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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章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節為受訪者的背景資料介紹、第二節

為企業使用線上學習的現況、第三節為線上學習學習成效評量之內

涵、第四節為影響企業線上學習成效評量設計之因素，第五節為企

業訓練線上學習成效後設評鑑之內涵。 

  其中受訪者背景資料的呈現，可以輔助閱讀本研究之發現與分析

。而第二節到第五節資料的來源主要是依據訪談逐字稿，進行編碼分

析之結果呈現。本研究之編碼規則主要分為三個步驟，首先由單一個

案之訪談逐字稿中擷取出關鍵字句，乃至跨個案間關鍵字合併成編碼

類別，最後參考研究目的形成最後的主題範疇，本研究最後共歸納出

20個主題範疇，如表 4-1所示。 

 

表 4-1 主題範疇一覽表 

主題編碼 研究目的 範疇編碼 主題範疇名稱 
R-01 目前企業使用線上學習的情況 
R-02 線上學習的平台與課程 
R-03 線上學習的參與人員 
R-04 使用線上學習活動的時間 
R-05 使用線上學習活動的地點 
R-06 線上學習是知識管理中的知識管理者 

R 企業使用線上學習
的現況 

R-07 學習者學習習慣 
X-01 學習評量的目的 
X-02 學習評量的方法 
X-03 學習評量的時機 
X-04 學習評量的運用原則 
X-05 學習評量的回饋 

X 
探討企業訓練線上
學習成效評量之內
涵 

X-06 使用線上評量活動的困難 
Y-01 評量方法的選擇 
Y-02 評量時機的考量因素 
Y-03 公正性與安全性的考量 

Y 
探討影響企業線上
學習成效評量設計
之因素 

Y-04 線上評量與實體評量的設計與考量差異 
Z-01 評量改善的參與者 
Z-02 評量改善的時機 Z 

探討企業訓練線上
學習成效評量後設
評鑑之內涵 Z-03 評量改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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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受訪者的背景 

  本節主要呈現本研究中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資料的來源為研究者

於訪談連絡時或訪談過程中直接詢問受訪者而得知。本研究總共訪談

六位實際從事線上學習事務的專業人士。本節資料呈現的方式，基於

研究倫理的考量，受訪者的姓名將以代號（如 C）表示，而受訪者所

服務的單位則以符號○○表示。此外，受訪者的編號則以訪談的順序

，由 A到 F加以排列。 

 

一、受訪者的背景資料 

  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所搜集的受訪者背景資料包括學歷、工作現

職、專業年資、以及接觸線上學習的時間等四項，茲將六位受訪者的

背景資料略述如下： 

（一）A小姐 

  A小姐，碩士畢業，主修人力資源，目前於提供線上學習服務的

○○公司，擔任線上學習諮詢經理一職，主要的工作為線上學習系統

的導入及企業線上學習相關問題的諮詢，從事線上學習相關工作資歷

約 1 年，在這一年間 A 小姐實地參與了多家企業線上學習系統的導

入及諮詢，相關經驗相當豐富。 

（二）B先生 

  B先生，碩士畢業，主修教育，退伍後即任職於○○公司，迄今

已有 3年的工作資歷，目前的職務是主任訓練管理師。主要的工作為

企業內教育訓練的規劃，以及該企業的線上學習事務，B先生任職之

公司於民國 90 年初開始使用線上學習，因此受訪者實際接觸線上學

習事務的經歷約 1年。 

（三）C小姐 

  C小姐，大學畢業後，曾任職於○○公司，負責線上學習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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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目前任職於○○公司，擔任學習暨發展部的專員，主要的工作

為辦理企業內的教育訓練以及線上學習的相關事務，有 4年的工作資

歷。受訪者所任職的公司於民國 91 年初開始推動線上學習，因此，

仍處於線上學習的導入階段。 

（四）D先生 

D1 先生，主修工科方面的控制系統，碩士畢業後，進入○○公

司工作，迄今已有 8年的工作資歷。目前擔任的職務是技術訓練主任

講師，主要的工作是企業內部技術人員教育訓練課程的執行。受訪者

所任職的公司於民國 90年 10月開始使用線上學習，因此受訪者接觸

線上學習事務的經歷約半年。 

  D2 先生與 D1 先生同樣任職於○○公司，目前擔任人力資源發

展部主任，也是該公司線上學習團隊的成員之一。D2 先生應 D1 先

生的邀請參與此次的訪談，但其後由於開會的因素，僅參與了此次訪

談的前半段討論。 

（五）E小姐 

  E小姐，於美國取得碩士學位，主修教育科技，回國後曾任職於

幼教界從事線上學習的業務，目前任職於○○公司，擔任副規劃師一

職，受訪者所任職的公司是所謂的線上課程提供者，因此受訪者主要

的工作是線上課程的開發及實際線上學習課程的執行。其接觸線上學

習的相關工作經歷約 2年。 

（六）F小姐 

  F 小姐，碩士畢業，主修企業管理，曾任職於國內某藥廠，進行

線上學習的相關事務，目前任職於○○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擔任副

理一職，其主要的工作為企業內的人力資源發展事宜，工作資歷約

14 年。受訪者目前所任職的公司，其線上學習的使用仍在起步的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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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將上述受訪者的背景資料整理如表 4-2。 

 

表 4-2 主要受訪者的背景資料 

受訪者
代號 性別 學歷 工作現職 專業年資 接觸線上學習事務的經歷 

A 女 碩士 
主修人力資源 

提供線上學習服務的公司 
e-Learning諮詢經理 1年 1年 

B 男 碩士 
主修教育 

高科技公司 
主任訓練管理師 3年 1年 

C 女 大學 銀行業 
學習暨發展部專員 4年 4年 

D1 男 碩士 
主修工程控制 

高科技公司 
技術訓練主任講師 8年 半年 

E 女 碩士 
主修教育科技 

線上教材開發公司 
網路學習中心 
副規劃師 

2年 2年 

F 女 碩士 
主修企業管理 

銀行業 
人力資源副理 14年 3年 

 

二、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分析 

根據上述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及表 4-2的整理，可以發現其實目前在企

業這方面，使用線上學習的程度仍不是很高。受訪者中，線上學習導

入時間最長的是 B先生所任職的公司，但其導入時間也僅一年多而

已，而 C小姐所任職的公司，其線上學習則尚在導入的階段。此外

，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普遍認為目前企業中使用線上學習都還只是在摸

索的階段而已，並沒有那麼的成熟。其中 A小姐及 E小姐來自於提

供線上學習服務的企業，就其本身接觸的客戶來看，她們也一致認為

線上學習在企業中仍有許多值得去努力的，這也是她們對線上學習的

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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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業使用線上學習的現況 

  本節討論關於企業線上學習使用之現況，其中包含了編碼主題範

疇中的 R-01目前企業使用線上學習的情況、R-02線上學習的平台與

課程、R-03 線上學習的參與人員、R-04 使用線上學習活動的時間、

R-05 使用線上學習活動的地點、R-06 線上學習是知識管理中的知識

管理者、以及 R-07 學習者學習習慣等七項。而資料呈現的方式主要

分為兩個部份，首先是針對該主題範疇呈現受訪者的相關看法，再將

該範疇中受訪者的相關談話擇要呈現於後，以輔助本段內容的閱讀。 

 

一、目前企業使用線上學習的情況 

  多數的受訪者認為線上學習的導入，可以解決企業中大量開課的

需求，尤其在人員分散程度高的公司，其在時間上的節省的確是便利

了許多。不過受訪者表示，線上學習對於企業來說只是另一種學習工

具而已，並不會完全取代傳統的教育訓練方式，且線上學習的使用也

必需與企業目標配合。此外，線上學習的使用雖然省去了場地費及交

通費，惟企業仍需有一定的預算，才能支援初期的設備採購，以及後

續的線上課程購入。而新增的網路月租費和系統維護費也是必須納入

考量的，因此，多數的受訪者認為就長期來看線上學習並不會為企業

節省多少成本。最後，受訪者普遍認為目前在台灣真正成功導入線上

學習的企業並不多，而線上學習在硬體面的頻寬以及線上課程的互動

性方面，仍有許多值得改善的地方。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要多少錢，是不是，嗯，就是他要有一份 budget，這個 budget可以投資
在，不是買平台而已唷，而是說員工他們到底有多少電腦可以 access這樣的
課程，其實有很多是因為由於企業的硬體不夠，設備不夠 qualify，或是他根
本沒有音效卡，他怎麼上課，上課只能看一些瀏灠式的。（A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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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那還有另外一個角度是，應用面，就是技術其實已經有很好的，差
不多成熟的東西，可是在應用面上，台灣的經驗還不足，就是台灣沒有很長
e-Learning的導入成功的公司。（A034） 
 
B：喔，當然，第一個，最大最大的限制，就是你的 e-Learning 的課程，總
是沒有辦法像實體的課程，那樣能夠滿足學習者，那種即時的互動，因為實
體的課程，實體的課程，比較在互動上面是，是又快速，而且很直接，那而
且在實體課程上面，老師的反應也會比較不同，就是說，隨著他授課，學生
會問問題的話，會先做，會回應出一些挑戰。（B020） 
 
B：e-Learning 只是不同的學習方式，而已，對呀，對呀，對呀，我們最主
要的目的是說，他們有沒有學到，有沒有學習，對嘛。（B028） 
 
C：限制喔，限制的話，我可以預估，我們將來限制最大最大的 issue，頻寬
的問題，因為我們真的是全省都有，因為我們不是像說台積電，就是在科學
園區，或是說我今天我的企業就是一棟大樓，因為你想想看嘛，銀行它是全
省到處到有，就好像 7-11 說它要做線上學習的話，那個，那個費用也非常
大，所以我們最大的限制是 bandwidth。（C020） 
 
D1：我想就是像他上面這樣寫的，一個是增加學習的效率，然後還有增加
管道，因為你不見得要完全一定要來上課嘛。（D006） 
 
D2：就是說你辦的這個訓練，我強調說 e-Learning 只是你學習的一種工具
，到目前為止，以後會不會全面取代，還在努力中，那目的一定是要跟公司
或是企業的目標是結合的嘛。（D008） 
 
D2：大概，大概會花錢的部份，就是平台嘛，平台的錢嘛，content 的錢嘛
，設備的錢啦，大概這三塊，那你人員投入的這個時間，就是機會成本。（
D015） 
 
F：那嚴格來說，成本有降低嗎，我不認為，為什麼，因為一個 T1，一條
T1 線的月租費，到目前為止還是 18 萬，在我在藥廠的時候，一個月還是
21 萬，今年，今年到目前為止是 18 萬，我不認為成本會降低，但是，但是
我覺得它的重覆使用率跟它的那個即時性是 OK的。（F027） 
 

 

F：當然不方便的限制就是你的 content不能太活潑化啊，因為你頻寬的問題
啊。 
L：受限在頻寬上面。（F033） 
 

 

二、線上學習的平台與課程 

  企業的線上學習系統，可概分為學習平台與線上課程兩個部份，

學習平台主要的功能是提供線上學習的相關輔助功能，包括學習者的

登入、註冊、上課等。而線上課程是線上學習中主要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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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受訪者的相關看法分述如下： 

（一）學習平台 

學習平台是企業線上學習系統的基礎建設之一，平台提供了一個

良好的線上學習環境。多數受訪者表示，由於平台開發技術上的困難

以及成本的考量，所以大部份的企業都是以外包客製化的方式，來購

買線上學習平台，少有自行開發平台的企業。而在企業選擇平台的考

量上，主要是以平台的價格、功能是否符合企業的需求、跨平台的整

合能力、系統未來的延展性，以及平台業者的服務等四項做為選擇的

指標。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因為這個問題大概是兩種，一種是平台，平台大部份目前都會買現成的
，可是平台要做比較複雜，可是也有人要自己做，但是自己做其實，其實困
難度有點高．．。（A017） 
 
B：．．但是有一些 function 可能要做一些調整，比較調整適合於我們公司
的制度，因為我們公司已經成立是一個，蠻久，就是至少六七年的公司，然
後本身就一定有一定的制度，那你要搭配這些軟性的制度的話，勢必要有，
裡面再做一些調整，功能要做一些調整。（B013） 
 
B：第一個考量，當然就是說，它的功能符不符合公司的需求嘛，就是它提
供的功能，就是可不可以符合公司的需求，那我剛剛講到，我們公司將我們
的 e-Learning 定位成，第一個就是，知識管理中的知識管理者，所以它一定
要在知識管理方面，有一些能夠，能夠 support這樣的一個目標。（B017） 
 
B：第三個就是說，未來延展性的問題，是不是符合現在 IT 的趨勢，將來
修改會不會很麻煩，會不會很困難，彈性大不大，彈性夠大的話，我們才要
，要不然你修一個 function的話，又要花很多錢去修。那，最後一個，就是
成本的問題，企業一定會考量到成本的問題，如果你，你 function再怎麼好
，可是你的價錢太高，差太離譜，那個也是完全不列入考慮的。（B019） 
 

 

C：．．再來就是，嗯，顧問能力，就這三個，就是系統功態，那再來就是
IT面，就是說你整個合能力，因為你通常一個平台進來，你可能要跟HR原
來的系統整合，對不對，那再來就是 consultant 的能力，顧問能力，因為你
幫我做，我不可能買你，因為這個不是說，筆記型電話，或者是電腦，我一
定需要你 consultant幫我顧問，顧問啊，導入啊，這些。（C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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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喔，就是你們在選擇那個平台系統的時候，你們的最主要的考量因素是
什麼，你們當初。 
D1：當初，我想是錢。 
D2：這也是一個因素啦 
L：這是最實在的因素。 
D2：有多少錢做多少事。（D018） 
 
D1：不過，不過我講的比較客觀的就是說，我們會看 user 的 interface，就
是說它這個產品好不好用啦，然後它有沒有未來技術的發展性啦，然後它的
，有沒有符合國際的標準，我們當初看的有幾塊，是這樣看啦，那，那當然
我覺得服務很重要啦。（D021） 
 

 

F：第一個啊，可能你目前當下，最主要需要的功能有那些，它是不是具備
，然後，它的系統是不是跟你現在的軟體，現在整個系統能夠相容，這是第
三，第二個。（F020） 
 

 

（二）線上課程 

  課程內容是一項重要的學習元素，在線上學習的環境中，課程產

生的方式，主要可分為三種，分別是由講師或 HR人員自製、外包的

客製化課程、以及購買市面上現有課程。透過前兩種方式來產生的課

程多是屬於企業核心能力方面的課程，因為有安全性上的顧慮所以會

以自製或外包客製化的方式來處理。而在購買現有課程的方面，多是

屬於一般性課程，如溝通技巧、管理、IT 等課程。其中 A 小姐指出

目前由於經濟不景氣的關係，企業多傾向自製課程，以減少開銷，所

以較少向外購買課程。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那種會自製嘛，因為你去外面做，比較難做，那你如果外包的話也可以
，就是說，我有錢，然後我把我的知識 domain，我跟我的外包商溝通，可
是事實上製作課程或是平台，有幾種方式，以課程為例，它除了自製、外包
之外，還有就是購買現成的，也就是人家 package好的課程。（A019） 
 

 

L：那，你們自製，是你們自己 HR裡面部門的人員去做，還是講師。 
B：HR 自己也有做，那就是說，就是說因為，我們 HR 本身，像我本身是
學教學設計的，教學設計的話，我可能可以協助一些基本的課程，來做一些
，做些設計，把它組成 e-Learning 的課程，可是大部份都是由講師自己來做
。（B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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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譬如說變動性小的，需求量大的，門面的，有點門面的，譬如說新人訓
嗎，這就是最 basic，這種就會外包，那 others。 
L：專業的那種。 
C：對，專業類啊，或者是有那種洩漏業務風險的。 
L：就是業務安全的。 
C：就是反正這個。（C012） 
 
D2：當然，這，這我覺得就是說，在這整個 e-Learning 的策略上面，一定
有一些，比如說我們的競爭優勢在那邊，我們當然是做我們競爭優勢的核心
流程上面，那其它那些溝通性的東西，外面已經有做，我們不需要再花這個
資源，花這個錢去做。（D017） 
 
E：嗯，我覺得，就我的認識來講，我會覺得一般的企業，他們大部份還是
，他們，其實，這個，這個來講的話，應該是一些 common knowledge，譬
如說像這種管理類的課程啊，大部份都是選擇客製化的啦，那這個公司的主
要 know-how，當然就是自製的，擺在自己公司裡面。（E002） 
 
E：．．那線上講師他的目的當然是，他通常也會是這個 content provider，
這個，這個，這個什麼線上學習的內容，大部份是他撰寫的，或是他負責來
主編的，對，那所以他對這個內容很熟悉。（E015） 
 

 

F：好像沒有自己做啦，因為那功能上來說，沒有那麼完整，那 content的部
份，80，20啦，20%是外，外購嘛，80%是自製。 
L：那這外購跟自製中，它大概那些課程會外購，那些課程會自製。 
F：大概管理面的課程會比較傾向外購。（F017） 
 

 

三、線上學習的參與人員 

  本段主要呈現的是企業在使用線上學習時參與的人員，依受訪

者的訪談分析，主要可分為線上學習的工作團隊以及線上課程的參

與人員兩項，茲分述如下： 

（一）線上學習的工作團隊 

  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針對線上學習的運作，企業通常會

成立跨部門的線上學習小組來處理相關的事務。團隊的成員主要來自

企業中的 IT、KM和 HR部門，而 HR部門通常是線上學習的統合單

位，掌握了大部份的線上學習資源，至於其它部門的成員則負責支援

性的工作。其中 IT 人員必需協助 HR 人員解決線上學習技術面的問

題。而 KM 的部份，由於 KM 的資料庫中累積了大量的資訊，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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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做為線上學習課程自製的資源之一。最後，HR 部門的主要任務在

於統合線上學習的相關資源、協助講師製作線上課程、以及線上課程

的進行與流程的控制。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這個做事的人是，目前我們在推 e-Learning 的時候，一定會要求他們一
定要成立一個 e-Learning的 task forced，一個工作團隊出來，這個工作團隊
的成員包含 HR人員，IT 的人，甚至 KM的人，那 HR和 IT一定要配合，
在這個 team裡面。（A011） 
 
A：．．那還有一個部份就是 KM，因為 e-Learning 會跟 KM 有一些，有銜
接的地方，那 KM的部門進來的話，可以讓這兩個 team 可以 co-work的更
緊密，那不會說 KM做 KM的，e-Learning做 e-Learning的。（A015） 
 
B：但是它有很多 support 的單位，比方說我剛講到的，最主要的是 IT 部門
的人，MIS 那邊會有，可能會有工程師來 support，然後 KM 那邊也會有
support，這樣子，那我們到後期，甚至還有各單位挑出來的種子人員，當做
一個 trial team member，就是說有一個測試的，一個 support．．。（B011） 
 
L：嗯，了解，好，那大概了解，就是說，就是剛你有提到說，你們 e-

Learning就是只是目前還是附屬於 HR裡面的。 
D1：事實上，我們兩個部門合辦，那主要的資源在，在 HR 這一部份。（
D002） 
 
F：以前我們都是，都是 HR的人在做啊。 
L：那會不會有其它的單位，比如說 IT啊，或者是。 
F：IT會 support系統啦。 
L：support，通常都是由 HR主導，然後其它來 support這樣子。 
F：嗯，對。（F012） 
 

 

F：它，它會是一個獨立的 team啦，因為它有很多，它也需要別單位的，比
如說在 online 的時候，別單位的排班啊，等等，這些都需要，需要跨部門的
那個啊，所以基本上在 e-Learning 的小組來說，跨部門都會派一個人進來，
每個月會，會有一些會議啊，比如說他有什麼東西要上去，他有什麼東西需
要放。（F013） 
 

 

（二）線上課程的參與人員 

  線上課程進行的過程中，主要參與的人員，可分為學員、講師、

HR 人員等三種角色。學員是學習進行的主體，講師的工作在於課程

規劃、考題的設計、批改作業、以及回應學員的問題。最後，HR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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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則負責行政方面的工作，包括協助講師進行線上課程、協助講師將

實體教材放到網路上、以及做為老師和學員之間的溝通橋樑。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B：講師，當然是，技術上是我們建上去的，可是講師提供這些題庫。 
L：他提供 data，然後你們再把它轉到線上去。 
B：對對對對對對對，不可能講師自己上啦，他沒有那麼努力啦。（B069） 
 
L：所以講師他的責任就變成說，他負責回應說，學員的一些問題，這樣子
。 

D1：對對對，然後考卷啊，改考卷啊，等等。（D041） 
 
L：．．每一週他的作業啊，這些是誰來做批改的動作，然後誰再把它回饋
給學員說他的學習情況，怎麼樣，這些是怎麼進行的。 
E：目前我們進行的方式，由老師來批改，對，因為他，剛有提到嘛，他不
是一個問答題，所以還是要專業的人來改。（E040） 
 
E：．．改完以後，他會把那份資料提供給導師，導師來把這些，把這個 re-
post 到網路上，所以其實比較行政類的工作，行政類的工作會由導師來做，
對，規劃就是由老師來製做。（E042） 
 
E：．．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其實我們這一塊的力量就，就是，這一塊的
力量是在那裡，我就看不出來，我們的角色當然是希望能把這個 connection
連的更好，然後，讓大家互動的更好，就是提供一個很好的學習效果。（
E051） 
 

 

F：不是，行政管理者是一個人，在一個平台上，它一個平台，它有三種角
色，一個角色是學員嘛，一個是講師，一個是行政管理者。 
L：行政管理者，通常是 HR的人去。 
F：當然 HR的人。（F050） 

 

四、學習者使用線上學習活動的時間 

  使用線上學習及評量活動的時間，受訪者普遍認為應盡量開放給

使用者，只要員工有意願就讓他去使用，甚至在工作時間內也可以使

用。至於每天開放時間的長短則視公司政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此外

D先生特別指出在推行線上學習的初期，對於線上學習應採開放的態

度，如此才能增強員工使用的動機。而在評量進行的時間長度上，以

企業最常使用的線上學習測驗為例，C 小姐及 D 先生認為依線上測

驗的安排，測驗一次約需半小時左右，所需時間較傳統測驗來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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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但是其實也不一定大家都聚在一起，就是他們會說，你有空你就可以去
那邊，那邊是開放的，就好像我們計中一樣。（A077） 
 
L：那他們學習的時間是固定的嘛，還是他們。 
B：沒有啊，就是他們有空的時候。 
L：有空就上去用，這樣子。 
B：對對對對。（B048） 
 
L：妳們通常考一次試是多久。 
C：我看線上測驗的話，絕對是 30分鐘內，那平常這樣考試的話，大概考
一小時啦，就是，如果上線的話，我覺得不會超過半個小時，那你要那個答
案，我都寫好了。（C057） 
 
L：對，那還有一點，就是問說，你們的，像你們開始導入線上學習以後，
你們，你們會，就是限制員工什麼時候使用嗎，還是，就是開放讓他什麼時
候用，都可以。 
D1：開放，完全開放，就是一開始你在改變學習文化的時候，你要完完全
全的開放。（D035） 
 
L：因為時間兩種，一個是什麼時候做，一個是每次多久。 
D1：每次多久，30分鐘到 50分鐘，是一個，比較一般考試在做的。 
L：test這樣子。 
D1：因為你十題的話，差不多就要 30分鐘了。（D063） 
 

 

L：算蠻高的，就是說妳們以前是直接把整個系統開放給妳們的使用者，就
是妳們的員工，他什麼時候要用，什麼時候想用，就可以用，是不是這
樣子。 

F：對呀，那是 24 hour。（F031） 
 

 

五、學習者使用線上學習活動的地點 

  對於學習者使用線上學習活動的地點，研究者發現在企業界主要

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完全開放，即員工不論在那裡，只要連上網路即

能進行線上學習及評量活動。另一種則是受限於公司 IT 政策或安全

考量的關係，而限定使用線上學習的地點。學習者只能在公司內或特

定的電腦教室裡使用線上學習。不過 C 小姐認為初步的處理方式，

可先將一般性的課程放在企業防火牆外面，讓學習者回家後使用，而

有安全性考量的課程則限定在公司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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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L：那至於他們評量的地方，有可能是，比方說在自己家裡，或者是集中在
公司。 
A：比較沒有在家裡，大部份都在公司。 
L：在公司是，就是以可能就是在自己座位上這樣子。 
A：或是說在那個 training room，就是那種 computer training room裡面去。（
A076） 
 
L：那他們平常在進行線上學習是在什麼地方，是在公司裡面。 
B：公司裡面，對。 
L：一定在公司裡面。 
B：對，我們沒有辦法開放在家裡面，對，因為目前還有考慮到 security的
問題，我們沒有辦法沒有辦法開放在家裡面，對。（B047） 
 
L：所以，你們使用，都是，全部在妳們公司內部在運作，這樣子。 
C：其實，這個是可以，因為還不知道說，實際執行起來是怎樣，事實上說
，假如說是一般 general的課程，反正就是說，就是時間管理啊，簡報技巧
啊。 
L：這些是 open的。 
C：這個，對，就放，就 open，我就放 fire-wall外面，那你回家，反正這就
是我提供給你的嘛，那你回家看．．。（C066） 
 
L：那就是，就是他學習的地點除了就是他自己在工作，工作的那個辦公桌
上，你們有開放說，他可以在家裡。 
D1：可以啊，只要你可以連的上網路，在網咖都可以。（D037） 
 

 

L：因為像有的公司，它會，會去 care那個安全性的問題，他會希望員工都
在企業裡面做。 
F：嗯，以前，我們藥廠比較特殊啦，我們的人，他分佈在全省，因為有教
學醫院，有，有區域性的醫院嘛，那不可能是在 intranet。 
L：就是受限在，一定在裡面 
F：intranet，對。（F032） 
 

 

六、線上學習是知識管理中的知識管理者 

  關於受訪者對於線上學習與知識管理的關係，研究者茲以 B 先

生所提出的「知識管理中的知識管理者」一詞來代表說明。多數受訪

者認為企業中的線上學習與知識管理必需是相互配合的，但其最大的

不同在於所傳遞的知識深度。知識管理蒐集處理大量且範圍廣泛的資

料，而線上學習則是將知識管理中的精華篩選整理成符合企業或個人

需要的課程或資訊。D先生特別提到，對學習者來說，最好從線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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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開始進行學習，再進入知識管理的系統中去找尋資料。而 C 小姐

則提出，企業可由線上學習起步，再踏入知識管理的範圍。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兩個 purpose 不同，可能你要找很多 document 是在知識管理，可是你要
找很多有義意的學習元件和教材是在 e-Learning，那這兩個可能是傳遞不同
的知識深度．．。（A028） 
 
B：那我們 e-Learning 話，就是將來把這些知識管理 database 裡面的東西，
把它更濃縮，挑裡面的精華，或是比較關鍵的東西，再把它變成多媒體的，
比較用互動式教學的方法，比較運用像訓練的方式，把這個東西給傳出去，
所以我們 e-Learning，也是將來也是會走向這一步，我們定位成知識管理中
的知識管理者，KM中的 KM。（B009） 
 
C：我們，因為覺得至少先踏上這一步，但是有，是有這樣子的計畫，因為
，但是就是說 how，就是說你做的東西算不算 KM，那我，我個人認為是，
那是有，但是它，但我認為那不算真正的 KM，因為我們連 e-Learning 都還
沒有具體的。（C008） 
 
D1：就是一大堆，營養的東西，對一個人是沒有幫助的，只有，只有說把
它整理起來，你今天要吃什麼，明天要吃什麼，後天要吃什麼，這樣才能，
消化系統才可以消化，而營養才會均衡，對不對，那做學習，就是在做這個
部份。（D027） 
 

 

L：那再來第七個就是說，不曉得就您的經驗，就是公司在通常在推 e-
Learning的時候，會不會跟他們的 KM或者是它們知識管理，會有結合，或
者是怎麼樣的一個搭配。 
F：不過知識管理本來就會涵蓋著在線上學習的一部份，只是說現在有沒有
人在做而已啊。（F022） 
 

 

七、學習者學習習慣 

  企業中的線上學習除了課程、平台，以及工作團隊這些有形的事

物之外，無形的企業學習文化和學習者的學習習慣也會影響線上學習

的進行以及相關評量活動的使用。A 小姐指出線上學習是一種 IT 使

用程度很高的學習方式，員工必需習慣透過網路去進行學習，並和其

他人進行互動。此外 E 小姐特別指出線上學習是個孤獨的歷程，學

員若無適當的自制力，很容易就在線上學習中鬆懈下來。不過受訪者

普遍表示，目前要員工或企業立即改變學習文化是不容易的，學習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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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是需要透過長時間來慢慢培養的，B先生認為透過宣導以及相關的

配套措施，例如就單一課程只提供線上學習的教材，讓員工只有單一

的學習管道，以加速其習慣的養成。但在線上學習的環境方面，D先

生認為初期在改變學習文化的時候，線上學習必需是開放的，讓學習

者即時即地都可以使用，而不是只有下班後或在公司內才能使用。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還有一件事就是說，我們可以看這個公司的科技的使用習慣，那我們通
常會覺得說高科技產業最適合做，是因為，他們對電腦。 
L：比較常用，這樣子。因為，這也是一種習慣上的改變。 
A：對，他就等於說，員工要習慣透過網路去做一些互動。（A010） 
 
A：只能這樣而已，那個只是說在你平台功能使用上不一樣，但是他應用面
絕對是要讓他 control 的，那每個人的教學都有他的創意，每個人的學習也
都有他的風格，那個平台是，不是要去限制這個東西。（A075） 
 
B：也有宣導，也有搭配，讓他習慣跟電腦互動，因為有些課程他必須一定
要上，那必須要上，那我就不給你提供講師，我就讓你做一個多媒體的東西
，讓你在電腦上面學，我們就慢慢慢去改善。（B079） 
 
D1：而且，另外他離開工作場合去上課的話，他心情，心情不一樣，那如
果你是上課，上班時間去看這文章的話，可能會受老闆的，就是感覺，這個
人怎麼一直在看，在做那個，在學，都不做上班的事，這是學習習慣的文化
啦，那管理的也不容易去改變這些事情啦。（D032） 
 
L：對，那還有一點，就是問說，你們的，像你們開始導入線上學習以後，
你們，你們會，就是限制員工什麼時候使用嗎，還是，就是開放讓他什麼時
候用，都可以。 
D1：開放，完全開放，就是一開始你在改變學習文化的時候，你要完完全
全的開放。（D035） 
 
E：嗯，其實好處來講的話，其實從，從比較低階來看的話，就很多人都有
在提，就是說，隨時隨地，但是，我覺得，這個，這也可能會是限制，對因
為它有可能會變成，這個，嗯，若缺乏自制力的學員來講的話，他可能沒辦
法，不如你在教室學習．．。（E010） 
 
E：其實，這個，嗯，這個作業部份就是我們會跟老師商量，但是我就是提
供這個作業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學員能夠參與，因為其實在線上學習的歷程
當中，其實你很容易就，就鬆懈掉了。（E030） 
 

 

F：．．我覺得，每一個產業，有每一個產業的特殊性，藥，藥界有藥界的
特殊性，那同樣銀行也有銀行的特殊性，他人員的屬性不一樣，所以我覺得
閱讀習慣跟學習習慣會不一樣。 
L：然後，這會影響到在使用線上學習的工具在進行學習。 
F：對。（F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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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企業線上學習成效評量之內涵 

  本節討論關於企業線上學習成效評量之內涵，包含了主題範疇中

的 X-01 學習評量的目的、X-02 學習評量的方法、X-03 學習評量的

時機、X-04學習評量的運用原則、X-05學習評量的回饋、以及 X-06

使用線上評量活動的困難等六項。本節資料呈現的方式主要分為兩個

部份，首先是針對該主題範疇呈現受訪者的相關看法，再將該範疇中

受訪者的相關談話擇要呈現於後，以輔助本段內容的閱讀。 

 

一、學習評量的目的 

  一個完備的評量計劃，評量目的的確立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為

評量而評量，並不是一個合適的評量動機，關於企業線上學習成效

之評量目的，依資料分析的結果，受訪者認為線上學習成效評量的

目的可分為幫助學習者學習、查核訓練或學習的成效、以及改善課

程設計的依據等三種，此外，就實際的應用面來說，C 小姐指出評

量的結果可做為抵稅的依據，茲分述如下： 

（一）幫助學習者學習 

  受訪者表示，在線上課程的進行中若配合適當的學習評量活動，

可增加學習者與講師之間的互動，並可促使學習者更深入地了解課程

的內容。在線上學習的環境中學習者是孤單的，若無適當的互動或學

習活動，學習者很容易就產生疲勞厭倦，甚至放棄學習的情況，因此

適當的學習評量活動，除了可維持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之外，還可以讓

學習者真的從線上學習的課程中獲得其所需的知識技能並應用於工作

之中。 

  關於幫助學習者學習的概念，研究者將文獻中相似的概念摘錄如

下： 

1、何英奇（1992）：評量的目的是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協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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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果。 

2、張祖忻、朱純、胡頌華（1995）：教學評量對於提高教和學的效

果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3、林麗惠（2000）：學習評量有助於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滿足

學習需求，進而開啟學習者的潛能。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我們公司常常在講學習元件嘛，對我們而言，所謂的學習元件是在促進
老師和學生之間互動的所有因素。（A049） 
 
A：那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回歸到什麼，學習評量
目的在幹嘛，它是要幫助人家學習，所有可能可以幫助人家學習，而且可以
在線上做掉的事，我們公司儘量提供。（A071） 
 
B：那你評量本來就是要去要往前看嘛，不能一直往後看，考試的目的不是
為了說要考倒你嘛，是為了說讓你學到。（B036） 
 
C：但是如果今天我只是要 check，讓你，讓你有感覺，因為你在網路上學
習，你那種感覺會是，有時候會覺得有點 lonely之外，你會覺得漫漫長路，
沒有終站的感覺。（C037） 
 
D1：嗯，為什麼要評量的計畫，因為評量的話，嗯，其實或者是討論，都
是幫助學習的一種工具而已，我們只是在提供一種工具讓學生能夠驗證他到
底學會了沒有，最主要是幫助學生，而不是說，你今天考了幾分，就應該要
怎麼樣，不是，最主要是幫助他學習．．。（D050） 
 
E：其實，這個，嗯，這個作業部份就是我們會跟老師商量，但是我就是提
供這個作業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學員能夠參與，因為其實在線上學習的歷程
當中，其實你很容易就，就鬆懈掉了。（E029） 
 

 

L：希望一出來就很吸引人家，這樣子，可是通常。 
F：吸引人是看你有什麼活動，讓他養成習慣去讀，而不是靠那種方式．．
。（F044） 
 

 

（二）查核訓練或學習的成效 

  評量的目的除了幫助學習者學習之外，對於企業主及訓練規劃的

人員來說，藉由評量的執行可以了解學員是否吸收了該堂課的相關內

容，達成學習或訓練的目標。此外，透過評量的機制也可確保訓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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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以及學習的品質。 

關於查核訓練或學習的成效的概念，研究者將文獻中相似的概念

摘錄如下： 

1、方炳林（1992）：當教師和學生經過了一番努力的教導和學習之

後，都希望了解努力的成果和獲致的價值。 

2、Angelo & Cross（1993）：透過觀察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

，或是設計某些正式的課堂實驗，教學者可以了解學生到底學

到了什麼，另一方面，也可了解到學生對於不同教學方式的反

應。 

3、張祖忻、朱純、胡頌華（1995）：透過評量，可以瞭解教學各方

面的情況和判斷教學的品質和水準、優點和缺點、困難和問題

。 

4、林麗惠（2000）：透過分析評量過程中所蒐集的資料，可以決定

教學的目標是否達成或學習的成效是否彰顯。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B：第一個當然是學，看，以 HR角度來看的話，當然是看說，這個 training
到底有沒有效，那沒有效的話，我們幹嘛去安排這種浪費時間，浪費資源的
訓練．．。（B033） 
 
B：嗯，我們最主要針對是說學習成效，學習成效，他到底有沒有用 
L：就是說你們 care的是這個東西 
B：他到底有沒有用，我們訓練白花時間去學那個，我們不是要訓練一位哲
學家，或是訓練一位長期的教育，我們是做訓練，不是做教育，所以他學了
一定要會能用，或對他工作上面有幫助，所以是針對這樣的一個目的，來做
評量的設計，這是一定是這樣子的。（B055） 
 
D：另一方面做管理機制的話，也需要知道說這些人到底通過了沒有，你總
不能學了以後說，都完全沒有通過嘛，還是需要一個認證，這樣子，所以也
是做一個認證，這是他的目的。（D051） 
 

 

E：那當然我們，我們有發證書，如果我們是為了要發證書的一個，一個機
構，所以我們對於我們這一塊也是，希望能掌控他的品質．．。（E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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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課程設計的依據 

  藉由學習成效評量，線上課程的設計者及 HR人員，可以了解學

習者在學習上的困難點在那裡、評量是否設計得太難、課程內容的呈

現是否適當、以及講師教學的方法，據此可做為下次設計或改善相關

課程時之參考依據。 

關於課程改善的概念，研究者將文獻中相似的概念摘錄如下： 

1、何英奇（1992）：藉由教學評量除了可以確定教學目標的達成之

外，尚可做為改進教材教法，增進教學效果的參考資料。 

2、林麗惠（2000）：良好的學習評量可做為改進課程或方案設計時

的參考。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B：第二個就是說，這個課程，我們評量的目的是說，將來改善這個課程之
用，我們改善有那些方法可以改善．．。（B034） 
 
D1：而且考試有，還蠻多好處，比如說我考試，大家平均的分數都在三分
，那是不是，那滿分是五分是不是太難了，但是平均都是在四分的話，那這
個好像是適中，如果大家都平均兩分，一分，那你就是弄太難 
L：太難，這樣子，還是 
D1：或是題目出的有問題，這樣子（D052） 
 
E：就是也許我們每個課程結束，像每個課程結束，我們都會要求老師他，
我們都會除了說，我們除了說當然針對你這堂學習成效的 evaluate，還有他
對線上學習的一個，的一個 evaluate，比如說 content啦，或是一個歷程啦，
學習活動的安排啊，老師的帶法，或是什麼，都會做一個 evaluate，那這都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那個參考的一個點。（E068） 
 

 

F：最主要都是考慮，他對於這個 content的閱讀，順不順暢，然後，他對，
從這個 content當中，他覺得，他的吸收在那裡，他的，他覺得不順暢在那
裡．．。（F052） 
 

 

（四）抵稅的功能 

  除了上述文獻中常見的評量的目的之外，C小姐表示學習評量對

於企業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評量結果的相關報告可做為企業

年度抵稅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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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 C小姐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C：其實應該是這個，這個都有啦，學習成效，課程改善，可是其實我跟你
說有一個很重要的是我們要抵稅。 
L：抵稅。 
C：就是我有評量，我就會寫評估報告嘛，對啊，那很像就是一個結案的動
作，因為，你今天辦的這個訓練，我怎麼知道效果怎麼樣，對呀。 
L：那怎麼會牽扯到抵稅，抵不抵稅的問題。 
C：因為啊，像企業，你知道 training費用其實是可以抵稅，對企業來講。 
L：是政府有特別規定說，這個。 
C：對對，是可以，就是說譬如說這個費用是，假設，反正就是，我不知道
詳細是如何抵，但是這一部份 training的費用是可以抵稅的．．。（C025） 
 

 

二、學習評量的方法 

  當學習加上網路之後，學習評量可應用的工具或技巧，不再只是

考試或是報告，相對的增加了許多新工具和活動，本段主要呈現的是

受訪者就其個人經驗及看法，來描述線上學習環境中可以使用的學習

評量方法、以及線上測驗的題型。 

（一）線上學習的評量活動 

  長久以來企業最常使用的評量方法為課後問卷調查及考試等兩種

方式。在線上學習的環境中，問卷及考試也隨之網路化了。然而 A

小姐指出測驗並不是唯一的評量活動，配合學習平台的功能，評量增

添了許多的活動，包括：家庭作業、討論區、留言版、文章分享、學

習者歷程記錄，以及線上即時會談等方式。然而，有些受訪者也表示

，為了配合課程或工作性質的需求，線上課程有時也是需要進行實體

評量的。 

  關於評量的方法，研究者將文獻中相關的概念摘錄如下： 

1、美國教育學者 Watkins 曾將學校中通常採用的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分為下列九種方式：教師的評判、口頭回憶、論文式考試

、標準化客觀測驗、教師自編客觀測驗、學生作品的評定、操

作的評定、非正式的描述性評量、以及機械的記錄（引自方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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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1992；簡茂發，1999）。 

2、簡茂發（1995）：常用的評量方式有紙筆測驗、觀察、訪談、行

為檢核表、表演、自我報告、軼事記錄、作品集評量、系統性

的實作評量、真實情境的問題解決、電腦模擬、實驗方法與步

驟、錄影、記錄、同儕互評和自我評量等。 

3、Hudspeth（1997）：常用的學習評量方式有直接問問題、指派題

目發表、統整、專案作品結果的評量、多種導引情境的評量（a 

variety of guided opportunities）。 

4、莊雅婷（2001）：線上學習評量的方式主要可分為測驗、作業的

指派、以及學習者的學習情況三種。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我們的評量啊，我覺得你可能接下來去訪談其他家，你會發現我們的評
量非常的不一樣，評量在我們平台被認為只是學習活動的一種，你也可以，
可以不評量，你用考試，不，不，不，你用討論，討論也是一種。（A037） 
 
A：我們的學習活動，包含剛講的測驗，家庭作業，討論區，然後留言版，
另外還有一個是所謂的文章可以上傳分享。（A043） 
 
B：再來，也是回到制度的問題，就是說，所有的訓練，我們都會有一個叫
做課後意見問卷調查，針對學員的上課，上課滿意，再來也是搭配制度，所
以比較沒有針對 e-Learning這個項目來去做，做評量。（B027） 
 
B：像外訓課程的話，他到外面來上課的話，主管會要求他回部門以後，要
做一個公開的分享，那透過這個分享，我們可以知道他有沒有學會，這也是
一種。（B041） 
 
C：不只是評量喔，那我覺得很多啊，譬如他上網次數啊，發表文章篇數啊
，其實上網次數，還包含停留時間啊，那我覺得，當然，嗯，評量就是一部
份啦。（C046） 
 

 

L：就除了您剛講的，可以是說明一下，你們目前最主要使用的方法是那些 
D1：喔，這個都有（文章分享，線上測驗，使用者使用記錄，考試，報告）

。 
L：每一項都有。 
D1：這個幾乎都有，評量的方法，文章的分享，就是你類似像參與討論嘛
，那線上測驗就是不用說一定要有，使用者使用記錄，比如說你，我們這課
程是三小時，你果你有進來看，看滿三小時，我不可能講師在那邊盯著你看
嘛，所以電腦自動記錄，記錄你有三個小時，讓我就認為說你大概有花時間
在我們這個上面，所以，考試，考試跟線上測驗是一樣的。（D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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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最主要的成果，這樣子，那老師當然會給他做一個回饋，那我們對學員
的評分方式的話是，嗯，就是上課參與情況，我們是佔百分之二十五，上課
參與情況，當然就包括說你的發言啊，你的這個即時會談啊，會談的參與啊
，還有留言板上的問答．．。（E021） 
 

 

L：好，那再來就是進行到第二個部份，那第二個部份，這邊就是要問一些
線上學習完以後的學習評量的部份，那通常在線上學習完成之後，應該
都還是會進行線上，進行學習評量嘛，那。 

F：它就有問卷啊。 
L：通常是問卷。 
F：線上的問卷。（F048） 
 

 

（二）線上測驗的題型 

  多數受訪者表示，目前企業在使用線上學習之後，通常都會有線

上測驗的評量活動，目的在於了解學習者對於課程的內容吸收程度。

目前企業的線上學習測驗題型包括了單選、複選、是非、問答四類，

其中單選、複選、是非題等三種題型是學習者較能適應的線上測驗方

式，而問答題的型式，則因需要打字輸入且費時費力，所以線上學習

者較不喜歡填寫線上的問答題。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那我們的評量呢，對我們的公司評量是測驗系統，那測驗系統這部份包
含了單選，複選，是非，然後還有問答，那這幾個題型，除了問答之外，其
它都可以系統自動計分，那還有可以隨機出題，那我們每一個題目都可以讓
你去設定這個題目的難易度，這樣他就可以隨機去修正。（A038） 
 
F：．．在我以前的經驗是，都是用問題，他答 yes or no，不會讓他去，去
寫，因為我們曾經有一次用文字讓他寫，那效果非常不好，他幾乎不要
寫。 

L：是不是有點像簡答題，這樣。 
F：對，他不要寫，他不寫。（F053） 
 

 

F：能夠 focus在七題之內，五題之內是最 excellent的，因為他會很快幫你
答完，而且他那個，他那個回答會是他最中肯的，給你的回答，而且那
個，那個，所以他的回答都是，你要給他的是 yes，no就好，或是 1，2
，3，4讓他去選，而不要讓他寫，這是我們實驗之後。 

L：發現這樣是最好的，最有用的。 
F：最好的。（F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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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評量的時機 

  關於評量活動運用的時機，一般文獻理論將其分為課前、課程進

行中、以及課後等三個評量時間點。根據訪談的結果，研究者發現目

前企業多選擇使用即時評量及課後評量兩種。至於課前測驗的部份，

受訪者表示課前評量其實是需要的，其結果可用來確定學習者的知識

先備程度，以利於課程的選擇與安排，但實際上企業因為資源的限制

，並沒有進行課前的評量活動。 

  關於評量時機的概念，研究者將文獻中相似的概念摘錄如下： 

1、何英奇（1992）：藉由教學評量，教學者可以了解學生的起點行

為、建立確實可行的教學目標。此外教學評量的結果，可做為

安置分派學習者至適當的課程進行學習。 

2、張景媛（1992）：評量分成診斷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以及總結

性評量。其中形成性評量相當於研究發現中的即時評量，總結

性評量則相當於課後評量。 

3、簡茂發（1999）：在課程進行前，宜先瞭解學生的個別差異及背

景資料；在學習過程中應注意觀察並記錄學生的學習動機、興

趣、態度、方法、習慣、努力情形等；經過一段學習活動以後

，再採用科學方法，從多方面考察學生的學業成績，分析其優

點和缺點，進而診斷其學習困難之所在及原因。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B：．．比方說，不管說是線上學習或實體課程，我們在技術類課程，品質
類課程，工安，工業安全方面的課程，我們一定會進行所謂的一個課後測驗
，post-test，也就是說，你一定會有一個紙筆的測驗。（B025） 
 

 

B：嗯，我剛剛講過，第一個是成，時間人力成本的問題，我們考慮到最大
還是人力成本的問題，你為了一個訓練，然後課程中，然後課程後，課程，
也許課程前還來一個 pre-test，來一個前測，哇，那你這樣子花的人力成本
是不得了的．．。（B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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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希望將來能夠做到 pre-test，然後中間能夠有隨堂測驗，課後結束後，就
有所謂的綜合評量，那我覺得初期應該是以。 
L：課後的。 
C：對，課後為主，不過 pre-assessment是我們的理想狀況。（C030） 
 

 

F：比如說，像我們以前來講，一個業務人員，他要所有的藥都上完的話，
最起碼要花 28~29天，這是實體課程，換句話說，我們二十幾種要，他
都要全部學會，那我說看中測跟後測來說，可能就是說，可能他今天，
比如說他的業務重點，他是以區域型醫院，可能比較是季節性的，現在
是夏天，也許像冬天來講，我們就比較在，心臟病用藥是比較 

L：比較多的 
F：比較多的，可是那時候我們就會先看他心臟病用藥，學得怎麼樣，在冬
天的時候，就會針對這個部份，因為他，希望說他能夠馬上上線。（F065） 
 

 

四、學習評量的運用原則 

  當評量的目的、方法、以及時機確定之後，下一階段的工作即是

學習評量的實際運用，此部份主要從依據教學者的理念、平台提供的

評量支援、以及評量的彈性使用三項來說明學習評量的使用原則。 

（一）依據教學者的理念 

  線上課程的進行中，評量的執行者主要是主管、HR 人員、以及

講師。其中受訪者普遍認為，既然講師是主要的課程提供者，那麼由

講師來主導評量的實施是較為合適的。因此，在學習評量的運用上，

講師個人的教學經驗及理念就很重要了，選擇對學習者最好的評量方

法、時機，評分比重，以及合格標準是講師應有的理念。其中 D 先

生及 E 小姐特別指出線上學習的講師也是必須經過適當訓練的，而

不是直接從實體課程進入線上課程。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這些都可以 net在一起彈性去應用，然後老師的重點是，他怎麼樣
彈性應用重點就是，怎麼讓這樣的學習成效最好，那就要看老師自己的，自
己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方式，這是我們的特色。（A050） 
 

 

A：那講師或是 HR人員他可以依據公司的 policy和實際狀況，去分別給這
些不同的 criteria一些比重，譬說如我覺得我這一堂課，我只在乎考試成績
，所以我其他的條件都設為 0，可是考試成績一定要設，一定要考 80分以
上，才叫，才通過，類似這樣你都可以去彈性設計。（A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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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是這樣子，每一，如果，這也是由，由講師安排，講師如果說覺得你
上完一章節，那上就需要一個小考，你就加進去，那你覺得整個課程完以後
有個考試你就加進去．．。（D061） 
 
D1：當然是同一個人，我，我既然是個講師，我最知道該怎麼講課，而且
我也知道，通常我不會直接把一個講師拿來做 e-training的課程，一定他先
，實際做，實際磨練過幾次。 
L：才能上線上去做那個 e-training的。 
D1：對對對，不然的話，他，他不曉得學生大概會問那些問題，他在設計
課程的時候，可能就會偏了。（D062） 
 
L：就是標準這些啊，還有負責去。 
D1：現在我們是由 e-trainer來評定跟決定做為課程合格與否的標準。 
L：這個 e-trainer就是您剛講的，就是課程的講師。 
D1：講師。（D065） 
 
E：．．出這一個作業，可能給個五分，這樣子，或怎麼樣，這個，這個
range，老師還是可以操控的。（E032） 
 
E：那，嗯，把權限都，其實我覺得，剛有提到說把權限都開放給老師，我
覺得那其實也很對，就是說，老師其實你才是最了解這個課程規劃．．。（
E035） 
 
E：但是我必須講說，這個，我覺得這個線上講師他，目前其實線上講師的
這個，線上講師其實還是要經過一段 training的，而不是說你在實體很會上
。 
L：線上就可以上了，對。 
E：對對對，所以說，嗯，有些老師他也是需要經過一些 training，那如果一
個是老師如果對線上學習很有熱忱，那他可能會帶的，比我，比我們設計這
樣的流程更好，那我們就照他的方式，可是有時候，我覺得要說。（E036） 
 

 

F：那我覺得，我覺得，始作俑者是你 content設計，你當，你 design的人
，你自己沒有這個 knowledge，你自己沒有 common-sense嘛．．。（F040） 
 

 

（二）平台提供的評量支援 

  評量的運用除了根據講師個人的經驗和教學理念來運用之外，線

上學習的平台也提供了不少評量支援的功能。包括自動評分、題庫隨

機出題、難易度的設定、線上繳交作業的機制、學習歷程的記錄、以

及學習藍圖的功能。其中學習藍圖的功能類似企業中員工個人發展計

畫，據此員工或主管可以清楚的知道個人的學習情況。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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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那我們的評量呢，對我們的公司評量是測驗系統，那測驗系統這部份包
含了單選，複選，是非，然後還有問答，那這幾個題型，除了問答之外，其
它都可以系統自動計分．．。（A039） 
 
A：那還有可以隨機出題，那我們每一個題目都可以讓你去設定這個題目的
難易度，這樣他就可以隨機去修正。（A040） 
 
A：系統會自動 identify說這個學生的學習狀況，然後給予，他的，自動給
分，除非問答題，那種要老師改的外，其它可以自動給分，大概就是這樣。
（A066） 
 
A：那主管怎麼知道這件事，就是我們有一個機制在裡面，是叫做學習藍圖
，那這個學習藍圖是，那個主管他可以在學習藍圖這邊，查到他所屬的屬下
，所有的學習狀況。（A081） 
 
B：我們所有的，我們所有的評量的，的，的，量化的數字都會在他個人的
，我們在公司都有一個，每個人自己都有訓練管理，訓練管理系統，他都可
以看到所有的記錄。（B049） 
 

 

E：然後，讓學員透過，因為我們平台上面有提供這個家庭作業的一個功能
，讓他可以透過平台來把這個作業。 
L：繳交，這樣子。 
E：繳交給我們，這樣子。（E107） 
 

 

（三）評量的彈性使用 

  研究者發現在評量運用方面除了教學者個人的理念和平台的支援

功能之外，還存在著一些普遍性的評量運用原則。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是評量必須被彈性的運用而不是制式化的評量規劃，另外 B 先生認

為企業相關制度的的配合，也是評量活動運用時所應考慮的。最後，

F 小姐提出評量活動必須被策略性地運用，一方面配合公司的政策，

另一方面也必須考量學習者的特性，才能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這種都可以彈性運作，而且你這些活動不用寫死在一起，就是說我第一
章上完，一定要做這一個 discussion，然後我還把他包在一起，然後不能動
，其實你會發現有很多平台是這種現象。（A048） 
 

 

B：對啊，我們可以去設定啊，平台裡面就有，像我們的平台就有一個就是
說，我們最後評量，我們的成績出來，是用紙筆測驗佔幾分，然後在討論區
提出問題佔幾分，可是那個還是，我們沒有把它定出制度化說。（B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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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當然，因為每一個課程，都不可能定死嘛，也沒有必要，這樣子，那
有些，有些我們公司，比如說，有我們現在才做，那有些資深的人員，已經
會了怎麼辦，你不可能要求他來上課啊，你也不可能要求他說要參與討論，
不可能嘛，但是你可以說，那你考過試就通過了。（D047） 
 
E：但是目前以我們的角度來看的話，我覺得測驗題，其實，我覺得可以當
做一個小小的 test，像我們的確有把這個測驗題設計進入這個，這個 content
裡面，對，就是說你，你唸完了，你大概可以做五到十題的一個測驗題，做
一個你自己的小小的 review，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只是幫你。（E027） 
 

 

L：用了以後，有沒有什麼困難存在，因為通常比如說像留言板或者是文章
分享這些，通常一般人都比較沒有興趣，那不曉得您的經驗是什麼。 
F：那要看你公司對這個東西的運用啦，就是你，所謂就是你這個 design，
就是說你推動這個人，他是不是策略性來運用這一塊啦。（F073） 
 

 

五、學習評量的回饋 

  當學習評量完成後，緊接著的步驟即是評量結果回饋的進行，此

段主要以評量結果回饋的對象、評量回饋的管道、以及評量結果的應

用三方面來呈現受訪者的看法。 

（一）評量結果回饋的對象 

  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認為評量回饋的對象主要可分為主管、

HR人員或課程設計者、以及學員三種。其中 D先生認為評量結果回

饋給主管是不容易執行的，主因是一般企業中有太多的層級，主管沒

有那麼多時間去了解每個部屬的學習情況。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我們是怎麼 run，所有的學習成績，都有幾個構面，會讓幾個人知道，
第一個這個學習成績，會讓那個自己，那個學習者知道他自己考幾分，那為
什麼成績是這樣，因為平台都有。 
L：tracking的記錄。（A078） 
 
A：對，對，那主管怎麼知道這件事，就是我們有一個機制在裡面，是叫做
學習藍圖，那這個學習藍圖是，那個主管他可以在學習藍圖這邊，查到他所
屬的屬下，所有的學習狀況。（A081） 
 

 

L：大家都是理想，回饋就是妳們最後得出來的那個結果是，比如說妳們會
傳達給誰知道啊，比如學員啊，或者是他的主管，或者是還有其它的 

C：主管。（C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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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對對對，這樣的話，其實應該已經夠了，因為說實在話，如果 e-
Learning以後，每一個課程都在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之間，因為課程會拆散
嘛，所以本來你是十，你三天的課程，你可能一拆就拆了六七個，那主管每
天都收到這個 report，他會煩死。（D071） 
 
F：而且你看你每一種測驗的目的啊，比如說你線上即時性的那個測驗，是
為了訓練人員知道，我這個 content設計的好不好，那是給訓練人員參考的
啊，未來改善用的啊。（F079） 
 

 

F：對呀，我們這個都是會，他可以 print out出來給他的主管看啊，對，而
且要給產品經理看啊．．。（F089） 
 

 

（二）評量回饋的管道 

  多數受訪者認為評量回饋的負責人是 HR或行政人員，他們負責

將評量的結果傳遞給主管或是學習者了解。目前企業最常使用的回饋

管道是透過企業內部既有的 e-mail 系統來傳遞學習者的成績單、合

格證書或是相關的連結給回饋的接收者。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B：嗯，這個好像是蠻 common sense的，其實這個是 HR，他本來，本來
HR，就是他的，他的工作嘛，對啊，你回饋，比如說你上完課，評量之後
，你要做，變成是一個 reference的 date，讓，讓人家，讓主管，讓他自己
本身瞭解到說他上完這個課，他的，他的成果是怎樣，這個是 HR這邊，是
要把他 release出來的，這一定是無庸置疑的。（B065） 
 
C：學員本人也會知道啦，學員啦。 
L：那是怎麼去告訴他的。 
C：e-mail啊。 
L：e-mail，是不是。 
C：對。（C034） 
 
L：可是，現在線上系統不是會有自己的回饋機制嗎。 
C：我們一定是 mail，對。 
L：妳們最後還是會回到 mail。 
C：不是，不是，是說，我可能是寄給你 mail，給你一個 hyperlink，然後你
點進去，你自己來看，對。（C059） 
 

 

D1：然後，最後如果說他評定了這個人合格了，那我們系統，或者是就是
trainer就會發一封 mail給他，然後發個證書給他，就表示這個課程結束了
，這樣子。（D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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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他從這一堂課，錯哪幾題，代表他大概那裡有問題，那產品經理都會去
跟他的，去跟他的主管講啊，我們就要跑出來給他的主管啊，行政人員就要
跑出來給他的主管。（F084） 
 

 

（三）評量結果的應用 

  評量結果的回饋，是為了讓學習者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而不是

據此做為懲罰學員的依據，評量結果的回饋使學員了解本身的不足之

處，進而找尋適當的資源來繼續學習。對 HR或課程設計者來說，評

量的回饋，主要是應用在課程改善之上。F 小姐特別指出運用評量的

方式可以找出企業的學習風格並據此設計出合適的評量方式。最後，

評量的結果對主管來說，可做為績效考評的參考依據之一。但是關於

此點，大部份的受訪者皆表示，目前企業內訓練的結果並不會與績效

有直接的關聯，評量沒通過，頂多是重修而已，通常不會牽扯到績效

的問題，因為一來牽涉到個人權利的問題，容易招致員工的排斥、二

來主管真正考核的重點是工作上的表現而非學習上的認真程度。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L：他不會說你考不好就給你懲罰，或是怎麼樣的。 
A：比較沒有，而是他可能最多叫你重修．．。（A059） 
 
B：不過，這個要很小心，因為績效這個東西很敏感，在企業裡面很敏感，
因為牽涉到個人的整個。 
L：權利。 
B：對，權利的問題，比較不一樣，這個東西會比較敏感，所以要比較小心
來處理。（B078） 
 
L：其實這裡有一個牽涉的問題就是說，妳們所謂，妳們這個訓練完的課程
，有沒有跟他的績效或者是他的考評會有關聯嗎，因為如果有的話，其實他
會比較去有這種事情發生，如果沒有的話，其實大家並不會去 care這個問
題，那不曉得妳們目前，妳們是怎麼做的。 
C：我們，其實喔，不過我覺得，這其實還牽涉到人性啊，對呀，所以這個
問題蠻複雜的。（C042） 
 

 

L：其實還是覺得說不需要跟那個績效來做連結。 
D1：績效是由老闆來判斷的，你花很多時間在上班，結果事情，然後在上
課，結果很多事情都沒完成，那你有什麼績效可言。（D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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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對對對，這個很重要，這真的很重要，因為他如果有意見，其實我們
就是，我們以客戶嘛，他就是我們，我們安排這訓練的客戶，他是我們的客
戶，那假設他說，我們這個課程缺什麼，缺什麼，缺什麼，他就說，可提供
第二層訓練成效之評估，假設他覺得這個訓練，根本就沒有達到效果，還有
他還需要這個這個這個五項，那我們下一次在安排課程，我就知道，大家都
說這五項，我就知道安排這個啦，對不對．．。（D108） 
 
F：因為，因為你是鼓勵人家使用啊，他都還沒有養成習慣，你就跟考績連
在一起的話。 

L：他會。 
F：他會排斥的啊．．。（F077） 
 
F：他從這一堂課，錯哪幾題，代表他大概那裡有問題，那產品經理都會去
跟他的，去跟他的主管講啊，我們就要跑出來給他的主管啊，行政人員就要
跑出來給他的主管。（F083） 
 

 

F：每一堂課，每一個課程，你一定要知道使用者，他的使用結果是怎麼樣
的，然後他覺得那邊是可以改善的，這很重要，因為你慢慢會抓出說，你整
個，整個企業，不同的，就是說，大概比如說，業務人員的屬性，或者是行
政人員的屬性，或管理階層的屬性，他們大概比較習慣的模式，大概是什麼
。（F124） 
 

 

六、使用線上學習評量活動的困難 

  線上學習的相關活動豐富了學習的過程，然而在訪談的過程中，

受訪者表示企業在使用線上學習的相關評量活動時，還是會遭遇到一

些使用上的困難。 

受訪者所提出之使用線上學習評量活動的困難，研究者將其整理

成三項要點，包括成本上的不允許、學員平日工作太忙，以及國人的

答題習慣，茲分述如下： 

（一）成本上的限制 

受訪者表示，企業在學習評量的使用上普遍會考量成本效益的

問題，因為企業沒有那麼多的資源去支援評量活動的進行。此外，

在一般企業中 HR部門裡的人力本來就很精簡了，大部份的人力都投

身在課程的安排與實施上，實在沒有辦法去掌控這麼多的評量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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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B：．．那你要用這樣的測驗，就是評量的方式的話，第一個你企業你要考
量到人力成本的問題，你要去花這麼多人力去，去，去評估那些討論區的方
法，討論區，討論區他們講的內容啊，或提出問題的深度啊，那個，那個是
第一個是耗時耗力的，那個對，對企業來講不敷成本，沒有成本效益的東西
，因為，因為，你花那麼多的時間精力去做這個東西，是真的不符合成本效
益的。（B042） 
 
B：雖然說，這樣子我們知道說，他的效果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可是你要花
的成本和時間，可能評估之後不符效益的，我們就不會這樣做，那個花太多
時間人力在上面，你知道在企業裡面做訓練，訓練的人，人力都比較精簡一
點，不太可能容許你這樣做．．。（B061） 
 
D1：還沒有辦法做即時的，做即時的話，我們不可能，沒有那個效益。 
L：資源不夠，這樣。 
D1：不太可能做即時的啦，因為，而且也沒有必要。 
L：變成說員工或者是學習者先把問題問出來以後，然後講師再搜集過來，
再一一去回答，這樣子。（D042） 
 

 

D1：．．因為沒有，沒有，也是一樣沒有人力，沒有資源，所以你沒有，
沒有辦法去安排，去做一個完整流程的設計，就是最主要是這樣。（D078） 
 

 

（二）學員平日工作太忙 

由於平時的工作就已經相當繁重了，學員結束線上學習完之後

，可能就直接離線了，所以一些像留言板、討論區等學習活動，員

工參與的情況並不踴躍。但在這個問題上 F 小姐認為，如果公司把

工作相關的訊息或公司的新產品資訊放在討論區或留言板上，而不

是讓學員自己去想討論的主題，將可鼓勵員工上去使用這些學習活

動。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C：應該會這幾種為主要啦，那心得分享的話，我覺得在初期，我個人認為
，因為以前在台大，都已經不是很那個，更何況上班的人。（C029） 
 

 

D1：沒有，現在完全不踴躍，因為大家都太忙了，根本有時連 e-Learning
都沒去上，所以，我們在，我們要設計一些東西，有趣一點的東西，吸引大
家去上，所以現在還在努力中，要改變公司的文化。（D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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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就是說會關係到他工作的表現，所以他也非得上去看，這樣子 
F：對呀，這影響到他的，他是不是有一些新的，upgrade他新的知識，馬上
可以，可以現學現用的。（F074） 
 

 

（三）國人答題的習慣 

F 小姐指出，在課後學習問卷的填答上，國人特別偏好將答案填

在特定的選項上，使得問卷無法忠實地呈現課程進行的結果，關於

這點常使她們感到困擾。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F：．．一開始我們也不知道，結果發現奇怪怎麼都不填，而且填的都是最
好，那是傳統中國人的習慣啊。 
L：他是不是頂多選四或選五，這樣子。（F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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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企業線上學習成效評量設計之因素 

  本節探討關於影響企業線上學習成效評量設計之因素，包含了主

題範疇中的 Y-01 評量方法的選擇、Y-02 評量時機的考量因素、Y-03

公正性與安全性的考量、以及 Y-04 線上評量與實體評量的設計與考

量差異等四項。本節資料呈現的方式主要分為兩個部份，首先是針對

該主題範疇呈現受訪者的相關看法，再將該範疇中受訪者的相關談話

擇要呈現於後，以輔助本段內容的閱讀。 

 

一、評量方法的選擇 

  線上學習中有許多的評量活動，包括家庭作業、討論區、留言版

、文章分享、學習者歷程記錄，以及線上即時會談的方式。但在企業

中，每一堂線上課程皆有其不同的學習評量方式，究竟課程設計者如

何去選擇評量方法，茲將受訪者的看法及建議整理成五項要點，包括

：依課程類別不同、依教學方式不同、依評量方式的使用便利性、依

學員特性，以及依評量設計者與執行者的個別考量，茲分述如下： 

（一）依課程不同類別不同 

  不同的課程會有不同的學習目標，因此就評量方法的選擇上，評

量的設計通常會依照課程類別的不同來選擇所使用的工具，受訪者表

示，一般來說技術專業類的課程會進行課後測驗，此外，與工作有直

接相關的課程也會進行考試。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B：其實我們，我們學習評量，不只是針對線上學習啦，所有的學習課程，
我們都會做評量，那評量的方法，根據課程屬性的不同，會做一些，評量的
一些評量調整。（B024） 
 

 

C：就是問卷是必定，必備的，那如果關係到，通常是 sales會考試啦，就
是跟他的這個工作相關，等一下，其實我們都有考試．．。（C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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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你們是每一堂課都，理論上是不同的評量方式吧，就是依據課程的不同
。 

D1：對，依據課程的不同，但是基本方法不會變。（D049） 
 
D1：對，那課程類別，有很大的關係啊，軟體操作的跟實體機器的是不一
樣的，那如果實際機器的操作，我可能取後就要求學員去上線，就是去機台
端實際修機器，比如說拆個螺絲，那你不可能說這個螺絲拆掉了，怎麼樣，
怎麼樣，那你就要實際上看他拆的動作，有沒有正確啊，就得叫他到工廠去
。（D085） 
 
E：課後，我覺得 IT的課程，其實最重要的是應用嘛，就是沒有辦法說，就
是用問答的方式。（E028） 
 

 

F：我就說看課程啦，看你的學習目標，你到最後，你希望他達到什麼目標
，那你會去想說，你大概用什麼樣的評量方式，去做，去評量。 
（F114） 
 

 

（二）依教學方式的不同 

  此處所指的教學方式的不同主要是指以線上的方式來進行學習或

是在實體教室進行學習，B先生認為就考試來說，若是實體課程就直

接進行紙筆測驗，若在網路上就直接使用網路來進行考試。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B：嗯，沒有，方法上面像問卷啊，考試，都在線上可以做，線上都可以做
，只是依照他教學，教學的那個方式的不同，可能就有不同的那個，評量的
，你剛講說評量的工具啦，方法都是一樣，只是說工具，工具可能實體課程
就用紙筆嘛，那虛擬課程的話就是電腦上面，直接透過電腦來做，做那個。
（B040） 
 

 
L：因為剛我可能誤解你的意思了，因為你之前，我們好像說到，就是你是
說，你們不管線上或是實體課程，都會有一個紙筆測驗。 
B：都會有一個測驗，課後測驗，但是課後測驗進行的方法。 
L：喔，那可能我誤會了。 
B：進行的工具，在實體，實體的話，就是紙筆。（B044） 
 

 

（三）依評量方式的使用便利性 

  一般來說，企業在訓練課程完成之後，最常使用的評量方法是問

卷及考試，C小姐指出會有這樣的情況主要是因為這兩種方式是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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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最容易使用且節省成本的評量方法，所以大部份的企業都會使用

問卷或考試的方式來評量學習成效。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C：你這樣聽我講，你大概看要怎麼講，那就是，就是說它真的有蠻實質的
用途，那我覺得以後如果在線上學習的話，應該是這兩個（學習成效，課程
的改善）為主要的，應該會比較導正他的用途，評量方法為何。 
L：就是傳統的是怎麼樣，線上的。 
C：我覺得最容易一定是考試，然後問卷。（C026） 
 
C：就是問卷是必定，必備的，那如果關係到，通常是 sales會考試啦，就
是跟他的這個工作相關，等一下，其實我們都有考試，就是比較除非是那種
管理類，一種 general的課程，那就是今天不管是各職類的人，那如果我今
天是針對你做專業訓練，我一定會考試．．。（C050） 
 

 

L：就是牽涉到他們工作上的一些表現，就會。 
C：我就會選擇考試，那一般是都有問卷啦，所有課程，只要辦課程。 
L：都會有一個問卷，這樣子。 
C：對，都會有問卷，這樣回答夠嗎，還是。（C053） 
 

 

（四）依學員特性 

  由於 D 先生主要是擔任講師的工作，因此關於評量方法的選擇

，D先生描述其在進行線上學習的課程之前，都會先去了解學員的相

關背景資料，以了解其學習的需求及先備程度為何，據此做為教材設

計及評量方法選擇的依據。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D1：對對對，這我可能就是設計不同的評量方式，然後我就，那另外學員
的特性就是假設我今天面對的都是，都是比較不會的學員的話，那我就可能
是用勾選的比較快，讓他叫他答問答題的話，這可能困難，所以我在評量的
時候，可能就是針對每個學員不同吧。（D083） 
 

 
D1：當然，我們在設課，做課程的設計的時候，要第一個要寫 target的
audience，目標聽眾是誰嘛，假設我目標聽眾是，我們可能也會面對 sales啊
，我們面對 sales，sales然後他只要知道概念，就好了，我就不可能叫他回
答問答題嘛，我可能就問他，問幾個問題說，這個是不是，最早是做什麼用
的，他只要知道幾個概念，就好了，或者我們公司一般的行政人員，他根本
不需要知道，搞不好連考試都不考試，那或者就是考試就是說請問這個是，
叫他看圖說故事，這個是不是這個，我告訴他題目。（D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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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評量設計者與執行者的個別考量 

  除了上述幾種不同的考量因素之外，評量的設計者與執行者也是

影響評量方式選擇的因素之一。就主管方面，D先生指出，主管選擇

評量方式的考量在於這些評量活動本身適不適合做管理，當然主管在

選擇評量方式的過程中 HR人員或其部屬的建議也會是考量的依據。

此外，在講師方面，講師個人時間的配合以及講師的教學理念也會是

選擇評量工具的考量點。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L：是，是由負責人來做喔。 
D1：不是，你，你的老闆要決定說，我這個流程適不適合做管理嘛，比如
說，我認為一個員工，怎麼才，才是，才 pass過這個 training，那我一定有
一些整合的機制啊，比如說你是參與討論啊，或者是你上這個課多少，你要
多少。（D044） 
 
D1：．．他當然還是會問員工的，就是底下的 trainer或是 HRD的人員的意
見，然後這意見整合以後，去考量比較適合的，把它列出來。（D045） 
 

 

D1：．．那至於已經列出來以後，比如說，我們列了好幾項，那再由，比
如我們總共了列了五項，可是我今天是課程設計的講師，我發現，我發現這
個課程根本不需要討論，只需要考試就好，那我就是以考試為百分之百，那
我覺得說，這個課程是很適合討論的，那我就以參加討，那個。（D046） 
 

 

二、評量時機的考量因素 

  就評量進行的時機來說，主要可分為課前評量、課程中評量、以

及課程後評量三個部份。受訪者表示目前企業在使用評量的時機多半

是以課程後評量配合隨堂評量的方式來進行，課前評量雖然對於課程

的設計及學員的配置很有幫助，但目前較少有企業使用課前評量。 

此外，企業進行課程後評量主要的考量因素是為了立刻知道學習

者的學習情況，所以一些重要的課程，例如技術類課程就會做課後測

驗。而人力成本的因素也是設計考量的因素，有多少錢做多少事，所

以受訪者認為線上學習初期會以課後評量為主。而在課程中的評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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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其設計考量的因素，C小姐認為是一種小目標的達成，可以讓學

習者了解自己的進度，不會漫無目的地進行學習。 

關於評量的時機，張景媛（1992）以及簡茂發（1999）將其分為

診斷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以及總結性評量。其中受訪者所陳述的評

量時機中的隨堂評量與形成性評量的概念類似，皆是在課程的進行中

執行相關的評量活動。此外，課程後評量的部份則與總結性評量的概

念相似，企業通常會採用測驗的方式來了解學習者的學習成效。然而

對於診斷性評量的方面，受訪者雖然指出前測的重要性，但在實務的

應用上，受限於成本的考量以及管理機制的設定，並無法確實執行。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B：其實我們，我們學習評量，不只是針對線上學習啦，所有的學習課程，
我們都會做評量，那評量的方法，根據課程屬性的不同，會做一些，評量的
一些評量調整，比方說，不管說是線上學習或實體課程，我們在技術類課程
，品質類課程，工安，工業安全方面的課程，我們一定會進行所謂的一個課
後測驗，post-test，也就是說，你一定會有一個紙筆的測驗。（B025） 
 
B：．．有些是很重要的，比方說工業安全，還有技術類的，還有那個我剛
提到的品質類的，這個跟公司的營運是最直接基本的，所以我們很快就要需
要知道他有沒有學會，有沒有知道這個事情，去受訓，訓練完之後，我們要
很快知道，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那個測驗。（B057） 
 
B：嗯，我剛剛講過，第一個是成，時間人力成本的問題，我們考慮到最大
還是人力成本的問題，你為了一個訓練，然後課程中，然後課程後，課程，
也許課程前還來一個 pre-test，來一個前測，哇，那你這樣子花的人力成本
是不得了的。（B060） 
 
C：希望將來能夠做到 pre-test，然後中間能夠有隨堂測驗，課後結束後，就
有所謂的綜合評量，那我覺得初期應該是以。 
L：課後的。 
C：對，課後為主，不過 pre-assessment是我們的理想狀況。（C030） 
 
C：你看看嗎，時點來講的話，大概是希望他做 pre-test的話，可以看他到
底對課程熟悉多少，達到適性化的學習嘛，我這樣回答，很像在課本上。 
L：對喔，妳好像在講，在上課喔。（C054） 
 

 

C：可是，你知道啦，但是但我們現在還沒做到，因為這基本上需要非常多
的，那個，所以，那隨堂的話，其實我覺得，突然覺得有點詞窮了，跟剛剛
講的一樣，就是小目標嘛，小目標達成嘛，那課後的話，就是，那課後的話
，就是有個交待。（C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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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好，那再來第四個，這邊問的是說，你們評量的點在，是什麼時候，是
前中後，妳們是在後嘛，還是期中也會。 
F：看課程．．。（F064） 
 

 

三、公正性與安全性的考量 

  公正性及安全性的概念主要是在討論線上學習的環境中，由於學

習者可以在任何時地進入課程進行評量活動，管理者該如何去確定受

試者真有進行學習活動或只是掛在網路上發呆而已。又線上測驗的時

間地點並不固定，如何去確定這個評量是同一個人完成的。然而，受

訪者普遍認為目前在企業裡關於線上學習評量的公正性及安全性的議

題並不是很重要，主要的原因可以回歸到評量的目的上，評量主要是

為了幫助學習，而不是要考倒學習者，況且學習者都已經進入成人的

階段了，應已具備自我管理的能力。此外，公司所在意的是你實際工

作上的表現，並不是你的學習成績，所以評量結果並不與績效考評做

連結，因此，學習者自然不會想要去作弊。 

  在具體的預防措施方面，A 小姐和 C 小姐指出除了道德上的宣

導外，題庫系統 random 出題和限制評量時間的方式，都可以用來處

理試題外流的問題。而 F 小姐則點出了，並沒有所謂百分之百安全

的系統，企業能做多少就算多少，企業防火牆的建立是一個可行的辦

法。然而，誠如 F 小姐所說的會產生不公平的地方只有在人為的部

份，機器的部份是很標準一致的，不會有不公平的情況產生。 

  關於公正性與安全性的概念，茲就文獻中的相關概念進行討論，

茲分述如下： 

1、Horton（2000）：企業常用的預防措失，主要可分為三種不同的

策略，分別是信任的策略、防禦的策略、以及脅迫的策略。目

前企業多採信任和防禦的策略，在信任的策略方面，F 小姐指

出學習者都是成人了，他們知道自己要什麼，公司要相信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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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自己的學習，所以不需要特意去限制員工的評量，此外，

在防禦的策略方面，主要是以隨機出題及限制評量時間的方式

來預防欺騙的行為，較少使用脅迫的策略，其主要的原因為評

量的結果並不與績效有直接的相關，所以目前企業較少採用這

種激烈的手段。 

2、Hudspeth（1997）：線上學習應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讓學習者

感覺到學習內容是富有挑戰性，且對個人的工作有所幫助，進

而減少欺騙行為的產生。關於此點 E 小姐指出，課程設計者將

這樣的環境建立起來，並提供相關的學習活動與資源，學習者

應能判斷作弊是否為必要的。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這個安全性和公正性喔，我覺得，我之前唸過一些 paper，那當然第一
個就是說，那種道德的宣導啦．．。（A055） 
 
B：我們不考慮到公正性的問題，因為你要考慮到公正性的問題，我剛說過
，你要花多少的精力和人力去，去修改，或是去控制這個東西，那個是，我
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我們評量最主要目的是看他有沒有學會，所以我們不
一定只有看他考試的成績而已，而是他主管對他的部屬，ㄟ他接受完這個訓
練以後，對他的工作上面有沒有改善，有沒有幫助。（B052） 
 
C：如果要做的話，第一個是題目 random，random 的話就是考題嘛，那
random 的方式有很多種嘛，其實這樣，我想你這樣就夠了，那還有就是，
嗯，要怎麼樣可以安全性與公正性，嗯，時間限制，這樣算嗎。（C040） 
 
D1：當然啦，就是說，而且，就現在來講，就是說我們不，不拿這個當作
他的考績嘛，所以他作弊一點意義也沒有嘛。（D090） 
 
E：如果有人這麼 care這張證書，他硬要拿這個別人的作業來繳交的話，那
其實我是不 care的，對，因為我覺得，真的是，最重要的是自己啦。 

L：其實，所以是個人有沒有學到東西。 
E：其實我們很努力提供一個，我們覺得說一個好的環境，那我們希望老師
來配合，老師花時間來協助你，那你要放棄這個機會，那我覺得我沒什麼話
好說的，這樣子。（E050） 
 

 

F：我只能說安全性來講，盡量防火牆的東西就是做，要建構嘛，那花，要
花一點錢嘛，這個，這一開始你在做推展 e-Learning，要建置的時候，這個
在成本都在裡面了啦，所以我覺得這個部份來說，沒有所謂百分之百，你只
能說百分之八十 ok，那就 ok的．．。（F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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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那公正性來講，同樣的問題，都是這樣在做啊，我覺得沒有什麼公
不公平啦，反而是，因為我覺得你越是利用機器的東西，他的，因為他一致
性，他比較能標準化，你越是牽涉到人為的東西，我覺得那才會不公平。（
F106） 
 

 

F：．．你不用 care說，這個人有沒有去唸，不需要啊，當你要推展 e-
Learning的時候，你要相信你的員工，他是一個成人，他可以做自我管理。 
L：自己學習，這樣子。（F107） 
 

 

四、線上評量與實體評量的設計與考量差異 

  針對線上評量與實體評量設計上的差異，受訪者普遍表示若就問

卷或考試來說，他們認為線上和實體評量的設計並沒有什麼差別，只

要將傳統的問卷或考試線上化就可以了。不過受訪者表示在其它評量

活動的設計上，線上評量和實體評量的確有所差別，關於受訪者的看

法研究者將其分為設計線上評量與設計傳統評量加以呈現，茲分述如

下： 

（一）設計線上評量 

  受訪者普遍認為會在線上進行評量的原因不外乎是方便使用，既

然花錢買了平台進來，當然就是要用，況且直接使用平台所提供的功

能可以大量地減輕行政人員及講師的負擔，使他們可以更專注在課程

的進行上。而講師或行政人員在設計線上評量時可以視學習者的情況

，彈性地調配各種配合多媒體設計的評量活動與課程配合，這是以往

傳統評量所不易達成的效果。 

  然而受訪者表示雖然在線上進行評量活動有其方便性所在，但在

設計線上學習評量活動的時候，仍會有一些困擾的地方所在。主要的

困擾在於測驗題目的品質上，在人力成本不足的情況下，目前測驗的

題目多由講師設計完成就直接使用了，缺乏相關的審核機制去確認題

目的有效性，因此題目與課程的關聯性是一大困擾。而在 HR人員方

面，題庫不足及題目的線上化過程是主要的困擾所在。此外，在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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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評量也比較不容易防止作弊的情況產生。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那我們的平台的這些活動，可以讓你做到這個第一章，然後，這個是第
二章，這個是第三章，這是課程內容，可是呢，可是我要在第一章後面任意
加一個考 test1，那第三章第二節的後面，第二節的後面，加一個 discussion, 
discussion 3，這個是可以任意改的。（A045） 
 
A：嗯，有，我能想到的大概也是就只是這個答案而已，為什麼，你知道，
如果有一個 on- line 的機制，可是而你不用，你又要用那個發考卷的方式，
你對作業的累贅不是，他要把答案 key回去。（A069） 
 
A：就是，因為你，你，你傳統的評量，傳統的評量方式，其實用到的工具
，你要用到多媒體，其實很麻煩，你要複合的話，就是譬如說，?，我這邊
讓你看段影片，那後你判斷這個答案對不對，然後下一段再去寫作業，寫考
卷，那個課是考完一堂課，可能要帶大家到不同的地方去。（A083） 
 
B：．．再來給他一個，一個，一個，嗯，設定我們的標準，設定我們評量
的方式標準，然後很清楚告訴他們，然後在網路上面直接做掉，這是最快速
的方法，我們不需要再說，再花一個，把他們集合過來，再怎樣，就不要了
，那太花，太花人力，太花那個時間了。（B053） 
 
D1：題型什麼都有，問答題，問答選擇圈叉，還有連連看，不曉得有沒有
連連看，有啦，連連看的設計，反正都是設計在電腦裡面。 
L：反正就是平台有的功能，你們就儘量用，這樣。 
D1：當然。（D064） 
 
D1：應該是這樣來講是說，線上做評量，我們可以結省比較多的人力啦，
我們可以統籌管理，也不用非即時的嘛。（D076） 
 

 

F：．．可是我們把它線上化之後，考試他可以線上考嘛，線上就有這樣測
驗功能嘛，那也沒有，不用行政人員的時間，行政人員就可以減少很多時間
啦，他就不用去做這種實體面的，就換成他只要在線上去處理就可以了。（
F069） 
 

 

（二）設計傳統評量 

  在進行線上課程的過程中，受訪者表示評量不一定在線上進行，

有些時候也是需要用到實體的評量活動，包括一些現場操作的課程或

是重要性的課程，學員在學習完成後仍必需透過實地的操作或透過主

管口頭的審核才算學完那堂課。此外，A小姐特別指出有時使用者端

設備不足或是沒有網路時，那只好將線上測驗列印出來考試，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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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解決的方法。不過有些受訪者表示基本上的原則是實體的課程就

會在實體進行評量，線上的課程就會在線上進行評量。 

  然而在設計傳統評量上仍存在著一些困擾，D先生指出在設計傳

統評量的時候，沒辦法像線上的評量可以方便地加入許多的多媒體設

計或是提供許多參考的資源。此外，傳統的考試或問卷結果最後也是

需要人力再將其輸入到電腦上，其實是相當麻煩的。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就是說如果那個測驗啊是，是不是問答題，選擇者，是非題，這些可以
做完，他們就會在線上，但是如果譬如說，他這樣的評，評，評量，學習成
效評量是透過他要操作做出來給講師看，那當然就要到平台去，或是到實體
的現場。（A054） 
 
A：有一些狀況是，他這個線上問卷啊，他會印出來是因為，就是那個 end
端，他並沒有電腦可以 access，所以，所以你可能會印出來給他，因為他，
他沒有那麼多電腦讓大家都上線，所以我就把它印出來給你考試。（A070） 
 
C：嗯，如果那個考試是，有重要的決定的東西的話，應該就是會用考試。 
L：實體的嗎。 
C：實體考試．．。（C036） 
 
D1：嗯，我覺得後面三項都比較像，就是說，第一個是資訊技術，如果我
要考一個操作的話，我沒辦法用 e-Learning讓他操作。 
L：就必需到實體的。 
D1：對對對，這我可能就是設計不同的評量方式。（D082） 
 
D1：傳統的話，如果是以傳統的話，就是，題目就，你不能像現在這麼多
樣化啦，你現在假設我現在，我現在設計一個題庫，是操作的，或是指一個
機台會動，我可以貼圖，貼什麼，我可以把全部都放上去，對不對，我有各
式的方法在電腦上做，一次做，就很好，那我用普通的題目的話，就是可以
這麼簡單這樣子，這可能蠻困難的．．。（D091） 
 
D：．．傳統評量我們考完試以後，講師還要閱卷，對不對，閱卷，這也是
一個人力，另外，閱完後成績，成績也要輸入，這又是一個人力，那你如果
有一個整個機制在管理的話，是好很多，所以一方面我們有標準，這個標準
化題庫是比較好嘛，這是他寫的嘛，對不對。（D093） 
 

 

F：．．那假設測驗不是留在實體課程做，是他在線上做測驗的話，那麼他
的主管就會去問他，他學的結果怎麼樣，問他也不會是直接這樣問說，你學
的結果怎麼樣，不會啊，他只會問說，某種藥，我們今天特別要去拜訪，比
如說長庚醫院，長庚醫院它的主科是什麼，內科是他最主要的，我們有些什
麼藥，可以讓他，讓醫生做介紹的，直接問他就知道啦。（F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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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企業訓練線上學習成效評量後設評鑑之內涵 

  本節探討關於影響企業線上學習成效評量後設評鑑之內涵，包含

了主題範疇中的 Z-01 評量改善的參與者、Z-02 評量改善的時機、以

及 Z-03 評量改善的方向等三項。本節資料呈現的方式主要分為兩個

部份，首先是針對該主題範疇呈現受訪者的相關看法，再將該範疇中

受訪者的相關談話擇要呈現於後，以輔助本段內容的閱讀。 

 

一、評量改善的參與者 

  學習成效評量計畫的改善，大部份的受訪者皆認為有執行的必要

，而主要參與改善的人員是由 HR 人員和講師來負責。此外 D 先生

和 E 小姐指出，學習者也應參與評量改善的過程，透過學習者的回

饋更能反應評量活動本身的適切性及問題所在。至於平台供應商的部

份，B先生認為若是平台功能方面的問題，他們會事先蒐集資料分析

以後再找平台供應商來處理，通常改善的過程中不會請他們來參與。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L：那再來第二個就是說，在評量這個改善這個過程中，到底是那些，你們
是那些人在參與這個過程。 
B：學習成效評量，喔，當然是 HR啦。 
L：那像線上學習的部份，會不會就是 e-Learning這個，這個 program裡面
的人來做。 
B：呃，對，就也是 HR的人，但是會，這個時候 IT就比較參不上什麼腳，
反而是 HR 跟，比方說 HR，他專們負責 e-Learning 的 owner，然後跟講師
互動，也就是跟講師一起，就是 teamwork 把這個東西做出來，這樣子。（
B072） 
 
B：我們會把問題搜集整理分析以後，再跟 vendor來討論，如果真的功能需
要改的話，我們才會找他們來討論，我們尋常評量，不會找他們。（B073） 
 

 

L：好，再來就是妳們，就是評量這個流程都是誰在，是參與的人是那些人
，除了這個課程的這個（training coordinator）以外，這個一定有 

C：就是所謂的 TC嘛 
L：TC嘛 
C：那 trainer是講師，講師是 trainer嘛 
L：還是妳就寫講師就好了，如果是講師就講師 
C：還有我覺得是 TC的主管，就是我們那部門的主管，他會管。（C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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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這個喔，一般我們會把這個當做就是，當作就是學生的回饋啦，就是
他覺得說，你這個課程，為什麼出題目太多，或者是他覺得題目太簡單，或
者是覺得題目根本不適，就是好像說不曉得在講到那裡，或是題目看不懂，
或是說，你覺得報告過多，這樣子我們會由學生的反應，就是實際上參與測
驗的評量的人來反應，這樣比較準。（D101） 
 
L：回饋嘛，就是他們給妳們的，然後依據他們提出來的，可能問題在那裡
，然後妳再去改，這樣子，好，那第二個就是針對學習，就是剛剛那個改善
的部份，妳們參與的人是，妳們，就是妳們自己內部的這些導師，然後也是
妳們自己的。 
E：目前是我們自己，我們也希望，當然也希望說，我們今年有可能計畫會
找．．。（E069） 
 

 

E：．．有，我們有試過找學員，但是我覺得，這個導師他其實我們希望做
的是個長期的工作嘛，這個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工作。（E070） 
 

 

二、評量改善的時機 

  在評量改善的進行時機上，企業裡面目前並沒有正式的制度，E

小姐指出在平時上課的時候，行政人員就會和老師進行討論，若發現

問題就會立即改進，又在課程完成後行政人員間也會討論相關的問題

。此外，B先生指出其實每一堂課結束後都會有一個檢討的動作，來

看整個訓練的情況是怎麼樣的，而年度的檢視也是評量改善的一個時

間點。 

  關於評量改善的時機，Sanders（1994）將其分為形成性後設評

鑑及總結性後設評鑑，其中形成性評鑑與 E 小姐所指之課程中評量

的改善的觀點相同，而總結性評量則與 B 先生所述之課後檢討的看

法類似。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L：你們針對學習評量的這個計畫，那你們有在做持續性的改善。 
B：喔，當然，當然，這一定要做的，我針對每一堂課來，微觀來看，每一
堂課，每一個，每一個訓練完，都會看說，這次訓練怎麼樣，到底怎麼樣，
需不需，下一次再辦同樣的訓練時候，可能要做些修正，這是微觀方面。（
B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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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那巨觀來講，我們每年年底都會針對上，今年做一個 review，做一
個評量的 review，然後再做下一年度，年度訓練計畫，整個發展方，訓練方
向的時候，我們做一個調整，這個是從巨觀，微觀這兩點來看。（B071） 
 
E：我想這其實還是會被，就是還是會被拿出來檢討啦，也許，對，我們
run 個幾門課，因為其實，如果講師的話，導師是我們自己的人，所以我們
平常溝通。（E067） 
 

 

E：會會會，我們其實會跟他，其實導師跟講師其實的關係是蠻 close 的，
對，所以，我想不只是在這個，在課程結束後，我想在課堂中就常會討論，
這時候就可能因為某些原因，而做某些調整。（E071） 
 

 

三、評量改善的方向 

根據與受訪者的看法，線上學習的學習成效評量其改善的焦點，

主要可分為五點，包括評量結果的品質、前測的使用、題庫及題目的

設計、越簡單越容易執行、以及企業對線上學習觀念上的改變。除了

改善的方向之外，E小姐和 F小姐特別指出了，學習評量的改善是個

漫長的旅程，線上學習的學習成效改善必須經過多次的測試後才能找

到最符合企業文化的學習評量方式。 

（一）評量結果的品質 

  評量結果的品質的意義是學習者到底有沒有學到東西，而這個評

量設計是不是抓到重點，是不是真的能反應學習者的學習情況。此外

，評量結果的有效性也是必須注意的，究竟學員有沒有參加這個考試

或測驗，代表著這個評量活動是不是真的能審核學習者的學習情況。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B：再來就是說，是不是課程設計，還有評量的設計，是不是有，有，是不
是拿到重，抓到重點，這是改善的第一個重點，第二個就是說，你在改善的
話，工具是不是要改變。（B074） 
 

 

C：嗯，沒有約束力，因為譬如說，當場，但是你當場也，我不知道以後我
們是不是會設計說，你問卷沒做好，我就算你這個課，或者是你考試沒考，
考試沒考，對呀，你問卷沒做完，我就算你這個課。（C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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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因為評量結果的品質，就是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學到東西。 
L：也可能就是。 
D1：所以有沒有學到東西，這個其實，就是等於他主管的決定。（D104） 
 

 

（二）前測的使用 

  受限於企業內人力及成本的問題，大部份的受訪者表示目前企業

較少使用課前的評量活動。但在未來的規劃上，希望等工具或制度慢

慢成熟後可以進行課前的測驗，以確定學習者的程度，並進行事前分

派的工作。C小姐表示若能再配合期中的隨堂評量和課後的評量活動

，將可使學習的效果達到最好，不過 C 小姐也明白的表示，這仍是

理想的狀態。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B：但是將來，將來會往這一步來走，因為等工具慢慢成熟以後，我們當然
希望說，前測，然後工具自動幫他做一些分派，他需要那些課程，然後上完
以後，課程中還會有一些平時，平常的測驗，對，當然這樣是最，最，最理
想的狀態。（B062） 
 
C：希望將來能夠做到 pre-test，然後中間能夠有隨堂測驗，課後結束後，就
有所謂的綜合評量，那我覺得初期應該是以。 
L：課後的。 
C：對，課後為主，不過 pre-assessment是我們的理想狀況。（C031） 
 
D1：這是，他這邊是針對評量活動的時間，就是前中後嘛，這個都可以啦
，所以你要更新設計你這課程什麼樣的再做設計，就可以，有時候，有些人
不曉得該不該學，這個內容，他該不該去學，那我們乾脆就設計一個評量前
，就是說如果你會這幾個東西的話，那我再往下學，就是我這幾個東西我都
不會，我再往下學，這樣子，如果，我想，比如說我是什麼樣子的人，喔，
對，然後，這個東西我知不知道，不知道，最後算出來，你就是應該去學這
個，那我們就會給他一個測驗。（D099） 
 
E：我覺得一個課程，它做這個 pre-test 跟 post-test，這其實是很重要的，這
樣子，那就現在我們看到的 content 來講的話，對這一方面的 apply 是比較
少的。（E052） 
 

 

E：對對對，可是我們覺得說，像是我們看一些國外的課程，他們就有花這
樣的 effort 進去做，那當然你這個花時間，那目前國內的市場不是這麼大，
可能沒有辦法做這樣的形式，但是我覺得它提出一個蠻值得參考的點，所以
其實現在這個，國外講求的 reusable，或者是這些什麼立即的話題，其實沒
有前測驗，沒有前測，你怎麼知道大家適合什麼。（E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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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庫及題目的設計 

  在題庫及題目的設計上，D1 先生表示目前課程相關題庫的建立

仍屬不足，未來應再充實線上題庫的內容和豐富度。而在題目的設計

上，問問題的技巧是必須注意的，問題必需聚焦在課程上，題目呈現

的方式應儘量符合一般學習者的閱讀習慣，不要弄過多花俏的東西。 

  在多媒體的使用上，A小姐認為題目的設計可以搭配多媒體來輔

助學習者了解，而不只是陳述一堆文字。但 E 小姐也指出多媒體的

使用必需是合適的，多媒體不能只是裝飾品，一定要有實際的作用，

不然乾脆不要用。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線上學習的課後評量，我覺得現在比較可行的是，比較少用到多媒體那
邊去處理這些考試的項目，因為，其實你會發現他們大部份還是很多都是敘
述性的，因為那個最簡單的，我就剪貼以前的考試題目，然後就過來了，可
是事實上有很多東西是，譬如說他們在講很多是工具面的操作，事實上你可
能把實際拍下來，或是那個流程，把 scenario 抓下來，對，那個，那樣的考
試，可能會更貼切，那目前企業沒有花很 effort在做這部份。（A067） 
 
A：還是回歸到，就是重點不是說，不是那個機制有沒有，而是你怎麼用那
個東西，那你問的問題，問問題的技巧。（A086） 
 
A：我們的方式，其實在測驗這邊，我們有做一個改善是 interface，UI 的地
方，界面這邊，因為，因為我們原本的那個介面，讓顧客覺得不是很
comfortable，他會覺得這樣看起來怪怪的，然後，我們就去針對這樣的需求
做一下調整。（A088） 
 
A：對對對，可能要，比如說那個詞彙可以 tune 的更，更順，譬如我們公司
有時候開始偷懶，都用，都用英文。（A091） 
 
D1：現在來講的話，就是主要的就是第一個要增加題庫的數量跟內容，因
為我們還在起步階段，所以題目數量跟內容都不夠多嘛。（D097） 
 

 

D1：這個喔，一般我們會把這個當做就是，當作就是學生的回饋啦，就是
他覺得說，你這個課程，為什麼出題目太多，或者是他覺得題目太簡單，或
者是覺得題目根本不適，就是好像說不曉得在講到那裡，或是題目看不懂，
或是說，你覺得報告過多，這樣子我們會由學生的反應，就是實際上參與測
驗的評量的人來反應，這樣比較準。（D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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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搞不好你這個題目，就是給我簡單的考試，考完以後，考完，我
考完馬上告訴我對不對，一題，每一題考完就告訴我對不對，每一題考完，
就告訴我對不對，最好就是在考完試以後，我就知道我對或錯，然後我再考
一遍，然後得到一百分，那我最高興。（D113） 
 
F：最困難的就是說，你的題目的設計，就是說你題目的那個用語你要很斟
酌，斟酌的原因是，你最主要是問他，他的感覺，你要讓他提供你的意見，
有很多人的問卷，假設說設計的沒有很好，他不會願意回答你的，因為他不
曉得安不安全。（F118） 
 

 

F：對，後來我們覺得不行啊，他不會回答啊，他根本空白啊，後來我們到
最後，最後才發現說，原來七題之內是最 ok 的，而且那些字眼都是圍繞在
content上。（F122） 
 

 

（四）越簡單越容易執行 

  在評量活動的設計上 D 先生和 F 小姐皆指出了越簡單越容易執

行的概念。太多的評量，對學習者來說是一種負擔，間接造成學習者

使用意願不高，反而是一種反效果。學習評量重要的意義在於有沒有

學到東西，而不是通過許多的考試，所以評量要設計得越簡單越容易

執行。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D1：．．我們的想法是這樣的，就是說，我們一般在考試，就是即使是我
們實體課程在考試，也不會去分析，這麼多，我們就只是純粹做一個考試給
他說，喔，這些課程，大概需要知道那些東西，那如果我們在設計的，這個
e-Learning，結果把它弄的一堆考試，或者是很複雜的話，就失去了他的學
習的，他們就會覺得考試怎麼多，就反而會沒有辦法趨動他們，所以，一般
來講，這個改善的焦點，就是還是會以學生接受的程度為主啦。（D105） 
 
D1：對，所以只是在應用上面啦，應用出來以後，學生能不能接受這，這
麼多種的評量方式，一次丟給他，他是不是覺得在學習過程中，有時候要他
們做一個小考，一個章節做一個小考幫助他學習，很有幫助，全部都做完以
後，做一個大考，然後對他而言，對他認證他的能力也很有幫助，或者是說
學習過程之中有討論區，也對他很有幫助，那都很有幫助，可是數量會不會
太多，這都會，這都是。（D109） 
 

 

D1：會，然後就是如果太多評量給他的話，他一定會瘋掉啦，所以其實這
個，這個改善的方式，我覺得弄太多，其實對學習者最終都不是好的。（
D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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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對，越簡單越容易執行，就很簡單的幾個步驟，這樣子，最好的，因
為，通常，通常我來學習之後，我會不想花太多時間在這上面，那甚至於我
，我說實在我想討論，或是你想叫我們交報告，除非是一學期的課程，我才
有可能交報告，我天天都很忙，我那有時間交。 
L：對呀，二個小時，每天上兩個小時課，交一個報告，他一定會受不了。 
D1：對對對，他會受不了，所以他基本上，他也是希望說越簡單越好。（
D111） 
 
D1：他會覺得說太多考試，對我一個是負擔，學習者到最後，都希望簡單
，簡單，簡單．．。（D112） 
 
E：當然是很重要的，其實我覺得 e-Learning 講再多啊，都，都沒有用，你
說它這個突破時空限制啊，或是它可以做得很炫啊，我覺得那都，那都是額
外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學到什麼東西啊．．。（E073） 
 

 

F：他覺得煩啊，所以後來我們，我們有這樣的經驗，就是說，你的問題，
千萬不要超過七題。（F055） 
 

 

（五）企業對線上學習評量觀念的改變 

  關於此點，A小姐以其平台業者的角度來看，目前企業在使用線

上學習的評量活動意願不是很高，一來是不會用，二來是懶得去使用

。所以企業學習文化的改變會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企業必需學會

如何去使用這些評量功能，更重要的是有沒有機會去使用。 

以下將受訪者的看法，擇要呈現如下（L代表研究者）： 
A：就是說，我們，我們功能的改善，其實我覺得我們功能，功能的改善還
好，我覺得的重點是客戶到底有沒有機會去用，他們到底有沒有認知到這個
真正會影響到學習的成效，學習不是只是 content 而已，學習還要用，應用
這不同的一些評估的機制和平台。（A092） 
 
A：對他來說他很難想像，可是我們會去上一些這方面的課程，教他們怎去
用。 
L：所以是妳們主動去跟他們。 
A：對，這都是包在我們的 package 裡面，因為我們覺得，你要跟他講這個
概念，他才知道要用這樣的東西。（A094） 
 

 

A：所以說，所以我覺得改善，不是系統的改善，而是應用面，應用面，客
戶到底有沒有機會用，像我們有的也都教啊，可是他們還是懶得用，因為現
階段，可能最重要的是 content做的多一點，就花了，很傷腦筋。（A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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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就是除了 test跟一些考試，會大家都一定會做的以外，其它那些可能就
是非強制性的。 
D1：對對對，那可是這跟公司的文化要慢慢改變有關係啦。 
L：大家的學習習慣不同。 
D1：對對對，慢慢的來。（D087） 
 

 

D1：對對對，因為有時候題目太難或是太深，他們一定會反應，對不對，
或者是我們最後再來幫他，所以，這個改善的焦點，應該以實際上我們面對
的人，他們所重視的，這樣子。（D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