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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探討國內外相關文獻，做為發展傳播科技概

念量表的理論基礎，全章共分為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教育的內涵架構、

概念的意義與分類階層、量表的發展過程與 S-P表學習成就評量，茲

分節說明如下： 

 

第一節  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教育的內涵架構探討 

以下從科技的意義、傳播科技的意義進而到探討國內外的中學傳

播科技的課程架構，以協助規劃本研究的各項傳播科技概念初稿。 

一、科技的意義 

對於科技的定義，國內外學者提出許多種看法，從概念性定義看

來，最簡單的就是「製造或使用人造物」（Dyrenfurth，1984）。李

隆盛（1993）從解決問題的角度，將科技定義為「人們利用知識、資

源和創意，以有效解決實務問題、調適人和環境關係的意圖和努力」。

所以說，科技是有目的的使用知識、材料和資源，以滿足人類的需求，

也可以說科技是人類操縱或控制物質世界的機器、設備及具有工具性

的處理加工等，以滿足人類的需求。一般來說狹義的科技定義只從技

術（technical）層面來看，如以工具、機器、知識等三要素來劃分。

但廣義的科技則除了技術層面外，還包括了組織（organization）層面

和文化（cultural）層面（Pacey，1983）。但是科技有時局限在特定的

意義，有時則是指廣泛的概念，事實上，科技不應單只是強調技術層

面，更應重於科技的應用，將組織層面與文化層面考慮在內（李隆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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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科技定義為人類在創造及使用工具、技術、資源，以管理人造環

境與自然環境的各類系統、擴展其潛能上所做的努力而形成的知識體

系（Hales & Snyder, 1981）。而Wright & Lauda （1993）認為科技是

人類將各種資源應用於設計、製造和使用產品上，為了控制與改善自

然及人造的環境，有結構有系統的延伸人類的潛能所產生的知識體和

行動體。羅文基（1990）認為科技乃是人們運用知識、工具和技術，

改變資源使之成為個人及社會所需的財貨或服務，一方面解決人們所

遭遇的問題，同時亦擴展他們的能力，以滿足人類在各方面的需求，

並提升其品質。國際科技教育學會（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 ITEA）將科技定義為：人調適環境以滿足需求和欲求的

作為，說明科技是具「程序」、「知識」以及可界定、普遍的「脈絡」

基礎，用以解決問題與擴展人類的能力。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經濟邁入空前繁榮的時代，工業生產

扶搖直上，科學與技術的研究亦突破了許多瓶頸而日新月異。科技逐

漸成為各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心，亦是人類生活關注的焦點。當時

的教育學家鑑於科技已逐漸成為人類文明的基本要素，且其對社會及

個人生活的影響亦日益深遠。因此，開始以科技為其教學內涵之倡

議，認工藝課程應該反映科技的構想。 

1981 年之後，「傑克森坊工藝課程理論」（Jackson’s Mill Industrial 

Arts Curriculum Theory）的完成，使得科技教育更有了以科技為主的

基礎。此課程理論認為科技是人類運用資源來解決問題，以滿足人類

需求與慾望的知識或方法。提出科技教育可應用的基本過程模式

（process model），將傳播、營建、製造、運輸四個科技系統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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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置於其中（圖 2-1）。傑克森工藝坊的課程模式中，將人類的科

技分為製造、營建、傳播、運輸四個次級系統，依據輸入、過程、輸

出三個要素在在於人類的環境中從過去、現在與未來中持續的運作

著。 

 

 

 

 

 

 

圖 2-1  科技的過程模式 

資料來源：（Wright & Sterry，1984） 

 

美國技術基金會（Technical Foundation of American，TFA）在 1990

年集合二十五位科技教育專家組成了研究小組提出了科技教育概念

架構（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echnology Education），這次的概

念架構模式對於科技的知識首次將生物科技列入，而科技的過程則是

分析、實現、測試。此架構的完成，更充實了科技教育的哲學內涵。

其內涵強調以「問題解決」為導向課程，更提出技術科學的方法，認

為所有科技的重心在解決人類的需要。 

根據上述的文獻資料為了方便和有效的研究科技，我們可以將科

技定義為「人類運用各種知識、工具與技術等資源，改善環境以解決

問題，進而滿足人類的各種需求」。而科技的範疇可分為傳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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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科技、製造科技、運輸科技和生物科技。本研究是以科技系統中

的傳播科技為主題，所以再針對傳播科技的意義與內涵架構做更深入

的探討。 

二、傳播科技的意義 

在科技發展的過程中，強調培養人類適應生活環境與改善生活所

需之技能，以培養出適應科技的能力，其中傳播科技是一種運用各種

科技方式作為基本要素將資訊透過編碼、傳送、接收、解碼等方式傳

遞到接收者身上的整個過程（Wright，1996）。希望透過傳播科技教

育的培養使得每位學生對於不同傳播過程中所需的資源與技能有所

理解，對整個傳播科技系統的理解與實際操作；進一步瞭解傳播科技

對社會、環境的影響，才能在面對問題時做出正確的抉擇。（Daiber & 

LaClair，1986）。 

Rogers（1971）認為傳播是將一種觀念或訊息，從來源處傳送至

另一個接收者，試圖改變其知識、態度與行為的一種過程。傳播是人

們利用符號、姿勢和行動將資訊傳遞於個人或機器之間交換的過程，

而傳播科技則是人類使用工具、材料和過程來增強人們傳播的能力。

現今的科技社會，人們為了更快和更有效傳遞訊息，便利用圖畫、手

勢、文字和語言來交換觀念與訊息的傳遞。在今日由於人與人之間資

訊不僅要立即、長距離、且大量的傳送資料，這使得傳播方式變得更

加複雜。因此傳播科技發展迅速，使得人與人之間資訊的傳送不受時

空限制。 

人們利用傳播以獲得訊息、事物，得到幫助、學習和滿足他們的

需求。傳播本身的複雜度在每一地區中都不盡相同，文明地區十分複

雜，然而在落後地區則顯得簡單多了，但是無論在何處他們仍然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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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一套屬於自己的傳播方法。因此傳播領域中的發明和革新對於社會

的影響是相當明顯的。傳播系統必須包含輸入、過程、輸出，更簡單

地說，傳播系統包括傳送者、資訊傳送管道、接收者（Maine，1990）。 

傳播是人類最基本的需求，是介於人和資訊二個關係者之間的交

換，或可說是人與機器之間傳遞訊息，但前提是接收到的訊息必須能

夠理解。在科技社會中要求快速和有效地傳播資訊，因此傳播科技成

為所有科技系統中最具有整合性的功能，傳播與電腦的結合形成新的

資訊工業，滿足現代人類對資訊的大量需求，同時能促進傳播系統的

發展（Barden & Hacker，1990）。 

在資訊時代的衝擊下，工作與生活對「傳播科技」的依賴性日益

增加，要想成功地生存於今日資訊時代，就必須瞭解生活環境中最先

進的傳播設備及軟、硬體設備的使用，所以在中學階段讓學生學習現

代傳播科技的應用與影響，使得他們能瞭解科技如何形成並能進而控

制這個複雜的社會，這是教育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綜合而言，傳播科技是「運用各種科技方式作為基本要素，將資

訊傳遞到接收者身上的整個過程」。因為中學階段的傳播科技教育是

整個教育環節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所以對於該階段的傳播科技課程，

必須要有整體與通盤的瞭解。以下就國內外的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教育

做整理與分析比較。 

三、國外傳播科技課程的內涵類 

國外的中學階段傳播科技課程，主要還是以美國的科技教育主

體，因為美國是科技教育做得最落實的國家之一，其科技教育也有相

當程度的成果，其整個科技教育的架構更是全球各國家的典範。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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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國外的中學階段傳播科技課程，整理列表分析： 

（一）Barden & Hacker（1990）出版的傳播科技（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一書中將中學傳播科技課程分為傳播的本質、

工程與電腦輔助繪圖、圖文傳播、照像及影像傳播、電子傳

播、未來傳播系統的整合等六單元。 

（二）Jones & Robb（1986）在發現傳播科技一書中將中學傳播科

技課程分為人類與科技、工業傳播、印刷處理、攝影、通訊

傳播、電腦傳播等六單元。 

（三）Seymour & Ritz（1987）出版探索傳播（Exploring 

Communication）一書，將傳播科技課程分為五大單元包括

傳播科技的介紹、工程製圖、圖文傳播、電子傳播、傳播科

技未來趨勢。 

（四）在伊利諾州所提出的工業科技適應課程中，傳播科技課程分

為六大單元，包括傳播科技的介紹、繪圖和設計、攝影、平

面設計、電腦傳播與處理與電子傳播。 

（五）南卡羅萊納州國中階段所安排的課程主要介紹科技的四大系

統：傳播、營建、製造與運輸，其中資訊與傳播系統包括繪

圖與設計、圖文傳播、攝影科技、電子傳播等系統介紹。

（Moore & Martin，1989）： 

（六）密西西比州科技教育課程中有關傳播科技的內涵為傳播科技

的介紹、測量與繪圖、電腦應用和電腦輔助繪圖、電子傳播、

圖文傳播、攝影傳播。 

（七）緬因州科技教育課程中將科技系統劃分為傳播、製造、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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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四大系統，每系統都以輸入—處理—輸出的概念加以介

紹，課程內容包括傳播科技介紹、傳播科技種類、輸入、處

理、輸出結果、與其他系統的關係。 

（八）Pedras & Jackson （1991）認為資訊與傳播科技包括傳播的

歷史、資訊的交換系統、視聽傳播產品、衛星和雷射等內容，

透過批判思考技能的訓練，經過實際工具和觀念的模擬、理

解，使得學生能夠實際應用傳播科技在日常生活中。 

四、國內傳播科技課程內涵分類 

國內的科技教育主要還是走美國的方向，但也參考各先進國家的

科技教育，並針對國內的教育現況與教育制度做調整，發展出適合我

國的科技教育課程。以下為我國中學階段傳播科技課程的相關文獻與

課程網要： 

（一）游光昭（1993）在「傳播科技之內涵」專題論述中指出，傳

播科技是探討系統的運作、系統型式及對人類的衝擊，換言

之，它是在研究傳播科技系統是如何將訊息作傳送與接收，

及對經濟、環境、文化、政治與社會的影響。將傳播科技的

系統類型分為電腦、製圖、光學、圖文設計、視聽傳播。 

（二）教育部於民國七十二年七月頒佈之國民中學工藝課程標準，

據以編輯而成之國中工藝課本，分為識圖與計畫的基本概念

與作法、資訊與生活、認識個人用微電腦、資訊工業概況、

電子計算機基本原理、程式設計的基本概念及程式設計的應

用、視聽傳播。 

（三）繼工藝課程之後，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三年頒佈實施之國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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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科技」課程，其主要內容分為四大類，分別為科技與生活、

資訊與傳播、營建與生活及能源與運輸。其中「資訊與傳播」

綱要為資訊與傳播系統的探討、識圖與設計、圖文傳播、電

腦應用、電子傳播。 

（四）教育部（1995）公佈的「高級中學家政與生活科技課程標準」，

將傳播科技課程分為資訊科技、圖文傳播、電子傳播等單元。 

（五）教育部自民國九十成立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專案小組，修訂高

級中學課程標修訂組織架構，至九十四年修正發佈「高級中

學課程暫行綱要」，包含總綱及各科課程暫行綱要（教育部，

2005）。生活科技的課程綱要將傳播科技部份分為傳播科技

與生活、傳播科技的發展與趨勢、傳播媒介、傳播流程、傳

播科技與法律、傳播科技的安全性、創意與專題製作。 

五、小結 

雖然國外所發展之資訊與傳播科技素養教育內涵架構與目標，並

不完全適用於國內，但仍有其參考價值，可參照其整體概念，並配合

國內傳播科技發展情形，進而發展出適合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教育的教

材。為方便探討中學階段的傳播科技教育的內涵架構，本研究將上述

的國內外傳播科技教育課程架構，整理出以下的中學播科技課程架構

表（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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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外的中學播科技課程架構表 

作者 課程單元 課程內涵 

傳播的本質 什麼是傳播、電腦在傳播中的角色 

工程與電腦輔助繪圖 素描、繪圖與插圖、工程圖學技術、產品繪圖、
電腦輔助繪圖與輸出 

圖文傳播 圖像設計與影像輸出、桌面與電子出版、影像
準備、影像轉換、完成 

照像及影像傳播 相機與底片、照片技術、暗房處理、動態影像

Barden & 
Hacker 

電子傳播 電流與電子、電話與傳真、廣播與電視、微波、
衛星、光纖、我們的挈技世界、錄製系統 

人類與科技 傳播與科技、傳播發展史 

工業傳播 工業的語言、設計與素描、製圖設備、幾何結
構、多視圖、尺度標註與尺寸數字 

印刷處理 圖像傳播、設計與輸出、平面印刷、網版印刷

攝影 攝影介紹、攝影的設備與底片、拍照、底片處
理、相片輸出 

通訊傳播 聲音系統、電視、程式控制 

Jones & 
Robb 

電腦傳播 電腦與你、硬體、軟體 

工程製圖 工程製圖的介紹、工程製圖的過程、工程製
圖、直角投影法、三視圖 

圖文傳播 圖文傳播的介紹、版面設計和製作、網版印
刷、凸版印刷、攝影 

電子傳播 電子傳播的介紹、電子傳播系統的基本電路、
電傳視訊、光纖通訊、音響傳播科技、傳播系
統、電腦和資料處理 

Seymour 
& Ritz 

傳播科技未來趨勢 傳播科技企業、傳播科技未來趨勢 

繪圖和設計的介紹 工業的語言、就業機會和職業展望、電腦繪圖

的應用及其影響、 

圖文傳播的介紹 發展歷史、圖文傳播的種類及其產出過程、就
業機會和職業展望、對未來的影響 

攝影科技的介紹 攝影的五項基本要素、相機的主要構造及使
用、底片材料的種類、暗房的設備及使用、基
本化學處理程式 

電子傳播介紹 發展歷史、電子傳播的過程、就業機會和職業
展望、對未來的影響 

南卡羅萊

納州國中
階段傳播
科技課程 

影響及未來發展 傳播系統的重要要素、各系統特徵和所受的限
制、對社會與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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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課程單元 課程內涵 

傳播科技的介紹 傳播科技的歷史及未來發展、行業類別及職業
展望、實驗室應有的安全措施及守則、研究與
工業之間關係、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 

繪圖和設計 基本應用及其要素、過程的步驟及技術、安全
原則、發展歷史及未來發展趨勢、行業類別及
職業展望、繪圖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 

攝影 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基本步驟、所需要的材
料人力經費與資訊、技術上的資源、歷史沿革
與未來發展、確認設備使用的安全原則、職業
類別與工作機會 

平面設計 確認基本應用、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複製技
術的設備與技巧和應用、行業資訊 

電腦傳播與處理（硬
體、軟體、應用） 

處理資訊的基本要素、基本術語與詞彙的瞭
解、電腦的基本應用、電腦處理資訊的過程所
需資源、正確使用電腦輸入、處理、輸出和儲
存設備、維護電腦軟體和硬體的方法、評估應
用電腦科技的優點和缺點 

伊利諾州
工業科技
適應課程 

電子傳播（電話、收音
機、電視、光纖通訊、
衛星） 

電子傳播科技的基本應用、不同電子傳播科技
所需的資源、基本電子傳播過程、評量對社會
和環境的影響、與電子傳播科技相關的行業、
電子傳播科技的電路特性 

傳播科技的介紹 對社會的影響、演進歷史中主要發現、領域中
最先進的科技的應用、視聽傳播相關的職業分
類、傳播過程中的進行步驟、系統與型態不同
種類的區別 

測量與繪圖 繪圖工具的使用、各種圖形的繪製、圖面符號
標示、等角圖 

電腦應用和電腦輔助
繪圖 

輸入與輸出硬體設備、電腦輔助繪圖軟體、應
用電腦輔助繪圖系統 

電子傳播 主要範圍、影響電子傳播發展的演進歷史、最
新發展、有關的詞彙、不同的電傳視訊系統、
設計傳播系統模式 

圖文傳播 圖文傳播方法的發展、圖文傳播所使用的印刷
技巧型態、廣告和工業產品標籤的印刷過程、
圖文傳播相關行業、圖文傳播所用設備和材料
的演進 

密西西比
州傳播科
技教育課
程 

攝影傳播 相機的基本形式和構造、快門和鏡頭的功能及
特性、照相機所採用的透鏡形式和特性、照相
機和攝影機與錄放影機的使用、底片曝光和照
片沖洗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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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課程單元 課程內涵 

傳播科技介紹 傳播系統定義、傳播系統的歷史、傳播功能—
資訊轉換 

傳播科技種類 視聽和圖文傳播、電子傳播 

輸入 需求、資源、考慮受限制的因素 

處理 產生（設計）、傳送（輸入）、管道（處理程式）、
接收（輸出/回饋） 

輸出結果 資料的產出與顯示、傳播科技對社會環境文化
政治與健康的影響 

緬因州傳
播科技教
育課程 

與其他系統的關係 在製造系統中的角色、在運輸系統中的角色、
在能源系統中的角色 

傳播系統的歷史 傳播系統的革新、演進歷史和發明 

資訊科技 解釋、模擬不同儲存和回饋系統 

視聽傳播 發展歷史、工作原理、實際操作 

衛星通訊科技 工作原理，不同種類 

光纖傳播 利用雷射光 

Pedras & 
Jackson 

電傳視訊 發展歷史、工作原理 

電腦 電腦簡介、硬體設施、電腦應用 

製圖 圖學概念、製圖與識圖、電腦輔助製圖 

光學 光學系統原理、照相原理 

圖文製作與設計 基本設計、圖文製作 

游光昭 

視聽傳播 電子媒體基本原理、視聽傳播系統概論、電子
零件識別及用途 

識圖與計畫 識圖與製圖、物體形狀的表達、物體大小的表
達、工作圖、設計與計畫、室內佈置圖 

資訊工業 資訊與生活、認識個人用微電腦、資訊工業概
況、電子計算機基本原理、程式設計的基本概
念、程式設計的應用 

國民中學
工藝課程
標準 

視聽傳播 視聽傳播之認識、家用視聽電器介紹、簡易電
子製品的裝置、視聽傳播之發展趨勢 

資訊與傳播概說 資訊與傳播範圍模式與影響 

識圖與設計 閱圖、認識設計理念 

圖文傳播 攝影、印刷 

電腦應用 電腦基本概念、文書處理、繪圖與設計軟體 

國民中學
生活科技
課程網要 

電子傳播 家用傳播器具、電子零件實作 

資訊科技 資訊與電腦、資訊與管理、電腦與通訊 

圖文傳播 圖文的編排與複製、識圖、製圖與設計 

高級中學
家政與生
活科技課
程標準 

電子傳播 電子傳播的基本原理、電子傳播器材、家用電
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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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課程單元 課程內涵 

傳播科技與生活 探討圖文傳播科技、電子傳播科技、資訊傳播
科技與生活的關係 

傳播科技的發展與趨
勢 

探究傳播科技相關資訊軟硬體系統相關的發
展、應用及趨勢 

傳播媒介 傳播科技主要的訊息交換媒介、方式及優缺點

傳播流程 探討傳播科技中訊息傳遞流程 

傳播科技與法律 探討傳播科技所帶來的道德與法律問題 

傳播科技的安全性 探討傳播科技相關的安全性問題 

高級中學
課程暫行
綱要 

創意與專題製作 利用文字、圖像、聲音或電腦清楚的表達，將
創意、構想與設計以實作呈現 

 

根據上述列表，國內外各個傳播科技課程單元皆有共通的項目，

將屬於相同概念的各單元歸類到同一傳播領域架構，整理分析如下： 

（一）電腦傳播，國內外傳播科技課程單元中將電腦傳播項目納入

其內涵的有： 

1. 電腦傳播，課程內涵包括了：電腦與你、硬體、軟體的介

紹與認識、電腦簡介、軟硬體設施、電腦應用。 

2. 電腦傳播與處理，課程內涵包括了：電腦的硬體、軟體與

應用。 

3. 電腦應用，課程內涵包括了：輸入與輸出硬體設備、電腦

基本概念、文書處理、繪圖與設計軟體。 

4. 資訊科技，課程內涵包括了：資訊與電腦、資訊與管理、

電腦與通訊、資訊科技的解釋、模擬不同儲存和回饋系統。 

5. 資訊工業，課程內涵包括了：資訊與生活、認識個人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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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資訊工業概況、電子計算機基本原理、程式設計的

基本概念、程式設計的應用。 

（二）圖文傳播，國內外傳播科技課程單元中將圖文傳播項目納入

其內涵的有： 

1. 工程繪圖，課程內涵包括了：素描、繪圖與插圖、工程圖

學技術、產品繪圖、工程製圖的介紹、工程製圖的過程、

工程製圖、直角投影法、三視圖。 

2. 圖文傳播，課程內涵包括了：圖文傳播的發展歷史、圖文

傳播的種類及其產出過程、就業機會和職業展望、對未來

的影響、印刷、圖文的編排與複製、識圖、製圖與設計。 

3. 工業傳播，課程內涵包括了：工業的語言、設計與素描、

製圖設備、幾何結構、多視圖、尺度標註與尺寸數字。 

4. 平面設計、繪圖和設計，課程內涵包括了：繪圖與設計的

基本應用及其要素、過程的步驟及技術、安全原則、發展

歷史及未來發展趨勢、行業類別及職業展望、繪圖對社會

和環境的影響。 

5. 測量與繪圖，課程內涵包括了：繪圖工具的使用、各種圖

形的繪製、圖面符號標示、等角圖。 

6. 識圖、製圖與設計，課程內涵包括了：圖學概念、製圖與

識圖、電腦輔助製圖、識圖與製圖、物體形狀的表達、物

體大小的表達、工作圖、設計與計畫、室內佈置圖。 

7. 印刷處理，課程內涵包括了：圖像傳播、設計與輸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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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印刷、網版印刷。 

（三）影像傳播，國內外傳播科技課程單元中將影像傳播項目納入

其內涵的有： 

1. 照像及影像傳播，課程內涵包括了：相機與底片、照片技

術、暗房處理、動態影像。 

2. 攝影，課程內涵包括了：攝影介紹、攝影的設備與底片、

拍照、底片處理、相片輸出、攝影的五項基本要素、相機

的主要構造及使用、底片材料的種類、暗房的設備及使用、

基本化學處理程式。 

3. 光學，課程內涵包括了：光學系統原理、照相原理。 

（四）通訊傳播，國內外傳播科技課程單元中將影像傳播項目納入

其內涵的有： 

1. 電子傳播，課程內涵包括了：電流與電子、電話與傳真、

廣播與電視、微波、衛星、光纖、我們的挈技世界、錄製

系統、電子傳播的介紹、電子傳播系統的基本電路、電傳

視訊、光纖通訊、音響傳播科技、傳播系統、電腦和資料

處理、主要範圍、影響電子傳播發展的演進歷史、最新發

展、有關的詞彙、不同的電傳視訊系統、設計傳播系統模

式、家用傳播器具、電子零件實作、電子傳播的基本原理、

電子傳播器材、家用電子產品。 

2. 通訊傳播，課程內涵包括了：聲音系統、電視、程式控制、

衛星通訊科技、光纖傳播、電傳視訊。 



 - 22 -

3. 視聽傳播，課程內涵包括了：發展歷史、工作原理、實際

操作、電子媒體基本原理、視聽傳播系統概論、電子零件

識別及用途、視聽傳播之認識、家用視聽電器介紹、簡易

電子製品的裝置、視聽傳播之發展趨勢。 

綜合國內外各傳播科技課程，本研究整理出最普遍且適用的中學

階段傳播科技教育的內涵架構，其主要分為「電腦傳播」、「圖文傳

播」、「影像傳播」、「通訊傳播」等傳播科技的四個領域，每個領域下

都有其分項單元，參考各課程的內容，將每個單元中的概念項目找

出，以構成本研究的「中學階段傳播科技內涵架構與概念項」初稿，

說明如下： 

1. 電腦傳播： 

（1）電腦介紹：包括電腦的演進、電腦的型式、莫耳定律、

類比數位、二進位、位元與位元組等概念。 

（2）電腦硬體：包括輸入、輸出、控制、記憶、算術與邏

輯運算等概念。 

（3）電腦軟體：包括應用軟體、系統軟體、電腦病毒等概

念。 

（4）電腦網路：包括連線方式、網路配備、上網方式、網

路服務、通訊協定、資訊安全等概念。 

2. 圖文傳播： 

（1）識圖與製圖：立體圖、平面圖、尺寸標註、製圖設備、

CAD & CAM等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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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刷的要素：原稿、印墨、印刷版、印刷機、被印物

等。 

（3）印刷的方法與應用：凸版、凹版、平版、網版、無版

等。 

3. 影像傳播： 

（1）光學系統與原理：光的三原色、透鏡成像、焦距等。 

（2）攝影的配備：傳統與數位相機、動態影像、鏡頭、底

片、腳架、閃光燈等。 

（3）攝影的方法：景深、光圈與快門、背光、補光等。 

（4）影像資料的記錄與保存：解析度與像素、檔案格式、

每秒張數、儲存裝置等。 

4. 通訊傳播： 

（1）通訊傳播的原理：編碼、傳送、接收、解碼、頻率、

載波、頻道等。 

（2）通訊傳播的配備與應用：電話、電視、SNG、GPS、

無線數據服務、衛星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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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概念的意義與分類階層 

本節從概念的意義、概念的分類方式著手，進而探討 CLD 理論

中概念的發展層，將概念做連續層次上的分類，分述如下： 

一、概念的意義 

所謂「概念」（concept），是個人知識體系中的基本單位（徐綺

穗，1995），也是學習的基本單位，是瞭解思考的基本工具（Beasley 

& Heikkenen，1983）。當一組特別的物件、記號或者事情，具有共同

的特性，擁有一個共同的符號或名稱，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概念

（Tennyson & Merill, 1972）。所以說概念是個人在同一類的物件或事

件中，找出其共同的重要特徵，並利用此重要特徵去認識新事物；若

符合此特徵，便將之歸為同一類，此共同的重要特徵即為個人對此事

物的概念（Pella,1966）。 

概念可以是一種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的觀念、符號或意

念，使個體能概括抽象及理解的事物，而表現在有層次的結構上即概

念結構（歐陽鍾仁，1991）。概念是依據某些事物共有的重要屬性或

特徵將它歸於一類，在瞭解一個概念後可以看出它分類的規則，並且

找出此概念與其他概念間的相關性以及差異性（黃台珠，1984）。Piaget 

& Lnhelder（1969）認為概念是智能的內容。趙寧（1996）強調機能

的概念是知覺的必要條件。根據科學教育學者的解釋，認為概念是一

種從一件或多件事物、事件或過程之中，其所具有的性質中所抽取出

來，有次序的訊息（宋志雄，1992）。所以說概念是透過經驗的聯想，

統整而成的，並可與已知的概念或相似的概念作比較。 

概念可以用來代表一具有共同特性的事物或事件，例如「人」、「紅

色」等概念；概念也可指透過同類事物的各種經驗而形成的概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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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張春興，2001；鄭昭明，1997）。黃台珠（1984）指出概念是

一個名稱或符號用來代表具有共同屬性的一類事物，而這符號的命名

是為了與其他人溝通，它同時也可以供個人認知結構中構成概念之使

用。所以概念可用來瞭解許多獨立的事物及其間的關係，並作垂直、

水平及側向學習轉移的基礎。而概念的存在和應用，其目的在於協助

人們對複雜的現實世界作概括的分類或反應，使人類在沒有直接的經

驗條件下獲得抽象觀念；這些觀念可用於新情境的分類，也可用作同

化和發現新知識的固定部份（邵瑞珍、皮連生，1989）。 

從認知心理學的觀點，以為在概念形成的過程中，個體是主動的

參與者，它根據情境中顯示的線索，提出自己的假設，然後經過不斷

考驗、修正、證明的過程，最終形成概念，認知論者並將概念學習視

為是思考與解決問題的歷程（邵瑞珍，皮連生，1989）。而個體之所

以會學習概念，以認知論的觀點，概念學習是個體對環境的適應。由

於個體在環境中的適應，主要是由於已有的認知結構失去平衡，要恢

復平衡，故而需要適應。個體的適應方式，有時同化、有時調適，端

視環境中的條件而定。個體已有的認知結構，就是已有的概念；經同

化、調適而改變過的新認知結構，就是形成的新概念，因此，可說概

念學習的歷程就是認知結構改變的歷程（張春興、林清山，1989）。 

根據上述的說法，我們可以將概念定義為「學習知識體系中的基

本單位，是瞭解思考的基本工具」，是一種認知過程的觀念、符號或

者意念，使個體能概括及理解事物。所以說概念學習的歷程就是認知

結構改變的歷程。概念有分類、理解、測測、推理與溝通等功能，而

且每個概念皆有層次上的差別。 

二、概念的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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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的分類與發展階層的理論很多，很多學者都提出不同的看

法，本研究採用「概念的學習與發展理論（CLD 理論）」，因為其最

為常被學者引用，且又符合本研究發展傳播科技概念的需求。此理論

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 Herbert J. Klausmeier提出的概念理論，再

加上 Ghatala、Frayer等人的補齊使之完備。 

CLD 理論關注於四個連續層次：具體階層、辨識階層、類別階

層、形式階層等四個階層（圖 2-2）的概念獲得，以及概念在了解原

則、分類關係、解決問題上的應用（引自林生傳，1996）。CLD 理論

是表示同一概念以四個階層來達成，並不是表示四個概念。具有可辨

別的屬性及可辨認的例子之概念學習都可分成四個階層來學習，但並

不是每一個概念的達成都是四個階層，有的只能分成兩個或三個階

層，但保持相同的次序（洪志明，1993）。概念的學習達到具體和辨

認階層時，只能解決簡單的問題及作整體粗略的感官察覺而已。概念

學習達到分類和活用階層時，可從新遇到的事例找出通則並找出其他

概念的相關性，進而在新的情境中解決問題。 

 

 

 

 

圖 2-2  概念學習四個連續發展的層次 

資料來源：Klausmeier, 1985 

 

（一）具體階層（Concert level）：為具有認識並記住一個概念例子

具體階層（concert level） 

辨識階層（identity level） 

分類階層 （classificatory level） 

形式階層（form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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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力。學習者可以辦認出曾接觸過的事物，如「電腦」這

個概念，當第一次看見電腦後，爾後再看見電腦，可以正確

辨認出「電腦」，即是達到具體階層。其學習者的認知情況

如下：  

1. 要注意事物很容被易發覺的特徵。 

2. 能很輕易的從其他的事物中分辨出曾接觸過的事物，並且

記住這個區分的方法。 

在本研究中將具體階層引申為可以完整認識一種傳播科技性質

的概念。 

例題 1. 目前電腦的資料運算方式是採用何種進位方式？ 

（1）二進位 
（2）十進位 
（3）十二進位 
（4）十六進位 

說明：這個題目主要是要測量電腦傳播中「二進位」的這個概念。

本題目的呈現符合具體階層中的各個要點，測量學習者是否

可以在學習過電腦的是採用二進位的運算方式後，就可以很

容易的在各種不同的進位方式中找出正確的答案。也就是要

學習者能清楚的知道電腦的資料運算方式是採用何種方式

運作。 

例題 2. 一般而言，若工作圖沒有說明尺寸的單位，則所表示的尺

寸為何？ 

（1）公尺 
（2）公寸 
（3）公分 
（4）公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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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這個題目主要是要測量圖文傳播中的「尺寸標註」這個概念。

本題目的呈現符合具體階層中的各個要點，測量學習者在學

習過尺寸標註之後，是否可以很容易的就辨認出若沒有另外

說明尺度，「公厘（mm）」就是一般尺寸標註中最常採用的

尺度。看看學習者是否能清楚預設尺寸是那一個。也就是要

學習者能知道工作圖若沒有說明尺寸的單位，其尺寸的單位

就是為何。 

例題 3. 大部份的數位相機都是使用何種物品記錄影像資料？ 

（1）磁片 
（2）可錄式光碟片 
（3）記憶卡 
（4）底片 

說明：這個題目主要是要測是影像傳播中的「儲存裝置」這個概念。

題目的敘述直接具體，符合具體階層的要點，要測量學習者

是否能知道記憶卡是數位相機最普遍的儲存裝置。要求學習

者能知道一般數位相機的影像就是以何種方式記錄的。 

（二）辨識階層（Identity level）：為具有認出一個概念之兩個例子

的能力。說出已學習過的例子，之前學習的事物，以不同的

角度、形式出現時，仍然可以辨認且說明，如「筆記型電腦」

雖然改變了外觀樣式，但基本上仍具有電腦的概念，能清楚

的說明並將歸類筆記型電腦為「電腦」的概念，就是達到辨

識階層。其學習者的認知情況如下： 

1. 具有認出一個概念之兩個例子的能力。 

2. 在辨識層次時，概念可經由其他的感官經驗而學習，包括

聽、觸覺或嗅覺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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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前學習的事物，以不同的角度、形式出現時，仍然可以

辨認出來，就是達到識別層次的標準。 

在具體層次時，僅涉及從其他物體區分一個物體；而在辨識層次

不僅是從其他物體區分相同物體的不同形式，而且能概括特定物體的

形式為相同的東西。在本研究中將辨識階層引申為可以概括比較不同

形式傳播科技性質的概念。 

例題 1. 下列那一種電腦具有易組裝，易升級的優點？ 

（1）工業電腦 
（2）桌上型個人電腦 
（3）筆記型電腦 
（4）伺服器電腦 

說明：本題目主要是要測量電腦傳播中的「電腦的型式」這個概念。

在辨識階層的題目中，是要測量學習者可否在相同種類的概

念或物品中，辨認出屬於某物品的特性。本題目就是要測量

學習者可否在電腦的各種不同的型式中辨認出每個型式的

優點，找出最符合題目敘述的電腦型式。也就是要求學習者

能在「桌上型、筆記型、工業型、伺服器」等各種不同型式

的電腦中，可以概括比較出那一種電腦具有那一種特性。 

例題 2. 協助使用者操控電腦各項運作的軟體是那一種？ 

（1）系統軟體 
（2）資料庫軟體 
（3）文書處理軟體 
（4）多媒體編輯軟體 

說明：這個題目主要要測量電腦傳播中的「電腦軟體」這個概念。

本題目要測量學習者能否在各種電腦軟體中能在「系統軟

體、資料庫軟體、文書處理軟體、影像處理軟體」等各種不

同的軟體中，可以概括比較那一種軟體具有那一種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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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 3. 下列對於人造衛星的敘述何者錯誤？ 

（1）可以傳回氣象資料 
（2）可以轉傳世界各地的新聞 
（3）同步衛星是與地球的同步轉動 
（4）人造衛星在廣大的太空中沒有碰撞的可能性 

說明：這個題目主要是要測量通訊傳播中的「衛星」這個概念。要

測量學習者能否在各種不同的人造衛星的各種敘述中，辨識

出那一個敘述是錯誤的。 

（三）分類階層（Classificatory level）：為具有認出一個概念之兩

個例子以上的能力，並能概括出此概念的通則，推論至新的

例子。對於同類東西兩個以上不同的例子，依不同的屬性分

類，再遇見屬於同屬性的事物時能將其推論並歸類於同種概

念，例如在一群應用軟體中，能分類成文書處理、影像處理

與多媒體應用等類，其心智運思的歷程如下： 

1. 對這類事物至少兩個例子中能夠注意到較不明顯的屬性。 

2. 能辨別正例（example）與非例（nonexample）之差別。 

3. 在不同的情境或型態中能將同類的例子概括在一起，並記

住此一概括的法則。 

4. 對於同一類東西兩個以上不同的例子，會依不同的屬性分

類。 

在本研究中將分類階層引申為可以將同一種傳播科技的概念歸

類與比較，對於同性質概念的敘述，能找出何者正確，何者不正確。 

例題 1. 對於數位與類比資料的敘述，何者正確？ 

（1）數位資料具有多次複製而不易失真的特性 
（2）目前大多數電腦使用的是類比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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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音資料使用類比型式效果會較好 
（4）VHS 錄影帶就是數位資料的一種 

說明：這個題目主要是要測量電腦傳播中的「類比與數位」這個概

念。在類推階層中，最主要是要能在各個敘述中找出「正例」

與「非例」並能分析比較優缺點。本題目是要學習者能在「數

位資料」與「類比資料」的敘述中，可以找出正確的敘述與

比較，分辨出正例與非例。符合類推階層的特點。 

例題 2. 鉛筆上常有 B與 H 兩英文字，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1）6B的鉛筆比 5H的鉛筆還硬 
（2）畫電腦卡，一般使用 2H的鉛筆較為何適 
（3）6B的鉛筆的軟硬度較適合用來工程製圖使用 
（4）硬度越高的鉛筆畫起來顏色越淺 

說明：這個題目主要是要測量圖文傳播中的「製圖設備」這個概念。

要測量學習者是否可以針對鉛筆上的「B」與「H」的敘述

中，可以找出正確的敘述與比較，分辨出正例與非例。 

例題 3. 對於「頻率」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1）固定時間內訊號的週期次數 
（2）頻率越高其能量越高 
（3）人耳可接受到的聲音頻率範圍約為 20HZ~20000HZ 
（4）動物可接受的音頻範圍與人耳相同 

說明：這個題目主要是要測量通訊傳播中的「頻率」這個概念。要

測量學習者是否可以瞭解「頻率」的各種特性，能否分辨出

正例與非例，並能找出正確的與錯誤的敘述，且能瞭解頻率

的各種特性。 

（四）活用階層（Formal level）：為具有區分出一個概念的鑑別性

屬性和不相關屬性之正例與非例的能力並解決問題。學習者

可以正確的辨別概念例子，說出概念名稱，並可以具體的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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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某項概念的定義屬性，且能夠清楚的分辨此概念與其他類

似概念的差異之處，比較出其異同，如學習者可以依自己歸

納屬性建立的假設，辨別不同橋樑結構的概念，並驗證假

設，比較出各種結構的特性與使用時機及其異同之處。其學

習者的認知情況如下： 

1. 為具有區分出一個概念的鑑別性屬性和不相關屬性之正例

與非例的能力並解決問題。 

2. 學習者可以具體地說明某項概念所代表的意義，了解它的

一般與獨特之屬性，能夠分辨與此相似的概念其差異之所

在，而且能夠給予概念清楚地、普遍接受的定義。 

在本研究中將活用階層引申為可以活用各種傳播科技概念，並能

判斷正確與錯誤的方式來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 

例題 1. 電腦病毒常造成很大的損失，下列何者不能有效避免電腦

病毒？ 

（1）隨時更新防毒軟體的掃毒引擎與病毒碼 
（2）不隨便將公用電腦的資料複製使用 
（3）收到有附加檔案的郵件要小心僅慎，確認安全後再開啟使用 
（4）收到來路不明的郵件應先打開後，確認沒有用處就立刻刪除 

說明：這個題目主要是要測量電腦傳播中的「電腦病毒」這個概念。

活用階層主要的特性就是除了要辨別正例與非例外，還要能

應用在現實生活中以解決所面臨的問題。對於生活所常遇到

的問題做了詳儘的敘述，讓學習者有現實情境的模擬，並能

依自己的認知概念做出正確的判斷。這個題目是要測量學習

者是否對於「電腦病毒」這個概念能有正確的認識，並能對

於其可能造成的影響能知道該如何的處理，活用整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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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決可能面臨的問題。 

例題 2. 對於相機的使用下列何者不正確？ 

（1）用單手握相機方便拍攝 
（2）光線不足時可用閃光燈增加照明 
（3）使用大光圈可以縮短景深，突顯主題 
（4）使用高速快門可以補捉快速移動的物體 

說明：這個題目主要是測量影像傳播中的「攝影的方法」這個概念。

要測量學習者是否對於「相機」的使用概念能有清楚的認

識，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的各種不用攝影需求，可以運用正

確的使用概念，解決各種問題，滿足需求。 

例題 3. 衛星導航裝置是先進的行車幫手，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1）必需結合 GPS（全球定位系統） 
（2）需預載電子地圖配合 
（3）只能裝置在汽車內使用 
（4）可結合行動電話系統成為行動袐書 

說明：這個題目主要是要測量通訊傳播中的「衛星導航」這個概念。

要測量學習者是否能對於「衛星導航」的概念能有正確的認

識，可以知道其所需的配備，運用的時機與方式，能利用這

些概念提升各種行車功能，以達解決人類行車路線上的各種

問題。 

三、小結 

綜合而言，我們把概念定義為：「概念是學習的基本單位，是具

有共同屬性之事物的總稱」。人們創造概念，賦予它們一組語言名稱

或符號，並且把它們直接或間接地教授給其他人。概念是人類所創造

的，一直存在人的心智中，同時存在各文化中，概念是人類學習過程

中極重要的一環，擁有正確的概念可以讓學習更加得心應手。透過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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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的學習與傳達，學習者才能習獲新知識，並且據以產生新概念。概

念用來傳遞人類文明中最寶貴的資產：「知識」。而概念的發展階層可

以分為「具體、辨識、分類、活用」四個連續階層，並引申出各階層

在本研究中所代表的意義，分述如下： 

（一）具體階層：可以完整認識一種傳播科技性質的概念。 

（二）辨識階層：可以完整認識另一種不同形式的傳播科技性質的

概念。 

（三）分類階層：將同一傳播科技的概念歸類與比較。 

（四）活用階層：活用各種傳播科技概念，並能判斷正確與錯誤的

方式來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 

利用這四個發展階層，我們可以將配合先前探討出的「中學階段

傳播科技內涵架構與概念項目」，初步設計成中學生傳播科技概念雙

向細目表（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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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傳播科技概念雙向細目表 

 具體階層 辦識階層 分類階層 活用階層 

電腦傳播     
圖文傳播     

影像傳播     

通訊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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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傳播科技量表的發展過程 

測驗量表的編製方法，會因測驗種類的不同而異，也會隨測驗目

的的差異而不同。本研究要發展出一套合適之測驗量表，除了根據「量

表的發展：理論與應用」（吳齊殷譯，1999）一書外，也參考各類測

驗或量表的編製的共通程序（周文欽，1996；林建仲，1997；徐妙琴，

1994；郭生玉，2000）。一般來說，發展量表之具體程序可分為：（1）

將量表內容做清楚定向；（2）設計雙向細目表；（3）預試題目編製；

（4）請專家檢視最初的題目問項；（5）對選定之樣本進行問項預試；

（6）利用問項結果分析、評估問項；（7）信效度考驗；（8）選題編

組正式題本。以下簡略說明各程序之內容： 

一、將量表內容做清楚的定向： 

（一）理論作為澄清概念的輔助：想要將科技概念量表內容構想清

楚，前提是必須先清晰的構思想要測量的內容。要清楚的構

想傳播科技量表內容，必須對傳播科技之內容有正確且足夠

的瞭解，如此量表的內容才不會被導入錯誤的定義，因此量

表必須根基於實質理論，理論可以澄清我們的概念，並提供

一個正確的方向。而本研究所要測量的是中學生的傳播科技

概念，雖然過去文獻沒有很明確的將傳播科技概念的內容做

清楚的定義，但是可以針對傳播科技與概念的定義以及其內

容分項做完整文獻的探討，以加強科技概念的理論基礎，做

為編製的依據。 

（二）具體化可以幫助概念之澄清：測量一個概念該具體化到什麼

程度也是一項非常重要之議題，因為量表有時用來測量一項

非常明確之行為，或是一個概念模糊之構念。當變項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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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具體明確時，變項間會有最強的相關。本研究要發展的是

一個目標明確，問項具體的量表，可以將想要測量的傳播科

技概念項目很清楚的傳達給受測者。 

（三）清晰的知道有何內容應該被包括在測量之中：依據文獻探討

將傳播科技概念的分項內涵界定清楚，並依雙向細目表來逐

一發展各個層次的傳播科技概念量表，以確實的避免混淆的

情況。 

二、設計雙向細目表 

雙向細目表是編製量表的藍圖，是命題的依據。雙向細目表可以

敘述題數及性質，製者只要依細目表擬定編製題目，便可編製出一份

良好的量表（王文科，1995），並可提高其內容效度。本研究依據文

獻的理論基礎，擬定傳播科技概念量表的雙向細目表，並依此表逐步

發展題目問項。 

三、預試題目編製 

編製測驗或量表題目時，依類型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原則，須考

慮到題數、題型、題幹、選項計分式及命題的技術等。在命題類型中，

由於選擇題能適用於各種性質不同的材料，可以測量到各種不同層

次，而且易於實施、作答方式簡單、易於計分是各類試題中使用最廣

泛的一種，但是在命題方面需要更多的技巧和時間（林建仲，1997；

郭生玉，2000；陳英豪、吳裕益，1996）。下列原則可供編擬選擇題

時的參考： 

（一）敘述題幹時，應力求清晰明確，但避免過於冗長。 

（二）要包含問題的主旨，要力求完整，避免被選項分割成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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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儘可能以正面陳述的方式來敘述題幹，若用否定敘述時，否

定字宜加線表示或用粗體字書寫，以提醒填答者注意。 

（四）每題的問項數宜求一致，至少三個或不超過五個。 

（五）不要含有明確錯誤之選項且要避免含有不相關或不重要之隱

涵或線索。 

（六）將每一選項放置一行，且標準答案必定是正確的或是最佳的

答案。盡量少用「以上皆非」、「以上皆是」為選目，而且正

確答案不要集中於某一選項，應均分於各選項。 

（七）問項使用之詞彙用語應該考量受測者之閱讀及理解能力，且

要清晰而不含糊的，要讓受試者很清楚的明白重點的所在。 

四、請專家檢視最初的題目問項 

為了達到量表內容效度之最大化，在預試題目發展完成後，諮請

一群對於該傳播科技概念內容有深入瞭解之專家學者進行問項之初

步審視工作，以提升量表完成後之有效性。由這方面的專家審視這些

問項，評估每個問項與所欲測量的現象之間是否適切，並評估問項的

清晰度與簡要性。另外專家可以針對問項所使用之用字遣詞，提出較

為簡潔有力之建議。當專家審核題目後，要依專家的審想意見，修正、

調整題目問項，或擬定增加或刪減。 

五、對選定之樣本進行問項預試 

Nunnally（1978）年曾說在量表發展時，樣本的基本議題牽涉到

從假設的問題領域中抽樣，為了要確定問項之適當性，樣本要大到足

以消除受測者的變異性，這是個重要的著眼點，Nunnally建議 300



 - 39 -

個人是個發展樣本適當之數量，若要使樣本能更具有代表性，則建議

樣本數為問項數目之十倍。本研究採用的樣本人數約為預試題目數的

十倍。 

六、利用問項結果分析、評估問項：確定預試題目及使用適當大小且具

代表性之樣本施測後，便是評估個別問項之時候了。選出合適之問

項組合成為最後之量表。 

七、信效度考驗 

初步篩選題項後，對適當樣本進行施測，再進行信效度的考驗。

當蒐集研究資料時，判斷量表品質的基本標準包括：信度與效度。所

謂信度，指的是經由量表所量測出分數的一致性、可靠性或穩定性，

即可靠的程度；而效度則是指一個測驗或工具能測量它所希望測量之

特質的程度，即有效的程度。 

（一）信度：本研究使用的信度考驗為內部一致性信度： 

內部一致性所關注的是組成量表之問項間的同質性，也可以說，

當一個量表的問項與其潛在變項間有很強的關係，則這些變項彼此間

也將會有很強的關係。因此，一個量表的問項彼此間高度相關，代表

其測量相同的事情，是內部一致的。有數種方式可以獲得內部一致性

信度，包括：當日重測法、折半法、庫李法、α係數法。一般而言，

內部一致性就視同庫李信度，其應用較其他方法為廣。在量表中，各

分量表的信度係數通常會較總量表之信度值低，因為信度為量表題數

的函數，分量表或測量構面所含的題數較少，因而信度係數會較總量

表低。如以問項間的相關性來看，相關性越高，則各個問項的信度越

高，而問項的信度越高，整體量表的信度越高越好。Nunnally（1978）



 - 40 -

建議信度值為 0.70是一個較低但還可接受的數值。信度值低於 0.60

完全不接受；0.60-0.65之間最好不要；0.65-0.70是最小接受值

0.70-0.80相當好；0.80-0.90非常好；0.90以上可能要考慮刪減量表

（吳齊殷，1999）。 

（二）效度：信度所關心的是一個變項影響一組問項的程度，而效

度所關心的是此變項是否為問項共變的基礎原因，效度並非

是全有或全無的概念，而是程度上的差別。本研究使用的效

度為：邏輯效度、內容效度。 

1. 邏輯效度：又稱為表面效度。所欲量測的概念明顯的包含

在問項中，稱為具有邏輯的效度。  

2. 內容效度：一個量表的問項能夠充分的涵蓋所欲測量的概

念，換句話說，當量表的問項由全體適當的問項中隨機選

取而來時，此量表是有內容效度的。使用上通常以學者專

家的判斷為主，評價所編製的問項是否可以量測所欲測量

的內容，另一方面，APA與 AERA則認為邏輯效度是內容

效度的一種特例。  

八、選題編組正式題本 

試題分析完成後，即可依據各試題的量化數據（如難度指數和鑑

別度指數）及專家的審核意見，選取最適切的題目，以組合成正式測

驗或量表。首先應將鑑別度較高的試題選出，其次再就已選出之題試

中，選出難度指數適中者，惟尚需選出少數較難及難易的試題，使整

個測驗或量表難度之分配，近似於常態。最後，應檢查鑑別度與難度

指數符合要求的試題，在內容與其所測量的比率，是否與編製測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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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表時所擬定的雙向細目表相一致，必要時，須再加以適當的調整，

使整個測驗或量表具有相當的內容效度（黃光雄、簡茂發，1990）。 

而測驗或量表編製者經上述原則選取了足夠的題目，欲將其正式

彙編在一起時，尚需考慮如下的問題： 

（一）測驗的長度：以一小時內可完成者為佳（郭生玉，2000） 

（二）題目的編排（陳英豪、吳裕益，1996；周文欽，1996）： 

1. 題目的排列要由易而難。 

2. 將測量相同學習結果的試題編排在一起。 

3. 儘可能將同一類型的題目組合在一起。 

（三）設計答案紙（周文欽，1996）： 

1. 受試者的基本資料。 

2. 受試者作答的地方：務必要明確、清晰的呈現作答方式，

且亦要便於計分及分數的呈現。 

（四）作答的說明：作答說明係以比較簡單文字說明以下事項： 

1. 測驗或量表的實施目的。 

2. 測驗或量表的施測時限。 

3. 作答的方法。 

4. 計分的方法。 

5. 其他應注意事項。 

總而言之，本研究要發展出一套合適之測驗量表，參考各測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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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表的文獻，整理出傳播科技概念量表之具體發展程序為： 

（一）將量表內容做清楚定向：利用完整的文獻探討，確定量表的

範圍、內容與方向。 

（二）設計雙向細目表：整理傳播科技的概念項目，並依專家意見

修改調整後定稿，結合概念的發展階層得「傳播科技概念量

表之雙向細目表」。 

（三）預試題目編製：依據雙向細目表，編製預試的題目初稿。 

（四）請專家檢視最初的題目問項：請專家審視預試題目初稿，並

依其意見刪除或修改後完成「傳播科技概念量表預試題目」。 

（五）對選定之樣本進行問項預試：選擇適合年齡、範圍、數量之

預試樣本做施測。 

（六）利用問項結果分析、評估問項：利用各種資料分析方法進行

資料分析。 

（七）進行信效度考驗：考驗整份量表的信效度。 

（八）選題編組正式題本：依據資料析的結果，選出適當的題目，

完成正式的「傳播科技概念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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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S-P表學習成就評量 

一、S-P表簡介 

所謂 S-P表即為 S表與 P表合併的一種表格，其中 S代表學生

（student）的簡稱，而 P代表問題（problem）的簡稱。是一種將學

生在試題上的作答反應情形予以整理分析的方法，其目的在獲得每位

學生的學習診斷資料，與每個題目的試題診斷資料，以提供教師實施

有效的學習輔導，並能檢視題目的優劣，修改調整成最佳題目。日本

學者佐騰隆博（Takahiro Sato）是首先提出 S-P曲線理論及注意係數，

後經美國學者研究與提倡，在美、日中小學進行應用研究，現已成為

教學評量及測驗編製的重要工具（余民寧，2004）。本研究運用此表

來檢測傳播科技概念量表題目的適用性，以篩選適當的量表題目。 

而 S-P表分析（student-problem chart ）是指以題目為單位，也

就是每一題均看成相同權重，針對學生的考試得分（S表）與問題的

答題情形（P表），分別排序整理，從整理後呈現出的 S曲線與 P曲

線合併，而得 S-P曲線圖。在製成 S-P曲線圖之後，再針對所繪製的

S-P曲線圖去作分析，以反應出學生的學習適應情況，以及所設計的

試題是否適當等等有關教學成效的問題，進而提供合宜的教學建議。 

此表用來記錄全班學生對一份試卷中每一題目作答的情形，「1」

表示答對，「0」表示答錯。試題反應表中每一列顯示每一位學生對全

部題目的答案，每一行顯示全班學生對每一試題的作答情形。整理後

可以畫出 S曲線與 P曲線，該表就是完整的 S-P表。S曲線顯示出學

生的成就水準和分數的分佈情形。而 P曲線表示學生對試題的瞭解程

度和難度。在理想的狀態下，S曲線的左邊都是「1」，右邊都是「0」。

在理想的狀態下，P曲線的上方都是「1」，下方都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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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S-P表時，要先將 S和 P曲線畫成平滑曲線，再從曲線的位

置和形狀加以判讀所代表的意義。表中 S曲線以左的部分（包含 0

與 1的總個數）或 P曲線以上的部分，占整個 S-P表面積的比例，即

表示該測驗的平均答對率。從 S曲線的位置可以看出學生的學習成就

所達成的程度，而 P曲線可以看出每道試題的答對人數，亦可看出每

道試題被學生答對程度的分佈情形（如圖 2-3）。 

試題號碼 P

S 5 2 3 9 6 10 4 7 1 8 
總分

3 1 1 1 1 1 1 1 1 1 1 10 

6 1 1 1 1 1 0 1 1 1 1 9

5 1 1 1 1 1 1 1 1 0 0 8

2 1 1 1 1 0 1 0 1 0 1 7

7 1 0 1 1 1 1 1 1 0 0 7 

10 1 1 1 1 0 1 1 0 0 1 7 

4 1 1 0 1 1 1 0 0 1 0 6

1 1 1 0 0 1 0 0 0 1 0 4

8 1 1 1 0 0 0 0 0 0 0 3

學

生

座

號 

9 0 0 1 0 0 0 0 0 0 0 1

答對人數 9 8 8 7 6 6 5 5 4 4 62 

 

  S 曲線  P 曲線 

圖 2-3  S-P 表例圖 

 

二、注意係數 

S-P表可以針對各別的學生和試題算出其注意係數，分別為學生

注意係數（caution index for students簡稱 CS）及試題注意係數（caution 

index for items簡稱 CP），是一種判斷學生及試題是否異常的指標。

即注意係數為實際反應情形與完美反應情形之間的差異。當 CP或

CS在 0與 0.5之間，表示該試題或該學生不尋常的情況不嚴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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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容許的範圍之內，因此不用給任何標記，表示正常。當 CP或

CS在 0.5與 0.75之間，表示該試題或該學生不尋常的情況嚴重，應

該注意，所以給一個星號（*）標記表示試題尚可以接受，但可能需

要注意。當 CP或 CS大於 0.75，表示該試題或該學生不尋常的情況

非常嚴重，應該特別注意，所以給兩個星號（**）標記，表示試題差，

建議刪除。（表 2-3） 

表 2-3  學生問題表分析標準 

注意指標 標記 試題評鑑 

0與0.5之間 無 非常優良 
0.5與0.75之間 * 尚可，但可能需注意 
大於0.75 ** 差，建議刪除 

資料來源：余民寧，2004 

 

三、S-P表的應用 

根據 S-P表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將試題診斷分析出下列資訊，

如（圖 2-4）與（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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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試題相當合適，可以用作區別底
成就與其他學生的不同 

A' 
試題恐含有異質成份，需要局部修
正，或試題中含有拙劣選項 

100％ 
 
 
 
50％ 
 
 
 

B 
試題的困難度高，適合用作區別
高成就者的好試題 

B' 
試題極為拙劣，含有相當異質成份在
內，可能資料有誤或題意含糊不清，
必須加以修改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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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試題診斷分析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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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心大意，不 
小心造成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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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再用功一點 

B' 
偶而且心，準備不 
充份，需要再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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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力不足，學習不夠充 
份，需要更加努力用功 

C' 
學習極不穩定，具有隨興的讀書習
慣，對考試內容沒有充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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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學生診斷分析圖 

本研究利用 TESTER 2.0軟體做為主要的資料分析軟體，將收集

的資料輸入電腦後，可以很容易的作 S-P表分析。電腦分析後可得試

題注意係數、學生注意係數、試題難度、試題鑑別度、學生填答情形、

試題的內部一致性等資料，利用這些資料來診斷試題的優劣，與學生

的學習情況，做為選題的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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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總結 

本節將本章所探討的結果做整理，說明如下： 

一、綜合探討的文獻，本研究整理出最普遍且適用的部分，將中學階段

的傳播科技教育，其主要分成電腦傳播、圖文傳播、影像傳播、通

訊傳播等傳播科技內涵架構，以構成本研究的中學階段傳播科技內

涵架構與概念項目初稿（表 2-4）。 

表 2-4  中學階段傳播科技內涵架構與概念項目初稿 

傳播科技教
育內涵架構 

概念項目 概念說明 

電腦的演進 
從算盤、加法器、真空管、電晶體、積體電路、微
處理器到人工智慧電腦的演進過程 

莫耳定律 晶片運算能力每十八個月成長一倍 

二進位 
電腦的記錄與運算的基本方式，只有0與1，超過1就
進位。（如0=+0=0，0+1=1，1+0=1，1+1=10） 

電腦的型式 
電腦的各種不同型式及其應用的場合（如大型電
腦、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等） 

類比與數位 

類比是一種利用相對的連續訊號來記錄資訊的方
式，在傳送過程中較易失真。 
數位是利用絕對的0與1訊號來記錄資訊的方式，在
傳送過程中不易失真。 

電
腦
介
紹 

位元與位元組 
位元（bit）是電腦記憶的基本單位，每8個位元組
成一個位元組（byte） 

中央處理單元 電腦的控制、運算設備 

輸入、輸出單元 電腦接受、顯示或輸出訊號的設備 
電腦
硬體
單元 

記憶單元 電腦儲存與暫存的單元 

系統軟體 
操作系統，即讓電腦能被操控的介面軟體（如
WINDOWS、LINUX、OS2等） 

應用軟體 
讓電腦達到某些功用符合操作者需求的軟體（如
OFFICE、PHOTOSHOP、FLASH、MYSQL等） 

電
腦
傳
播 

電
腦
軟
體 

電腦病毒 
會使電腦發生異常的程式，常透過網路及複製檔案
的方式，快速感染其他電腦及檔案（如CIH、蠕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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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科技教
育內涵架構 

概念項目 概念說明 

網路配備 
讓電腦能連上網際網路所需的配備（如網路卡、路
由器、集線器、網路線、無線網路設備等） 

網路服務 
提供使用者咎種不同的網路服務（如WWW、FTP、
E-MAIL等） 

通訊協定 
電腦透過網路傳輸是所使用的共通協定標準（如
TCP/IP、NETBEUI等） 

電
腦
傳
播 

電
腦
網
路 

網域名稱 使用有意義的文字代表數字型的網路位置 

立體圖 
各種立體方式表現實物的工程圖（等角圖、斜視圖、
透視圖等） 

平面圖 
各種平面方式表現實物的工程圖（正投影視圖、室
內配置圖等） 

尺寸標註 工程圖上各物件的尺寸大小標示、CNS 

線條 工程圖上的線條樣式 

製圖設備 協助製作工程圖的各種設備（尺、筆、製圖桌等） 

工作圖 呈現各零件的樣式與組合方式 

識
圖
與
製
圖 

CAD & CAM 利用電腦輔助設計製圖以及製造 

三原色 黃、洋紅、青三色組合成所有色彩 

印刷版 記錄印紋的各種印刷介面，透過它可以方便印刷 

印刷機 輔助印刷的各種機器 

圖
文
傳
播 

印
刷
的
要
素 被印物 想要被印刷的各種材質物件 

光的三原色 光的三種基本顏色（紅、綠、藍） 光學
系統 透鏡成像 透過透鏡可將物體在不同焦距上做不同的呈像 

傳統與數位相
機 

傳統利用底片以及數位利用記憶卡記錄影像的設備 

鏡頭 
各種不同透鏡組合而成的，可將影像集中呈現，攝
影機主要構造 

感光度 ISO值，表示感光的能力 

腳架 方便固定攝影機以提高攝影時穩定度的設備 

攝影
的配
備 

閃光燈 補充光線的設備 

景深 照片中焦距前後景物清楚的距離 

光圈 控制進光量的大小的裝置 

快門 控制進光時間長短的裝置 

影
像
傳
播 

攝影
的方
法 

採光 各種控制光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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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科技教
育內涵架構 

概念項目 概念說明 

像素與解析度 儲存影像時的單位數，密度越高則解析度越高 

沖印 將相片輸出的方式 

每秒張數 動態影像每秒所記錄的張數 

影
像
傳
播 

影像
資料
的記
錄與
保存 

儲存裝置 各種不同儲存數位資料的設備 

傳送步驟 傳送訊息的過程（編碼、傳送、接收、解碼等） 

頻率 訊號在固定時間出現的週期數 

載波 將訊號做轉換，以利無線傳播 

通訊
傳播
的原
理 頻道 每個頻道有一定頻律範圍、避免相互千擾 

電話 利用有線或無線方式傳遞聲音或資料 

電視 利用有線或無線方式接收視訊與音訊後呈現 

SNG 衛星新聞採集 

人造衛星 在太空中負責各種訊息處理的人造裝置 

通
訊
傳
播 

通訊
傳播
的應
用 

GPS 全球定位系統 

 

二、概念的發展階層可以分為「具體、辨識、分類、活用」四個連續階

層，並引申出各階層在本研究中所代表的意義，分述如下： 

（一）具體階層：可以完整認識一種傳播科技性質的概念。 

（二）辨識階層：可以完整認識另一種不同形式的傳播科技性質的

概念。 

（三）分類階層：將同一傳播科技的概念歸類與比較。 

（四）活用階層：活用各種傳播科技概念，並能判斷正確與錯誤的

方式來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 

三、本研究要發展出一套合適之測驗量表，依據量表的發展原則的文獻

整理出傳播科技概念量表之具體發展程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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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量表內容做清楚定向：利用完整的文獻探討，確定量表的

範圍、內容與方向。 

（二）設計雙向細目表：整理傳播科技的概念項目，並依專家意見

修改調整後定稿，結合概念的發展階層得「傳播科技概念量

表之雙向細目表」。（如表 2-2） 

（三）預試題目編製：依據雙向細目表，編製預試的題目初稿。 

（四）請專家檢視最初的題目問項：請專家審視預試題目初稿，並

依其意見刪除或修改後完成「傳播科技概念量表預試題目」。 

（五）對選定之樣本進行問項預試：選擇適合年齡、範圍、數量之

預試樣本做施測。 

（六）利用問項結果分析、評估問項：利用各種資料分析方法進行

資料分析。 

（七）進行信效度考驗：考驗整份量表的信效度。 

（八）選題編組正式題本：依據資料析的結果，選出適當的題目，

成完正式的「傳播科技概念量表」。 

四、本研究利用 TESTER 2.0軟體做為主要的資料分析軟體，將收集的

資料輸入電腦後作 S-P表分析。電腦分析後可得試題注意係數、學

生注意係數、試題難度、試題鑑別度、學生填答情形、試題的內部

一致性等資料，利用這些資料來診斷試題的優劣，與學生的學習情

況，做為選題的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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