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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數位科技促進有意義的學習 

楊宏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教授 

 

一、緣起 

科技素養的培育是面對科技進步的重要對策，透過教育的過程養成面對科技

能理性思考與實踐的能力，是科技教育的目標之一。數位科技所形成的便利環境

是有目共睹的，現代國民如何能運用來促進個人知識的成長，便成為科技學習者

應有的認知。 

本文將「以有意義的學習」為目標，基於人類使用科技行為的因果，來討論

如何推動使用數位科技產生有意義的學習，並列舉數位學習活動與佐證之系統，

以供參酌。 

 

二、有意義的學習 

Elizabeth Ashburn (2006) 指出有意義的學習六項屬性為： 

 該學習是有意圖 

 該學習是以內容為中心 

 該學習是真實的活動 

 該學習是積極探索的 

 該學習是心智典範的建構 

 該學習是合作的活動 

 

因此，數位科技應可在有意義的學習上積極扮演角色，促成有意義的學習，

以系統的、有意圖的創造機會，來促進學習者達成具深度且持久的了解，以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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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即時資訊為實體學習內容，導引真實且複雜的概念進行學習活動，輔助與

培養複雜問題的處理技能，進行知識的探索，以學科為中心，且與學習者經驗相

關，具體發展心智典範，透過社會化過程，進行知識移轉與分享，對有意義學習

進行實踐。 

 

三、科技行為 

科技行為模式彰顯了人類理性思維對科技事務的系統化思考的事實，這些解

釋模式對有意義的學習所需要的「系統的、有意圖的創造機會」或許能夠提供具

體的依據，讓善用數位科技的理想更加具體的實現。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Fred Davis 在其博士論文中所提出。以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Cost-Benefit Theory 等理論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為解釋電

腦系統接受的意圖會受到有用性覺知(Perceived Usefulness)和易用性覺知

(Perceived Ease of Use)二個因素構面的影響，其目的是要發展出一個用來解釋、

評估和預測使用者對新的資訊科技系統接受的工具(Davis 1989; Davis et al. 

1989) 。TAM 在近幾年，也已經受到研究學者和實務界人士的廣泛在各種科技

領域的證實、複驗、應用，許多的研究結果指出TAM 是一個跨時間、場景、人

種、和技術間的穩定工具(Adams et al.1992; Agarwal and Prasad 1998; Agarwal and 

Karahanna 2000) 。 

在TAM 的結構中，共有5 個主要的構面，包含有用性覺知(Perceived 

Usefulness) 、易用性覺知(Perceived Ease of Use) 、使用態度(Attitude toward Use) 、

使用意圖(Intension to Use )、使用行為(Actual System Use)等。Davis (1 989)提出TAM 

時，是基於心理學的態度理論，提供從外衍變數(系統特色、使用者特質、或其

他) ，透過態度的覺知到最後行為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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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的特質如下:  

 有用性：Davis (1989)定義有用性是「人相信使用特定系統可以增進他/

她工作績效的程度」。在TAM 中，有用性會間接地透過態度或直接地

影響使用者對科技系統的接受。 

 易用性：Davis (1989)定義為「人相信使用特定系統可以不需身體或心智

努力的程度」， Davis et a1. (1989)發現易用性透過有用性來影響系統的

使用，此外也是態度的重要決定因素。 

 使用態度：Ajzen (1991)定義態度是「愉快或非愉快地對物體、人、事件、

機構或其他人的世界中可分辨的層面的特質」。Ajzen 的態度定義強調

正負向、喜好不喜好的評價。 

 使用意圖：在TRA 中，Fishbein and Ajzen (1975)指出意圖是衡量「使用

者在進行特定行為的意願強度」。在TAM 中， Davis et a1. (1989)也指

出意圖決定使用者科技的使用，而有用性與態度也共同來決定意圖。 

 使用行為：是指實際的科技操作與運用的行為，也就是最具體實徵證

據，可用來評估科技系統被接受事實。 

 

在TAM 中5個構面間的因果關係指出： 

 科技使用為受到科技使用的意圖影響 

 科技使用的意圖受到科技使用態度的影響 

 科技使用的態度則受到易用與有用性覺知兩者的影響 

 

易用性覺知與有用性覺知對科技態度有直接影響，易用性覺知會透過有用性

覺知影響科技態度，因此，易用性覺知的促成，幾乎可說是科技行為的起始點，

如何能養成學習者善用科技，若參照此以科技行為模式，讓學習者覺知數位科技

的易用性與有用性，應是重要的考量與科技系統推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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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學習者個人對科技的覺知來形成正向的科技使用態度與正向的科技使

用意圖，這也正符合了有意義學習的基礎要求--「 系統的、有意圖的創造機會」，

但要能「深度且持久的了解」、「複雜的概念」等層次則須配合科技系統的學習

活動安排，藉由數位科技系統的網路通訊，促進學習者主動的、典範的與合作的

學習機會。 

 

四、數位學習整合性活動 

Patti Shank (2007)所編著的「線上學習點子書」一書中列述了95則，已經證

實有效加強運用科技來進行學習的方式，以下引述近年來國內教學單位較重視

的，且能呼應前述「有意義的學習」特質的「數位歷程」與「數位社群」 ，供

讀者參考。 

 

數位歷程 

 何謂數位歷程 

學習者能運用數位科技來針對學習作品或工作成果進行規劃、發

展、組織與反思。 

 

 為何使用 

數位科技提供了便利平台，數位化資料的儲存空間，讓使用者可將

大量數位化個人資訊完整儲存，透過網路的環境，這些個人歷程資料隨

處可更新與運用，各類的訊息如文字、照片、影片、表格紙本與資訊系

統所留存的細密資料檔，均能鉅細靡遺的跟著使用者，在這樣的科技便

利性上，個人的數位學習歷程、專業發展歷程、專業成果與反思規劃等

均可順利成型；透過平台權限的設定，來進行網路分享數位化的個人歷

程資訊，使用者可方便且迅速的展示個人專業製千里之外於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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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用 

數位學習歷程通常包括三個部分： 

 課程作業的範例 

 非課程活動的成果 

 歷程檔案內容的評論 

越來越多的教師，要求學習者將課程學習歷程在網路上進行出版，

甚至有些大學將學習歷程的展示出版當作畢業條件，數位學習歷程檔的

發展過程會鼓勵學習者對自己的學習更負責，也會讓學習者深入探討個

人是否達到教育的目標，對個人而言，有下列的優點： 

 與教師、同儕及潛在的雇主分享個人學習例證成果 

 展示個人在課堂外的技術專精內容 

 個人學習的反思 

 

個人學習計畫是數位學習歷程的擴展性運用，可被個人主導或團體

進行，透過教師對學習者所上傳資料的分析，來確定學習成就，給與學

習者個人學習進程的審視，落實個人化學習的照顧。教師、助教或同儕

也可給與回饋與建議，促進學習者對達成學習目標的動機與實踐。 

 

數位社群 

 何謂數位社群 

數位科技使用者運用數位科技來與其他學習者進行交流、溝通以完

成社群的宗旨。 

 

 為何使用 

社會化是學習重要的過程，透過社群的組織活動，互相砥礪增益學

習效果，在網際網路發達的今天，使用者藉由虛擬社群，可以隨時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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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網際空間中的其他人進行互動、共同學習及溝通討論，以分享資源、

交換知識經驗，透過社會化，養成積極探索學習，活化心智典範的建構，

落實合作的學習。 

 

 如何使用 

 數位學習社群通常包括兩個部分： 

 符合社群宗旨的活動 

 社群管理群與社群成員 

數位社群以自發性活動，接受相同理念的參與者，成立組織，經過

共同的學習經驗，建立彼此的情感聯繫，形成人際關係的網絡。社群成

員透過電子佈告、討論區、部落格等服務，分享共創學習的空間。對成

員而言，有下列優點： 

 分享社群活動的學習經驗與成果 

 相互砥礪與批判，落實學習的真實性 

 在社群宗旨引領學習動機 

 透過社群合作進行學習活動 

在數位科技的網絡服務中，數位社群是社會組織網絡，將學習者互

連成學習型的社會，有管理角色與會員角色，前者要推動社群宗旨，領

導社群發展，對資訊流的促進與把關負有相當的責任，後者有「服從」

或「離去」的自主權力，參與者均可經由社會角色的扮演，促進學習。  

 

五、系統案例與結論 

Mahara 平台系統上所提供的數位學習環境，對有意義的學習的促進，提供了

相當完整的服務，Mahara 是一個開放碼(open source)的數位歷程檔案(ePortfolios)

系統，Mahara網址為 http://mahara.org/，提供下列主要功能： 

1. 部落格：可讓使用者進行反思紀錄與日常學習心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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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檔案：可將學習成果與相關影音、照片與各類數位記錄上傳儲存。 

3. 群組：可自行組織新社群、管理社群成員、搜尋社群與友人之設定，透過群

組討論區，可供社群討論互動。 

4. 作品：可建立一般文字區塊、個人資料、部落格內容、檔案圖片影片內容、

外部 RSS等組合成單一選集，並指定能瀏覽該選集的時間與對象。 

5. 輸入與輸出：能將作品輸出與輸入成 HTML、LEAP2A等格式的檔案，以利

流通。 

 
 
 
 
 
 
 
 
 
 
 
 
 
 
 
 
 
 
 
 
 
 

透過社群網絡與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整合而成合於「有意義的學習」屬性的

環境，在科技易用性與有用性的覺知下，產生數位科技使用的態度與意圖，在數

位學習環境中，透過數位科技行為進行學習，是專注於學習內容而進行的真實活

動，由於數位科技學習環境的便利性，使得積極探索、典範與合作等均得以在學

蒐集 
學習證據 

反思 
內化資訊 

選擇 
特定目標

出版 
數位與紙本 

有意圖 
內容 
真實活動 
積極探索 
典範 
合作 

教師、
助教、
同儕 

潛在雇主 

群組化的社群

活動對個人學

習產生回饋 
 
 

社群網絡 

圖 1 數位歷程與社群網路活動促進有意義學習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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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活動中進行與發展；由於是自主組織與參與，社群網絡使得學習動機透過互動

而增強，深化學習者的有意義學習歷程。 

科技是否善用，應取決於能否解決問題，「有意義的學習」是教育科技運用

的積極目的之一，學習者應對數位歷程系統培養易用性覺知與有用性覺知，方能

在知行合一的心智狀況下，運用科技進行學習活動；科技系統的學習活動安排，

應考慮能蘊含有意義的學習屬性的活動，就現有的數位科技系統中，數位歷程系

統與社群網絡系統整合之下，已然呈現具體的成果，足資參照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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