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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創造行為與科技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 

－以 e-Learning 學習活動為例 

研 究 生：蔡富元 

指導教授：朱益賢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於「e-Learning 學習活動」的環境中，學生利用

e-Learning 教學平台所提供的功能來學習生活科技課程，透過不同的

知識創造行為，由外顯知識與內隱知識間不斷地互動與轉換，促進知

識的吸收與累積，並藉由學習滿意度、學習測驗卷成績以及實作作品

成績來驗證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有提高。由上所述，可歸納出本研究

的目的於後：(1)發展 e-Learning 的知識學習活動。(2)分析高中學生

在 e-Learning 學習活動中的知識創造行為。(3)分析高中學生在

e-Learning 學習活動的科技學習成效。(4)分析知識創造行為和科技學

習成效之間的關係。(5)了解高中學生在 e-Learning 學習活動中的學習

滿意度。 

    本研究採用在高中實際教學現場進行的教學實驗研究法，以立意

取樣選定彰化師大附工綜合高中部四個班，共 162 位學生為研究對

象，進行為期 6 週 12 小時「e-Learning 運輸科技學習活動」。並利用

四種研究工具：「知識創造行為問卷」、「學習滿意度問卷」、「學習成

績測驗卷」和「實作作品評分表」來獲取所需的研究資料，隨後進行

量化的統計分析過程，歸納出以下七項研究結論： 

一、學生「經常」使用「網路教學平台工具」參與本學習活動。 

二、學生四種知識創造行為的運作均為良好，亦即在e-Learning學習

活動中，學生的社會化、外化、組合化與內化行為均頻繁且順利

地運行。 



iv 
 

三、學生整體的「學習滿意度」相當高。在Likert五點量表中，學生

在學習滿意度問卷中答題的平均數為4.23，代表在e-Learning學習

活動中，學生對於各個構面的學習情形普遍感到滿意。 

四、學生「學習成績測驗卷」後測成績較前測有顯著進步(t=10.453,   

p <.001)，代表這次的教學實驗過程促進了學生學習成績的進步。 

五、學生實作作品成績表現中等，表示學生將內隱知識表達為外顯知

識的能力不強，這也可由「外化行為」對「實作作品成績」的影

響最小加以印證。另一方面，也表示e-Learning學習方式對描述

性知識的吸收有較明顯的影響，對作品的實作等程序性知識的影

響較小。 

六、「知識創造行為」對「測驗卷進步成績」大部份具有正向的影響。 

七、「知識創造行為」對「實作作品成績」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亦

即社會化行為、外化行為、組合化行為與內化行為均對「實作作

品成績」有正面的幫助與影響。其中，社會化行為對實作作品成

績的影響最大，外化行為對實作作品成績的影響最小。 

    依據本研究結論，可對生活科技教育及學術研究提供下列建議： 

一、對生活科技教育之建議：(1) 重視e-Learning學習活動融入高中生

活科技教學的成果。(2) 可將知識創造行為模式應用於高中生活

科技教學上。(3)藉由e-Learning課程以提升學生對生活科技的興趣。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1)擴大研究對象的選取範圍，使得研究結

果更具代表性。(2)深入研究「知識創造行為理論」的應用範圍。 

(3)使用更佳的研究方法，除了問卷調查之外，可進一步做深度

訪談，以獲致更周延的研究成果。 

 

關鍵字：知識創造行為、數位學習、學習成效、數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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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Creation Behaviors and Technological Learning 

Effectiveness－Using e-Learning Activity as an Example 

Author: Tsai, Fu-Yuan 

Adviser: Chu, Yih-Hsien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students utilize 

functions of e-Learning platform to learn Living-Technology courses. 

Through different knowledge creation behaviors, and by th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and conversion between the explicit knowledge and implicit 

knowledge, the absorp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re being 

promoted. The researcher uses scores 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learning 

test, and results of implementation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Therefore, the other minor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1) to 

popularize knowledge learning activities of e-Learning; (2) to analyz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knowledge creation behavior associated with 

e-Learning activities; (3) to analyz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echnological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ssociated with e-Learning activities; 

(4)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creation behavior and 

technological learning effectiveness; (5) to comprehe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satisfaction associated with e-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study adopted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of teaching conducted 

in a senior high school as a study site. By involving four research tools:  

 “Knowledge Creation Questionnaire”, ” Learning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 Achievement Test Paper”, and “Scoring Table for 

Implementation” to obtain research data.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a 

quantita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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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udents frequently participated in the e-Learning activities with 

e-Learning platform. 

2. Knowledge creation behaviors (soci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combin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were all facilitated frequently and 

smoothly. 

3. Students wer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various dimensions of 

learning situations in the e-Learning activities. 

4. Process of teaching experiment promoted students’ academic 

progress. 

5. Students’ capacities on expressing implicit knowledge as explicit 

knowledge were not strong. It might also be proved by “externalization 

behavior” on the “scores of implementation” as the least impact. In 

addition, the manner of e-Learning had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bsorption of declarative knowledge than implementation (e.g., 

procedural knowledge). 

6. Most types of “Knowledge creation behavior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progress of learning test”.  

7. “Knowledge creation behaviors” had positive impact on “scores 

of implementation” with socialization having the greatest impact and 

externalization having the least impact. 

Further, I recommend: (1) to emphasize the integration of 

e-Learning activities and Living-Technology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s; 

(2) the knowledge creation model can be applied to Living-Technology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s; (3) to utilize e-Learning cours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s in Living-Technology. 

 
Keywords: knowledge creation behavio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Learning, e-Learn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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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如何獲取知識，並加以應用，使

得知識可以吸收和累積，進而能夠創新以幫助人們提升學習成

效，已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課題。本文主要是在探討在網路學習

活動上，如何應用「知識創造行為」理論來促進學生的科技學習

成效。本章共分為五節，分別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與動機、研

究目的、待答問題、研究範圍與限制等，最後並針對與本研究相

關的重要名詞加以解釋，期能釐清本研究的內涵，使得文義更加

清楚。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以知識取代勞力與資本的時代，亦是以全

球化競爭與組織應變能力的速度為主導之一個知識經濟體系，隨

著外部環境之變遷，加上人類邁入第三波－資訊時代以後，科技

發展可說是一日千里(黃明堅譯, 1994)，所以人們必須加緊腳步吸

收新知，以便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中生存，學生亦然，才不會

被快速進步的世代邊緣化，而成為掌握知識者剝削的對象。哈佛

大學教授 Michael Porter 在「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一書中表示，在現今競爭如此激烈的世界，

傳統的天然資源與資本已不再是經濟優勢的主要因素，新知識的

創造與運用更為重要(林宏六、曾錦桐，1999)，可見在這個知識快

速變遷的時代中，知識的獲取、擴散、應用及創新均為重要且不

可或缺的研究課題。Nonaka 和Takeuchi(1995)兩位學者曾經提

到：「組織知識的創造是來自於員工間、組織間的內隱及外顯知

識持續互動的結果」。因此，他們提出了「知識螺旋理論」(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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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piral theory)，知識能夠在團隊、個人、組織等不同的

層級間，透過有計畫、系統性以及有意義的學習，使得知識之累

積產生正面的螺旋狀成長( Nonaka & Takeuchi, 1995)。而知識創造

行為強調產生新的知識，且須涉及知識轉換的四種模式，亦即社

會化、外化、組合化和內化四種。然而，所有知識轉換的過程要

能順利進行，皆需仰賴一個適當的環境 (Nonaka, Toyama & Konno, 

2000)，因此根據Nonaka ＆ Konno(1998)之“場”(Ba)模式之理論，

共有四個不同的學習情境分別支援並促進社會化、外化、組合化、

及內化等四種知識創造行為。學習者藉由不同的知識創造行為，

透過外顯知識與內隱知識間不斷地互動與轉換，來增加各種知識

的吸收能力，以累積知識，進而激發出學習成效。 

    根據資策會(2010)的調查發現，至2009年年底為止，台灣的上

網人口高達1,067萬人，普及率達到46％，可見網際網路已深入台

灣民眾的生活當中，成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在現今的高

中校園裡，e化的趨勢可說是愈來愈明顯，學校愈來愈注重提供充

足的電腦設備予師生使用。就生活科技課程而言，使用網路教學

雖是一種新興的方式，但相信在未來會愈來愈受到重視，因為網

際網路有知識性、方便性和無遠弗屆等等特性，學生透過網路學

習可得到最新的知識，也能激發他們對於生活科技課程的興趣。

因此，運用網際網路來進行教學的方式也愈來愈蓬勃，而e-Learning

就是其中的一種教學方式。   

    要發展生活科技的e-Learning學習活動，就必須要強調創新、

應用和主動學習等科技的基本精神。根據美國國際科技教育學會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ITEA)的定義，科

技是人類在行動方面的創新，包括一般的知識與方法，用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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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與延伸人類能力的系統(ITEA,1996)。而資訊科技的發

展，帶動了知識的分享和應用，由於知識就是課程進行的基礎，

因而將資訊科技媒介應用在教學上，不但符合了生活科技課程注

重主動學習的精神，也可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由於生活科技課

程注重團隊合作與分享，知識螺旋如何藉此成長與擴展，以達成

學生學習的目標，這也正是本研究要探討的目的之一。 

    本研究是以教育部發展出的「學習加油站」網路教學網站之

生活科技網路課程與Facebook的「e-Learning學習網」為網路教學

平台工具，研究的目的在探討e-Learning教學平台所提供的功能，

能否有效地發展出利於知識創造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該情境中

可藉著個人、組織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促進內隱與外顯知識間

的相互轉換，進而提升創造與產生新知識的效率，也更能夠激發

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針對學生如何使用網路學習，進

行探討、分析，並將知識創造行為理論應用於網路學習活動上，

以期能透過知識螺旋的擴散效應來增強學生的知識吸收能力，並

對學生生活科技課程的學習成效，提出檢驗和分析，最終希望學

生的科技學習成效能夠經由網路學習活動的過程和知識創造行為

理論的應用而有所提升。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和動機，我們可以了解到資訊科技對人

們的生活可說是愈來愈重要。而在生活科技的課程中，使用

e-Learning的教學方式也成為一種趨勢。在e-Learning的學習活動

中，知識創造行為如何影響學生的科技學習成效以及兩者之間的

互動關係為何，有需要加以探討。因此可列出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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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展e-Learning的知識學習活動。 

二、 分析高中學生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的知識創造行為。 

三、 分析高中學生在e-Learning學習活動的科技學習成效。 

四、 分析知識創造行為和科技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 

五、 了解高中學生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的學習滿意度。 

 

第三節  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可列出待答問題如下： 

一、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高中生的知識創造行為為何？ 

(一)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高中生的社會化行為為何？ 

(二)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高中生的外化行為為何？ 

(三)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高中生的組合化行為為何？ 

(四)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高中生的內化行為為何？ 

二、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高中生的科技學習成效為何？ 

(一)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高中生的學習滿意度為何？ 

(二)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高中生的學習成績為何？ 

三、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高中生不同的知識創造行為對科技  

學習成效的影響關係是否顯著？ 

(一)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高中生的社會化行為對科技學

習成效的影響關係是否顯著？ 

(二)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高中生的外化行為對科技學習

成效的影響關係是否顯著？ 

(三)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高中生的組合化行為對科技學

習成效的影響關係是否顯著？ 

(四)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高中生的內化行為對科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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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的影響關係是否顯著？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基於e-Learning學習成效的內涵和「知識創造行為」理

論，僅在高中教學現場進行教學實驗的實際操作，根據研究目的

和研究的可行性，須對研究範圍進行界定，並敘述研究上的一些

限制，以釐清本研究的內涵。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所得之e-Learning學習成效的評估內涵為基

礎，藉由教學實驗的方式來探討學生知識創造行為和科技學習成

效的關係，並經由研究目的建立研究架構與假設，發展出知識創

造行為和學習成效的評估之相關量表，以建立科技學習成效相關

之實證研究。 

(一)實驗課程內容 

本研究在教育部97年度「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的基礎

上，根據『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生活科技」課程綱要』的內

容，在「科技的範疇」及其進階課程的內容中，選取「運輸科技

的原理及應用」及「運輸工具」課程，進行e-Learning課程的設計

與編製。本研究選擇彰化師大附工綜合高中部高一四個班的生活

科技課程來實施教學實驗，實驗的課程為期六週。實施的方式為

先檢測學生在e-Learning課程進行前的先備知識，再觀察他們在

e-Learning課程進行中的知識創造行為。待e-Learning課程完成後，

再進行課程測驗和學習滿意度等學習成效的檢測，並進行知識創

造能力的檢驗，最後將所得資料進行分析、研究。 

(二)研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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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的研究方法通常需要操控一些變項，以驗證假設並找

出問題的答案，因此需要對某些複雜的問題或變項加以簡化，在

本研究中，可以學習成效這個變項為例來進行說明。根據洪明洲

(1999)表示，學習成效分為「客觀的學習效果」和「主觀的學習收

獲」，前者包括了測驗成績、學期分數、完成進度時間等，後者

包括學習滿足、偏好、成就等等。學習成效包含了如此多的面向，

而本研究僅選取學習成績和學習滿意度為研究範圍，除了這兩個

面向分別代表了「客觀的學習效果」和「主觀的學習收獲」，也

是為了不使研究過於複雜，將其他一些可能有影響的面向排除在

外，留待其他研究再行探討。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僅以『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生活科技」課程綱要』

中的「運輸科技的原理及應用」及「運輸工具」課程為e-Learning

的教學案例內容，根據該e-Learning課程內容整合實體教學的方

式，進行學習成效的探討，因此其結果無法推論、概化到其他未

進行實驗的課程內容。 

三、 研究限制 

(一)樣本與地區限制 

本研究選擇高中學生為樣本，但因為高中二年級以上的學

生普遍面臨較沉重的升學壓力，故以高一學生為限定選擇的樣

本，所以在樣本選擇上仍有其限制。另外，目前國內設置生活科

技教學網站的高中有限，且礙於人力、時間、財力等因素，僅選

擇一所彰化市的高中進行教學實驗研究，因此限制了研究結果一

般化的能力。 

    (二)實驗期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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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知識的創造、累積需要長時間地進行，而本研究的教

學實驗期間只有六週，對於知識創造的過程而言，實驗期間顯然

不足，而這也是受限於人力、時間、經費等等因素所致。而本研

究教學實驗期間若低於六週，則由於實驗期間過短，本研究成果

將不具代表性。若要取高於六週的期間，則受限於學校正常教學、

教師配合度、人力和財力等等因素，因此，取六週的期間是綜合

各方因素考量的適宜決定。實際上，如果有一整個學期或學年的

時間來進行教學實驗，在知識創造、累積上的效果將更佳。 

    (三)變數衡量的限制 

本研究實證分析所需的資料有相當的比例是來自於問卷

調查的結果，各變數的衡量受到填答者主觀認知之影響。學生們

普遍年齡、教育背景相近，但都來自不同的家庭，因此問卷所搜

集到的資料會受到受訪者之認知能力、誠懇態度而影響到所填答

的數據。但一般的調查研究只要信度還在可接受的範圍內，結論

仍然值得參考。 

 

第五節  名詞釋義 

    根據前述的研究資料，並配合本研究的題目和重要層面，針

對「知識創造行為」、「數位學習」、「學習成效」及「數位學

習活動」等名詞加以解釋如下： 

一、知識創造行為 (knowledge creation behavior) 

Nonaka & Takeuchi (1995)指出知識創造行為是透過內隱知識

與外顯知識互動而來，且須透過知識轉換(knowledge conversion)

的活動而形成。知識能夠在團隊、個人、組織等不同的層級間，

透過有計畫、系統性以及有意義的學習，使得知識之累積產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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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螺旋狀成長，也就是經由知識轉換的四種模式－社會化、外

化、組合化、內化的過程來產生新的知識，以下分別說明這四種

模式： 

(一)社會化 (socialization)：由內隱知識轉換為內隱知識的過

程。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經驗分享，將個人豐富而內隱的知

識傳遞或轉移給另一個人，以建立相關成員之間共同之知識基

礎。 

(二)外化 (externalization)：由內隱知識轉換為外顯知識的過

程。也就是將個人內隱的知識轉化為易於了解、可訴諸文字的形

式，能夠使組織成員具體且清楚地了解組織所要傳達的觀念或目

標，像是將這些觀念或目標編製成文件、手冊，以讓人確實了解。 

(三)組合化 (combination)：由外顯知識轉換為外顯知識的過

程。將現有不同的外顯知識，經由組合、重整等方式，以產生新

外顯知識的過程(Nonaka & Takeuchi, 1995)。亦即結合新創造與既

有的外顯知識，以使它們成為新的知識體系。 

(四)內化 (internalization)：由外顯知識轉換為內隱知識的過

程。將經由社會化、外化和組合化而產生的新知識體系，轉化為

個人的內隱知識，以形成個人特有能力的過程。也就是個人把理

論上的知識藉由實務來學習，利用教育、思考等方式，讓個人能

夠改善其知識或技能，例如從做中學、觀摩學習等皆屬於此類。 

而經由內化成為個人層次的內隱知識，將能再次經由社會化

與他人分享，進而啟動了知識螺旋的模式，透過內隱與外顯知識

互相轉換的過程，讓新知識不斷成長和擴散，這就是知識創造行

為的過程。 

二、數位學習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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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是指利用機構的網路環境，將網路與資訊科技結合

起來，把教材內容轉換為電子書等網路化的形式，並可透過網路

下載或印製成光碟發給需要的學習者，以完成原先設定的學習活

動，也就是透過電子工具如網際網路或多媒體媒介，取得數位教

材來進行學習，強調即時傳遞各種知識和資訊，提供參與者之間

同步且即時討論或合作的能力(高瑜璟，2006)。數位學習的內容包

括：簡報、會議、公佈欄和意見討論等等(辜輝趂，2000)，其應用

的範圍包括了數位學習工具的使用、數位學習網路環境的設置、

數位學習活動設計和數位教材內容開發等等(資策會教育訓練處講

師群，2003)，亦即涵蓋了網路化學習(Web Based Learning)、虛擬

教室(Virtual Classroom)及數位合作(Digital Collaboration)等領域。

沈立平(1999)主張，「網上學習環境地廣泛運用較適合擁有數量龐

大員工的企業，或是考量降低整體訓練的成本。當人員流動性大、

分散或熟練度需求高時，網上學習重複使用率更為提高」。因此，

本研究將數位學習定義為學習者透過適當的數位媒介，來進行即

時和有效的學習過程。數位媒介包括了網際網路、部落格、

Facebook、電子公佈欄、電子書等等，能夠突破時空的限制，透過

網際網路整合各種數位媒介來進行學習的過程。 

三、學習成效 (learning effectiveness) 

    學習成效是指學生在經過學習課程後，其知識、情意、技能

和態度上整體的變化。學習成效也可說是學生經過教學活動之

後，在學習態度及學習成就上的總體表現(王思堯，2004)。鄭明韋

(1999)指出，學習成效就是某種學習活動進行一段期間之後，對於

參與者所做得某種形式之評量和學習活動所達到的效果。而評估

e-Learning數位學習具體的學習成效，包含二種指標：「客觀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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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效果」和「主觀的學習收獲」，前者以測驗成績、和完成進度

時間為代表，後者以學習滿足、偏好為代表(洪明洲，1999)。學習

成效也就是包括了在學習過程中的學習效果、和學習滿意度。以

下分別來進行說明： 

(一)學習效果：是指學生在本文所要研究的學科上，習得重要

知識和觀念的能力，可以測驗成績來代表。 

(二)學習滿意度：主要是指學生從上課中對該科目的觀感趨向

正面甚至感興趣的程度，以及感受到對課程實施和進行

具有正面的態度。 

    本研究採測驗成績亦即學習效果和學習滿意度量表來衡量學

生的學習成效。 

四、數位學習活動 (e-Learning activities) 

    數位學習是一種新興的學習方式，且逐漸為學校、公司行號

和一般民眾所接納和採行，已蔚為一股風潮。根據2002年我國「數

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總體規劃書」裡的定義，數位學習指的是

用數位工具，藉由有線或無線網路來取得數位教材，進行線上或

離線的學習活動。學習活動是從發現、探究和解決特定問題的過

程中，進而學習到所需要的知識之活動。而本研究定義數位學習

為學習者透過適當的數位媒介，來進行即時和有效的學習過程。

因此，數位學習活動可以說是使用適當的數位工具或媒介，來進

行發現、探討和解決特定問題的學習過程，並以即時和有效的方

式，學習到所需要之知識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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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學生應用e-Learning學習模式及其與知

識創造和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而本章整理了國內外相關的文獻

研究，主要在說明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並分析可供本研究引用

的資料，以獲得本研究論述與實證的基礎。本章共分為第一節知

識創造行為，第二節e-Learning，第三節學習成效。 

 

第一節 知識創造行為 

    知識創造行為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主要概念之ㄧ，本節先由

知識創造行為的基本概念開始介紹，先探討「知識」的定義，繼

而敘述「知識」的分類，接著深入瞭解知識創造行為的SECI過程，

然後描述其他的知識創造理論。而為了與e-Learning等資訊科技的

概念相連接，以對應到本研究的主題，於是介紹了知識創造行為

的場所(Ba)的內容，據此探討資訊科技功能對於知識創造行為及其

相關領域的輔助，以進一步瞭解知識創造行為與e-Learning的關聯

為何，並對後面的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 知識創造行為的基本概念 

知識被定義為是一種能協助使用者根據環境來做正確的判

斷，並創造價值之有用的資訊。知識也是一種將資訊經由客觀的

解釋與主觀的認知轉化為行動或決策的能力。另外，知識是一種

透過分析資訊來把握先機之能力，也可說是創造價值所需的直接

材料，例如：各種計劃報告、調查結果等等(勤業，2000)。而知識

可以包括了事實、信念、觀點、觀念、判斷、期望、方法論與實

用常識等。知識在分類上可分為以下三類：組織、個人以及結構

的知識，任何前述三類知識都有可能是外顯性(explicit)或內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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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it)的知識。這兩種知識的型態之定義如下：「外顯知識」是

可用形式化的方式呈現，能透過語言傳遞的知識；「內隱知識」是

指未經正式化的知識，屬於個人的一種直覺式的內隱知識，與特

別的情境有關，較難以形式化且難以溝通(O’Dell & Grayson, 

1998)。Nonaka & Takeuchi(1995)認為外顯知識有系統也有規則可

循，容易透過文件、公式和標準化的程序來表達及分享，例如：

產品規格和電腦程式等。而內隱知識為無法用字詞來表達的一種

認知和主觀的知識，是相當個人化且難以形式化的，不容易和他

人分享，例如：訣竅、直覺和洞察力等等均屬之。 

本研究歸納整理出各學者們對於知識的定義，如下表所示： 

 

表 2-1 知識的定義 

學  者 定  義 
Nonaka (1995) 從組織的角度來看，知識是一種辯證之信念，能使個體

產生有 
效行動的能力增加。另外，知識與資訊的相異處有下列

三項： 
1.知識涉及意義，它與特殊的情境互相呼應。 
2.知識涉及行動，知識通常含有某種目的。 
3.知識涉及信仰與承諾，關係著某一特定的觀點、立場

或動機。 
Beckman (1997) 知識是對資訊和資料的一種邏輯推理，能夠提升人類的

決策、工作、學習和問題解決的績效。 

Miller & Morris 
(1999) 

知識不只是「知道哪些事可以做」，更加重要的是要「知

道如何去做」。在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不只是侷限

於求真的主旨，而是較為偏重功效的、可解決問題、功

能性的、可具體產生商業利益、提升生產力、有助提升

服務，以及改良產品的知識。 
Spek & Spijkervet 
(1997) 

知識涵蓋一切人們日常是真實且正確的經驗、程序與洞

察力等等，能夠用來導引人們的溝通、行為和思考。 
Wiig (1997) 知識涵蓋了一些觀點、信念、判斷、事實、期望、觀念

與實用知識等等。 

Housel & Bell (李書

政譯, 2002) 
知識為一種透過人類心智活動，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構

思、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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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知識的定義(續) 

學  者 定  義 
KPMG(1998) 知識為組織關於產品、顧客、與競爭者的資訊，因此知

識能夠以紙本或電子的形式歸檔。 
Shin et al.(2001) 知識是經由組織或個人經驗所驗證的資訊，所以知識和

觀察或意見有差異，它能夠重複加以使用來解決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可得知，知識是一種抽象的信念或觀點，其透過某種

形式的呈現以傳達概念，譬如：古代的契刻記事、狼煙示警等等，

皆是經由契刻、狼煙等符號來傳達概念。正如 Beckman (1997)所

言，知識是對資訊的一種邏輯推理，能夠提升人類的決策、問題

解決等等的績效。 

    但當人類的活動愈趨複雜化，那麼簡單的符號就不足以傳達

雙方的信念。所以，就產生了語言、文字等符號以作為溝通的方

式。而在溝通的過程中，還是需要透過思考的歷程，才能產生出

知識。因此可知，知識即是透過前人經驗的累積而成的。綜合以

上各學者對知識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知道知識(knowledge)是一

種透過人類心智活動所產生的信念、觀點和邏輯推理過程，也是

經由組織或個人經驗所驗證的資訊，包含了組織關於產品、顧客、

與競爭者的資訊，以及一切人們生活中真實且正確的經驗和程

序，強調「知道如何去做」的觀念，能夠提升人類決策、學習和

問題解決的績效。 

二、知識的分類 

    除了前述的「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之外，知識可依據

不同的定義與觀察方向分為數種類型，以下就各學者對知識分類

的看法及見解加以歸納和說明。 

(一)根據組織的核心能耐分類：「核心能耐」的定義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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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ard-Barton(1995)用「知識基礎觀點」(KBV)加以定義，並據此

將組織核心能耐分為四個構面，如下表所示。 

 

表2-2 組織核心能耐的四個構面 
構面 定義 

實體系統 是實際呈現在設備上的軟體和硬體知識，若加以建立成

資料庫，則可以變成長期存在的核心能耐。一般來說，

這些知識是非常外顯的，如購物商場的顧客資料庫。 
 

技術系統 是經由長時間之累積、整理和結構化人類頭腦中所具有

的無法言傳之知識，如此所呈現的知識整合通常來自於

不同的個人，因而構成了組織的資訊與程序。 
管理系統 是指創造和控制知識的正式與非正式作法，也象徵指導

資源分配和運用的組織準則。在實際運作上是偏向內隱

性的。 
價值和規範 是一種和地位、階層及儀式相關的系統，決定要搜尋和

培育何種知識，並確認要支持和鼓勵何種知識的建立。

資料來源：Leonard-Barton(1995) 

 

(二)根據知識之目的及利用分類：Quinn, Anderson & 

Finkelstein(1996)和Alavi & Leidner(2001)等學者指出，在第三波－

資訊時代，組織成功的要素已從有形資產之管理，轉移到對於人

類知識與智慧的管理能力，現今的產業與科技成長大多是由專業

人員的智慧與知識所創造出來的。而這些學者根據對於知識之目

的及利用的了解，從不同的角度將知識分為以下三類： 

1.程序性知識：代表Know-how的意義，是指將課堂上學習

到的知識轉換為有效的執行，也就是了解事情執行的方法、步驟

及程序的知識。 

2.描述性知識：代表Know-what的意義，是指專業人員經由

廣博的訓練和實際經驗，能夠掌握某一領域的基礎知識，也就是

了解事情的概念和結構的知識。 

3.因果性知識：代表Know-why的意義，是指深入了解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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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因果關係，於執行任務中獲得知識，而可以解決更加繁雜

的問題，也就是了解事情的發生原因及後果等關係的知識。 

    根據上述的說明，可以知道有許多種知識分類存在，而由不

同的研究目的和觀察角度便會產生不同的分類。Alavi & 

Leidner(2001)提出知識創造行為的理論深深受到不同類型的知識

之影響，而這也是本節要特別強調知識分類的概念之原因所在。 

三、 知識創造行為的SECI過程 

    Nonaka 與 Takeuchi在知識創造行為論中提及，知識能夠在團

隊、個人、組織等不同的層級間，透過有計畫、系統性以及有意

義的學習，使得知識之累積產生正面的螺旋狀成長( Nonaka & 

Takeuchi, 1995)。「知識創造行為」強調產生新的知識，且須涉及

知識轉換的四種模式，包括： 

(一) 社會化 (socialization)：指組織成員之間內隱知識的移

轉，透過經驗分享，達到創造內隱知識之過程。由於個人豐富而

尚未開發的內隱知識是組織創造知識之基礎，因此組織欲創造知

識，首要之務須使組織成員彼此分享內隱知識，以建立相關成員

之間共同之知識基礎。 

(二) 外化 (externalization)：將內隱知識表達為外顯知識之過

程。因為透過社會化彼此分享經驗所創造出的知識概念，通常較

粗糙、模糊且不完整，經由外化能夠使組織成員具體且清楚地了

解組織需要有的知識或想要傳達的目標、觀念，進而使組織成員

明瞭須採取什麼樣的具體行動來達成目標。 

(三) 組合化 (combination)：是指外顯知識轉化成更複雜的外

顯知識，即將觀念加以系統化而形成知識體系之過程。組合化是

把觀念加以系統化而形成知識體系之過程，此種模式的知識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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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組合不同的外顯知識體系。簡而言之，組合化約等於知識創

造過程當中的原型建立階段，就是將透過外化所確認之觀念轉換

為具體之原型，而建立原型之過程則需要組合既有之外顯知識來

達成，亦即是把新觀念結合既有的外顯知識以建立原型之過程。 

(四) 內化 (internalization)：是由外顯知識轉化成內隱知識的

過程。內化是指把透過社會化、外化以及組合化所創造出的新知

識體系，轉化為個人的內隱知識，進一步形成個人獨特的工作能

力之過程。內化對組織而言，是指把知識普及化之過程，亦即是

知識創造過程當中的跨層次知識擴展階段。 

三、知識創造行為的螺旋模式 

在 Nonaka 與 Takeuchi 的知識創造行為四個階段的循環中，

個人內隱知識的分享始於「社會化」，當經驗透過社會化、外化以

及組合化，進一步內化到個人內隱知識的基礎上時，它們就成為

有價值的資產，而這四種型態的交流互動，稱之為「知識螺旋」。

當大部分成員把此知識內化之後，將形成組織文化的一部分。經

由內化而蓄積在個人層次之內隱知識，便能夠再次經由社會化與

他人分享，將會啟動知識創造螺旋，如此不斷的循環，將可使知

識螺旋不斷擴大，使組織知識的質與量同時不停的增加。知識創

造行為是從個人的層次開始，逐漸上升且擴大互動之範圍，由個

人擴大至團體、組織，甚至到跨組織之間，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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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知識螺旋」圖 

資料來源：Nonaka & Takeuchi (1997) 

 
四、其他的知識創造理論 

Hedlund(1994)也提出了一個知識型態和轉換模式，該模式先

將知識區分為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與口語知識(Articulated 

knowledge)兩種，於此模式儲存、轉換過程中分別形成三個有明

顯差異的互動過程，其內容描述如下： 

(一)外顯化(explicitization)與內化(internalization)之互動，亦稱

省思(reflection)：當隱性和口語知識被清楚地表達出來，增強了

彼此之間的轉移和流通現象，再轉變成為個人內部的隱性知識，

而兩者間的互動過程便產生了真正的知識。 

(二)延伸(extension)與凝聚(appropriation)之互動，亦稱對話

(dialogue)：延伸是指從低層次(個人、群體)移向高層次(組織、跨

組織)，而凝聚則為反向的過程。此指外部的口語知識和內部的

隱性知識之間的轉移。 

(三)同化(assimilation)與散佈(dissemination)：是指知識輸入和

輸出的過程，也就是從環境中取得知識和將知識釋放到環境中。

例如：從團體到個人的傳播是屬於同化的過程，亦即個人從環境

中取得知識(Hall & Andriani,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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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ali(2001)則提出個人知識創造的主要模式類別圖，如圖

2-2 所示，把個人知識創造區分成新知識的探索和既有知識充分

利用兩個部份。新知識的探索屬於「分析中學習」，主要是藉由

人類心智中抽象化的能力來學習。例如，直覺、創意的能力是屬

於一種內隱的知識，透過聯想或啟發可以產生新的想法、概念。

而邏輯分析的能力則為較理性的分析方式，也是形成和發展一般

理論最主要的途徑，可分為歸納法和演繹法兩種知識主要的產生

方式。而既有知識的充分利用則是學習者把外顯知識，透過「實

做中學習」的方式，習得經驗、傳承以及技術，最後創造出屬於

個人自己的心得、知識。 

 
 

圖2-2 個人知識創造的主要模式類別圖 

資料來源：Merali(2001)；林東清(2003) 

 

五、知識創造行為的場所(Ba) 

知識轉換的過程要能順利進行，皆需仰賴一個適當的環境

(Nonaka, Toyama & Konno, 2000)，因此根據Nonak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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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no(1998)之“場”(Ba)模式之理論，共有四個不同的學習情境分

別支援並促進社會化、外化、組合化、及內化等四種知識創造行

為。Nonaka ＆ Konno指出組織必須提供特定的場所來支援員工與

員工之間，或員工與環境之間知識的社會化、外化、組合化和內

化，因為員工的知識創造行為並非是在沒有任何環境刺激之下的

產物。 

    Nonaka ＆ Toyama(2003)說明並界定Ba是一個共享的場所，

它超越了時空的限制，知識在這裡面得以充分分享、轉換。而Ba

不是一般的具體空間，其邊界會隨著參與者的互動而變化，參與

者得以在其中分享和轉換知識，新的知識也得以透過互動而創造

出來。所以，Ba不一定是實體的場所，也可以是無形的、心智的

或前述的各種組合，相關的概念請參閱圖2-3。 

 

 

 

 

 

 

 

 

 

 

 

 

圖2-3 場的概念圖 

資料來源：Nonaka ＆ Toyam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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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ka ＆ Konno(1998)所提出的四種形式之Ba模式，分別對

應並支援知識創造行為的SECI知識轉換程序，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創始型場所(Originating Ba)：主要是提供一個非正式且舒

適的場所，讓個人與個人可以面對面的互動，彼此分享情感、經

驗、感覺和內隱知識，是一個消除個人與他人之間隔閡的場所。

藉由內隱知識的交換，來強化「社會化」的知識創造過程(Nonaka 

＆ Konno, 1998；林東清，2003)。 

(二)對話型場所(Interaction Ba)：主要是提供團隊成員一個面

對面對話的場所，藉由與同儕的對話與討論，將個人的思維模式

或特有技能等內隱知識加以語言化和概念化，藉此明確討論的主

題和將其概念化，以達到「外化」的過程(Nonaka ＆ Konno, 1998；

林東清，2003)。 

(三)系統型場所(Cyber Ba)：是指一個虛擬的交互作用空間，

透過非直接的溝通方式，將文件、手冊等外顯知識更加方便地轉

移、編輯與重新組合，以產生新的系統化之外顯知識，也就是支

援「組合化」的過程(Nonaka ＆ Konno, 1998；林東清，2003)。 

(四)練習型場所(Exercising Ba)：是指一個可以持續個人學習

的場所。主要是提供一個空間，讓個人可以透過電腦系統的操作

或者在資深專家的訓練之下，持續地學習與實驗，讓個人「從做

中學」裡，將接收到的抽象之外顯知識，轉換為個人獨特的內隱

知識，以達到「內化」的過程(Nonaka ＆ Konno, 1998；林東清，

2003)。 

六、資訊科技功能對於知識創造行為及其相關領域的輔助     

    由於科技的迅速發展，現代組織能夠藉此即時、有效率地搜

尋與處理大量的資訊，而在組織的知識創造過程中，現代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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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更是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善加應用各種不同形式的資訊科

技工具，可以加速組織中的Ba與知識創造行為SECI模式的互動

(Alavi & Leidner, 2001)。以四種Ba裡的對話型場所為例，組織能夠

透過電子郵件等具有協同、溝通特性的資訊工具來促進團隊合

作，並可因而加強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動以創造新的知識(Nonaka & 

Konno, 1998)。 

Marwick(2001)表示知識創造行為SECI等轉換模式透過不同

形式的科技功能輔助，已經產生變化並轉變了個人、群體、組織

和環境之間的互動模式，以下舉例說明之： 

（一） 社會化 (socialization)過程：即由內隱知識轉換為內隱

知識的過程。傳統上是以面對面溝通、討論的形式為主，例如小

組會議就是一例。現代可利用資訊科技藉由線上會議的方式來進

行，例如：聊天室、即時通或視訊會議等工具(Marwick, 2001)。 

（二） 外化 (externalization)過程：即由內隱知識轉換為外顯

知識的過程。傳統上是由小組成員互相面對面對話、彼此提問並

回答的方式進行。現代則可經由資訊科技中的合作系統之形式來

達成，例如：線上討論群組、新聞群組等等(Marwick, 2001)。 

（三） 組合化 (combination) 過程：即由外顯知識轉換為外顯

知識的過程。傳統上雖已能使用虛擬平台以擷取、整合外顯知識

並進行互動，但現代則可透過資訊科技進一步加強已有的平台功

能，例如：入口網站、搜尋引擎等等(Marwick, 2001)。 

（四） 內化 (internalization) 過程：即由外顯知識轉換為內隱

知識的過程。傳統上雖可運用模擬軟體以作為實作練習之用，來

驗證、吸收所習得的外顯知識，但這種學習模式較為被動、僵化。

而現代進步的資訊科技已將此種情形大為改善，例如：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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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育訓練、網站使用者介面等等(Marwick, 2001)。 

    而資訊科技對組織中知識創造行為的SECI 模式而言是有效

用的工具。Tiwana(2000)說明在社會化的層面，資訊科技的功能像

是面對面溝通、虛擬實境和影像視訊工具的運用，對內隱知識到

內隱知識的轉換有助益，適合用於個人知識對個人知識間的轉換

過程。在外化的層面，資訊科技的功能像是專家系統、處理擷取

的工具、追蹤性和討論平台等工具的運用，對內隱知識到外顯知

識的轉換有助益，適合用於個人知識對團體知識間的轉換過程。

在組合化的層面，資訊科技的功能像是內部網路、討論清單、最

佳實務資料庫和群組軟體等工具的運用，對外顯知識到外顯知識

的轉換有助益，適合用於團體知識對團體知識間的轉換過程。在

內化的層面，資訊科技的功能像是文件資料庫、組織記憶、類神

經網路和搜集知識網路等工具的運用，對外顯知識到內隱知識的

轉換有助益，適合用於團體知識、個人知識和組織知識間的轉換

過程。由以上敘述及參照前述的Ba模式理論，可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2-3 資訊科技的功能和工具輔助知識創造行為及知識轉換過程之對照表 
知識創造行為 對應的場所(Ba) 對應的資訊科技

功能和工具 
適用的知識轉換

過程 
社會化 創始型場所 面對面溝通、虛擬

實境、影像視訊 
個人知識對個人

知識 
外化 對話型場所 專家系統、處理

擷取、追蹤性、

討論平台 

個人知識對團體

知識 

組合化 系統型場所 內部網路、討論清

單、最佳實務資料

庫、群組軟體 

團體知識對團體

知識 

內化 練習型場所 文件資料庫、組織

記憶、類神經網

路、搜集知識網路

團體知識、個人

知識和組織知識

資料來源：Tiwana(2000)；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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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學界對於知識、知識創造行為和知識管理的定義及其

所應該涵蓋的範圍向來認知有所分歧，但對於知識是多面向、能

提供價值的，且與資料、資訊不同之看法則有所共識(Jackson, 

1999)。Jackson(1999)表示「知識管理」為管理組織內部知識的獲

得、組合、分析和散佈之系統，可以支援組織功能，以滿足於特

定環境下的個人之需求。導入「知識管理」能夠協助組織有效果

地創造、使用與分享知識(Davenport et al., 1998; Gottschalk, 

2000)，所以知識創造行為是知識管理功能的一部份，故知識管理

功能也可以應用在本主題上。而學者們對於知識管理流程的界定

也有所不同，例如：產生、編碼、移轉、實現(Grover & Davenport, 

2001)或是獲取、組合、散佈、應用(Parikh, 2001)。 

    由於知識管理應用的層面甚廣，包含了流程、文化和資訊科

技等等面向，本研究在此針對資訊科技的層面加以探討，而知識

創造行為是知識管理功能的一部份，所以探討的結果可應用在知

識創造過程中。根據知識管理流程，資訊科技的功能可歸納到五

個類別當中，且可與知識創造行為作對照，如下表所示。 

 

表 2-4 知識管理流程、資訊科技功能與知識創造行為的對照  
知識管理流程 對應的資訊科技功能 對應的知識創造行為

獲取 搜尋引擎 組合化行為 
貯存 入口網站、相關網站聯結 組合化行為 
溝通 資訊分享、聊天室、視訊會議 社會化行為 
合成 課程討論、線上討論群組 外化行為 
散佈 線上作業、線上測驗 內化行為 

資料來源：Jackson(1999)；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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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e-Learning 

    e-Learning已經由新興科技蛻變為一股風潮，無論學校、企業

或政府單位皆需要e-Learning以輔助其組織的運行與永續成長。本

節先由e-Learning的定義開始探討，然後敘述e-Learning的基本特

性，繼而介紹e-Learning的傳遞模式，接著探討知識創造行為與網

路教學平台功能，將知識創造行為與e-Learning的關聯性做一個描

述和對照，最後探討e-Learning應用於生活科技的教學，說明

e-Learning應用於生活科技教學的優勢所在，以瞭解未來生活科技

教學的趨勢。 

一、e-Learning的定義 

e-Learning在國內一般被稱為數位學習、電子化學習或網路式

學習等，而今日各界對e-Learning的定義仍不全然相同，試以美國

教育訓練發展協會(ASTD)對e-Learning所做的解釋來說明，ASTD

指出電子化學習為學習者運用數位媒介來學習的過程，數位媒介

包含了電腦、網際網路、錄音帶、錄影帶、衛星廣播、互動式電

視和光碟等等。其應用的範圍包括了網路化學習、電腦化學習、

虛擬教室以及數位合作(E-learning Glossary, 2001)。這是全世界學

者最偏愛引用的e-Learning定義(資策會教育訓練處講師群，

2003)。另外，美國Cisco公司(2001)指出數位學習是經由網際網路，

即時傳遞各種知識和資訊給所需要的人，除了包括正式的課程和

訓練，也包含資訊傳遞過程和網際網路上的互動。而下表2-2是相

關學者對於e-Learning定義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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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e-Learning的定義 

學者和年代 e-Learning之定義和特性 
孫春在(1997) 指出線上教學可結合網際網路的全球資訊網，將超媒

體教材置於網路上，使學習者經由全球資訊網，考量

個別學習需求來進行學習。因為網際網路可超越時空

的隔閡，讓網際網路成為一個既重要且具備彈性的學

習環境，所以線上教學即是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環境的

教學方式。 
Rosenberg(2001) 指出e-Learning是透過網際網路傳送各種不同強化績

效與知識之解決方案，以增加知識和提高績效。 
E-learning Glossary (2002) e-Learning包括廣泛的程序和應用，例如：網路學習、

虛擬教室和數位合作等等。其傳播課程內容的媒介包

括了網際網路、衛星傳遞和互動電視等等。 
陳韻竹(2001) e-Learning是員工或學習者經由電腦及網路來進行學

習，並且可突破時空的限制，快速獲得有效的資訊，

以期提高員工的工作績效或達成學習者之學習目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Learning數位學習不但提供了一種全新之學習體驗，也開創

了一項新的學習方式。而Harasim, Hiltz, Teles ＆ Turoff(1995)表

示，藉由網路來學習，學習者能夠控制個人之學習歷程，並於課

程內容的設計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此同時，學習者並用群

體合作的方式來學習，以增加學習者之間的互動。因此，e-Learning

數位學習可說是逐漸地改變一般人的學習習慣和對於學習的見

解。 

二、e-Learning的基本特性 

    e-Learning數位學習所指涉的內容相當廣泛，而許多學者對其

特性的看法也都不盡相同，在此整理、歸納了五大基本特性並加

以說明(廖培瑜，2002)： 

    (一)學習可在任何時間與地點進行：透過網際網路學習可跨越

時間與空間的隔閡。     

    (二)個人化和開放學習：在以網路為基礎的學習環境當中，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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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教學者的角色被削減，而以學習者為主要的中心，可同

時顧及個人不同的學習風格。 

    (三)合作學習：學習者之間的互動機會增加，可藉由與他人互

相學習來提升個人學習的深度和廣度(林奇賢，1997)。 

    (四)多樣化的學習資源：網際網路匯集了來自全世界各地各式

各樣的學習資源，包括圖片、文字和人們進行互動學習的

成果(林奇賢，1997)。 

    (五) 建構式學習：網路學習符合自我建構之學習活動，並且

注重新、舊知識和觀念之間的聯結和分辨，同時主張內在

學習，重視學習資源和日常事務的關聯性(吳明隆，1998；

謝水南，1998)。 

    由上述可知，一個規劃良善之 e-Learning 教學環境，應包括個

人化的學習環境、建構式的學習理念、多樣化的學習資源、豐富

化的學習內容、跨文化的學習素材、導向式的學習指示、全球化

的學習方式、人性化的學習環境、簡易化的操作界面以及合作式

的學習活動等等多個組成要項(吳明隆，1998)。 

三、e-Learning的傳遞模式 

    e-Learning 網路教學不但突破了時空隔閡，還能夠獨自調整學

習內容和速度，甚至能夠做到接近個別授課而不厭倦地反覆學

習。雖然在高中的教育環境裡，e-Learning 教學活動的設備不若高

中職以上的學校一般充裕，仍可依實施的過程，將 e-Learning 分為

以下三種不同的傳遞模式，分別是同步、非同步模式以及混合模

式(陳冠華，2001；Allison & Rebecca, 2003)三種，分別說明如下： 

(一)同步模式： 

      指教師和學生於同時但不同地的教學模式，其優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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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做即時的反應、回饋 

2.增加學生的參與感：  

透過同步的視訊教學課程，可使在不同地點的師生同時參

與課程的學習。而經由視訊課程，教師可以敎授課程，學生也能

參與討論，進而增加學生的參與感，並引發學習興趣。 

(二)非同步模式： 

       指教師和學生不同時也不同地的教學模式，其優點如下： 

1.降低成本 

2.反覆學習： 

透過網路上已錄製好的教學檔案，使得學生可以隨時隨地

進行課程的學習，降低時間和交通的成本。並經由檔案的重複播

放，可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 

(三)混合模式： 

      教師在課程進行中，機動選擇使用同步或非同步的教學模

式。亦即藉由多元化的授課方式，例如：課堂講課、光碟片或網

路課程，透過實體和線上課程的交互運作，增強學習效果。另外，

在常見的傳統課堂授課之外，也提供了網路線上之溝通學習方

式，讓實體和虛擬的教學模式能夠完善地互相配合，發揮其最大

的效益。 

同步和非同步模式向來常運用在高中的 e-Learning 教學活動

上，然而愈來愈多的研究發現混合模式有更加受到重視的趨勢，

在 Balance Learning and Training Magazine 的研究中顯示 55％的組

織已在運用混合模式(Survey looks at blended learning in the UK, 2003)。所

以，混合模式預期將更適宜運用在高中的教學活動上，甚至還能

應付其他機關、企業組織的教育訓練所需。而此種藉由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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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方式進行之混合模式，正是本研究所要採用的 e-Learning 網路

教學活動進行之應用方式。 

四、知識創造行為與網路教學平台功能 

    網路教學傳遞模式係屬 e-Learning 學習模式的混合模式，包含

同步和非同步模式，其功能包括：聊天室、電子郵件、線上作業、

線上考試以及電子辭典等等。而本研究是透過 e-Learning 的網路教

學活動來探討知識創造行為對學生科技學習成效的影響，而上述

之網路教學平台功能和知識創造行為的功能對照如下表所示： 

 

表 2-6 知識創造行為和網路教學平台功能對照表   

知識創造行為 網路教學平台功能 
社會化行為 聊天室、即時通、視訊會議 
外化行為 課程討論、電子郵件、 

線上討論群組 
組合化行為 入口網站、搜尋引擎、 

相關網站聯結 
內化行為 遠距教學、線上作業、 

線上測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基於上述可知，知識創造行為是藉由資訊科技的發展來加速

知識的轉換和傳遞。因為現代的資訊科技進步迅速，在我們的日

常生活中不管是經濟或社會型態，亦皆隨著數位化(digitization)時

代的到來和數位與通訊科技的普遍使用，轉換為多樣且人性化的

工作環境也密切融入於現代的組織裡，當代的生活型態可說是無

法自外於資訊科技的掌控(Tsoukas ＆ Mylonopoulos, 2004)。而

e-Learning 傳遞的混合模式經由事前的設計和規劃，通常學生所獲

得的學習成果較佳。另外，混合模式很早就應用於我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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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 教學中，並且網路教學平台之功能可和知識創造行為互

相對照，所以本研究選擇以使用混合模式的網路教學平台為研究

工具。 

五、e-Learning應用於生活科技的教學 

    生活科技課程的目的是在培養學生具備應付日常生活所需的

科技素養，過程則以學習科技知識、運用科技的工具以及了解科

技發展與其對人類生活之影響，來加強學生在科技社會裡價值判

斷、問題解決和適應生活的基本能力。而e-Learning網路學習則能

增進教師與學生、學生與教材、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促進學

生之學習成效。故本研究分別從網路教材蒐集和教學活動設計等

二部份，說明其應用方式並與傳統生活科技教學活動加以比較，

以加強生活科技教師對網路資源運用之認識，並促進教師將其應

用於生活科技教學活動之中，提升生活科技的教學成效與品質。 

    (一)生活科技e-Learning教學活動與傳統生活科技教學活動的比較 

近來運用網際網路進行教學的方式逐漸興起，而生活科技也

趕上了這股熱潮，利用網路的快速、即時與無遠弗屆等特性，讓

教學活動更具多樣性與吸引力。而在此同時，傳統的教學方式仍

受到不少教師的偏愛，因此有必要將新興的e-Learning教學活動與

傳統的教學活動加以比較，促進生活科技教師對網路教學方式的

了解，並作為教學實施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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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生活科技e-Learning教學活動與傳統教學活動的比較表 

 生活科技e-Learning教學

活動 
傳統生活科技教學活動 

教材更新的即時性 較高。由於網際網路具

有快速、即時與無遠弗

屆等特性，教師在課堂

上可透過網路即時地更

新教材與獲得最新資

訊。 

較低。由於傳統的生活

科技教學活動使用固定

的課本內容進行教學，

其數據、圖片等資料均

較為老舊，且課堂上較

少使用電腦，無法像

e-Learning教學活動一

般即時透過網路更新教

材的內容。 
資料搜尋的速度 較快 較慢 
課程參與人員的溝通 可藉由網路即時線上交

談、通訊，互動較為密

切。 

只限於課堂上的面對面

溝通，互動較不密切。 

教材的生動程度 可用具體、生動地圖片

內容和多媒體教材來授

課，生動程度較高。 

主要是用傳統的課堂解

說和教具來呈現，生動

程度較低。 
教學方式的多元性 
 

可利用網路即時更新教

材與搜尋豐富的動畫、

多媒體內容，作多元的

呈現。 

受限於時間、空間等因

素，以傳統的課堂 
教學與實作方式為主，

多元性較低。 
作業繳交的機動性 學生完成作業就可透過

網路即時繳交，具有較

大的機動性。 

學生完成作業後，還需

等待下次上課再行繳

交，機動性較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網路教材蒐集部分 

上表由教材更新的速度、資料搜尋的速度、課程參與人員

的溝通、教材的生動程度、教學方式的多元性和作業繳交的機動

性等六個面向來探討生活科技e-Learning教學活動與傳統生活科技

教學活動的異同，結果發現e-Learning教學活動在各個面向皆優於

傳統的教學活動。這顯示e-Learning教學活動具有較大的優勢，也

說明了e-Learning教學方式興起而成為一股趨勢的原因。而在網路

教材蒐集部分，e-Learning教學方式更是具有以下四種功能，分別

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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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代替課本的圖片內容 

        在網路資源中，可找尋到很多豐富且生動地圖片和照

片，可代替課本的圖片，用以解說各種生活科技的現象和原理，

教師藉由圖片來做生動且具體地講解，較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2.多媒體教材的呈現 

        網路中的資源具有相當地多樣性，除了文字、照片、圖

片等內容外，還可以聲光、動畫、影片等多媒體效果來呈現。教

師在教學活動中，若能適宜地應用這些多媒體的教材，不但可吸

引學生的注目，也能藉著具體的聲音、圖像等方式，促使學生更

易於吸收與了解學習的內容。 

3.教材資料的更新 

        網路上有很多即時的資訊、圖片、新聞等等資源，對會

隨時間而改變的概念、現象或是注重時效性的教材內容而言，網

路是既確實又迅速的找尋途徑。特別是國內一些公營機構網站，

其網頁皆由專責單位管理，資料準確且更新速度快，其內容又多

與生活科技概念有密切關聯，所以教師可以運用網路上即時的數

據、訊息、圖片等更新教材舊有的資料，不但能夠發揮教學效果，

還可將生活科技的種種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4.課本內容的補充 

        網路中有相當多與課本內容有關且簡明易於了解的資

料，學生可善加利用做知識的補充學習。另外，如果電腦數目不

夠使用時，教師也可把網路中的補充資料，用投影片製作的方式，

在課堂裡展示予學生觀看，增進教學成效。 

    (三)教學活動設計部分 

在網路中搜尋到的相關資訊，可斟酌課程的內容進而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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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設計成教學活動。教師若能預先將這些網路資料整理為適合

學生學習的資源，或使用網路中的資源設計一些教學活動，將學

生分組或是參照網路中的資料作活動，就可達成e-Learning網路學

習的效果。另外，教師也可審視單元教學內容所需，設計可運用

網路資訊查詢的教學活動，使學生針對教師出的問題，上網查詢

相關資訊，則應能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加強學習成效。 

    (四)小結 

由以上所述e-Learning在高中生活科技教學活動的應用方

式來看，網路資源輔助教學相當適宜應用於生活科技的教材內

容，其優點是可設計出「以學生為主，以教師為輔」的教學活動

內容，並以現代科技方法來學習現代科技之模式進行教學活動，

而達到教學目標。因此，網路資源未來將成為輔助生活科技教學

的一大要素。 

  

第三節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為衡量學習者的學習成果和教學者的教學品質之重

要指標。本節先由學習成效的評估開始探討，接著進一步瞭解學

習成效與知識創造行為的關係，探討如何藉由知識創造行為的應

用，來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然後說明科技素養與科技學習成

效的關係，再來描述學習成效的自我評估，最後探討學習成效的

評估方式，說明衡量學習成效的方式，為後續的問卷、測驗卷等

研究進行的流程提供了理論根據。 

一、學習成效的評估 

    學習成效的評估可採用客觀的學習成果，亦即線上學習課程

的學習成績，也可評估學生主觀的學習收獲，在這裡以學習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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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為代表。洪明洲(1999)主張，具體的學習效果包含以下二種指標： 

(一)客觀的學習效果：以測驗成績、和完成進度時間為代表。 

(二)主觀的學習收獲：以學習滿足、偏好為代表。 

    綜合上述可知，學生的學習成效可以用學習成績、學習滿意

度以及學習效率來表示，其中學習效率是指學生的完成進度時

間。以下就這三個構面的內容分述如下： 

1.學習成績 

朱彩馨(2002)指出學習者的學習成績即是學習績效，可

作為學習成效的衡量指標。陳年興、林甘敏(2001)在網路學習行為

與學習成效的研究中發現，學習成效的良好程度和學習成績的關

係相當密切。而楊純青(2003)則表示判斷數位學習成效的指標，可

分為學習成績、學習滿意度、和學習持久性三種，其中學習成績

採用學習者在每次數位教學課程的實施前和之後的前後測之進步

分數，當作評量指標。 

2.學習滿意度 

學習滿意度是學習者參與活動之中和之後愉悅和滿足

的程度(陳育民，2003；蕭順壕，2004)。而李怡璇(2002)則使用自

我學習績效調查表來了解學習者在數位學習課程結束之後，在溝

通技巧、合作精神、和思考能力等等自我感受進步的情形。其研

究也指出，以學習績效的角度而言，數位學習成效不只注重知識

層次上的成長，也重視其他能強化學習動機和意願的層面。 

3.學習效率 

在學習成效評估上，黃雅慧(2003)提出客觀的學習效果

應包含完成進度時間，因此若要衡量學習成效，可用學生完成課

程的所需時間長短，作為評估的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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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成效與知識創造行為的關係 

    知識在學生的學習階段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代表了將資

訊付諸行動的結果。知識也可說是一種資源，亦稱為智慧資本

(Intellectual Capital)，知識已成為學生在未來的生產要素，而學校

的學習方式也正積極地謀求改變與創新，教導學生能夠妥善地管

理知識，讓學生藉由知識創造行為的理解、轉化與學習，應用於

實際教學活動上，透過知識螺旋模式增強學生知識吸收的質量，

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在本研究中，所有參與e-Learning網路教學的學生都因學習同

樣的課程而形成一個學習群體，許世軍、巫宗融(2001)在哈佛商業

評論─突破性思考的導讀中，表示組織為謀求創新價值，應採取突

破性思考(breakthrough thinking)。此突破性思考脫離舊有科層範圍

的界線，且不受組織現有能力或財力的限制，設法發掘學習者未

獲滿足或未曾自覺之需求，並提供解決。也就是說，在學校組織

中，教師可以運用知識創造行為於群體的教學活動中，用此種突

破性思考的方式，讓源源不絕的創新與創意，為教學活動的進行

注入新的動力。李仁芳(1990)也指出組織運用的知識可分為系統性

知識和非系統性知識。而教師將知識創造行為應用於學校教學活

動中的模式，就是透過兩種知識的互動，促進學習成效的出現。 

    林美英、趙振瑛(2003)透過教案設計，把Nonaka的知識螺旋理

論應用於課程教學中，用分組合作的方式，將知識的螺旋機制透

過學生的學習課程加以呈現。其流程可分為三個步驟，第一，由

內化知識開始，知識螺旋的起點是網際網路知識的吸收。第二，

透過社會化、外化和組合化的轉換，其過程是經由討論與分享的

互動。第三，擴大知識的轉換，增加知識累積的速度。而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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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藉由團隊合作的學習，學生的知識轉換模式均有增加的現

象，亦即透過團隊合作，確實強化了學生表達和溝通其觀念的機

會，同時也提供了學生們互相學習與模仿的途徑。所以，如果能

持續將知識創造行為應用於實際的教學活動中，學生將因為知識

螺旋模式的有效擴展，帶動知識累積與吸收的能量，進而提高其

學習成績或學習滿意度。 

三、科技素養與科技學習成效的關係 

    「科技素養」是指人類在為了解決實務問題以改善生活環境

的前提，善用知識、創意與機具、材料及產品等資源，以便適應

科技社會和在科技社會中發展的基本能力(李隆盛，1992)。而科技

素養的宗旨在於幫助人類具有認識和使用科技的能力，能夠與科

技互動，適應科技社會的生活而得以生存(林建仲等，1996)。而學

習成效是指學生經過教學活動之後，在學習態度及學習成就上的

總體表現(王思堯，2004)。學習成效也可說是測量學習者的學習成

果之指標，為評估學習品質的最主要項目之ㄧ，學習成效會受到

許多因素的影響，例如：課程設計、學習者特質、教學方式等等。

而科技學習成效則會受到科技素養的影響，由於科技素養包括選

擇、確定和有效率地使用材料、工具、機器及與科技相關的程序、

運用科技來解決現在和未來的問題、體認科技的衝擊及其對環境

和社會的影響等等內涵(徐妙琴，1994)，所以具備較高的科技素

養，對於生活科技動手做、問題解決導向的課程設計較能適應與

上手，則可獲得較高的學習成效，因此科技素養會對科技學習成

效造成影響。 

    在現今的科技社會中，具備「科技素養」是人們不可或缺的

一項能力。學生如果具有較佳的科技素養，則愈符合生活科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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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需要的創新、應用和主動學習等學習者特質。由於生活科技

課程的範圍相當寬廣，而教學時間又十分有限，因此須要把較大

的題材融入到較小的科目中，每一單元應從宏觀的角度切入，藉

由各個活動的教學，儘量地包涵和充實各種概念，加強學生的科

技素養，使其能夠善用知識、創意與機具、材料及產品等資源，

則能夠達到「見樹又見林」的效果(李隆盛，2002)，也就是達成提

高學生的學習成效之目標。 

四、學習成效的自我評估 

    根據 Latham and Wexley(1991)指出學習內容的了解和應用，

應以學習者本人最為明白，而 Glazer(1991)也表示因為知識的價值

主要取決於知識者(knower)的主觀認知，故學習成效的評估可直接

由使用或定義知識的人來衡量。因此，用自評的方式來衡量學習

成效較為適當，並且為了能在課程結束後快速獲得完整的樣本資

訊，大多數的研究也都使用自評的方式(Baldwin and Ford, 1998)。

自我評估實際上已被驗證是一種可靠的評估方式，透過學生評估

自己習得多少知識和能將習得之知識運用到工作的程度，將有益

於了解課程的成效(黃佑安，1992；林麗惠，1997)。 

五、學習成效的評估方式 

    學習成效評估方式有很多種類別，著名的教育學家 Watkins

把在學校常用的學習成效評估方式，分成下列九種：口頭回憶、

學生作品的評分、論文式考試、操作的評分、教師的評定、機械

的記錄、非正式的描述性評量、標準化的客觀測驗和教師自編的

測驗(方炳林，1992；簡茂發，1999)。 

    另外，由於需求和目的之差異，學習成效的評估也有不同的

分類方式，其中一種分類方式是根據教育目標類型來區分(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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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2002)。學習成效評估依據不同的教育目標類型可分為以下三

類： 

（一）認知測驗 

    認知測驗即是衡量關於個人心理能力之測驗，所謂的心理能

力是指人們吸收知識、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成就測驗即是認

知測驗的一種類型，是專門用來衡量透過學校教育或訓練之後所

習得之實際能力或行為表現的測驗，因此成為在教學上使用最多

的測驗之ㄧ，也就是用來衡量學生學習成果的方式。 

（二）情意測驗 

    情意測驗即是衡量關於個人特質之測驗，所謂的個人特質涵

蓋了個人的態度、價值觀、情緒、興趣和人格等等。一般常見的

情意測驗分為兩種，如下所示。 

1.態度測驗：主要是用來衡量個人對於人、事、物的興趣、

看法和價值觀等等。謝惠卿(2002)指出學習滿意度為一種感覺或態

度，而這種感覺或態度是從學生對於學習活動的喜愛程度而來

的。因此，態度測驗也就是用來衡量學生學習滿意度的方式。 

2.人格測驗：主要是用來衡量個人的個性、人格特質和風

格等等。 

3.動作技能測驗 

    動作技能測驗即是衡量關於個人的四肢和頭腦的協調反應之

測驗，此種類的測驗通常使用實作測驗之方式來進行。 

    而 Gagne(1985)指出學生習得的學習成效共有五種，分別是智

力技能、認知策略、口頭資訊、動作技能與態度，和本研究相關

的是智力技能、認知策略和態度，分述如下。 

1.智力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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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力的技能讓人們可以用符號或概念化之方式，和其所處的

環境產生交互作用，也就是說智力技能的學習即代表學習如何做

的意義。 

2.認知策略 

    認知策略為控制個人記憶、思考和學習的能力，是一種自我

行為的管理。在遇到問題時，就會選擇和應用適合的認知策略，

而其通常是從以前的各種經驗所累積而生的。前述的智力技能和

認知策略所具體呈現出來的形式即是學習成績。 

3.態度 

    人類對於不同的人、事、物都會有不同的態度和情緒反應。

態度所產生的效應會讓人們正面或負面地擴張其對於事物的反應

程度。所以，態度所具體呈現出來的形式即是學習滿意度。 

    本研究將學習成效評估定義為一種價值判斷的過程，藉由持

續不斷地蒐集各方面的資料來評估學生的學習效果，並探討學習

成效與知識創造行為的關係和學習成效的自我評估，以作為教學

方法和課程實施改善的依據。另外，經由相關文獻的分析，歸納

出學習成效的評估可以透過學習成績和學習滿意度的衡量來進

行，在本研究中，衡量學習成績和學習滿意度的工具分別是學習

成績測驗卷和學習滿意度問卷。而在學習成效評估的方式中，並

非一成不變，是需要因地制宜的，然其還是存在一些評估執行的

參考標準，值得相關學者專家加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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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教學實驗方法探討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知識

創造行為與高中學生科技學習成效之關係。因此，本章將根據研

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對研究架構、對象、流程和工具加以說明，

並闡釋資料分析方法與e-Learning運輸科技教學活動課程規劃和進

行的內容，以作為後續研究進行的依據。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作為研究設計及分析的基礎，在e-Learning

運輸科技學習活動的背景環境之下，以e-Learning的五項基本特性

為原則，探討知識創造行為對科技學習成效的影響及其之間的關

係為何。以知識創造行為為自變項，科技學習成效為依變項，綜

合以上各變項的關係，可繪製本研究的研究概念架構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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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概念架構圖 

 

圖 3-1 是本研究的「研究概念架構」，旨在說明在 e-Learning

的學習活動之下，分別對高中學生的知識創造行為和科技學習成

效有何影響，以及知識創造行為和學生科技學習成效這二者間有

什麼樣的關係。 

    本研究認為 e-Learning 學習活動中包含了學習可在任何時間

與地點進行、個人化和開放學習、合作學習、多樣化的學習資源

以及建構式學習等五大特性，學生透過規劃完善之 e-Learning 教學

環境，將能夠幫助學生達成學科成就表現和學習滿意度，這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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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的學習成效。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彰化師大附工綜合高中部學生為研究的母群體，用

立意取樣的方式從母群體中選取四個班的高一學生為樣本，作為

調查、研究的對象。本節就研究對象的人數、男女比例、基測錄

取成績等基本資料和電腦網路先備能力的訓練內容來做探討。 

    由於人力、時間、學校行政、經費等諸項限制，本研究採立

意取樣選取彰化師大附工綜合高中部四班高一學生為本研究教學

實驗的研究對象，因為高一的學生較無升學壓力，可以有較充裕

的時間來參與本研究。參與的四個班級均為常態編班，且為一般

生，未包含資賦優異或肢體障礙等特殊學生。為了寫作及統計上

的需要，故將這四個班分別以甲、乙、丙、丁來命名，除丙班為

39 人外，其餘各班均為 41 人。在男女比例方面，男生均佔各班人

數的 95%以上。而學生的家庭背景多元，但以工、教和商業背景

為主。 

    本研究的問卷等研究工具已在教學實驗時發送給受測四個班

的學生來進行填答，以下針對所搜集到的研究對象人數、性別、

基測最低錄取分數等基本資料來進行分析，如表3-1所示。 

    由表 3-1 可知，四個班學生的總人數幾乎相同，只有丙班略

少。就性別分佈而言，男生均佔各班人數的絕大多數，女生所佔

比率在 5%以下。在入學的基測最低錄取分數方面，彰化師大附工

為 335 分，約相當於台北市立木柵高工的錄取分數。而與國立台

灣師大附中和台北市立大安高工相比較，則明顯較低，分數差距

各為 68 分和 3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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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學實驗課程實施前，先為這些受測學生施予基本電腦網

路能力訓練，也就是利用教學實驗前二週的時間，教導學生使用

IE 瀏覽器的功能，也讓他們學習如何操作「學習加油站」和

Facebook 的功能。另外，也讓他們熟悉 E-Mail 的使用方法，以確

保這些學生都具有電腦操作的基礎能力。而由於本教學實驗的課

程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完成，故安排了六週實驗的課程，且學生除

了在學校上課時間進行外，還可利用課餘時間來進行本活動的學

習與實作。 

 

表 3-1 彰師附工受測四個班學生的基本資料表 

基本資料 總人數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 (%) 

甲班 41 39 2 

(95) (5) 

乙班 41 41 0 

(100) (0) 

丙班 39 38 1 

(97) (3) 

丁班 41 40 1 

(98) (2) 

四班人數加總 162 備註：99年基測最低錄取分數 
      彰師附工  335分   
      師大附中  403分   
      大安高工  367分 

資料來源：國立彰化師大附工、國立桃園農工網站 

 

第三節  研究流程 

    在 98 年 8 月前的準備階段是了解研究背景與動機，而後於 98

年 10 月確定研究主題，之後在 98 年 11 月至 99 年 4 月經過相關

文獻的蒐集與探討，歸納、整理出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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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而確認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繼而可開始準備研究問卷與量

表的設計。 

    另外，也應於 99 年 8 月前進行研究架構、對象與場所的確認，

之後再進行 e-Learning「運輸科技」課程的設計與安排，並針對實

驗背景和課程特色等因素完成相關問卷與量表的研製，之後在 99

年 7 月到 9 月進行研究工具的修改，同時進行「知識創造行為問

卷」專家效度的過程，依據相關專家學者的意見，針對問卷題項、

內容和文句的定義及用字遣詞進行修改，以確定問卷的專家效

度。繼而於 99 年 9 月 27 日至 9 月 30 日對學生實施學習成效的前

測，接著進行教學實驗。而後在 99 年 11 月 1 日到 11 月 4 日針對

知識創造和學習成效這二個層面對學生進行檢測，實地發放問卷

並進行測驗和作品實作來調查、分析。之後根據資料分析結果進

行整體性的探討。最後，依據研究的結果提出結論並對相關的教

育單位與後續的研究者提供建議，如圖 3-2 所示。 

    由於本研究前後測的題目相同，可能會受到記憶的影響而干

擾了研究的信、效度，根據 Carmines and Zeller(1979)的文獻指出，

在衡量再測信度時，如果前後兩次施測的時間相隔太短，則可能

會因為記憶效應而使得受測者仍記得前測時的回答，讓兩次施測

的答案趨於一致，而高估了信度，而兩次施測的間隔時間以兩週

到一個月為原則。然而，本研究前後兩次施測間隔的時間有六週，

前測於 99 年 9 月 27 日至 9 月 30 日進行，後測於 99 年 11 月 1 日

到 11 月 4 日實施，且前測不會公佈答案，因此不會受到記憶效應

的影響。 

    另外，為了釐清和安排論文完成的時程，本研究先將調查、

分析過後的資料加以整理、歸納，並寫成研究結論與建議以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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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初稿，經論文審查和修正之後完成正式的論文。本研究為確

保研究流程的順利進行，而排出「研究程序甘特圖」，如圖3-3所示。 

 

 圖 3-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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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研究程序甘特圖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研究所使用過的量表，而以量表為衡量之

工具，並設計出適合本研究的量表。為增加量表的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先藉由名詞解釋和文獻探討詳細了解各個變數的定義，再

根據研究目的、架構和假設等相關研究資料，進行量表衡量題項

的編製，將量表分為二個部份，第一部份為「知識創造行為問卷」

中的「知識創造行為」與「網路教學平台工具」使用量表，第二

部份為學習成效評估工具，共分為「學習滿意度問卷」、「學習成

績測驗卷」和「實作作品評分表」等三類工具。 

    其中，由於「知識創造行為問卷」自行發展的部份佔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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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為了使問卷達到預定的效果，所以先透過專家效度意見的

修正後，再進行正式的施測。而「學習成績測驗卷」是依據高中

生活科技中的運輸科技課程內容，並參酌各版本教科書內容等資

料編製而成。由於本研究需要觀察學生學習成績在教學實驗之前

和之後的變化，以分析在教學實驗期間學生知識創造行為的改變

和學生的科技學習成效之間的關聯性，所以需要進行「學習成績

測驗卷」的前測和後測。而「知識創造行為問卷」、「學習滿意度

問卷」和「實作作品評分表」皆須經過 Cronbach’s α內部一致性的

信度考驗，若 α係數在 0.35 以下應予以拒絕，在 0.7 以上表示相

當可信(Cooper & Emory, 1995)。由此信度考驗方法顯示，這三個

量表的 Cronbach’s α係數均在 0.9 以上，表示均具有相當高的信

度，可繼續進行後續的資料分析流程。 

    本節除了將「知識創造行為問卷」、「學習滿意度問卷」、「學

習成績測驗卷」和「實作作品評分表」等四種研究工具的編製內

容、標準、過程和理論依據做一個清楚的說明，並介紹學習成績

測驗卷的前、後測過程，以及「知識創造行為問卷」編製的專家

效度過程，以將理論與實際運用的過程互相結合，且介紹了學習

加油站和 Facebook 兩種 e-Learning 學習平台，使得研究工具能夠

得到應用的媒介，讓研究工具的內涵能夠更盡善盡美。 

一、 「知識創造行為」與「網路教學平台工具」使用量表 

    （一）量表概述與計分說明 

透過 Nonaka 之 SECI 知識創造行為理論，並配合、參酌一般

e-Learning 遠距教學平台所提供之功能以及國內知識創造行為領

域研究的問卷，而發展出本研究的「知識創造行為」與「網路教

學平台工具」使用量表。本量表分為兩個部份，一個是「知識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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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行為」問題，另一為「網路教學平台工具」使用問題，以四個

構面加以衡量，分別為社會化行為、外化行為、組合化行為和內

化行為，每一種行為有五個題項，前三題是「知識創造行為」問

題，後二題屬於「網路教學平台工具」使用問題，總計 20 題。「知

識創造行為」問題是要衡量學生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中，利

用「學習加油站」和 Facebook 的「e-Learning 學習網」參與學習

活動所產生的「知識創造行為」為何。而「網路教學平台工具」

使用問題是要調查學生在這四個 SECI 構面環境中，是否使用對應

的資訊科技功能來進行「知識創造行為」。因此，本量表分為兩個

部份是要更清楚地了解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中，學生使用「網

路教學平台工具」及其功能進行「知識創造行為」的成果為何。

量表的計分方式採 Likert 五點尺度形式，從「非常同意」到「未

使用」的順序，分別給予 4 到 0 分。分數愈高表示該行為進行的

頻率也愈高，如表 3-2 所示。 

（二）「網路教學平台工具」使用情形與「經常」的定義 

本量表是測量學生在這次六週的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使用

「學習加油站」和 Facebook 上的「e-Learning 學習網」之數位學

習工具，在課堂上或是在家裡進行的知識創造行為。為了確實了

解學生是否使用「學習加油站」和 Facebook 來進行學習以及他們

使用的次數和時間，所以在「知識創造行為問卷」中，設計了「網

路教學平台工具」使用情形調查，分為每週平均使用的次數和每

次平均使用的時間兩個部份，目的是調查學生平常使用「學習加

油站」和 Facebook 來進行學習的情形，以作為本研究進行的參考

和依據。由於本研究是要測量學生是否「經常」參與這次的學習

活動，而「經常」使用網際網路的頻率可說是見仁見智，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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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標準，這裡就參考下列學者的研究，為「經常」下一個明確

的定義。國外學者 Young(1998)指出，網路非成癮者平均每週的上

網時間為 4.9 小時。Anderson(1999)則認為網路非依賴者平均每週

的上網時間約為 9 小時。另外，Scherer(1997)指出網路非依賴者平

均每週的上網時間為 8 小時。在瞭解網路使用者的上網時間之後，

接著對他們使用網路做哪些活動及其所佔的比率進行說明。

Young(1996)指出網路使用者透過網路使用 e-Mail 的比率最高，達

30%，而資訊學習活動則佔 24%。而根據陳金英(2004)的調查顯

示，網路使用者在網路上進行休閒娛樂活動的比率高達 23.7%，進

行學術相關活動則有 21.3%。 

而一般認知「經常」的頻率應該要高於非成癮或非依賴的標

準，由上述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平均每週的上網時間採用三位學

者所提出的較高標準，為 9 小時。另外，考量本研究所指的上網

時間是以學習相關活動為主，所以採取 Young 和陳金英兩位學者

指出的上網進行學習相關活動比率的較高標準，為 24%。將上述

二個數值相乘所得的結果，即為每週上網參與本學習活動的時

間。因此，本研究為「經常」所下的定義是每週上網參與本學習

活動的時間為 2.2 小時以上，以了解學生的知識創造行為之變化為

何。 

（三）「網路教學平台工具」確實使用的探討 

    在設計了本量表的題項之後，產生了如何知道學生回家後是

否確實使用「學習加油站」等數位學習工具的問題。而數位學習

目前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學生不去使用，參與度不夠，對於這方面

的問題，可能就要加強和學生之間的溝通，讓學生能夠自主學習。

另外，可利用學校網站裡的學生登入和登出「學習加油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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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的記錄，以及線上互評成績的訊息及聊天室發言等質性

的資料，來得知學生是否確實運用 e-Learning 學習平台參與本次的

學習活動。但這些措施仍然會遇到一些實際上的困難，以「學習

加油站」為例，全國註冊的學生人數太龐大，不只限於一所學校，

且不登入也可以看上面的內容，所以要取得學生登入或登出的記

錄有一定的困難。而 Facebook 是屬於國外的網站，相當重視隱私

權的保護，所以要取得學生登入或登出的記錄也面臨難題。而本

研究在「知識創造行為問卷」中，加入了每天平均使用的次數和

每次平均使用的時間兩個部份的調查，以學習成效自我評估的方

式，調查學生確實使用「網路教學平台工具」的次數和時間，以

確保本研究的價值和可靠性。 

    （四）量表效度分析 

    知識創造行為量表自行發展的部份佔較高的比例，為了使效

度達到本研究的要求，所以對其進行了專家效度意見修正的過

程，由資訊及科技教育相關領域的教授以及資深的生活科技教師

等六位學者、專家與指導教授，一起針對問卷的題項、內容和文

句的定義及用字遣詞，加以審慎評估和深入地討論，以設計出符

合高中學生答題的題項和內容，由此可知，本量表應具有良好的

表面效度及內容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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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知識創造行為」與「網路教學平台工具」使用量表 

構面 題目 
社會化 1.【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運用學習加油站

上的教學資源，與老師或同學討論功課。 

2.【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在 Facebook 上

的 e-Learning 學習網的線上教學課程中，和老師互動。 

3.【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在 Facebook 上，

和同學分享經驗。 

4.【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的「聊天室」功能，與同學之間作即時的互動。 

5.【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的「即時通訊」功能，與老師或同學作意見的交流。 

外化 6.【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在 Facebook 上

的 e-Learning 學習網中的「課程討論版」，張貼或回應意見。

7.【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通常能夠運用課堂所學

來完成我的作業。 

8.【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參與「線上群組討論」，以共同完成小組任務。 

9.【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課程討論」功能，與同學之間一起提出討論或想法。 
10. 【 在 這 次 運 輸 科 技 學 習 活 動 裡 】 ， 我 會 使 用

Facebook 上的「群組討論」功能，與群組成員分享資

訊。 
組合化 

 
 
 
 

11.【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從學習加油站

上的教材內容中，擷取有關資料來完成報告。 
12.【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從網路上擷取相關資

料，來完成我的報告。 
13.【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從學習加油站

上的搜尋引擎中，擷取歷年課程的相關資料，來

完成我的報告。 
14.【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相關網站連

結」的功能，來搜尋與課程有關的資訊。 
15.【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學科教材分

類」的功能，瀏覽所需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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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知識創造行為」與「網路教學平台工具」使用量表(續) 

構面 題目 
內化 16. 【 在 這 次 運 輸 科 技 學 習 活 動 裡 】 ， 我 會 使 用

Facebook 上的「影音課程資料」功能，來自我反覆練

習。 
17. 【 在 這 次 運 輸 科 技 學 習 活 動 裡 】 ， 我 會 使 用

Facebook 上的「線上測驗」功能，來加強自我學習。

18.【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在 Facebook 上

的 e-Learning 學習網，觀摩其他同學的報告或作業，來增進學

習。 
19.【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作業觀摩」功能，來進行更寬廣的思

考。 
20.【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學習加油站

上的「測驗考試」功能，來加強自我的知識與技

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學習成效的評估工具 

    本研究的學習成效分為學習滿意度和學習成績兩個層面來加

以評估。經由本研究對學習成效的評估所下之定義，並參酌國內

學習成效領域研究的問卷，而發展出本研究的學習滿意度問卷和

學習成績測驗卷。 

(一)學習滿意度問卷： 

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習者參與課程之後感到滿足的程度，進而

對該科目或課程產生興趣或正面的觀感。本研究的學習滿意度問

卷參酌李怡璇(2002)、楊純青(2003)等研究者的學習滿意度量表，

並加以修訂，以符合研究所需。本問卷針對此 e-Learning 教學活

動可細分為四個衡量構面，分別是學習內容、教學彈性、互動溝

通和成果評量，總計 20 個題項，其對應的題目可歸類為 1-6、

7-11、14-18 及 12,13,19-20 題。問卷的計分方式採 Likert 五點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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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形式，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順序，分別給予 5

到 1 分。分數愈高表示受試者的學習滿意度愈好，問卷請見附錄

二。就問卷而言，各題的中間值是 3 分，若學生答題的平均數超

過 3 分，且「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比率偏高，則表示學生對

本教學實驗的成果感到滿意。 

「學習滿意度問卷」參酌李怡璇(2002)、楊純青(2003)等研究

者的學習滿意度量表，並加以修訂，以符合研究所需。而上述二

位學者的量表都是依據大量文獻加以嚴謹地編製而成，本研究則

對上述二位學者的學習滿意度量表加以引用。因此，本問卷也具

有良好的表面效度與內容效度。 

(二)學習成績測驗卷：學習成績是學習成效的指標之ㄧ，屬於

客觀的學習效果，也就是學生在所要研究的學科上，習得重要知

識和觀念的能力。本研究的學習成績是以測驗卷的方式衡量，而

學習成績測驗卷是依據高中生活科技中的運輸科技課程內容，根

據教材內容的重要性、教學時數的長短，配合所要達成的教學目

標，並參酌網路教學平台工具及各教科書內容等資料編製而成，

題目均為單選題，總計 25 題。 

由於現在許多學校仍然使用教師自編的紙筆測驗作為定期評

量的主要工具，測驗之內容則根據教學進度來訂定，目的在於評

估學習者對於教學內容的精熟程度。而本研究的教學實驗也是配

合學校課堂的教學進度來實施，所以能夠說明本研究根據教師自

編測驗的原則所編製的學習成績測驗卷，適合作為衡量學生在本

次學習活動的學習成效之工具。 

「學習成績測驗卷」是依據高中生活科技中的運輸科技課程

內容，並參酌各教科書內容等資料編製而成，採用龍騰、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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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興等各校常用的版本內容進行試題設計與編製，並經由私立竹

林高中的生活科技劉老師和台北市立萬芳高中的程教務主任的專

家審查，因此，其表面效度與內容效度是受到肯定的。 

(三)實作作品評分表：本學習活動的實作作品是動力船，其評

分標準主要是根據張玉山(2003)的「產品創意評量表」，分為「材

料」、「製作」、「造型」和「結構」等四個向度來加以評量，

並針對本研究的動力船實作活動加以設計，以符合活動的實際情

形所需。每一個向度各有兩個評量項目，得分從 5 到 1 分以區別

作品的良窳。藉著衡量學生的產品創意來與知識創造的 SECI 過程

結合，進一步分析學生的知識創造行為。 

由於各個評量向度又可對應到不同的知識創造行為，根據

Nonaka 與 Takeuchi 的理論為基礎，可知「材料」這個評量向度

著重在與他人溝通、分享知識，以達成材料選用的獨特性和多樣

性，與「社會化」行為的概念相符合，故可對應到「社會化」行

為。「製作」這個評量向度著重在將個人的內隱知識加以具體化

地表達出來，以達成加工製作和組裝接合的目標，故可對應到「外

化」行為。「造型」這個評量向度著重在將觀念加以系統化而形

成知識體系的過程，也就是將「製作」等具體化行為再加以複雜

化，以產生造型設計的創意和美觀程度，故可對應到「組合化」

行為。「結構」這個評量向度著重在將前述的社會化、外化以及

組合化行為所創造出的新知識體系，轉化為個人的內隱知識，也

就是經過「材料」、「製作」和「造型」的過程之後，進一步發

揮「從做中學」的效果，產生船體的穩固和航行的平順、流暢等

成果，故可對應到「內化」行為。 

三、學習成績測驗卷的前、後測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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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共有彰化師大附工四個班 162 名學生為測驗卷前測受

試者，前測於教學實驗的第一週即實施，四個班的施測日期為 99

年 9 月 27 日到 9 月 30 日，以瞭解這些學生在教學實驗之前的先

備知識為何。而後測於教學實驗的最後一週實施，四個班的施測

日期為 99 年 11 月 1 日至 4 日，與前測的時間相隔六週，以觀察

這些學生在經過教學實驗之後，他們知識創造行為的變化和其所

呈現出來的學習成效之間的相關性，並確保不會受到記憶效應的

影響。 

四、e-Learning 學習平台─學習加油站 

    本研究 e-Learning 教學活動採用教育部所屬的「學習加油站」

數位學習平台。「學習加油站」肇始於教育部的「資訊教育基礎建

設計畫」，於民國 87 年由教育部召集成立「資訊教育軟體與教材

資源中心」，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負責規劃與整合的工作，並於民

國 89 年正式啟用「學習加油站」。 

    而「學習加油站」目前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傳播與科技

研究所負責管理與維護。此平台對於高中職、高中和國小的各學

科均設計並開放網路線上課程，教師均可利用此網站進行教學活

動，學生也可使用該網站的資源進行學習。「學習加油站」可說是

整合了各學科的教材、資訊資源，提供國內師生資源共享的平台。

本網站分為學習資源、網路活動、學科教材、鄉土教材、好站連

結、主題報等區，點選「學科教材」進入，則可連結到國內各學

校所提供的各學科之網路教材資源。以台中市「萬和高中」的高

中生活科技科為例，裡面有「主題綱要」、「教材庫」、「討論園地」、

「測驗題庫」等等區塊，提供了生活科技課程的教學資源和師生

溝通、討論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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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Learning 學習平台─Facebook 裡的「e-Learning 學習網」 

    本研究 e-Learning 教學活動採用 Facebook 上的「e-Learning 學

習網」為另一種數位學習平台。由於「學習加油站」缺乏即時通

訊、線上討論和線上測驗等等功能，所以在此加入 Facebook 的數

位學習平台，利用它的討論區、即時線上通訊等等功能以補齊「學

習加油站」所沒有的功能，進一步達成我們的研究目的。 

    Facebook 是由哈佛大學的學生 Mark Zuckerberg 在 2004 年所

創造，最初只是哈佛大學的社交互聯網路，之後提供給其他美國

大學的學生使用，包含紐約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史丹佛大學等

學校相繼加入，隨後陸續擴展至全美國及加拿大各大專院校。於

2006 年起開放給全球的使用者註冊，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用人找

人的方式形成人際網路，目前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社交網絡社群(何

宛芳，2008)。Facebook 所提供的功能除了線上討論區和組成社群

之外，在「Marketplace」中可讓成員免費發佈生活資訊或廣告，

而「Events」可通知朋友們在社群上最新的動態或活動。另外，台

灣的新竹教育大學教育系更是安排學生在 Facebook 上與美國喬治

亞大學學生進行了跨國的網路學習課程。所以可知 Facebook 所提

供的互動功能的確是即時、迅速和有效率的，且可顯示了 Facebook

的網路學習功能已受到大眾的重視和廣泛運用。以「彰化師大附

工」的「e-Learning 學習網」為例，裡面有「塗鴉牆」、「討論區」、

「資料」、「相片」和「近況更新」等等功能，學生可利用上面的

「聊天室」、「討論區」等功能進行即時通訊和課程討論，也可使

用「線上測驗」和「線上教材」的功能來進行 e-Learning 數位學習

的活動。因此可知 Facebook 的「e-Learning 學習網」可輔助「學

習加油站」，並大大加強了 e-Learning 網路學習的功能，的確是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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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e-Learning 學習平台，可幫助我們了解學生使用「網路教學平

台工具」及其功能進行「知識創造行為」的成果。 

六、問卷編製的專家效度過程 

    而本研究在問卷設計和題項編製的過程中，為設計出符合高

中學生答題的題項和內容，已經由資訊及科技教育相關領域的教

授以及資深的生活科技教師等六位學者、專家與指導教授，一起

針對問卷的題項、內容和文句的定義及用字遣詞，加以審慎評估

和深入地討論，包括題項是否適切、文句語意表達是否流暢等等，

提出其個人看法和修正的建議，以建立問卷的專家效度。 

    本研究的專家效度是以電子郵件、實地訪談和電話訪問學

者、專家的方式來進行，協助本問卷的學者、專家名單和給予建

議的日期如表 3-3 所示。而個別專家的建議和修正意見，以及問卷

修改前後內容的對照，如表 3-4 所示。之後綜合、彙整所有學者、

專家們的建議並進行修改，將語意不通順、不適合的題項內容加

以潤飾、刪除和修正，最後完成了「知識創造行為問卷」的適切

和完整內容，如附錄一所示。 

 

表 3-3 「知識創造行為問卷」的專家效度名單(按照姓氏筆劃排序) 

姓名 職稱 教學年資 給予建議的日期 
林弘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

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副教授 
約 15 年 2010 年 10 月 3 日

林坤誼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

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約 6 年 2010 年 9 月 24 日

陳均碩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

理教授 
約 3 年 2010 年 9 月 30 日

程懷遠 台北市立萬芳高中教務主任 約 17 年 2010 年 9 月 24 日

楊錦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

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副教授 
約 33 年 2010 年 9 月 30 日

劉權儀 私立竹林高中專任生活科技教

師 
約 3 年 2010 年 9 月 23 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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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專家效度修正意見和修正前後問卷內容的對照表 

專家名稱 原問卷內容 專家審查意見和

建議 
修正後的問卷內容 

林弘昌 副教授 問卷的書函部份 問卷的書函部份 問卷的書函部份 
這是一份關於知識創

造行為的問卷，這份問

卷主要是在研究各位

同學在這次

「e-Learning運輸科技

學習活動」的知識創造

行為，主要目的是為了

瞭解各位在參與本次

「e-Learning運輸科技

學習活動」的學習情

形。 
 

a. 刪除「研究」，

改成「瞭解」。

b. 刪除『主要目

的是為了瞭解

各位在參與本

次「e-Learning
運輸科技學習

活動」的』。

c. 刪除後，在「學

習情形」前面

加一個「和」

字。 
d. 「學習情形」

改成「學習的

情形」。 

這是一份關於知識

創造行為的問卷，這

份問卷主要是在瞭

解各位同學在這次

「e-Learning 運輸科

技學習活動」的知識

創造行為和學習的

情形。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 
1.在這次運輸科技學

習活動裡，我使用學習

加油站與老師或同學

討論功課。 

a.如何使用學習

加油站討論功課

呢？ 

1.在這次運輸科技學

習活動裡，我會運用

學習加油站上的教

學資源，與老師或同

學討論功課。 
5.在這次運輸科技學

習活動裡，我使用「即

時通訊」的功能與老師

或同學作意見的交流。

a.由於第三部份

的很多題弘昌老

師都反應學習加

油站無此功能，經

過與陳老師和指

導教授討論後，認

為 Facebook 有提

供相關且充足的

功能。所以，建議

加上 Facebook 的

平台，以輔助學習

加油站來促進研

究、教學的進行。

以第 5、9 和 16 題

為例。 

5.【在這次運輸科

技學習活動裡】，

我會使用 Facebook
的「即時通訊」功

能，與老師或同學

作意見的交流。 
9.在這次運輸科技學

習活動裡，我使用「課

程討論」的功能與同學

之間一起提出討論或

想法。 

9.【在這次運輸科

技學習活動裡】，

我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課程討論」

功能，與同學之間

一起提出討論或想

法。 
16.在這次運輸科技學

習活動裡，我使用學習

加油站上的「影音課程

資料」功能，來自我反

覆練習。 

16.【在這次運輸科

技學習活動裡】，

我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影音課程資

料」功能，來自我

反覆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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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專家效度修正意見和修正前後問卷內容的對照表(續) 

專家名稱 原問卷內容 專家審查意見和

建議 
修正後的問卷內容 

林坤誼 助理教授
問卷的書函部份 問卷的書函部份 問卷的書函部份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五月 
a.「五月」應改

成「十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十月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 

17.在這次運輸科技學

習活動裡，我使用學習

加油站上的「線上測

驗」功能，來加強自我

學習。 

a.第 17 題和第 20
題的「線上測驗」

和「測驗考試」如

何區別呢？ 

17.在這次運輸科技

學習活動裡，我會使

用 Facebook 上的「線

上測驗」功能，來加

強自我學習。 
20.在這次運輸科技學

習活動裡，我使用「測

驗考試」的功能，來加

強自我的知識與技能。

20.在這次運輸科技

學習活動裡，我會使

用學習加油站上的

「測驗考試」功能，

來加強自我的知識

與技能。 

陳均碩 助理教授

 
 

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 
1.每週平均使用的次

數 
□ 1-5 次 □ 6-10 次 
□11-15 次 □15 次以上

□未使用 

a.每週平均使用

的次數可由大到

小排列。 

 

1.每週平均使用的次

數 
□ 15 次以上  
□ 11-15 次 □6-10 次

□1-5 次 □未使用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 
19.在這次運輸科技學

習活動裡，我使用「作

業觀摩」的功能，來進

行多元化的思考。 

a.第 19 題的「多

元化」可用更淺

顯的語句來表

達。 

19.在這次運輸科技

學習活動裡，我會使

用 Facebook 上的「作

業觀摩」功能，來進

行更寬廣的思考。 
1.在這次運輸科技學

習活動裡，我會運用學

習加油站上的教學資

源，與老師或同學討論

功課。 

a.可在學習加油

站後面加一個「學

習加油站」的代表

圖片、標誌，可增

加題項內容的生

動度。另一個網路

教學平台

Facebook 亦然。 
b.由於每一題都

有「在這次運輸科

技學習活動裡」的

詞句，所以可加括

弧以資區別。以第

1題和第19題為例。

1.【在這次運輸科技

學習活動裡】，我會

運用學習加油站

上的

教學資源，與老師或

同學討論功課。 
19.在這次運輸科技學

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作業

觀摩」功能，來進行更

寬廣的思考。 

19.【在這次運輸科技

學習活動裡】，我會

使用

Facebook 上

的「作業觀摩」功能，來

進行更寬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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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專家效度修正意見和修正前後問卷內容的對照表(續) 

專家名稱 原問卷內容 專家審查意見和

建議 
修正後的問卷內容 

程懷遠 主任 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 
2.每週平均使用的時

間 
□ 1 小時以下 □ 1-8 小

時 □ 9-16 小時 □ 16
小時以上 □未使用 

 

a.問每週平均使

用的時間，學生不

容易回答，應改成

「每次平均使用

的時間」。 
b.時間的間距太

長，應改成以 0.5
小時為一單位。 

 

2.每次平均使用的時

間 
□ 1.5 小時以上 □ 
1-1.5小時 □ 0.5-1小
時 □ 0.5 小時以下 
□未使用 

 

楊錦心 副教授 問卷的書函部份 問卷的書函部份 問卷的書函部份 
這份問卷不是考試，更

沒有標準答案，也不會

影響各位的成績。 

a.「更」字就前

後的語意來說是

多餘的，應予刪

除。 

這份問卷不是考

試，沒有標準答案，

也不會影響各位的

成績。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 
6.在這次運輸科技學

習活動裡，我在學習加

油站上的課程討論版

張貼或回應意見。 

a.第 6 題的課程討

論版應加上括

號，以符合整份問

卷的格式。 

6.【在這次運輸科技

學習活動裡】，我在

Facebook
上的 e-Learning 學習

網中的「課程討論

版」，張貼或回應意

見。 
劉權儀 生活科技   

專任教師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 
4.在這次運輸科技學

習活動裡，我使用「聊

天室」的功能與同學之

間作即時的互動。 

a.由於第三部份

的很多題都有「我

使用」的語句，為

了讓文意更加流

暢，可將「我使用」

改成「我會使

用」。以第 4 題和

第 19 題為例。 

4.【在這次運輸科技

學習活動裡】，我會

使用

Facebook
的「聊天室」功能，

與同學之間作即時

的互動。 
19.在這次運輸科技學

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作業

觀摩」功能，來進行更

寬廣的思考。 

19.【在這次運輸科技

學習活動裡】，我會

使用 

Facebook
上的「作業觀摩」功

能，來進行更寬廣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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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專家效度修正意見和修正前後問卷內容的對照表(續) 

專家名稱 原問卷內容 專家審查意見和

建議 
修正後的問卷內容 

劉權儀 生活科技   

專任教師 

 

第三部份的問項標

題列 
第三部份的問項

標題列 
第三部份的問項標

題列 
有使用 

 
未

使

用

a.問項標題列的

旁邊可以加星

號，代表每一個標

題列的分數，以增

加問卷本身的清

楚、生動程度。 

有使用 
 
 

未

使

用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略

為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

☆

☆

☆  

同 
意 
☆ 

☆ 
☆ 

 
略 
為 
同 
意 
☆ 
☆ 

 

 
不 
同 
意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過專家效度的過程之後，上述各位學者、專家與指導教授

均給予許多寶貴的意見和修正建議，使得「知識創造行為問卷」

的內容更加完整和可行。首先，在本問卷的「書函」部份，各位

專家、老師針對書函內容的精簡、文句的通暢及日期的更正均提

出了修改意見。而在問卷的第二部份，則斟酌實際情形、衡量學

生使用的情況，針對學習平台使用的次數和時間給予修正建議。

另外，在問卷的第三部份，針對各個題項所提到的學習平台功能、

語意的表達、格式的調整和問卷題項的生動程度均給予改進的建

議。以上各位專家、學者的建議並沒有互相衝突的地方，且經過

專家審查的過程可增加問卷的效度，所以本問卷均依照專家審查

的意見和建議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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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SPSS for Windows 17.0 版統計軟體來進行待答問

題、問卷、試卷和評分表等資料的分析工作。問卷、試卷和評分

表等資料回收後，先經過過濾、篩選，去除無效的資料後，再將

數據輸入電腦與進行遺漏值處理，接著使用 SPSS for Windows 統

計軟體，將所得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獲得本研究的成果。 

本研究使用敘述性統計、信度分析、相依樣本 t 檢定、皮爾森

相關分析以及複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對原始資料進行分析，以

下為主要使用的分析方法之說明： 

一、敘述性統計 

    對於問卷的構面、測驗成績以及一些題項採用敘述統計的方

法來分析，用各變數的次數、百分比、平均數和標準差等表達有

效資料的分佈情形。對於問卷和測驗卷的各項填答與整體資料的

呈現，描述自變項和依變項的分佈情形，把類別資料用次數分配

和百分比的方式描述，用來呈現問卷、測驗卷填答者的基本資料，

並分析個人背景和組織背景因素等等。而平均數和標準差則是用

以敘述填答者在問卷和測驗卷得到的分數，所呈現出來的學習成

績、學習滿意度和知識創造行為的過程。例如：將學生在知識創

造行為、學習滿意度和作品評分表的四個構面所得分數予以計算

出平均數和標準差，用以描述他們在經過 e-Learning 學習活動之

後，所呈現出來的知識創造行為運作情形、滿意度結果和作品成

績表現。再者，將學生測驗卷前後測成績的分數和所對應的分數、

百分比計算出來，即可瞭解他們在教學實驗前後的成績分佈基本

資料。接著以「學習滿意度問卷」為例，問卷內容共計 20 題，每

題的得分從 1 到 5 分，只要平均得分高於理論中點的 3 分，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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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顯示出學生對於本次 e-Learning 學習活動的滿意度偏高。而問卷

題項的標準差若愈大，則表示學生們的看法愈趨分歧。 

二、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是用來了解於不同時間、地點衡量時，測量結果是

否具有一致性和穩定性，又稱為內部一致性考驗。本研究的知識

創造行為量表、學習滿意度量表和實作作品評分表使用 Likert 量

表中常見的信度考驗方法「Cronbach’s α」係數，來衡量知識創造

行為與學習成效測量結果的一致和穩定性，係數值愈高表示量表

愈穩定，其內部的一致性愈佳，若 α值大於 0.7，即顯示本研究的

量表具備良好的信度(Nunnally,1978)。而根據 Cooper 與 Emory 的

建議，α係數在 0.7 到 0.9 之間表示很可信，在 0.35 到 0.7 之間為

信度普通，若低於 0.35 應予拒絕，而若高於 0.9 即顯示信度非常

高。學習成績測驗卷則採用「再測信度」，是指將同一個測驗前

後重複施測於同一樣本上，施測的時間不同而方法一樣，根據兩

次的分數而求得其相關係數，亦稱為「重測信度」(周東山，1997)。 

在信度分析上，Joseph、Rolph 與 Ronald(1987)指出若再測信度值

大於 0.7 即顯示信度相當高，在 0.35 到 0.7 之間表示信度屬於可接

受的範圍，若小於 0.35 顯示信度偏低。而 Wortzel(1979)則認為若

信度值在 0.7 到 0.98 之間皆為高信度，若小於 0.35 應予拒絕。 

三、相依樣本 t 檢定 

相依樣本 t 檢定應用的時機在於兩群體的資料是成對出現

的，亦即兩組資料是相依的情形。像是二組資料是「重複量數」

時，例如：進行學習成績測驗卷的前後測，每一筆配對的資料皆

是來自同一位受試者，此時二組資料是成對出現且相依的，因此

須要使用相依樣本 t 檢定。本研究以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學生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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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教學實驗前後的測驗卷進步成績之差異情形，主要在驗證學生

的後測成績是否比前測成績有顯著進步。 

四、皮爾森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在問卷變數的各構面均符合效度和信度的要求後，可以皮爾

森相關分析來檢驗變數各構面間是否有相關性存在以及各構面之

間的相關程度為何，亦即檢定知識創造行為和學習成效之間的相

關性為何，是否顯著相關，有了顯著相關之關係後才適合進行迴

歸分析，進一步探討知識創造行為對學習成效的顯著關係。本研

究的學習滿意度和測驗卷前、後測是分開探討其在e-Learning學習

活動後的個別表現情形，所以這裡的學習成效指的是測驗卷進步

成績和實作作品成績。 

五、複迴歸分析 

    經過皮爾森相關分析之後，確認變數間有顯著的相關性存

在，還要經過迴歸模式是否成立的檢驗，亦即要滿足誤差項獨立

性、常態性和恆常性三個基本假設及避免複共線性的問題，才能

進行迴歸分析。複迴歸是根據二個或二個以上的自變項來解釋一

個效標變項。本研究使用強迫進入法進行複迴歸分析，以描述知

識創造行為的四個構面對學習成效的差異是否達到顯著的影響關

係，也就是運用迴歸分析的方法，來探討知識創造行為的四個構

面分別對測驗卷進步成績和實作作品成績的差異是否達到顯著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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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e-Learning運輸科技教學活動 

    本研究於研究對象高中一年級下學期實施，分為六週總共十

二小時來進行，並配合課程進度，於課堂中因應課程需要進行運

輸科技中的船舶運輸power point簡報教學，期間同時繼續充實並研

發線上教學內容，且徵詢學生及教師的意見，以作為增修、編製

網站內容的參考。 

一、 在課程單元方面 

    由於本研究是要探討知識創造對學生科技學習成效的關係，

並提供生活科技教師教學上的資源，希望能有一定程度的實用

性。而在生活科技學習方面，每年的知識、教材版本都會有所更

新，因此配合運輸科技課程的進度來編製教材內容。 

二、 在實施內容方面 

    生活科技的教學目標包括科技的基本知識和科技技能應用的

學習活動，為了可以適當、充分地表達教學內容及其成果，本研

究中的線上教學內容，於是依照不同的學習特性，採用不同的教

學方式來呈現，可分為靜態的知識內容和動態的學習活動兩種類

型，而本研究以動態的學習活動為主來進行說明。 

    概念性的知識適合以靜態的方式呈現，學生的學習活動則以

讓學生親自上網學習為原則。本研究線上教材的成果評鑑方式是

以學生活動的設計為主，配合網路資源的特性，設計出以學生活

動為主要進行方式的動態學習內容。主要的活動形式可分為以下

數種： 

（一） 分組上網找資料 

（二） 上網找資料並繳交作業 

（三） 上網使用討論區並發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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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使用網路搜尋或網站聯結的功能 

（五） 閱讀網路上摘錄的文章並撰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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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e-Learning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課程實施表 

週

次 
時

數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活動任務 

 
e-Learning學

習工具 
e-Learning教
學活動符合

e-Learning基
本特性的對照 

e-Learning學
習活動的知識

創造行為場所

和SECI過程

的對照 
一 2 1.觀賞海賊王卡

通。 
2.展示海上運輸

工具種類及用途

等相關內容。 

學生需要蒐集各

種不同水面運輸

工具的建構成本

和操作原理等相

關資料。 

1. 線上教

材，例

如：海賊

王卡通。

2. 聊天室，

例如：心

得分享。

3. 線上作

業，例

如：所蒐

集資料的

繳交。 
 

1. 學習可在

任何時間

與地點進

行。 
2. 個人化和

開放學

習。 

1. 創始型場

所：社會

化。 
2. 系統型場

所：組合

化。 

二 2 1. 介紹船的構

造和科學概

念：牛頓定

律、浮力原

理及應用。 
2. 分組線上討

論學生所蒐

集資料的優

缺點及各種

水面運輸工

具的原理和

議題。 
3. 分組線上討

論各種水面

運輸工具有

什麼改善空

間和進行模

型製作的構

想。 

學生需要撰寫這

週所討論議題的

心得和繪出模型

製作構想的草

圖。 

1. 線上教

材，例

如：船的

構造和科

學概念之

介紹。 
2. 聊天室，

例如：分

組線上討

論。 
3. 線上繪圖

4. 概念構圖

5. 線上作

業，例

如：模型

構想草圖

的繳交。

 

1. 學習可在

任何時間

與地點進

行。 
2. 個人化和

開放學

習。 
3. 合作學

習。 
 

1. 對話型場

所：外

化。 
2. 系統型場

所：組合

化。 
 
 
 

三 2 1. 請學生思考

製作一台可

航行最遠的

動力船所要

注意到的地

方有哪些？ 
2. 討論同學所

畫的模型製

作草圖的優

缺點。 
3. 進行模型製

作資料和工

具的搜尋工

作之劃分。 

學生需要搜尋模

型製作的相關資

料和工具。 

1.線上教材，

例如：動力船

製作的注意事

項。 
2.聊天室，例

如：線上討

論。 
3.搜尋引擎，

例如：搜尋模

型製作的相關

資料。 
4.線上作業 
 

1. 學習可在

任何時間

與地點進

行。 
2. 個人化和

開放學

習。 
3. 合作學

習。 

1. 對話型場

所：外

化。 
2. 系統型場

所：組合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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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e-Learning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課程實施表(續) 

週

次 
時

數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活動任務 

 
e-Learning學

習工具 
e-Learning教
學活動符合

e-Learning基
本特性的對照 

e-Learning學
習活動的知識

創造行為場所

和SECI過程

的對照 
四 2 1. 討論同學所

搜尋的模型

製作資料和

工具之實用

性。 
2. 於課堂上再

進行資料的

搜尋。 
3. 繪出確定的

動力船樣式

並標明所使

用的材料。 

學生需要對所搜

尋到的資料和工

具等資訊進行整

理並進行動力船

製作流程圖的構

想。 

1. 線上教材

2. 聊天室，

例如：線

上討論。

3. 搜尋引擎

4. 線上繪

圖，例

如：用電

腦軟體繪

出動力船

的樣式。

5. 線上作業

1. 學習可在

任何時間

與地點進

行。 
2. 個人化和

開放學

習。 
3. 多樣化的

學習資

源。 

1. 對話型場

所：外

化。 
2. 系統型場

所：組合

化。 
 

五 2 1. 進行動力船

製作流程圖

的繪製。 
2. 動力船製作

的工作劃

分。 
3. 動力船製作

與下水試

航。 

學生需要對動力

船製作過程和航

行成果撰寫心得

一篇。 

1. 線上教材

2. 聊天室，

例如：討

論動力船

製作工作

的劃分。

3. 線上繪

圖，例

如：繪製

動力船製

作流程

圖。 
4. 線上作業

1. 合作學

習。 
2. 多樣化的

學習資

源。 

1. 系統型場

所：組合

化。 
2. 練習型場

所：內

化。 
 

六 2 1. 進行航行比

賽。 
2. 投票選出表

現最出色的

動力船。 
3. 小組討論並

分享所得成

果。 
4. 教師為此次

教學活動做

一回顧、總

結。 

學生撰寫對這次

教學活動的感想

和心得並將所得

資料進行整理

後，分別寄給同

學和教師。 

1.線上互評 
2.聊天室，例

如：小組討論

和成果分享。

3.線上作業，

例如：活動感

想和所得資料

的分享。 

1.合作學習。 
2.多樣化的學

習資源。 
3.建構式學

習。 
 

1. 對話型場

所：外

化。 
2. 系統型場

所：組合

化。 
3. 練習型場

所：內

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表除根據高中生活科技中的運輸科技課程內容進行編製，也配

合課程進度，並徵詢各專家、教師的意見，來做進一步的修訂。期間

經由私立竹林高中的生活科技劉老師和台北市立萬芳高中的程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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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專家審查後，完成最後的課程實施表版本。實際的教學實施過

程和「網路教學平台工具」使用情形，如附錄所示。由上述生活科技

課程的內涵和e-Learning學習活動的意義可以知道，生活科技課程的

目的是在培養學生具備應付日常生活所需的科技素養，過程則以學習

科技知識、運用科技的工具以及了解科技發展與其對人類生活之影

響，來加強學生在科技社會裡價值判斷、問題解決和適應生活的基本

能力。而e-Learning網路學習則能增進教師與學生、學生與教材、學

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促進學生之學習成效。e-Learning網路學習提

供了一種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學習方式，可說是一種嶄新的學習體驗，

而一般人的學習習慣也正逐漸受到它的影響並產生改變，例如現代人

已常使用網站討論區、電子郵件的功能來進行學習。e-Learning的興

起和近年來資訊科技的迅速進步密不可分，在此同時，也帶動了知識

的普及和擴展，讓包括知識創造行為在內的知識發展和應用在近年來

快速竄升而備受矚目。而知識創造行為和e-Learning的功能可做一對

照如下： 

    (一)社會化行為：聊天室、即時通、視訊會議 

    (二)外化行為：課程討論、電子郵件、線上討論群組 

    (三)組合化行為：入口網站、搜尋引擎、相關網站聯結 

    (四)內化行為：遠距教學、線上作業、線上測驗 

    近來運用網際網路進行教學的方式逐漸興起，而生活科技也趕上

了這股熱潮，利用網路的快速、即時與無遠弗屆等特性，讓教學活動

更具多樣性與吸引力。由前所述可知，生活科技e-Learning教學活動

不但在教材更新和資料搜尋的速度皆較傳統教學方式快，且課程成員

間的溝通較密切，教材和教學方式也較生動、多元，而作業繳交的機

動性也較高，可見e-Learning的教學方式已不止侷限在少數領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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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在生活科技的教學活動中也佔有相當大的優勢。 

    e-Learning的教學方式之所以具有如此多的優點，主要是拜現代

科技快速進步之賜，尤其是網際網路即時、無遠弗屆的特性，更是

e-Learning迅速興起的主要功臣。而e-Learning的聊天室、電子郵件、

線上測驗等等功能更可和知識創造行為做聯結。事實上，知識創造行

為是藉由資訊科技的發展來加速知識的轉換和傳遞，藉著資訊科技功

能的輔助，可以加速知識創造行為的SECI模式之互動，促進知識的傳

播與擴展，同時知識創造行為的SECI模式也已經產生變化並轉變了個

人、群體、組織和環境之間的互動模式(Marwick, 2001)。所以，知識

的發展和資訊科技的進步是息息相關的，而e-Learning教學活動在資

訊科技的輔助之下，不但可適用在生活科技領域，也已成為一股沛然

莫之能禦的趨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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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根據第三章所描述的研究工具和資料分析方法，先對研究

工具資料回收進行說明和統計分析，其次再依序分節對「知識創造行

為問卷」、「學習滿意度問卷」、「學習成績測驗卷」和「實作作品

評分表」等四項研究工具進行各研究變數和構面的基本資料分析、信

度分析、差異分析與關聯性的探討。最後則對本研究上述的各種統計

分析之結果進行總結整理和歸納。 

 

第一節  資料回收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資料總計有「知識創造行為問卷」、「學習滿

意度問卷」、「學習成績測驗卷」和「實作作品評分表」等四項。對

於研究工具資料的處理，本研究先檢視回收的資料，將無效資料排除

後，再將有效資料的原始數據逐一輸入電腦檔案，部份研究工具資料

如果有遺漏回答而不影響分析之處，則以遺漏值處理。 

在99年9月底至11月初之間，採立意取樣針對彰化師大附工綜合

高中部四個班的高一學生，透過課堂實地教學實驗的方式，陸續完成

研究工具的發放與回收。在上述四項研究工具資料中，「學習成績測

驗卷」分為前、後測發放，各發出162份，分別回收了161和157份，

回收率分別為99.4%和96.9%。「知識創造行為問卷」、「學習滿意度

問卷」等二項研究工具也各發出162份，分別回收160和157份，回收

率各為98.8%和96.9%。在實作作品方面，回收學生的作品151件，交

由授課教師進行評量，進而得到「實作作品評分表」的成績。原本四

個班的學生總人數是162人，但由於有些學生的作品做不出來，所以

那些學生的作品沒有分數，因此實作作品成績只有151份。經整理後

發現「學習滿意度問卷」、「學習成績測驗卷前測」和「學習成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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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卷後測」分別有1份、5份和1份填答不完整的無效問卷和試卷，將

其扣除後，共得有效研究工具779份，整體的有效回收率為96.2%，如

表4-1所示。本研究將以此有效研究工具資料為後續統計分析內容的

主要依據。 

 

表 4-1 研究工具發放與回收資料統計表 

研究工具 發放份數 回收份數 無效份數 有效份數 有效回收率 
知識創造 
行為問卷 

162 160 0 160 98.8% 

學習滿意度

問卷 
162 157 1 156 96.3% 

學習成績 
測驗卷前測 

162 161 5 156 96.3% 

學習成績 
測驗卷後測 

162 157 1 156 96.3% 

實作作品 
評分表 

162 151 0 151 93.2% 

總計 810 786 7 779 96.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知識創造行為問卷分析 

    本研究在文獻探討中，將知識創造行為區分為社會化、外化、組

合化與內化行為等四個構面。而「知識創造行為問卷」主要是在調查

高中學生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知識創造行為運作的情形及學生使

用「網路教學平台工具」的次數、時間等資料。以下將本問卷分為「網

路教學平台工具」使用情形分析、知識創造行為量表分析及知識創造

行為量表信度分析等三個部份加以說明。 

一、「網路教學平台工具」使用情形分析 

    本研究樣本每週使用「學習加油站」和Facebook等「網路教學平

台工具」的次數統計資料如表4-2所示。由此可知每週平均使用的次

數以1-5次最多，有45名學生，佔整體比率的29%。其次是6-10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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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43人，佔整體比率的27.7%，和前者相當接近。而人數最少的是「未

使用」，只有12人，佔7.7%。 

    在「每次平均使用的時間」方面，由表4-3可知每次平均使用0.5-1

小時的學生最多，共有45人，佔全體樣本的29%。其次是1.5小時以上

者，計有39人，佔25.2%。而「未使用」的人數最少，僅13人，佔8.4%。 

 

表 4-2 「網路教學平台工具」每週平均使用的次數分析表 

次數分佈 n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5 次以上 32 20.6 20.6 
11-15 次 23 14.8 35.5 
6-10 次 43 27.7 63.2 
1-5 次 45 29.0 92.3 
未使用 12 7.7 100.0 

總計 155 100.0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4-3 「網路教學平台工具」每次平均使用的時間分析表 

時間分佈 n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5 小時以上 39 25.2 25.2 
1-1.5 小時 38 24.5 49.7 
0.5-1 小時 45 29.0 78.7 

0.5 小時以下 20 12.9 91.6 
未使用 13 8.4 100.0 

總計 155 100.0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外，本研究也對學生的「網路教學平台工具」每週使用的總時

間做出分析，如表 4-4 所示。「網路教學平台工具」每週使用的總時

間是以學生每週平均使用的次數乘以每次平均使用的時間計算而

得，計算的方式是取其平均數相乘，例如：「6-10 次」取平均數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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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0.5-1 小時」取平均數為 0.75 小時，兩數相乘而得總時間為 6

小時。此表是將數據輸入 SPSS 軟體加以分析、計算而得。其中，使

用時間以 2.2 小時以下和 2.2-5 小時的百分比最高，均為 19.4%，總計

38.8%。其次是 5-8 小時的 16.7%，排序第四的是 20 小時以上，佔

14.2%。而平均數為 9.3 小時，標準差則為 7.73，顯示學生們每週使

用總時間的情形較為分歧。但整體而言，使用時間在 2.2 小時以上者

高達 80.6%，且平均數達到 9.3 小時，均遠高於本研究對「經常」所

下每週上網 2.2 小時的定義，因此可以歸納出學生確實是「經常」參

與本學習活動。 

 

表4-4 「網路教學平台工具」每週使用總時間分析表 

總時間 人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2.2 小時以下 30 19.4 19.4 
2.2-5 小時 30 19.4 38.8 
5-8 小時 26 16.7 55.5 
8-11 小時 20 12.9 68.4 
11-14 小時 4 2.5 71.0 
14-17 小時 8 5.2 76.1 
17-20 小時 15 9.7 85.8 
20 小時以上 22 14.2 100.0 

總計 155 100.0 — 
平均數(小時) 9.30 

標準差 7.7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知識創造行為量表分析 

   本研究在文獻探討中，將知識創造行為區分為社會化、外化、組

合化與內化行為等四個構面。表4-5是「知識創造行為問卷」四個構

面共20個問題的答題情形，每個構面各有五題，用以分析在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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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中，學生們的知識創造行為為何。表4-5的未使用到非常同

意的分數由0到4分，平均數介於2.58到3.03之間，大部份介於2-3分之

間，且均大於2.5，也就是偏向「同意」的程度較高，且各題「同意」

和「非常同意」的百分比加總均超過60%。因此，整體而言，在

e-Learning學習活動中，學生們的社會化、外化、組合化與內化行為

的過程均順利運行，也就是其知識創造行為得到良好的發展。 

 

表4-5 「知識創造行為問卷」四個構面之答題分析表 
題

項 
內容 未使用

 
0 

不同意

 
1 

略為

同意

2 

同意

 
3 

非常

同意

4 

總計 平均數

n(%) n(%) n(%) n(%) n(%) n(%) 標準差

1.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會運用學習加油

站上的教學資源，與老師或

同學討論功課。

19 3 32 59 46 159 2.69 

(11.9) (1.9) (20.1) (37.1) (28.9) (100.0) 1.25 

2.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在 Facebook 上

的 e-Learning 學習網的線

上教學課程中，和老師互

動。 

25 3 35 49 48 160 2.58 

(15.6) (1.9) (21.9) (30.6) (30.0) (100.0) 1.35 

3.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在 Facebook 上，

和同學分享經驗。 

24 3 26 54 51 158 2.66 

(15.2) (1.9) (16.5) (34.2) (32.3) (100.0) 1.35 
4.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的「聊天室」功能，與同學

之間作即時的互動。 

20 5 24 51 59 159 
 

2.78 

(12.6) (3.1) (15.1) (32.1) (37.1) (100.0) 1.32 

5.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的「即時通訊」功能，與老

師或同學作意見的交流。 

25 3 21 49 62 160 2.75 

(15.6) (1.9) (13.1) (30.6) (38.8) (100.0) 1.40 

6.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在Facebook上的

e-Learning學習網中的「課

程討論版」，張貼或回應意見。 

26 4 31 47 52 160 2.59 

(16.3) (2.5) (19.4) (29.4) (32.5) (100.0) 1.39 

7.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通常能夠運用課

堂所學來完成我的作業。 

12 3 28 54 62 159 2.95 

(7.5) (1.9) (17.6) (34.0) (39.0) (100.0) 1.15 
8.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會使用Facebook
參與「線上群組討論」，以

共同完成小組任務。 

23 1 34 44 58 160 2.71 

(14.4) (0.6) (21.3) (27.5) (36.3) (100.0)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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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知識創造行為問卷」四個構面之答題分析表(續) 

題

項 
內容 未使用

 
0 

不同意

 
1 

略為

同意

2 

同意

 
3 

非常

同意

4 

總計 平均數

n(%) n(%) n(%) n(%) n(%) n(%) 標準差

9.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

裡】，我會使用Facebook上的

「課程討論」功能，與同學之

間一起提出討論或想法。 

21 1 33 50 55 160 2.73 

(13.1) (0.6) (20.6) (31.3) (34.4) (100.0) 1.30 

10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會使用Facebook
上的「群組討論」功能，與

群組成員分享資訊。 

23 2 32 47 53 157 2.67 

(14.6) (1.3) (20.4) (29.9) (33.8) (100.0) 1.35 

11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從學習加油站上

的教材內容中，擷取有關資

料來完成報告。

19 4 24 54 58 159 2.81 

(11.9) (2.5) (15.1) (34.0) (36.5) (100.0) 1.29 

12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從網路上擷取相

關資料，來完成我的報告。 

13 3 25 55 64 160 2.96 

(8.1) (1.9) (15.6) (34.4) (40.0) (100.0) 1.17 
13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從學習加油站上

的搜尋引擎中，擷取歷年課程

的相關資料，來完成我的報告。 

20 1 32 42 64 159 2.81 

(12.6) (0.6) (20.1) (26.4) (40.3) (100.0) 1.32 

14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會使用「相關網

站連結」的功能，來搜尋與

課程有關的資訊。 

11 0 30 51 67 159 3.03 

 
(6.9)

 
(0) (18.9) (32.1) (42.1) (100.0) 1.11 

15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會使用「學科教

材分類」的功能，瀏覽所需

的教材。 

15 3 29 52 57 156 2.85 

(9.6) (1.9) (18.6) (33.3) (36.5) (100.0) 1.22 

16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會使用Facebook
上的「影音課程資料」功

能，來自我反覆練習。 

23 1 32 42 61 159 2.74 

(14.5) (0.6) (20.1) (26.4) (38.4) (100.0) 1.36 

17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會使用Facebook
上的「線上測驗」功能，來

加強自我學習。 

21 2 30 49 57 159 2.75 

(13.2) (1.3) (18.9) (30.8) (35.8) (100.0) 1.32 

18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在Facebook上的

e-Learning學習網，觀摩其

他同學的報告或作業，來增

進學習。 

21 1 29 54 55 160 2.76 

(13.1) (0.6) (18.1) (33.8) (34.4) 
 

(100.0) 
 

1.30 

19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上的「作業觀摩」

功能，來進行更寬廣的思考。 

19 4 36 47 54 160 2.71 

(11.9) (2.5) (22.5) (29.4) (33.8) (100.0)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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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

動裡】，我會使用學習加油

站上的「測驗考試」功能，

來加強自我的知識與技能。 

19 0 35 42 64 160 2.83 

(11.6) (0) (21.9) (26.3) (40.0) (100.0) 1.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個別學生的答題情形方面，以知識創造行為的四個構面來說

明。在社會化行為的五題中，得分從最低的0分到最高20分，每5分為

一組，共分成五組，如下表所示。 

 

表4-6 社會化行為構面的答題統計分析 
構面 社會化行為 
得分 0 1-5 6-10 11-15 16-20 總計 
人數 14 7 20 50 67 156 
百分比(%) 9.0 4.4 11.5 32.1 42.9 100.0 
累積百分比(%) 9.0 13.5 25.0 57.1 100.0 — 
平均數 13.59 
標準差 6.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6可知，得到1-5分的人數最少，只有7人，僅佔4.4%。得

到16-20分的學生人數最多，共有67人，佔42.9%，代表有將近半數的

學生各題均得到3分以上，亦即學生社會化行為進行的頻率偏高。 

其次是得到11-15分的人數，有50人，佔32.1%。整體而言，在社會化

行為的題項中，有得分愈高、人數愈多且所佔百分比愈高的趨勢，代

表學生參與社會化行為學習活動的程度較為深入。 

    在外化行為的五題中，得分從最低的0分到最高20分，每5分為一

組，共分成五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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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外化行為構面的答題統計分析 
構面 外化行為 
得分 0 1-5 6-10 11-15 16-20 總計 
人數 10 11 20 41 74 156 
百分比(%) 6.4 7.1 12.7 26.3 47.4 100.0 
累積百分比(%) 6.4 13.5 26.3 52.6 100.0 — 
平均數 13.64 
標準差 5.8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7可知，得分為0分的人數最少，只有10人，僅佔6.4%。得

分16-20分組的學生數最多，共有74人，佔47.4%，表示有將近半數的

學生各題均得到3分以上，亦即學生外化行為進行的頻率偏高。 

其次依序是得分11-15分組、6-10分組、1-5分組的人數。整體而言，

學生答題的情形傾向「同意」或以上的比率逐漸遞增，代表學生參與

外化行為學習活動的程度較為深入。 

    在組合化行為的五題中，得分從最低的0分到最高20分，每5分為

一組，共分成五組，如下表所示。 

 

表4-8 組合化行為構面的答題統計分析 
構面 組合化行為 
得分 0 1-5 6-10 11-15 16-20 總計 
人數 9 4 17 41 82 153 
百分比(%) 5.9 2.7 11.1 26.8 53.6 100.0 
累積百分比(%) 5.9 8.5 19.6 46.4 100.0 — 
平均數 14.61 
標準差 5.4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8可知，得到1-5分的人數最少，只有4人，僅佔2.7%。得

到16-20分的學生人數最多，共有82人，百分比高達53.6% ，代表有

超過半數的學生各題均得到3分以上，亦即學生組合化行為進行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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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偏高。其次是得到11-15分的人數，有 41人，佔26.8%。整體而言，

學生答題的情形有傾向高分的趨勢，尤其是有集中在16-20分最高分

組的情形，且11-15分和16-20分高分組的百分比即佔80%以上，代表

大多數學生都能踴躍地參與組合化的學習活動。 

在內化行為的五題中，得分從最低的0分到最高20分，每5分為一

組，共分成五組，如下表所示。 

表4-9 內化行為構面的答題統計分析 
構面 內化行為 
得分 0 1-5 6-10 11-15 16-20 總計 
人數 17 3 16 48 74 158 
百分比(%) 10.8 1.8 10.1 30.4 46.8 100.0 
累積百分比(%) 10.8 12.7 22.8 53.2 100.0 — 
平均數 13.76 
標準差 6.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9可知，得到1-5分的人數最少，只有3人，僅佔1.8%。得

分16-20分組的學生數最多，共有74人，佔46.8%，表示有將近半數的

學生各題均得到3分以上，亦即學生內化行為進行的頻率偏高。其次

是得到11-15分的人數，有 48人，佔30.4%。整體而言，學生得分有

集中在11-15分和16-20分這二組的現象，也就是學生答題的情形有傾

向高分且逐漸遞增的趨勢，代表學生對於內化行為的學習活動多能認

真並深入地參與。 

由以上各個構面個別學生的答題情形分析可知，學生在四種知識

創造行為均有進行的頻率偏高的情形，且得分均呈現往高分組逐漸遞

增的現象，代表學生對於知識創造行為四個構面的學習活動參與的程

度均較為深入且踴躍。 

而表4-10是由SPSS將學生知識創造行為量表答題的資料加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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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而得，將知識創造行為四個構面每題的平均數、標準差和平均數排

序列出來，由此可知在這次e-Learning學習活動中，學生的組合化行

為進行的強度最高，其次是內化行為，接著依序是外化和社會化行為。 

 

表4-10 知識創造行為四個構面平均數的比較 

構面 題項 平均數 平均數排序 
標準差 

社會化行為 1-5 13.59 4 
6.01 

外化行為 6-10 13.64 3 
5.89 

組合化行為 11-15 14.61 1 
5.40 

內化行為 15-20 13.76 2 
6.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知識創造行為量表信度分析 

本研究的信度分析，使用「Cronbach’s α」係數來測量各構面和

分量表的整體可靠程度。α值愈大代表量表愈穩定，其內部的一致性

愈高，若α值大於0.7，即顯示本研究的量表具備良好的信度

(Nunnally,1978)。另有學者建議，α係數在0.7到0.9之間表示很可信，

在0.35到0.7之間為信度普通，若低於0.35應予拒絕，而若高於0.9即顯

示信度非常高(Cooper & Emory,1995)。在知識創造行為量表方面，其

四個構面的Cronbach’s α值均在0.9以上，整體量表的Cronbach’s α值高

達0.984，顯示本量表的信度非常高，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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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知識創造行為量表的信度分析 
量表 構面 題項數目 Cronbach’s α值 
知識創

造行為 
社會化行為 5 0.946  

0.984 
 

外化行為 5 0.937 
組合化行為 5 0.937 
內化行為 5 0.9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學習滿意度量表分析 

    學習滿意度是衡量學習者參與課程之後感到滿足的程度，本研究

的學習滿意度問卷於教學實驗完成後進行施測，以瞭解學生對本教學

實驗過程的滿意情形。本問卷內容共分為學習內容、教學彈性、互動

溝通和成果評量等四個構面，表4-12是「學習滿意度問卷」學習內容

構面的6題、教學彈性構面的5題、互動溝通構面的5題和成果評量構

面的4題共20個問題的答題情形，用以分析在教學實驗過程中，學生

們的學習滿意度為何。問卷以Likert五點量表來測量，從「非常不同

意」到「非常同意」分別代表1到5分，分數愈高表示滿意度愈高。由

表4-12可知，平均數介於4到5分之間，也就是在「同意」和「非常同

意」的範圍中，且各題「同意」和「非常同意」的百分比加總均超過

70%。因此，整體而言，學生在經過e-Learning學習活動後，呈現出

相當高的學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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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學習滿意度問卷」四個構面之答題分析表 

題

項 
內容 非常不

同意 
1 

不同意 
 

2 

無意見

 
3 

同意

 
4 

非常 
同意 

5 

總計 平均數

n(%) n(%) n(%) n(%) n(%) n(%) 標準差

1. 教材的內容豐富。 0 2 23 51 80 156 4.34 

(0) (1.3) (14.7) (32.7) (51.3) (100.0) 0.78 
2. 教材的呈現方式吸引我

的注意。 
0 2 25 57 72 156 4.28 

(0) (1.3) (16.0) (36.5) (46.2) (100.0) 0.78 
3. 教材的呈現方式有趣。 0 1 25 54 76 156 4.31 

(0) (0.6) (16.0) (34.6) (48.7) (100.0) 0.76 
4. 教材的呈現方式對我的

學習有幫助。 
0 2 18 53 81 154 4.38 

(0) (1.3) (11.7) (34.4) (52.6) (100.0) 0.74 
5. 我喜歡利用 e-Learning

的方式來學習本課程。 
1 1 34 49 71 156 4.21 

(0.6) (0.6) (21.8) (31.4) (45.5) (100.0) 0.85 
6. 我期待利用 e-Learning

的方式來學習本課程。 
1 0 32 47 74 154 4.25 

(0.6) (0) (20.8) (30.5) (48.1) (100.0) 0.83 
7. 我覺得透過 e-Learning 學

習活動對運輸科技課程輔

助很大。 

1 3 35 40 75 154 4.20 

(0.6) (1.9) (22.7) (26.0) (48.7) (100.0) 0.90 

8. 利用 e-Learning 學習活

動學習運輸科技是件容

易的事。 

1 2 30 50 72 155 4.23 

(0.6) (1.3) (19.4) (32.3) (46.5) (100.0) 0.85 

9. 我會想要使用e-Learning
的方式輔助運輸科技課

程的學習。 

1 1 32 53 69 156 4.21 

(0.6) (0.6) (20.5) (34.0) (44.2) (100.0) 0.83 

10 相較以往的學習方式，

用e-Learning的方式輔助

課程學習，讓我覺得滿意。 

1 0 33 55 67 156 4.20 

(0.6) (0) (21.2) (35.3) (42.9) (100.0) 0.82 

11 相較以往的學習方式，

用e-Learning的方式輔助

課程學習，讓我覺得有信心。 

1 2 36 56 61 156 4.12 

(0.6) (1.3) (23.1) (35.9) (39.1) (100.0) 0.85 

12 我希望別的科目也能使

用e-Learning的方式進行

教學 。 

3 3 31 47 71 155 4.16 

(1.9) (1.9) (20.0) (30.3) (45.8) (100.0) 0.94 

13 整體來說，我對

e-Learning融入運輸科技

課程的教學方式，覺得滿意。 

1 1 35 47 72 156 4.21 

(0.6) (0.6) (22.4) (30.1) (46.2) (100.0) 0.86 

14 我能利用Facebook討論

區增加和老師的討論、

互動。 

3 1 41 51 60 156 4.05 

(1.9) (0.6) (26.3) (32.7) (38.5) (100.0)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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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學習滿意度問卷」四個構面之答題分析表(續) 

題

項 
 

內容 
 

非常不

同意 
1 

不同意 
 

2 

無意見

 
3 

同意

 
4 

非常 
同意 

5 

總計 平均數

n(%) n(%) n(%) n(%) n(%) n(%) 標準差

15 
 

我能利用Facebook討論

區增加和同學的討論、

互動。 

3 0 35 51 67 156 4.15 

(1.9) (0) (22.4) (32.7) (42.9) (100.0) 0.90 

16 我覺得和老師溝通、互

動良好，對學習有幫助。 
 

1 0 23 49 82 155 4.36 

(0.6) (0) (14.8) (31.6) (52.9) (100.0) 0.78 

17 我覺得和同學溝通、互

動良好，對學習有幫助。 
1 0 19 46 89 155 4.43 

(0.6) (0) (12.3) (29.7) (57.4) (100.0) 0.76 

18 我能利用學習加油站和

老師或同學分享學習心得。 
4 2 36 47 67 156 4.10 

(2.6) (1.3) (23.1) (30.1) (42.9) (100.0) 0.97 

19 我對學習加油站的編排

覺得滿意。 
4 0 40 47 65 156 4.08 

(2.6) (0) (25.6) (30.1) (41.7) (100.0) 0.95 
20 我可以適應e-Learning的

學習方式。 
1 1 28 55 71 156 4.24 

(0.6) (0.6) (17.9) (35.3) (45.5) (100.0) 0.81 
總平均 4.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4-13至4-16是整理自表4-12的數據，為學生在「學習滿意度問

卷」中的「學習內容」構面之答題情形，以次數、百分比、平均數和

標準差來表示。就問卷而言，中間值為3分，如果平均數超過3分，表

示對該題項的滿意度趨於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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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學習內容」構面的答題統計分析 
構 

面 

題項內容 非常

不同

意 
1 

不同

意 

2 

無意

見 
 
3 

同意

 
4 

非常

同意

5 

總計 平均數 構面平

均數 

n(%) n(%) n(%) n(%) n(%) n(%) 標準差 構面標

準差 

學 

習 

內 

容 

1. 教材的內容豐富。 0 2 23 51 80 156 4.34 4.30

(0) (1.3) (14.7) (32.7) (51.3) (100.0) 0.78 

2.教材的呈現方式吸引

我的注意。 
0 2 25 57 72 156 4.28 

(0) (1.3) (16.0) (36.5) (46.2) (100.0) 0.78 
3.教材的呈現方式有

趣。 
0 1 25 54 76 156 4.31 

(0) (0.6) (16.0) (34.6) (48.7) (100.0) 0.76 
4.教材的呈現方式對我

的學習有幫助。 
0 2 18 53 81 154 4.38 3.95

(0) (1.3) (11.7) (34.4) (52.6) (100.0) 0.74 

5.我喜歡利用

e-Learning 的方式來學

習本課程。 

1 1 34 49 71 156 4.21 

(0.6) (0.6) (21.8) (31.4) (45.5) (100.0) 0.85 

6.我期待利用

e-Learning 的方式來學

習本課程。 

1 0 32 47 74 154 4.25 

(0.6) (0) (20.8) (30.5) (48.1) (100.0) 0.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13可知，在「學習內容」構面的6題中，每一題的平均數

都達到4分以上，且此構面的平均數也高達4.3，而各題「同意」和「非

常同意」的百分比加總均超過76%，顯示學生對於本次e-Learning學

習活動的教材內容和呈現方式的滿意度明顯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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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教學彈性」構面的答題統計分析 
構 

面 

題項內容 非常

不同

意 
1 

不同

意 

2 

無意

見 
 
3 

同意

 
4 

非常

同意

5 

總計 平均數 構面平

均數 

n(%) n(%) n(%) n(%) n(%) n(%) 標準差 構面標

準差 

教

學

彈

性 

7.我覺得透過 e-Learning
學習活動對運輸科技課

程輔助很大。 

1 3 35 40 75 154 4.20 4.19

(0.6) (1.9) (22.7) (26.0) (48.7) (100.0) 0.90 

8.利用 e-Learning 學習

活動學習運輸科技是

件容易的事。 

1 2 30 50 72 155 4.23 

(0.6) (1.3) (19.4) (32.3) (46.5) (100.0) 0.85 

9.我會想要使用

e-Learning的方式輔助

運輸科技課程的學習。 

1 1 32 53 69 156 4.21 

(0.6) (0.6) (20.5) (34.0) (44.2) (100.0) 0.83 

10.相較以往的學習方

式，用e-Learning的方

式輔助課程學習，讓我

覺得滿意。 

1 0 33 55 67 156 4.20 
3.67

(0.6) (0) (21.2) (35.3) (42.9) (100.0) 0.82 

11.相較以往的學習方

式，用e-Learning的方

式輔助課程學習，讓我

覺得有信心。 

1 2 36 56 61 156 4.12 

(0.6) (1.3) (23.1) (35.9) (39.1) (100.0) 0.8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14可知，在「教學彈性」構面的5題中，每一題的平均數

都達到4分以上，且此構面的平均數也高達4.19，而各題「同意」和

「非常同意」的百分比加總均超過74%，顯示學生對於本次e-Learning

學習活動與以往的學習方式相較及帶給他們的觀感普遍覺得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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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互動溝通」構面的答題統計分析 
構 

面 

題項內容 非常

不同

意 
1 

不同

意 

2 

無意

見 
 
3 

同意

 
4 

非常

同意

5 

總計 平均數 構面平

均數 

n(%) n(%) n(%) n(%) n(%) n(%) 標準差 構面標

準差 

互

動

溝

通 

14.我能利用Facebook
討論區增加和老師的

討論、互動。 

3 1 41 51 60 156 4.05 4.22

(1.9) (0.6) (26.3) (32.7) (38.5) (100.0) 0.92 

15.我能利用Facebook
討論區增加和同學的

討論、互動。 

3 0 35 51 67 156 4.15 

(1.9) (0) (22.4) (32.7) (42.9) (100.0) 0.90 

16.我覺得和老師溝

通、互動良好，對學習

有幫助。 

1 0 23 49 82 155 4.36 

(0.6) (0) (14.8) (31.6) (52.9) (100.0) 0.78 

17.我覺得和同學溝

通、互動良好，對學習

有幫助。 

1 0 19 46 89 155 4.43 3.67

(0.6) (0) (12.3) (29.7) (57.4) (100.0) 0.76 

18.我能利用學習加油

站和老師或同學分享

學習心得。 

4 2 36 47 67 156 4.10 

(2.6) (1.3) (23.1) (30.1) (42.9) (100.0) 0.9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15可知，在「互動溝通」構面的5題中，每一題的平均數

都達到4分以上，且此構面的平均數也高達4.22，而各題「同意」和

「非常同意」的百分比加總均超過71%，顯示學生在本次e-Learning

學習活動中利用網路教學平台和老師或同學互動、溝通的滿意度明顯

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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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成果評量」構面的答題統計分析 
構 

面 

題項內容 非常

不同

意 
1 

不同

意 

2 

無 意

見 
 
3 

同意 
 
4 

非常 
同意 
5 

總計 平均數 構面平

均數 

n(%) n(%) n(%) n(%) n(%) n(%) 標準差 構面標

準差 

成

果

評

量 

12.我希望別的科目也

能使用e-Learning的方

式進行教學 。 

3 3 31 47 71 155 4.16 4.18 

(1.9) (1.9) (20.0) (30.3) (45.8) (100.0) 0.94 

13.整體來說，我對

e-Learning融入運輸科

技課程的教學方式，覺

得滿意。 

1 1 35 47 72 156 4.21 

(0.6) (0.6) (22.4) (30.1) (46.2) (100.0) 0.86 

19.我對學習加油站的

編排覺得滿意。 
4 0 40 47 65 156 4.08 2.99 

(2.6) (0) (25.6) (30.1) (41.7) (100.0) 0.95 
20.我可以適應e-Learning
的學習方式。 

1 1 28 55 71 156 4.24 

(0.6) (0.6) (17.9) (35.3) (45.5) (100.0) 0.8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16可知，在「成果評量」構面的4題中，每一題的平均數

都達到4分以上，且此構面的平均數也高達4.18，而各題「同意」和

「非常同意」的百分比加總均超過71%，顯示學生對於本次e-Learning

學習活動所帶來的成果及給予他們的收獲普遍覺得滿意。 

    由以上各個構面的答題情形分析可知，學生在四個構面答題傾向

「同意」或「非常同意」的程度均偏高，且每一題的得分皆在4分以

上，顯示學生對於本次e-Learning學習活動的學習內容、教學彈性、

互動溝通和成果評量普遍感到滿意，整體的滿意度相當高。 

    而表4-17是由SPSS將學生「學習滿意度問卷」答題的資料加以分

析而得，將學習滿意度四個構面所對應的題項、平均數、標準差及平

均數排序列出來，以瞭解學生在這四個構面的學習滿意度情形。由表

4-17可知，各個構面的平均數均在4-5之間，顯示滿意度相當高，尤其

對「學習內容」構面最感到滿意，代表學生不但喜歡本次e-Learning

學習活動的教材內容和呈現方式，且覺得非常滿意。其次是「互動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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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教學彈性」和「成果評量」等構面，學生也都感到相當滿意。

另外，「學習內容」構面的標準差在四個構面中最高，表示學生在此

構面的滿意程度較為分歧，而「成果評量」構面的標準差在四個構面

中最低，代表學生在此構面的滿意度較為一致。 

 

表4-17 「學習滿意度問卷」四個構面的答題統計分析 
構面 題項 平均數 平均數排序 

標準差 
學習內容 1-6 4.30 1 

3.95 
教學彈性 7-11 4.19 3 

3.67 
互動溝通 14-18 4.22 2 

3.67 
成果評量 12-13,19-20 4.18 4 

2.9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信度分析方面，學習滿意度量表的「學習內容」與「教學彈性」

構面的Cronbach’s α值均在0.9以上，另外二個構面的α係數也均在0.86

以上，整體量表的Cronbach’s α值高達0.966，如下表所示，表示本量

表的信度相當高。 

 

表4-18 學習滿意度量表的信度分析 
量表 構面 題項數目 Cronbach’s α值 
學習滿

意度 
學習內容 6 0.922  

0.966 
 

教學彈性 5 0.915 
互動溝通 5 0.899 
成果評量 4 0.86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89

第四節  學習成績測驗卷分析 

    本研究為了探討學生在經過e-Learning教學實驗過程的學習之

後，他們學習成績變化的情形，所以對其實施了「學習成績測驗卷」

的前測和後測。於測驗卷回收後，經資料回收統計前測測驗卷共回收

了161份，其中有5份填答不完整，後測測驗卷共回收了157份，其中

有1份填答不完整，將無效的測驗卷剔除後，前後測測驗卷均填答完

整且有效的測驗卷共156份，再以這156份有效的測驗卷為依據，先對

前測和後測的次數、百分比、高低分等基本資料進行分析，接著以相

依樣本t檢定的統計方法分析有效樣本在經歷e-Learning教學實驗的過

程之後，其學習成績是否有顯著進步，統計、檢定分析的結果如表4-19

到4-22所示。 

一、「學習成績測驗卷」的基本資料分析 

    「學習成績測驗卷」前測和後測回收的有效樣本數各為156份，

先分別針對其分數分佈情形等基本資料進行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4-19 前測和後測個別檢定資料表 
資料類型 平均數 樣本數目 標準差 最低分 最高分 
前測 60.74 156 11.100 24 88 
後測 72.72 156 15.004 16 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知，學生前測和後測的平均分數各為60.74和72.72分，

標準差分別為11.100和15.004，顯示表面上後測較前測的成績有進

步，而後測的標準差較前測大，表示學生後測的成績呈現較為分歧的

現象。另外，在高低分情形方面，後測的最低分較前測低，最高分較

前測高，亦即後測高低分的差距較前測大，也是後測成績分佈較為分

散的一個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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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前測分數分佈資料表 
得分 24-39 40-59 60-79 80-100 總計 
人數 5 51 95 5 156 
百分比(%) 3.2 32.7 60.8 3.2 100.0 
累積百分比(%) 3.2 35.9 96.8 100.0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表可知，得分24-39分和80分以上的人數最少，分別有5人，

各佔3.2%。60-79分組的人數最多，共有95人，百分比達60.8%，也就

是超過半數的學生得分在60-79分的區間中。整體而言，前測及格的

百分比達64%，遠較不及格者多，顯示學生運輸科技課程的先備知識

仍具有一定的水準。 

 

表4-21 後測分數分佈資料表 
得分 16-39 40-59 60-79 80-100 總計 
人數 6 13 76 61 156 
百分比(%) 3.8 8.3 48.7 39.2 100.0 
累積百分比(%) 3.8 12.2 60.9 100.0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知，得到16-39分的人數最少，只有6人，僅佔3.8%。60-79

分組的人數最多，共有76人，佔48.7%。值得注意的是，80-100分組

的人數有61人，百分比達39.2%，較前測明顯增加。而不及格的百分

比則大幅減少，只佔12.2%。顯示在經過六週的教學實驗過程之後，

不及格的比率大幅下降，大部份的學生都達到及格的標準，且80分以

上的高分群明顯增加，代表經過這次的教學實驗過程之後，學生的科

技知識有較為充實的現象，但是否確實有顯著的進步，仍待後續的相

依樣本t檢定來加以分析。 

二、「學習成績測驗卷」的相依樣本t檢定和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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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了前述的基本資料分析，瞭解前測和後測個別的分數分佈和

學生學習成績的概況後，接著要以相依樣本t檢定來比較學生在前後

測成績的實際進步情形，如下表所示。最後對信度分析結果做出說明。 

 

表4-22 後測和前測綜合檢定統計表 
相依樣本 

t檢定 
平均數 平均標準差 t值 自由度 顯著性 

後測-前測 11.974 1.145 10.453 155 .000*** 
* p <.05, ** p <.01,*** 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檢定分析結果顯示後測和前測的平均分數各為 72.72 分和

60.74 分，在表象上進步 11.974 分。而 t 值為 10.453，p <.001，表示

檢定的結果呈現顯著的情形，也就是樣本在經過六週的教學實驗過程

之後，他們的學習成績確實有顯著的進步。 

    在信度分析方面，學習成績測驗卷的信度採用「再測信度」，是

以正式量表對同一受試者前後測驗二次，根據受試者前後二次測驗分

數得分，求其積差相關係數，此係數稱為「再測信度係數」（吳明隆，

2010）。若係數值高於0.7，表示信度相當高，介於0.35和0.7之間則

顯示信度還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若小於0.35就表示信度偏低(Joseph, 

Rolph & Ronald, 1987)。以SPSS求得測驗卷前後測的再測信度係數為

0.675，如下表所示，顯示測驗卷的信度尚屬可信的範圍。 

 

表4-23 學習成績測驗卷的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指標 再測信度係數 

學習成績測驗卷前後測 0.67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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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作作品評分表量表分析 

    本研究的實作作品評分表主要用來評量學生在經過e-Learning學

習活動之後，將所學知識應用出來的能力，屬於學習成效的一部份。

共分為「材料」、「製作」、「造型」和「結構」等四個構面來加以

評量學生的產品創意。每一個構面各有兩個評量項目，得分從5到1

分以衡量學生的作品及其創意。由表4-24可知，平均數介於2.98到3.21

之間，顯示學生們的作品成績屬於普通、中等的程度。而在時間有限

的情況下，製作「動力船」須具備相當的機械、科技常識，且也需要

配合學校正常教學、場地的因素，故學生能有如此表現實屬不易。而

授課教師評分的結果，本研究選取高、中、低分的評分表各一份，以

為參考的範例，如附錄所示。 

 

表4-24 「實作作品評分表」四個構面之得分分析表 
構面 題

項 
內容 1 2 3 4 5 總計 平均數

n(%) n(%) n(%) n(%) n(%) 標準差

材料 1
. 

材料的選用

是否與眾不

同。 

23 23 47 48 9 150 2.98 

(15.3) (15.3) (31.3) (32.0) (6.0) (100.0) 1.16 
2
. 

是否用到多

種材料。 
25 20 31 64 10 150 3.09 

(16.7) (13.3) (20.7) (42.7) (6.7) (100.0) 1.22 
製作 1

. 
加工製作的

精細度。 
16 26 47 48 13 150 3.11 

(10.7) (17.3) (31.3) (32.0) (8.7) (100.0) 1.12 
2
. 

組裝接合的

契合程度。 
20 23 37 52 18 150 3.17 

(13.3) (15.3) (24.7) (34.7) (12.0) (100.0) 1.22 
造型 1

. 
船體的造型

設計是否具

有創意。 

16 19 49 55 11 150 3.17 

(10.7) (12.7) (32.7) (36.7) (7.3) (100.0) 1.09 
2
. 

船體的精緻

美觀程度。 
15 20 44 61 10 150 3.21 

(10.0) (13.3) (29.3) (40.7) (6.7) (100.0) 1.08 
結構 1

. 
船體的結構

是否穩固。 
16 18 52 59 5 150 3.13 

(10.7) (12.0) (34.7) (39.3) (3.3) (100.0) 1.03 
2
. 

動力船航行是否

平順、流暢。 
17 20 51 53 9 150 3.11 

(11.3) (13.3) (34.0) (35.3) (6.0) (100.0)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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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個別學生的答題情形方面，以實作作品評分表的四個構面來說

明。在「材料」構面的二題中，最低從2分到最高的10分，其基本資

料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4-25 「材料」構面的得分統計分析 

構面 材料 

得分 2 3 4 5 6 7 8 9 10 總計

人數 16 9 7 21 21 32 32 7 5 150 

百分比(%) 10.7 6.0 4.7 14.0 14.0 21.3 21.3 4.7 3.3 100.0
累積百分比(%) 10.7 16.7 21.3 35.3 49.3 70.7 92.0 96.7 100.0 — 

平均數 6.07 
標準差 2.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知，得到10分的人數最少，只有5人，佔3.3%。得到7

分和8分的人數最多，各為32人，分別佔21.3%。而學生的得分大多集

中在5-8分之間，百分比高達70.6%，代表多數學生在「材料」構面的

表現普通。而8分以上的高分群只佔8%，比例偏少，除了代表學生選

用材料的能力不強，也顯示本次e-Learning運輸科技學習活動在「材

料」方面的課程內容尚有改善的空間。 

在「製作」構面的二題中，最低從2分到最高的10分，其基本資

料分析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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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 「製作」構面的得分統計分析 

構面 製作 

得分 2 3 4 5 6 7 8 9 10 總計

人數 13 5 8 19 33 27 27 10 8 150 
百分比(%) 8.7 3.3 5.3 12.7 22.0 18.0 18.0 6.7 5.3 100.0
累積百分比(%) 8.7 12.0 17.3 30.0 52.0 70.0 88.0 94.7 100.0 — 

平均數 6.27 
標準差 2.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知，得到3分的人數最少，只有5人，佔3.3%。得到6分

的學生人數最多，有33人，佔22%。其次是得到7分和8分的人數，各

有27人，分別佔18%。學生的得分大多集中在5-8分之間，而8分以上

的高分群和5分以下的低分群的百分比差距不大，代表學生在「製作」

構面的表現中等，且分數的分佈趨向常態性。 

在「造型」構面的二題中，最低從2分到最高的10分，其基本資

料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4-27 「造型」構面的得分統計分析 

構面 造型 

得分 2 3 4 5 6 7 8 9 10 總計

人數 14 3 2 20 24 49 21 13 4 150 
百分比(%) 9.3 2.0 1.3 13.3 16.0 32.7 14.0 8.7 2.7 100.0
累積百分比(%) 9.3 11.3 12.7 26.0 42.0 74.7 88.7 97.3 100.0  

平均數 6.38 
標準差 1.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知，得到4分的人數最少，只有2人，佔1.3%。得到7分

的人數最多，共有49人，佔32.7%。其次是得到6分的人數，有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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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16%。以7-10分的區間而言，百分比達58.1%，可見此構面學生的

得分有偏高的情形，代表超過半數的學生在「造型」構面的表現良好。 

在「結構」構面的二題中，最低從2分到最高的10分，其基本資

料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4-28 「結構」構面的得分統計分析 

構面 結構 

得分 2 3 4 5 6 7 8 9 10 總計

人數 16 1 5 26 11 57 24 6 4 150 
百分比(%) 10.7 0.7 3.3 17.3 7.3 38.0 16.0 4.0 2.7 100.0
累積百分比(%) 10.7 11.3 14.7 32.0 39.3 77.3 93.3 97.3 100.0 — 

平均數 6.24 
標準差 1.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知，得到3分的人數最少，只有1人，佔0.7%。得到7分

的學生數最多，共有57人，佔38%。得到7分和8分的百分比即高達

54%，代表超過半數的學生在「結構」構面的表現尚佳。但8分以上

的高分群只佔6.7%，比例偏少，而5分以下的低分群比例相對較多，

表示學生在作品的結構和航行上的表現有待加強。 

    由以上各個構面個別學生的得分情形分析可知，學生的得分均有

集中在5-8分之間的現象，顯示多數學生在各個構面的表現中等，也

表示e-Learning學習方式對描述性知識的吸收有較明顯的影響，對作

品的實作等程序性知識的影響較小。而高低分群的分佈則較不一致，

顯示各個構面學生的能力表現及教學實施的效果仍有所差異。 

而表4-29是「實作作品評分表」四個構面的答題統計分析，以瞭

解學生在各構面的表現情形。由表4-29可知，平均數在6.07到6.38之

間，其中，學生在「造型」這個構面的成績最好，表示學生作品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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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設計和精緻美觀程度最令人讚賞。而「材料」的成績最低，顯示學

生選用材料及其多樣化的能力有待加強。  

 

表4-29 「實作作品評分表」四個構面的得分統計分析 
構面 題數 平均數 平均數排序 

標準差 
材料 2 6.07 4 

2.15 
製作 2 6.27 2 

2.08 
造型 2 6.38 1 

1.96 
結構 2 6.24 3 

1.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六節  知識創造行為與科技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 
    根據文獻探討和研究架構安排的結果，本節針對知識創造行為和

科技學習成效之間的相關性進行檢驗。相關分析是用來瞭解變數與變

數之間是否有關聯存在，在本研究中即是用來衡量社會化行為、外化

行為、組合化行為和內化行為等知識創造行為的四個構面與學習成效

之間關係的強度。而學習成效包含學習滿意度、測驗卷成績與實作作

品成績三個構面，由於學習滿意度這個構面是個別分開探討他們在本

e-Learning學習活動的滿意度。學習成績測驗卷又分為前測與後測，

前測是在教學實驗之前所實施，後測是在經過教學實驗過程之後所進

行，而後測對前測的進步成績則是要觀察學生在經過本次e-Learning

學習活動之後的學習成效。因此，本節的學習成效指的是測驗卷進步

成績和實作作品成績。而測驗卷進步成績的次數分配情形，如表4-30

所示。 

    相關分析也是在迴歸分析之前必須要先進行的步驟，本研究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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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森相關分析來檢驗各變數之間的相關程度，以確認是否適合繼續

進行迴歸分析(Hair et al., 1995)。相關分析的統計結果整理如表4-31

所示。 

 

表4-30 測驗卷進步成績次數分配表 
進步成績 -28–-21 -20–-11 -10–-1 0–9 10–19 20–29 30–39 40–44 總計 

人數 5 8 10 36 40 45 11 1 156 
百分比(%) 3.2 5.1 6.4 23.1 25.7 28.9 7.1 0.6 100.0
累積百分

比(%) 
3.2 8.3 14.7 37.8 63.5 92.3 99.4 100.0 — 

平均數 11.974 
標準差 12.3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知，測驗卷進步成績的分佈範圍從-28到44分，退步的

學生僅佔14.7%，由此可知大部份的學生經過e-Learning教學實驗過程

之後，學習成績皆有進步的現象，以進步20–29分組所佔百分比最高，

達28.9%，其次是進步10–19分組，百分比達25.7%，亦即進步10到29

分的學生比例就佔了總人數的半數以上。 

 

表4-31 知識創造行為與測驗卷進步成績、實作作品成績的相關係數分析表 
各變項構面 社會化行為 外化行為 組合化行為 內化行為 

測驗卷進步成績 .231** .320*** .355*** .336*** 
實作作品成績 .720*** .726*** .703*** .719*** 

* p <.05, ** p <.01,*** 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相關係數在0.7-0.99之間為高度相關，0.4-0.69為中度相關，

0.1-0.39為低度相關，0.1以下則為微弱或不相關(邱皓政，2000)。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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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的分析結果顯示，知識創造行為的四個構面與測驗卷進步成績的

相關係數介於0.231和0.336之間，屬於低度相關，而p值皆達顯著水準

(p<.004)。以上分析結果顯示，社會化行為、外化行為、組合化行為、

內化行為皆與測驗卷進步成績呈低度顯著正相關，表示知識創造行為

的四個構面均適合與測驗卷進步成績進行迴歸分析。 

    在知識創造行為與實作作品成績的相關性中，所有p值均小於

0.01(p =.000)，亦即知識創造行為的四個構面與實作作品成績之間均

為顯著相關。由表4-16可知，知識創造行為的四個構面與實作作品成

績之間的相關程度，以外化行為與實作作品成績的相關係數.726最

高，接著依序是社會化行為(r=.720)、內化行為(r=.719)和組合化行為

(r= .703)，均呈現高度顯著正相關。以上的分析結果表示知識創造行

為的四個構面與實作作品成績之間均適合進行迴歸分析。另外，也顯

示了愈佳的知識創造行為，可能促使愈好的實作作品成績出現。 

 

第七節  知識創造行為對科技學習成效之影響分析 
    本節在探討不同的知識創造行為對科技學習成效的影響，以強迫

進入法選取自變數，據以進行統計考驗。本研究使用複迴歸分析法來

進行知識創造行為的四個構面與測驗卷進步成績、實作作品成績之間

差異關係的考驗。 

一、迴歸模式成立的檢驗 

    在迴歸模式方面，本研究採用線性迴歸分析針對各變項之間的關

係進行檢驗，由於迴歸模式的成立需要滿足誤差項獨立性、常態性和

恆常性三個基本假設(周文賢，2002)，也須避免複共線性的問題，複

共線性的檢測可由各變項的條件指標(CI)值來做判斷，條件指標值如

果在 30 以上，表示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若 CI 值低於 30，表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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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問題尚可(吳明隆、涂金堂，2006)。以下針對迴歸模式的三個基

本假設及複共線性問題進行檢驗。杜賓-瓦森值(D-W 值)在 1.5 到 2.5

間即表示誤差項之間沒有自我相關的現象，而知識創造行為與測驗卷

進步成績的複迴歸分析結果顯示 D-W 值為 1.775，與實作作品成績的

複迴歸分析結果顯示 D-W 值為 1.819，兩個迴歸模式的 D-W 值皆介

於 1.5 到 2.5 之間，所以本研究服從獨立性假設(吳萬益、林清河，

2000)。再者本研究的樣本數遠大於 30，即為滿足誤差項常態性假設

(黃俊英，2003)，也可透過觀察誤差值的直方圖和常態機率圖來檢驗

誤差項的常態性，如果直方圖顯示愈接近常態分配，或常態機率圖的

殘差值累積機率分佈愈接近 45 度線，代表誤差項服從常態性假設(黃

俊英，2003)。由兩迴歸模式的直方圖和常態機率圖顯示，直方圖呈

現鐘狀的常態分佈，且常態機率圖也顯示出相當接近 45 度的斜線，

代表兩迴歸模式皆滿足誤差項常態性假設，如附錄五和附錄六所示。

而兩迴歸模式的殘差分佈圖則顯示誤差項均具有恆常變異，如附錄七

所示，故亦服從恆常性假設。 

    而兩迴歸模式的複共線性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由檢驗結果顯示

兩迴歸模式各自變項的 CI 值均低於 30，表示兩迴歸模式的共線性問

題尚可，較無線性重合的現象，因此滿足無複共線性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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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 測驗卷進步成績與實作作品成績迴歸模式之複共線性檢驗 
迴歸模式 條件指標(Condition Index, CI) 
自變項 
測驗卷進步成績 
社會化行為 
外化行為 

6.459 
14.721 

組合化行為 19.471 
內化行為 22.963 
實作作品成績 
社會化行為 6.873 
外化行為 15.338 
組合化行為 22.402 
內化行為 24.8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上述三項在進行迴歸分析必須滿足的假設條件及無複共線

性的假定之下，本研究的迴歸分析過程具有相當程度的正當性。而本

研究的迴歸分析結果整理於下。 

二、迴歸分析的結果 

    本研究針對知識創造行為的四個構面和測驗卷進步成績、實作作

品成績進行複迴歸模式分析，以檢驗這二個迴歸模式各變項之間的差

異關係，其結果如表4-33和4-34所示。 

    在測驗卷進步成績迴歸模式中，本迴歸模式的調整後判定係數

( R 2)為0. 345，大於0.30，表示模式的適合度尚可，也代表知識創造行

為的四個構面能解釋測驗卷進步成績34.5%的變異量。另外，本模式

四個自變數的標準迴歸係數β值分別依序為社會化行為的0.527，組合

化行為的0.364，內化行為的0.352，外化行為的0.142，除了外化行為

之外，其餘均達到顯著水準，顯示社會化行為、組合化行為和內化行

為等三個自變數分別對依變數「測驗卷進步成績」具有正向且顯著的

影響關係，如下表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外化行為未達到顯著水準，顯

示外化行為對「測驗卷進步成績」的影響關係沒有得到顯著性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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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而社會化行為的解釋力最大，其次是組合化行為、內化行為，最

後才是外化行為。 

 

表4-33 知識創造行為對測驗卷進步成績的複迴歸分析表 
變項構面名稱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迴歸係數

β 
t值 顯著性(P值) 

B 標準差

常數項 6.307 3.152 — 17.097 .023* 
社會化行為 .889 .554 .527 3.145 .034* 
外化行為 .358 .598 .142 1.549 .171 
組合化行為 .829 .495 .364 2.378 .041* 
內化行為 .824 .535 .352 1.722 .024* 
R2=.345            R 2=.320         F=5.735 
顯著性(Model)=.000                 D-W值=1.775 
R 2 為經調整後的R2 
* p <.05, ** p <.01,*** 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實作作品成績迴歸模式中，本迴歸模式的調整後判定係數( R 2)

為0.725，遠大於0.30，表示模式的適合度非常良好。整體而言，也代

表知識創造行為的四個構面能解釋實作作品成績72.5%的變異量。本

模式四個自變數的標準迴歸係數β值分別依序為社會化行為的

0.303，組合化行為的0.276，內化行為的0.270，外化行為的0.151，均

達到顯著水準，顯示社會化行為、外化行為、組合化行為和內化行為

等四個自變數分別對依變數「實作作品成績」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

關係，也就是四種知識創造行為構面對實作作品成績的差異均為顯

著，如下表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外化行為的顯著性(p值)達到.049，逼

近.05的臨界值，且β值在四個自變數裡最小，表示外化行為對科技學

習成效的顯著關係最薄弱，且解釋力最小，也就是外化行為對科技學

習成效的影響最小。而社會化行為的解釋力最大，其次是組合化行

為、內化行為，最後才是外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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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4 知識創造行為對實作作品成績的複迴歸分析表 
變項構面名稱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迴歸係數

β 
t值 顯著性(p值) 

B 標準差

常數項 7.178 .502 — 14.312 .000*** 
社會化行為 .370 .085 .303 4.349 .000*** 
外化行為 .193 .097 .151 1.989 .049* 
組合化行為 .371 .092 .276 4.045 .000*** 
內化行為 .339 .091 .270 3.727 .000*** 
R2=.728            R 2=.725         F=415.966 
顯著性(Model)=.000                 D-W值=1.819 
R 2 為經調整後的R2 
* p <.05, ** p <.01,*** 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八節  研究發現 
    根據前述以敘述性統計、相依樣本t檢定、皮爾森相關分析以及

複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對研究問題所進行的統計分析，以下將初步結

果進行歸納和整理。 

一、發展生活科技e-Learning知識學習活動已成為趨勢 

    本研究發現學生對於使用Facebook、「學習加油站」等「網路教

學平台工具」參與本次e-Learning運輸科技學習活動是相當踴躍的，

由表4-4顯示學生每週使用的平均時間達到9.3小時，且使用時間在5

小時以上者高達61.2%。這對於高中生而言是相當不容易的成果，因

為高中生本身即具有不小的課業、升學壓力，且生活科技也非主科，

他們願意撥出這麼多時間來參與確是難能可貴。而且配合學校學期中

的正常教學時段，利用e-Learning網路教學方式順利將生活科技知識

傳授給學生，學習成效也呈現在他們測驗卷後測較前測成績的顯著進

步上，如表4-22所示。因此，e-Learning網路教學方式的確是一種銳

不可擋的趨勢，而生活科技自也無法置身事外，發展生活科技

e-Learning知識學習活動已變得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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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創造行為理論」可印證在生活科技e-Learning學習活動中 

    本研究發現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學生們的社會化、外化、

組合化與內化行為的過程均順利、良好地運行，如表4-5所示。知識

創造行為理論是由 Nonaka & Takeuchi 於1995年提出，本研究透過

「知識創造行為問卷」發現，學生在學習活動過程中，內隱與外顯知

識互動而成的社會化、外化、組合化與內化行為的知識轉換模式均運

作良好，且順利產生「知識螺旋」，具體的成果呈現在「實作作品成

績」上，由表4-34顯示社會化行為、外化行為、組合化行為和內化行

為等四種不同的知識創造行為分別對「實作作品成績」具有正向且顯

著的影響關係，也就是學生的知識創造行為運作地愈良好，愈能促進

「實作作品成績」的表現。由此觀之，學生經由「知識螺旋」的運作，

由個人對生活科技的基本知識開始，知識的質量不斷地增加，一直到

做出一艘可航行於水面上的動力船，這就是創造出了新的知識。這代

表了Nonaka & Takeuchi(1995)的「知識創造行為理論」直接於本研究

中得到了印證。 

三、學生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的科技學習成效表現不俗 

    本次e-Learning學習活動的學習成績可分為「測驗卷成績」和「實

作作品成績」。在參與學習活動之後，學生的「測驗卷成績」取得了

將近12 分的顯著進步。而「實作作品成績」雖然普通，但考量到製

作此次的作品「動力船」須具備相當的機械、科技常識，且實際加工、

組裝的能力樣樣都要具備，才能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完成如此難度

偏高的作品，可說實屬不易。故可說學生在這次e-Learning學習活動

中的科技學習成效表現不俗。 

四、學生對本次e-Learning學習活動很感興趣且滿意度非常高 

    本研究發現學生對本次e-Learning學習活動是全面、普遍地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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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透過「學習滿意度問卷」可知，學生無論是在學習內容、教學

彈性、互動溝通和成果評量等四個構面上，全都有超過「同意」以上

的水準，如表4-12所示。表示學生對於本次e-Learning學習活動的教

材內容和呈現方式、與以往的學習方式相較、利用網路教學平台和老

師或同學互動溝通及給予他們的收獲均感到頗為滿意，這代表了

e-Learning的學習方式成功地應用到了生活科技的教學上，才能讓學

生願意每週平均撥出9.3小時的時間來參與本學習活動，且從實際教

學的過程中發現學生對於使用e-Learning的學習方式來學習生活科技

課程感到很有興趣，上課發問、上網搜集資料、使用「網路教學平台

工具」參與課堂討論等等均相當熱烈，這也顯示e-Learning果然有它

獨特的魅力，才能讓生活科技課程在學生的心目中如此地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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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探討知識創造行為如何透過e-Learning運

輸科技學習活動的過程，來影響學生的科技學習成效以及兩者之間的

互動關係為何。以「知識創造行為問卷」對學生進行網路使用習慣以

及四種不同知識創造行為運作情形的調查，並以「學習滿意度問卷」、

「學習成績測驗卷」和「實作作品評分表」等三種研究工具對學生的

科技學習成效進行探究。調查所得資料經過SPSS統計軟體進行各項

統計分析之後，本章將對實證分析結果加以歸納、說明，並進一步獲

得結論，然後提出研究建議，以為教學實務及後續研究的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根據第四章的實證分析結果，本節提出研究的重要結論，針對實

證結果加以歸納、整理如下。 

一、學生「經常」使用「網路教學平台工具」參與本學習活動 

    經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在本次e-Learning學習活動中，學生每週

使用Facebook、學習加油站等「網路教學平台工具」的總時間在2.2

小時以上者高達80.6%，且平均數達到9.3小時，高於本研究對「經常」

所下每週上網2.2小時的定義，因此可說明學生「經常」參與本學習

活動，由此確保了本研究的價值和可靠性。 

二、學生四種知識創造行為的運作均為良好 

    根據問卷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學生在知識創造行為量表中答題的

平均數在0到4分的範圍中，介於2.58到3.03之間，且均大於2.5，也就

是偏向「同意」的程度較高。而學生在「組合化行為」構面每題的平

均數是2.92，「內化行為」構面是2.75，「外化行為」構面是2.73，

「社會化行為」構面是2.72，均有趨向「同意」的情形。且個別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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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皆顯示答題均有傾向「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情形，且得分

均呈現往高分組逐漸遞增的現象。代表在e-Learning學習活動中，學

生的社會化、外化、組合化與內化行為均頻繁且順利地運行，顯示學

生在內隱知識與內隱知識間的移轉、內隱知識表達為外顯知識之過

程、外顯知識轉化成更複雜的外顯知識及外顯知識轉化成內隱知識的

過程皆得到良好的運作。 

三、學生整體的「學習滿意度」相當高 

    本研究發現學生在學習滿意度問卷中答題在Likert五點量表中，

平均數為4.23，介於4到5分之間，也就是到達「同意」的標準之上而

趨向「非常同意」。學生在「學習內容」構面的平均數是4.30，「互

動溝通」構面是4.22，「教學彈性」構面是4.19，「成果評量」構面

是4.18。而個別構面的分析皆顯示答題傾向「同意」或「非常同意」

的程度均偏高，且每一題的得分皆在4分以上。代表在e-Learning學習

活動中，學生對於各個構面的學習情形普遍感到滿意，而整體的滿意

度也是相當高。顯示學生對於本次教學實驗過程的滿意度明顯偏高，

主要原因可能是e-Learning相較於傳統教學方式的教材生動程度較

高、溝通或互動較密切、教學方式可作多元的呈現等特性，較能吸引

年輕的E世代，而e-Learning活動應用在高中生活科技教學可提高學生

的學習滿意度，也得到了實證。 

四、學生「學習成績測驗卷」後測成績較前測有顯著進步 

    由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後測平均成績較前測進步11.974分，且有

顯著進步的情形，代表這次的教學實驗過程促進了學生學習成績的進

步，但與知識創造行為沒有顯著的影響關係，故可說是學生僅是單純

在知識瞭解上的進步，而非由知識創造行為的運行促成學習成績的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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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實作作品成績表現中等 

    由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學生在實作作品評分表量表中答題的平均

數在1到5分的範圍中，平均數介於2.98到3.21之間，表示學生們將所

學知識應用出來的能力不強，可推測他們將內隱知識表達為外顯知識

的能力不強，這也可由「外化行為」對「實作作品成績」的影響最小

加以印證。另一方面，也表示e-Learning學習方式對描述性知識的吸

收有較明顯的影響，對作品的實作等程序性知識的影響較小。 

六、「知識創造行為」對「測驗卷進步成績」大部份具有正向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知識創造行為」對「測驗卷進步成績」除了外化行

為之外，其餘均達顯著的影響關係。而外化行為無法對「測驗卷進步

成績」產生顯著影響，是由於外化行為是一種外顯化的學習過程，內

隱知識透過隱喻或類比呈現出來。然而在進行外化行為時，價值、經

驗和心智模式等內隱知識原本就不容易以隱喻或類比等方式清楚地

表達出來，亦即內隱知識和外顯知識彼此之間較難以移轉和流通，因

此導致外化行為難以對學習成效產生影響。 

    另外，在「知識創造行為」中大部份的構面皆對「測驗卷進步成

績」具有正面的幫助與影響，亦即從事「知識創造行為」時，大部份

行為進行地愈頻繁、良好，則產生的學習成效就愈佳。由統計分析結

果得知，在社會化行為、組合化行為與內化行為等「知識創造行為」

的三個構面中，以社會化行為對測驗卷進步成績的影響最大，其次是

組合化行為，然後是內化行為，而外化行為對測驗卷進步成績的影響

最小。 

七、「知識創造行為」對「實作作品成績」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本研究發現「知識創造行為」的四個構面對「實作作品成績」均

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關係，社會化行為、外化行為、組合化行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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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行為均對「實作作品成績」有正面的幫助與影響，亦即透過「知

識創造行為」的運作與轉換過程，促成了學生「實作作品成績」的出

現與顯著差異，同時也讓學生的學習成效得到進一步的增長。且只要

學生的知識創造行為運作地愈頻繁、良好，所產生的學習成效就愈

佳，此可由「實作作品成績」加以檢驗而得知。 

    由統計分析結果得知，社會化行為、外化行為、組合化行為與內

化行為等「知識創造行為」的四個構面中，以社會化行為對實作作品

成績的影響最大，其次是組合化行為，然後是內化行為，而外化行為

對實作作品成績的影響最小。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彰化師大附工四

個班的高一學生，藉由這個研究結果可深入瞭解，學生透過社會化行

為所獲得的學習成效最好，而外化行為對學生的學習成效之貢獻則較

不明顯。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和教學實驗等過程搜集到實證所需的資

訊，經過統計分析之後，大部份的結果均符合研究目的，只有少數的

結果不具有統計上顯著的意義。因此，根據以上的研究結論，可提供

下列數項建議給生活科技教育界及學術研究上的參考。 

一、對生活科技教育界之建議 

    （一）重視e-Learning學習活動融入高中生活科技教學的成果 

         e-Learning數位學習不但提供了一種全新之學習體驗，也開

創了一項新的學習方式。學習者透過Facebook、學習加油站等網路教

學平台的聊天室、電子郵件、線上作業、相關網站聯結等功能來進行

群體合作方式的學習，也符合了生活科技重視團隊合作的精神。本研

究實證結果發現，學生對於e-Learning生活科技教學活動的滿意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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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高。透過學習滿意度的四個構面可知，相較於傳統的學習方式，

e-Learning學習活動更能吸引他們對課程的注意力、增加彼此間的互

動溝通、帶給他們令人滿意的學習成果。因此，本研究建議在現行的

生活科技教學上，可融入e-Learning的教學方式，不但能帶給學生上

述的益處，提高他們的學習滿意度，更能設計出「以學生為主」的教

學活動內容，增加學生對生活科技學習的興趣，進而提升科技學習成

效。 

    （二）可將知識創造行為模式應用於高中生活科技的教學上 

         現在學校教育正積極求新求變，對於學生的學習方式也正

極力謀求改變與創新。由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知識創造行為」的

社會化行為、外化行為、組合化行為與內化行為均對「實作作品成績」

有正面的幫助與影響。顯示學生透過知識創造行為的理解、轉化與學

習，應用於實際教學活動上，藉由知識螺旋模式增強學生知識吸收的

質量，可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建議在生活科技的

課程內容和學習活動中，應用知識創造行為的模式，引導學生透過內

隱與外顯知識的相互轉換，促進良好知識創造行為的產生，同時學生

的知識創造行為運作地愈頻繁、良好，就能產生愈好的學習成效。 

         另外，教師可藉由知識創造行為模式的應用，營造良好的

班級經營和學習文化，在學生社會化行為運作良好的基礎下，透過「讀

書會」的方式，建立學習社群，增進學生將內隱知識表達為外顯知識

的「外化」能力，並同時配合組合化和內化行為，使得知識螺旋模式

有效擴展，帶動知識累積與吸收的能量，相信學生生活科技的學習成

效將大有提升。 

    （三）藉由e-Learning課程以提升學生對生活科技的興趣 

         生活科技強調動手做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其課程內涵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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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對科技系統的認識來增進科技素養，同時融入設計與製作的概念，

培養學生解決問題、動手做的執行力(蔡錫濤，2004)。而網際網路具

有知識性、無遠弗屆等等特性，正可以將這樣的科技基本精神發揚光

大。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學生對於使用e-Learning的學習方式來學

習生活科技課程感到很有興趣，上課發問、上網搜集資料、使用「網

路教學平台工具」參與課堂討論等等均相當熱烈，因此學習滿意度量

表的平均數高達4.23分，學習成績也有顯著的進步。因此，本研究建

議生活科技可加強對e-Learning課程的設計與實施，讓學生在生動、

有趣的網路學習活動中，透過多樣化、豐富化和全球化的學習內容和

資源來進行學習，相信原來照本宣科式的科技課程，有了e-Learning

學習方式的醍醐灌頂之後，會讓生活科技成為親切可人的課程，讓學

生打從心底喜歡本科目。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擴大研究對象的選取範圍 

        本研究受限於人力、時間、財力等因素，僅選擇一所彰化市

的高中四個班高一學生進行教學實驗研究，並未包含其他地區、學校

或年齡層的高中生，因此限制了研究結果一般化的能力。建議未來的

研究可試著以全台各地區其他高中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除了可比較各

地區、學校學生的差異外，也可獲致更周延的研究成果。 

   （二）繼續改善與發展量表 

         本研究的實證結果發現，「知識創造行為」對「實作作品

成績」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而對「測驗卷進步成績」大部份具有正

向的影響。由於本研究應用在高中的教學實務上是屬於較創新且相當

具探索性的主題，因此，可供參考的相關文獻較為缺乏，尤其是在問

卷內容的設計上，雖有少數相關量表可供參酌，但為配合研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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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要大幅修改，故本研究的問卷、量表和測驗卷等研究工具多是自行

研擬、設計。本研究的四種問卷、量表雖已初步建立，但仍可能有不

完善的地方，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繼續改善與發展量表。 

    (三)使用更佳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使用問卷調查法，但有時問卷本身並

無法充分反映真實的情況，像是如何知道學生回家後是否確實使用

「學習加油站」等數位學習工具的問題。因此除了多加改進與修正問

卷，建議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與研究對象做深度訪談，增加質性研究

方法的部份，除了可改善研究本身的真實性，也可確保研究本身含涉

的價值(潘慧玲，2003)。 

（四）深入研究「知識創造行為理論」的應用範圍 

         本研究發現社會化、外化、組合化與內化行為的知識轉換

模式可順利產生「知識螺旋」，學生由個人對生活科技的基本知識開

始，一直到做出一艘可航行於水面上的動力船，創造了新知識，也是

「知識創造行為理論」的體現。本研究是學生個人獨自完成自己的作

品，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用不同的學習法，像是「合作學習法」，由

學生分組合作來完成作品，來觀察社會化、外化、組合化和內化行為

等四種不同的知識創造行為分別對「分組實作」作品成績的差異是否

顯著，以探討「知識螺旋」是否可由個人的層次，擴大到團體、組織

之間，這種知識創造行為逐漸上升且擴大互動之範圍，如同滾雪球一

般愈滾與大，若能經由後續研究的實證，將是可惠及無數的學術探究。 

（五）知識創造行為與學習成效的探討可應用到其他科目 

         本研究是以e-Learning運輸科技學習活動為例，探討知識創

造行為與科技學習成效之間的關聯性。由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在生活科技教學實務上學生的知識創造行為均運作良好、學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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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地高、學習成績有顯著進步以及知識創造行為對科技學習成效的

顯著影響關係等等成果。由於知識是無所不在的，故Nonaka & 

Takeuchi( 1995)提出的知識創造行為理論可應用的範圍甚廣，在教育

上的應用也時有所聞，例如：林美英、趙振瑛(2003)透過教案設計，

把Nonaka的知識螺旋理論應用於英文課程教學中，以及何仕仁、黃台

珠(2005)的「不同教學、知識創造管理模式對國中生數學學習成效之

影響研究」等。由本研究及其他相關研究可知，知識創造行為與學習

成效的探討可應用在生活科技、英文、數學等等科目。因此，本研究

建議未來的研究可試著以其他科目為標的，探討知識創造行為與學習

成效之間的關聯性，以發展更寬廣的研究題材，除了可為教學實務作

出貢獻，也可為後續相關的研究立下更加紮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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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知識創造行為問卷 

各位親愛的同學，你好： 
    這是一份關於知識創造行為的問卷，這份問卷主要是在瞭解各 
位同學在這次「e-Learning 運輸科技學習活動」的知識創造行為和學

習的情形。 
    這份問卷不是考試，沒有標準答案，也不會影響各位的成績，請

放心的按照你的實際狀況來作答。本問卷的所有內容只作為學術 
研究的資料分析之用，也會加以保密，請逐一、仔細地回答每一個 
題目，謝謝你的熱心協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指導教授：朱益賢  博士 
                               研 究 生：蔡富元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 

 

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請在下列空格中，就你的實際狀況來填答。 

    1.姓名：                            

    2.班級：       年      班 

    3.座號：       

    4.性別：□男 □女 

 

第二部份：「網路教學平台工具」使用情形調查 

填答說明：請仔細思考下列兩個問題，依照你的實際狀況，分別勾

選一個最符合你實際狀況的選項。 

1. 每週平均使用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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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次以上 □ 11-15 次 □6-10 次 □1-5 次 □未使用 

2. 每次平均使用的時間 

    □ 1.5 小時以上 □ 1-1.5 小時 □ 0.5-1 小時 □ 0.5 小時以下 □未使用   

 

第三部份：「知識創造行為」與「網路教學平台工具」使用問題 

填答說明：請仔細閱讀每一個問題後，依照你的想法和感受，勾選

一個最符合你實際狀況的選項。其中，一顆星代表一分，沒有星就

沒有分數，分別從 4 到 0 分。 

問題 有使用 
 

未

使

用 非   ☆

常☆

同☆

意☆

同☆

  ☆
意☆

略☆ 
為☆ 
同 
意 

不☆ 
同 
意 

1.【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運用

學習加油站 上的教學資源，與老師

或同學討論功課。 

□ □ □ □ □ 

2.【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在

Facebook 上的 e-Learning 學習網的線上

教學課程中，和老師互動。 

□ □ □ □ □ 

3.【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在

Facebook 上，和同學分享經驗。 
□ □ □ □ □ 

4.【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的「聊天室」功能，與同學之

間作即時的互動。 

□ □ □ □ □ 

5.【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的「即時通訊」功能，與老師

或同學作意見的交流。 

□ □ □ □ □ 

6.【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在

Facebook 上的 e-Learning 學習網中的

「課程討論版」，張貼或回應意見。 

□ □ □ □ □ 

7.【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通常能

夠運用課堂所學來完成我的作業。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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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有使用 
 

未

使

用

 
非   ☆

常☆

同☆

意☆

同☆

  ☆
意☆

略☆ 
為☆ 
同 
意 

不☆ 
同 
意 

8.【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參與「線上群組討論」，以共

同完成小組任務。 

□ □ □ □ □ 

9.【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課程討論」功能，與同

學之間一起提出討論或想法。 

□ □ □ □ □ 

10.【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群組討論」功能，與群

組成員分享資訊。 

□ □ □ □ □ 

11.【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從學習

加油站 上的教材內容中，擷取有關

資料來完成報告。 

□ □ □ □ □ 

12.【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從網路

上擷取相關資料，來完成我的報告。 
□ □ □ □ □ 

13.【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從學習

加油站 上的搜尋引擎中，擷取歷年

課程的相關資料，來完成我的報告。 

□ □ □ □ □ 

14.【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相關網站連結」的功能，來搜尋與課程有關

的資訊。 

□ □ □ □ □ 

15.【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學科教材分類」的功能，瀏覽所需的教材。

□ □ □ □ □ 

16.【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影音課程資料」功能，

來自我反覆練習。 

□ □ □ □ □ 

17.【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線上測驗」功能，來加

強自我學習。 

□ □ □ □ □ 

18.【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在

Facebook 上的 e-Learning 學習網，觀摩

其他同學的報告或作業，來增進學習。 

□ □ □ □ □ 

19.【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作業觀摩」功能，來進

行更寬廣的思考。 

□ □ □ □ □ 

20.【在這次運輸科技學習活動裡】，我會使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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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加油站 上的「測驗考試」功能，

來加強自我的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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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習滿意度問卷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一份關於學習滿意度的問卷，這份問卷主要是在研究各 
位同學在這次「e-Learning 運輸科技學習活動」的學習成效，主要目

的是為了瞭解各位在參與本次「e-Learning 運輸科技學習活動」的學

習滿意度。 
    這份問卷不是考試，沒有標準答案，也不會影響各位的成績，請

放心的按照你的實際狀況來作答。本問卷的所有內容只作為學術 
研究的資料分析之用，也會加以保密，請逐一、仔細地回答每一個 
題目，謝謝你的熱心協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指導教授：朱益賢  博士 
                               研 究 生：蔡富元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 

 

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請在下列空格中，就你的實際狀況來填答。 

    1.姓名：                            

    2.班級：       年      班 

    3.座號：       

    4.性別： □男  □女 

第二部份：「學習滿意度」調查 

填答說明：請仔細閱讀每一個問題後，依照你的想法和感受，勾選

一個最符合你實際狀況的選項。其中，一顆星代表一分，分別從 5

到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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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 
☆ 

非

常

不

同

意

☆
1.教材的內容豐富。 □ □ □ □ □ 
2.教材的呈現方式吸引我的注意。 □ □ □ □ □ 
3.教材的呈現方式有趣。 □ □ □ □ □ 
4.教材的呈現方式對我的學習有幫助。 □ □ □ □ □ 
5.我喜歡利用 e-Learning 的方式來學習本課程。 □ □ □ □ □ 
6.我期待利用 e-Learning 的方式來學習本課程。 □ □ □ □ □ 
7.我覺得透過 e-Learning 學習活動對運輸科技課

程輔助很大。 
□ □ □ □ □ 

8.利用 e-Learning 學習活動學習運輸科技是件容

易的事。 
□ □ □ □ □ 

9.我會想要使用 e-Learning 的方式輔助運輸科技

課程的學習。 
□ □ □ □ □ 

10.相較以往的學習方式，用 e-Learning 的方式

輔助課程學習，讓我覺得滿意。 
□ □ □ □ □ 

11.相較以往的學習方式，用 e-Learning 的方式

輔助課程學習，讓我覺得有信心。 
□ □ □ □ □ 

12.我希望別的科目也能使用 e-Learning 的方式

進行教學 。 
□ □ □ □ □ 

13.整體來說，我對 e-Learning 融入運輸科技課

程的教學方式，覺得滿意。 
□ □ □ □ □ 

14.我能利用 Facebook 討論區增加和老

師的討論、互動。 

□ □ □ □ □ 

15. 我能利用 Facebook 討論區增加和同

學的討論、互動。 

□ □ □ □ □ 

16.我覺得和老師溝通、互動良好，對學習有幫

助。 
□ □ □ □ □ 

17. 我覺得和同學溝通、互動良好，對學習有幫

助。 
□ □ □ □ □ 

18.我能利用學習加油站 和老師或

同學分享學習心得。 

□ □ □ □ □ 

19.我對學習加油站 的編排覺得滿

意。  

□ □ □ □ □ 

20.我可以適應 e-Learning 的學習方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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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習成績測驗卷 

選擇題 

作答方式：請詳細閱讀題目之後，從四個選項中選出一個答案。 

班級：    年     班   姓名：                   座號：       

1. 將人或貨物從 A 地移至 B 地的一種方式，是屬於哪一種科技？ 

(1)營建科技 (2)傳播科技 (3)運輸科技 (4)製造科技。 

2. 下列何者不是屬於運輸領域的範圍 (1)瓦斯的管道運輸 (2)銀行轉帳(3)自來

水的傳送水管 (4)傳送材料的輸送帶。 

3. 下列有關水路運輸的特性何者錯誤？ (1)載運量極大 (2)速度較慢 (3)燃料消

耗極高 (4)運輸成本較低。 

4. 下列有關水路運輸的演進何者正確？ (1)帆船→快速船→獨木舟→潛水艇 (2)

帆船→潛水艇→水翼船→蒸汽船 (3)獨木舟→帆船→蒸汽船→氣墊船 (4)水

翼船→蒸汽船→獨木舟→帆船。 

5. 氣墊船的原理是利用氣墊內的空氣向水面吹送，而產生的 (1)反作用力 (2)

流體力學 (3)機械力 (4)浮力 來完成的。 

6. 水翼船之所以能將船體舉出水面，是利用何種科學原理？ (1)反作用力(2)慣

性定律 (3)流體力學 (4)浮力。 

7. 根據海洋學的研究，海底礦產或沉船的探勘，都可利用 (1)破冰船 (2)貨櫃輪 

(3)潛水艇 (4)氣墊船   來完成。 

8. 下列何種船隻具備水陸兩用的特性，有些國家將其設計成登陸艇？ (1)水翼

船 (2)氣船 (3)潛水艇 (4)氣墊船。 

9. 下列何者為現今大部份的船隻都採用的推進器 (1)蒸汽 (2)螺旋槳 (3)空氣 

(4)噴射水流。 

10. 早期的蒸汽船是利用什麼來推動船隻前進？ (1)螺旋漿 (2)明輪 (3)風力 (4)

柴油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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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何者不是台灣現有的國際商港 (1)台中 (2)鹿港 (3)高雄 (4)基隆。 

12. 陸海空運輸安全性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1)鐵路>輪船>飛機>公路 (2)飛機

>輪船>鐵路>公路 (3)輪船>鐵路>飛機>公路 (4) 公路>鐵路>飛機>輪船。 

13. 下列何者不是運輸科技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1)促進工廠生產 (2)使產品價

格降低 (3)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4)讓人們快速移動。 

14. 下列何者不是運輸科技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1)空氣污染 (2)物價上漲 (3)交

通事故頻傳 (4)噪音 。 

15. 下列何者不屬於運輸科技的一部分？ (1)懸吊 (2)導航 (3)經營 (4)行駛。 

16.下列何者是屬於天然形成的通路？ (1)鐵軌 (2)運河 (3)車道 (4)海洋。 

17.為了節省許多空間，船隻甲板上層通常只有煙囪和控制室的為下列何者？ (1)

軍艦 (2)油輪 (3)貨櫃輪 (4)郵輪。 

18.流體動力系統應用下列何種基本原理來運作？ (1)巴斯卡原理 (2)牛頓運動定

律 (3)楞次定理 (4)安培定律。 

19.現在大部份船隻都使用的推進器為何？ (1)噴射水流 (2)空氣 (3)螺旋槳 (4)

蒸汽。 

20.請問在「學習加油站」的教學資源網上方的欄位中，要點選何者才能進入本

課程教材的網頁？ (1)網站介紹 (2)網路活動 (3)學科教材 (4)鄉土教材。 

21.請問在「學習加油站」的教材網頁中沒有哪一項功能？ (1)投影片放映 (2)動

態模擬區 (3)測驗題庫 (4)電影欣賞。 

22.請問在「學習加油站」教材網頁的網路資源中，不包括下列何者的網頁連結？ 

(1)交通部民航局 (2)遠東航空 (3)美國國鐵公司 (4)美國運輸部。 

23.請問在「學習加油站」教材網頁的「水上運輸」內容裡，所介紹探測的「潛

水小艇」具有下列何種功能？ (1)潛水觀光 (2)載運貨物 (3)修理海底管線 (4)捕

撈漁獲。 

24.請問在「學習加油站」教材網頁的「水上運輸」內容裡，所介紹的「汽墊船」

是以何種方式來行駛的？ (1)在水面中 (2)離開水面 (3)在水底下 (4)浮在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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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請問在「學習加油站」教材網頁的「水上運輸」內容裡，「現代客船」是以提

供乘客旅遊、渡假為目的，其內部不包括下列何項設施？ (1)客房 (2)超市 (3)

游泳池 (4)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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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實作作品評分表 

班級：    年     班   學生：                 

評分日期：              

評分說明：各個評量項目最高 5 分，最低為 1 分。 

評量向度 評量項目 得分 

5 4 3 2 1 

材料 1.材料的選用是否與眾不同。      

2.是否用到多種材料。      

製作 1.加工製作的精細度。      

2.組裝接合的契合程度。      

造型 1.船體的造型設計是否具有創

意。 

     

2.船體的精緻美觀程度。      

結構 1.船體的結構是否穩固。      

2.動力船航行是否平順、流暢。      

總分共計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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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測驗卷進步成績與實作作品成績迴歸模式之誤差值次數分配直方圖 

    由下圖顯示，兩迴歸模式的直方圖皆呈現接近鐘狀的常態分

佈，代表誤差項服從常態性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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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測驗卷進步成績與實作作品成績迴歸模式之常態機率圖 

    由下圖顯示，兩迴歸模式的常態機率圖之殘差值累積機率分佈均

接近 45 度線，代表誤差項服從常態性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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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測驗卷進步成績與實作作品成績迴歸模式之殘差分佈圖 

    由下圖顯示，兩迴歸模式的殘差分佈圖皆呈現誤差項具有恆常變

異，代表誤差項服從恆常性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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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學習加油站」示意圖 

  

 

 

 

 

 

 

 

 

 

 

 

 

 

 

 

 

 

 

 

 

 

 

 

網址 http://conten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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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學習加油站」課程內容 

 

 

 

 

 

 

 

 

 

 

 

 

網址 http://content.edu.tw/life_tech/tc/student/course/307/307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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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Facebook」學習內容 

 

 

 

 

 

 

 

 

 

 

 

 

 

 

 

 

 

 

 

 
 
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pages/guo-li-zhang-hua-shi-da-Learning-xue-xi/1214877903470=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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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Facebook」學習資料 

 

 

 

 

 

 

 

 

 

 

 

 

 

 

 

 

 

 

 
 
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pages/guo-li-zhang-hua-shi-da-Learning-xue-xi/121504877903470?v=photos#!
/pages/guo-li-zhang-hua-shi-da-Learning-xue-xi/1215077903470=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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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實作作品評分表範例(高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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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實作作品評分表範例(中分表) 

 



 144

附錄十四 實作作品評分表範例(低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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