」以

及「不同背景因素與科技應用行為探討」進行說明。如下詳述。 

 

第一節 數位加工機具與科技教育 

本結主要探討數位加工機具在科技教育中的相關應用，以下分為三

部份說明：科技教育與實作教學；數位加工機具在實作教學的應用；以

及小結等。 

一、 科技教育與實作教學 

人類文明得以逐漸進步發展至今日成就存在著許多因素，其中科技

必然扮演了關鍵一擊的重要角色。根據史料記載的內容來看，遠古時代

人類文明已懂得倚靠妥善使用工具以解決生活中所面臨的問題，這即是

科技的表現，正如李隆盛 (1993) 提到科技是一種人類善用知識、資源

以及發揮創意，試圖有效解決實務問題或努力嘗試調適和環境的關係的

表現；朱耀明 (2004) 將科技詮釋為人類為了適應環境，滿足需求而有

效率的整合資源不斷創新表現；國外學者 Hacker & Barden (1987) 對科

技的定義中亦提到，科技乃是遭遇到實質問題時，運用知識、善用工具

並展現技能將其克服、擴展能力之表現。上述對於科技的解釋皆提及應

用知識和資源創新的表現解決實務問題以滿足人類需求進而適應環

境，因此學習科技等於如何應用知識；學習如何整合資源；創新及解決

實務問題。廣義來說，學習科技是在造就人類文明進步的方法，科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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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價值與必要性油然而生。 

有鑑於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多數國家皆有針對科技教育擬定相關的

政策、理念及學習內容。李隆盛等人（2013）在《十二年國教生活與科

技領域課程綱要前導研究》中分析英、美等國科技教育施概況如下： 

(一) 美國藉由學生學習科技，期望從中養成學習者擁有良好的科技素

養，透過各階段課程安排：「科技的本質」、「科技與社會」、「設計」、

「設計的世界」相關主題，以達到包含「使用」、「管理」、「評鑑」與

「了解科技」的能力。 

(二) 英國將科技教育命名為「設計與科技（Design and Technology, 

D&T）」，規劃依年齡層區分五階段實施，主要內容圍繞在設計與製

作。從第一階段(5~7 歲)孩童透過周遭事物發揮想像力搭建營帳、沙

堡等初步的設計製作行動到第五階段(15~18 歲)較職業取向的設計製

作課程，逐步加深加廣。 

(三) 澳洲科技教育著重整合理論與實際，其課程劃分為「設計、製作與

評 價 （ designing, making and appraising, DMA ）」、「 資 訊

（information）」、「材料（materials）」、「系統（systems）」。 

(四) 日本則是於 2008 年新《學習指導要領》訂定「技術・家庭」作為與

科技教育類似的學科。期望學生在學習此科目中認識生活中必須具備

的基本知識及技能，更深入了解生活與科技的關係，進而培養具創造

力與實踐力的生活態度，其中「技術」課程目標訂定為：由實踐、動

手實作的課程施行方式，學到「材料加工」、「能源轉換」、「生物培育」

及「資訊科技」的知識與技能。 

透過上述文獻顯示，儘管各國在科技教育的內容略有差異，然而其

同樣重視的即為設計與製作能力的培養。而就我國而言，科技教育於我

國中學教育體制中行之有年，細觀課程近代演進的歷程於民國五十年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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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更名為「工藝」，而後於民國八十四年再次更名為「生活科技」，

過程中的兩次更名同時也意味著課程理念及目標的調整。余鑑（2003）

將科技教育過往至今的演變分為五個時期，分別為：「手工訓練教育

期」、「手工藝教育期」、「工藝教育期」、「工業科技素養教育期」與「科

技素養教育期」，每個時期皆因應時代背景而產生出不同的理念及目

標，相較於語文、數理等領域課程的核心價值不易隨時間推移而做大幅

度的調整，科技教育則必須與時俱進，依據環境適時調整學習目標及內

容。而今邁入十二年國教，《生活科技課程綱要》以「做、用、想」為

核心理念，培養學生動手實作、應用科技和設計、批判科技的能力，課

程必須藉由實作、使用以及思考的歷程，幫助學生習得知識與技能統整

的方法，並用其解決生活與科技的問題（國教院，2018）。 

經上述相關文獻分析後發現，我國科技教育雖在名稱上與他國略有

差異，然而探究其課程理念，即可理解到科技教育課程從本質來看皆強

調培養學習者具備設計和解決問題以及創造和批判思考的能力（林人

龍，2003）、動手實作以解決問題或改善對天然與人為環境之調適，培

養整合理論與實務的實做能力（李隆盛等人，2013）。設計與製作是科

技的核心，學習如何善用創意進行設計製作出得以解決問題的成品是科

技教育的重點。「給魚吃不如教釣魚」這句話正符合科技教育的理念，

以「創新設計與製作」為教學主軸，教導學習者如何製作出滿足需求的

成品即是賦予學習者釣竿、教授釣魚技巧的教學模式（上官百祥，

2009）。以上文獻皆指出動手實作與科技教育密不可分的緊密關聯，顯

見實作教學的模式已是科技教育教學現場教學方式的主軸。 

二、 數位加工機具在實作教學的應用 

科技教育強調充分利用實作教學以達成培養學生「做、用、想」的

能力，《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草案》中更強調教師在課程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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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中實作時數應達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實作教學之於科技教育的重要

性已是毫無爭議的事實。過往我國科技教育由過去工藝課時期就已相當

重視學生實作的培養，過往課程包含：圖學與設計、木質材料加工、金

屬材料加工、電工和小引擎等，而以上所述針對材料進行加工製造的實

作課程，勢必伴隨著手工具與機具的使用。儘管現今我國生活科技課程

相較過往的工藝課程，不再是單純產出「作品」的「動手做」，而是以

「解決問題」取而代之的「動手做」（洪國峰，2010）；然而單純就「動

手做」這件事來看，製造勢必要以手工具或機具輔助的本質是不變的，

因此，使用工具與機具進行實作教學在科技教育的教學現場是件自然而

然且稀鬆平常的事。 

隨者科技的進步，近年來快速成形的技術一日千里，新興數位加工

機具如：「CNC 機具」、「雷射切割」到「 3D 列印機」等日漸普及，此

類以電腦輔助設計後自動加工的機具有效縮短產品測試、修正、監控的

歷程，為製造業開創了新的局面（Kraft, 2014）。而數位加工機具與易於

使用的電腦輔助設計軟體入手門檻降低更帶動了自造者運動（Maker 

Movement）的興盛且逐步影響教育領域，許多人試圖將這項風潮帶入教

學現場的場域中（林坤誼，2018）。回顧「自造者」（Maker）的本質，

可解釋為一群熱愛 DIY、動手實作，努力嘗試將想法實踐出來的人（楊

孟山、林宜玄，2018），此概念與許多學校中強調動手實作的科目內涵

理念頗為相似，其中以生活科技最足以做為代表。張玉山、周家卉（2018）

亦提到強調創意設計製作、問題解決，且重視機具操作與材料應用的生

活科技課程，就是一個最好的創客教育科目，因此，各縣市紛紛成立「國

民中小學自造教育輔導中心」和「各區域的自造教育示範中心」，期盼

能藉此落實科技領域課程綱要（林坤誼，2018）。 

因應上述趨勢，教育部規劃將電腦輔助設計納入科技領域生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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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增能課程並將數位加工機具列入生活科技教室設備建議清單。許多

學者與具備熱忱的教師紛紛提出數位加工機具應用於實作課程的種種

可能，例如：透過 3D 列印培養學生建模的能力（林坤誼，2017；楊孟

山、林宜玄，2018；林湧順，2018），亦或是利用雷射切割機精準輸出

的特性驗證學生卡榫設計的正確性與製圖的精確程度（林湧順，2018）。

各校添購數位加工機具應用於科技教育亦或是自造教育與日俱增，以上

種種顯現出數位加工機具對於我國日後生活科技實作教學將產生一定

的影響。 

三、 小結 

透過參閱以上的文獻資料並加以分析與探討後可取得一項共識，強

調動手實作是施行科技教育的國家對於科技教育學習內容的共同交

集，我國生活科技課程綱要幾經修正仍然強調實作的重要性，教師透過

實作教學進行授課是生活科技課程必要的方法。伴隨著十二年國教科技

領域的成立與自造者運動的潮流，動手實作的課程越加受到重視，而科

技的發展，數位加工機具的普及已大幅改變傳統製造的方式，教師在進

行實作教學時除了運用過往傳統的手工具與機具外，新興的數位加工機

具亦成為進行實作教學的新選擇，許多具備熱忱的教師亦開發了許多數

位加工機具應用於實作教學的實例供生活教師進行參考；然而若是教師

缺乏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動機，教育主管機關提出再多的

補助經費，亦或是具備熱誠的教師開發出再多的教案，如此美意也無法

落實於我國各級中學，添購之數位加工機具更可能因教師缺乏使用遭閒

置荒廢，因此，了解教師願意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因素，

藉此推廣使用多教師參與其中，實屬現階段應當重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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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科技使用行為相關理論與研究 

本節主要探討科技採用行為相關研究所使用之模型與理論背景，以

下分為三部份說明：「計畫行為理論」；「科技接受模型」；「科技接受模

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以及小結。 

一、 計畫行為理論 

Fishbein & Ajzen（1975）為找出人類產生行為表現背後的原因，因

而提出「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計畫行為

理論(Theory of Planed Behavior, TPB)」與「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兩項研究人類行為表現的理論皆是依據上述

理論作為根基修改演變而來。Fishbein 與 Ajzen(1975)認為當某人預備執

行某項行為時，「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會被當事人己身對該特

定行為的正、負面認同「態度(Attitude Toward Behavior)」以及受當事人

所認同之重要他人、社會觀感對該行為的正、負面看法即「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所影響。因此，藉著分析行為意圖則可推斷出一個人

的行為模式。簡而言之，具體的行為表現取決於「行為意圖」，而「行

為意圖」又受到「態度」及「主觀規範」所影響。理性行為理論模型如

圖 2-1 所示。 

 

 

 

 

 

 

 

   圖 2- 1 理性行為理論架構圖 

資料來源:Fishbein & Ajze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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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行為理論起源於社會心理學，是其中之一對解釋人類行為表現

最富代表性的理論，時至今日被各領域於針對行為表現的相關研究中廣

泛應用（Sheppard, Hartwick, & Warshaw, 1988），其理論假定人是理性

的，在執行任何行為皆出於自願，然而現實情境中人們在執行行為時仍

必須考慮環境條件與自身能力，理性行為理論並不能完整解釋上述變

項。為了讓理性行為理論能更詳盡的解釋環境條件與自身能力對行為表

現的影響，Ajzen（1985）擴充了上述的理論，將「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構面納入既有模型中，進而發展出「計畫行為理

論」。計畫行為理論認為「行為」受「行為意圖」影響，而影響「行為

意圖」的因素則來自於「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計

畫行為理論模型如圖 2-2 所示。 

 

 

 

 

 

 

 

 

 

圖 2- 2 計畫行為理論架構圖 

 資料來源：Ajzen（1985） 

Ajzen（1991）在提出計畫行為理論裡對於態度的定義為某人對於特

定對象或事物的正、負面感受。上述正、負面感受將影響其對該對象或

事物的態度，進一步影響行為意圖並促使行為的改變，故態度可用以預

測行為意圖及實際行為。主觀規範則是當某人欲執行某項行為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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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其所認同他人（如：親友和同事等）之鼓勵、慫恿或社會大眾對此

行為之觀感等，以上所述稱之為規範信念，規範信念將進一步形成主觀

規範 Ajzen（1985；1991）。當有越強烈、正向的主觀規範，則行為意圖

將明顯提升（葉盈君，2012）。知覺行為控制包含「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與「知覺助力（Perceived Facilitation）」，前者為某人對於自己

是否有能力執行某行為的主觀判斷，知覺助力則指在進行行為的情境中

所需的資源可得性。當某人認為自身能力是足夠執行特定行為，且周遭

資源與環境對於執行該特定行為處於有利條件時，其對於執行該行為之

意圖也將提升，進而促使其表現出該行為。 

計畫行為理論發展至今已廣泛用於社會與學習、教育、健康醫學、

電腦學科、管理等領域中探討個人的行為意圖或是行為表現的相關研究

（楊顓芙，2008）。且相較於理性行為理論更具有預測力（Ajzen, 1991；

Godin & Kok, 1996；王國川，1998）。本研究主要在於了解教師應用數

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因素，故文獻針對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教師

應用科技與使用科技進行教學之相關研究進行蒐集分析，以計畫行為理

論分析教師使用科技進行教學之相關研究分析摘錄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 1 以計畫行為理論分析教師使用科技之相關研究 

作者與發表時間 研究名稱 摘要 

Teo, T. & Lee, C. B. 
(2010) 

Examining the efficacy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to under-
stand pre-service teach-
ers’ intention to use 
technology* 

本研究考察了職前教師自我報告使

用科技的意圖以（TPB）作為研究架

構。研究結果表明了使用的態度和主

觀規範是影響使用科技的行為意圖

重要因素，雖然感知到的行為控制不

是。總的來說，這項研究發現 TPB在

解釋職前教師使用科技的意圖解釋

力約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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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o, T. & Tan, L. 
(2012).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and 
pre-service teachers’ 
technology acceptance: 
A validation stud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本研究將「計劃行為理論（TPB）」應

用於教育背景，解釋職前教師的科技

接受程度度。研究證實 TPB是解釋職

前教師接受科技的有效模型，特別是

在他們使用科技的行為意圖方面。結

果表明，對計算機使用的「態度」影

響職前教師使用科技的意圖最為明

顯，其次是「知覺行為控制」和「主

觀規範」。本文提出的研究結果旨在

促使人們關注使用信息科學模型來

解釋教育背景下的技術接受程度。 

Luhamya, A. N., 
Bakkabulindi, F. E. 
K., & Muyinda, P. 
B. (2017)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ex-
plain the Integration of 
ICT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educators in 
public teacher training 
colleges in Tanzania. 
 

本研究旨在透過 TPB 解釋教育工作

者在教學中融入資訊與通訊科技。研

究結果顯示八項假設中除其中兩項

外，其餘假設皆得到支持。因此該研

究認為 TPB在研究資訊與通訊科技

融入教學有著良好的解釋，是一個有

效的理論。 

劉麗娟、許春峰 

(2010) 

國小教師使用互動式電

子白板的意願及影響因

素之研究-以新竹市國小

為例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竹市國小教師使

用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意願與各相關

因素之間的關係。研究顯示：教師使

用意願，受到其個人「態度」與「知

覺行為控制」影響較深，受到「主觀

規範」影響較淺。且有使用經驗的教

師之「使用意願」及其「態度」、「主

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顯著高

於無使用經驗的教師。 

余宗樺 (2010) 由計畫行為理論分析影

響國小教師使用自由軟

體之因素-以彰化縣為例 

本研究以 TPB作為理論模型，探討彰

化縣國小教師使用自由軟體的現況

以及不同背景的教師在各層面的差

異。研究結果認為： 

1.男教師的「態度」、「知覺行為控制」

與「行為」三方面高於女教師。2.

組長與專任教師的「行為」構面高於

導師。3.國語教師與數學教師較少使

用自由軟體；資訊教師則較常使用自

由軟體。4.資訊相關背景教師的「態

度」、「主觀規範」、「意願」與「行為」

高於一般教師。5.教師的「態度」、「主

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會直接

影響「意願」，並間接影響「行為」。

6.教師的「態度」、「主觀規範」與「知

覺行為控制」預測「意願」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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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63。7.教師的「知覺行為控制」

與「意願」預測「行為」的解釋力為

0.44。 

 

根據文獻蒐集結果顯示，時至今日國內外已有許多建立在計畫行為

理論之上，解釋教師應用科技的接受程度以及影響教師應用科技進行教

學之因素的相關研究，顯見計畫行為理論在探討教師接受科技乃至應用

科技進行教學已相當完備且成熟，為後續進行相關研究可依賴之理論。 

二、 科技接受模型 

Fishbein & Ajzen（1975）提出理性行為理論後，許多在發覺人類行

為背後原因的研究皆以此為理論依據，同時亦有許多研究者根據此理論

為基礎，嘗試在此理論之上建立一套更完善的理論模型，科技接受模型

即為 Davis（1986）在上述情境中發展而來的理論模型，用於評估與使

用者接受資訊科技系統的理論模型（Davis, Bagozzi, & Warshaw, 1989）。

科技接受模型捨棄先前理性行為理論中不易衡量的「主觀規範」，著重

於「態度」層面進行探討。其理論模型中主要包含五個構面：「認知有

用（Perceived Usefulness）」、「認知易用（Perceived Ease of Use）」、「使

用者態度（Attitude Toward Using）」、「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

與「實際使用行為（Self-reported Use）」。TAM 與 TRA 兩項理論同樣主

張「行為」受「行為意圖」影響，然而捨棄了「主觀規範」，主要就「態

度」構面進行分析，認為態度受到「認知有用」與「認知易用」影響。

其理論模型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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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科技接受模型架構圖 

資料來源：Davis, Bagozzi, & Warshaw（1989） 

科技接受模型對認知有用的定義為欲使用某特定科技系統之使用

者，主觀上認定若其在使用該系統後，能對工作有實質上的助益或讓績

效得以提升。當使用者主觀認定採用某樣特定科技系統對於提升其工作

效能是有正面助益的時候，將使其對該系統的態度越加正向，進而影響

行為意圖，且認知有用亦可能直接影響行為意圖。認知易用則是欲使用

某特定科技系統之使用者，主觀認為使用該系統時無需付出多於精力與

勞力的程度。簡而言之，當使用者主觀認定在使用某特定系統時無需付

出多餘的努力，則將使其對該系統的態度越加正向，進而影響行為意

圖，此外，認知易用亦可能影響認知有用。 

科技接受模型用於解釋使用者使用特定科技的意願，模型結構精

簡、概念明確，且經多項相關研究支持其具備相當的解釋力（Hu, Chau, 

Sheng, & Tam, 1999），提出至今與計畫行為理論同樣影響了後續相關研

究，本研究針對國內外應用科技接受模型分析解釋教師使用科技與應用

科技進行教學之相關研究文獻進行蒐集與探討，結果如下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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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以科技接受模型分析教師使用科技之相關研究 

作者與發表時間 研究名稱 摘要 

Yuen, A.H.K. & Ma, 

W.W.K. (2002). 

Gender Differences in 

Teacher Computer Ac-

ceptance 

 

本文以科技接受模型探討了教

師計算機接受程度的性別差

異。技術驗收模型（TAM）研究

採用問卷調查，問卷由「認知

有用」、「認知易用」兩個獨立

構面以及「使用意圖」組成。

使用 LISREL進行模型測試的

結果表明，「認知有用」和「認

知易用」，直接影響計算機「使

用意圖」。此外，還發現了性別

在計算機接受方面的顯著差

異：（a）女性受「認知有用」

影響「使用意圖」比男性更強

烈;（b）女性受「認知易用」

影響「使用意圖」比男性更強

烈;（c）男性受「認知易用」

影響「認知有用」比女性更強

烈。 

Teo, T., Lee, C. B. 

& Chai, C. S. (2008) 

Understanding Pre-Service 

Teachers' Computer Atti-

tudes: Applying and Ex-

tending the Technology Ac-

ceptance Model 

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職前教師

對計算機的態度。該研究擴展

了科技接受模型（TAM）框架，

主觀規範和促進條件作為外部

變量。結果表明，「認知有用」，

「認知易用」和「主觀規範」

是影響職前教師「態度」的重

要決定因素。「促進條件」不直

接影響「態度」，而是通過「認

知易用」間皆影響。 

Teo, T., Luan, W.S. 

& Sing, C.C.(2008) 

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 

of the intention to use tech-

nology between Singaporean 

and Malaysian pre-service 

teachers: an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本研究探討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職前教師在使用計算機的意

圖。根據模 TAM模型，研究顯

示「認知易用」和「態度」是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職前教師

「行為意圖」的重要決定因

素。另外，兩國值前教師在「認

知有用」、「認知易用」和「態

度」方面存在差異，但在「行

為意圖」上並無差異。 

吳為聖、張惠博、郭

重吉(2007) 

影響國中自然科教師接受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個人

因素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自然科教師對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意向」

受到「融入自我效能」、「適配

 

https://www.learntechlib.org/author/T+Teo
https://www.learntechlib.org/author/C+S+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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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

用性知覺」等因素直接或間接

影響。「融入自我效能」作為模

型架構的外部變數，藉由「適

配性知覺」、「有用性知覺」和

「易用性知覺」的中介，產生

六條影響「融入意向」的路徑，

其中有三條是藉由「適配性知

覺」影響「融入意向」。 

簡文益(2011)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 

Moodle 系統運用於高中

職教師教學之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影響「使用意

向」最大的構面是「使用態

度」，其次為「認知易用性」，

再則為「認知有用性」。 

侯又慈(2013)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高屏

區國小音樂教師對電子白

板使用意願之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認知易用」、「態

度」對「使用意願」有正向直

接的影響；「認知有用」直接影

響「使用意願」效果不明顯。

不同背景變項(包含「每週使用

次數、年齡、任教年資、專業

背景、研習次數」)的「使用意

願」均達顯著差異。資訊能力

的差異對「認知有用」、「認知

易用」、「態度」和「使用意願」

均有顯著相關。不同行政支援

對「認知有用」、「認知易用」、

「態度」和「使用意願」均達

到顯著相關 

 

透過文獻蒐集顯示，國內外皆有以科技接受模型解釋教師使應用科

技的習慣或著應用其進行教學行為的相關研究，顯見科技接受模型在探

討教師接受科技乃至應用科技進行教學與計畫行為理論同樣獲得實證

研究的支持，同為後續進行相關研究可依賴之理論。 

三、 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 

「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兩者皆是站在「理性行為理

論」這塊巨石之上發展演變而來，對於後續有關於行為意圖與行為表現

之相關研究奠定了厚實的基底並有著深刻的影響。許多相關研究以上述

兩項理論作為基礎分析尋找影響著行為模式的因素；然而，其中哪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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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更能幫助研究者了解使用科技行為的重要資訊（Taylor & Todd, 

1995b），在研究中如何抉擇應用「科技接受模型」亦或是「計畫行為理

論」作為分析解釋的依據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對此，許多學者

（Mathieson, 1991; Taylor & Todd, 1995b; Chau & Hu, 2002）便以上述兩

項理論進行比較研究。Chau & Hu（2002）認為在解釋醫療科技之採用

時，「科技接受模型」相較「計畫行為理論」具有更佳的解釋力；而

Mathieson（1991）、 Taylor & Todd（1995b）則認為在解釋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s, IS）與計算機資源中心的使用時，兩項理論模型

皆有著不錯的解釋力，然而科技接受模型僅是一個較為精簡的模型，在

研究目的單純為預測使用者實際使用行為時較為適用，相較之下若研究

目的擴及到欲解釋影響實際行為之因素時，計畫行為理論能提供關於行

為意圖更加全面的訊息（Taylor & Todd, 1995b）。 

Taylor & Todd（1995a）針對科技接受模型進行分析與討論，其認為

科技接受模型在預測和解釋人們使用科技系統的「行為意圖」與「實際

使用行為」已逐漸成熟並影響了後續大量相關研究且獲得支持；然而，

科技接受模型卻未將同樣被許多研究採用且證實足以解釋人類行為意

圖的另外兩項關鍵構面-「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納入模型中，

而上述兩項構面正是足以解釋人類行為表現的「計畫行為理論」中認為

除了「態度」以外同樣影響著「行為意圖」的關鍵變數。為解決上述問

題，使解釋人類行為表現之模型得以越加完整適切，Taylor & Todd

（1995a）嘗試將上述兩項理論模型進行合併，將「計畫行為理論」兩項

關鍵構面即「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併入「科技接受模型」中，

提出「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Combined TAM and TPB, 

C-TAM-TPB）」此模式之模型架構如下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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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架構圖 

資料來源: Taylor & Todd（1995a） 

Taylor & Todd（1995a）提出此模型同時將其應用於學生使用計算機

系統的科技使用行為進行實證研究，實驗結果證實了合併了兩項理論的

模型對於使用行為有著不錯的解釋力。而後續亦有諸多結合科技接受模

型與計畫行為理論的實證研究亦或是以此模型與其餘研究行為表現模

型之比較研究。Pynoo & van Braak（2014）以 C-TAM-TPB 針對教師行

為表現進行相關研究，並提出 C-TAM-TPB 模型為目前科技接受行為的

相關理論中對於教育領域較為適切之模型，由此可見，C-TAM-TPB 模

型為本研究可依賴之理論基礎。 

四、 小結 

回顧近年來相關研究可發現，許多學者提出有關科技接受行為的相

關理論如：Rogers（1995）提出的「創新擴散理論（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IDT）」、Thompson, Higgins & Howell（1991）在考量了情感、社

會因素與便利性等人際行為中的概念，提出的「個人電腦使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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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PC Utilization, MPCU）」、Davis, Bagozzi & Warshaw（1992）

以個人使用動機作為主要考量，所提出的「動機模式（Motivational Model, 

MM）」以及 Venkatesh, Morris, Davis & Davis（2003）將過去與科技接受

行為有關的模式加以整合後，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型整合模式（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然而，上述繁複

的理論模型可能讓研究者產生應用上的困擾，雖然 Mathieson（1991）提

出過於簡單的模型難以發掘人們接受新科技上更詳盡的訊息，忠實反應

影響使用者接受新科技的因素，但 Venkatesh（2000）則持相反的看法，

提出繁複的變項將使研究人員執行實證研究時不易處理，在研究中仍須

考量模型的精簡度。 

許多解釋人類行為研究以「理性行為理論（TRA）」為基礎，其所

衍伸之一系列探討行為表現之理論如：「計畫行為理論（TPB）」、「科技

接受模型（TAM）」以及「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

（C-TAM-TPB）」亦較為完整（任維廉、呂堂榮、劉柏廷，2009）。Pynoo 

& van Braak（2014）認為 UTAUT 模型中屏除以理性行為理論衍伸之相

關模型中態度對行為的影響，若將 UTAUT 用於關注態度對行為造成影

響的教育領域相關研究不盡適切，並以 C-TAM-TPB 模型對影響教師行

為表現的因素進行實證研究，其結果顯示 C-TAM-TPB 針對影響教師行

為表現具有相當程度的解釋力，可作為相關研究之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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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背景因素與科技應用行為探討 

本節透過文獻針對不同背景條件之教師在科技接受與應用行為上

是否具有差異進行探討，以作為本研究探討不同背景條件是否影響中學

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立論基礎。以下分為

「教師背景差異與科技應用行為之相關研究」與「小結」兩部份說明，

如下詳述： 

一、教師背景差異與科技應用行為之相關研究 

許多針對科技接受與應用行為之研究經常納入背景變項作為探討

依據；除此之外，經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分析後發現，在以「計畫行為理

論」、「科技接受模型」以及「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

為基礎之行為意圖實證研究中亦時常納入背景因素一併進行探討，余宗

樺（2010）針對國小教師使用自由軟體的研究中即是以「計畫行為理論」

為基礎，在分析影響因素時即納入包含：教師性別、是否擔任行政職務

等背景變項進行探討；Taylor & Todd（1995a）提出「科技接受模型與計

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時即納入使用經驗作為其中探討之背景變項。由

此可見，在研究影響行為意圖與行為表現之因素時，行為人本身背景條

件將影響行為的發生受到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本研究旨在發掘影響中

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因素，故文獻蒐集針

對不同背景教師於教學場域應用科技之相關研究進行分析，不同背景教

師於教學場域應用科技之相關研究分析摘錄如下表 2-3 所示。 

表 2- 3 不同背景教師於教學場域應用科技之相關研究 

作者與發表時間 研究名稱 摘要 

Mukti, N.A. 

(2000) 

Computer Technology In Ma-

laysia: Teachers’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Attitudes And 

Concerns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找出與教師

在教學中使用計算機科技有關

的背景特徵，態度和關注點等

因素。研究結果發現，電腦相

關知識較不足的教師認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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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技能和足夠的知識方

能在課堂上應用計算機技術。

有部分教師則認為掌握計算機

的基本知識不足以用計算機進

行教學。教師亦受到個人因素

亦或外部因素影響其使用計算

機科技進行教學之意願，諸

如：自我對計算機的了解程

度、任教學生年級、程度等。 

Mum-

taz, S. (2000) 

Factors affecting teachers'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

cations technolog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本研究揭示了影響教師在課堂

上使用信息通信技術的一些因

素：資源的獲取、軟、硬體的

品質、易用性、學校和國家政

策中的支持和合作，對專業學

習和正式計算機培訓的背景。

該研究同時表明教師對信息通

信技術教學和學習的信念是整

合的核心。有人建議，成功實

施信息通信技術需要解決三個

相互關聯的變革框架：教師，

學校和政策制定者。 

Smerdon, B., 

Cronen, S., 

Lanahan, L., An-

derson, J., Lan-

notti, N., & An-

geles, J. (2000). 

Teachers' Tools for the 21st 

Century: A Report on Teachers' 

Use of Technology. Statistical 

Analysis Report. 

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CES）

1999年對公立學校教師進行了

教師在教學中使用教育科技的

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是否接受相關

研習，以及工作環境是否提供

相關資源皆為影響教師使用教

育科技之因素。 

Paraskeva, F., 

Bouta, H., & Pa-

pagianna, A. 

(2008)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uter self-efficacy in sec-

ondary education teachers to 

integrate technology in educa-

tional practice 

研究主要探討希臘中等教育學

校教師「個人特質」與教學中

使用電腦之間的關係。研究結

果顯示，教師的「一般自我效

能」與「計算機自我效能」呈

正相關；而先前具備使用經

驗、任教科技相關領域之教師

的計算機自我效能亦較其餘教

師來的高。 

Miranda, H., & 

Russell, M. 

(2012) 

Understanding factors associ-

ated with teacher-directed stu-

dent use of technology in ele-

mentary classrooms: A struc-

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

proach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在課堂中

指導學生使用科技（TDS）的預

測因子。研究結果顯示，教師

使用科技的經驗、認知有用皆

為影響教師使用科技進行教學

的意圖，而使用過程中若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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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與阻礙則亦降低使用意

願。 

Teo, T.(2014) Unpacking teachers'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Tests of meas-

urement invariance and latent 

mean differences 

 

本研究探討了影響教師對科技

接受度的因素。比較不同性

別、教學年資及教學對象年齡

層的教師在「認知有用」、「認

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

和「促進條件」五項因素中是

否產生差異。研究顯示，男性

教師在「認知易用」顯著高於

女性教師；教學年資小於 7年

之教師在「認知易用」與「態

度」顯著高於年資較長之教

師；而中學教師與小學教師在

統計結果中皆無顯著差異。 

溫嘉榮、李士欣

(2003) 

教師使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之

影響因素探究 

研究主要探討影響教師使用資

訊科技於教學的因素。研究顯

示：在資訊作業能力上，男性

教師高於女性教師；但在「使

用意願」與「態度」，並無顯著

差異。自然生活科技領域教師

資訊作業能力顯著高於語文領

域教師，但於使用資訊科技教

學意願及態度上並無顯著差

異。 

林志隆、周士雄

(2010) 

屏東縣 e 化示範點學校教師

應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之

創新接受度與科技接受度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職務、年資的

國中小教師在互動式電子白板

教學上的「創新接受度」、「科

技接受度（認知有用性、認知

易用性、採用態度、行為意願）」

是否有所差異，研究發現如

下：（1）男性教師對於「創新

接受度」與「科技接受度（認

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採用

態度、行為意願）」皆高於女性

教師；（2）不同年齡層教師，

在「創新接受度」及「科技接

受度」上無顯著差異；（3）教

育程度不同之教師，對於「創

新接受度」及「科技接受度」

之採用「態度」與「行為意圖」

有顯著差異；而不同教育程度

教師之「認知有用」、「認知易

 

https://www.learntechlib.org/author/T+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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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並無顯著差異；（4）在

不同職務上，教師對於「創新

接受度」及「行為意圖」皆有

顯著差異。科任兼行政之教師

與主任對於「創新接受度」高

於級任教師；科任兼行政之教

師在「行為意圖」高於級任教

師（5）不同任教年資之教師，

在「創新接受度」及「科技接

受度」上無顯著的差異。 

 

二、小結 

透過上述文獻分析後可發現，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大致可將影響教

師應用科技進行教學的因素歸類於「計畫行為理論」與「科技接受模型」

中「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與「行為意圖」這六類變項中；然而許多研究亦顯示不同背景之教師在

上述變項中達到顯著差異，教師在應用科技進行教學的意願可能受到教

師自身背景所影響，其中包含如：教師性別、教學年資、教學階段、過

去相關使用經驗、校內是否提供相關設備等。因此，本研究在探討影響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因素時，宜納入教

師自身背景進行探討，使研究結果獲得較詳盡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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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於發掘影響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之因素，而為使研究得以順利進行，達成預期目的，需嚴謹規

畫與設計適切之研究方法。本章即針對本研究之研究設計與實施方法分

為五節針對「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流程」以及

「資料處理與分析」進行說明，詳盡如下所述。： 

 

第一節 研究架構 

首節主要針對本研究所採用的理論背景和所探討之文獻提出適切

的研究架構和假設，並針對其中細節作進一步的說明，如下詳述：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係採用「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

（C-TAM-TPB）」為基礎，依據理論將影響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之因素劃分七項大構面，分別是「認知易用」；「認知有用」；「應

用數位加工機具之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圖」

以及「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探討上述七項構面彼此間的

關聯，分析其能否造成對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

教學的影響。另外，依據文獻分析，教師性別、任教於國民中學或高級

中學、是否具備使用數位加工機具之經驗、教學年資、校內是否具備相

關設備和是否參與相關研習亦可能影響教師應用科技進行教學之意

願，因此，本研究同時探討不同背景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上述因素影

響下其「認知易用」、「認知有用」、「應用數位加工機具之態度」、「主觀

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圖」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

作教學是否產生差異。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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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假設 

於此根據首章所述研究目的、待答問題，以及研究所採用之理論模

型內涵、經文獻探討歸納出的背景變項等，經統整後歸納出研究欲探討

的七項構面彼此間關係以及背景差異對其中的影響，進而提出如下之研

究假設： 

H1：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數位加工機具的認知易用會正向影響對數位加

工機具的認知有用。 

H2：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數位加工機具的認知有用會正向影響應用數位

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態度。 

H3：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數位加工機具的認知易用會正向影響應用數位

H2 

H3 

H5 

H6 
H9 

認知有用 

認知易用 

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圖 

應用數位加工機

具於實作教學 

背景變項 

性別 H10~H16 

校內設備 H17~H23 

年資 H24~H30 

H4 

H1 H7 

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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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態度。 

H4：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態度會正向

影響行為意圖。 

H5：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主觀規範會

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H6：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知覺行為控

制會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H7：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數位加工機具的認知有用會正向影響應用數位

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行為意圖。 

H8：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知覺行為控

制會正向影響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H9：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行為意圖會

正向影響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H10：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認知有用上會達顯著差異。 

H11：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認知易用上會達顯著差異。 

H12：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態度上會達顯著差異。 

H13：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主觀規範上會達顯著差異。 

H14：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知覺行為控制上會達顯著差異。 

H15：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行為意圖上會達顯著差異。 

H16：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上

會達顯著差異。 

H17：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認知有用上會達

顯著差異。 

H18：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認知易用上會達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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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9：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應用數位加工機

具態度上會達顯著差異。 

H20：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應用數位加工機

具進行實作教學主觀規範上會達顯著差異。 

H21：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應用數位加工機

具進行實作教學知覺行為控制上會達顯著差異。 

H22：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應用數位加工機

具進行實作教學行為意圖上會達顯著差異。 

H23：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應用數位加工機

具進行實作教學上會達顯著差異。 

H24：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認知有用上會達顯著差異。 

H25：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認知易用上會達顯著差異。 

H26：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態度上會

達顯著差異。 

H27：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

教學主觀規範上會達顯著差異。 

H28：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

教學知覺行為控制上會達顯著差異。 

H29：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

教學行為意圖上會達顯著差異。 

H30：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

教學上會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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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於發掘影響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之因素，研究對象設定為現職中學生活科技教師，且須了解數

位加工機具並具備操作數位加工機具之經驗與能力。為符合上述條件，

本研究將採立意取樣，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公告錄取

106、107 年度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師資增能學分班之現職中學生活科技教

師，參與 108 年度暑期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師資增能學分班之現職中學生

活科技教師，以及上述教師推薦適合作為本研究調查對象之現職中學生

活科技教師師為研究樣本進行問卷調查。上述於 108 課綱尚未實施前即

肯利用休假期間自願或接受學效薦派參與增能班之教師，合理判斷其對

生活科技課程與教學具備相當程度的熱忱，且於校內應皆有教授生活科

技課，而在增能班課程中亦皆有接受數位加工機具的操作與相關課程設

計的訓練，適合作為本研究之調查對象。然而，因研究進行時增能班課

程已結束，問卷發放僅能就名單透過電子郵件寄送的方式進行發放，回

收不易，為達到進行統計分析所需樣本數量，研究者委請上述教師推薦

同樣了解數位加工機具且具備數位加工機具操作經驗之現職生活科技

教師接受調查。問卷發放共 135 份，其中有效問卷為 123 份進行後續統

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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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資料蒐集的方式採以問卷調查法進行。根據參閱相關研究

後，分析歸納出對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造

成影響之構面與要素，進一步透過以上所提要素配合欲探討的構面設計

出適切的問卷題項，本節將依照研究所採用 C-TAM-TPB 理論中所提及

到的構面針對其內容進行操作型定義與構面內所屬問項的設計、問卷內

容效度檢驗、收斂效度與區別校度檢驗、問卷信度檢驗依序進行說明。

詳述如下： 

一、 各構面操作型定義與題項設計 

(一) 認知有用 

認知有用意指欲使用某特定科技系統之使用者，主觀上認定若

其在使用該系統後，能對工作有實質上的助益或讓績效得以提升。

故本研究中認知有用定義為教師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於實作教

學能提升其教學效能，達成訂定之教學目標。認知有用題項設計如

表 3-1 所示。 

表 3-1 認知有用問卷題項 

構面 題項 

認知有用 

1.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能提升學生

對科技知識（包含：「本質演進、科技概念、科技程

序、影響評估等項目」）的了解。 

2.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能培養學生

正向的科技態度（包含：「興趣、態度、習慣及職涯

試探等項目」）。 

3.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能培養學生

的操作技能（包含：「操作、使用及維護等項目」）。 

4.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能培養學生

的統合能力（包含：「設計、實作、整合、創意、溝

通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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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知易用 

認知易用意指欲使用某特定科技系統之使用者，主觀認為使用

該系統時無需付出多於精力與勞力的程度。本研究中認知易用定義

為教師主觀認定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難易程度。認知

易用題項設計如表 3-2 所示。 

表 3-2 認知易用問卷題項 

構面 題項 

認知易用 

1.我認為操作數位加工機具是容易的。 

2.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的實作活動是容易設

計的。 

3.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的實作活動是容易實

踐的。 

4.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的實作活動是容易評

量的。  

 

(三) 行為態度 

Ajzen（1991）提出計畫行為理論所指態度為某人對於特定對象

或事物的正、負面感受。本研究中行為態度定義為教師對應用數位

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正負面觀感與評價。行為態度題項設計如

表 3-3 所示。 

表 3-3 行為態度問卷題項 

構面 題項 

行為態度 

1.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是一位生活科技教師必備

的技能。 

2.我認為教導學生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符合生

活科技課程的精神。 

3.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有助於幫助

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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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意指當某人欲執行某項行為前，評估來自其所認同他

人之鼓勵、慫恿或社會大眾對此行為之觀感等，以上所述稱之為規

範信念，規範信念將進一步形成主觀規範（Ajzen, 1985；1991）。本

研究所定義主觀規範為當教師面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時，是否會遭遇到行政主管、同事、家長、課綱訂定之教學內容

或社會大眾的正、負面觀感，進而影響他們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的意圖。主觀規範題項設計如表 3-4 所示。 

表 3-4 主觀規範問卷題項 

構面 題項 

主觀規範 

1.我會因為教育主管機關（如教育部、縣市教育局處）

的要求或推廣，而嘗試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 

2.我會因為學校行政主管（如校長、主任等）的要求或

鼓勵（只配合經費補助計畫、競賽等），而嘗試應用

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3.我會因為領域內或相關教師的要求或鼓勵（指輔導團

教師或共同備課等），而嘗試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 

4.我會因為大眾媒體對數位加工機具的宣導（如報章雜

誌、電視、網路新聞等），而嘗試應用數位加工機具

進行實作教學。  

 

(五) 知覺行為控制 

知覺行為控制意指某人欲執行某行為時，對於自身現況所具備

的能力、環境條件的評估與判斷，簡而言之，在某人從事某特定行

為前，若評估自身具備足以應付之能力、環境條件處於有利狀態或

在能掌握控制的程度，則其對於執行該行為之意圖將提升，進而執

行該行為。本研究中知覺行為控制定義為教師在進行實作教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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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能力設計相關課程、操作及調整數位加工機具或善用資源以

利課程順利執行。知覺行為控制題項設計如表 3-5 所示。 

表 3-5 知覺行為控制問卷題項 

構面 題項 

知覺行為

控制 

1. 我能夠依據生活科技課程綱要設計需要應用數位加

工機具進行的實作課程。 

2.我能夠善用教育主管機關（如教育部、縣市教育局處）

或校內提供相關資源執行需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的實作活動。 

3.我能處理教學過程中數位加工機具可能發生的問題。 

4.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相關資源是容易

取得的。  

 

(六) 行為意圖 

行為意圖意指某人對執行某特定行為之傾向和程度，即在判斷

是否執行該行為的心理強度(Ajzen, 1985)。本研究中行為意圖定義

為教師在實作教學中願意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教學的意願與可

能性。行為意圖題項設計如表 3-6 所示。 

表 3- 6 行為意圖問卷題項 

構面 題項 

行為意圖 

1.我願意為了在實作教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具而參與

相關研習活動。 

2.我願意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3.我願意規劃需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的實作教學課

程。 

 

(七) 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本構面定義為教師現階段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

行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題項設計如表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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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問卷題項 

構面 題項 

應用數位

加工機具

進行實作

教學 

1.我已經參與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相關研

習活動。 

2.我已經開始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3.我已經開始規劃需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教學的實

作課程。 

 

二、 問卷信度檢驗 

本研究各項潛在研究構面皆採用多題項方式進行測量，為確保研究

工具具備良好之信度，將以各構面之內部一致性進行信度的檢驗。普遍

研究一般大都以 Cronbach α 值作為判定信度的信賴係數，Cronbach α

值若落在  0.35~0.7 之間則為可接受之信度值(Nunnally & Bernstein, 

1994)，Cronbach α 值若大於 0.7 即符合 Cuieford（1965）和 Nunnally

（1978）所提出信度應到達的門檻值 0.7 的標準。 

依據表 3-8 所示，本研究所使用模型中七項構面之 Cronbach α 值最

高為 0.876，最低則為 0.824，皆大於前述 0.7 之標準值，顯見本研究的

七項構面在各自之間的題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具備良好的信

度。 

表 3-8 研究模式之信度與效度摘要表 

構面 問項 
因素負荷

量 
CR AVE 

Cronbachs 

α 

認知有用 

認知有用 1 0.831 

0.833 0.654 0.824 
認知有用 2 0.796 

認知有用 3 0.832 

認知有用 4 0.774 

認知易用 

認知易用 1 0.666 

0.885 0.661 0.827 
認知易用 2 0.857 

認知易用 3 0.879 

認知易用 4 0.832 

態度 
態度 1 0.754 

0.891 0.672 0.836 
態度 2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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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 3 0.880 

態度 4 0.801 

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 1 0.895 

0.915 0.732 0.875 
主觀規範 2 0.912 

主觀規範 3 0.880 

主觀規範 4 0.720 

知覺行為控

制 

知覺行為 

控制 1 
0.846 

0.878 0.593 0.833 

知覺行為 

控制 2 
0.893 

知覺行為 

控制 3 
0.727 

知覺行為 

控制 4 
0.619 

知覺行為 

控制 5 
0.736 

行為意圖 

行為意圖 1 0.758 

0.912 0.777 0.854 行為意圖 2 0.929 

行為意圖 3 0.945 

應用數位加

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 

實際行為 1 0.865 

0.923 0.801 0.876 實際行為 2 0.889 

實際行為 3 0.929 

 

三、 問卷效度檢驗 

本研究發放之問卷中各問項皆採封閉式固定選項，受測教師依據自

身情況於固定選擇中擇一與之最相符之選項。為確保本研究能透過此問

卷確實有效蒐集到所需資料，故將採用下述方法針對內容效度、收斂效

度以及區別效度進行檢驗。 

(一) 專家審查確保內容效度 

問卷於初稿完成後敦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與現職生活科技教師進行

內容效度的審查，參與審查之教授與教師共三位，分別為一位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教授及兩位新北市立永和國中

生活科技教師。主要針對問卷各題項之正確性、清晰度與適切性進行審

查，並予以建議，依據審查結果加以篩選、修正問卷內容，確保本研究

工具之內容效度。參與審查之學者、教師名單和審查時間如表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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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 問卷內容效度審查委員名單與審查時間 

審查委員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審查時間 

林○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2018.7 

呂○川 新北市立永和國中 教師 2018.7 

高○岳 新北市立永和國中 教師 2018.7 

 

(二) 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檢驗 

除內容效度外，為確保工具能衡量各構面之特質或構念，於問卷回

收後針對有效問卷進行編碼，檢驗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Hair et al.（1998）

提到可透過構面中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潛在變項之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以及「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檢驗收斂效度。判斷標準 Hair et al.（1992）建議所有

構面中各題項之的因素負荷量應大於 0.5；潛在變相組成信度 CR 值須大

於 0.7（Hair et al, 1998）；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 值 Fornell&Larcker

（1981）則建議以 0.5 為臨界標準。而區別效度則可透過檢視各構面 AVE

值，當 AVE 值大於構面相關係數之平方，即表示具備良好之區別效度

（Fornell & Larcker, 1981）。另外，Henseler, Hubona, & Rai（2016）建議

可透過衡量 HTMT 值檢驗各構面之區別效度，若其值均小於 0.85，即

表示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依據表 3-8 所示，本研究所使用模型中七項構面內各題項因素負荷

量最高為 0.945，最低則為 0.619 ，皆大於前述 0.5 之標準。在組成信度

方面，七項構面 CR 值最高為 0.923，最低則為 0.833 ，皆大於前述 0.7

之標準。而平均變異數萃取量，各構面 AVE 值介於 0.593 ~ 0.801，大於

前述 0.5 之標準。由此顯見，本研究各構面具備良好的收斂校度。 

依據表 3-10、3-11 所示，本研究中七項構面 AVE 平方根值皆大於相

關係數值。而 HTMT 最高為 0.828，最低為 0.333，值皆小於 0.85，顯見

研究中七項構面應是獨立不同的構面，具備良好的區別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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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 測量模式之潛在變項相關矩陣 

 認知 

有用 

認知 

易用 

態度 主觀 

規範 

知覺行

為控制 

行為 

意圖 

應用數位加

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 

認知有用 0.809*       

認知易用 0.527 0.813*      

態度 0.696 0.557 0.820*     

主觀規範 0.525 0.391 0.550 0.855*    

知覺行 

為控制 
0.336 0.433 0.597 0.424 0.770*   

行為意圖 0.535 0.411 0.673 0.617 0.532 0.881*  

應用數位加

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 

0.288 0.317 0.526 0.335 0.677 0.435 0.895* 

註：*表示 AVE 之平方根 

表 3- 11 測量模式之潛在變項 HTMT表 

 認知

有用 

認知 

易用 

態度 主觀 

規範 

知覺行

為控制 

行為

意圖 

應用數位加

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 

認知有用        

認知易用 0.625       

態度 0.828 0.655      

主觀規範 0.619 0.451 0.634     

知覺行 

為控制 
0.353 0.541 0.671 0.459   

 

行為意圖 0.612 0.468 0.779 0.699 0.585   

應用數位加

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 

0.333 0.385 0.613 0.371 0.782 0.494 

 

 

 

 

 

 



50 

 

第四節 研究流程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待答問題與研究方法，本研究的發展歷程

可分為三階段，如圖 3-2 所示，各階段工作內容詳述如下。 

一、 準備階段 

(一) 研擬研究方向 

廣泛蒐集與詳讀國內外相關研究與文獻資料，釐清研究主題與

動機，後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方向，同時也

確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二) 撰寫研究計畫 

確立研究主題、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後著手進行相關文

獻探討並釐清研究架構。而後開始撰寫研究計畫，期間針對研究計

畫內容定期向指導教授請益，確保得以即時修正研究計畫內容中不

適切之處。 

(三) 研究計畫審查 

邀請指導教授與他校教授擔任口試委員共同針對本研究計畫

進行審查，於 2018 年 10 月完成論文計畫審查，依據審查委員予以

之建議，修正本研究計畫並準備實施。 

二、 實施階段 

(一) 發展問卷初稿 

依據文獻資料進行探討、分析，研擬適切之問項後著手進行

問卷初稿編撰，於 2018 年 6 月完成問卷初稿。 

(二) 問卷內容效度檢驗 

問卷初稿完成後敦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內容效度審查，

並依據審查建議於 2018 年 7 月完成問卷修正後編制正式問卷。 

(三) 問卷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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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研究計畫擬定之研究對象於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間進行問卷調查。 

三、 分析與總結階段 

(一) 問卷回收與統計分析 

問卷回收後整理並將有效問卷鍵入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二) 撰寫研究結論與建議 

依據統計量化結果加以分析與解釋所撰寫研究結論與建議。 

(三) 進行論文審查 

論文初稿完成後提報論文審查進行論文口試。 

(四) 完成論文 

彙集口試委員予以之意見，進行論文內容的修正與潤飾完成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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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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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搜集，問卷經回收後優先檢視填答內

容，篩選出有效問卷編碼後進行統計分析。研究使用 SPSS 及 SmartPLS

兩款統計軟體進行統計與資料分析，統計分析方法包含：敘述性統計分

析、變異數型式結構方程模式（Variance-based SEM）、獨立樣本 t 檢定

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詳述如下： 

一、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敘述性統計分析，主要用於呈現各構面項目之得分概

況。 

二、 變異數型式結構方程模式（Variance-based SEM） 

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主流有兩大技術，

分別為傳統的共變數型式結構方程模式（Covariance-based SEM）與變異

數型式結構方程模式（Variance-based SEM）。變異數型式結構方程模式

以變數的線性整合並定義出變異數結構後，再利用回歸原理檢驗變異數

間的關係（蕭文龍，2018），採用「偏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因此又稱 PLS-SEM。本研究透過變異數型式結構方程模式針對

研究架構中各構面信度、效度和研究架構模型適配度。進而進行路徑分

析探究 C-TAM-TPB 中「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圖」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於實作教學行為

之影響情形。 

三、 獨立樣本 t 檢定 

本研究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教師性別、教師服務學校是否具備

數位加工機具之背景變項於 C-TAM-TPB 中，七項構面間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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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年資教師於 C-TAM-TPB 中，七

項構面間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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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 C-TAM-TPB 模式來探討影響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

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因素。本章將依據發放問卷調查回收後對有效

樣本進行統計分析的結果分為三節說明，依序為：第一節、中學生活科

技教師在實作教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具之接受程度分析；第二節、影響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實作教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具行為之因素分析；第

三節、不同背景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實作教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具行

為之差異分析。詳細說明如下： 

 

第一節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實作教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具之

接受程度分析 

本節主要針對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於實作教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具

之接受程度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問卷設計採李克特(Likert)七點尺度量

表，回應同意程度為 1 至 7 之間(1 代表非常不同意，7 代表非常同意)。

研究針對有效問卷共 123 份進行敘述統計分析，首先將填答者在每項構

面中的所有問項填答分數進行平均，獲得該填答者各構面平均數得分，

而後將所有樣本於各構面所得平均得分再次平均，最終所得即代表該構

面得分，詳述如下： 

依據表 4-1 所示，本次接受問卷調查之教師在行為意圖構面中表現

最高（M = 6.12, SD = .799），在認知有用（M = 5.77, SD = .893）與態度

（M = 5.77, SD = .851）兩構面中表現次之，往後依序為主觀規範（M = 

5.52, SD = .946）、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於實作教學（M = 5.42, SD = 

1.58）、知覺行為控制（M = 5.37, SD = .922）與認知易用（M = 4.52, SD = 

1.61）。整體而言，除認知易用外，各構面之平均值皆達 5 以上，而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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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亦達 4.5 以上，本次研究對象教師多數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抱持較為正向的看法。 

表 4- 1 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各構面分布情形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認知有用 5.77 .89 7 2 

認知易用 4.52 1.61 7 1.5 

態度 5.77 .85 7 3.25 

主觀規範 5.52 .95 7 2.75 

知覺行 

為控制 
5.37 .92 7 2 

行為意圖 6.12 .80 7 4 

應用數位加

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 

5.42 1.58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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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實作教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

具行為之因素分析 

本節主要以 C-TAM-TPB 模型針對影響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於實作教

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具之因素進行統計分析，檢驗模型適配度並計算各

構面路徑係數。結構模式評估結果詳述如下： 

結構模式優先檢視模型適配度，進而檢測各構面的路徑係數與𝑅 

Square 解釋力，並使用 Bootstrapping 來評估路徑的顯著性，用以解釋各

構面之間的關係。在 PLS-SEM 模式中，當 t 值>1.96，表示達到α 值

0.05 的顯著水準，通常以*顯示; 當 t 值>2.58，表示達到α 值 0.01 的

顯著水準，通常以**顯示; 當 t 值>3.29，表示達到α 值 0.001 的顯著

水準，通常以***顯示（蕭文龍，2018），接著以𝑅 Square 解釋力來檢視

構面之間的解釋能力，值越高表示該構面對於其影響之構面解釋能力越

強。 

本研究依據 C-TAM-TPB 理論作為研究架構，經統計分析結果標準

化均方根殘差值（SRMR）為 0.087，介於 0.08~1，為可接受的模式（Hu 

& Bentler, 1999）。研究結果顯示，認知有用與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

的影響未達顯著，行為意圖對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影

響亦未達顯著。其餘包含認知有用、認知易用對態度；態度、主觀規範

對行為意圖以及知覺行為控制對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於實作教學之

影響皆達統計顯著。而𝑅2解釋力部份認知易用對認知有用的解釋能力為

28.8%；認知有用與認知易用對態度的解釋能力為 53.5%; 認知有用、態

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的解釋能力為 55.7%; 行為意

圖與知覺行為控制對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解釋能力

為 47.5%，上述結果顯示，除認知易用對認知有用之解釋力較低以外，

其餘皆具有不錯的解釋力。本研究結構模式分析如圖 4-1，透過結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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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析結果如下: 

(一)  認知易用對認知有用之影響 

依據圖 4-1 所示，認知易用對認知有用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β

=0.531，p<0.001），解釋力𝑅2為 28.2%。顯示當教師認為數位加工機

具與進行相關課程是易於使用與規劃時，其越認同應用數位加工機

具進行實作教學有助於學生學習。 

(二)  認知有用與認知易用對態度之影響 

依據圖 4-1 所示，認知有用對態度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β

=0.555，p<0.001），而認知易用對於態度亦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β

=0.264，p<0.001），上述構面對於態度的影響解釋力𝑅2為 53.5%。顯

示當教師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有助於學生學習時，

其使用態度越加正向；當教師認為數位加工機具與進行相關課程是

易於使用與規劃時，使用態度亦越加正向。 

(三)  認知有用、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之影響 

依據圖 4-1 所示，態度對行為意圖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β

=0.359，p<0.005）；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有著正向的顯著影響（β

=0.322，p<0.001）；而認知有用對於行為意圖之影響未達統計顯著（β

=0.067，p>0.05）；知覺行為控制對於行為意圖之影響未達統計顯著

（β=0.157，p>0.05），上述各構面對於行為意圖的影響解釋力𝑅2 為

55.7%。顯示當教師對於使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態度越加

正向，其使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意圖越加強烈；校內行

政主管、同事、家長、課綱訂定之教學內容或社會觀感越加支持時，

其使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意圖亦越加強烈。但教師在實

作教學中，是否具備足夠能力以克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可能產生的相關問題，對於使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意

 



59 

 

圖並未有顯著的影響。 

(四)  行為意圖與知覺行為控制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

影響 

依據圖 4-1 所示，行為意圖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的影響未達顯著（β=0.108，p>0.05）；而知覺行為控制對應用數位

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有著顯著的影響（β=0.627，p<0.001），上述

構面對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行為的解釋力𝑅2 為

47.5%。顯示當教師在實作教學中，具備足夠能力以克服應用數位加

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可能產生的相關問題，則其越可能使用數位加

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但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意

圖對其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影響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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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結構模式分析結果 

認知有用 

R2=0.282 

認知易用 

態度

R2=0.535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圖 

R2=0.557 

應用數位加工機

具於實作教學 

R2=0.475 

0.555*** 

0.264*** 

0.359** 

0.322*** 

0.157 0.108 

0.531*** 

0.627***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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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背景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實作教學中應用數位

加工機具行為之差異分析 

本節主要針對不同背景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於實作教學中應用數

位加工機具之差異進行統計分析。依據教師性別、教師服務學校是否具

備數位加工機具以及教師是否通過科技領域生活科技科增能學分班進

行獨立樣本 t 檢定，而在教師任教年資的部分，將有效樣本區分為任教

1~10 年、11~20 年以及 20 年以上三組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在

C-TAM-TPB 中各構面平均數是否達顯著差異。結果詳述如下： 

一、 不同性別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差異 

本研究針對有效問卷共 123 份進行分析，其中男性教師人數為 73

人（59.3%），女性教師為 50 人（40.7%）。以 Levene 檢定樣本同質性後

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依據表 4-5 所示，不同性別教師在認知有用

（t(121)=2.02，p=.045<.05）；認知易用（t(117.42)=2.73，p=.007<.05）；

態度（ t(107.75)=3.09，p=.002<.05）；知覺行為控制（ t(121)=3.89，

p=.000<.05）上達顯著差異，上述構面皆為男性教師顯著優於女性教師。

而在主觀規範、行為意圖與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三個構

面上則無顯著差異。 

表 4- 2 不同性別教師於各構面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 

男性(n=73)，女性(n=50) 

男性

M/SD 

女性

M/SD 
t p 

95%CI 

LL UL 

認知有用 5.91/.98 5.58/.71 2.02* .045 .01 .65 

認知易用 4.75/1.22 4.20/.99 2.73* .007 .15 .94 

態度 5.97/.84 5.50/.81 3.09** .002 .1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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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規範 5.54/1.01 5.50/.85 .284 .777 -.30 .39 

知覺行為控制 5.63/.85 5.00/.91 3.89*** .000 .31 .94 

行為意圖 6.18/.79 6.03/.81 1.02 .31 -.14 .44 

應用數位加工機

具進行實作教學 
5.62/1.46 5.12/1.70 1.74 .084 -.07 1.07 

註：*p < .05, **p < .005, ***p < .001 

 

二、 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之差異 

本研究針對有效問卷共 123 份進行分析，其中校內具備數位加工機

具之教師人數為 95 人（77.2%），校內不具備數位加工機具人數為 28 人

（22.8%）。以 Levene 檢定樣本同質性後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依據表

4-6 所示，除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達顯著差異（t(121) = 

4.70，p = .000<.05）外，其餘在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以及行為意圖上皆無顯著差異，而經過獨立樣本 t 檢定結

果，校內具備數位加工機具之教師在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行為上顯著優於校內未具備數位加工機具之教師。 

表 4- 3 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於各構面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 

具備(n=95)，不具備(n=28) 

具備

M/SD 

不具備

M/SD 
t p 

95%CI 

LL UL 

認知有用 5.73/.95 5.94/.65 -1.10 .273 -.59 .17 

認知易用 4.49/1.20 4.63/1.02 -.52 .604 -.63 .37 

態度 5.83/.86 5.59/.85 1.30 .195 -.1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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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規範 5.48/.98 5.68/.80 -1.04 .301 -.61 .19 

知覺行為控制 5.46/.81 5.08/1.20 1.58 .123 -.01 .77 

行為意圖 6.11/.78 6.17/.89 -.34 .738 -.40 .28 

應用數位加工

機具進行實作

教學 

5.80/1.29 4.11/1.78 4.70*** .000 
.96 2.43 

註：***p < .001 

 

三、 教師教學年資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差異 

本研究針對有效問卷共 123 份進行分析，其中以教學 1~10 年，共

72 人（58.5%）、11~20 年，共 26 人（21.1%）、20 年以上，共 25 人（20.3%）

區分為三組，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組教師在各構面之差異。

依據表 4-8 所示，三組教師在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上

無顯著差異。在知覺行為控制［F(2,120) = 9.004, p = .000 < .05］、行為意

圖［F(2,120) = 6.164, p = .003 < .05］以及實際行為［F(2,120) = 9.453, p 

= .000 < .05］上達顯著差異，針對上述三項達統計顯著之構面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在知覺行為控制上，任教年資 1~10 年教師顯

著優於任教 11~20 年及任教 20 年以上之教師，而任教 11~20 年之教師

與任教 20 年以上教師無顯著差異。在行為意圖上，任教 1~10 年教師顯

著優於 11~20 年之教師，任教 20 年以上教師與任教 1~10 年及任教 11~20

年之教師皆無顯著差異。在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上，任

教年資 1~10 年教師顯著優於任教 11~20 年及任教 20 年以上之教師，而

任教 11~20 年之教師與任教 20 年以上教師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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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不同年資教師 ANOVA分析摘要表 

 
1~10 年

(N=72) 

11~20 年

(N=26) 

20 年以上

(N=25) 
F p 

事後 

比較 

(Scheffe) 

變項 M SV M SV M SV    

認知 

有用 
5.78 .956 5.66 .89 5.86 .715 .317 .729  

認知 

易用 
4.53 1.24 4.51 1.04 4.52 1.08 .003 .997  

態度 5.90 .837 5.51 .934 5.70 .794 2.093 .128  

主觀 

規範 
5.64 .913 5.28 1.04 5.45 .921 1.492 .229  

知覺行

為控制 5.65 .754 5.00 .921 4.96 1.09 9.004* .000 

1>2 

1>3 

2,3n.s. 

行為 

意圖 6.32 .674 5.78 .827 5.89 .941 6.164* .003 

1>2 

1,3n.s 

2,3n.s 

應用數

位加工

機具進

行實作

教學 

5.90 1.33 4.82 1.67 4.64 1.67 9.453* .000 

1>2 

1>3 

2,3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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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節主要針對前述章節的統計分析與結果進行探討，歸納出中學生

活科技教師在實作教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具的接受程度，進一步藉由

C-TAM-TPB 理論中七項不同的構面，探討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

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知

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圖是否會影響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的行為，並探討在不同背景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機具

進行實作教學表現是否有差異。 

一、 探討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接受程

度 

本研究問卷設計採李克特(Likert)七點尺度量表，回應同意程度為 1

至 7 之間(1 代表非常不同意，7 代表非常同意)。依據上述研究結果顯

示本次問卷平均分數落在 4.52 至 6.12 之間，顯示本研究調查之中學生

活科技教師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行為接受度抱持正向

的看法。分析 C-TAM-TPB 理論中各構面之探討，對於「行為意圖」的

接受度最高，而對於「認知易用」的接受度最低。 

本研究進一步以問卷題項進行分析，發現接受度最高的行為意圖構

面中「我願意為了在實作教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具而參與相關研習活

動」最為高分，平均達 6.37，亦為所有問項中得分最高者。本研究受測

對象為參與 106、107、108年度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增能學分班之現職中

學生活科技教師以及上述教師推薦適合本研究之現職教師為主，研究者

認為上述教師在 108 課綱尚未實施前即願意利用暑假期間主動亦或是接

受學校薦派參與增能班課程，顯示其對生活科技課程內容、教學策略以

及教學熱忱皆抱持高度的關心與投入。因此，合理推斷上述教師除願意

參與增能班的課程，對於相關與生活科技教學策略、課程設計、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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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應用等相關研習亦可能抱持較高的參與意願以提升自我教學效能。 

而在接受度相對較低的認知易用構面中「我認為應用有融入數位加

工機具的實作活動是容易實施的」最為低分，同時該問項亦是所有問項

中得分最低者，顯示教師對於實施應用數位加工機具的實作活動信心較

低的，其可能因素為學生欲操作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加工，需具備電腦建

模的先備能力，且在機具數量的限制下，學生即便已完成建模，後續能

否在有限的時間內將學生作品完成輸出仍是需納入考量的問題。因此，

不難理解為何在認知易用構面中教師表現出較低的得分原因。 

二、 探討中學生活科技教師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圖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影

響 

依據 C-TAM-TPB 理論分析結果，認知有用、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

意圖的影響不顯著；行為意圖對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

行為亦不顯著。除上述兩點與理論模型不盡相符以外，其餘各構面間的

影響皆與理論相符。其中以知覺行為控制對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的路徑係數最高，達 0.627。 

行為意圖對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影響不顯著，造成

此結果可能原因，Smerdon 等人（2000）提到工作環境是否提供相關資

源將影響教師是否使用教育科技進行教學，經研究者依據本次問卷調查

結果分析，本次接受調查教師 123 人中 28 人校內不具備數位加工機具，

而此 28 位在行為意圖構面中得分平均達 6.17 分，在實際應用數位加工

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構面得分僅 4.11，即部分教師即便有著強烈的行為

意圖；然而校內未具備數位加工機具供其授課時使用，則無法將行為意

圖化為實際行動。 

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影響不顯著，經參閱相關研究中提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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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背景因素對於知覺行為控制影響行為意圖具備調節的效果，其中女性

受知覺行為控制影響行為意圖較為明顯（Venkatesh et al., 2000），而年齡

亦對知覺行為控制影響行為意圖具備調節效果，隨年齡增加其影響越大

（Morris & Venkatesh, 2000）。回看本研究調查對象，男性大於女性，而

在任教年資的部分任教 1~10 年教師人數占總樣本數 58.5%，明顯大於任

教 11~20 年以及 20 年以上之教師。以上為造成本研究在知覺行為控制

對行為意圖影響不顯著的可能解釋。 

三、 探討不同性別教師在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知

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圖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行為的

差異 

本研究以性別作為背景變項來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男性教師

在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以及知覺行為控制上顯著優於女性教師。

許多關於教師對於教育科技應用的相關研究皆呈現類似的結果，如：Teo

（2014）針對影響教師對科技接受程度的因素所進行之研究結果顯示男

性教師在認知易用顯著高於女性教師；以及林志隆、周士雄（2010）針

對教師應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的研究結果顯示男性教師在「認知有用

性」、「認知易用性」、「採用態度」、「行為意願」皆高於女性教師。溫嘉

榮、李士欣（2003）針對教師使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之影響因素相關研究

結果顯示在資訊作業能力上，男性教師高於女性教師，以此或許能解釋

同為教師應用科技進行教學的本研究中為何男性教師在知覺行為控制

上高於女性教師之原因。 

四、 探討不同教學年資在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知

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圖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行為的

差異 

本研究以任教年資區分為任教 1~10 年、11~20 年和 20 年以上三組

 

https://www.learntechlib.org/author/T+Teo
https://www.learntechlib.org/author/T+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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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背景變項來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三組教師在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圖以及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上達顯著差異。經事

後比較發現，任教 1~10 年教師在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圖和實際應用

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上皆顯著優於任教 11~20 年以及 20 年以上

之教師，任教 11~20 年和 20 年以上之教師彼此間並無顯著差異。任教

1~10 年教師距離修畢師資職前教育的時間較短甚至甫通過教師資格檢

定即成為初任教師。這類教師在職前教育階段多數皆受過數位加工機具

相關應用的訓練，相較任教 11~20 年甚至 20 年以上於師資職前教育時

未接受數位加工機具相關訓練之教師對數位加工機具更為熟悉，使得在

知覺行為控制上相較其餘兩組教師有較正向的自我認知。Venkatesh et al.

（2003）提出 UTAUT 模式時表示年齡對於科技接受行為具有調節作

用，且隨年齡增加行為意圖越容易受到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Morris & 

Venkatesh, 2000），而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知覺行為控制顯著影響實際

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行為，因此任教 11~20 年以及 20 年

以上年齡較長的教師在知覺行為控制上顯著低於任教 1~10 年較年輕的

教師，其在行為意圖與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行為上亦

低於較年輕教師。 

五、 驗證假說 

依據本章節分析之結果，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行為模式尚屬良好，解釋力為 47.5%，各項研究假設驗證歸納

如表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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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研究假設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研究結果 

H1：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數位加工機具的認知易用會正向

影響對數位加工機具的認知有用。 
成立 

H2：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數位加工機具的認知有用會正向

影響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態度。 
成立 

H3：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數位加工機具的認知易用會正向

影響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態度。 
成立 

H4：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的態度會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成立 

H5：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的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成立 

H6：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的知覺行為控制會正向影響行為意圖。 
不成立 

H7：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數位加工機具的認知有用會正向

影響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行為意圖。 
不成立 

H8：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的知覺行為控制會正向影響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 

成立 

H9：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的行為意圖會正向影響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不成立 

H10：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認知有用上會達顯著

差異。 
成立 

H11：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認知易用上會達顯著

差異。 
成立 

H12：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態度上會達顯著差異。 成立 

H13：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主觀規範上會達顯著

差異。 
不成立 

H14：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知覺行為控制上會達

顯著差異。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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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5：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行為意圖上會達顯著

差異。 
不成立 

H16：不同性別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

行實作教學上會達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7：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認

知有用上會達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8：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認

知易用上會達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9：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應

用數位加工機具態度上會達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0：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應

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主觀規範上會達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1：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應

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知覺行為控制上會達顯著差

異。 

不成立 

H22：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應

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行為意圖上會達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3：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校內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在應

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上會達顯著差異。 
成立 

H24：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認知有用上會

達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5：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認知易用上會

達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6：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

機具態度上會達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7：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

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主觀規範上會達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8：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

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知覺行為控制上會達顯著差異。 
成立 

H29：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

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行為意圖上會達顯著差異。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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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0：不同教學年資之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

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上會達顯著差異。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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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以進行

實作教學之因素，以 C-TAM-TPB 作為研究架構，並採用問卷調查法取

得量化資料進而分析結果。依據第四章研究分析之結果歸納於本章進行

結論與建議，以作為未來推廣相關教學活動、教師研習與校內採購相關

教學設備之參考，亦期盼未來欲進行相關研究者能借助本研究之成果為

基底，進行更深入的研討。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回應首章提及之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提出以下

五點結論： 

一、 多數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抱持正向看法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多數教師在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

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能力、行為意圖以及

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上皆抱持正向的看法，其中以行為

意圖構面表現最為明顯，在認知易用構面上則較趨向於無意見的中性看

法。研究結果呈現出接受本研究調查之多數教師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

進行實作教學有著正向的看法及明顯強烈的企圖與渴望，認同應用數位

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對學生學習生活科技的成效是有助益的。教師們

也認為教育主管機關、校內主管、同事、學生家長，亦或是社會大眾的

觀感將成為影響其是否產生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動機，同

時具有足夠的信心克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前中後可能面

臨的問題與挑戰。因本次接受調查之教師多數為已經參與科技領域生活

科技科增能學分班，其餘受測教師則是透過上述教師推薦適宜作為本次

研究之教師，因此，在本次研究接受問卷調查之教師多數屬於動機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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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且樂於嘗試以較為新穎的教育科技進行教學，對於教育主管機關

與科技領域師資培育單位所推行之教育政策配合度較高之教學者。研究

者推估以上即有可能是造成上述研究結果的原因。 

二、 培養中學生活科技教師的知覺行為控制能力方能有助於促使其落

實應用數位加工機具以進行實作教學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認知有用」與「認知易用」對「態度」、「態

度」與「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知覺行為控制」對實際應用數位

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皆有正向的影響，驗證了 Pynoo & van Braak

（2014）所提出的觀點，其中知覺行為控制對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

行實作教學的影響達顯著，行為意圖對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

教學的影響卻未達顯著，因此，合理推斷培養中學生活科技教師的知覺

行為控制能力方能有助於促使其落實應用數位加工機具以進行實作教

學；然而，在「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上未達顯著，這

部分則與多數以 C-TAM-TPB 進行行為表現之研究不相符。經參閱相關

研究中提到，部分背景因素對於「知覺行為控制」影響「行為意圖」具

備調節的效果，其中女性受「知覺行為控制」影響「行為意圖」較為明

顯（Venkatesh et al., 2000），而年齡亦對「知覺行為控制」影響「行為意

圖」具備調節效果，隨年齡增加其影響越大（Morris & Venkatesh, 2000）。

回看本研究調查對象，男性教師大於女性教師，且在任教年資的部分任

教 1~10 年之教師人數占總樣本數 58.5%，明顯多於任教 11~20 年以及

20 年以上之教師。以上為造成本研究在「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

影響不顯著的可能解釋。至於探討行為意圖對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

行實作教學為達顯著之原因，研究者透過檢視問卷填答內容後發現，在

校內不具備數位加工機具共 28位教師行為意圖的平均得分僅一位落在 4

分，其於皆為 5 分以上，以上校內不具備數位加工機具的教師對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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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表現出強烈的行為意圖，可惜校內卻無設備

供其使用進行教學，因此在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表現

得分較低，進而降低了本研究中行為意圖對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的影響。 

三、 男性教師在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以及知覺行為控制上顯著

優於女性教師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男性教師在「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

以及「知覺行為控制」上顯著優於女性教師。以上所述呈現出接受本次

研究調查之男性教師相較女性教師更認同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

教學能對學生學習生活科技產生一定程度的助益，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

進行實作教學有更正向的看法，並在操作數位加工機具、設計應用數位

加工機進行實作教學的相關課程與評量、應付教學中可能發生的繁瑣問

題與挑戰比起女性教師更具信心。此部分與Teo（2014）針對影響教師

接受科技程度的因素所進行之研究顯示出男性教師在認知易用顯著高

於女性教師的結果；以及林志隆、周士雄（2010）針對教師應用互動式

電子白板教學的研究顯示男性教師在「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採

用態度」與「行為意圖」皆高於女性教師的實驗結果極為相似。而參閱

溫嘉榮、李士欣（2003）針對影響教師使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之因素相關

研究結果顯示，在資訊作業能力上，男性教師高於女性教師，以此或許

能解釋同為教師應用科技進行教學的本研究中為何男性教師在知覺行

為控制上高於女性教師之原因。 

四、 校內具備數位加工機具之教師在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

教學的表現顯著優於校內不具備數位加工機具之教師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校內具備數位加工機具教師在實際應用數位加

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表現上顯著優於校內不具備數位加工機具者。以

 

https://www.learntechlib.org/author/T+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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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述結果呈現出校內具備數位加工機具的教師實際在教學時應用數

位加工機具的情形相較校內不具備數位加工機具的教師來的高。這樣的

結果與 Smerdon et al.（2000）對教師在教學中使用教育科技的相關研究

結果一致。該研究結果指出，工作環境是否提供相關資源將影響教師是

否使用教育科技進行教學。在本研究中校內具備與不具備數位加工機具

兩組教師在除了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其餘六項構面

皆呈現無顯著差異的情形下，合理推斷校內不具備數位加工機具之教師

儘管認同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是能幫助學生在生活科技的

學習更佳精進，且認為自身熟練於操作數位加工機具，具備足夠信心設

計相關實作課程，應付教學中可能發生的問題。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

行實作教學抱持正向的態度並獲得校內行政主管、同仁與家長的支持，

進而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有著強烈的行為意圖；然而若

是校內不具備此類設備，依舊無法執行此類相關教學活動。 

五、 任教年資在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圖以及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

進行實作教學上達顯著差異 

本研究將研究對象區分為任教 10 年以下、任教 11~20 年和任教 20

年以上三組。依據結果顯示，三組教師在「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圖」

以及在教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上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

較發現，任教 10 年以下教師在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圖和實際應用數

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上皆顯著優於任教 11~20 年以及 20 年以上之

教師，任教 11~20 年和 20 年以上之教師彼此間並無顯著差異。以上所

述結果呈現出多數任教 10 年以下教師比起多數任教 11~20 年和 20 年以

上教師對自身操作數位加工機具的熟練度、設計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的實作教學內容、評量方式、能克服課堂中可能遭遇的問題比起任教 10

年以上教師更具信心。同時，任教 10 年以下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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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實作教學的企圖與渴望亦較任教 10 年以上的教師來的高，在實際

於教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教學的情況看來，多數任教 10 年以下

之教師亦較多數任教 10 年以上教師來的高。造成此結果的可能原因依

研究者推測為任教 1~10 年之教師相較其餘兩組教師多數年齡較低，距

離修畢師資職前教育的時間較短甚至甫通過教師資格檢定即成為初任

教師。這類教師在職前教育階段多數皆受過數位加工機具相關應用的訓

練，相較任教 11~20 年甚至 20 年以上於師資職前教育時未接受數位加

工機具相關訓練之教師對數位加工機具更為熟悉，使得在知覺行為控制

上相較其餘兩組教師有較正向的自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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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論對於未來相關教育政策、在職教師之教育訓練以

及未來相關研究方向提出以下建議。詳述如下： 

一、 對未來相關教育政策之建議 

(一) 透過政策鼓勵教學現場教師設計相關課程進行教學 

經本研究結果顯示，主觀規範將正向影響行為意圖。多數中學

生活科技教師認同當教育主管機關、校內行政主管、校內同仁、家

長及社會大眾對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有正

向的觀感，甚至鼓勵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時，教師

將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產生更強烈的企圖。因此，教

育主管機關可透過研擬相關政策，公開表態對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

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正向態度，鼓勵教師規劃相關課程並應用於教學

現場。同時，亦可透過媒體管道進行宣傳，使社會大眾了解相關議

題以及其對教育帶來之正向影響，藉此提升教師的主觀規範將有助

提升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行為意圖。 

(二) 編列相關經費鼓勵學校申請添購機具 

經本研究結果顯示，校內具備數位加工機具教師與校內不具備

相關機具之教師在「認知有用」、「認知易用」、「態度」、「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以及「行為意圖」上均無顯著差異；然而在實際

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行為表現上校內具備相關機具之

教師顯著優於未具備相關機具之教師。由此可推論存在部分仍對於

教學上應用數位加工機具具有強烈的行為意圖，卻因校內不具備相

關資源而無法實施之教師。因此，教育主管機關可編列經費供校內

尚未具備數位加工機具，但有意願發展相關課程之學校與教師提出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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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相關教育訓練之建議 

(一)  針對認知有用、認知易用規劃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經本研究結果顯示，「認知有用」與「認知易用」正向影響「行

為態度」，而「知覺行為控制」正向影響實際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實作教學的行為。因此，未來主管機關欲舉辦相關研習時，可考慮

針對「認知有用」與「認知易用」以及「知覺行為控制」的面向規

畫課程內容，如：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如何提升學生對

生活科技課程學習，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課程如何設計、

規劃與評量，數位加工機具的操作與保養等。藉此使教師了解到應

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對學生學習上的助益，學習成效的提

升，以及熟練數位加工機具的操作與維護、課程與評量方式的設計。

當教師意識到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對學生學習生活科技

是有實質助益的，其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態度亦將

產生更為正向的評價，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意圖將得

以提升並實際應用於教學現場。 

(二) 針對提升教師知覺行為控制規劃教育訓練內容 

經本研究結果顯示，「知覺行為控制」正向的影響實際應用數位

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行為。因此，在相關教師研習上，可著重

在提升教師對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知覺行為控制，

如：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的教學活動設計、數位加工機具的

操作與維護、教學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問題與解決的方式等。透過教

育訓練提升教師操作數位加工機具的熟練度、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

行實作教學的課程與評量設計能力，掌握應用數位加工機具實作教

學中可能產生的問題與解決方式，取得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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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相關教學資源之管道，進而提升其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

作教學的行為表現。  

三、 對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一) 嘗試不同與行為表現相關之理論模式進行比較 

本研究應用 C-TAM-TPB 探討影響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

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因素，除 C-TAM-TPB 以外尚有許多關於

研究行為表現之相關理論，如：「創新擴散理論（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IDT）（Rogers, 1995）」；在考量了情感、社會因素與便利性

等人際行為中的概念提出的「個人電腦使用模式（Model of PC Uti-

lization, MPCU）（Thompson et al., 1991）」; 以個人使用動機作為主

要考量的「動機模式（Motivational Model, MM）（Davis et al., 

1992）」，以及將過去與科技接受行為有關的模式加以整合後，所提

出的「科技接受模型整合模式（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Venkatesh et al., 2003）」。本研究僅以科技

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整合模式進行探討可能忽略其餘影響教師

行為之關鍵因素，上述亦是本研究的限制，爾後欲從事相關研究可

考慮以不同模型進行比較分析，更全面的探討影響中學生活科技教

師在實作教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具之因素。 

(二) 擴大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僅針對參與 106 年度、107 年度、108 年度由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開設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增能學分班之現職中學生活科技教師

以及上述教師推薦適合做為本研究之現職生活科技教師進行問卷調

查，然而回收有效樣本數僅 123 份，雖已達到 Comrey（1973）建議

因素分析有效問卷至少需 100 份之標準；然而未達題項 5 倍共 125

份之理想值（Gorsuch, 1983），且現階段仍有多數現職生活科技教師

 



81 

 

尚未參與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增能學分班亦或是參與不同師資培育大

學開設之增能學分班，因此本研究結果不宜過度擴論。未來欲從事

相關研究可考慮擴大研究對象範圍，對比本研究結果進行比較作更

深入的研討。 

(三) 嘗試不同研究方式進行比較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數量化研究的方式進行，受測者容易受到

種種外在干擾因素影響，透過問卷調查蒐集之資料未必能忠實反映

受測教師當下之身心狀態，使問卷調查結果產生測量誤差，此為進

行量化研究時難以避免之誤差。未來欲從事相關研究可考慮透過深

入訪談，亦或是實際觀察等質性研究的方式進行，更詳細的蒐集有

關教師態度、價值觀以及教師對自己行為的認知與詮釋（Fraenkel, 

Wallen, & Hyun, 2012），對比本研究結果進行探討，達到了解影響中

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之因素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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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行

為意圖問卷 

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行為意圖問卷 
親愛的生活科技教師您好： 

這份問卷是為了瞭解您在實作教學課程時，對於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課程的看法與感受。填答時請依據自己對於每一題的看法，從左邊意見

欄表示「非常同意」、「同意」、「有點同意」、「無意見」、「有點不同意」、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七個選項中，勾選一項來表達你對於該題的

想法。此問卷之結果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您的個人基本資料、填答內

容絕對保密，敬請放心依照您的真實感受填答，感謝您的合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研究生  蘇啟鋐 

                                                      2018 年 10 月 

壹、基本資料 

1.性別：□男；□女 

2.教學年資：□10 年以下；□10~20 年；□20 年以上 

3.服務學校是否具備數位加工機具：□是；□否 

貳、問卷內容 

一、認知有用 

題項 

同意程度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能

提升學生對科技知識（包含本質演進、科

技概念、科技程序、影響評估等項目）的

了解。 

□7；□6；□5；□4；□3；□2；□1 

2.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能

培養學生正向的科技態度（包含興趣、態

度、習慣及職涯試探等項目）。 

□7；□6；□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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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能

培養學生的操作技能（包含操作、使用及

維護等項目）。 

□7；□6；□5；□4；□3；□2；□1 

4.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能

培養學生的統合能力（包含設計、實作、

整合、創意、溝通等項目）。 

□7；□6；□5；□4；□3；□2；□1 

 

二、認知易用 

題項 

同意程度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認為操作數位加工機具是容易的。 □7；□6；□5；□4；□3；□2；□1 

2.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的實作活動

是容易設計的。 

□7；□6；□5；□4；□3；□2；□1 

3.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的實作活動

是容易實踐的。 

□7；□6；□5；□4；□3；□2；□1 

4.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的實作活動

是容易評量的。  

□7；□6；□5；□4；□3；□2；□1 

 

三、行為態度 

題項 

同意程度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是一位生活科技

教師必備的技能。 

□7；□6；□5；□4；□3；□2；□1 

2.我認為教導學生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

作符合生活科技課程的精神。 

□7；□6；□5；□4；□3；□2；□1 

3.我認為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有

助於幫助學生學習。 

□7；□6；□5；□4；□3；□2；□1 

 

四、主觀規範 

題項 

同意程度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會因為教育主管機關（如教育部、縣市

教育局處）的要求或推廣，而嘗試應用數

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7；□6；□5；□4；□3；□2；□1 

2.我會因為學校行政主管（如校長、主任等）

的要求或鼓勵（只配合經費補助計畫、競

賽等），而嘗試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

教學。 

□7；□6；□5；□4；□3；□2；□1 

3.我會因為領域內或相關教師的要求或鼓勵

（指輔導團教師或共同備課等），而嘗試應

□7；□6；□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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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4.我會因為大眾媒體對數位加工機具的宣導

（如報章雜誌、電視、網路新聞等），而嘗

試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7；□6；□5；□4；□3；□2；□1 

 

五、知覺行為控制 

題項 

同意程度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能夠依據生活科技課程綱要設計需要應

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的實作課程。 

□7；□6；□5；□4；□3；□2；□1 

2.我能夠善用教育主管機關（如教育部、縣

市教育局處）或校內提供相關資源執行需

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的實作活動。 

□7；□6；□5；□4；□3；□2；□1 

3.我能處理教學過程中數位加工機具可能發

生的問題。 

□7；□6；□5；□4；□3；□2；□1 

4.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的相關資

源是容易取得的。  

□7；□6；□5；□4；□3；□2；□1 

 

六、行為意圖 

題項 

同意程度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願意為了在實作教學中應用數位加工機

具而參與相關研習活動。 

□7；□6；□5；□4；□3；□2；□1 

2.我願意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7；□6；□5；□4；□3；□2；□1 

3.我願意規劃需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的實

作教學課程。 

□7；□6；□5；□4；□3；□2；□1 

 

七、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學 

題項 

同意程度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已經參與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相關研習活動。 

□7；□6；□5；□4；□3；□2；□1 

2.我已經開始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實作教

學。 

□7；□6；□5；□4；□3；□2；□1 

3.我已經開始規劃需應用數位加工機具進行

教學的實作課程。 

□7；□6；□5；□4；□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