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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比較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方法採用

問卷調查法及專家訪談法，問卷調查對象為大陸及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各

363 及 285 位大學生進行施測，並安排 5 位大陸授課教師及 3 位臺灣授課教師

進行專家訪談。問卷調查工具方面，問卷設計以 Fishbein、Ajzen（2010）的計

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 behavior）為基礎，結合科技接受模式及社會認知理

論觀點，同步發展適合兩岸文化用語的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新科技學習行為問

卷，經過專家修訂後進行施測。專家訪談工具方面，以 Mishra、Koehler

（2006）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框架（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framework）為理論基礎，研擬訪談大綱，訪談後編碼覆校分析研究

結果。統計分析方法使用描述性統計、相關、驗證性因素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

的多群組比較分析等方法，進行資料統計分析。研究結論歸納以下 3 點：1. 兩

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新科技學習模式的行為意向對學習行為皆無顯著中介影響

效果，未能完全符合理論模式，可能原因是兩岸大學生的學習行為受到自我評

價的影響，或受限於授課教師課程活動的安排；2. 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新科

技學習模式有差異，且變項間因果關係不同，研究認為是受到兩岸師生軟體應

用多元性與自主性差異所造成的影響。3. 兩岸各自具有不同的教育及資訊文

化，研究結果認為兩岸可以各自發展有利的大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型式，大陸

教師應適當提升學生新科技使用的多元性，臺灣教師應適當透過新科技增加與

學生之間的互動，同時，兩岸教師皆應努力營造學生良好的新科技學習經驗，

建立學生正向的專業自我評價。 

關鍵詞：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新科技學習行為、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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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is research compared the new-technology learning behaviors of student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The study employed both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the expert interview 

method. The questionnaire targeted 363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e mainland and 285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aiwan. All of them specialize in the digital publishing field. Five 

mainland lecturers and three Taiwanese lecturers were invited to conduct the expert interviews. 

In regard to questionnaire tools, the design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 

behavior by Fishbein & Ajzen (2010). The questionnaire adopted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and took into account social cognitive views. The terminologies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domain were also localized to reconcile any cultural discrepancies between each 

place.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underwent expert revision. As to the expert 

interview tools, the outline of the interviews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framework proposed by Mishra and Koehler (2006).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then reviewed using code analysis.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using 

such analysis methods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echnique. The study 

reached three conclusions. First, there was no remarkable mediation effec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actural learning behavior displayed by the digital publishing 

students from each place; these results were not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ory, a probable cause 

for which was that the learning behaviors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both sides were 

influenced by self-evaluation or were limited by the curriculum arrangements made by the 

lecturers. Secon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odes of learning in the digital publishing 

domain in each place an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ables were not consistent; the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the study was influenced by the diversity of software applications used 

by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both places and the variation in the degree of autonomy in both 

places. Third, both places enjoy educational and information cultures of their ow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places were capable of developing their own favorable way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While teachers in the mainland should enhance the diversity of new 

technologies students come in touch with, teachers in Taiwan should increase their degree of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with the help of new technologies. Meanwhile, teachers from both 

sides should do their best to create a favorable learning experience about new technologies for 

students and enable them to conduct self-evaluation in a professional manner. 

Keywords: digital publish domain, new-technology learning behavior, T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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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首先闡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據以確立研究目的；次則，陳述研究流程

與實施步驟，作為引導整體研究架構、發展研究工具及蒐集研究資料的依循；

最後，說明研究限制及定義重要名詞，以避免在研究過程中模糊或偏離研究主

題。本章分為六節，分別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待答問題、研究流

程、研究範圍與限制、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數位出版專業教育與印刷技術發展關係密不可分，由於科技進步，印刷技

術逐漸轉型為數位出版的形式，教育的內涵也隨之改變。新媒體與行動載具的

發展，促使平面書籍、雜誌、教科書電子化，數位出版專業領域相關科系的教

學內容及教學方法也必須更多元，例如：透過網際網路、社群媒體、雲端技

術、新媒體及行動學習等新科技的結合與應用，來培養學生具有數位出版專業

領域的能力。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的高等教育，均有由平面媒體朝向新媒體

發展的趨勢，惟兩岸資訊及教育文化背景，有著逐漸發展不同的數位出版專業

領域的教學特色，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也有所不同。 

本研究致力找出一個符合新世代學習者的學習行為模式，讓教育者能夠瞭

解啟發學習者學習行為的重要因素，引導自主學習與深層學習。研究貢獻創新

有以下 3 點：1. 研究對象少，近十年相關期刊文章，關於比較研究的文章較

少，且缺乏兩岸學習者的比較文章。2. 研究更深入，過去研究多為量化不夠深

入，本研究增加質化訪談。3. 新科技教學效益的實證：數位出版專業教育最適

合採用新科技教學，透過實證研究，分析新科技教學方法與工具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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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一、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有助於引發學習者自主學習及獲得高層次進階

知識的能力 

近年來，網際網絡、社群媒體、雲端技術、新媒體及行動學習等新科

技的應用，改變了教育的學習環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研究指出，新媒體及資訊科技的進步，促使教

育傳統思維的轉變（Pellegrino、Hilton，2012）。Dede、Grimson（2013）

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研究也指出，採用新科技的教育方式，是一種

連接學習（connected learning）的方法，連結課堂與課後的教與學，有助

學習者成為尋求、探索與解決問題的「產消合一者」（prosumers）。 

二、數位出版專業領域越趨重視新科技的使用，教育工作者必須教導學生具有

科技應用、自主學習及溝通協作的能力 

由於科技進步，數位出版專業逐漸轉型，從過去做為輔助印刷品的數

位轉檔工作，轉變為一門應用各種媒體技術的專業工作。透過新媒體與行

動載具的應用，數位出版大量應用新技術來達到數位閱讀的互動效果，例

如：電子書、電子雜誌或電子教科書等。由於學生必須透過數位排版系

統、雲端出版平台、預覽應用程式等軟體，以及閱讀載具等新科技的結合

與應用來學習，並且團隊合作進行數位出版創作；在學習過程中，學生也

必須不斷地採用行動載具、網際網絡及雲端硬碟等，透過新科技來溝通協

作；老師在教學過程中，也必須透過新科技來教導學生，才能確保學生在

未來投入工作前具有科技應用、隨著科技快速變化的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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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隨著科技發展及學習環境的不同，新科技學習行為理論之研究興起 

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的興起，係近代資訊科技發展之故。科技影響教

育的學習環境，從早期的電腦輔助教學，演變至近代的網際網路、社群媒

體教學，雲端技術、新媒體及行動學習科技等，研究學者在不同時期所探

討的理論基礎也不同。早期教育研究著重在刺激與反應，例如：透過電腦

人工智慧給予學習者不同程度的練習題，經過反覆操作，達到知識技能的

學習（Brown、Burton，1978；Carbonell、Collins，1973）。近代網路及社群

科技的發明，研究學者偏重探討社會認知、內外在知覺或科技接受的學習

行為（Benbasat、Barki，2007；Liew、Huang、Chen，2006；Eisenhardt、

Birlin、Toolin、Pintauro，2015）。本研究蒐集相關資料，初步歸納若要了解

新科技學習行為，必須分析新科技技術的發展演變，以及尋找適切的研究

理論。 

貳、研究動機 

一、隨著數位出版的進步，教師必須採用新科技進行教學 

數位出版專業從過去印刷輔助的角色，逐漸朝向數位閱讀的專業出版工

作，教育越趨重視新科技的使用，例如：數位排版系統、雲端出版平台、

預覽應用程式等軟體，以及閱讀載具等新科技的結合與應用，教育的內容

不僅需要培養學生具有軟體操作的技術，還需要透過搜尋引擎、影音視

頻、學習管理系統、雲端資料傳輸與協作、社群溝通及行動 APP 的應用，

教導學生具有自主學習、團隊協作與溝通合作的能力。研究指出

（Akman、Turhan，2014；Cheon、Lee、Crooks、Song，2012；Eisenhardt 

等，2015；Maina、Nzuki，2015；Shin，2008），不只是在數位出版專業領

域的教學如此，許多其他專業領域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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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於個人在數位出版專業領域的教學，與參與兩岸交流經驗，引發探討不

同學習者採用新科技學習行為之差異因素 

研究者本身任教於新北市某私立科技大學，於 2014 年 9 月與 2015

年 3 月，分別赴杭州及北京相關校院進行數位出版的教學工作，發現兩岸

學生採用新科技的學習行為有所不同，臺灣的學生習慣採用 Facebook 或

Line 群組等社群軟體，進行團隊合作或傳輸檔案的協作工作，而大陸的學

生則多使用 QQ 或 wechat 社群軟體。兩岸學生的學習環境、內外在覺

知、人際溝通及學習表現也有差異。研究者試圖透過研究理論的分析及實

證過程，瞭解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的差異因素與內

涵。 

三、研究者期望藉由探討新科技在教學上的運用，瞭解如何改善學習環境、促

進人際溝通、提升學習者內外在覺知及進階知識技能 

各國新科技採用與發展的程度不同，應用在不同專業的教學方式皆

有其理論基礎與實施方式。根據 Maina、Nzuki（2015）的研究指出，數位

學習管理系統（e-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是近三年內應用在肯亞

（Kenya）高等教育的新科技，學習經驗有助於學生個人知識技術的學

習，以及內在認知的發展。Abaidoo、Arkorful（2014）的研究探討資訊溝

通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應用在迦納（Ghana）

高等教育，有助於建立師生之間的溝通。Akman、Turhan（2014）認為社

群媒體（social media）應用在土耳其的高等教育，發展學生的溝通與合作

學習能力是有幫助的，但是，在男女生之間的學習行為沒有顯著差異。 

研究者自身教學經驗也發現，每當學生喜歡課堂中所學，課後也會

透過線上社群進行討論，一起創作作業內容，他們所使用的 skype 或線上

通訊系統，不僅僅只是文字內容的對話，還能夠進行視訊溝通、傳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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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甚至共同協作，學生善用所長互相幫助，製作出個別化的數位創作內

容；教師無法在學生身邊，但是學生善用資訊的能力強，總是能透過各種

管道，例如：Facebook 線上社群訊息、行動手機的即時通應用程式，利用

圖片、語音或視訊的方式與我聯繫，學生的學習是無時無刻的。我往往被

這些學生的熱情感動，給予更多的意見指導。從學生的學習方式觀察，如

果教師能夠提供良好的學習系統及教學資源，學生往往能夠自行使用許多

新科技，例如：搜尋引擎、影音視頻或社群軟體網站，建立自主學習的模

式。身為教育工作者，如何將新科技融入教學活動中，引導學生產生自主

學習的能力、溝通及團隊協作，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應該努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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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從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思考，針對不同區域學

生特性，研擬研究目的，探討如何透過新科技進行有效教學，期望了解學習者

應用新科技的方式，及其所引發的學習動機與行為模式。 

一、 探討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理論模式； 

二、 比較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的差異； 

三、 分析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變項間重要的因果

關係差異； 

四、 瞭解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教師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現況； 

五、 比較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教師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差異； 

六、 綜合比較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學習及教師有效教學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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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本研究計畫擬採用調查研究法，輔以質化

訪談，探討在新科技模式下，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學習行為的差異。

本研究流程規劃共分為六大階段，分別為研究初始階段、研究發展階段、研究

設計階段、研究評估階段、研究分析階段與研究導出階段，如下頁圖 1-2。 

一、 研究初始階段：界定研究主題，擬定研究計畫，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研

究內容之擬定。 

二、 研究發展階段：大量蒐集國內外新科技應用在教育的相關文獻，了解兩岸

數位出版專業領域的教學內涵，經由新科技教學內涵與相關學習理論文獻

之探討，規劃後續之研究設計。 

三、 研究設計階段：經由理論探討，確認研究架構，研擬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

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調查量表、教師及學生訪談大綱。 

四、 研究評估階段：進行專家諮詢與論文計畫審查，並參酌專家意見修正研究

方向與範圍。 

五、 研究實證階段：調查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學習行為差異情形，比

較新科技學習行為的重要因素及對進階知識技能成果的影響。 

六、 研究導出階段：總結前述各項研究發現，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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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內容之擬定

第二階段 

研究發展階段 

第三階段 

研究設計階段 

第四階段 

研究評估階段 

第五階段 

研究實證階段 

問卷信度與驗證性因素分析 

第六階段 

研究導出階段 

研究結論與建議 

文獻探討  1.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教育探析 2.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發展 

3.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的研究脈絡及理論建構

研究架構規劃 

研究問卷量表與訪談內容規劃 

問卷施測與訪談方式研擬 

問卷前測及正式問卷調查實施 

專家諮詢與論文計畫審查 

新科技教育 

專家學者 

數位出版教育 

專家學者 

學習理論 

專家學者 

統計與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5.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框架

兩岸數位出版專業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差異 

第一階段 

研究初始階段 

逐字稿編碼與內容覆核 

專家訪談實施 

訪談內容分析 

4.新科技學習行為應用在教育領域的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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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理論 

本研究所探討的大學生學習行為，以 Fishbein、Ajzen（2010）的計

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 behavior，TPB）為基礎，結合科技接受模式及

社會認知觀點，進行實證研究；教師訪談以 Mishra、Koehler（2006）的

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框架（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framework，TPACK）為理論基礎，作為教師教學的應用回饋。

其他與學習行為相關之研究面向，如：學習者人格特質、心理、家庭成長

背景等因素，以及教師教材教法、課程發展策略或教學策略等則不在本研

究探討範圍內。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調查篩選條件以發展數位出版專業且開設專業課程之校院科

系。臺灣方面為參與調查之校院共有兩所，分別為一所國立及一所私立大

專校院之相關科系大學生，皆位在新北市。大陸方面參與調查之校院共有

兩所，皆為大陸重點發展之校院，分別位在杭州及北京，學生皆須修習過

數位出版專業領域課程一學期以上的學習經驗。訪談對象選擇為使訪談結

果符合研究需求，本研究訪問之專家學者，條件為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教

師，從事教學工作三年以上，教授數位出版專業領域相關課程，曾經指導

學生參與競賽、輔導學生參與研究計畫等經驗之教育工作者。 

三、研究工具 

研究目的為探討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研

究工具以量化的問卷調查為主，質化訪談大綱為輔。所以，其他研究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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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如：學生學習過程中的作品表現、學習成績或未來成就表現，不在本

研究工具的發展範圍之內。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工具的限制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跨區域資料蒐集方法，為貼近研究對象真實行

為，問卷語言為重要的控制要素，兩種版本的問卷，雖然經過專家修訂，

但是限於語文環境等背景差異，問卷用語雖然力求精確，但仍會有些許變

異產生，並且。語言用詞與語意力求精確通順，但填答結果仍可能因為受

訪者當時的身心因素，而對問題回答程度有所差異。另一方面，專家訪談

以專家學者對數位出版專業領域知識，探討其專業觀點，為探求完整詳盡

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專家學者選擇注重受訪者之專業與代表性，訪談規

劃力求詳盡，但是，訪問結果仍可能因為受訪者之背景、經驗或當時之身

心狀況，而對問題回答程度有所差異。 

二、研究樣本的限制 

本研究比較之學生樣本限制，臺灣的大學生來自北中南東，大陸學生

來源地區幅員較為廣闊，包涵大陸各省區域；另一方面，兩岸教育選才的

方式亦有差異，臺灣大學生的選才方式趨向多元，學生可經由推薦甄試、

學測、繁星、績優保甄等方式入學，大陸大學生主要仍採用高考方式入

學。所以，基於比較區域的限制，調查樣本之社會人口變項差異仍會產

生。專家訪談之限制，本研究結果主要作為未來教師教學規劃之用，以授

課教師為主要訪談對象，未觸及學校行政人員或單位主管意見與看法，若

作為學校政策規劃、教學單位策略發展或教學科技發展機制等應用，應有

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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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人力、時間及事件的限制 

研究者親自於臺灣、大陸兩地進行施測與訪談工作，時間的安排須

考量各個學校的方便性，於課程上課時間進行調查，以及教師課餘時間進

行訪談。另一方面，研究者限於人力上的限制，無法於同一時間對研究對

象進行調查。所以，調查對象可能受區域時間事件的影響，而有心理因素

上的差異，研究者於調查過程盡量避免時間差距，以及可能的影響事件對

研究對象所造成的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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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的重要名詞意義明確，以利於研究之進行，以下針對本研究出

現的重要名詞闡釋說明，包括：「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新科技學習行為」與

「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框架」等名詞，加以界定。 

壹、數位出版專業領域（digital publish domain）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2）曾對數位出版產業定義如下：「運用網際

網路、資訊科技、硬體設備等技術及版權式管理機制，讓傳統出版在經營上產

生改變，創造新的營運模式及所衍生之新市場，帶動數位知識的生產、流通及

服務鏈發展者稱之」。本研究之「數位出版專業領域」係為因應上述數位出版產

業而產生人才培育的特定教育專業，其中包含內容出版、流通服務、電子書閱

讀器等跨平台、跨業整合能力專業之培養。院校科系包含藝術類、設計類、傳

播類、商管類、電算機類、電資工程類、教育類及文史類，相關大專及碩士以

上教育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3）。 

貳、新科技學習行為（new-technology learning behavior） 

本研究所探討之新科技，主要係指網際網路發明後，所發展的教學科技，

包含：社群媒體、學習管理系統、新媒體、雲端技術、行動學習等科技。麻省

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的研究報告指出，採用

新科技學習方式，能夠連結課堂與課後學習，稱之為「連接的學習」（connected 

learning）（Dede、Grimson，2013）。本研究所採用的行為理論，以 Fishbein、

Ajzen（2010）計畫行為理論為主，結合科技接受模式及社會認知觀點，建構研

究的新科技學習行為理論模式，研究變項包含：行為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AB）、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SN）、認知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PBC）、學習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BI）、學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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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ral learning behavior，ALB）、知覺有用（perceived usefulness，PU）、知覺

易用（perceived ease use，PEU）、同儕規範（peer norm，PN）、教師意願

（instructor readiness，IR）、自我效能（self-efficacy，SE）及自主學習

（autonomy learning，AL）。 

參、科技教學學科知識（TPACK） 

本研究所探討的科技教學學科知識，係指教師透過科技進行專業教學，以

Mishra、Koehler（2006）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框架（TPACK）為理論基

礎，分三個層次探討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教師的工作現況。首先，初步了解教師

學科知識（content knowledge，CK）、教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PK）

及科技知識（technological knowledge，TK）；接著，解析教師在學科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科技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knowledge，TPK）、科技學科知識（technol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CK）；最後，進一步綜合探求教師對於未來數位出版專業透過新

科技來教與學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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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彙整相關文獻，做為本研究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以及建構研究模式

的立論依據，全章共分六節。首先，探析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教育背景；次則分

析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發展；然後，釐析新科技學習行為的研究脈絡及理

論建構；再次，列舉新科技學習行為應用在教育領域的研究設計，並探討教師

教學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框架，作為研究的規劃與設計依據；最後，進行

文獻小結。 

  第一節為「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教育探析」。兩岸數位出板專業教育源於相同

的印刷背景脈絡，由於新媒體及行動載具的發展，以及資訊及教育文化背景的

差異，逐漸發展不同的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教學特色與內涵。本節首先論述數位

出版專業的興起，接著分析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教育發展脈絡，最後討論兩岸數

位出版專業的教育目標、課程及活動差異。 

  第二節為「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發展」。隨著科技的發展，近代的新科

技學習方式從過去的電腦輔助教學，已逐漸轉為社群及學習管理應用，以及雲

端與行動學習應用。本節討論教育研究學者對新科技的定義，說明新科技在教

育領域的應用，以及剖析新科技對教育的影響面向。 

  第三節為「新科技學習行為的研究脈絡及理論建構」。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

的興起，係近代資訊科技發展之故。近代則偏重科技接受模式及社會認知的學

習結果，例如：社會心理學的認知、態度及行為。本節首先定義新科技學習行

為，彙整近十年重要期刊研究的研究樣本及新科技發展脈絡，分析新科學習行

為研究的研究理論及變項觀點。 

  第四節為「新科技學習行為應用在教育領域的研究設計」。本研究歸納新科

技學習行為的研究理論，以 Fishbein、Ajzen（2010）的計畫行為理論，結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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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接受模式及社會認知觀點，探討理論架構與變項內涵，作為本研究理論架

構。本節說明教育領域研究學者的研究設計，討論新科技學習行為變項的內

涵，最末闡述新科技學習行為變項的關係。 

  第五節為「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框架」。本研究以 Mishra 與 Koehler

（2006）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框架（TPACK）為理論基礎，探討教師學科

教學、科技學科及科技教學理論架構，作為本研究理論架構。 

第六節為「文獻小結」。綜合上述文獻，本節首先歸納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教

育特色內涵，分析不同時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類型，歸納新科技學習行為代表

理論，並討論理論變項之內涵，最後，探討教師教學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

框架，以作為本研究進行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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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教育探析 

本節文獻探討的目的，是為了比較兩岸教育文化的差異。教育文化是一個

影響學習者學習行為重要的背景因素，泛指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教育制度、

教學單位人才培育目標、核心課程、教育活動，或是教師教學營造的氛圍。 

論起數位出版專業的教育，不得不從印刷教育開始，並且受到科技發展的

影響，對數位出版專業的出現影響甚巨。從歷史的角度探討其發展脈絡，可發

現兩岸印刷教育源自相同的脈絡起源，隨著近代教育、文化、科技發展的差

異，而各自展現不同特色的數位出版專業。本節首先論述數位出版專業的興

起，描述兩岸相關院校科系建立數位出版專業的過程，最後，闡述兩岸數位出

版專業的科技學習特性，以及兩岸數位出版專業的教育目標、課程及活動差

異。 

壹、數位出版專業的興起 

舉凡電子期刊、電子書及電子報，線上下載的網路音樂、遊戲、動漫及廣

告，皆是數位出版的範圍。最早可追溯數位出版專業是為了輔助印刷輸出品數

位轉檔工作的一項技術型專業，例如：將印刷檔案轉存 PDF 檔供顧客校稿、輸

出與保存。由於科技進步，數位出版專業已不再只是單純的平面檔案轉製工

作，還包含影片、聲音、動畫及互動的內容創作及服務工作，逐漸成為一門專

業的應用學門。 

一、數位出版專業的定義 

數位出版（digital publishing）是在科技資訊發展時代，所產生的一個

新的出版定義。Elsenhart（1994）年針對出版提出概念性的定義，指從素

材（material）而模式（mode）、媒體（medium）、手段（means）以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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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market）及資金回收（money）環節，並透過管理（management）所

形成的架構，可以說是數位出版專業的最早定義。 

數位出版專業的演變與發展，是整體國際科技進步的結果，兩岸對數

位出版專業的定義大致相同。根據臺灣《數位內容白皮書》指出，數位出

版專業係指運用網際網路、資訊科技、硬體設備等技術及版權管理機制，

讓傳統出版在經營上產生改變，創造新的營運模式及所衍生之新市場，帶

動數位知識的生產、流通及服務鏈發展（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2012）。中國大陸《數位出版產業發展報告》中定義，提出只要使用二進

位技術手段對出版的整個環節進行操作，都屬於數位出版的範疇，其中包

括原創作品的數位化，編輯加工的數位化，印刷複製的數位化，發行銷售

數位化和閱讀消費數位化等技術（郝振省，2005）。所以，儘管兩岸文字

描述略有不同，皆將數位出版專業定義為：一門數位內容生產、製作、發

佈、流通等相關服務流程所涵蓋的專業。 

二、數位出版的形式與類別 

數位出版泛指各種藉由數位化工具出版的方法，出版品不受限於文

字、圖像，在數位化的環境中，動畫、聲音與互動性的多媒體也直接成為

取用的素材（薛良凱，2004）。數位出版的產品或服務係指包含圖像或文字

之光碟出版品、電子書、電子雜誌、電子資料庫、電子化出版、數位化流

通及資訊加值服務。根據臺灣經濟部工業局更詳細的界定，數位出版產品

涵蓋三大領域範疇，分別是內容出版、流通平台及電子書閱讀器的相關產

品（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2）。內容出版包含：網際網路、閱讀器

或手機等載具上之書籍、雜誌、報紙、新聞、資料庫、網路廣告；流通平

台包含：網際網路、閱讀器或手機等各類載具上之電子書轉製、資料庫服

 



19 

務、生活資訊及手機廣告；電子書閱讀器包含：以電子紙為原料之電子書

閱讀器。 

三、數位出版專業的形成 

美國聯邦傳媒出版（Federated Media Publishing）創辦人 Battelle J. L.

認為數位出版工作，不僅是透過網路來進行對話的工作，更是一門結合藝

術與傳播科學的溝通技術（Battelle，2010）。根據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

報告指出，中國正式使用數字出版名詞始於 2005 年（大陸稱為數字出

版，台灣稱為數位出版，英文皆為 digital publishing），於 2012 年數位出

版產業正式邁入成長期，總產值為 1,377.88 億元人民幣，2014 年數位閱讀

率 58.1%也正式超越紙本圖書閱讀率（係指數位化閱讀方式的接觸率，包

含網路線上閱讀、手機閱讀、電子閱讀器閱讀、光碟閱讀、iPad 閱讀

等），總產值為 3,387.7 億元人民幣（郝振省、魏玉山、張立、王颩，

2012；張立、王颩，2015）。此時期的《國家新聞出版產業基地（園區）

管理辦法》、《網路出版服務管理規定》和《數位出版內容平臺建設指導意

見》等法案也陸續起草。因此，自數位出版技術發展至今，我們可以明確

地指出數位出版專業已不再僅是侷限過去做為輔助印刷輸出品的數位轉檔

工作，而是一門結合內容創建、軟體互動、硬體功能、電子商務及數位版

權管理的專業媒體技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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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教育發展脈絡 

數位出版專業教育，由印刷教育演變而來，茲按照時序，分別敘述兩岸教

育的發展經歷。大陸早期為職工教育轉為學科教育，核心專業逐漸建立後，近

年隨著科技發展逐漸轉型，如圖 2-1。 

一、職工教育時期 

1937 年抗戰之前的印刷教育，還未發展出數位出版專業，主要教育目

標為培育印刷工廠的工人（史梅岑，1986）。1928 年 3 月 26 日蔡元培於浙

江杭州所成立的國立藝術院，後改名為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設有工藝美術

系印刷組（主要從事圖書封面、商標等裝潢印刷教學），此時期沿海城市如

上海《申報》，工廠附設有印刷職工學校，北京也有些許的印刷工業學校

（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2005）。此時期，教育部主辦五年制的「國立

四川造紙印刷職業學校」，位於現今重慶廟嘴溪。成舍我為《世界日報》所

辦的職工學校，也是屬於職工教育的一環（李金銓，2012）。 

二、學科教育時期 

1945 年以後，教育部返回南京，創辦「國立高級印刷學校」，位於今日

南京後宰門，設置凸版印刷科、平版印刷科、凹版印刷科、照相製版科、

印刷美術科、工廠管理科（史梅岑，1986）。學科教育由此建立，並且印刷

技術開始發展出不同核心專業，較重要的代表學校有中央工藝美術學院

（現北京印刷學院）、上海出版印刷學校（現為上海出版印刷專科學

校）、鄭州測繪學院、武漢大學印刷工程學系（1956 年開始設置印刷工藝

班）及陝西機械學院與包裝工程學系（現為西安理工大學）（張樹棟、龐

多益、鄭如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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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以前，除了浙江杭州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印刷教育主要發展

在沿海的新興城市、重要城市及私人興學，此時期的印刷教育多半是職工

教育，並非當今的正式教育體制。1945 年以後，印刷教育開始逐漸學科

化，成為專業學問，此時，中等學校教育開始有印刷科，印刷教育開始學

科化，變成正式教育的一環，也為日後印刷教育的數位出版專業奠下基礎

（曾絲宜、林宣瑋，2015）。然而，儘管 1945 年成立的「國立高級印刷學

校」印刷教育呈現分科，照相製版科的分科，稍微露出與數位出版專業相

關的氣息，已屬於印刷製程的印前工作，但是，早期只有凸版印刷科、平

版印刷科及凹版印刷科三科順利招生，照相製版科、印刷美術科、工廠管

理科則未開班。因此，儘管印刷教育此時期開始呈現學科化的分科趨勢，

數位出版專業仍尚未正式形成。 

三、專業轉型時期 

大陸在 1980 年代有一波新的轉型，此現象主要源自 1978 年改革開放

的市場衝擊，大陸採用計劃經濟的安排，沿海與內陸的高等院校著重的面

向而有不同（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2005）。大陸沿海的高校，著重

文化出版，是未來數位出版專業主要發展之地，如：前身為中央工藝美術

學院是 1956 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籌建（將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工藝美

術系及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合併），逐漸發展為現在的北京印刷學院，

其他如上海出版印刷學校。大陸內陸的高等學校，著重工程發展，如：鄭

州測繪學院、武漢大學印刷工程學系、陝西機械學院與包裝工程學系，由

於計劃經濟需要培養工程類人才，故內地的印刷專業幾乎都發展為工程相

關專業（曾絲宜、林宣瑋，2015），如下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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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教育發展歷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史梅岑（1986）、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2005）、

曾絲宜、林宣瑋（2015）研究資料繪製 

二、 臺灣數位出版專業教育發展脈絡 

臺灣初期除了職工教育，主要目的還有培育印刷職業教育師資，並且私人

興學盛行。隨著數位時代的發展，也影響了臺灣近代校院科系逐漸轉型，朝向

數位出版專業教育的發展，如圖 2-2。 

一、職工教育、師資培育及私人興學時期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設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的前身）及國立藝術學校（現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的前身）（史梅岑，

1986）。1955 年成立板橋國立藝術學校美術印刷科，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的前身。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在美國國際合作總署的資助

下，由當時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設立工業教育學系，初設機工、木工、電

工及印刷工廠，聘請顧柏岩先生擔任系主任，自 1953 年開始招收第一屆

新生，目的為培育印刷職業教育師資，不定額招收高職印刷科畢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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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印刷師資專業教育及工藝科「圖文工」師資之培育（張樹棟、龐多

益、鄭如斯，2005）。 

私人創校也在此時期發展，如：中國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的張其

昀、世新大學的成舍我分別在此時創辦了具有私人興學理念的私立學校

（史梅岑，1986）。中國文化學院倡導音樂、美術、戲劇、體育（含舞蹈）

及大眾傳播等學科，以期開展中國文藝復興之機運（張其昀，1989）。「世

界新聞職業學校」（今世新大學）以培養「德智兼修，手腦並用」之新聞傳

播人才為目標（成舍我，1956）。 

二、學科教育 

上述院校於建立後，分別歷經一段改制成長的發展階段。臺灣省立師範

學院設立之初，印刷學程專業教育屬於高中工藝科目培育的一環，仍隸屬

工業教育系的工藝組，1978 年分出傳播設計教育組，1995 年始獨立設系，

成立「圖文傳播教育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2010）。板

橋國立藝術學校於 1960 年改制「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1994 年升格國

立台灣藝術學院，2001 年改名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印刷學系更名為

美術印刷藝術學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11）。世新大學為專科發展而

來，前身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該校「印刷攝影科」於 1995 年更名為「平

面傳播科技學系」，分為印製及攝影兩組（徐明珠，2006）。1965 年中國文

化大學成立三年制印刷工業專修科，1968 年改制為大學四年制印刷工程學

系，隸屬工學院，為當時臺灣大專院校唯一專攻圖文複製科技暨印刷工業

管理之學科，並於 1983 年成立臺灣唯一的造紙與印刷研究所（中國文化大

學資訊傳播學系所，2014）。 

此時期正值民國七十年代，臺灣十大建設的發展期間，教育目標隨著國

家經濟與建設發展，印刷教育逐漸成為專門學科（曾絲宜、林宣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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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可逐漸從各個學校的科系發展中看出端倪，例如：臺灣省立師範學

院傳播設計教育組的獨立，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美術印刷藝術學系的更

名，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平面傳播科技學系的分組，以及中國文化大學印刷

工業專修科的改制及研究所的成立。 

三、專業轉型時期 

臺灣共有四所院校，以培育以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臺灣經濟部

行業分類標準正式名詞）為教育目標，分別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

系、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世新大學圖文傳播系暨數位出

版學系及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徐明珠，2006）。除了中國文化大學資

訊傳播系以應用資訊傳播科技為主軸，其他三校皆以圖文傳播為主要發展

方向；另外，近二十年間，臺灣相關校院設計科系，如：視覺傳達設計、

多媒體設計等，亦隨著科技進步，也開始發展媒體整合的數位出版專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教育學系為預作「師資培育機構」之印刷出

版媒體及影視傳播媒體工程人員的培育目的，於 1995 年更名為「圖文傳播

技術學系」。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印刷藝術學系，於 2004 年後再度更名

為「圖文傳播藝術學系」，隸屬傳播學院，2005 年成立碩士班。世新大學平

面傳播科技學系，於 2004 年更名為「圖文傳播暨出版學系」。中國文化大

學印刷工程學系，於 1993 年首度轉型更名為印刷傳播系，2002 年正式更名

為「資訊傳播學系」（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2014；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文傳播學系，2010；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11；曾絲宜，2012），

如下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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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臺灣數位出版專業教育發展歷程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2014）、史梅岑（1986）、張樹

棟、龐多益、鄭如斯（200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2010）、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2011）、曾絲宜（2012）、曾絲宜、林宣瑋（2015）研究資料

繪製 

肆、兩岸數位出版專業的教育目標、課程及活動差異 

教育文化是一個影響學習者學習行為重要的背景因素，泛指教學單位的人

才培育目標、核心課程、教育活動，或是教師教學營造的氛圍。由於教師教學

營造的氛圍難以從文獻中做詳細的整理分析，將留待研究實地考察時，進行專

家訪談深入了解。故本研究茲將兩岸相關教育單位官方網站上的人才培育目

標、核心課程及教育活動說明如下。 

一、大陸校院教育單位 

大陸校院相關科系的數位出版專業教育單位，首要提及北京印刷學院

藝術設計學院（北京印刷學院名學院，為高等教育體系的大學制校院，教

學單位亦稱學院），以掌握數位媒體編輯加工技術，並培養學生對數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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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創意、表達與營運管理能力，特別是跨媒體出版管理的複合性人才的問

題解決能力。核心課程包含數字出版專業教育、出版學、傳播學、數字出

版概論、數字媒體編輯、數字媒體技術與應用、數字版權管理、數字出版

物創編、數字出版營銷等課程，較特別的是數據庫技術應用、數據倉庫與

數據挖掘等資訊工程相關課程。2015 年三月舉辦電子書創作工作營，並且

鼓勵學生參加電子書競賽（北京印刷學院藝術設計學院，2015）。 

西安理工科技大學印刷包裝與數字媒體學院也是重要的教學單位之

一，重視基礎理論教學和工程實踐能力的培養，增強學生適應性、創造性

及動手能力的培養，使學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適應用人單位的需要。

核心課程包含多媒體數據庫技術、數字媒體技術基礎、數字印刷媒體技術

及應用等課程（西安理工科技大學印刷包裝與數字媒體學院，2012）。 

在新興的校院中，多以數字媒體藝術設計為主要發展數位出版專業之

教學單位，例如：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數字媒體與藝術設計學院，分別針對

現代文化創意產業、數位出版與移動多媒體產業，培養服務於文創產品的

內容編創、創意設計、數位複製與傳播、產品資訊傳達及其增值服務的高

級應用型創新人才。主要開設數字出版技術課程，另外亦重視出版法規、

版權及經營管理相關課程。2014 年及 2015 年 9 月連續兩年舉辦電子書創

作工作營，並鼓勵學生參加電子書競賽（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數字媒體與藝

術設計學院，2015）。 

根據上述大陸各校院教育單位的人才培育目的，皆注重數位出版專業

的創意設計及創新應用能力；其次，北京印刷學院藝術設計學院認為傳跨

媒體的問題解決，是人才不可或缺的能力；再者，北京印刷學院藝術設計

學院及西安理工科技大學印刷包裝與數字媒體學院，皆重視資訊工程技

術，如：數據庫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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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校院教育單位 

臺灣校院相關科系的數位出版專業人才培育，首先是國立師範大學圖

文傳播學系，為培養數位傳播科技的設計、發展與管理人才，特別強調數

位出版應具備的知識／認知、職能導向、個人特質及價值／倫理等能力。

核心課程包含傳播心理學、互動式教育媒體科技、傳播科技企劃、廣告

學、數位出版、多媒體網路與傳播、數位媒體技術與應用及行動傳播應用

設計與製作等課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2015）。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的數位出版專業，著重在培養學

生編排設計、字型學、出版品製作、電腦排版等專長，學習數位出版與數

位媒體整合等相關科技，並強調團隊精神及專業倫理的素養。核心課程包

含電子書創作與出版、出版學、數位出版管理及智慧財產權管理等課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201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

傳播藝術學系並於 iOS App Store 設有大觀臺藝書櫃，可發佈學生數位出

版作品於書櫃中，數位出版相關社團活動為校刊社，定期發佈出版數位互

動式校刊於 App Store 書櫃中，是 2015 年五月兩岸電子書創作大賽的主辦

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14）。 

在新興的校院中，多以視覺傳達設計為主要發展數位出版專業之教學

單位，例如：景文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於 2013 年開始針對電子書

APP 的內容創作與設計進行人才培育，除了增開數位出版相關課程，例

如：電子書與 APP 設計，並於 iOS App Store 發佈學生作品電子書 APP，

顯示數位出版專業人才培育的發展已具專業實務能力，2015 年與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共同舉辦兩岸電子書創作大賽（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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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臺灣各校院教育單位的人才培育目的，皆注重學生數位出版

專業的知識技術學習，具有專業的實務能力；其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

文傳播藝術學系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皆重視專業職場倫理

的個人價值，以及團隊合作溝通的能力；再者，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

播藝術學系特別強調媒體整合應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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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發展 

本節文獻的目的，是為了探討資訊文化對兩岸教育可能的影響。資訊文化

是另影響學習者新科技學習行為重要的背景因素，必須要瞭解新科技在教育領

域發展過程、在教育領域應用的範圍、對學習者內外在覺知的影響。 

新科技是相較於時間所產生的概念，過去的電腦科技，與現在談論的網路

化新媒體及行動科技，象徵各個時代不同的教育意義。從科技發展的角度探討

在教育領域的應用脈絡，可發現隨著電腦、網絡及社群媒體的發展，教育的教

學環境、教學方法、師生互動及學習成果已有很大的改變。本節首先定義新科

技；接著，討論不同時期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發展內涵；最後，闡述新科技對

教育內涵的影響，以及兩岸資訊文化差異。 

壹、教育研究學者對新科技的定義 

最早新科技應用於教育環境中，多稱為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然而相對於近年來發展的雲端技術、新媒體或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等科技，電腦輔助教學則不再被認為是新科技的代表。所以，舉凡教

學錄音帶、錄影帶、影音光碟、電子書、電腦輔助教材、透過網際網路及行動

載具的學習，皆是新科技在教育領域應用的範圍。最早可追溯以電腦為基礎的

教學活動，教師上課所使用的投影片或多媒體檔案；由於科技進步，昨日的新

科技將會成為今日的舊科技，所以，為了瞭解今日的新科技，則必須先了解定

義及發展脈絡。 

一、廣義的定義 

宋曜廷、張國恩（2012）認為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範疇，泛稱

教學過程提供自主學習的教學錄音帶、錄影帶、影音光碟、電子書、電腦

輔助教材，甚至透過網際網路、行動載具的學習方式，皆可以稱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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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廣義的定義新科技模式，係指資訊融入教學、電腦輔助教學、遠距學

習等相關領域，皆是新科技技術在教育的應用方式。 

二、狹義的定義 

狹義的定義新科技模式，則是相較於時間所產生的概念。1980 年

代，以電腦為基礎（computer-based training）所衍伸的教學活動，是一種

教學趨勢。1990 年代，則轉以網際網路、電腦多媒體為基礎的教學方式，

受到當代教育方式的重視（巫靜宜，2000）。近年來，透過資訊科技所發

展的新興教學技術，例如新媒體、雲端網絡或行動載具的學習方式，相對

於前述學者所產生的新興科技，則被認為是新科技的教學方式（Dede、

Grimson，2013）。 

貳、 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 

相較於過去而言，今日的新科技係指基於網際網路的基礎，而發展的學習

管理系統、社群媒體及行動載具等新科技的應用，若將之進一步分類，可概分

為社群與學習管理的應用，以及雲端與行動學習的應用。 

一、社群與學習管理的應用 

2000 年後網際網路逐漸普及，使得訊息流通更為快速，人際互動更為

方便，因而使得強調學習社群和人際互動的情境認知觀點，在應用層面上

更為廣泛。Mitra 與 Dangwal 發表於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研究指出，學童具有自學能力，只要給予工具和激勵（Mitra，2003；

2006；2009；Mitra、Dangwal，2010）。在 Kalikuppam 以「牆中洞」研究

（Hole in the Wall，HIW）作為一個針對於孩子學習的實驗研究，研究結果

提出自我組織的學習環境（self-organized learning environments，SOLE）的

教育概念，強調寬頻網路（broadband）、互助合作（collaboration）、正向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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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encouragement and admiration）三個要素的重要性，同時研究也發現當

地或線上教學者的參與鼓勵，也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Salman Khan 於 2006 年開始建立一個免費的線上學習網站「可汗學

院」，除了教學影片，並且透過系統記錄學習者的歷程記錄、知識地圖、教

師管理的班級數據，以及鼓勵徽章制度（Thompson，2011）。可汗學院建立

3,800 支以上的教學影片，每月透過 Youtube 瀏覽人數超過百萬人次，其所

建立的教育理念為差異化學習，教師的角色轉變成教練（coach）或顧問

（advisor），鼓勵學生進行獨立式探索學習或團體式合作學習，利用數位教

材等工具，協助老師讓學生的學習更人性化。並且老師能利用系統性的線

上教材，取代課堂上的授課，課堂時間能用來與學生互動，並增加學生間

共學與思考的機會。現在國際上主要有三個利用翻轉式學習方式的 MOOCs

網站，成立先後分別為 Udacity、Coursera 與 edX（劉宜甫，2013a；

2013b；2013c），也皆是採用新科技的學習方式。Udacity 由史丹佛大學

Sebastian Thrun 教授於 2012 年 2 月成立，200 人選讀的「人工智慧概論」

在網路上開放，現約有 16 萬人註冊。Coursera 由史丹佛大學 Andrew Ng 教

授於 2012 年 4 月成立，現約有 10 萬人報名。edX 由 MIT 大學 Anant 

Agarwal 教授於 2012 年 9 月成立，為非營利公司。 

二、雲端技術與行動學習的應用 

2010 年以後新媒體與行動學習載具（如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平

板電腦等）搭配網際網絡的機制，在學習情境的應用上日益普及。Liu、

Chen、Sun、Wible、Kuo（2010）利用行動載具及線上學習社群，瞭解高中

生社群學習協同效應（synergy）對學習行為的影響。Chang、Chen、Hsu

（2011）透過實驗法，探討傳統教學、行動載具及 WebQuest 教學及混合型

應用在國小六年級生的教學策略。Cheon 等（2012）認為智慧型手機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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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學生的應用已越來越普遍，進而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大學生使用新科

技學習意向的影響因素。Cheung、Vogel（2013）探討大學生採用 Google

應用程式作為輔助專題作業的情形，特別是在合作學習的環境中，大學生

更傾向於使用新科技來進行問題解決。 

參、新科技對教育的影響面向 

綜合上述新科技在教育的發展可以得知，不同新科技的應用對教育的影響

面向也不同，茲針對新科技對教育環境、學習者內外在覺知及進階知識技能的

影響進行說明。 

一、對教育環境的影響 

黃國禎等（2012）分析傳統教學、電腦輔助教學、網路學習與行動

學習四種教學環境的學習方式，認為網路學習與行動學習的教學模式是同

步與非同步併行，教學媒介除使用個人電腦、網路與數位教材，還包含行

動載具，媒體形式為多媒體，教學媒材整合性強，人機與虛擬社群互動性

高，且人際互動彈性大。透過人與電腦之間的人機互動，或網路教學讓學

習者藉由網路資源，依自己進度來學習，有助於學習者個人化、目標及任

務導向的學習（巫靜宜，2000）。另一方面，學習者在新科技的學習環境

中，有助於學習者與同儕及老師在虛擬的學習活動中互動，且可在不同時

間、地點與其他學習者交流（蔡易伶，2014）。 

新科技的發展對教育環境的影響日益快速，相較於傳統與電腦輔助

教學環境，新型態學習環境的特色是網絡與行動科技，以及媒體形式的整

合運用，不同時期新科技應用在教育的內涵不同。本研究根據宋曜廷、張

國恩（2012）、黃國禎等（2012）、巫靜宜（2000）及蔡易伶（2014）的研

究，彙整比較如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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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新科技模式應用在教育的類型比較 

 傳統科技模式 電腦輔助 

科技模式 

單純網路學習 

科技模式 

網絡與行動學習

科技模式 

時間 1970 年至

1985 年間 

1985 年至 1995

年間 

1995 年至 2005

年間 

2005 年以後 

環境 傳統教學 電腦輔助教學 網路學習 行動學習 

教學方式 同步 非同步 同步、非同步 同步、非同步 

教學媒介 黑板、投影

片、影帶與錄

音帶 

電腦化教學軟

體 

個人電腦、電腦

網路、數位教材 

行動載具、無線

網路、數位教材 

教材媒體整

合性與型式 

較弱，非數位

化的傳統教學 

較弱，影音 CD 較強，多媒體 較強，多媒體與

新媒體 

互動性 真實社會 人機互動 人機與虛擬互動 人機與虛擬互動 

人際互動 侷限的群體 缺乏 彈性大，與同儕

及老師在虛擬的

環境中互動 

彈性大，不同時

間、地點與其他

學習者交流。 

學習特性 單一學習路

徑、偏向學習

者被動的授與

知識 

單一學習路

徑、偏向學習

者被動的授與

知識 

多種學習路徑、

以學習者為主動

角色的學習方式 

多種學習路徑、

以學習者為主動

角色的學習方式 

資料來源：整理自巫靜宜（2000）、宋曜廷、張國恩（2012）、黃國禎等

（2012）、蔡易伶（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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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學習者內外在覺知的影響 

在新科技的學習活動中，學習者與不同對象的互動，會產生不同的

學習活動。Kern、Rubin（2012）的實證研究提出，科技技術所產生的創

新學習模式，其策略在於建立溝通的知覺、強化合作和問題解決，以及尋

求對話的支持。黃國禎等（2012）認為新科技能夠促進不同對象層面的學

習活動，例如：閱讀靜態或隨選視訊教材、線上測驗、考試或線上討論版

有助於個人內在覺知引發；小組線上討論室、小組線上討論版及分線上組

作業，能促進學習者與小組之間的合作學習；老師及時線上授課、班級線

上討論室、線上問卷、投票及 office hour，有助於學習者的群體互動。 

綜合上述，透過科技工具提供每個人個別化的學習環境，可增加自

主學習的機會，不同於傳統單向的教學方式，方便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同

儕的互動學習成長。新科技的學習活動大多為與生活情境有關的複雜問題

解決，強調問題式、計畫式或探索式的學習策略，學習者與教師、同儕的

互動，也會產生不同的教學策略與學習活動，如下表 2-2。  

表 2-2  

學習者與他人的互動類型、教學策略與學習活動 

互動類型 教學策略 學習活動 

學習者個人

內在互動 

教育典範的轉移、個別化的學習、

自我導向學習 

閱讀靜態或隨選視訊教材、線

上測驗評量 

學習者與同

儕互動 

同儕指導學習、團隊合作與問題解

決、建立溝通的知覺、尋求對話的

支持 

小組線上討論室/版、分組作

業、問卷、投票 

學習者與教

師互動 

教育典範的轉移、個別化的學習、

建立溝通的知覺、尋求對話的支持 

老師及時線上授課、小組線上

討論室/版、線上 office hour 

資料來源：整理自黃國禎等（2012）、Kern、Rubi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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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學習者進階知識技能的影響 

Griffin、McGaw、Care（2012）指出，21 世紀需要被評量與教導的

技能為思考的方法、工作的方法、操作工作工具的方法及生活的技能。思

考的方法包含：創意、批判思考、問題解決、決策、學習的能力；工作的

方法包含：溝通與合作能力；操作工作工具的方法包含：運用資訊科技與

網路素養；生活的技能包含：公民素養、生涯發展、個人與社會責任。 

Pellegrino、Hilton（2012）研究報告提及，借用資訊科技的教學方

式，有助於中高等教育學習，將會讓學習更有效率，並且有助於提升進階

知識技能成果，包含認知（cognitive）、內在（intrapersonal）及人際

（interpersonal）等三面向的內涵。認知包含認知處理與策略（cognitive 

processes）、知識（knowledge）、創造力（creativity）、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理性（reasoning）及創新

（innovation）等。內在包含智力開放（intellectual openness）、工作道德和

覺知（work ethic and conscientiousness）、正向核心自我評價（positive core 

self-evaluation）、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靈活性（flexibility）及欣賞

的多樣性（appreciation of diversity）。人際包含團隊與合作（teamwork and 

collaboration）、領導（leadership）、溝通（communication）、負責

（responsibility）及衝突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等。 

本研究綜合學者研究，新科技模式的教學成果內涵著重在培養學習

者進階知識技能成果，應包含學習者認知思考、內在心理與外在人際等面

向，內涵包括：決策能力、資訊分享、團隊合作和創新等企業所需之關鍵

能力，讓學習者能夠掌握涉及在真實世界中，通過有效的、真實的能力表

現，應用進階知識技能能力達到生涯發展的目的，如下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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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進階知識技能成果 

認知思考 內在心理 外在人際 

認知處理與策略／思考 智力開放 團隊與合作 

知識 工作道德和覺知／公民

素養 

領導 

創造力 正向核心自我評價 溝通 

批判思考 後設認知／問題解決 負責 

資訊科技／網絡素養 靈活性 衝突解決 

理性 欣賞的多樣性  

創新 生涯發展／個人與社會

責任 

 

資料來源：整理自 Griffin 等（2012）、Pellegrino、Hilto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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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科技學習行為的研究脈絡及理論建構 

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研究發展，有逐漸朝向更複雜的認知理論趨勢，與過

去單純的刺激反應學習行為觀點漸行漸遠，強調人內在想法和信念對行為的影

響，以及內在動機需求和環境因素，甚至個體的主觀世界。在教育領域中，行

為理論提供研究者一個適當、具實證基礎且能深入了解行為因素的研究策略，

有助於研究者發展評估心理改變狀態的工具。本節首先定義新科技學習行為；

接著，討論新科技學習行為的研究樣本及新科技發展；最後，分析新科學習行

為研究的研究理論及變項觀點。 

壹、新科技學習行為之定義 

在教學過程中，透過新科技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包含：期待、自信、獲得

讚賞及認可等要素，所產生的學習意向與實際行為，可稱之為新科技學習行

為。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早期以電腦輔助教學的刺激－反應學習行為為主，隨

著科技的進步發展，新媒體、社群媒體及行動學習方式逐漸成為新科技學習方

式的主流，研究理論轉而以社會認知的角度來探討學習行為，所以，為了瞭解

新科技學習行為的理論基礎與內涵，則必須先了解定義及研究脈絡。 

一、廣義的定義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研究指

出，新媒體及資訊科技的進步，促使教育傳統思維的轉變（Pellegrino、

Hilton，2012）。Dede、Grimson（2013）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研究

也指出，採用新科技的教學方式，是一種連接學習（connected learning）

的方法，連結課堂與課後的教與學，有助學習者成為尋求、探索與解決問

題的「產消合一者」（pro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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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狹義的定義 

狹義的定義新科技學習行為，係指教育研究學者透過新科技的應

用，探討學習者學習意向與實際學習行為。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源自於社

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 theories）及社會學（socioloy）兩種理論基礎

（Pynoo、Braak，2014）。前者以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soned action）

（Fishbein、Ajzen，1975）及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ngnitive theory）

（Bandura，1986）為主；後者以傳播創新理論（the diffusion of innovarion 

theory）（Valente、Rogers，1995）為主。 

Ajzen（1991）研究指出，新科技學習行為是一種學習意向對實際行

為的影響關係，學習意向又受到態度、他人主觀規範及自我效能的影響。

Davis、Bagozzi、Warshaw（1989）則認為應新科技學習行為是一種對科

技接受的知覺，須進一步探討科技的使用性及易用性來了解學習者的學習

行為。從研究學者的定義，新科技學習行為是一種藉由社會心理學及使用

者行為的角度，探討學習者態度、社會他人的影響及自我效能，又或者，

從使用者的科技接受、科技使用等面向，了解學習者對學習意向或實際行

為的影響。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角度，透過新科技與他人產生的社會互動

性，有助於提升學習者的學習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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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科技學習行為的研究樣本及新科技脈絡 

本研究分析 2006 年至 2015 年，近 10 年相關期刊論文共 43 篇，文章的期

刊出處及比例如下表 2-4 及圖 2-3。 

表 2-4  

文章的期刊出處及比例表 

期刊 文章數（總數=43） 

Computer & Education 32（74.42%） 

Computer in Human Behavior 6（13.95%） 

Others 5（11.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附錄十三 2006-2015 期刊研究彙整資料製作 

圖 2-3 文章的期刊出處及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附錄十三 2006-2015 期刊研究彙整資料製作 

Computer & 
Education

75%

Computer in 
Human Behavior

14%

Others
11%

文章的期刊出處及比例

Computer & Education Computer in Human Behavior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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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及樣本數 

研究對象部分，以學生為研究對象共 27 篇佔 62.79%（其中 25 篇為

大學學生，2 篇為高中以下學生），以教師為研究對象共 11 篇佔 25.58%，

以職員為研究對象共 5 篇佔 11.63%；全體平均樣本數為 298 人，最大樣

本數為 1,125 人，最小樣本數為 45 人；學生平均樣本數為 297 人，教師平

均樣本數為 312 人，職員平均樣本數為 265 人，如下圖 2-4 及表 2-5。 

表 2-5  

研究樣本數摘要表 

研究對象 樣本數 

（N） 

最小樣本數 

（MIN） 

最大樣本數 

（MAX） 

學生 305 59 1125 

教師 331 72 878 

職員 265 45 546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附錄十三 2006-2015 期刊研究彙整資料製作 

圖 2-4 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的研究對象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附錄十三 2006-2015 期刊研究彙整資料製作 

學生

65%

教師

24%

職員

11%

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的研究對象分析

百分比

學生 教師 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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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 

依照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將研究學者所採用的新科技分別歸

納。社群與學習管理應用共 39 篇，其中包含數位學習類共 17 篇，社群學

習類共 13 篇及學習管理類共 9 篇；雲端與行動學習應用共 4 篇，其中包

含行動學習類共 3 篇及雲端技術類共 1 篇。如下表 2-6。 

表 2-6  

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分析表 

新科技應用 類別 篇數 新科技 

2006-2010 年

以前研究類型

較多的文章，

以社群與學習

管理應用為主 

數位學習類 17 
e-learning system、web-based e-

learning system、web course 

tool …etc. 

社群學習類 13 internet-based e-collaboration 

technologies、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ICT、virtual learning 

community、simulation game…etc. 

 學習管理類 9 blackboard system、teaching tool 

system、moodle and virtual teaching 

platform…etc. 

2010 年以後

研究類型較多

的文章，以雲

端與行動學習

應用為主 

行動學習類 3 m-learning、mobile learning、

WebQuest (with mobile technology) 

雲端技術類 1 Google applications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附錄十三 2006-2015 期刊研究彙整資料製作 

*大部分研究學者無特別說明數位學習類的新科技內涵，有可能是線上課程，或僅只是透過網路

平台給予教學資源。故本研究茲將特別著重社群學習類的新科技（同儕或教師互動溝通的新科

技），以及著重學習管理類的新科技（教師教學資源管理及評量的新科技），予以分類出來。事

實上，有些時候教學管理系統可能也會提供教師線上溝通的功能，所以社群與學習管理應用的

三種類別會有重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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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區域 

依照樣本調查的區域，將研究區域分別歸納，亞洲／東亞共 28 篇，歐

洲共 8 篇，亞洲／西亞共 2 篇，美洲共 1 篇，澳洲共 1 篇，其他共 3 篇。

如下表 2-7。 

表 2-7  

研究區域分析表 

研究區域 篇數 地點 區域比較 

亞洲／東

亞 

28 Taiwan、Hong Kong、

China、Korea、Singapore/ 

Malaysia、Zhejiang, 

China、Singapore 

Tao 等（2009）為新加坡及馬

來西亞區域比較 

歐洲 8 Spain、Southern Spain、

European Nordic/ European-

Mediterranean、Huelva、

Seville、Belgium、Spanish 

Madrid、Flemish、Dutch  

Sanchez-Franco 等（2009） 

為北歐與地中海歐洲區域比較 

亞洲／西

亞 

2 Turkey、Tehran Iran  

美洲 1 USA  

澳洲 1 Australian  

其他 3 United Nations 或無說明 Motaghian 等（2013）並無特

別說明調查對象的區域來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附錄十三 2006-2015 期刊研究彙整資料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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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本研究所分析之期刊研究，主要出自 Computer & Education 及 Computer in 

Human Behavior，皆與新科技學習行為有重要相關。茲將新科技學習行為的研

究理論與方法分析如下。 

一、新科技學習行為的研究理論 

研究學者所採用的行為理論，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共 26 篇佔 60.47%，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 

behavior，TPB）共 7 篇佔 16.28%，資訊系統成功模式（IS success 

model）共 2 篇佔 4.65%，其他理論共 8 篇佔 18.60%。如下圖 2-5。 

圖 2-5 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的研究理論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附錄十三 2006-2015 期刊研究彙整資料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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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項操作觀點 

研究學者所採用的變項操作觀點，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SCT）共 10 篇，科技接受模式（TAM）共 6 篇，期待證實模式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model，ECM）共 4 篇，創新擴散理論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共 4 篇，資訊科技採用理論（IT adoption 

theory）共 3 篇，資訊系統成功模式（IS success model）共 3 篇，任務適

配理論（task-technology fit）共 2 篇，採用其他理論的研究共 10 篇，部分

研究同時採用 2 種以上的變項操作觀點。如下圖 2-6。 

 

圖 2-6 變項操作觀點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附錄十三 2006-2015 期刊研究彙整資料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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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計方法的採用 

研究學者所採用的統計方法，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共 23 篇，偏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PLS）共

14 篇，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共 3 篇，區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共 2 篇，採用其他統計方法的研究共 5 篇，部分研究同時採用 2

種的統計方法。如下圖 2-7。 

圖 2-7 採用統計方法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附錄十三 2006-2015 期刊研究彙整資料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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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科技學習行為應用在教育領域的研究設計 

本節說明教育領域研究學者的研究設計；接著，討論新科技學習行為變項

的內涵；最後，闡述新科技學習行為變項的關係。 

壹、研究學者的研究設計 

計畫行為理論雖然較科技接受模式較早提出，但是，計畫行為理論所探討

的行為模式面向更廣，所以，本研究以 Fishbein、Ajzen（2010）的計畫行為理

論為理論基礎，以科技接受模式及社會認知理論作為本研究的變項操作觀點，

探討理論架構與變項內涵。 

一、計畫行為理論 

計畫行為理論發展自於 Fishbein、Ajzen（1975）所提出的理性行為理

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理性行為理論係指個人特定行為受

到行為意向的影響，而行為意向則受到行為態度與主觀規範的影響。由於

理性行為理論假定個人對於是否採行某一特定行為是出自於完全自願控

制，其忽略了行為者本身的倫理道德決定，特別是個人特點被忽視，於是

Ajzen（1985）提出計畫行為理論模型，他認為行為決定於行為意向，並

且受到行為態度、主觀規範與認知行為控制三者的影響。而後，Ajzen

（1991）從學習動機的角度重新修正模式為計畫行為理論。Fishbein、

Ajzen（1975）提出理性行為理論，用來了解行為態度及主觀規範如何有

意義的影響行為意向與行為。Ajzen（1991）加入了知覺行為控制的因

素，提出計畫行為理論，認為人的行為非完全出於自願，較符合現實生活

中的行為。Fishbein、Ajzen（2010）研究再度修正計畫行為理論，研究指

出真實控制會影響認知行為控制及行為，例如：技術、能力與環境因素，

對行為具有直接影響效果，如下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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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計畫行為理論 

資料來源：Fishbein、Ajzen（2010） 

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應用計畫行為理論（Ajzen，1991；Fishbein、

Ajzen，2010）探討新科技學習行為，例如：應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數位

學習科技（Liaw，2008；Chen，2010；Lee 等，2011；Lin、Wang，

2012；Ngai、Poon、Chan，2007；Pitch、Lee，2006）、社群學習科技

（Chen、Chen、Kinshuk，2009；Padilla-Melendez、Garrido-Mor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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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Teo、Lee、Chai、Wong, ，2009；Van Raaij、Schepers，2008）、學

習管理科技（Liaw，2008；Liaw、Huang、Chen，2007；Sanchez、

Hueros，2010）、行動學習科技（Liu 等，2010）或雲端技術科技（Cheon

等 2012）等新科技學習的研究。 

根據 Ajzen（1991）及 Fishbein、Ajzen（2010）計畫行為理論，行為

取決於行為意向，並且受到行為態度、主體規範與認知行為控制因素的影

響。無論從教育目標或科技發展進行分析，受試者的教育經驗是研究學者

探討影響新科技學習行為的主要原因。多位研究者（Agudo-Pereg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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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nandez-Garcia、Pascual-Miguel，2014；Liaw，2008；Lin，2012）指出

即使學習者具使用新科技的學習意向，學生也不一定會表現出使用新科技

的學習行為。可能的原因是新科技並沒有增加學習效率（Liaw，2008；

Lin，2012），相較於行為意向，滿意和知覺適用更能直接影響學習（Lin，

2012）。所以，新科技對學習的過程並不是非常重要、對課程學習的內容

並不瞭解、無法輕易在學習過程中達到理想目標、覺得新科技並不容易使

用等原因，行為意向可能無法對行為產生直接影響。 

二、科技接受模式 

Davis 等（1989）從使用者角度探討科技接受學習行為，建構科技接

受理論模式，認為知覺易用（perceived ease of use）和知覺有用

（perceived usefulness）是決定新科技學習行為的兩個重要的因素。研究

學者多將此理論應用於教學上探討知識管理系統、網際網路學習、線上學

習、數位學習或行動學習等新科技學習行為（Agudo-Peregrina 等，2014；

Lee、Yoon、Lee，2009；Karaali、Gumussoy、Galisir，2011；

Motaghian、Hassanzadeh、Moghadam，2013）。科技接受理論由於著重在

了解科技的有用與適用特性，特別適合用於探討新科技的開發、特定學習

者或特定領域的學習行為，如下圖 2-9。 

 

 

 

 

圖 2-9  科技接受模式 

資料來源：Davis 等（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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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認知理論 

社會認知理論認為「價值」（value）、「目標」（goals）與「期待」

（expectancy）是重要的學習行為因素，行為是目標取向的、受到人們所

關心的期望和所期待的結果（Bandura，1977；1986；1991；1997；

Eccles，1983；Eccles、Wigfield，1985；Wigfield，1994）。另一方面，

Festinger（1957）認為，當目標的標準不清或不可獲知時，學習者傾向將

自我能力與他人做比較，透過觀察與自己能力相似的學習者，藉以改善學

習狀況。Wheeler、Suls（2005）社會比較是一個比較自我與他人的一個過

程。從社會認知理論可以發現，學習的動機源自於學習者對目標、期望與

價值的內外在因素，也可能因為社會比較而產生行為。 

對學習者來說完整的「價值」因素，包含：內在價值（intrinsic or 

interest value）、結果價值（attainment value）及功能價值（utility value）。

內在價值指學習者本身的內在興趣，例如：某一個學習科目是否是學習者

自己所喜歡的；結果價值指某項學習任務的重要性，例如：完成某一項學

習任務具有挑戰性，或者是否提供自我實現的機會；功能價值指對長遠目

標的重要性，例如：學習某一門課對將來生涯目標的實現有幫助

（Schunk，2012）。 

「目標」的內外在因素，反映在學習者自我內在的學習目標，以及

反應外在任務活動的績效目標兩種。學習目標是學習者對自我內在的實現

和需求，例如：想要學習的知識或技能；績效目標是外在他人或環境對學

習者賦予的學習任務標準或條件，例如：必須習得的知識與技能，或應當

完成的任務活動（Dweck，1991；Elliott、Dweck，1988）。 

「期待」也反映在學習者內外在因素，成功期待（expectancy of 

success）體現在學習者自我能力及對未來成功的預期知覺，例如：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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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自我能力知覺較高，則對未來成功的可能知覺高，反之則否

（Bandura，1986；Graham、Williams，2009）；社會期待（expectency of 

ethnic background）體現在個體差異對自我行為表現的期待，容易受到社

會環境價值觀的影響，例如：男女生對自我能力期待，有性別上的差異

（Graham、Williams，2009），如下圖 2-10。 

 

 

 

學習 

 

圖 2-10 社會認知理論觀點的價值、目標及期待內外在學習行為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 Bandura（1977；1986；1991；1997）；Dweck（1991）； 

Eccles（1983）；Eccles、Wigfield（1985）；Elliott、Dweck（1988）；Festinger

（1957）；Graham、Williams（2009）；Schunk（2012）；Wigfield（1994）；

Wheeler、Suls（2005）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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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價的關係解釋可能的原因，研究認為學習行為的產生有六種情形，

即當自我信念及自我效能皆為正，或自我信念及自我效能即使一方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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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解釋沒有自信的學習者，當他覺得自己可以辦到某件事時，會願意去嘗

試；或是某些學習者自我信念高，也覺得自己的專業能力不錯，但是，在

特定情況下（可能是社會比較或對新的事物自我效能不足），而缺乏學習

的動機行為。Rogers（1969）也認為有意義的學習，是當學習者自我意識

學習是有意義的，同時參與及自我評價。所以，我們可以試圖解釋，當學

習者的自我信念、自我效能或其他正向的自我評價產生後，學習者才會產

生有意義的學習行為（如下表 2-8 及圖 2-11）。 

表 2-8  

自我信念、自我效能及自我評價影響持續學習行為可能性表 

自我信念 自我效能 自我評價 持續學習行為的可能性 

+ + + + 理想狀況，p>0 

+ - + + p>0 

+ - - - p<0 

- + + + p>0 

- + - - p<0 

- - - - 最不理想的狀況，p<0 

+表示正向想法，－表示負向想法，p 表示可能性。 

資料來源：Tzeng、Nieh（2015） 

 

 

 

 

圖 2-11 自我評價及有意義的學習圖 

資料來源：根據 Rogers（1969）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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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重要變項內涵 

本研究以 Fishbein、Ajzen（2010）的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探討理論架構

與變項內涵，茲針對新科技學習行為重要變項，包含行為態度、主觀規範、認

知行為控制、行為意向及學習行為的內涵說明如下。 

一、行為態度 

行為態度，在新科技學習行為的研究上，指學習者對特定新科技平

台或工具反應出喜歡或不喜歡的持續性評估，藉由態度的表現可預測其可

能採用的學習行為。換言之，新科技學習態度是學習者對特定新科技使用

行為所抱持的正、負向評價，當學習者對新科技的行為態度愈趨正向，其

新科技的採用行為意圖亦將愈高；若愈趨負向，行為意圖則隨之愈低。

Compeau、Higgins（1995）從社會認知理論提出論點，認為行為態度受到

結果期待的正向影響，這項研究與 Shin（2008）的實證研究獲得一致結

果，也就是說，當學習者如果具有高新科技使用的結果期待，對新科技也

會有高的正向態度。 

（一）行為態度對行為意向的影響 

Padilla-Melendez 等（2008）以及 Shin（2008）分別採用科技接受

模式及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南西班牙大學生的協作新科技學習行為及臺

灣大學生的學校學習管理系統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行為態度對行

為意向有顯著影響效果，研究認為學校應改善系統使學生能夠從中獲得

學習樂趣，藉以提高學習者對新科技的學習期待及行為態度，進而影響

學習者對新科技的行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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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為態度對學習行為的影響 

Sanchez、Hueros（2010）採用科技接受模式模式，探討西班牙大學

生的教學系統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行為態度正向影響系統使用的

學習行為，但是研究採用的是自陳式七點量表，非代表量化的學習行為

經驗或時間，研究認為行為態度的提升，有助於增強學習潛在的行為價

值。 

二、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乃指學習者在採取某一項特定新科技學習行為時所感受到

的社會壓力，亦即個人知覺到的重要他人或團體，例如：老師或同學等，

認為他應否使用該特定新科技之壓力。當正向主觀規範愈強烈，愈容易促

使學習者產生使用該新科技的學習行為意圖。 

（一）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向的影響 

Chen、Chen、Kinshuk（2009）採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臺灣大學

生的虛擬溝通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主觀規範是行為意向的重要

影響因素，研究結果認為虛擬社群網絡是知識分享主觀規範的重要主

體，所以，經營與建立社群網絡中的人際關係，將會有助於學習者融

入虛擬社群中，能夠增加學習者的知識分享行為。Agudo-Peregrina 等

（2014）採用科技接受模式，比較西班牙高等教育及繼續教育大學生

的數位學習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兩類型大學生主觀規範是共同

影響行為態度的重要因素研究。 

（二）主觀規範對學習行為的影響 

Sanchez、Hueros（2010）研究認為影響系統使用的學習行為，例

如：Moodle 教學管理系統平台的使用，影響因素可能還包含教師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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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的主觀規範影響，學生不一定具有使用的行為意向，但是受限於授

課教師的規定，或同儕之間的群體壓力、潮流，所以產生行為，所以

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探討此部分的影響因素。 

三、認知行為控制 

認知行為控制，乃指學習者在從事某特定新科技學習行為時，對於所

需控制能力的知覺；其除個人慾望、意向外，尚包括諸如技能、機會、能

力、資源或環境等學習者無法掌控的非動機因素，均與學習者行為之控制

有關。故即使個人想從事某特定行為，也終將因缺乏控制能力，而無法實

際從事該行為。 

Shin（2008）採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臺灣大學生的學校學習管理系

統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認知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向，比結果期待具有

更高的顯著影響效果，此點與 Bandura（1977）提出的理論觀點一致，自

我控制效能比自我期待效能更能產生對行為表現的影響，同時也呼應

Ajzen（1991）及 Fishbein、Ajzen（2010）的研究，證實知覺行為控制對

行為具有直接影響效果。 

四、行為意向 

行為意圖，乃指學習者想從事某特定行為之行動傾向與程度，亦即在

新科技學習行為選擇的決定過程中，學習者是否有所行動的心理強度；在

測量上，可轉化為學習者是否願意努力嘗試或願意付出多少心力等題項，

藉此變數可解釋及預測個人之實際行為表現。Lee（2010）採用計畫行為

理論，探討臺灣大學生的網站課程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行為態度、

主觀規範及認知行為控制皆正向影響行為意向，研究認為科技學習行為是

一個科技採用的適應過程，當學習者發現越來越多的同儕也在線上使用，

自我科技使用的能力增加，皆會增加學習者的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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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學者也發現計畫行為理論模式中，並非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認

知行為控制皆對行為意向產生顯著影響。Chen 等（2009）採用計畫行為

理論，探討臺灣大學生的虛擬溝通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知識分享的

行為態度及主觀規範是行為意向的重要影響因素，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

向則無顯著影響效果。 

五、學習行為 

計畫行為理論認為行為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三變項共同決

定學習者的新科技行為意圖。在行為作用方式上，新科技行為意圖決定學

習者學習行為，新科技行為意圖則又由行為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

制所決定。因此，若學習者對某特定新科技學習行為愈是抱持正面態度、

主觀規範愈是支持使用某特定新科技進行學習行為、對新科技學習行為的

知覺行為控制亦是愈強的話，則學習者從事該新科技學習行為的意圖亦將

隨之愈高。 

根據 Fishbein、Ajzen（2010）研究指出，因為未來真實行為難以測

量，所以，真實的行為大多從兩種方式進行測量。一種是客觀報告，如：

透過系統的出勤紀錄；一種是主觀報告，如從受測者過去已發生的行為進

行自我陳述。過去的研究中，研究學者所採用的多為主觀報告的自陳方式

（Agudo-Peregrina 等，2014；Chen，2010，Chen 等，2009；Chen 等，

2015；Cheung、Vogel，2013；Liaw，2008；Lin，2012；Mohammadi，

2015；Motaghian 等，2013；Pynoo、Braak，2014；Pynoo 等，2011；

Wang、Wang，2009）。然而，Agudo-Peregrina 等（2014）認為受測者自陳

的主觀報告方式，與真實的行為仍有差距，研究者如何從自陳的主觀報告

中反映真實的行為，仍有待研究學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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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Ajzen（1991）及 Fishbein、Ajzen（2010）研究理論，行為可能

會受到行為意向的影響。然而，過去有許多研究結果顯示即使具有正向的

行為意向，也可能不會對行為產生正向顯著影響（Agudo-Peregrina 等，

2014；Liaw，2008；Lin，2012）。Agudo-Peregrina 等（2014）採用科技接

受模式，比較西班牙高等教育及繼續教育大學生的數位學習新科技學習行

為，研究發現行為意向皆對學習行為無顯著影響，研究認為學習行為採用

自我陳述次數方式測量，與學習者對學習投入的努力信念有關，大部分學

習者可能具有正向的學習意向，但是可能對自我可以投入的努力信念不確

定，所以兩者反映學習者現實行為與信念態度之間的差距。 

Liaw（2008）採用科技接受模式模式探討臺灣大學生的數位學習系統

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行為意向對學習者知覺的學習效率行為無顯著

影響，研究認為可能的原因是新科技並沒有增加學習效率，友善的新科技

介面才是影響學習者使用新科技的主要原因。除了學習效率的原因，Lin

（2012）認為，相較於行為意向，滿意和知覺適用更能直接影響學習。所

以，新科技對學習的過程並不是非常重要、對課程學習的內容並不瞭解、

無法輕易在學習過程中達到理想目標、覺得新科技並不容易使用等，也是

影響學習者是否真正的採用新科技的原因。 

Liaw（2008）以及 Lin（2012）的研究結果呼應 Bandura（1977；

1986；1991）、Rogers（1969），以及 Tzeng、Nieh（2015）等人的研究，

當學習者的自我評價不足時，則持續學習行為可能性可能為負，也就是

說，當學習者自我意識學習是沒有意義時，即使學習者對某事物的看法意

向是正向的，學習者仍然不會產生真正的學習行為。 

另一方面，學習者也可能因為對新科技的新奇感，所以具有較高的使

用行為。Tao 等（2009）採用科技接受模式，比較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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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虛擬溝通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兩區域的大學生行為模式具有高

度的一致性，但是馬來西亞大學生學習行為量表的平均數顯著高於新加坡

大學生，研究認為新加坡學校採用新科技的教學環境時間較久，新加坡學

生普遍認為使用新科技是專業學習過程中的自我職責，而馬來西亞的新科

技教學環境較不普及，對學習者的感受覺新奇，容易產生較高的期待。 

參、基於科技接受模式及社會認知理論的重要影響因素內涵 

本研究以 Davis 等人的科技接受模式及 Bandura 及相關研究學者的社會認知

學習理論為基礎，探討理論架構重要影響因素的內涵，茲針對知覺有用與知覺

易用、同儕規範與教師意願，以及自我效能與自主學習的內涵說明如下。 

一、知覺有用與知覺易用 

根據研究學者的研究，知覺有用及知覺易用對行為態度的影響效果並

不一致。研究學者採用計畫行為理論，發現知覺有用及知覺易用皆對行為

態度產生顯著影響的研究頗多（Cheung、Vogel，2013；Cheon 等，

2012；Lee，2010）。Cheung、Vogel（2013）探討香港大學生的雲端應用

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知覺有用及知覺易用是行為態度的重要影響因

素，且行為態度對行為意向產生顯著正向影響。Cheon 等（2012）探討美

國大學生的行動學習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兩者亦是行為態度的重要

影響因素，研究認為學校在開發手機端使用的線上課程時，應該特別重視

系統是否能夠有效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Lee（2010）探討臺灣大學生

的網站課程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知覺有用及知覺易用同樣對行為態

度具有顯著影響。研究學者採用科技接受模式，發現知覺有用及知覺易用

對行為態度產生顯著影響效果（Padilla-Melendez 等，2008；Sanchez、

Hueros，2010）。Padilla-Melendez 等（2008）及 Sanchez、Hueros（2010）

皆探討南西班牙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同樣發現知覺有用及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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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是影響行為態度的重要因素，由此可知科技良好的使用性是支持學習

者新科技學習行為的基本要素。 

另一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僅有知覺有用對行為態度產生顯著影響，知

覺易用則無顯著影響（Agudo-Peregrina 等，2014；Liaw，20078；

Mohammadi，2015；Wang、Wang，2009）。Liaw（2008）採用科技接受模

式探討臺灣大學生的數位學習系統新科技學習行為，發現知覺有用與行為

意向有顯著相關，知覺易用則對行為態度無顯著相關，研究認為友善的新

科技介面會影響學習者自主學習的效率，但是此研究統計方法採用皮爾森

相關，研究結果僅代表變項間的相關性，無法準確預測變項間因果關係。

Agudo-Peregrina 等（2014）採用科技接受模式，比較西班牙高等教育及繼

續教育大學生的數位學習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兩類型大學生的行為

模式具有部分一致性，知覺有用是共同影響行為態度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

知覺有用可分為兩種，為新科技的彈性使用性及有用表現。 

二、同儕規範與教師意願 

根據研究學者的研究，同儕規範及教師意願對主觀規範皆有顯著的影

響效果。Cheung、Vogel（2013）採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香港大學生的

雲端應用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同儕規範對行為意向具有顯著影響效

果，但是教師意願並不會對行為意向產生顯著影響效果，研究認為雲端應

用的新科技型式，有助於學習者的專題活動合作學習，特別是同儕規範對

學習者具有重要的影響。Cheon 等（2012）採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美國

大學生的行動學習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教師意願才是影響主觀規範

的重要影響因素，同儕意願則無顯著影響，研究認為學校在開發手機端使

用的線上課程時，應該特別重視教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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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效能與自主學習 

自我效能係指自我能力的評斷與測量，相較於自我信念感受到過去

持續的經驗或環境影響，自我效能感顯得較受到當下情境或動態內外在因

素影響，例如：心理身體狀況或準備程度、任務難易度或社會環境境

（Schunk、Pajares，2002）。Compeau、Higgins（1999）從社會認知理論

提出，自我效能對個人結果期待有正向影響，也就是說，當學習者擁有高

的新科技使用的自我評估能力，也會有高的學習結果期待。這項研究與

Taylor、Todd（1995）的實證研究獲得一致結果，研究發現自我效能能夠

增加知覺行為控制的能力，表示學生知覺自我具有高的新科技學習能力，

將會增加自我自信及學習使用。 

自主學習是知覺行為控制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自主學習是一種

自主控制能力，有助於了解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系統的自主過程（Liaw、

Huang、Chen，2007）。例如：目標設定，能夠連結學習者對成果的期

待，又如：行動學習新科技有助於學習者學習的自主和彈性，但是仍然需

要學習者主動和紀律的動機。自主學習呼應 Bandura（1986）的社會認知

理論，認為基於經驗學習者對目標產生期待，不斷給予學習者正向的行為

信念，學習者會有正向的行為結果。Cheon 等（2012）採用計畫行為理

論，探討美國大學生的行動學習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自我效能及自

主學習是認知行為控制的重要影響因素。 

Shin（2008）同樣採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臺灣大學生的學校學習管

理系統新科技學習行為，發現自我效能是認知行為控制的重要影響因素。

Liaw（2008）採用科技接受模式，探討臺灣大學生的數位學習系統新科技

學習行為，研究發現自我效能與學習者的學習滿意度有顯著相關，認為友

善的新科技介面會影響學習者自主學習的效率，但是，統計方法採用皮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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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相關，研究結果僅代表變項間的相關性，無法準確預測變項間因果關

係。Padilla-Melendez 等（2008）探討南西班牙大學生的協作新科技學習

行為。由於此研究的調查時間，仍屬網際網路學習的方式為主，研究認為

手機端的學習尚未在大學生間普遍應用，且大部分學生使用的學習工具仍

是非基於網路為基礎的新科技，所以學習者對新科技的自我效能顯得格外

重要。Chen 等（2009）採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臺灣大學生的虛擬溝通

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知識分享的行為態度及主觀規範是行為意向的

重要影響因素，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向則無顯著影響效果，但是對知識

分享行為具有直接影響效果。研究結果呼應 Bandura（1997）所提出的社

會認知理論，特定目標的自我效能有助於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設定自我

目標，並且有助於實踐真實的學習行為。另一方面，虛擬社群網絡是知識

分享主觀規範的重要主體，所以，經營與建立社群網絡中的人際關係，將

會有助於學習者融入虛擬社群中，能夠增加學習者的知識分享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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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框架 

新科技的發展，專業領域越趨重視新科技的使用，教育工作者必須教導學

生具有科技應用、自主學習及溝通協作的能力。本節首先說明教師有效教學的

理論基礎；再則討論科技應用在學科及教學知識的研究發展；最後，闡述科技

學科教學知識理論框架變項的內涵。 

壹、教師有效教學的理論基礎 

過去數十年間，教師教學已經被視為一個複雜認知的專業工作，需要各種

不同的知識基礎（Lai、Lin，2015）。教師教學的基本要求是應該具備專業的學

科知識，但是，研究性質的學科內容，讓學習者難以有效率的學習，教師必須

學習如何將艱澀難懂的理論，轉化為學習者容易理解的知識。另一方面，

Robinson、Aronica（2009）在其關於學習的著作《The Element》（書譯：讓天

賦自由）提到：教育應該要適應個體的需求，發現每一個孩子的天賦。也就是

說，教師還必須營造教學環境讓學習者產生學習慾望，自然地發現自己真正的

熱情。所以，我們可以說教師的有效教學，是將專業的學科知識，透過有效的

教學方法，讓學習者自然而然的產生具有學習動機的學習行為。早期教育研究

學者從不同理論的觀點，探討如何利用學習者的內外在動機，達到有效教學的

方法（Petri，1986；Schunk、Pintrich、Meece，2008；Schunk，2012；Weiner，

1992）。本研究茲將教師有效教學的理論背景說明如下： 

一、驅力理論 

驅力理論源自於生理學的觀點，認為人的學習行為起因於內在生理需

求而生的驅力。Hull（1943）提出驅力理論解釋個體行為動機，主要原理為

均衡作用，他主張個體有保持內在狀態平衡不變的傾向，若體內偏離平衡

狀態時，個體產生之不舒服的緊張狀態（驅力），引發個體作出利於體內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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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趨於平衡之行為，解除不舒服的緊張狀態，維持身體恆定。Woodworth

（1918）將驅力定義為內在的動力，當人被剝奪某些需求，例如：食物、

空氣或水，會產生回應活動，直到達到內心上的平衡。 

驅動理論能夠有效解釋人類行為中某些暫時性目標的行為，但是，許

多人類行為反映的是長期目標，例如：找一份穩定的工作、獲取更高的學

位文憑和自我實現的理想抱負等，驅動理論的解釋力則略顯單薄。研究學

者認為當追尋上述目標時，人們並非一直保持在高驅力的狀態下，往往是

經過高、中、低等動機歷程（Broadhurst，1957；Yerkes、Dodson，1908）。

所以，當探討學習動機時，驅動理論並無法提供完整適當的解釋。 

二、制約理論 

又稱為條件反射，最早由研究學者提出的古典制約模式（Pavlov，

1927；1928；1932a；1932b；1934），解釋了動機如何受刺激（stimuli）做

出反應。理論上，非制約刺激（unconditioned stimulus、US）能夠引起非制

約反應（unconditioned response、UR），且不需要經過學習，制約刺激

（conditioned stimulus、CS）則是能夠引起制約反應（conditioned 

response、CR）的初始中性刺激（neutral stimulus、NS），這是需要學習

的。然而，非制約刺激的動機，受到重複制約刺激的學習過程，即使缺乏

非制約的刺激也能產生，稱為被動的動機。 

Skinner（1953）提出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al），認為動機所產生

的行為，能夠透過不斷地、相似的刺激而產生。由於重複刺激對學習產生

增強（reinforce），發自學習者內在所產生的反應過程已不足以解釋動機行

為，通常是由於個體環境與歷史行為所導致的結果。然而，近代的研究者

發現，當增強作用與學習者當下的信念（beliefs）產生衝突時，人們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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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基於信念所做的決定（Brewer，1974）。此論點有助於我們在理解學

習動機時，進一步探討學習者認知的過程。 

三、平衡認知理論 

Bandura（1986）認為增強無法引發人類的行為，除非透過認知過程產

生期待。如同 Brewer（1974）所做的研究，當增強作用與學習者當下的信

念產生衝突時，人們的行動往往是基於信念所做的決定。Heider（1946）的

平衡論（balance theory）應證此看法，他舉例假設 Janice 是化學老師，

Ashley 是學生，在化學這堂課中，如果 Janice 喜歡 Ashley 這位學生，

Ashley 也喜歡 Janice 老師，那麼 Ashley 通常也會喜歡化學這堂課，反之亦

是。然而，平衡論的論點仍然有缺陷。 

Festinger（1957）提出另一種角度的看法，他認為當人們的平衡關係

中，如果出現了某件令人很在意的事件，會產生不平衡的狀態，稱之為認

知不協調（cognitive dissonance）。舉例來說，Janice 老師、Ashley 學生同樣

互相喜歡，但是當有一天 Janice 老師對其他學生給予較多的稱讚，Ashley

也許因為很在意沒有受到同樣的關注，而轉變為表現對化學課感到不在

意。Shultz、Lepper（1996）建議探討人本主義理論（humanistic theory）有

助於我們理解人類情感上的動機。 

四、人本主義理論 

人本主義理論建立在兩個假設立場上，一為人是整體的（holistic），我

們應同時探討人的行為、思想與感覺，二強調人的選擇、創意和自我實現

是重要的（Schunk 等，2008；Weiner，1992）。人本主義重視學習者的自我

意識與心理機能，人們會試圖發揮自我最大的潛能。從階級需求（hierarchy 

of needs）的觀點來看，研究學者認為人們滿足了較低的身理與安全需求

後，將會朝向歸屬、自尊與自我實現等，較高的需求階級發展（Ma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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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這樣的動機觀點雖然已被廣泛證實，但是，在學習領域的自我實現

動機，往往來自於學校、家庭或職場等不同場域的人際關係，這樣的影響

界線往往是無法區分且複雜的（Petri，1986）。 

Rogers（1969）以及 Rogers、Friberg（1994）的理論提供了另一個教

育觀點，來探討動機對學習的影響。他深信人的天性傾向於學習，如果激

起動機，會殷切的自我完成學習的目標。Rogers（1969）認為被教導的學習

是缺少價值的，教師應擔負起催化者（facilitators）的角色，建立與營造課

堂氣氛，引導學生明瞭課程目標，朝向有意義的學習，教師提供資源，讓

學習開始醞釀、發酵，並適時的分享；教學方案則建議偏向於讓課堂中的

每一位學者步調一致，在相同的時間使用同一份教材，但是同時讓學習者

擁有對自我目標與學習進度的自由（freedom），自由本身不應被施予壓力，

但是當學生期望獲得更多學習指引，則應適當給予，提供學習自由的最佳

方法是使用徵詢（inquiry）、模擬（simulations）與自我評價（self-

evaluation）等方式。Rogers（1969）主張學習應該是有意義的學習

（significant learning）或是經驗的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他稱之為全

人式的學習（the whole-person learning），在這樣的學習下有四條件：1.學習

是個人的涉入（personal involvement）：學習是否影響學習者的認知與情

感？2.學習是自我的啟發（self-initial）：是否出自於學習者內心的原動力？

3.學習是蔓延展開的（pervasive）：是否影響學習者的行為、態度或個性？4. 

學習是自我評量的（evaluated by the learning）：評量學習是否符合自己的需

求？滿足自己的求知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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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科技應用在學科及教學知識的研究發展 

隨著科技發展的今日，僅只是利用教學方式，讓學科內容變得容易理解的

教學方法，已經不再足夠。麻省理工學院研究指出透過新科技的學習，是未來

中高等教育重要的教學方式，在真實教學情境中，採用新科技的教學方式或學

習方法，能夠連接課堂與課後的學習（Dede、Grimson，2013）。許多著名的教

學研究學者也透過實證研究指出學習者本身具有自行組織學習的能力，只要提

供適當的環境，就能引發孩子自主學習的動機（ Mitra、Dangwal、Chatterjee、

Jha、Bisht、Kapur，2005；Ross、McDonald、Alberg、McSparrin-Gallagher，

2007）。所以，教師不僅應具備學科專門領域內容知識與專業教學知識，更當具

備應用科技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能力。 

研究學者認為教師若只是將新科技簡單的在課堂使用，並無法創造有效的

科技自主學習環境，教師必須在了解科技應用在專業學科的知識（Niess，

2005）以及科技應用在教學的知識（Angeli、Valanides，2009；Graham，

2011），才具備有科技教學的整合能力，本研究茲針對上述兩方面進行探析。 

一、科技應用在專業學科的有效教學方法 

Shulman（1986）提出學科教學知識（PCK）的概念，認為夠過有效

教學的方法，更有助於專業的學科知識讓學習者瞭解。江文雄（1999）認

為專業學科的教育，教學環境是教學重要的要素之一。教學要達到預定目

標，並提高學習效果，有賴良好的教學環境規劃。因此，教學環境所採用

的新科技，應包含認知性教學所使用的教室，及技能性教學所使用之教學

設備及場域，並注意教室及場域整體的布置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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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應用在教學知識的有效教學方法 

科技教學方法是指充分利用媒體、網絡、行動載具來增進教學的效

率。自 1980 年代中期起，在歐美已逐漸發展新科技的教學方式，教學科技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教育工業（educational technology）或教育傳播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皆是類似的名詞代稱。媒體種類過去主要著

重在語音、文字、圖文、版式、實體與投影媒體等，設計原則著重在正確

性、簡潔性、清楚性與視覺性，選用原則另強調適用性、效率性、經濟

性、必要性與趣味性（江文雄，1999）。隨者網路資訊媒體的發展，現在除

電視媒體，還包括網路影音媒體、社群媒體、傳播媒體或自媒體，在教學

媒體的選擇應用上更多元彈性。 

近年來，科技應用在教學知識的實證研究較應用在專業學科的研究為

多，例如：Pynoo、Braak（2014）探討比利時及荷蘭教師採用教學管理系

統的教學方式，研究發現新科技的使用次數，如：登入、下載、上傳及瀏

覽等行為，會影響教師對在教學過程中的投入與準備。Wang、Wang

（2009）研究指出，臺灣大學教師來自學校管理的壓力，是教師採用教學

管理系統進行教學的主要因素。Motaghian 等（2013）也是探討大學教師採

用教學系統的教學行為。是以可以推論，過去研究大多著重在探討教師採

用教學管理系統在教學過程的應用，少探討教師自我開發使用的新科技；

另一方面，也少有研究同時探討教師及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新科技的有效

教學情形。 

貳、新科技學習行為變項的內涵 

越來越多的研究理論在不同的專業學科領域被提出，探討教師科技應用在

教學方法的知識（Angeli、Valanides，2009），以及科技應用在專業學科領域的

知識（Niess，2005）。Mishra、 Koehler（2006）綜合指出，最好的科技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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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要能夠同時整合科技學科知識及科技教學知識，最後提出科技學科教學知識

理論框架（TPACK）。理論分三個層次，首先是學科知識（CK）、教學知識

（PK）及科技知識（TK），接著分別整合學科教學知識（PCK）、科技教學知識

（TPK）及科技學科知識（TCK），最後，進一步綜合探求科技學科教學知識內

涵。本研究即藉由 Mishra、Koehler 於 2006 年所倡之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

架構（TPACK），探究現今教師所當具備的知能，以及對教師有效教學方法之

啟示。理論框架如下圖 2-12。 

 

 

 

 

 

 

 

 

圖 2-12 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框架（TPACK）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 Mishra、Koehler（2006）研究理論繪製 

一、學科知識、教學知識及科技知識 

學科知識（CK）係指教師所處專業領域的知識，包含學科的概念、原

則、規則和明確依據。教學知識（PK）係指教師在教與學過程的實踐方

法，例如：教學策略、教學活動管理、教學計劃、成效評量方法等。科技

知識（TK）係指教師運用科技工具或平台，進行思考或工作的方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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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科技使用的能力、軟體使用的適應能力，以及使用科技進行內容創造

的能力。 

二、學科教學知識、科技教學知識及科技學科知識 

學科教學知識（PCK）意指教師透過教學知識的原則和策略，將專業

學科知識進行有效的傳遞，內涵包含：教師能夠思考運用學習者易於學

習、具代表性、易闡述解釋、微觀或巨觀的知識概念，以及各種有助學習

者理解消化的知識概念。科技教學知識（TPK）泛指教學過程中運用各種

資訊溝通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方法，例

如：使用資訊溝通科技改善教學效率的知識、能力及適應力。科技學科知

識（TCK）是指一種教師運用新科技創造讓學習者容易了解或具代表性的

學科知識。 

三、科技學科教學知識 

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係指整合學科、教學及科技的知識，例

如：教師對科技運用的理解、特定專業學科內容的教學策略等內涵。根據

Lai、Lin（2015）調查 526 位教師研究指出，男性教師在科技知識、科技教

學知識、科技學科知識，甚至整體科技在教學上的經驗，都顯著比女性教

師高，年齡也表現出科技在教學上運用的差異，教學年資 20 年左右的教

師，比教學年資較低的教師在學科知識及教學知識經驗較高，然而，教學

年資 10 年以內的教師，比教學年資較高的教師，善於使用新科技在專業學

科及教學方法中。蔡政宏（2011）指出，科技學科教學知識必須透過教師

專業發展的途徑來提升，如：進修研習課程（專題演講、教學觀摩、教育

參觀、教師觀察與小組討論）、互助式進修（讀書會、問題討論與主題研

究）、個別式研究（個案研究、閱讀寫作與進修學位等）、校外進修或自我

導向學習（獨立研究或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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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文獻小結 

壹、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教育的發展現況 

數位出版專業與科技發展密不可分，隨著數位媒體技術進步，數位出版專

業已不再只是印刷專業的一環，包含影片、聲音、動畫及互動的內容創作及服

務工作，成為一門專業的應用學門。大陸與臺灣的數位出版教育歷經相似的職

工教育轉為學科教育，也歷經不同的專業轉型，人才培育目標也因此不同。 

一、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教育的發展歷程 

從兩岸教育的發展歷程中，可以初步歸納兩岸皆經歷職工教育、學科教

育時期、專業轉型時期，大陸院校以公立為主，臺灣院校公私立皆有其發

展特色。職工教育時期，大陸以培育印刷職業教育為主，臺灣則包含印刷

領域的師資培育。學科教育時期，兩岸的印刷教育逐漸有了不同的發展，

此時發展的印刷教育正值國家建設發展，亟需技術人力，歸屬初高中職專

科學校的一環，為單位行業教育，呈現出學科正式化的趨勢，印刷教育的

核心科目逐漸出現。專業轉型時期，大陸的數位出版專業發展成為藝術設

計類、新聞出版類及數字媒體類等，以學院為教學單位的發展特色；臺灣

的數位出版專業發展則以圖文傳播類、視覺傳達類等，以學系為教學單位

的發展特色，如下表 2-9。 

兩岸院校的發展歷程，有三個重要的象徵意義：1. 職工教育時期，印

刷歸屬單位行業教育將有助於印刷教育的普及化；2. 學科教育時期，學科

正式化代表印刷教育正式成為專業學科；3.專業轉型時期，教學單位的專業

轉型象徵隨著科技經濟的發展，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內涵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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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教育發展脈絡比較表 

  大陸院校 臺灣院校 

職工教育時期 培育印刷職業教育為主 包含印刷領域的師資培育 

學科教育時期 國家建設發展，亟需技術人

力，歸屬初高中職專科學校的

一環，為單位行業教育，呈現

出學科正式化的趨勢，印刷教

育的核心科目逐漸出現。 

國家經濟與建設發展，印

刷教育逐漸成為專門學

科，各校科系獨立、設組

或研究所的成立。 

專業轉型時期 數位出版專業發展成為藝術設

計類、新聞出版類及數字媒體

類等，以學院為教學單位的發

展特色。 

數位出版專業發展則以圖

文傳播類、視覺傳達類

等，以學系為教學單位的

發展特色。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2014）、史梅岑（1986）、張樹

棟、龐多益、鄭如斯（200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2010）、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2011）、曾絲宜（2012）、曾絲宜、林宣瑋（2015）研究資料繪

製 

二、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教育的教育文化背景差異 

大陸各校院教育單位的人才培育目的，較注重數位出版專業的創意設計

及創新應用能力；其次，北京印刷學院藝術設計學院認為跨媒體的問題解

決，是人才不可或缺的能力；再者，北京印刷學院藝術設計學院及西安理

工科技大學印刷包裝與數字媒體學院，皆重視資訊工程技術，如：數據庫

技術。臺灣各校院教育單位的人才培育目的，較注重學生數位出版專業的

知識技術學習，具有專業的實務能力；其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

藝術學系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皆重視專業職場倫理的個人

價值，以及團隊合作溝通的能力；再者，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

學系特別強調媒體整合應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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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領域新科技的應用現況 

新科技在近代教育領域的應用大大的改變教學環境、教學方法、師生互動

及學習成果。本研究初步歸納網路及行動載具的學習，有三個特色： 

一、網際網路為主要教學設計環境 

教育環境的改變，首先是教育典範的轉移，過去的教育，學生被動

的接受知識，新科技模式將轉變學習的方式，讓教師成為學習的輔導者，

讓學生具有學習的選擇權，真正達到因材施教、個別化教學的目的，有利

於特定領域專業人才的培養。 

二、強調學習社群，以及合作學習的重要性 

同儕間的互助指導，往往比教師更有效，更能互相發現學習的盲

點，透過資訊科技的溝通，能增加學習的效率，有了更多元的同儕互動管

道，可以分享彼此的學習經驗交流。另一方面，團隊合作學習是一種藉由

團體內成員共同與相互學習的方式，成員間的討論與練習是達成團隊學習

不可少的要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能獲致團隊內的成員都能認同的交

集與共識，更有益於實現團隊合作學習。 

三、強調學習活動的真實性，以及個體自我目標的設定 

資訊科技有助於教師藉由一對一的個別方式指導學生，例如：

Facebook 的訊息傳遞方式，學習者將遇到的困難，透過截圖網路傳輸即刻

回饋給教師，教師能夠更深切地發現學生所面臨的問題與障礙，學生也可

以依據個人的學習速度與認知方式來組織老師所傳授的知識。再則，自我

導向學習，特別是線上資源，例如：教師利用 Youtube，給予學生充分的

延伸閱讀資訊，學習者透過獨立的方式，讓每一位學習者都能夠滿足自我

所設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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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科技學習行為的研究脈絡及理論建構 

本研究將 2006 年至 2015 年間重要研究期刊進行彙整。過去研究學者研究

觀點不盡相同，歸納新科技學習行為的研究脈絡及理論建構六點小結： 

一、大部分研究以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教師及職員次之，缺乏同時探討學生

學習行為及教師教學的研究 

本研究整理近十年重要期刊文章共 43 篇，半數以上研究對象以學生

為主，教師及職員次之，少有同時探討學生及教師教與學的研究。然而，

教育研究中，教與學是一體的兩面，本研究認為若要瞭解學生學習行為的

因果關係，應該同時探討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以作為研究的完整推論。 

二、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過去以數位學習為大宗，近年來逐漸增加社群

學習類、學習管理類、行動學習類及雲端技術類的研究文章 

本研究歸納研究結果發現，較早的研究無特別說明數位學習類的新科

技內涵，推論可能是線上課程，或僅只是透過網路平台給予教學資源。然

而，越新的文章則逐漸強調新科科技的社群學習及學習管理的特性，並且

雲端與行動學習應用的文章也多在近 5 年出現。顯示新科技在教育領域的

應用，越來越重視同儕、教師間的互動溝通，教師利用新科技做為教學資

源管理及評量的工具，以及學習過程中雲端技術及行動學習的重要。 

 三、以亞洲為多數研究選擇的調查區域，其次為歐洲，跨區域比較的研究文章

則非常缺乏 

近半數以上的樣本調查區域集中在亞洲，特別是臺灣、香港、新加坡

等地，其次是歐洲，如西班牙等。然而，跨區域比較的研究文章僅 2 篇，

一篇為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區域比較（Tao 等，2009)，一篇為北歐與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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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區域比較（Sanchez-Franco 等，2009），本研究認為跨區域的比較更

能反映出不同資訊及教育文化背景的學習行為差異。 

四、計畫行為理論較科技接受模式更適合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歸納研究學者所採用的研究理論，以科技接受模式及計畫行為理論兩

種理論為主。本研究認為科技接受模式則偏重在行為態度對行為意向的影

響，而計畫行為理論的行為模式從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認知行為控制三

面向探討對行為意向及行為的影響，若採用計畫行為理論的研究來進行研

究，將會更完整的了解學習行為。 

五、從近年來逐漸增加的新科技類型，本研究適合以科技接受模式及社會認知

理論作為本研究的變項操作觀點 

變項操作觀點在過去研究中，採用的理論則較多元，包含社會認知理

論、科技接受模式、期待證實模式、創新擴散理論、資訊科技採用理論、

資訊系統成功模式及任務適配理論等。近年來逐漸增加社群學習類、學習

管理類、行動學習類及雲端技術類的研究文章，本研究歸納發現適合以科

技接受模式及社會認知理論作為本研究的變項操作觀點。 

六、研究學者多採用結構方程模式的統計方法，偏最小平方法次之 

過去研究學者所採用結構方程模式及偏最小平方法，上述兩種方法皆

適合作為探討學習行為模式的統計方法，然而，偏最小平方法多適用在小

樣本的統計檢定。本研究樣本數兩區域皆為 300 左右，故採以結構方程模

式為統計方法，並以結構方程模式的多群組比較分析（multigroup 

analysis）作為區域間的群組分析方式較為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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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科技學習行為的研究理念及研究設計 

研究在進行之初，必須建立研究的中心思想及初衷，茲將新科技學習行為

的研究理念及研究設計說明整理如下： 

一、研究理念 

本研究認為採用新科技的教學方式，是一種連接連結課堂與課後的教

與學，能夠幫助學習者自我學習與探索。新科技學習行為透過新科技的應

用，有助學習者學習意向與實際學習行為的連結。因此，我們可以說，新

科技改變了教育的學習環境，透過新科技的學習方式，讓學習不再是單向

接受與反應，而是連接學習者內在的學習動機，使學習者的學習自我回

饋，形成一個良好的學習循環歷程，如下圖 2-13。 

 

 

 

 

圖 2-13 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理念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 Dede、Grimson（2013）、Griffin 等（2012）、Kern、

Rubin（2012）、Pellegrino、Hilton（2012）、黃國禎等（2012）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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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 Fishbein、Ajzen（2010）計畫行為理論為主，結合科技接受

模式及社會認知觀點，建構研究的新科技學習行為理論模式，研究變項包

含：行為態度、主觀規範、認知行為控制、學習意向、學習行為、知覺有

用、知覺易用、同儕規範、教師意願、自我效能及自主學習，如下表 2-10

及 2-11。 

表 2-10  

新科技學習行為理論設計表（1） 

計畫行為理論 變項意義說明 

行為態度 學習者對特定新科技平台或工具，反應出喜歡或不喜歡的持

續性評估，藉由態度的表現可預測其可能採用的學習行為。 

主觀規範 學習者採取某特定新科技學習行為時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 

認知行為控制 學習者從事某特定新科技學習行為時，對於所需控制能力的

知覺。 

行為意向 學習者想從事某特定新科技學習行為選擇決定過程中，學習

者是否有所行動的心理強度。 

學習行為 行為作用方式上，新科技行為意圖決定學習者學習行為。 

資料來源：Fishbein、Ajze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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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新科技學習行為理論設計表（2） 

科技接受模式及

社會認知理論 

變項意義說明 

知覺有用 係指新科技良好的使用性、彈性使用性及有用表現。 

知覺易用 係指新科技的操作容易程度、便利性等表現。 

同儕規範 同儕之間新科技的看法或使用情形，對學習者產生使用該新

科技的學習行為意圖。 

教師意願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新科技使用情形或活動安排，對學習者產

生使用該新科技的學習行為意圖。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係指自我能力的評斷與測量，當學習者擁有高的新

科技使用的自我評估能力，也會有高的學習結果期待。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是一種自主控制能力，學習者對自我目標期待的正

向信念越高，學習者會有正向的行為結果。 

資料來源：Bandura（1977；1986；1991；1997）；Davis 等（1989）、Dweck

（1991）； Eccles（1983）；Eccles、Wigfield（1985）；Elliott、Dweck（1988）；

Festinger（1957）；Graham、Williams（2009）；Schunk（2012）；Wigfield

（1994）；Wheeler、Sul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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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科技學科教學理論框架應用在教師教學的方法 

將研究理念及新科技學習理論設計確定後，為了將研究結果作為教師新科

技有效教學的回饋，茲將科技學科教學理論框架應用在教師教學的研究設計整

理如下表 2-12： 

表 2-12  

科技學科教學理論框架應用在教師教學的研究設計表 

科技學科教學理

論框架 

研究設計說明 

學科知識 教師所處專業領域的知識，包含學科的概念、原則、規則和

明確依據 

教學知識 教師在教與學過程的實踐方法，例如：教學策略、教學活動

管理、教學計劃、成效評量方法等 

科技知識 教師運用科技工具或平台，進行思考或工作的方法，包含：

科技使用的能力、軟體使用的適應能力，以及使用科技進行

內容創造的能力。 

學科教學知識 教師透過教學知識的原則和策略，將專業學科知識進行有效

的傳遞，內涵包含：教師能夠思考運用學習者易於學習、具

代表性、易闡述解釋、微觀或巨觀的知識概念，以及各種有

助學習者理解消化的知識概念。 

科技教學知識 教學過程中運用各種資訊溝通科技的方法，例如：使用資訊

溝通科技改善教學效率的知識、能力及適應力。 

科技學科知識 教師運用新科技創造讓學習者容易了解或具代表性的學科知

識。 

科技學科教學

知識 

教師整合學科、教學及科技的知識，例如：教師對科技運用

的理解、特定專業學科內容的教學策略等內涵。 

資料來源：Mishra、Koehle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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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是一種研究歷程，首先，透過量化調查，了解學生的學習行為

模式；接著，藉由質化訪談，了解兩岸課程教學環境，解釋量化研究的現象；

最後，透過比較教育方法，探討兩岸學習差異的原因。本章共分為五節，分別

為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步驟與工具，以及資料蒐集與分析方

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 Fishbein、Ajzen（2010）的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結合科技接受

模式及社會認知觀點相關研究，提出研究架構設計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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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與待答問題 

為了瞭解不同區域的學生特性，促使教學工作者採用適當的新科技教學方

法，激發學生自主學習行為；並且，進一步探討不同的新科技學習行為，對學

生學習環境、人際溝通、內外在覺知及進階知識技能學習成果的影響，乃開始

構思本研究架構。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同時為避免型Ⅰ錯誤，茲針對研

究目的一、二及三羅列虛無研究假設如下： 

H01：假設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並未具有固定範型

（paradigm）。 

H01-A：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各變項對整體

模式無顯著解釋力。 

H01-B：研究樣本與推估母群無具有統計上的一致性。 

H02：假設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無統計上的顯

著差異。 

H02-A：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路徑係數

具有相同的因素負荷量。 

H02-B：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結構具有

相同的迴歸係數。 

H02-C：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結構具有

相同的共變異數。 

H03：假設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變項間無顯著

的因果關係差異。 

H03-A：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的變項之

間無顯著的中介效果（完全、部分或無中介效果）差異。 

H03-B：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具有相同的影

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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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目的四、五及六，分別研擬代答問題如下： 

一、 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教師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現況為何？ 

二、 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教師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是否具有看法上的差異？ 

三、 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學習及教師有效教學的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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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卷調查對象 

比較兩岸及選擇數位出版專業領域的原因有 3 點：1. 跨區域、跨文化研究

日漸重要，研究者過去也曾經做過中法比較的研究，為擴大研究視角及自身教

學工作的需求，故選擇兩岸。2. 擴大研究成果的效用，近年大陸急起直追，從

相近的文化中，汲取可學習的經驗與方法。3. 新科技工具使用及雲端協作特

色，數位出版專業工作仰賴新科技工具的使用，例如：iPad、智慧型手機等新

科技工具的使用，且需透過團隊合作的創作才能完成，高度仰賴雲端平台及各

種新科技平台。 

壹、問卷調查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比較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以兩岸數位出

版專業領域相關院校科系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選擇大陸與臺灣之校院的

標準有二。一為兩岸之語言文化背景相近，皆以華文出版為主；二為校院科系

教育目標均以原創內容、實務技能與產業就業為導向。 

透過新科技的教學特色有三，一、課程內容為新媒體技術，學生在課堂中

使用新科技進行學習，例如：自我學習、同儕溝通合作、教師溝通諮詢等；

二、教學實施鼓勵學生採用行動載具、網際網路或雲端技術，例如：智慧型手

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結合網際網路、線上社群、即時通訊技術等；

三、教學透過網路與行動學習科技模式進行，學生除了實體課程的參與，也會

與教師、同儕或社群，利用社群媒體進行虛擬互動活動，例如：線上討論、社

群協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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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調查對象的現況 

研究者聯繫兩岸校院數位出版專業內涵相近的學校，以及結合自身在臺灣

教學上之資源，於 2015 年 8 月第一次至杭州校院進行聯繫工作，於 10 月至 11

月分別在北京、杭州及臺灣進行調查工作。本研究分別於大陸與臺灣各選定二

校院進行實地觀察與問卷施測。所選取之大陸校院分別位在杭州及北京，臺灣

校院皆位在新北市，以下就兩岸學校成立背景、學生人數與教學現況做進一步

說明。 

一、大陸校院 

大陸北京某公立學院由北京市及新聞出版總署共建的學校，成立於

1958 年，前身為文化部建立的文化學院印刷系，為高等教育體系的大學制

校院，教學單位亦稱學院。實地觀察與問卷施測的學院為新聞出版學院的

數字出版系及藝術設計學院數字媒體藝術系各約 300 人。課程以掌握數位

媒體編輯加工技術，並培養學生對數位內容創意、表達與營運管理能力，

特別是跨媒體出版管理的複合性人才的問題解決能力，核心課程包含數字

出版專業教育、出版學、傳播學、數字出版概論、數字媒體編輯、數字媒

體技術與應用、數字版權管理、數字出版物創編、數字出版營銷等課程，

較特別的是數據庫技術應用、數據倉庫與數據挖掘等資訊工程相關課程。 

杭州某公立科技大學，該校為一所重視數位與資訊科技的學校，成立

於 1956 年，浙江省首批重點建設的高等校院之一，附設二十三個學院。

本研究實地觀察與問卷施測為數字媒體與藝術設計學院的新媒体传播系及

藝術設計系各約 300 人。課程分別針對現代文化創意產業、數位出版與移

動多媒體產業，培養服務於文創產品的內容編創、創意設計、數位複製與

傳播、產品資訊傳達及其增值服務的高級應用型創新人才，主要開設數字

出版技術課程，另外亦重視出版法規、版權及經營管理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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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校院 

新北市某公立藝術大學成立於 1955 年，2001 年改制為大學。本研究

所調查的對象為其所屬的圖文傳播藝術學系，隨著科技發展，數位出版專

業也逐漸納入該系授課內容。根據教育部統計處 103 學年度統計資料，該

科系男女生比例約 3：7，日間學士學制學生數為 189 人，男生為 53 人，

女生為 136 人（含日進總人數為 358 人，男生為 97 人，女生為 261

人）。課程著重在培養學生編排設計、字型學、出版品製作、電腦排版等

專長，學習數位出版與數位媒體整合等相關科技，並強調團隊精神及專業

倫理的素養，並於 iOS App Store 設有雲端書櫃，可發佈學生數位出版作

品於書櫃中，核心課程包含電子書創作與出版、出版學、數位出版管理及

智慧財產權管理等課程；專業社團設有校刊社，製作數位出版的校級刊

物。 

新北市某私立科技大學成立於 1986 年，2007 年改制為科技大學，為

綜合高等科技校院之一。本研究所調查的對象為所屬的視覺傳達設計系，

由於網絡科技的發展，於 2011 年開始規劃數位出版的專業課程，2013 年

正式實施。根據教育部統計處 103 學年度統計資料，該科系男女生比例約

3：7，日間學士學制學生數為 452 人，男生為 109 人，女生為 342 人（含

日進總人數為 656 人，男生為 191 人，女生為 465 人）。該系數位出版領

域的教學以就業導向的實務技術為主，培養學生編排設計、數位出版與數

位媒體整合等相關技術，開課課程為影音設計基礎及進階、電子書與 APP

基礎設計及進階設計等，授課班級以大學二年級及三年級學生為主，並於

iOS App Store 發佈學生作品電子書 APP，顯示數位出版專業人才培育的發

展已具專業實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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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受訪之專家學者 

壹、專家訪談對象與時間 

  本研究於研究期間 2015 年 11 月，進行專家訪談，訪談之專家學者共 8

位，資料以訪談時間做為排列順序，如下表 3-1。 

表 3-1  

專家訪談對象與時間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專家編碼 教學年資 專長 職稱 
訪談

時間 

大陸 專家 A 3.5 年 數位編輯軟體、網站建置 講師 
11 月

16 日 

 
專家 B 13 年 

出版學、數字版權管理、出

版法規 
主任 

11 月

16 日 

 

專家 C 
7 年 傳播理論、新媒體、數位出

版理論 

講師兼副

主任 

11 月

13 日 

 
專家 D 28 年 

色彩研究、室內裝飾、裝飾

設計、數位媒體藝術 
副教授 

11 月

14 日 

 

專家 E 
22 年 

平面設計、數位媒體藝術 副教授 
11 月

16 日 

臺灣 
專家 F 

37 年 設計、攝影、印刷、出版、

技術與職業教育 
教授 

11 月 

6 日 

 

專家 G 
4 年 平面設計、印刷出版、數位

出版 

講師/業務

總監 

11 月

11 日 

 
專家 H 16 年 

電腦動畫、多媒體設計、專

題設計 
助理教授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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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家學者背景描述 

本研究訪問之專家學者皆具有專業背景，整理專家學者基本資料以說明

之，包含授課時數、任教課程、授課學生數、學生來源及專業背景等，專家學

者基本資料如附錄（附錄五至附錄十二）。 

一、專家學者 A  

授課時數約 96 學時／學期（一門課）註。任教課程：上學期，數位

媒體技術與應用（二年級數位出版專業課程），數位媒體概論（一年級新

聞學專業課程）；下學期，網路編輯實務（三年級數位出版專業課程），

課外活動指導各類與電子書、數字媒體有關的學生競賽及大學生科研等，

課程內容的理論與技術比重約各佔一半。授課學生數每個年級約 60 至 70

人之間。學生來源為高中文科、理科學生，專業背景分為數字出版、編輯

出版、新聞學、廣告學、網路與新媒體、國際出版與傳播等六個專業（參

閱附錄五）。 

註：大陸校院的授課時數採教學週為計算單位，授課時數 64 學時／學期，教學週若為

16 周，一門課有 4 學時。不同的課程教學週不同，有些課程可能比 16 週短。 

二、專家學者 B  

授課時數約 64 學時／學期（一門課）註。任教課程：上學期，出版

學一年級課程；下學期，數字版權管理為高年級課程。課程內容皆以理論

為主。授課學生數每個年級約 60 至 70 人之間，必修課合班上課，約 60-

70 人一起上課，選修課則根據選課情況。學生來源為通過高考選拔，文理

兼收，高中文科、理科學生各半，近年生源逐漸提升，一本較多。專業背

景數字出版、編輯出版學、新聞學、傳播學（國際出版與傳播）、廣告

學、網路新媒體等六個專業（參閱附錄六）。 

註：大陸校院的授課時數採教學週為計算單位，授課時數 64 學時／學期，教學週若為

16 周，一門課有 4 學時。不同的課程教學週不同，有些課程可能比 16 週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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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家學者 C  

授課時數約 10 學時／周註。任教課程：上學期，傳播學導論（一年

級必修）、新聞學（二年級必修）、媒介商業模式創新（三年級必修）、

傳播學科前沿探析（四年級必修）；下學期，市場調查與預測（三年級必

修）、廣告學（三年級必修）、新媒體廣告編創（二年級選修）、新媒體

發展概況（校選修，新媒體現況介紹），課外活動指導：電子書創作工作

營、影音視頻社團（橡皮糖）。傳播學導論、新聞學、傳播學科前沿探析

及廣告學以理論為主；媒介商業模式創新為實踐性策畫方向課程；市場調

查與預測為軟體應用；新媒體廣告編創為廣告內容創意設計與製作。授課

學生數最多 120 人，最少 19 人。學生來源為文科與理科生比例約為 6:4，

少數專科或繼續教育背景。專業背景為藝術類、文科類及媒體技術類綜

合，比例約 1：1：1，藝術類學生會稍多一些（參閱附錄七）。 

註：此位教師授課課程學期週不同，所以採以每週授課時數來回答。 

四、專家學者 D  

授課時數約 350 學時／學年註（課程多為階段性授課，實踐性課程集

中授課）。任教課程：設計美學、色彩設計（上下學期分別為色彩基礎及

色彩設計）、視覺傳達設計、版式設計。另有跨專業的一年級新生選修的

改革課程－色彩意象與創意思維（新生研討課）；課外活動指導：電子書

創作工作營；設計美學以理論為主；色彩設計、視覺傳達設計、版式設計

為實踐性課程，約 40-50%的講授，50-60%的實踐。授課學生數一個班 30-

40 人左右，理論課合班上課約 70-80 人。學生來源為全日制高中藝術類和

理工類學生。專業背景藝術類、文科類及理工類，比例約 1：1：1，藝術

類學生會稍多一些（參閱附錄八）。 

註：此位教師部分課程採集中授課，所以採以學年授課時數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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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家學者 E  

授課時數約 500 多學時／學年註。任教課程：上學期，動態表達、網

路前端技術基礎（皆為三年級課程）；下學期，交互產品設計、互動廣告

設計、資訊設計（為三、四年級課程）；課外活動指導：電子書創作工作

營；動態表達、互動廣告設計、訊息設計以理論為主；網路前端技術基

礎、交互產品設計為實踐性課程，約 10-20%理論，70-90%實踐。授課學

生數一個班 23 人左右。學生來源在高考前具備美術基礎，通過美術專業

考試選才，主要以高中文科學生為主。專業背景視覺傳達、數位媒體藝

術、攝影、動畫及美術 5 個專業（參閱附錄九）。 

註：階段性上課，一門課的學時有 96 學時、64 學時或 48 學時三種狀態。如果是 48 學

時的課程，每週上 12 學時，如果是 64 學時，每週上 16 學時，約上四周；如果是 96 學

時，周數較長，約上 6-8 周。 

六、專家學者 F  

授課時數約 11 學時／週，18 週／學期。任教課程：上學期，出版

學、印前作業實務、圖文傳播教育個別研究、圖文傳播科技趨勢；下學

期，數位出版、電子書製作與出版、出版媒體專題研究、書報討論、數位

媒體出版管理。出版學為理論課程；印前作業實務，理論 30%、技術

70%；電子書製作與出版，理論 20%、技術 80%。出版學，授課學生數為

日間部 51 名、進修部 44 名，印前作業實務為 50 名。學生來源在普通綜

合高中為主，高職生主要為圖文傳播科，少數四技二專背景。專業背景以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學生為主，少外系學生（參閱附錄十）。 

七、專家學者 G  

授課時數約 4 學時／學期。任教課程：上學期，數位媒體（二、三

年級）；下學期，數位出版管理（四年級）；課程內容皆為理論 30%、技

術 60%。授課學生數為 10 至 15 名。學生來源普通綜合高中為主，高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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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輔。專業背景以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學生為主，占 90%；數位媒體為選修

課，學生來源較廣，以圖文傳播藝術學系的學生為主，亦會有舞蹈系、視

傳系、廣電系及書畫系的學生來選修。數位出版管理課程主要以圖文傳播

藝術學系的學生為主（參閱附錄十一）。 

八、專家學者 H  

授課時數約 11 學時／每週。任教課程：上學期，電腦基礎動畫、電

腦動畫創作、多媒體設計、畢業專題製作；下學期，電腦進階動畫、電腦

模型製作、雲端科技應用、影像特效、2D 動畫；課程內容約理論 30%、

技術 70%。授課學生數每班約 30~50 人。學生來源多為高職學生。專業背

景以視覺傳達、美工背景居多（參閱附錄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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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步驟與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分為內容分析、量化調查與質化訪談三部分。內容分析

部分，分為資料蒐集、圖表彙整等步驟；量化調查部分，分為問卷前測、正式

問卷施測、資料編碼與統計分析等步驟；質化訪談部分，分為訪談邀約、訪談

進行、內容編碼與結果覆核等步驟。相關步驟與工具描述如下： 

壹、內容分析部分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文獻資料之蒐集，以第一手資料為主，第二手資料為輔。兩岸

數位出版專業教育背景現況之資料蒐集皆為兩岸教育單位第一手資料，

如：專書著作、官方出版物、課程規畫等。新科技學習方式、新科技學習

行為理論基礎與內涵等，以國際期刊為主，輔以相關出版報告。 

二、圖表彙整 

文獻資料蒐集後，以 Word、Excel 等文書處理工具，將相關內容製作

為表格或圖片說明，以利本研究資料分析與彙整。 

貳、量化調查部分 

一、專家審查問卷及.繁簡體問卷內容修正 

以專家學者審查意見修正，共三位專家審查，歸納對研究問卷意見及

具體看法修正問卷。接著進行繁簡體問卷內容修正，共十位大陸校院大學

生，以及三十位台灣校院大學生，協助修訂問卷題項語意，將問卷調整為

大學生填答者最適宜理解的語意及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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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自攜問卷實地調查及正式問卷施測 

研究問卷施測以所選取之兩岸培育數位出版專業領域人才的院校科系

為問卷調查母群，於 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分別在臺灣、杭州及北京實地

進行施測。研究者親自攜帶 200 份問卷，大陸教師協助列印約 250 份問

卷，進行實地調查。 

三、資料編碼與統計分析 

問卷回收後，進行資料編碼及統計分析。資料彙整後，採用 SPSS 22.0

及 AMOS 18.0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描述性檢定、驗證性因素分析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相關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多群組比較分

析。 

參、質化訪談部分 

一、訪談邀約 

首先於 2015 年 10 月期間，以電話及電子郵件邀約訪談之專家學者，

確認接受邀約後，至少於受訪一周前，透過電子郵件寄送相關會議文件，

包含「開會通知」及「訪談大綱」等資料，並於郵件中以文字進行研究相

關說明，使受訪之專家學者有足夠充裕的準備，並於訪談時間準時到達進

行訪談。 

二、訪談進行 

訪談進行期間為 2015 年 11 月，先以電話及電子郵件與專家學者聯繫

取得訪談許可，確認邀約後，至少於受訪一周前，透過電子郵件寄送相關

會議文件，包含「開會通知」與「訪談大綱」等資料，並於郵件中以文字

進行研究相關說明，使受訪之專家學者有足夠充分的準備，並於訪談時間

準時到達進行訪談，專家訪談開始前，再次簡扼介紹研究概要，詳加確定

受訪者瞭解研究內容，並且給予專家學者簽署「專家學者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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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進行時，為避免研究者主觀觀點，訪談過程盡可能保持語句中

性，並且以「錄音筆」及「照相機」等工具，紀錄專家學者完整語意，專

家學者若提及專有名詞時，仔細探詢確認其所描述之內容。 

三、內容編碼 

訪談一周後，製作逐字稿進行資料編碼，編碼格式為四碼，前兩碼為

英文字母，後兩碼為數字。首字英文字母為專家學者代號，分別依照 8位

專家學者順序編碼 A 至 H；第二英文字母為訪談內容編碼代號，分別為 A

至 C（包含：基本資料、新科技在數位出版專業領域課程的應用現況、新

科技模式在數位出版專業領域課程的未來應用）；後兩碼數字分別為回答

之內容，本研究以專家學者回答之題項內容，根據回答之語意逐一給予數

字編號。 

四、結果覆核 

研究者將資料進行編碼後，帶有語意之逐字稿給予專家學者再次確

認，以電子郵件進行傳送覆核，並根據專家學者意見修正，修正後再次覆

核確認資料無誤後，始完成檔案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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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先經由相關文獻探討，專家學者之建議，而後進行研究調查與資料蒐集，

以做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以下將分別敘述其內涵。 

壹、內容分析法 

依據王文科（2003）內容分析亦稱為「資訊分析」或「文獻分析」，主要在

解釋某特定時間的某現象之狀態，在某段時間內該現象的發展情形。本研究以

客觀及系統的態度，對文件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主要為蒐集兩岸數位出版專

業教育相關的第一手資料，並輔以國內外相關期刊論文、研究報告、書籍、網

路資訊等文獻資料，藉以建構理論內涵與研究方式。 

貳、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方面，為量化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方法。本研究

為確認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之模式，採用自編的量表問

卷，對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問卷以李克特（Likert）七點量表，依程度的

不同，給予不同的分數。 

參、專家訪談法 

本研究藉由專家訪談瞭解當前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

的現況。訪談採半結構訪談方式，訪談兩岸數位出版教育專家學者，深入瞭解

實際教學場域學習者的學習行為，並進一步探討學者可能遇到的問題，及解決

方法。 

肆、比較教育研究法 

本研究目的為比較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係比較教

育的一環。根據 Bereday（1967）的 Comparative Method in Education 一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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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教育研究方法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描述」（descriptive phase）、「解

釋」（explanatory phase）、「並列」（juxtaposition phase）及「比較」

（explanatory phase）。描述階段又稱為教育地理學（geography of education），

旨在進行教育資料蒐集；解釋階段又稱為社會分析（social analysis），運用其

他社會科學方法對正式教育的資料進行分析；並列階段是將不同國家資料進行

初步並置，建立比較點（tertium comparationis），用以建立比較的規準，以及

所欲檢證的假設；比較階段則是進行跨國界的教育分析（simultaneous 

analysis），檢證並列階段的假設。 

伍、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法 

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分析最重要的特性，

是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基礎之上，是一個用以檢證某一先期提出的理論模型

（priori theoretical model）的適切性的一種統計技術。被視為是一種驗證性

（confirmatory）而非探索性（exploratory）統計方法。分析過程從變項內容的

界定、變項關係的假設、參數的設定、模型的安排與修正，一直到應用分析軟

體來進行估計，其間的每一個步驟都必須要有清楚的理論概念或邏輯推理作為

依據。從統計的原理來看，須同時符合多項傳統統計分析的基本假設（例如線

性關係、常態性）以及結構方程模式分析軟體所特有的假設要件，否則所獲得

的統計數據無法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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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變項操作及問卷施測 

壹、研究變項操作 

本研究問卷內容設計以 Fishbein、Ajzen（2010）的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 behavior）為基礎，結合科技接受模式及社會認知理論觀點，同步發展簡體

與繁體中文之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新科技學習行為問卷。問卷內容分為四個部

分，1.個人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級、習慣上網時間、上網目的、上網學

習時間、遇到學習問題的解決方法、採用的新科技平台及工具；2.數位出版專

業領域新科技學習行為的量表題項；3.為學習行為因素的量表題項；4.新科技對

教育的影響面向題項。經過三位專家內容審核與前測效信度檢定後，透過專家

進行問卷修正與內容效度審核，問卷施測總題目數為 84 題（附錄二及附錄

三）。 

題項內容設計根據研究理論，以探求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新科技學

習行為的關鍵因素。行為態度部分，知覺有用及知覺易用兩個影響因素作為量

表設計；主體規範部分，以同儕規範及教師意願兩個影響因素作為量表設計；

認知行為控制部分，以自我效能及自主學習兩個影響因素作為量表設計；行為

意向及學習行為兩量表依照理論原型設計。過去之研究（Ajzen，1985；曾絲

宜、韓豐年、徐昊杲，2013）採用與本研究相同的量表題項設計方式， Ajzen

（2010）也建議行為態度、主體規範與認知行為控制變項依據理論的標準量尺

計算方式，以 Likert 七點量表進行測量，題項加總除以總題項數，除可提高信

度外，對於量化分析亦有幫助。學習行為則採用主觀報告（subjective report）

的受測者自陳方式，依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教育的七種學習行為，依序為作業、

專題設計、文章發表、競賽活動、社團活動、設計工作及產學合作計畫，所得

學習行為總分為題項得分相加，最低分與最高分為 1 分至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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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施測 

研究施測於 2015 年十月至十一月間，以大陸北京某公立學院新聞出版學院

及藝術設計學院，及杭州某公立科技大學數字媒體與藝術設計學院，約 363 位

學生（北京 238／杭州 123），臺灣新北市某公立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學

生，及新北市某私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學生 285 位學生（某公立藝術大

學 107／某私立科技大學 178），為問卷調查母群。研究進行時，研究人員於北

京、杭州、臺灣實地了解教學狀況，並與其校內人員進行溝通，尋求研究調查

問卷發放之協助。 

問卷發放以全體母群為受測對象，採紙本問卷為主，整體問卷施測時間約

四周，統計分析軟體使用 SPSS17.0 與 AMOS18.0。問卷進行問卷中題項的偏

態、峰度及變異數檢查，並進行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求出個別題項之決斷

值，將未達顯著水準（平均數 6 以上或 2 以下）的題項刪除。正式問卷回收有

效樣本數分別各為 363 份與 285 份，各量表題項的描述性統計如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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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量表題項的描述性統計表 

量

表 
題項 資料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 

大陸         臺灣   

X SD          X SD  

行為

態度 

AB1：在數位出版的課堂中，使用新科技是一種愉快的學習經驗。 5.54（1.17） 5.55（1.14） 

AB2：在數位出版的課堂中，使用新科技來學習是聰明的方式。 5.44（1.22） 5.62（1.16） 

AB3：我喜歡應用新科技在數位出版課程的學習方式。 5.47（1.31） 5.43（1.18） 

AB4：新科技的使用創造了一個自主學習的環境。 5.50（1.42） 5.64（1.17） 

主觀

規範 

SN1：我重視的親友夥伴如果大多使用新科技來學習，我也會跟大

家一樣。 

5.64（1.23） 5.48（1.14） 

SN2：在我重視的師長親友推薦有助學習的新科技給我，是我採用

新科技的原因。 

5.33（1.27） 5.39（1.17） 

SN3：我周遭重視的人所提供的意見，會影響我使用新科技作為學

習工具的決定。 

5.34（1.24） 5.70（1.05） 

SN4：如果我重視的親友夥伴都採用新科技來聯繫溝通，我也會跟

著大家一起使用。 

5.68（1.16） 5.78（1.06） 

知覺

行為

控制 

PBC1：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常常使用新科技來提升我的學習能力。 5.78（1.16） 5.89（.96） 

PBC2：我常常使用新科技來幫助我完成創作作品。 5.85（1.14） 5.88（1.00） 

PBC3：當遇到課業上的問題時，我常常使用新科技來解決。 5.80（1.16） 6.02（.97） 

PBC4：我總是嘗試體驗不同的新科技是否可幫助我在課程的學習。 5.37（1.30） 5.66（1.05） 

行為

意向 

BI1：我會持續使用新科技來幫助我數位出版專業的學習。 5.89（1.04） 5.82（.96） 

BI2：如果可以，我會盡可能採用新科技來進行數位出版專業的學習。 5.75（1.12） 5.67（1.01） 

BI3：未來我會使用新科技（如：搜尋引擎、影音視頻）來獲取有關

數位出版課程的資訊。 

5.82（1.21） 5.82（1.03） 

BI4：我樂於推薦他人使用新科技在數位出版專業的協作學習。 5.63（1.26） 5.72（1.09）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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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3-2） 

量

表 
題項 資料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 

大陸         臺灣   

X SD         X SD  

知覺

有用 

PU1：在數位出版的課程中，使用新科技讓我的學習更有效

率。 

5.55（1.26） 5.73（1.12） 

PU2：使用新科技對數位出版的團隊協作溝通是有幫助的。 5.71（1.12） 5.80（1.10） 

PU3：使用新科技能夠幫助我在數位內容的設計與創作。 5.86（1.14） 5.85（1.09） 

PU4：新科技有助提升我在數位出版專業的問題解決能力。 5.65（1.22） 5.71（1.15） 

知覺

易用 

PEU1：大多數新科技的操作介面是清楚容易了解的。 5.47（1.27） 5.49（1.17） 

PEU2：我在學習過程中容易取得多數所需的新科技。 5.48（1.20） 5.59（1.14） 

PEU3：大多數新科技的互動功能使用起來是容易的。 5.40（1.31） 5.61（1.17） 

PEU4：整體來說，在數位出版學習過程中所接觸新科技是容易

使用的。 

5.58（1.22） 5.60（1.12） 

同儕

規範 

PN1：我的團隊組員常常與我使用新科技（如： FB、QQ、Line、

Wechat）來進行聯繫溝通。 

6.06（1.08） 6.21（.97） 

PN2：我的同學認為我應該透過新科技來學習數位出版專業的知識

技術。 

5.71（1.08） 5.67（1.05） 

PN3：當我有困難時，同學能夠透過新科技適當的協助我學習。 5.67（1.17） 5.92（.99） 

PN4：我身邊重要的同學大都有意願使用新科技來學習。 5.69（1.19） 5.94（.97） 

教師

意願 

IR1：老師經常使用新科技在數位出版的課堂中進行教學工作。 5.66（1.17） 5.68（1.04） 

IR2：當我有問題時，老師能夠使用新科技與我溝通討論。 5.48（1.25） 5.48（1.17） 

IR3：當我有困難時，老師能夠透過新科技適當的協助我學習。 5.40（1.30） 5.47（1.18） 

IR4：學校的老師普遍都認為在課堂中使用新科技來輔助學習是一

件好事。 

5.41（1.26） 5.68（1.07）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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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3-2） 

量

表 
題項 資料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 

大陸         臺灣   

X SD         X SD  

自我

效能 

SE1：對我來說，採用新科技來學習是容易的事情。 5.39（1.26） 5.64（1.12） 

SE2：在沒人協助的情形下，我可以獨立使用新科技來進

行學習。 

5.35（1.35） 5.65（1.16） 

SE3：我對採用新科技來進行數位出版專業的學習是有自

信的。 

5.38（1.26） 5.48（1.17） 

SE4：使用新科技來進行數位出版專業的學習並不會讓我

感到困難。 

5.23（1.38） 5.41（1.24） 

自主

學習 

LA1：我能夠透過新科技掌握自我的學習步調。 5.34（1.23） 5.51（1.12） 

LA2：我應用新科技來學習數位出版課程，很有自己的方

法與心得。 

5.17（1.25） 5.39（1.16） 

LA3：我總是可以自行應用新科技來解決課程中遇到的問

題。 

5.26（1.28） 5.44（1.19） 

LA4：我很習慣透過新科技來增加我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5.37（1.31） 5.58（1.12）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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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卷調查及訪談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章彙整問卷調查及訪談資料，進行資料分析與討論，全章共分十節，第

一節至第五節為統計分析資料，第六節至第九節為訪談分析資料，第十節為質

量化及質化資料結果的綜合討論。 

統計研究資料，首先在整體模式下，確認理論設計模式是否適合用來測量

大陸與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藉由驗證性因素分析

與模型適配度來進行檢定。其次，進行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

習行為模式的比較。研究從兩方面探討假設檢定，一為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

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差異，透過多群組比較分析進行評估，二為分析兩

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影響的因素差異，藉由路徑分析進

行探討。最後，依據本研究目的，進行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討論。 

訪談研究資料，主要包含三個部分，一、教師自我覺知的學科知識

（content knowledge）、教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及科技知識

（technological knowledge）；二、教師將新科技應用在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現

況；三、對於未來數位出版專業透過新科技來教與學的看法。 

   

 

  

 



102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資料 

壹、研究樣本之人口特性資料 

本研究首先針對受測對象之性別、年級、習慣上網時間、上網目的、上網

學習時間，以及遇到學習問題習慣採用方法，說明調查資料結果，其描述性計

資料表 4-1 至表 4-10。 

一、性別 

性別部分，大陸學生填答者中，人口統計資料男女生比例約 1：3（大

陸）、1：4（臺灣），大陸男女生人數分別為 100（27.5%）及 263

（72.5%）；臺灣男女生人數分別為 59（20.7%）及 226（79.3%）。 

二、年級 

年級部分，大陸一至四年級學生人數分別為 4（1.1%）、106（29.2%）、

191（52.6%）及 34（9.4%），另有部分碩士班研究生 28（7.7%）；臺灣無一

年級學生，二至四年級學生人數分別為 6（2.1%）、112（39.3%）及 167

（58.6%）。 

一、習慣上網時間 

習慣上網時間部分，大陸學生習慣上網時間分別為白天 26（7.2%）、晚

上 69（19.0%）、隨時隨地都在上網 249（68.6%）、不太常上網 7（19%）及

其他 12（3.3%）；臺灣學生習慣上網時間分別為白天 13（4.6%）、晚上 66

（23.2%）、隨時隨地都在上網 202（70.9%）、不太常上網 1（0.4%）及其他

3（1.1%）。如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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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研究樣本之人口特性資料－性別、年級及習慣上網時間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N = 648） 

變項 類別 資料 

次數（百分比） 

性別 

（單選） 

大陸 

男 100（27.5%） 

女 263（72.5%） 

臺灣 

男 59（20.7%） 

女 226（79.3%） 

年級 

（單選） 

大陸 

一年級   4（1.1%） 

二年級 106（29.2%） 

三年級 191（52.6%） 

四年級 34（9.4%） 

碩士班 28（7.7%） 

臺灣 

二年級 6（2.1%） 

三年級 112（39.3%） 

四年級 167（58.6%） 

習慣上網時間 

（單選） 

大陸 

白天 26（7.2%） 

晚上 69（19.0%） 

隨時隨地都在上網 249（68.6%） 

不太常上網 7（19%） 

其他 12（3.3%） 

臺灣 

白天 13（4.6%） 

晚上 66（23.2%） 

隨時隨地都在上網 202（70.9%） 

不太常上網 1（0.4%） 

其他 3（1.1%）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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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樣本之新科技使用習慣 

一、上網目的 

大陸學生上網目的分別為遊戲 126（34.7%）、學習 266（73.3%）、休閒

282（77.7%）、打發時間 156（43.0%）、獲得資訊、新知識 262（72.2%）、

與他人聯繫 224（61.7%）及其他 15（4.2%）；臺灣學生上網目的分別為遊

戲 106（37.2%）、學習 207（72.6%）、休閒 219（76.8%）、打發時間 216

（75.8%）、獲得資訊、新知識 220（77.2%）、與他人聯繫 235（82.5%）及

其他 9（3.2%）。如下表 4-2。 

表 4-2  

研究樣本之人口特性資料－上網目的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 

變項 類別 資料 

次數（百分比） 

上網目的 

（複選） 

大陸 

遊戲 126（34.7%） 

學習 266（73.3%） 

休閒 282（77.7%） 

打發時間 156（43.0%） 

獲得資訊、新知識 262（72.2%） 

與他人聯繫 224（61.7%） 

其他 15（4.2%） 

臺灣 

遊戲 106（37.2%） 

學習 207（72.6%） 

休閒 219（76.8%） 

打發時間 216（75.8%） 

獲得資訊、新知識 220（77.2%） 

與他人聯繫 235（82.5%） 

其他 9（3.2%）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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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網學習時間 

大陸學生上網學習時間分別為不到 1 小時 44（12.1%）、1-3 小時 144

（39.7%）、4-6 小時 96（26.4%）、7-9 小時 43（11.8%）、無時無刻 26

（7.2%）及其他 10（2.8%）；臺灣學生上網學習時間分別為不到 1 小時 32

（14.7%）、1-3 小時 112（39.3%）、4-6 小時 69（24.2%）、7-9 小時 18

（6.3%）、無時無刻 38（13.3%）及其他 6（2.1%）。如下表 4-3。 

表 4-3  

研究樣本之人口特性資料－上網學習時間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

（N = 648） 

變項 類別 資料 

次數（百分比） 

上網學習時間 

（單選） 

大陸 

不到 1 小時   44（12.1%） 

1-3 小時 144（39.7%） 

4-6 小時 96（26.4%） 

7-9 小時 43（11.8%） 

無時無刻 26（7.2%） 

其他 10（2.8%） 

臺灣 

不到 1 小時 32（14.7%） 

1-3 小時 112（39.3%） 

4-6 小時 69（24.2%） 

7-9 小時 18（6.3%） 

無時無刻 38（13.3%） 

其他 6（2.1%）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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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樣本之新科技學習習慣 

一、遇到學習問題習慣採用方法 

大陸學生遇到學習問題習慣採用方法分別為詢問師長 317（87.32%）、

親友協助親友協助 262（72.18%）、網路搜尋 361（99.45%）、同學討論 276

（96.84%）及其他 85（23.42%），受測者回答的百分比平均數分別為

18.24%、14.22%、57.55%、31.89%及 4.50%；臺灣學生遇到學習問題習慣

採用方法分別為詢問師長 269（94.39%）、親友協助親友協助 257

（90.18%）、網路搜尋 278（97.54%）、同學討論 276（96.84%）及其他 47

（16.49%），受測者回答的百分比平均數分別為 31.96%、29.34%、

63.49%、46.57%及 3.95%。如下表 4-4。 

表 4-4  

研究樣本之人口特性資料－遇到學習問題習慣採用方法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 

變項 類別 資料 

次數，平均數值 

遇到學習問題習慣

採用方法 

（0~100%） 

大陸 

詢問師長 317，18.24% 

親友協助 262，14.22% 

網路搜尋 361，57.55% 

同學討論 276，31.89% 

其他 85，4.50% 

臺灣 

詢問師長 269，31.96% 

親友協助 257，29.34% 

網路搜尋 278，63.49% 

同學討論 276，46.57% 

其他 47，3.95%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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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遇到學習問題習慣採用的新科技平台 

大陸學生遇到學習問題習慣採用的新科技平台分別為百度 350（96.4%）、優

酷 35（9.6%）、QQ 106（29.2%）、微信 125（34.4%）及其他 59（16.3%）；臺

灣學生遇到學習問題習慣採用的新科技平台分別為 Google 277（97.2%）、

Youtube156（54.7%）、Facebook 117（41.1%）、Line 89（31.2%）及其他 27

（9.5%）。如下表 4-5。 

表 4-5  

研究樣本之人口特性資料－遇到學習問題習慣採用新科技平台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

（N = 648） 

變項 類別 資料 

次數（百分比） 

遇到學習問題習

慣採用的新科技

平台 

（複選） 

大陸 

百度 350（96.4%） 

優酷 35（9.6%） 

QQ 106（29.2%） 

微信 125（34.4%） 

其他 59（16.3%） 

臺灣 

Google 277（97.2%） 

Youtube 156（54.7%） 

Facebook 117（41.1%） 

Line 89（31.2%） 

其他 27（9.5%）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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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為有助學習的新科技 

大陸學生認為有助學習的新科技分別為搜尋引擎（如：百度）6.35

（.97）、影音視頻（如：優酷）4.35（1.73）、學校學習系統（如：魔燈） 

3.90（1.80）、線上開放課程（如：學堂線上課程 ）4.67（1.74）、線上測驗

評量（如：學堂線上評量）4.25（1.69）、社交網站（如：微博）4.24

（1.72）、社群 APP（如：微信、QQ）4.36（1.67）、學習 APP（如：色

彩、設計相關 APP）5.37（1.32）、雲端網盤（如：百度微雲）4.87

（1.55）、線上合作或編輯系統（如：有道雲筆記）4.92（1.52）及其他 35

人。 

臺灣學生認為有助學習的新科技分別為搜尋引擎（如：Google）6.56

（.73）、影音視頻（如：Youtube）5.91（1.16）、學校學習系統（如：

Moodle） 4.04（1.65）、線上開放課程（如：Moocs 線上課程 ）4.11

（1.49）、線上測驗評量（如：Moocs 線上評量）3.97（1.49）、社群網站

（如：FB）4.43（1.46）、社群 APP（如：Line、Message、Skype）4.50

（1.57）、學習 APP（如：色彩、設計相關 APP）5.25（1.33）、雲端硬碟

（如：google cloud）5.24（1.47）、線上協作或編輯系統（如：google doc）

5.10（1.50）及其他 9 人。如下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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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研究樣本之人口特性資料－認為有助學習的新科技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 

變項 類別 資料 

平均數（標準差） 

認為有助學

習的新科技 

（7 點量

表） 

大陸 

搜尋引擎（如：百度） 6.35（.97） 

影音視頻（如：優酷） 4.35（1.73） 

學校學習系統（如：魔燈） 3.90（1.80） 

線上開放課程（如：學堂線上課程 ） 4.67（1.74） 

線上測驗評量（如：學堂線上評量） 4.25（1.69） 

社交網站（如：微博） 4.24（1.72） 

社群 APP（如：微信、QQ） 4.36（1.67） 

學習 APP（如：色彩、設計相關 APP） 5.37（1.32） 

雲端網盤（如：百度微雲） 4.87（1.55） 

線上合作或編輯系統（如：有道雲筆記） 4.92（1.52） 

其他 35 人 

臺灣 

搜尋引擎（如：Google） 6.56（.73） 

影音視頻（如：Youtube） 5.91（1.16） 

學校學習系統（如：Moodle） 4.04（1.65） 

線上開放課程（如：Moocs 線上課程 ） 4.11（1.49） 

線上測驗評量（如：Moocs 線上評量） 3.97（1.49） 

社群網站（如：FB） 4.43（1.46） 

社群 APP（如：Line、Message、Skype） 4.50（1.57） 

學習 APP（如：色彩、設計相關 APP） 5.25（1.33） 

雲端硬碟（如：google cloud） 5.24（1.47） 

線上協作或編輯系統（如：google doc） 5.10（1.50） 

其他 9 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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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樣本之新科技學習行為 

使用新科技平台與工具參與過或正在進行的活動，大陸學生填答者中的人

數（百分比），為參與作業 292（80.4%）、專題設計 257（70.8%）、文章發表

164（45.2%）、競賽活動 213（58.7%）、社團活動 216（59.5%）、設計工作 245

（67.5%）及產學合作計畫 203（55.9%）。臺灣學生的人數（百分比），為參與

作業 265（93.0%）、專題設計 231（81.1%）、文章發表 175（61.4%）、競賽活動

162（56.8%）、社團活動 143（50.2%）、設計工作 214（75.1%）及產學合作計

畫 119（41.8%）。如表 4-7。 

表 4-7  

研究樣本之人口特性資料－使用新科技平台與工具參與過或正在進行的活動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 

變項 類別 資料 

次數（百分比） 

使用新科

技平台與

工具參與

過或正在

進行活動 

（是、

否） 

大陸 

數位出版課程相關的作業 292（80.4%） 

數位出版相關的專題設計 257（70.8%） 

數位出版相關的文章發表 164（45.2%） 

數位出版相關的競賽活動 213（58.7%） 

數位出版相關的社團活動 216（59.5%） 

數位出版相關的設計工作 245（67.5%） 

數位出版相關的產學合作計畫 203（55.9%） 

臺灣 

數位出版課程相關的作業 265（93.0%） 

數位出版相關的專題設計 231（81.1%） 

數位出版相關的文章發表 175（61.4%） 

數位出版相關的競賽活動 162（56.8%） 

數位出版相關的社團活動 143（50.2%） 

數位出版相關的設計工作 214（75.1%） 

數位出版相關的產學合作計畫 119（41.8%）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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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樣本新科技學習行為的態度覺知 

一、新科技對自我覺知、人際關係與學習環境的影響 

根據文獻探討第二節第三點，新科技對教育的影響面向包含學習者自我

覺知及環境的影響，是以問卷調查增加此部分題向。研究調查結果顯示，

大陸學生填答者中的次數（百分比），自我覺知部份，分別為讓我可以自主

學習 281（77.4%）、增加學習廣度與深度 235（64.7%）、有助自我探索與思

考 181（49.9%）。人際關係部分，分別為同學經驗的交流分享 200

（55.1%）、團隊成員的溝通合作 210（57.9%）、有助同儕之間學習 104

（28.7%）、有助團隊之間的溝通 186（51.2%）、有助於師生互動 139

（38.3%）。學習環境部分，分別為老師對我個別化指導 91（25.1%）、課外

延伸資訊的獲取 283（78.0%）、節省時間（提升學習效率）225（62.0%）、

及其他 3（.8%）。 

臺灣學生填答者中的次數（百分比），自我覺知部份，分別為讓我可以

自主學習 250（87.7%）、增加學習廣度與深度 205（71.9%）、有助自我探索

與思考 166（58.2%）。人際關係部分，分別為同學經驗的交流分享 191

（67%）、團隊成員的溝通合作 211（74%）、有助同儕之間學習 173

（60.7%）有助團隊之間的溝通 185（64.9%）、有助於師生互動 92

（32.3%）。學習環境部分，分別為老師對我個別化指導 74（26%）、課外延

伸資訊的獲取 236（82.8%）、、節省時間（提升學習效率）203（71.2%）、

及其他 0（0%）。其描述性計資料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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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研究樣本之人口特性資料－新科技對自我覺知、人際關係與學習環境的影響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N = 648） 

變項 類別 資料 

次數（百分比） 

新科技對

自我覺

知、人際

關係與學

習環境的

影響 

（複選） 

大陸 

自我覺知 讓我可以自主學習 281（77.4%） 

 增加學習廣度與深度 235（64.7%） 

 有助自我探索與思考 181（49.9%） 

人際關係 同學經驗的交流分享 200（55.1%） 

 團隊成員的溝通合作   210（57.9%） 

 有助同儕之間學習 104（28.7%） 

 有助團隊之間的溝通 186（51.2%） 

 有助於師生互動 139（38.3%） 

學習環境 老師對我個別化指導 91（25.1%） 

 節省時間（提升學習效率） 225（62.0%） 

 
課外延伸資訊的獲取 283（78.0%） 

其他 3（.8%） 

臺灣 

自我覺知 讓我可以自主學習 250（87.7%） 

 增加學習廣度與深度 205（71.9%） 

 有助自我探索與思考 166（58.2%） 

人際關係 同學經驗的交流分享 191（67%） 

 團隊成員的溝通合作   211（74%） 

 有助同儕之間學習 173（60.7%） 

 有助團隊之間的溝通 185（64.9%） 

 有助於師生互動 92（32.3%） 

學習環境 老師對我個別化指導 74（26%） 

 

節省時間（提升學習效率） 203（71.2%） 

課外延伸資訊的獲取 236（82.8%） 

 其他 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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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科技有助數位出版專業面向的學習 

大陸學生填答者中的次數（百分比），知識技能方面，技術步驟的熟悉

214（59.0%）、實務能力的培養 133（36.6%）、媒體素養的提升 148

（40.8%）；情意認知方面，個人價值 183（50.4%）、工作態度 179

（49.3%）、職場倫理認知 80（22.0%）；團隊合作方面，組織領導能力 72

（19.8%）、團隊合作效率 229（63.1%）、協作溝通能力 184（50.7%）；整合

應用方面，媒體整合能力 237（65.3%）、企劃統整能力 128（35.3%）；設計

創新方面，內容創造能力 179（49.3%）、媒體創意能力 216（59.5%）；問題

解決方面，邏輯思考 218（60.1%）、批判思考 116（32.0%）、理性思考 139

（38.3%）；資訊素養方面，資訊應用 201（55.4%）、程式設計 123

（33.9%）及媒體數據庫技術 145（39.9%） 

臺灣學生填答者中的次數（百分比），知識技能方面，技術步驟的熟悉

177（62.1%）、實務能力的培養 137（48.1%）、媒體素養的提升 141

（49.5%）；情意認知方面，個人價值 184（64.6%）、工作態度 142

（49.8%）、職場倫理認知 75（26.3%）；團隊合作方面，組織領導能力 105

（36.8%）、團隊合作效率 189（66.3%）、協作溝通能力 174（61.1%）；整合

應用方面，媒體整合能力 206（72.3%）、企劃統整能力 147（51.6%）；設計

創新方面，內容創造能力 181（63.5%）、媒體創意能力 193（67.7%）；問題

解決方面，邏輯思考 208（73.0%）、批判思考 96（33.7%）、理性思考 137

（48.1%）；資訊素養方面，資訊應用 222（77.9%）、程式設計 102

（35.8%）及媒體數據庫技術 118（41.4%）。其描述性計資料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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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研究樣本之人口特性資料－新科技有助數位出版專業面向的學習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

（N = 648） 

變項 類別 資料 

次數（百分比） 

新科技有

助數位出

版專業面

向的學習 

（複選） 

大陸 

知識技能方面  技術步驟的熟悉 214（59.0%） 

 實務能力的培養 133（36.6%） 

 媒體素養的提升 148（40.8%） 

情意認知方面 個人價值 183（50.4%） 

 工作態度 179（49.3%） 

 職場倫理認知 80（22.0%） 

團隊合作方面 組織領導能力 72（19.8%） 

 團隊合作效率 229（63.1%） 

 協作溝通能力 184（50.7%） 

整合應用方面  媒體整合能力 237（65.3%） 

 企劃統整能力 128（35.3%） 

設計創新方面 內容創造能力 179（49.3%） 

 媒體創意能力 216（59.5%） 

問題解決方面 邏輯思考 218（60.1%） 

 批判思考 116（32.0%） 

 理性思考 139（38.3%） 

資訊素養方面 資訊應用 201（55.4%） 

 程式設計 123（33.9%） 

 媒體數據庫技術 145（39.9%） 

（承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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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4-9）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

（N = 648） 

變項 類別 資料 

次數（百分比） 

新科技有

助數位出

版專業面

向的學習 

（複選） 

臺灣 

知識技能方面  技術步驟的熟悉 177（62.1%） 

 實務能力的培養 137（48.1%） 

 媒體素養的提升 141（49.5%） 

情意認知方面 個人價值 184（64.6%） 

 工作態度 142（49.8%） 

 職場倫理認知 75（26.3%） 

團隊合作方面 組織領導能力 105（36.8%） 

 團隊合作效率 189（66.3%） 

 協作溝通能力 174（61.1%） 

整合應用方面  媒體整合能力 206（72.3%） 

 企劃統整能力 147（51.6%） 

設計創新方面 內容創造能力 181（63.5%） 

 媒體創意能力 193（67.7%） 

問題解決方面 邏輯思考 208（73.0%） 

 批判思考 96（33.7%） 

 理性思考 137（48.1%） 

資訊素養方面 資訊應用 222（77.9%） 

 程式設計 102（35.8%） 

 媒體數據庫技術 118（41.4%）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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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在數位出版專業學習感受 

大陸學生填答者中的次數（百分比），分別為滿意 148（40.8%）、普通

202（55.7%）及不滿意 13（3.6%）。臺灣學生填答者中的次數（百分比），

分別為滿意 155（54.4%）、普通 125（43.9%）及不滿意 5（1.8%）。其描述

性計資料表 4-10。 

表 4-10  

研究樣本之人口特性資料－個人在數位出版專業學習感受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363，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n = 285

（N = 648） 

變項 類別 資料 

次數（百分比） 

個人在數位出版

專業學習感受 

（單選） 

大陸 

滿意 148（40.8%） 

普通 202（55.7%） 

不滿意 13（3.6%） 

臺灣 

滿意 155（54.4%） 

普通 125（43.9%） 

不滿意 5（1.8%）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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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驗證性因素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為檢查問卷題項在構面之間的代表性。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SFL）應大於 .7，多元相關平方（SMC）要大於 .5。 

壹、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驗證性因素分析 

組成信度（CR）是其所有測量變項信度的組成，表示構念指標的內部一致

性，信度愈高顯示這些指標的內部一致性愈高， .7 是可接受的門檻，表 4-11

中組成信度值分別為 .89、 .79、 .82、 .86、 .84、 .87、 .81、 .86、 .89、 

 .89，介於 .79 至 .89 之間，表示各構面之內部一致性良好，超過 .7 的標準；

平均變異萃取量（AVE）是計算潛在變項對各測量項的變異解釋力，平均變異

萃取量愈高，表示潛在變項有愈高的信度與收斂效度，平均變異萃取量值

為 .68、 .48、 .53、 .61、 .57、 .63、 .52、 .62、 .67、 .68，介於 .48

至 .68 之間，除了主觀規範略低於標準，其他量表皆超過 .5 的標準，均達收斂

效度（CV）的標準，表示各構面之解釋力良好。如下表 4-11。 

表 4-11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之驗證性因素分析表 

研究對象 觀察變項 
因素負荷量

（SFL） 

多元相關平方

（SMC） 

組成信度

（CR） 

平均變異萃取量

（AVE） 

大陸數位

出版學生 

行為態度   0.89  0.68  

AB3 0.84  0.71    

AB4 0.84  0.70    

AB5 0.87  0.76    

AB6 0.74  0.54    

主觀規範   0.79  0.48  

SN1 0.66  0.45    

SN2 0.70  0.49    

SN3 0.72  0.52    

SN4 0.69  0.48    

（承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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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4-11） 

研究對象 觀察變項 
因素負荷量

（SFL） 

多元相關平方

（SMC） 

組成信度

（CR） 

平均變異萃取量

（AVE） 

 知覺行為控制   0.82  0.53  

 PBC1 0.74  0.55    

 PBC3 0.76  0.58    

 PBC4 0.76  0.58    

 PBC5 0.65  0.42    

 行為意向   0.86  0.61  

 BI2 0.83  0.69    

大陸數位

出版學生 

BI3 0.79  0.63    

BI4 0.78  0.60    

BI6 0.71  0.50    

學習行為 1.00 1.00 1.00 1.00 

知覺有用   0.84  0.57  

PU3 0.70  0.50    

PU4 0.71  0.51    

PU5 0.79  0.63    

PU6 0.81  0.65    

知覺易用     0.87  0.63  

PEU4 0.79  0.62    

PEU5 0.74  0.55    

PEU6 0.84  0.70    

PEU7 0.80  0.64    

同儕規範     0.81  0.52  

PN2 0.63  0.40    

PN3 0.72  0.51    

 

PN5 0.71  0.51    

PN7 0.80  0.65    

教師意願     0.86  0.62  

IR1 0.67  0.45    

IR3 0.89  0.80    

IR4 0.84  0.71    

IR5 0.72  0.52    

自我效能     0.89  0.67  

SE3 0.81  0.66    

SE4 0.84  0.70    

SE5 0.81  0.66    

SE6 0.82  0.66    

自主學習     0.89  0.68  

LA3 0.85  0.72    

LA4 0.83  0.69    

LA5 0.82  0.67    

LA6 0.80  0.64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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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驗證性因素分析 

組成信度是其所有測量變項信度的組成，表示構念指標的內部一致性，信

度愈高顯示這些指標的內部一致性愈高， .7 是可接受的門檻，表 4-12 中組成

信度值為 .87、 .80、 .81、 .87、 .87、 .91、 .83、 .89、 .91、 .90，介

於 .80 至 .91 之間，表示各構面之內部一致性良好，超過 .7 的標準；平均變異

萃取量是計算潛在變項對各測量項的變異解釋力，平均變異萃取量愈高，表示

潛在變項有愈高的信度與收斂效度，平均變異萃取量值為 .63、 .50、 .52、 

 .64、 .62、 .72、 .55、 .67、 .71、 .70，介於 .50 至 .72 之間，超過 .5 的

標準，均達收斂效度的標準，表示各構面之解釋力良好。如下表 4-12。 

表 4-12  

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之驗證性因素分析表 

研究對象 觀察變項 
因素負荷量

（SFL） 

多元相關平方

（SMC） 

組成信度

（CR） 

平均變異萃取量

（AVE） 

臺灣數位

出版學生 

行為態度   0.87  0.63  

AB3 0.77  0.60    

AB4 0.85  0.72    

AB5 0.86  0.74    

AB6 0.69  0.48      

主觀規範     0.80  0.50  

SN1 0.73  0.54    

SN2 0.68  0.46    

SN3 0.77  0.60    

SN4 0.65  0.42      

知覺行為控制     0.81  0.52  

PBC1 0.74  0.54    

PBC3 0.68  0.47    

PBC4 0.72  0.51    

PBC5 0.74  0.54      

（承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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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4-12） 

研究對象 觀察變項 
因素負荷量

（SFL） 

多元相關平方

（SMC） 

組成信度

（CR） 

平均變異萃取量

（AVE） 

行為意向 0.87 0.64 

BI2 0.87 0.76 

臺灣數位

出版學生 

BI3 0.81 0.65 

BI4 0.70 0.49 

BI6 0.80 0.65 

學習行為 1.00 1.00 1.00 1.00 

知覺有用 0.87 0.62 

PU3 0.80 0.64 

PU4 0.75 0.56 

PU5 0.78 0.61 

PU6 0.81 0.66 

知覺易用 0.91 0.72 

PEU4 0.82 0.67 

PEU5 0.86 0.74 

PEU6 0.84 0.71 

PEU7 0.87 0.75 

同儕規範 0.83 0.55 

PN2 0.58 0.33 

PN3 0.71 0.50 

PN5 0.84 0.70 

PN7 0.81 0.66 

教師意願 0.89 0.67 

IR1 0.70 0.48 

IR3 0.88 0.78 

IR4 0.88 0.77 

IR5 0.79 0.63 

自我效能 0.91 0.71 

SE3 0.85 0.72 

SE4 0.82 0.67 

SE5 0.88 0.78 

SE6 0.83 0.68 

自主學習 0.90 0.70 

LA3 0.86 0.73 

LA4 0.86 0.73 

LA5 0.82 0.68 

LA6 0.82 0.67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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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構方程模式適配度分析 

在了解自變項對依變項的預測關係前，透過相關性分析檢驗變數之間的線

性關係，以及結構方程模式的適配度指標分析，作為進一步模式評估的參考。 

壹、量表間相關性 

利用各變數之平均數進行 Person 積差相關分析，得到各變項之間的相關係

數如下表 4-13 及表 4-14，由相關矩陣可看出各變項之間接達到顯著的正相關。 

表 4-13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之相關係數矩陣表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M SD 

大陸數位出版學生           

1 
行為
態度 

1 .60** .55** .62** .13* .61** .46** .52** .49** .45** .49** 5.54 1.05 

2 
主觀
規範 

.60** 1 .51** .53** .09 .52** .42** .45** .44** .41** .43** 5.54 .91 

3 

知覺
行為
控制 

.55** .51** 1 .67** .17** .62** .55** .56** .50** .54** .62** 5.72 .90 

4 
行為
意向 

.62** .53** .67** 1 .19** .70** .56** .65** .52** .50** .55** 5.81 .91 

5 
學習
行為 

.13* .09 .17** .19** 1 .19** .11 .21** .21** .13* .16** 4.43 2.13 

6 
知覺
有用 

.61** .52** .62** .70** .19** 1 .61** .66** .56** .56** .65** 5.74 .94 

7 
知覺
易用 

.46** .42** .55** .56** .11 .61** 1 .58** .52** .64** .64** 5.55 .99 

8 
同儕
規範 

.52** .45** .56** .65** .21** .66** .58** 1 .65** .51** .57** 5.84 .86 

9 
教師
意願 

.49** .44** .50** .52** .21** .56** .52** .65** 1 .43** .54** 5.56 .97 

1

0 

自我
效能 

.45** .41** .54** .50** .13* .56** .64** .51** .43** 1 .75** 5.42 1.05 

1

1 

自主
學習 

.49** .43** .62** .55** .16** .65** .64** .57** .54** .75** 1 5.36 .99 

 M 5.54 5.54 5.72 5.81 4.43 5.74 5.55 5.84 5.56 5.42 5.36   

 SD 1.05 .91 .90 .91 2.13 .94 .99 .86 .97 1.05 .99   

*p < .05，**p < .01，***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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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之相關係數矩陣表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M SD 

臺灣數位出版學生            

1 
行為
態度 

1 .60** .52** .65** .04 .54** .45** .50** .49** .51** .56** 5.56  1.01  

2 
主觀
規範 

.60** 1 .55** .60** .09 .50** .41** .54** .50** .39** .41** 5.59  0.88  

3 

知覺
行為
控制 

.52** .55** 1 .68** .17** .62** .58** .67** .49** .56** .61** 5.86  0.80  

4 
行為
意向 

.65** .60** .68** 1 .12 .65** .55** .71** .54** .58** .59** 5.76  0.87  

5 
學習
行為 

.04 .09 .17** .12 1 .10 .11 .12* .17** .19** .23** 4.59  1.93  

6 
知覺
有用 

.54** .50** .62** .65** .10 1 .68** .67** .52** .57** .56** 5.77  0.95  

7 
知覺
易用 

.45** .41** .58** .55** .11 .68** 1 .60** .43** .60** .55** 5.57  1.02  

8 
同儕
規範 

.50** .54** .67** .71** .12* .67** .60** 1 .61** .62** .58** 5.94  0.80  

9 
教師
意願 

.49** .50** .49** .54** .17** .52** .43** .61** 1 .41** .51** 5.58  0.96  

1

0 

自我
效能 

.51** .39** .56** .58** .19** .57** .60** .62** .41** 1 .83** 5.55  1.04  

1

1 

自主
學習 

.56** .41** .61** .59** .23** .56** .55** .58** .51** .83** 1 5.48  1.01  

 M 5.56 5.59 5.86 5.76 4.59 5.77 5.57 5.94 5.58 5.55 5.48   

 SD 1.01 .88 .80 .87 1.93 .95 1.02 .80 .96 1.04 1.01   

*p < .05，**p < .01，***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模式適配度 

模型適配度代表模型所估算出來的期望共變異數矩陣（Σ）與樣本共變異

數矩陣（S）一致性的程度，適配度越好代表模型與樣本越接近。重要指標包括

χ2 檢定、χ2 與自由度的比值、適配度指標（GFI）、調整後適配度指標

（AGFI）、均方根近似誤（RMSEA）、非正規適配指標（NNFI）、增值適配度指

標（IFI）與比較適配指標（CFI）；另外，在執行多群組模型比較時，再加兩個

訊息指標，分別是赤池資訊指標（AIC）及期望交叉效度指標（EC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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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配度檢定結果如下表 4-15，卡方值∕自由度為 2.02（< .5），適配度指標

（GFI）值為 .81（> .8），調整後適配度指標（AGFI）值為 .78（接近 .8），比

較適配指標（CFI）值為 .91（> .9），表示本研究新科技學習行為多群組比較模

型符合理論模型的要求，競爭性指標適配度也在可接受的範圍。 

表 4 -15  

不同模式適配度指標比較表（N = 608） 

適配度指標（理想數值） 單一因素 三因素斜交 二級因素 
多群組 

整體模式 

卡方值 χ2（愈小愈好） 7374.26 2438.93 2999.03 3037.618 

自由度 df 1480 1390 1460 1506 

P 值（> .05） .00 .00 .00 .00 

卡方自由度比 χ2∕df（< 3） 4.98 1.76 2.05 2.02 

均方根近似誤 RMSEA（< .5） .08 .03 .04 .04 

適配度指標 GFI（> .9） .54 .84 .81 .81 

調整後適配度指標 AGFI（> .9） .49 .81 .78 .78 

正規適配度指標 NFI（> .9） .61 .87 .84 .84 

非正規適配指標 NNFI/TLI（> .9） .64 .93 .91 .90 

比較適配指標 CFI（> .9） .66 .94 .91 .91 

增值適配度指標 IFI（> .9） .66 .94 .91 .91 

精簡常態適配度指標 PNFI（> .5） .58 .78 .79 .77 

精簡適配度指標 PGFI（> .5） .49 .71 .72 .71 

期望交叉效度指標 ECVI（越小越

好） 
11.91 4.55 5.20 5.371 

AIC（越小越好） 7694.26 2939.93 3359.03 3469.62 

BCC（越小越好） 7741.71 3013.08 3412.41 3535.48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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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Bollen-Stine 大樣本 p 值及適配度校正 

本研究之 p 值為 .00（<.05），p 值顯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大樣本所造成，

一是模型適配度不佳，為釐清此一情形，Bollen、Stine（1992）建議利用

Bollen-Stine p 值校正。本研究樣本數大於 200，易造成 p 值顯著，故採用建議

的 Bollen Stine bootstrap p 值校正法，利用取出放回的重抽樣技術，修正模型卡

方值，檢驗模型配適度，兩個模型在經過 1000 次的 bootstrp 之後，均得到 1000

次模型適配良好結果，出現不適配模型的機率為 .001，表示最大概似法所估計

的 p 值顯著為大樣本所致，而非模型適配度不佳，因此使用此模型作為後續分

析。 

根據 Bollen-Stine Distributions 資料顯示，如下圖 4-1，1000 次 bootstrap 估

計的卡方值分配，為常態分配，平均卡方值（Mean）為 2029.899，比最大概似

法 3037.618 減少 1007.719，因此模型得到修正。利用 bootstap 估計的平均卡方

值，除以自由度 1506，得到 χ2∕df=1.35（因卡方值特性，自由度大於 100，p

值均小於 .05，則不再重新計算），調整後適配度指標如下表 4-16，指標更符合

適配度分析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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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6  

Bollen-Stine p correction 調整後適配度指標表（N = 608） 

適配度指標（理想數值） 

ＭodelⅠ 

（大陸數位出版大學生

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 

ＭodelⅡ 

（大陸數位出版大學生

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 

Bollen-Stine p correction 卡方值

χ2（愈小愈好） 
2029.90 2029.90 

適配度指標 GFI（> .9） .89 .89 

調整後適配度指標 AGFI（> .9） .88 .88 

均方根近似誤 RMSEA（< .5） .03 .03 

SRMR 0.730 0.724 

非正規適配指標 NNFI/TLI（> .9） .97 .97 

增值適配度指標 IFI（> .9） .97 .97 

比較適配指標 CFI（> .9） .97 .97 

Hoelter’s N（.05）（>200） 269.60 211.72 

期望交叉效度指標 ECVI（越小越

好） 
6.78 8.64 

AIC（越小越好） 2461.90 2461.90 

BIC（越小越好） 3303.09 3250.84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 

 1519.541 |* 

 1608.914 |* 

 1698.287 |*** 

 1787.660 |******** 

 1877.032 |*************** 

 1966.405 |******************* 

 2055.778 |******************* 

N = 1000 2145.151 |************** 

Mean = 2029.899 2234.523 |********* 

S. e. = 5.443 2323.896 |***** 

 2413.269 |** 

 2502.642 |* 

 2592.015 |* 

 2681.387 |* 

 2770.760 |* 

  |-------------------- 

圖 4-1  Bollen-Stine Distributions 卡方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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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多群組比較分析與影響因素路徑分析 

多群組比較分析使用 AMOS18.0 統計軟體，針對本研究臺灣與大陸數位出

版學生兩個群體樣本進行模型差異評估與影響因素路徑效果。 

壹、多群組分析模式設定 

本研究以價值態度、目標態度、期望態度、社會價值、社會目標、社

會期望、結果認知、績效認知及成就認知作為對學習行為的影響因素（行為態

度、主觀規範與認知行為控制）觀察項目。以行為態度、主觀規範與認知行為

控制三變項對依變項（行為意向與學習行為）的關係，以實線表示之。結構方

程模式的多群組比較分析，潛在變項以橢圓形表示，觀察變項以矩形表示，其

多群組分析模式設定如下圖 4-2、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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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AB：行為態度； SN：主觀規範； PBC：知覺行為控制； BI：行為意向；ALB：學習行

為；PU：知覺有用；PEU：知覺易用；PN：同儕規範；IR：教師意願；SE：自我效能；LA：

自主學習。 

圖 4-2  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之多群組分析模式設定示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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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AB：行為態度； SN：主觀規範； PBC：知覺行為控制； BI：行為意向；ALB：學習行

為；PU：知覺有用；PEU：知覺易用；PN：同儕規範；IR：教師意願；SE：自我效能；LA：

自主學習。 

圖 4-3  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之多群組分析模式設定示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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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多群組比較分析 

根據檢定結果，大陸與臺灣數位出版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之多群組比較資

料，在非限定（unconstrained）比較分析部分，表 4-16 Bollen-Stine p correction

調整後適配度指標，大陸與臺灣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

為模型其正定情形，顯示兩群組皆有達到正定且不錯的模型適配度，多群組比

較分析如下表 4-17。 

在量測權重（measurement weights）比較分析部份，顯示兩模型路徑係數

a1 至 a34 共 34 對路徑係數的因素負荷量係數關係（a1_1 至 a34_1 代表群組 1

之路徑係數，a1_2 至 a34_2 代表群組 2 之路徑係數），檢定結果卡方值（χ2）

增加 43.04，p = .14，未達 .05 顯著水準，表示結構中觀察變項的路徑係數無因

素負荷量係數相等；結構權重（structural weights）代表結構中的迴歸係數 b1

至 b9 共 9 對迴歸係數關係（b1_1 至 b9_1 代表群組 1 之路徑係數，b1_2 至

b9_2 代表群組 2 之路徑係數），檢定結果卡方值增加 .16.28，p = .06，未達 .05

顯著水準，表示這 9 對結構迴歸係數相等；結構共變異數（structural 

covariance）代表結構中的變異數及共變異數 ccc1 至 ccc15，以及 vvv1 至

vvv6，共 21 對變異數及共變異數關係（ccc1_1 至 ccc15_1 代表群組 1 之共變異

數，vvv1_1 至 vvv6_1 代表群組 1 之變異數，ccc1_2 至 ccc15_2 代表群組 2 之

共變異數，vvv1_2 至 vvv6_2 代表群組 2 之變異數），檢定結果卡方值增加

37.95，p = .01，達 .05 顯著水準，表示其共變異數至少有一對係數是不相等

的；測量殘差（measurement residuals）表示結構中的殘差係數 v1 至 v44 共 44

對殘差係數關係（v1_1 至 v44_1 代表群組 1 之路徑係數，v1_2 至 v44_2 代表群

組 2 之路徑係數），檢定結果卡方值增加 351.58，p = .00，達 .05 顯著水準，表

示結構中殘差係數至少有一對具有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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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臺灣與大陸數位出版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之多群組比較分析表 

模式比較 

（model 

comparison） 

非限定比較 

分析

（unconstrained） 

量測權重 

比較分析 

（measurement 

weights） 

結構權重

比較分析 

（structural 

weights） 

結構共變異

比較分析 

（structural 

covariance） 

結構殘差比

較分析 

（structural  

residuals） 

測量殘差比

較分析 

（measuremen

t residuals） 

卡方值（χ2） 3037.62 3080.66 3096.94 3134.89 3138.41 3486.47 

自由度（df） 1506 1540 1549 1570 1573 1614 

自由度增加值

（∆df） 
 34 9 21 3 44 

卡方增加值

（∆χ2） 
 43.04 16.28 37.95** 

3.52 
351.58*** 

顯著值（p 值） .00 .14 .06 .01 .32 .00 

比較適配指標

（CFI） 
.91 .91 .91 .91 .91 .89 

增加非正規適配

值（∆TLI） 
 -.00 .00 .00 .00 .02 

均方根近似誤

（RMSEA） 
.04 .04 .04 .04 .04 .04 

近似適配顯著值 

（P close fit）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p < .01，***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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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構模式路徑分析 

由表 4-18 與圖 4 可看出，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

為，有六個路徑係數顯著，分別為行為態度←知覺易用、主觀規範←同儕規

範、知覺行為控制←自主學習、行為意向←行為態度、行為意向←主觀規範，

以及行為意向←知覺行為控制，路徑係數分別為 .79、.65、.85、.25、.28

與.36。 

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有八個路徑關係顯著，

分別為行為態度←知覺易用、主觀規範←同儕規範、主觀規範←教師意願、知

覺行為控制←自主學習、行為意向←行為態度、行為意向←主觀規範、行為意

向←知覺行為控制，以及學習行為←知覺行為控制，路徑係數分別

為 .79、.58、.18、.61、.30、.28、.43 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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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結構模式路徑分析表 

路徑關係 路徑係數值 

大陸數位出版學生 

AB <--- PU 0.79 *** 

AB <--- PEU -0.05 

SN <--- PN 0.65 *** 

SN <--- IR -0.06 

PBC <--- SE -0.17 

PBC <--- LA 0.85 *** 

BI <--- AB 0.25 *** 

BI <--- SN 0.28 *** 

BI <--- PBC 0.36 *** 

ALB <--- BI 0.12 

ALB <--- AB 0.03 

ALB <--- PBC 0.10 

ALB <--- SN -0.04 

臺灣數位出版學生 

AB <--- PU 0.79 *** 

AB <--- PEU -0.08 

SN <--- PN 0.58 *** 

SN <--- IR 0.18 * 

PBC <--- SE 0.15 

PBC <--- LA 0.61 * 

BI <--- AB 0.30 *** 

BI <--- SN 0.28 *** 

BI <--- PBC 0.43 *** 

ALB <--- BI -0.03 

ALB <--- AB -0.10 

ALB <--- PBC 0.29 ** 

ALB <--- SN 0.01 

*p < .05，**p < .01，***p < .001

註：AB：行為態度； SN：主觀規範； PBC：知覺行為控制； BI：行為意向；ALB：學習行

為；PU：知覺有用；PEU：知覺易用；PN：同儕規範；IR：教師意願；SE：自我效能；LA：

自主學習。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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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意向 

行為 

態度 

.45 

.04 

.25*** 

主觀 

規範 

多群組比較分析適配度指標 

χ2  = 3037.62，p = .18 

df = 1506 

χ2∕df = 2.02 

GFI = .81，AGFI = .78 

RMSEA = .04 

Bootstrap 大樣本修正指標 

χ2  = 2029.90，df = 1506 

χ2∕df = 1.3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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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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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大陸與臺灣數位出版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比較圖 

【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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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統計資料結果分析與發現 

根據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及多群組分析資料，本研究茲針對研究假設，進行

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壹、研究結果分析 

一、研究結果一：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具有固定範型。 

根據 H01：假設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未具有固定

範型。研究結果拒絕 H01，接受對立假設。大陸與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

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有固定範型，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

技學習行為模式之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各變項具有整體模式的解釋力。 

（一）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各變項對整體模式具有

顯著解釋力 

研究假設 H01-A：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

各變項對整體模式無顯著解釋力。研究結果拒絕 H01-A，接受對立假

設。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達決斷值（CR）<.7、萃取變異量（AVE）<.5 的標準值（表示各變項

對整體模式的解釋力足夠）。 

（二）研究樣本與推估母群具有統計上的一致性 

研究假設 H01-B：研究樣本與推估母群無具有統計上的一致性。

研究結果拒絕 H01-B，接受對立假設。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學生新科技

學習行為調查樣本與推估母群之模型適配度，根據 Bollen-Stine p 

correction 調整後適配度指標，大陸與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

新科技學習行為調查樣本與推估母群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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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結果二：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有部分統

計上的顯著差異。 

根據 H02：假設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無統

計上的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部分拒絕 H02，部分接受對立假設。多群組比

較分析顯示，大陸與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模

式，在量測權重及結構權重比較分析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兩岸數位出版專

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無受到不同觀察變項的影響，模型的外衍潛

在變項及內衍潛在變項之間的關係也一致；結構共變異比較分析則達到顯

著差異，表示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受到不同一階

因素變項的影響。 

（一）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路徑係數具有相

同的因素負荷量 

研究假設 H02-A：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

模式路徑係數具有相同的因素負荷量。研究結果接受 H02-A，接受虛

無假設。兩岸數位出版專業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的量測權重比

較分析 p>.05（表示兩模式的觀察變項，量表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

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二）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結構具有相同的

迴歸係數 

研究假設 H02-B：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

模式結構具有相同的迴歸係數。研究結果接受 H02-B，接受虛無假

設。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的結構權重比

較分析 p>.05（表示兩模式的結構參數，二階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因素

負荷量，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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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結構具有相異的

共變異數 

研究假設 H02-C：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

模式結構具有相同的共變異數。研究結果拒絕 H02-C，接受對立假

設。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的結構共變異

比較分析 p<.05（表示兩模式的共變異參數，一階因素變項對二階變

項，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三、研究結果三：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變項間有

部分顯著的因果關係差異 

根據 H03：假設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變

項間無顯著的因果關係差異。研究結果部分拒絕 H03，接受對立假設。兩

者行為意向對新科技學習行為皆無顯著差異，但是一階影響因素（知覺有

用、知覺易用、同儕規範、教師意願、自我效能、自主學習）對新科技學

習行為影響的路徑係有顯著不同。 

（一）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的變項之間無顯

著的中介效果 

研究假設 H03-A：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

模式的變項之間無顯著的中介效果（完全、部分或無中介效果）差

異。研究結果接受 H03-A，拒絕對立假設。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之行為意向對新科技學習行為無顯著完全或部分

中介效果。 

（二）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具有相異的影響因素 

研究假設 H03-B：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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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相同影響因素。研究結果拒絕 H03-B，接受對立假設。大陸數

位出版專業領域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受到知覺有用、同儕規範及

自主學習的影響，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受

到知覺有用、同儕規範、教師意願及自主學習的影響。 

貳、研究發現 

一、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模型適配度良好，

樣本與母群具有統計上的一致性。 

從兩岸量表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結構模式分析及多群組比較分

析資料顯示（參照表 4-17），兩岸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模式適配

度佳，樣本與母群具有統計上的一致性（參照表 4-18 及圖 4-4）。根據多

群組資料分析顯示，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

適配度卡方值為 3037.62，p 值為.18，卡方值∕自由度為 2.02，GFI 值

為 .81，RMSEA 值為 .04，由於樣本數大於 200，採用 Bollen Stine 

bootstrap p 值校正法，χ2∕df=1.35，不適配模型機率 p 值為.001，顯示模

型適配度良好。 

二、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受到不同一階變項因素影響，兩岸新科技學

習行為皆受到「知覺有用」、「同儕規範」及「自主學習」的顯著影響，臺

灣大學生還受到「教師意願」的顯著影響 

從兩岸量表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多群組比較分析資料顯示（參

照表 4-17），結構共變異比較分析（structural covariance）檢定結果卡方值

增加 37.95，p = .01，達 .05 顯著水準，表示其共變異數至少有一對係數

是不相等的。兩岸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具有共變異數的差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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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與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一階變項因素也有顯著差異（參照表

4-18 及圖 4-4）。 

變項間的關係，兩岸主要差異在主觀規範的影響因素不同。兩岸新科

技學習行為模式的「行為態度」皆受到「知覺有用」顯著影響，大陸新科

技學習行為模式的「主觀規範」受到「同儕規範」的影響，台灣新科技學

習行為的「主觀規範」則同時受到「同儕規範」及「教師意願」的顯著影

響，兩岸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的「認知行為控制」皆受到「自主學習」顯

著影響。 

本研究從描述性統計發現（表 4-1 至表 4-3），兩岸大學生的習慣上網

時間皆為「隨時隨地」，上網目的在「學習」及「獲得新知」比例相近，

上網學習時間皆介於「1-3 小時」或「4-6 小時」，可以初步推測兩岸大學

生可能具有相類似的新科技學習行為。進一步探討行為態度影響因素的內

涵，由描述性統計（表 4-5 及表 4-7）可以發現兩岸學生遇到學習問題

時，皆傾向採用網路搜尋的方式解決問題，並且普遍認為新科技有助學

習。然而，仍然可以從描述性資料中看出兩岸的資訊文化差異，大陸學生

遇到學習問題時，傾向採用自行開發的入口搜尋引擎（如：百度），以及

通訊社群軟體（如：QQ 及微信）；臺灣大學生則傾向採用國際開發的入口

搜尋引擎（如：Google），以及影音社群平台或社交社群平台（如：

Youtube 或 Facebook）。 

主觀規範影響因素的內涵，從描述性統計發現（表 4-4），遇到學習問

題習慣採用的方法，兩岸大學生皆偏好「網路搜尋」及「同學討論」，不

同的是臺灣大學生「詢問師長」的比例明顯高於大陸大學生，可以呼應多

群組比較分析資料臺灣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受到「教師意願」的顯著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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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學生認為有助學習的新科技也有所不同，大陸學生傾向採用有助

於自我學習的新科技，例如：搜尋引擎（如：百度）及學習 APP（如：色

彩、設計相關 APP），臺灣學生除了傾向採用搜尋引擎（如：Google）及

學習 APP（如：色彩、設計相關 APP），亦認為影音視頻（如：

Youtube），以及雲端硬碟（如：google cloud）及線上協作編輯系統（如：

google doc）有助於學習。 

三、大陸大學生的「學習行為」無受到二階自變項的顯著影響，另一方面，臺

灣大學生的「學習行為」則受到「知覺行為控制」的顯著影響 

大陸與臺灣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一階變項因素有顯著差異（參

照表 4-18 及圖 4-4）。大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

中，「學習行為」無受到二階自變項的顯著影響。另一方面，臺灣數位出

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中，「學習行為」受到「知覺行為

控制」的顯著影響。可以從描述性統計發現（表 4-8 及表 4-10），從中分

析新科技對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自我覺知、人際關係與學習環

境的影響、新科技有助數位出版專業面向的學習，以及學習感受。臺灣大

學生的描述性資料也多高於大陸大學生，特別是在表 4-8，顯示臺灣大學

生在自我覺知及人際關係面向的新科技學習行為皆高於大陸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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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教師自我覺知的學科教學科技知識 

教師自我覺知的學科教學科技知識，編碼代號為 A。本節分為三部分，第

一部分為學科知識（CK），編碼代號 A01 至 A03，第二部分為教學知識

（PK），編碼代號 A04 至 A07，第三部分為科技知識（TK），編碼代號 A08

至 A10。 

壹、學科知識（CK） 

由表 4-19 資料分析專家學者對於教師自我覺知的學科知識內涵如下，分

別將專家學者所認為重要項目說明如下： 

一、課程的教學目標（A01）： 

大陸專家學者較注重的分別為技術訓練（專家學者 A、專家學者 C，

為免贅字以下僅呈現英文代碼）、實務創作（D、E）、理論知識（B、

C），其他如溝通表達（C）、創意思考（D）、情意態度（D）、美感能力

（D）與內容創作（C）等。 

臺灣專家學者較注重的分別為 1.技術訓練（F、G、H），2. 實務創作

（F、G），其他如動機引發（F）、產業品質標準（G）、理論知識（H）、

美感能力（H）、內容創作（H）。 

二、學生修課應具備的專業態度、知識及技能（A02）： 

大陸專家學者較注重的分別為 1.基礎理論知識（A、C、E），2. 熱情

興趣（A、D）、合作溝通能力（C、E），其他如問題解決能力（B）、自

學能力（E）、手繪能力（E）等。 

臺灣專家學者較注重的分別為軟體操作技術（F、G），其他如基礎理

論知識（G）、自學能力、手繪能力、美感能力、造型設計能力及立體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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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能力（H）等。 

三、教學上特別重視的專業內容，或學生目前待加強的項目（A03）： 

大陸每位專家學者皆不同，如基礎知識（A）、理論興趣（B）、內容

編創、策劃能力及文學素養（C）、創意思維（D）、交互設計及產品設計

（E）。 

臺灣每位專家學者皆不同，如著作權概念（F）、版面規劃設計

（G）、自學能力、創作動機、軟體熟悉度及市場理論（H）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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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教師自我覺知的學科教學科技知識－學科知識（CK） 

專家學者 課程的教學目標 

（A01） 

學生修課應具備

的專業態度、知

識及技能 

（A02） 

教學上特別重視

的專業內容，或

學生目前待加強

的項目 

（A03） 

大陸 專家 A 技術訓練 熱情興趣 

基礎理論知識 

基礎知識 

 專家 B 理論知識 問題解決能力 理論興趣 

 專家 C 理論知識 

內容創作 

技術訓練 

溝通表達 

基礎理論知識 

合作溝通能力 

內容編創、策劃能

力及文學素養 

 專家 D 美感能力 

創意思考 

情意態度 

實務創作 

熱情興趣 創意思維 

 專家 E 實務創作 基礎理論知識 

手繪能力 

合作溝通能力 

自學能力 

交互設計及產品

設計 

臺灣 專家 F 動機引發 

技術訓練 

實務創作 

軟體操作技術 著作權概念 

 專家 G 技術訓練 

實務創作 

產業品質標準 

基礎理論知識 

軟體操作技術 

版面規劃設計 

 專家 H 理論知識 

美感能力 

內容創作 

技術訓練 

自學能力、手繪

能力、美感能

力、造型設計能

力及立體辨識能

力 

自學能力、創作

動機、軟體熟悉

度及市場理論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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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知識（PK） 

由表 4-20 資料分析專家學者對於教師自我覺知的教學知識內涵如下： 

一、如何喚起學生學習動機（A04）： 

大陸專家學者較注重的為學習目標引導（專家學者 D、專家學者 E，

為免贅字以下僅呈現英文代碼），其他如鼓勵與競爭、以競賽代替練習及

給予自由發揮空間（A）、案例解說分享（B）、同質分層教學方式（C）、

公開展覽及（D）等。 

臺灣專家學者較注重的為案例解說分享（F、H），其他如因應學習需

求、嚴格點名及活潑授課方式（G）。 

二、教材如何準備（A05）： 

（一）在教材內容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多採用 1.時事案例（C、D、E），以及自編教材

（A、B、D），2.網路資源（A、E），其他如證照考試教材（B）與書

籍、微信公眾號（E）等。 

臺灣專家學者多採用 1. 實務經驗（F、G、H），2. 時事案例

（F、G），以及專家演講（F、G），其他如調查報告（G）及自編教材

（H）等。 

（二）在教材形式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多採用 1.PPT 或 Keynote 簡報（B、D），2. 紙本或

電子的教科書（C、D），其他如線上或自製教學影片、線上課程網站

（A）、自編紙本或電子講義（D）。 

臺灣專家學者多採用 PPT 或 Keynote 簡報（F、G），以及自編紙

本或電子講義（F、G），其他如線上或自製教學影片（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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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時習慣採用那些教學法（A06）： 

大陸專家學者多採用 1.案例教學法（C、D、E），2.講述演示（A、

B）、課堂作業或計劃參與實作（D、E）及報告展示（B、D），其他如作

業考試（B）等。 

臺灣專家學者多採用案例教學法（F、H）及講述演示（G、H），其

他如課堂作業或計劃參與實作（G）、繪圖法（F）、個別指導、提問法

（G）、討論法（H）等。 

四、如何與產業實務結合（A07）： 

大陸專家學者多採用 1.計畫參與（C、D、E）及競賽參與（A、E），

2.企業參訪（B、C）及專題演講（A、C），其他如實習或產業培訓、產

業宣傳活動及產業實驗室（A）、校級合作基地、案例教學（C）。 

臺灣專家學者多採用 1.計畫參與（F、G、H），2.企業參訪（F、H）

及自身產業實務經驗（G、H），其他如實習或產業培訓及專題演講（F）

競賽參與及研討會參與（G）、業師協同教學等（H）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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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教師自我覺知的學科教學科技知識－教學知識（PK） 

專家學者 如何喚起學

生學習動機

（A04） 

教材如何準備

（A05） 

教學時習慣

採用那些教

學法（A06） 

如何與產業

實務結合

（A07） 

大陸 專家 A 鼓勵與競爭、

以競賽代替

練習及給予

自由發揮空

間 

教材內容： 

自編教材 

網路資源 

教材型式： 

線上或自製教學

影片 

線上課程網站 

講述演示 

  

競賽參與 

專題演講 

實習或產業

培訓、產業

宣傳活動及

產業實驗室 

 專家 B 案例解說分

享 

教材內容： 

自編教材 

證照考試教材 

教材型式： 

PPT 或 Keynote

簡報 

 

講述演示 

報告展示 

作業考試 

企業參訪 

 專家 C 同質分層教

學方式 

教材內容： 

時事案例 

教材型式： 

紙本或電子的教

科書 

案例教學法 計畫參與 

企業參訪 

專題演講 

校級合作基

地及案例教

學 

 專家 D 學習目標引

導 

公開展覽 

教材內容： 

時事案例 

自編教材 

教材型式： 

紙本或電子的教

科書 

PPT 或 Keynote

簡報 

自編紙本或電子

講義 

案例教學法 

課堂作業或

計劃參與實

作 

報告展示 

計畫參與 

 

（承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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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4-20） 

 

專家學者 如何喚起學

生學習動機

（A04） 

教材如何準備

（A05） 

教學時習

慣採用那

些教學法

（A06） 

如何與產業

實務結合

（A07） 

大陸 專家 E 學習目標引

導 

教材內容： 

時事案例 

網路資源 

書籍、微信公眾號 

教材型式： 

PPT、Keynote 簡報 

案例教學

法 

課堂作業

或計劃參

與實作 

競賽參與 

計畫參與 

臺灣 專家 F 案例解說分

享 

教材內容： 

時事案例 

實務經驗 

專家演講 

教材型式： 

PPT 或 Keynote 簡

報 

自編紙本或電子講

義 

案例教學

法 

繪圖法 

 

計畫參與 

企業參訪 

實習或產業

培訓，以及

專題演講 

 專家 G 因應學習需

求、嚴格點名

及活潑授課

方式 

教材內容： 

實務經驗 

時事案例 

專家演講 

調查報告 

教材型式： 

PPT 或 Keynote 簡

報 

自編紙本或電子講

義 

講述演示 

課堂作業

或計劃參

與實作 

個別指導、

提問法 

計畫參與 

自身產業實

務經驗 

競賽參與及

研討會參與 

 專家 H 案例解說分

享 

教材內容： 

實務經驗 

自編教材 

教材型式： 

線上或自製教學影

片 

案例教學

法 

講述演示 

實務分析

討論法 

計畫參與 

企業參訪 

自身產業實

務經驗 

業師協同教

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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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科技知識（TK） 

由表 4-21 資料分析專家學者對於教師自我覺知的科技知識內涵如下： 

一、日常所使用的社群軟體（A08）： 

大陸專家學者較常使用的為 1.通訊社群軟件（專家學者 A、B、C、

D、E，為免贅字以下僅呈現英文代碼），其他如社交社群軟件（C）。 

臺灣專家學者較常使用的為 1.通訊社群軟件（F、G、H），2.社交社

群軟件（G、H），其他如影音社群平台（H）。 

二、常用的搜尋引擎（A09）： 

大陸專家學者較常使用的為 1.入口搜尋引擎（A、C、D、E），2. 社

交社群平台（B、D），其他如協作知識平台（B）、企業網站（B）、影音

搜尋平台（E）等。 

臺灣專家學者較常使用的為入口搜尋引擎（F、G、H），其他如影音

搜尋平台（F）、圖書館電子資源平台（F）、協作知識平台（G）。 

三、新科技電腦設備有哪些（A10）： 

大陸專家學者較常使用的為 1.各式行動載具（A、B、C、D、E），

2.桌上型電腦（B、D、E）。 

臺灣專家學者較常使用的為 1.各式行動載具（F、G、H），2.桌上型

電腦（F、H），其他如立體螢幕及投影機（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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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教師自我覺知的學科教學科技知識－科技知識（TK） 

專家學者 日常所使用的社

群軟件（A08） 

常 用 的 搜 尋 引 擎

（A09） 

新科技電腦設備

有哪些（A10） 

大陸 專家 A 通訊社群軟件 入口搜尋引擎 各式行動載具 

 專家 B 通訊社群軟件 協作知識平台 

企業網站 

社交社群平台 

各式行動載具、

桌上型電腦 

 專家 C 通訊社群軟件 

社交社群軟件 

入口搜尋引擎 各式行動載具 

 專家 D 通訊社群軟件 入口搜尋引擎 

社交社群平台 

各式行動載具 

桌上型電腦 

 專家 E 通訊社群軟件 入口搜尋引擎 

影音搜尋平台 

各式行動載具、

桌上型電腦 

臺灣 專家 F 通訊社群軟件 入口搜尋引擎 

影音搜尋平台 

圖書館電子資源平台 

桌上型電腦 

各式行動載具 

 專家 G 社交社群軟件 

通訊社群軟件 

入口搜尋引擎 

協作知識平台 

各式行動載具 

 專家 H 社交社群軟件 

通訊社群軟件 

影音社群平台 

 

入口搜尋引擎 各式行動載具 

桌上型電腦 

立體螢幕及投影

機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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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教師將新科技應用在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現況 

教師將新科技應用在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現況，編碼代號為 B。本節分為

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學科教學知識（PCK），編碼代號 B01 至 B03，第二部分

為科技教學知識（TPK），編碼代號 B04 至 B06，第三部分為科技學科知識

（TCK），編碼代號 B07 至 B08。 

壹、學科教學知識（PCK） 

由表 4-22 資料分析專家學者對於學科教學知識內涵如下： 

一、學科專業與教學知識如何結合（B01）： 

大陸專家學者較注重的分別為 1. 企劃實作（專家學者 C、D、E，為

免贅字以下僅呈現英文代碼），2. 講述法（B、E）、案例法（B、C）與

分組教學（A、B），其他如任務驅動（A）、課堂報告（A）、示範教學

（E）等。 

臺灣專家學者較注重的分別為 1. 案例法（F、G、H），2. 企劃實作

（G、H）與示範教學（F、H），其他如編序教學（F）、同儕教學（F）、

團隊合作學習（F）、故事法（G）、圖示法（G）等。 

二、對數位出版專業教學上看法（B02）： 

（一）在師生互動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主要採用提問法（A、B、E），其他如課後研討

（C）、線上社群互動（D）。 

臺灣專家學者在師生互動方面，如郵件聯繫溝通（G）、線上社群互

動（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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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補救教學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主要採用課後個別輔導（A、C、D），其他如同儕協

助（B）。 

臺灣專家學者在補救教學方面主要採用 1.同儕協助（F、G、H），2.

個別指導（G、H）。 

（三）在同儕協作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主要採用跨領域團隊合作（D、E）。 

臺灣專家學者意見較無一致，如跨領域團隊合作（G）、分組團隊合

作（H）、同儕互評（H）。 

（四）在延伸學習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主要採用線上社群知識分享（D、E），其他如個別指

導（C）、競賽輔導（C）、數位圖書館（D）計畫參與（D）、展覽參觀

（E）、工作坊參與（E）。 

臺灣專家學者在延伸學習方面，主要採用線上社群知識分享（G、

H），其他如社團參與（F）、計畫參與（F）、展覽參觀（F）、研討會參

與（F）、企業參訪（F）、戶外教學（F）、論文發表（F）。 

三、目前遇到教學上的困難（B03）： 

大陸專家學者普遍認為較困難為團隊合作時學生缺乏團隊意識（A、

C）及科技變化與教學資源的困難（D、E），其他如授課人數過多

（B）。 

臺灣陸專家學者普遍認為較困難為團隊合作時學生缺乏團隊意識

（G、H），其他如科技變化與教學資源的困難（F）、授課人數過多

（H）、學生學習動機低（H）、短視及缺乏變通（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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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教師將新科技應用在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現況－學科教學知識（PCK） 

 專家學

者 

學科專業與

教學知識如

何 結 合

（B01） 

對數位出版專業教學上看法

（B02） 

目前遇到教學

上 的 困 難

（B03） 

大陸 專家 A 分組教學 

任務驅動 

課堂展示 

師生互動：提問法 

補救教學：課後個別輔導 

團隊合作時學

生缺乏團隊意

識 

 專家 B 講述法 

案例法 

分組教學 

師生互動：提問法 

補救教學：同儕協助 

授課人數過多 

 

 專家 C 案例法 

企劃實作 

 

師生互動：課後研討 

補救教學：課後個別輔導 

延伸學習：個別指導、競賽輔

導 

團隊合作時學

生缺乏團隊意

識 

 專家 D 企劃實作（結

合真實課題） 

 

師生互動：線上社群互動 

補救教學：課後個別輔導 

延伸學習：數位圖書館、線上

社群資源分享、計畫參與 

同儕協作：跨領域團隊合作 

科技變化與教

學資源的困難 

 

 專家 E 講授法 

企劃實作 

示範教學 

師生互動：提問法 

延伸學習：展覽參觀、線上社

群知識分享、工作坊參與 

同儕協作：跨領域團隊合作 

科技變化與教

學資源的困難 

（承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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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4-22） 

 專家學

者 

學科專業與

教學知識如

何 結 合

（B01） 

對數位出版專業教學上看法

（B02） 

目前遇到教學

上 的 困 難

（B03） 

臺灣 專家 F 案例法 

編序教學 

示範教學 

同儕教學 

團隊合作學

習 

補救教學：同儕協助 

延伸學習：展覽參觀、研討會

參與、社團參與、企業參訪、

戶外教學、論文發表、計畫參

與等 

科技變化與教

學資源的困難 

 專家 G 案例法 

故事法 

圖示法 

企劃實作 

 

師生互動：郵件聯繫溝通 

補救教學：個別指導、同儕協

助 

延伸學習：線上社群知識分享 

同儕協作：跨領域團隊合作 

團隊合作時學

生缺乏團隊意

識 

 專家 H 案例法 

示範教學 

企劃實作（結

合競賽） 

師生互動：線上社群互動 

補救教學：個別指導、同儕協

助 

延伸學習：線上社群知識分享 

同儕協作：分組團隊合作、同

儕互評 

授課人數過多 

學生學習動機

低 

短視及缺乏變

通 

團隊合作時學

生缺乏團隊意

識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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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科技教學知識（TPK） 

由表 4-23 資料分析專家學者對於科技教學知識內涵如下： 

一、教學時，通常應用哪些新科技工具或平台（B04）： 

大陸專家學者較多採用的是 1. 社群平臺或 APP（專家學者 A、B、

C、D、E，為免贅字以下僅呈現英文代碼），2. 學校教學管理系統（C、

D）、線上課程平臺（A、D）、搜尋引擎（D、E）及雲端空間（D、E），

其他如簡報（B）、知識應用型網站或 APP（A）、行動載具（A）、影音

平臺（B）、學術資料庫（C）、信箱（E）。 

臺灣專家學者較多採用的是信箱（F、G）、學校管理系統（F、G）

及影音平臺（G、H），其他如社群平臺或 APP（H）。 

二、學生通常採用的新科技（B05）：兩岸專家學者皆認為學生通常都採用自行

尋找的新科技。 

大陸專家學者認為較多採用的是社群平臺或 APP（A、C、E），其他

採用的新科技工具或平台如專業繪圖工具（A）、行動載具（B）、知識應

用型網站或 APP（D）。 

臺灣專家學者認為較多採用的是社群平臺或 APP（F、G）、影音平臺

（H）雲端空間（G）。 

三、應用方法、使用效益、學生投入程度或困難（B06）： 

大陸專家學者認為有助豐富課程內容（B、E）及有助引發學習動機

（C、D），其他如有助知識分享（A）與有助及時回饋學習成效（C）、

增加教學工作準備的困難（C）、網路資訊影響創造力的困難（D）等。 

臺灣專家學者認為有助增加師生互動（F）、有助知識分享（F）、網

路資訊誤用的困難（G）、網路資訊英文閱讀障礙的困難（H）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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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教師將新科技應用在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現況－科技教學知識（TPK） 

專家學者 教學時，通常應用哪

些新科技工具或平台

（B04） 

學生通常採用的

新科技（B05） 

應用方法、使用效

益、學生投入程度

或困難（B06） 

大陸 專家 A 社群平臺或 APP 

線上課程平臺 

知識應用型網站或

APP 

行動載具 

（自行尋找） 

社群平臺或 APP 

專業繪圖工具 

有助知識分享 

 專家 B 簡報 

影音平臺 

社群平臺或 APP 

（自行尋找） 

行動載具 

有助豐富課程內容 

 專家 C 學校教學管理系統 

社群平臺或 APP 

學術資料庫 

 

（自行尋找） 

社群平臺或 APP 

 

有助及時回饋學習

成效 

有助引發學習動機 

增加教學工作準備

的困難 

 專家 D 搜尋引擎 

社群平台或 APP 

學校管理系統 

雲端空間 

（自行尋找） 

知識應用型網站

或 APP 

有助引發學習動機 

網路資訊影響創造

力的困難 

 專家 E 搜尋引擎 

社群平台或 APP  

信箱 

雲端空間 

（自行尋找） 

社群平臺或 APP 

有助豐富課程內容 

臺灣 專家 F 學校管理系統 

信箱 

（自行尋找） 

社群平臺或 APP 

有助知識分享 

有助增加師生互動 

 

 專家 G 信箱 

影音平臺 

學校管理系統 

 

（自行尋找） 

社群平臺或 APP 

雲端空間 

網路資訊誤用的困

難 

 專家 H 影音平臺 

社群平台或 APP 

（自行尋找） 

影音平臺 

網路資訊英文閱讀

障礙的困難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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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科技學科知識（TCK） 

由表 4-24 資料分析專家學者對於科技學科知識內涵如下： 

一、數位出版專業與科技結合（B07）： 

（一）在教學資源準備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意見無一致，如線上課程平台（專家學者 A，為免贅

字以下僅呈現英文代碼）、社群平台或 APP（C）、學校管理系統（D）、

知識應用型網站或 APP（E）。 

臺灣專家學者在教學資源準備方面，意見無一致，如搜尋引擎

（F）、影音平台（F）、雲端空間（H）。 

（二）在師生互動與教學資源分享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一致採用的方式為社群平台或 APP（A、B、C、D、

E），其他如線上課程平台（A）、信箱（B）、學校管理系統（D）。 

臺灣專家學者在師生互動與教學資源分享方面，較常採用的方式為

雲端空間（G、H）其他如信箱（F），、社群平台或 APP（G）。 

（三）在教學訓練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建議採用線上課程平台（A）。 

臺灣專家學者在教學訓練方面，專家學者建議採用影音平台（G、

H）、其他如、專業軟體（H）。 

二、學生採用新科技做為那些方面的學習？（B08）： 

（一）在專業知識查找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認為較多採用的是搜尋引擎（C、D）及社群平台或

APP（A、D），其他如數字圖書館（D）、知識應用型網站或 A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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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專家學者認為如搜尋引擎（H）及創用 CC 平台（H）。 

（二）在同儕互動與團隊協作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認為學生較常採用的方式為社群平台或 APP（A、B、

C）。 

臺灣專家學者認為學生較常採用的方式為社群平台或 APP（F、H）。 

（三）在專業技術熟練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認為學生較常採用的方式為參加社團及、比賽（D）。 

臺灣專家學者認為學生較常採用影音平台（H）、專業軟體網站

（H）、搜尋引擎（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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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教師將新科技應用在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現況－科技學科知識（TCK） 

專家學

者 

數位出版專業與科技結合

（B07） 

學生採用新科技做為那些方面的

學習（B08） 

大陸 專家 A 教學資源準備：線上課程平台 

師生互動與教學資源分享：線

上課程平台、社群平台或 APP 

教學訓練：線上課程平台 

專業知識查找：社群平台或 APP 

同儕互動與團隊協作：社群平台

或 APP 

專家 B 師生互動與教學資源分享：社

群平台或 APP 、信箱 

同儕互動與團隊協作：社群平台

或 APP 

專家 C 教學資源準備：社群平台或

APP 

師生互動與教學資源分享：社

群平台或 APP 

同儕互動與團隊協作：社群平台

或 APP 

專業知識查找：搜尋引擎 

專家 D 教學資源準備：學校管理系統 

師生互動與教學資源分享：學

校管理系統、社群平台或 APP 

專業知識查找：搜尋引擎、數字圖

書館、社群平台或 APP 

專業技術熟練：參加社團及、比賽 

專家 E 教學資源準備：知識應用型網

站或 APP 

師生互動與教學資源分享：社

群平台或 APP 

專業知識查找：知識應用型網站

或 APP 

臺灣 專家 F 教學資源準備：搜尋引擎、影音

平台 

師生互動與教學資源分享：信

箱 

同儕互動與團隊協作：社群平台

或 APP 

專家 G 教學訓練：影音平台、專業軟體 

師生互動與教學資源分享：雲

端空間、社群平台或 APP 

－ 

專家 H 教學資源準備：雲端空間 

教學訓練：影音平台 

專業知識查找：搜尋引擎、創用

CC 平台 

專業技術熟練：影音平台、專業軟

體網站、搜尋引擎 

同儕互動與團隊協作：社群平台

或 APP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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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對於未來數位出版專業透過新科技教與學的看法 

對於未來數位出版專業透過新科技來教與學的看法，編碼代號為 C。本節

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管理與創新，編碼代號 C01 至 C05，第二部分為

教學領導與評，編碼代號 C06 至 C08，第三部分為學校應用發展與策，編碼代

號 C09。 

壹、個人管理與創新 

由表 4-25 資料分析專家學者對於個人管理與創新內涵如下： 

一、新科技如何與專業教學結合？（C01）： 

（一）在應用方式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較常採用的方式為 1.專業知識管理與分享（專家學者

B、C、D、E，為免贅字以下僅呈現英文代碼），2.遊戲創新教學（A、

C）。 

臺灣專家學者較常採用的方式為專業知識管理與分享（F、G、H）。 

（二）在教學輔助工具方面： 

大陸專家學者較常採用的方式為 1.社群型 APP（A、C、D、E），2.

知識應用型 APP（A、D、E）及行動載具（A、C、E），其他如學校教

學管理平台（D）。 

臺灣專家學者較常採用的方式為 1.社群型 APP（G、H），2.行動載具

（G、H），其他如影音平臺（H）。 

二、數位出版的教學內容如何數位化（C02）： 

大陸專家學者偏好的數位化型式為 1. 簡報檔案（B、C、D、E），

2.文件檔案（C、D），其他如教學影片（A）、課程網站（A）。 

 



160 

臺灣專家學者偏好的數位化型式為簡報檔案（F、G），其他如文件

檔案（A）、雲端書櫃檔案（A）、教學影片（H）。 

三、教學的成果如何推廣行銷（C03）： 

大陸專家學者偏好的推廣行銷方式為 1. 教學空間平臺展示（A、

D），2. 競賽推廣（B、E），其他如展覽舉辦（B）、論文集發表（B）、社

群傳播（C）、團體會員參與（E）。 

臺灣專家學者偏好的推廣行銷方式較無一致，分別為競賽推廣

（F）、展覽舉辦（F）、專題演講（F）、雲端書櫃平臺展示（G）、影音社

群平臺展示（H）。 

四、知識管理與大數據如何用在專業上應用（C04）： 

大陸專家學者偏好的應用方式較無一致，分別為學習資源下載量評

估學生學習效果（A）、課堂監管（B）、協力廠商機構的資料分析（D）、

利用檔案編目邏輯來管理專業知識（E）。 

臺灣專家學者偏好的應用方式較無一致，分別為出席率、作業掃描

存檔評估學生學習效果（F）、利用檔案編目邏輯來管理專業知識（G）。 

五、雲端協作軟體、碎形化知識在數位出版的應用（C05）： 

大陸專家學者偏好的應用方式，在雲端協作方面為檔案傳輸與社群

協作（A、E）；在碎形化知識方面，則為社群管理或分享零碎有用知識

（A、D、E）。 

臺灣專家學者偏好的應用方式，在雲端協作方面為檔案傳輸與社群

協作（H）；在碎形化知識方面，則為社群管理或分享零碎有用知識

（F、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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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對於未來數位出版專業透過新科技來教與學的看法－個人管理與創新 

專家學者 數位出版專業與

科技結合（C01） 

數 位 出

版 教 學

內 容 的

數 位 化

（C02） 

教學成果

的推廣行

銷（C03） 

知 識 管

理 與 大

數 據 在

專 業 上

應 用

（C04） 

雲端協作

軟體、碎

形化知識

在數位出

版的應用

（C05） 

大陸 專家

A 

應用方式：遊戲創

新教學、專業知識

管理與分享 

教學輔助工具：社

群型 APP、行動載

具、知識應用型

APP 

課 程 網

站 

教 學 影

片 

教學空間

平臺展示 

學 習 資

源 下 載

量 評 估

學 生 學

習效果 

雲端協

作：檔案

傳輸與社

群協作 

碎形化知

識：社群

管理或分

享零碎有

用知識 

 專家

B 

應用方式：專業知

識管理與分享 

 

簡 報 檔

案 

競賽推廣 

展覽舉辦 

論文集發

表 

課 堂 監

管 

── 

 專家

C 

應用方式：遊戲創

新教學、專業知識

管理與分享 

教學輔助工具：社

群型 APP、行動載

具 

文件檔

案 

簡 報 檔

案 

社群傳播 ── ── 

 專家

D 

應用方式：專業知

識管理與分享 

教學輔助工具：學

校教學管理平台、

社群型 APP、知識

應用型 APP 

文件檔

案 

簡 報 檔

案 

教學空間

平臺展示 

協 力 廠

商 機 構

的 資 料

分析 

碎形化知

識：社群

管理或分

享零碎有

用知識 

（承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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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4-25） 

專家學者 數位出版專業與

科技結合（C01） 

數 位 出

版 教 學

內 容 的

數 位 化

（C02） 

教學成果

的推廣行

銷（C03） 

知識管理

與大數據

在專業上

應 用

（C04） 

雲端協作

軟體、碎形

化知識在

數位出版

的 應 用

（C05） 

大陸 專家

E 

應用方式：專業

知識管理與分享 

教學輔助工具：

社群型 APP、知

識應用型 APP、

行動載具 

 

簡 報 檔

案 

競賽推廣 

團體會員

參與 

利用檔案

編目邏輯

來管理專

業知識 

 

雲端協作：

檔案傳輸

與社群協

作 

碎形化知

識：社群管

理或分享

零碎有用

知識 

臺灣 專家

F 

應用方式：專業

知識管理與分享 

文件檔

案 

簡報檔

案 

 

展覽舉辦 

專題演講 

競賽推廣 

 

出席率、

作業掃描

存檔評估

學生學習

效果 

碎形化知

識：社群

管理或分

享零碎有

用知識 

 專家

G 

應用方式：專業

知識管理與分享 

教學輔助工具：

社群型 APP、行

動載具 

 

簡報檔

案 

雲端書

櫃檔案 

雲端書櫃

平臺展示 

利用檔案

編目邏輯

來管理專

業知識 

碎形化知

識：社群

管理或分

享零碎有

用知識 

 專家

H 

應用方式：專業

知識管理與分享 

教學輔助工具：

社群型 APP、影

音平臺、行動載

具 

 

教學影

片 

影音社群

平臺展示 

── 雲端協

作：檔案

傳輸與社

群協作 

碎形化知

識：社群

管理或分

享零碎有

用知識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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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領導與評量 

由表 4-26 資料分析專家學者對於教學領導與評量內涵如下： 

一、如何應用新科技掌握學生學習？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以及評量學生的學習

成效（C06）： 

大陸專家學者看法較不一致，分別為透過教學評量的即時互動（專

家學者 A，為免贅字以下僅呈現英文代碼）、做中學的教學方式（B）、

透過社群科技督促學生學習（C）、新科技引發興趣（D）。 

臺灣專家學者看法較不一致，分別為透過新科技引發興趣（F）、教

學評量的即時互動（F）、透過社群科技督促學生學習（H）。 

二、課程應藉由哪些活動，適當的透過新科技增進有效教學（C07）： 

大陸專家學者較注重的為.透過新科技讓學習過程更有效益（A、

C）。 

臺灣專家學者看法較不一致，分別為透過新科技即時回饋學習成效

（F）、透過新科技做為學習過程的評量依據（H）等。 

三、教師應如何輔導學生正確的使用新科技（C08）： 

大陸專家學者較注重的分別為引導專業知識的獲取（A、B、D、

E）、避免過度使用新科技（B、C），其他如增加師生互動（D）等。 

臺灣專家學者較注重的分別為教導數位版權觀念（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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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教師將新科技應用在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現況－教學領導與評量 

專家學者 應用新科技掌握學生

學習（C06） 

課程透過新科

技增進有效教

學（C07） 

輔導學生正確的使

用新科技（C08） 

大陸 專家 A 教學評量的即時互動 透過新科技讓

學習過程更有

效益 

引導專業知識的獲

取 

 專家 B 做中學的教學方式 ── 引導專業知識的獲

取 

避免過度使用新科

技 

 專家 C 透過社群科技督促學

生學習 

透過新科技讓

學習過程更有

效益 

避免過度使用新科

技 

 專家 D 透過新科技引發興趣 ── 增加師生互動 

引導專業知識的獲

取 

 專家 E ── ── 引導專業知識的獲

取 

臺灣 專家 F 透過新科技引發興趣 

教學評量的即時互動 

透過新科技即

時回饋學習成

效 

教導數位版權觀念 

 專家 G ── ── ── 

 專家 H 透過社群科技督促學

生學習 

透過新科技做

為學習過程的

評量依據 

教導數位版權觀念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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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應用發展與策略 

由表 4-27 資料分析專家學者對於學校應用發展與策略內涵如下： 

一、未來學校應提供那些政策措施、軟硬體的提升，使教師應用新科技在教學

上更有效益（C09）： 

大陸專家學者較注重的分別為教師科技學習輔導方案（專家學者

C、D，為免贅字以下僅呈現英文代碼）、重視教學的管理環境（D、

E），其他如學生作品展示平臺（A）、碎片化資源平臺（A）、教師教學管

理系統改善（B）、協同創新平臺（B）、適當軟硬體的提供（E）等。 

臺灣專家學者較注重的為適當軟硬體的提供（F、G），其他如教師

教學管理系統改善（H）等。 

表 4-27  

教師將新科技應用在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現況－學校應用發展與策略 

專家學者 學校政策措施、軟硬體的提升（C09） 

大陸 專家 A 學生作品展示平臺 

碎片化資源平臺 

 專家 B 教師教學管理系統改善 

協同創新平臺 

 專家 C 教師科技學習輔導方案 

 專家 D 教師科技學習輔導方案 

重視教學的管理環境 

 專家 E 適當軟硬體的提升 

重視教學的管理環境 

臺灣 專家 F 適當軟硬體的提升 

 專家 G 適當軟硬體的提升 

 專家 H 學校教學管理系統改善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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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訪談資料結果分析與發現 

綜合以上分析資料，本研究歸納以下小結，做為下一章節研究結論依據。 

壹、兩岸教師自我覺知的學科知識、教學知識及科技知識 

一、兩岸教師學科知識（CK） 

兩岸教師在教學目標非常相近，教學目標皆首要重視技術訓練及實務創

作。學生修課應具備的專業態度、知識及技能，大陸專家學者較注重基礎理論

知識，臺灣專家學者較注重軟體操作技術。教學上特別重視的專業內容或學生

目前待加強的項目，大陸與臺灣每位專家學者皆不同。 

（一）課程教學目標方面 

兩岸專家學者首要重視的是技術訓練方面，但是在技術熟悉的要求

上還是有些微差異，大陸專家學者認為學生能夠掌握或了解軟體即可，

臺灣專家學者則認為技術的熟練與訓練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兩岸專家

學者亦重視實務創作，然而，大陸專家學者習慣將計畫或競賽融入課程

中達到實務創作的目的，臺灣專家學者偏好採以實務標準融入課程作業

中。 

在技術訓練方面，如大陸專家學者（A）：對於技術方面，我對學生

其實沒有過多的要求，能夠掌握一些電腦的基本使用能力就差不多了。

大陸專家學者（C）：不一定要會用或去操作，但是，學生要能瞭解現

在軟體已經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了，能夠實現那些特效，這些軟體都有

哪些基本的功能，那些軟體市場需求比較好，不同軟體的優缺點。如臺

灣專家學者（F）：以技術訓練與實務創作為教學目標。臺灣專家學者

（G）：我的課程主要著重在技術熟練及實作。臺灣專家學者（H）：使

用教授之軟體執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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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創作方面，如大陸專家學者（D）：能夠更多的參與公司或企

業的具體合作專案，培養學生真正的設計能力；所以，在我的課程裡

面，我會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參與項目。大陸專家學者（E）：我們的

特點是課程跟比賽結合，帶學生進行全流程的策劃，包括：選題策畫、

調研、分析、資訊架構、交互設計、視覺設計等流程都要完成。如臺灣

專家學者（F）：以技術訓練與實務創作為教學目標。臺灣專家學者

（G）：我比較在乎學生是否有把業界要求的標準確實的呈現在作品

裡。 

（二）學生修課應具備的專業態度、知識及技能 

兩岸專家學者在此方面有部分差異，兩岸專家學者皆認為學生應具

備基礎理論知識，除此之外大陸專家學者還認為學生應具備熱情興趣及

溝通合作的能力，臺灣專家學者則認為學生應軟體操作能力。 

如大陸專家學者（A）：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興趣，另外就是對數字

出版理論的瞭解是比較重要的。大陸專家學者（C）：各方面知識結構

要有一些瞭解，知識的寬度是要有的，然後是某一方面知識的積累，在

某一塊的精度要做到很高，然後在往下的就是協作能力，這樣才能跟別

人合作。大陸專家學者（E）：專業的基礎、造型能力、設計能力、合

作及溝通的能力，還有自學能力要強。 

如臺灣專家學者（F）：電子書製作與出版則須具備 Illustrator、

Photoshop 及 InDesign 的基礎操作能力。臺灣專家學者（G）：首先要對

出版有基本概念的瞭解、書籍排版的基本技巧，以及對軟體有一定的熟

悉度，是我認為學生應該要先自我要求具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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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上特別重視的專業內容或學生目前待加強的項目 

兩岸每一位專家學者在此方面重視皆不相同，可能跟任教課程或專

長領域不同有關。 

二、兩岸教師教學知識（PK） 

兩岸教師喚起學生學習動機的方式是有差異的，大陸專家學者較注重教學

目標的引導，臺灣專家學者則採以案例時式的方式作為引導方式。教材準備方

式兩岸專家學者在形式上是一致的，在內容上則略有不同但皆以實務的內容為

主。教學法方面，兩岸專家學者教學法則相當一致，皆偏好案例教學法、講述

演示，以及課堂作業或計劃參與的實作。 

（一）喚起學生學習動機 

兩岸專家學者在此方面具有差異，大陸專家學者偏好以學習目標引

導的方式來喚起學生動機，或者鼓勵競爭、以競賽代替練習等較具目標

導向的方式，特別是讓學生參考過去同儕的優秀作品，以此做為學習目

標或相互之間的競爭學習；臺灣專家學者則偏好採用案例解說與分享來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特別是時事或行銷案例，而非同儕間的外部學習。 

如大陸專家學者（D）：我會給學生看案例，這些案例不見得是作品

的案例，有時候是人的案例，我會把優秀畢業生以前的作業，包括發展

的過程，都會把它紀錄下來，然後，跟他們說，這個學生一年級是什麼

樣子，二年級是什麼樣子。大陸專家學者（E）：上課時會給學生講授

行業現狀，展示行業內經典的設計，以前學生的優秀作品，以此調動學

生的積極性。大陸專家學者（A）：鼓勵與競爭，在做練習時可以將他

們分成小組，小組之間形成良性競爭。 

如臺灣專家學者（F）：最常使用時事案例。臺灣專家學者（H）：我

經常使用案例解說方式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尤其會加入行銷手段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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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最為學生接受。 

（二）教材準備方面 

兩岸專家學者在教材準備內容方面有部分差異，兩岸專家學者除了

多採用自編教材，大陸專家學者還偏好採用時事案例，臺灣專家學者則

偏好採用自身實務經驗。另一方面，在教材準備的形式，則大致相同，

兩岸專家學者皆採用 PPT 或 Keynote 簡報、自編紙本或電子講義，以

皆有教師會採用線上或自製教學影片。 

如大陸專家學者（C）：搜集現在最新的產業現況，要搜集一些前沿

案例，然後拿來讓學生分析，學生會比較有興趣，將案例涉及的理論教

授給學生。大陸專家學者（D）：教材我基本上會選擇這個行業裡面，

比較合適符合學生需要的案例。 

如臺灣專家學者（G）：因為我常常受邀至產業演講，所以我上課資

料來源主要由產業演講的內容，修改成學生比較聽得懂的教材，然後再

加上一些時事、調查報告，最主要的教材核心主要來自於我自己本身在

數位出版實務案例及經驗。臺灣專家學者（H）：教材皆使用簡化後的

實務案例。 

（三）教學時習慣採用的教學法 

兩岸專家學者習慣採用的教學法是一致的，皆偏好案例教學法、講

述演示，以及課堂作業或計劃參與的實作。 

如大陸專家學者（C）：現在講新媒體的課程，我覺得比較有效的是

案例分析法。大陸專家學者（D）：首先，比較多的是用事例、案例，

給學生精彩的設計案例。大陸專家學者（E）：首先是講授法，一些基

本理論都是通過講授完成的。然後是案例分析，還有就是工作坊的形

式，以及實際的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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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臺灣專家學者（F）：我認為採用案例法是不錯的教學方式，案例

法配合時事，可以讓學生容易理解。臺灣專家學者（H）：教學法透過

實用之理論應用，在課堂操作與示範，電腦動畫須要使用軟體操作，因

此課程以演說法加示範操作為主。 

（四）與產業實務結合的方法 

兩岸專家學者與產業實務結合的方法是一致的，皆偏好採用計畫參

與或企業參訪的方式，大陸專家學者也很鼓勵競賽參與或專題演講，臺

灣專家學者也偏好與自身產業實務經驗結合。 

如大陸專家學者（C）：我們學院層面，會跟浙江省的企業建立一個

實習基地，接納我們帶學生過去參觀及調研；同時，學校也會鼓勵請專

家來做講座，或安排在某一堂課來做演講，我們把學生召集好來聽講

座。大陸專家學者（D）：主要還是項目制，有一些企業委託的項目。

大陸專家學者（E）：一般競賽融入課程裡，還有就是項目，帶學生一

起做。 

如臺灣專家學者（F）：主要是透過聘請業師來校專題演講、暑假實

習、廠商參觀與訪問；再則，透過執行的專題研究，進行深度訪談及專

家會議。臺灣專家學者（G）：因為我本身就是來自業界，教授學生的

就是產業目前最實務的作法，參與產業專案會更好，我自己本身有帶一

些學生來參與專案，成果還不錯！臺灣專家學者（H）：因為本身來自

業界，平時也經營產學合作，與業界合作頻繁，內容皆是產業實務。 

三、兩岸教師科技知識（TK） 

兩岸教師的科技知識，在資料呈現上相當一致，然而，由於資訊文化上的

差異，內涵上則有非常大的差異。兩岸專家學者雖然皆偏好採用通訊社群軟體

和入口搜尋引擎，但是，大陸專家學者使用的是自行開發的軟體，臺灣專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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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偏好採用國際開發的軟體。而在新科技電腦設備方面則無差異，兩岸專家學

者則皆偏好使用各式行動載具。 

（一）日常所使用的社群軟體 

兩岸專家學者日常所使用的社群軟體性質是一致的，皆偏好採用通

訊社群軟體。然而，由於兩岸的資訊文化不同，大陸專家學者偏好採用

自行開發的通訊社群軟體 QQ 或 Wechat，臺灣專家學者則偏好採用國

外開發的通訊社群軟體 Line 或 Facebook，但是也有臺灣專家學者同時

採用 QQ 或 Wechat。 

如大陸專家學者（A）：個人的話，我最常用的還是社交軟體，比方

說：微信（Wechat）、QQ。大陸專家學者（B、C、E）：微信、QQ。大

陸專家學者（D）：Wechat、QQ 都用。 

如臺灣專家學者（F）：平常溝通大多使用 eMail、LINE，FB 較少

使用。臺灣專家學者（G）：臉書（FB）、Line、微信（wechat）、QQ。

臺灣專家學者（H）：使用社群軟體為 YouTube、Facebook 與 Line 最

多。 

（二）常用的搜尋引擎 

兩岸專家學者常用的搜尋引擎性質也是一致的，皆偏好採用入口搜

尋引擎。然而，由於兩岸的資訊文化不同，大陸專家學者偏好採用自行

開發的百度，並且，大陸專家學者也偏好使用社交社群平台的搜尋方

式，例如：微信公眾號，影音搜尋平台，例如：優酷，或協作知識平

台，例如：知網；臺灣專家學者則偏好採用國外開發的 Google，臺灣

專家學者則會採用影音搜尋平台，例如：Youtube，或協作知識平台，

例如：Wikipedia。 

如大陸專家學者（B）：主要是透过一些网络，研究性的文献检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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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透过中国知网；专业性的案例一般是透过专业网站、微信公众账号

推送。大陸專家學者（C）：搜索软件我们都用百度。大陸專家學者

（E）：现在常用的是百度，以前用谷歌。视频网站用优酷。 

如臺灣專家學者（F）：Google、YouTube 及圖書館電子資源搜尋。

臺灣專家學者（G）：搜尋一定用 Google、Wiki（Wikipedia）也會。臺

灣專家學者（H）：只用 Google 搜尋引擎。 

（三）常用的新科技電腦設備 

兩岸專家學者常用的新科技電腦設備是一致的，皆偏好採用各式行

動載具，如：手機、iPad，桌上型電腦也有。 

貳、兩岸教師將新科技應用在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現況 

一、兩岸教師學科教學知識（PCK） 

兩岸教師學科專業與教學知識結合方法有部分差異，兩岸專家學者皆傾向

採用企劃實作及案例法，部分大陸專家學者及臺灣專家學者亦有偏好的方法。

對數位出版專業教學上的看法，兩岸專家學者則具有差異的，師生互動、補救

教學、同儕協作及延伸學習兩岸專家學者所採用的方式皆不同。而遇到的教學

困難，兩岸專家學皆認為是團隊合作時學生缺乏團隊意識。 

（一）學科專業與教學知識結合方法 

兩岸專家學者在學科專業與教學知識結合方法方面有部分差異，兩

岸專家學者皆傾向採用企劃實作及案例法，部分大陸專家學者也偏好採

用講述法及分組教學，部分臺灣專家學者偏好示範教學。 

如大陸專家學者（C）：理論課程我大多採用案例法，實踐性的課

程，我就會分階段讓學生去實作。大陸專家學者（D）：一般我們進到

專業學習的時候，我們會最真實課題的訓練，真實課題就是必須要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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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戶的，不只是做一個虛擬課題。大陸專家學者（E）：基本上是講

授與輔導兩部分，講授部分基本上是課堂或工作坊，給同學給一個題

目，讓學生分組現場作，然後再分享。 

如臺灣專家學者（F）：出版學課程，以時事案例，解說引導至當周

課程內容，印前作業實務，以編序教學法、示範教學法，結合同儕教學

法，電子書製作與出版，以示範教學法、範例演示法，以及團隊合作學

習方法。臺灣專家學者（G）：理論教學時，我喜歡採用案例說明理

論，在教技術的時候，就必須結合實作的案例，企劃的時候，一樣會舉

很多案例。臺灣專家學者（H）：授課內容會調整按學生程度需求修正

範例類型，如果大多數學生想做動畫短片，則藉由動畫短片競賽來進行

創作。 

（二）對數位出版專業教學上的看法 

對數位出版專業教學上的看法，兩岸專家學者則具有差異的，大陸

專家學者偏好採用提問法建立師生互動，以課後個別輔導進行補救教

學，臺灣專家學者師生互動方式較無一致看法。大陸專家學者偏好採用

跨領域團隊合作方式進行同儕協作，臺灣專家學者則偏好採用同儕協助

進行補教教學。兩岸專家學者皆會利用線上社群分享給予學生延伸學

習，比較特別的是大陸專家學者傾向透過手機的微信公眾號分享學習資

源給學生，臺灣專家學者則偏好透過 Line 或 Facebook 分享學習資源，

相較起來兩岸專家學者給予學生延伸學習的方式都很豐富。 

如大陸專家學者（A）：在學生分組做電子書的過程中，針對沒有彙

報的同學，我也會問在過程中他做了哪些事，班級上的同學對電子書的

軟體不是特別會，在課外找了個時間幫他們補課，教電子書製作。大陸

專家學者（B）：在彙報的時候，我們就會有互動，我的互動會有兩個

層面，這種案例講授的互動，就是其他小組要給彙報小組的同學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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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老師也要去提問，所以互動不僅是老師和同學之間的互動，還有同

學和同學之間的互動，有點強制性的。大陸專家學者（D）：微信公眾

號上面會有很多的數字資源，我們會給學生這樣的資源，來做訊息的補

充。專案的參與不做為課程的考核目標，是作為課後延伸的學習。同儕

協作主是靠工作營的形式，讓不同專業的學生聚在一起，舉辦一個工作

坊，比方說電子書工作營。大陸專家學者（E）：師生互動的部分，課

程上比較容易做到，課上以提問與講評為主，輔導的過程就是很好的互

動。另外，我們專業課不考試，延伸學習部分，鼓勵同學看展，除了看

書，還有網上資源、手機端的微信公眾號。 

如臺灣專家學者（F）：補救教學方面，針對學習進度較弱後的學

生，我會請小老師個別指導，延伸學習方面，特別鼓勵學生作品參加展

覽，系上也有很多潛在學習的活動，例如：班展、系展、研討會、校刊

社、產業參訪、戶外攝影、發表論文、參加專案、畢業論文專題研究與

發表、畢業展…等，都可以提供學生許多延伸學習的機會。臺灣專家學

者（G）：學生遇到困難時，通常我會有兩個方法，一是告訴學生發

email 給我，用 email 來處理學生的問題；另一種是提供額外知識，針

對比較可以自我學習的學生，通常我會請他在 Youtube 打關鍵字，如果

他找不到，我會找給他。補救教學是如果落後的同學變成一組時，我會

比較盯他們，追蹤他們的進度，並且交代進度，告訴他們我希望下週看

到什麼；如我有校刊社的學生，我也會直接請校刊社的學生指導他們。

同儕協作的部分我鼓勵跨領域的同學合作，用加分鼓勵的方式。臺灣專

家學者（H）：使用 line、Moodle、YouTube 與 FB 與同學直接溝通與延

伸教材補充，此外也適用補救教學，補救教學與延伸學習一樣重要，透

過同儕協助可以培養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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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遇到的教學困難 

兩岸專家學者遇到的教學困難是一致的，皆認為團隊合作時學生缺

乏團隊意識。如大陸專家學者（C）：我們想要以電子書的互動案例，

作為一個前期的探索，但是在學生的團隊意識是較難建立的。如臺灣專

家學者（G）：學生最大的困難，是他們不敢主動跟別人 co-work。 

二、兩岸教師科技教學知識（TPK） 

兩岸教師科技知識與教學知識結合方法有較顯著的差異，兩岸專家學者教

學時應用的新科技工具或平台，大陸專家學者一致偏好採用社群平台或

APP，臺灣專家學者較偏好採用信箱，原因是臺灣專家學者較注重個人隱私。

兩岸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學生通常採用的新科技是自行尋找的社群平台或

APP，但是由於兩岸的資訊文化不同採用的平台工具不同。兩岸專家學者對新

科技的應用方法、使用效益、學生投入程度或困難意見皆不同。 

（一）教學時應用的新科技工具或平台 

對教學時應用的新科技工具或平台，兩岸專家學者具有差異，大陸

專家學者一致偏好採用社群平台或 APP，學校教學管理系統、線上課程

平台、搜尋引擎或雲端空間也有專家學者偏好採用，臺灣專家學者則偏

好採用信箱、學校管理系統或影音平台。從訪談資料中可以看出，大陸

專家學者皆傾向採用社群平台或 APP 與學生進行互動與溝通，而臺灣

專家學者則較注重隱私，偏好採用 e-mail 與學生進行聯繫。 

如大陸專家學者（A）：我都會開一個 QQ 群作為課程群，有的時候

會分享一些資源、發放課程通知，都會透過 QQ 群來進行；我會上一些

線上教育，像慕課（Moocs）平臺，我會在上面找一些課程來學習。大

陸專家學者（B）：就我的授課來講，在學校管理系統的溝通不多，通

常我給學生傳資料主要是透過班級的 QQ 群。社群軟體基本上是課後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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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大陸專家學者（C）：微信公眾號及學校提供的教學互動系統，我

覺得都很適合運用在教師的教學工具。大陸專家學者（D）：Wechat、

QQ，因為要經常跟學生有交流；學校的網路教學平臺，在平臺我們會

跟學生做一個線上的交流。大陸專家學者（E）：跟學生基本上用 QQ 或

微信（Wechat）。Email 也有；學校的管理系統，學生有，跟我們教學

的老師關係不太大。 

如臺灣專家學者（F）：我通常利用學校管理系統「網路學園」上傳

教材，與學生溝通聯繫則多使用 email，較少使用 Line 或 FB。臺灣專

家學者（G）：除了 email 和學生溝通，Youtube 提供學生搜尋資訊，我

偶爾會使用學校雲端硬碟和課程大綱系統；我平常較少跟同學用社群軟

體溝通，大多是課堂的指導。臺灣專家學者（H）：我比較善用

YouTube 來上傳示範影片，透過 FB 來分享延伸教材，使用 Line 來緊迫

盯人繳交作業。 

（二）學生通常採用的新科技 

兩岸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學生通常採用的新科技是自行尋找的社群平

台或 APP。然而，由於兩岸的資訊文化不同，大陸專家學者認為學生偏

好採用自行開發的 QQ 和 Wechat；臺灣專家學者則認為學生偏好採用

國外開發的 Line 和 Facebook。 

如大陸專家學者（A）：我覺得學生可能用微信比較多；有的時候學

生也會透過 QQ 群來分享他們搜集到的一些資源。大陸專家學者

（C）：學生大多限於自己已經知道的軟體，例如：QQ 群。大陸專家學

者（E）：我們學生很多都會自己去找個個平臺，很多我也可能不會用

到；學生最喜歡用微信（Wechat）、QQ。 

如臺灣專家學者（F）：學生大多使用智慧型手機和筆電等工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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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使用 FB 及 Line 進行溝通。臺灣專家學者（G）：學生大多喜歡使用

FB 及 Line 進行溝通聯繫，Dropbox 雲端硬碟也會。 

（三）應用方法、使用效益、學生投入程度或困難 

兩岸專家學者對新科技的應用方法、使用效益、學生投入程度或困

難意見不同，大陸專家學者認為新科技有助豐富課程內容，或有助引發

學習動機；臺灣專家學者看法不一。 

如大陸專家學者（B）：如果照正常的教學進度是很平淡的，偶爾來

點刺激，我覺得是好的。大陸專家學者（C）：學校的教學互動系統，

在上課前我先在系統上佈置一些題目，然後，讓學生在上課的一段時間

內，用自己的手機回答問題，在上課前他必須要看書的，他沒有時間去

搜，答題時間一到系統就關閉了，我現在用這種方式，學生比較喜歡，

他會覺得跟平時老師佈置的作業不一樣，他也願意用他自己的手機來完

成。大陸專家學者（D）：學生就用遊戲的方式，設計遊戲場景，可以

進到不同的色彩遊戲主題裡，我覺得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那個關於

遊戲的領域是我完全陌生的，但是，是他們非常熟悉的。大陸專家學者

（E）：方法我通常會讓學生在網路上找一些資料。 

如臺灣專家學者（F）：師生互動方面，我會透過 email 分享一些有

關數位出版的知識給學生(個人雖有部落格，但僅發表著作使用，未為

提供教學使用)；同儕協作方面，例如：電子書製作與出版的課程，採

用小組作業、討論，並且鼓勵團隊討論時，將討論過程錄影，再上傳至

共同的學習社群。臺灣專家學者（G）：學生最常發生的情況就是似是

而非、指鹿為馬。例如通常即將要繳交作業時，才開始動手製作，這時

候往往已將老師教的東西忘的差不多了，這時候就會緊張地在網路上亂

找，然後上課時剛我說：「老師，為什麼網路上跟你教的不一樣？」這

是當然的，因為他搜尋到的是不同的軟體，所以製作方式當然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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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專家學者（H）：學生在使用網路上的數位教學時，多數受困於英

文閱讀障礙，大多使用中文的 YouTube、百度或 Youku 優酷，原因就是

中文解說，比較聽得懂。 

三、兩岸教師科技學科知識（TCK） 

兩岸教師科技知識與學科知識結合方法有較顯著的差異，兩岸專家學者教

學資源準備、師生互動與教學資源分享及教學訓練方面，使用的新科技平臺和

工具皆有很大的差異，較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大陸專家學者一致偏好採用社群平

臺或 APP 進行師生互動。 

（一）數位出版專業與科技結合 

在教學資源準備方面，兩岸專家學者皆無一致看法，原因應該出自

於每位專家學者的教學專業不同，各有偏好採用的新科技。在師生互動

與教學資源分享方面，大陸專家學者一致採用的方式為社群平臺或

APP，臺灣專家學者在師生互動與教學資源分享方面，較常採用的方式

為雲端空間。在教學訓練方面，大陸專家學者建議採用線上課程平臺，

臺灣專家學者則建議採用影音平臺。 

如大陸專家學者（A）：從管理上來說，一方面就是用 QQ 群那樣的

軟體，另一方面就是，比方說，我自己在講網站建設、網頁設計這方面

的課程的時候。大陸專家學者（B）：平常也會用微信、QQ 來跟學生做

一些聯繫，但是，這些聯繫僅限於學生有什麼不明白，他們來問我，上

課可能用的不多。Email、微信、QQ 都用，QQ 可能方便一點，因為發

檔方便得多。大陸專家學者（C）：因為有微信公眾號這個平臺，我的

教學資源及學生的作業都會在裡面展示，有人會去轉發，有人會去點

贊，就可以產生師生之間的互動。大陸專家學者（D）：我們學校有一

個教學網路資源平臺，而且要求老師每個人都要使用。每個老師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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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空間，可以將教學資源放在自己的空間裡面，可以跟學生共用

的，特別是我們每門課都要求配備多少個線上時長，要與學生同時線

上，要與同學做線上的交流、分享、設計案例探討。平常也會跟學生用

QQ、Wechat。大陸專家學者（E）：我們每個班都有微信群或 QQ 群，

有的班就會特別活躍，課堂後基本上就是 QQ、微信（Wechat）增加師

生互動。 

（二）學生採用新科技作哪方面的學習 

在專業知識查找及專業技術熟練方面，兩岸專家學者對學生的看法

皆不一致。在同儕互動與團隊協作方面，兩岸專家學者對學生的看法皆

為一致 採用的方式為社群平臺或 APP。 

如大陸專家學者（A）：查找專業知識、組建社團進行社交平臺運

營，例如運營微信公眾平臺。大陸專家學者（B）：我帶的這一級有兩

個學生，都在校友雜誌，會去采稿子，對校友做些訪談，包括會做微信

公眾帳號那樣的方式。大陸專家學者（C）：學生也大多使用 QQ、微信

這一類的軟體進行溝通聯繫，或百度搜尋。 

如臺灣專家學者（F）：較少觀察學生在專業學習時，慣用那些新科

技。學生可能大多喜歡使用智慧型手機的 Line 或 FB 進行團隊合作。臺

灣專家學者（H）：一般也會用 FB 或 Line 來團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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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兩岸教師對於未來數位出版專業透過新科技來教與學的看法 

一、個人管理與創新 

新科技如何與專業教學結合，兩岸教師個人管理與創新的看法有部分一

致，較常採用的方式皆為專業知識管理與分享。在教學輔助工具方面，較常採

用的方式皆為社群型 APP。數位出版的教學內容數位化型式皆為簡報檔案。教

學的成果推廣行銷方式、知識管理與大數據的應用及雲端協作軟體、碎形化知

識的應用則較無一致看法。 

（一）新科技如何與專業教學結合 

兩岸專家學者在應用方式方面，較常採用的方式皆為專業知識管理

與分享，皆偏好採用各式行動載具，如：手機、iPad，桌上型電腦也

有。在教學輔助工具方面，較常採用的方式也皆為社群型 APP。 

如大陸專家學者（D）：這一代的互聯網思維比較多是使用學校給我

們的科技資源，比方說學校提供的網路教學平臺，或是把教學資料分享

到學生的微信群、QQ 空間的方式。大陸專家學者（E）：或者平時就在

QQ 群裡給他們發資源。 

如臺灣專家學者（F）：我們現在處在資訊變動的時代，必須隨時隨

地掌握最新的訊息，所以我會利用新科技來管理我隨時取得的有用資

訊。臺灣專家學者（G）：我習慣使用 email 與學生進行專業知識的分

享，通常我會將收件人設定密件副本，以保障個資。臺灣專家學者

（H）：影音平台 YouTube 可以上傳示範影片，FB 與學生分享。 

（二）數位出版的教學內容數位化方法 

兩岸專家學者數位出版的教學內容數位化方法，皆普遍採取簡報檔

案的方式，少數專家學者會製作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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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成果推廣行銷方法 

兩岸專家學者較無一致看法。大陸部分專家學者較偏好教學空間平

臺展示，臺灣專家學者偏好無一致。 

（四）知識管理與大數據在專業上應用的方法 

知識管理與大數據在專業上應用的方法，兩岸專家學者皆較無一致

看法。 

（五）雲端協作軟體、碎形化知識在數位出版應用的方法 

兩岸專家學者較無一致看法。大陸部分專家學者雲端協作方面偏好

檔案傳輸與社群協作。兩岸專家學者對碎形化知識方面，則皆偏好社群

管理或分享零碎有用知識。 

二、教學領導與評量 

此部分兩岸專家學者的看法不同。應用新科技掌握學生學習、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以及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課程活動透過新科技增進有效教學及輔導

學生正確的使用新科技，兩岸專家學者看法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專家學

者普遍認為輔導學生正確的使用新科技方法是引導專業知識的獲取或避免過度

使用新科技，臺灣專家學者則認為應教導數位版權觀念。 

（一）應用新科技掌握學生學習方法 

新科技掌握學生學習方法，兩岸專家學者皆較無一致看法。 

（二）課程活動透過新科技有效教學方法 

課程活動透過新科技有效教學方法，兩岸專家學者亦無一致看法。 

（三）教師輔導學生正確使用新科技方法 

兩岸專家學者較無一致看法。大陸專家學者普遍認為輔導學生正確

的使用新科技方法是引導專業知識的獲取或避免過度使用新科技，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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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則認為應教導數位版權觀念。 

三、學校應用發展與策略 

未來學校應提供那些政策措施、軟硬體的提升，使教師應用新科技在教學

上更有效益，大陸專家學者較注重的分別為教師科技學習輔導方案，臺灣專家

學者較注重的為適當軟硬體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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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研究討論 

壹、歸納 2006 至 2015 年重要研究期刊研究，Fishbein、Ajzen

（2010）計畫行為理論雖然適合做為新科技學習理論模式，然

而，研究結果卻未完全符合理論模式，行為意向對學習行為無顯

著中介影響效果 

本研究彙整近 10 年的重要期刊研究，認為 Fishbein、Ajzen（2010）計畫行

為理論的行為態度、主觀規範、認知行為控制、行為意向及行為，以及科技接

受模式（Davis 等，1989）及社會認知理論（Bandura，1977；1986；1991；

1997；Dweck，1991；Eccles，1983；Eccles、Wigfield，1985；Elliott、

Dweck，1988；Festinger，1957；Graham、Williams，2009；Schunk，2012；

Wigfield，1994；Wheeler、Suls，2005）觀點的知覺有用、知覺易用、同儕規

範、教師意願、自我效能及自主學習，是探討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

學習行為的重要變項。研究歸納，新科技學習理論模式的理想範型變項間的重

要關係，知覺有用及知覺易用是行為態度的重要影響因素（Compeau、 

Higgins，1995；Padilla-Melendez 等，2008；Shin，2008），同儕規範及教師意

願是主觀規範的重要影響因素（Chen 等，2009；Peregrina 等，2014），自我效

能及自主學習是認知行為控制的重要影響因素（Bandura，1977；Shin，

2008），行為意向及行為則受到行為態度、主觀規範、認知行為控制的影響

（Agudo-Peregrina 等，2014；Chen 等，2009；Lee，2010；Tao 等，2009）。 

研究結果未完全符合理論模式，兩岸大學生的「行為意向」皆沒有對「學

習行為」產生顯著的中介影響效果。可從兩方面推論研究結果產生的可能原

因，一、從過去研究學者量化調查研究結果推論，二、從社會認知理論文獻中

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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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過去研究學者量化調查研究結果推論 

Peregrina 等（2014）研究結果指出，自我信念的不確定是可能的原

因，學習行為採用自我陳述次數方式測量，與學習者對學習投入的努力信

念有關，大部分學習者可能具有正向的學習意向，但是可能對自我可以投

入的努力信念不確定，所以兩者反映現實學習者的信念態度。Liaw

（2008）及 Lin（2012）研究結果則認為，對學習效率的不認同也是可能

的原因，儘管學習者對新科技的採用持正向行為意向，但是如果新科技對

學習過程無法產生預期的效率，或對課程學習的內容並不瞭解、無法輕易

在學習過程中達到理想目標，也是影響學習者是否真正的採用新科技的原

因。 

二、從社會認知理論文獻中推論 

自我信念的不確定，以及對學習效率的不認同，可以歸納為學習者對

自我評價的不足。呼應 Bandura（1977；1986；1991）、Rogers（1969），

以及 Tzeng、Nieh（2015）等人的研究，當學習者的自我評價不足時，則

持續學習行為可能性為負，也就是說，當學習者自我意識學習是沒有意義

時，即使學習者對新科技使用意向是正向的，學習者仍然不會產生真正的

學習行為。 

研究結果可進一步從描述性統計，學習者個人在數位出版專業學習感

受（表 4-10）得到映證，大陸大學生在數位出版專業學習的感受，滿意的

學生普遍低於台灣的學生，大陸學生填答者中的次數（百分比），分別為

滿意 148（40.8%）、普通 202（55.7%）及不滿意 13（3.6%）。臺灣學生填

答者中的次數（百分比），分別為滿意 155（54.4%）、普通 125（43.9%）

及不滿意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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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兩岸教育及資訊文化的差異，造成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

生新科技學習模式不同 

統計多群組比較分析顯示，兩岸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

模式具有差異，從文獻及專家訪談中，可以發現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

新科技學習模式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卻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推論教育及資

訊文化背景的差異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一、從兩岸教育文化脈絡推論 

從文獻探討中能發現教育文化背景的差異，包含：教育發展的歷史

脈絡、教育制度、教學單位人才培育目標、核心課程、教育活動，或是教

師教學營造的氛圍。觀察兩岸教育文化背景，發現兩岸教育發展脈絡，皆

經歷職工教育、學科教育時期及專業轉型時期。然而，專業轉型時期以

後，大陸的數位出版專業發展以藝術設計類、新聞出版類及數字媒體類等

學院為教學單位的發展特色，臺灣則以圖文傳播類、視覺傳達類等學系為

教學單位的發展特色（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2014；史梅岑，

1986；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200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

系，2010；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11；曾絲宜，2012；曾絲宜、林宣

瑋）。並且，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的教育目標也有不同（北京印刷學院

藝術設計學院，2015；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數字媒體與藝術設計學院，

201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2015；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01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2014；景文科技大學視覺傳

達設計系，2014），對學習行為的影響也會有相當差異的影響產生。 

另一方面，從專家訪談中觀察教師教學營造的氛圍，兩岸教師雖然

有許多相近之處，但是整體來說，大陸專家學者較注重可達成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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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臺灣專家學者則採以案例時式啟發方式為主。從上述文獻及訪談資

料中可發現，兩岸的教育文化對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行為態度、主觀

規範及認知行為控制，三個變項與行為意向之間的連結產生影響。 

二、從兩岸資訊文化背景推論 

從專家訪談及問卷調查結果進行推論，可以發現兩岸學習者使用的

資訊平台與工具的差異。大陸學習者最常使用的是自行開發的新科技平台

工具，搜尋引擎如：百度，社群 APP 如：QQ、Wechat，影音視頻平台

如：優酷等；台灣學習者最常使用的是國際開發的新科技平台工具，搜尋

引擎如：Google，社群 APP 如：FB、Line，影音視頻平台如：Youtube

等。儘管統計資料中顯示，兩岸學習者的使用習慣是相似的，都喜歡使用

搜尋引擎或網路來解決學習問題，但是由於資訊平台工具的差異，其衍伸

的新科技學習行為勢必不同。 

再談從專家訪談中，大陸教師樂於在教學課程中使用社群 APP 與學

生互動，但是限於學校管理政策，多於課後聯繫溝通與知識分享使用；相

反的，台灣教師較注重隱私，課後使用社群 APP 與學生互動則受限於教

師的意願。從上述文獻及訪談資料中可發現，兩岸的資訊文化對數位出版

專業領域大學生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認知行為控制，三個變項與行為意

向之間的連結產生影響。 

參、兩岸網路學習環境的差異，影響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

技學習模式變項間的重要因果關係 

一、兩岸大學生的「知覺有用」是「行為態度」的重要影響因素，「知覺易用」

則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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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的「行為態度」

皆受到「知覺有用」顯著影響。研究結果呼應 Agudo-Peregrina 等

（2014）、Liaw（2008）、Mohammadi（2015）及 Wang、Wang（2009）的

研究結果，發現僅有知覺有用對行為態度產生顯著影響，知覺易用則無顯

著影響。研究認為，儘管大陸與臺灣大學生慣用的新科技平台工具不同，

但是學習者都偏好使用對學習有幫助的新科技平台工具。另一方面，因為

新科技的功能開發已經非常良好，例如：社群應用的工具也可能會具有雲

端應用技術（例如：Facebook 可以進行社群溝通，也可以上傳檔案，QQ

社群 APP 同樣具有郵件溝通及雲端硬碟的功能），教學管理系統可能也會

提供教師線上溝通的功能，所以，新科技的容易使用性已非影響學習者採

用新科技的重要因素。 

二、大陸大學生的「主觀規範」受到「同儕規範」影響，臺灣則同時受到「同

儕規範」及「教師意願」顯著影響 

大陸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的「主觀規範」受到「同儕規範」影

響，研究結果呼應 Cheung、Vogel（2013）研究結果，採用計畫行為理論

探討香港大學生的雲端應用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發現同儕規範對行為意

向具有顯著影響效果，但是教師意願並不會對行為意向產生顯著影響效

果，研究認為雲端應用的新科技型式，有助於學習者的專題活動合作學

習，特別是同儕規範對學習者具有重要的影響。 

另一方面，台灣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的「主觀規範」則同時受到

「同儕規範」及「教師意願」顯著影響。研究結果部分呼應 Cheon 等

（2012）的研究結果，探討美國大學生的行動學習新科技學習行為，研究

發現教師意願才是影響主觀規範的重要影響因素，然而，Cheung、Vo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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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的研究結果在同儕意願則無顯著影響，研究認為學校在開發手機

端使用的線上課程時，應該特別重視教師的意見。 

三、兩岸大學生的「自主學習」是「認知行為控制」的重要影響因素，「自我效

能」則無顯著影響 

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的「認知行為控

制」皆受到「自主學習」顯著影響。部分呼應 Cheon 等（2012）研究結

果，採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美國大學生的行動學習新科技學習行為，發

現自主學習是認知行為控制的重要影響因素。研究認為自我效能已不再是

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因為現代的學習者是新科技的原住民，對於新科技的

使用已是學習過程中普遍的現象，不再需要很長的適應過程，取而代之的

是學習者對自我學習步調的安排，自主學習行為的能力，才是影響自我覺

知的重要因素。 

四、兩岸大學生的「行為意向」皆受到「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

為控制」的顯著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兩岸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的「行為意向」皆受到

「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的顯著影響。從統計資料

中可以瞭解兩岸的資訊文化，也讓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具有相當

正向的意向，兩岸大學生遇到問題時，網路搜尋皆是兩岸學生首要採用的

方式（表 4-4）。 

過去研究學者多發現單一因素對行為意產生重要影響（Chen、

Chen、Kinshuk，2009；Agudo-Peregrina 等，2014；Lee，2010），少有研

究學者的研究結果是「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皆有

對「行為意向」產生顯著影響。研究認為，主要因為過去研究學者多針對

單一新科技探討學習行為，而本研究則是廣泛探討兩岸大學生在數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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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域的學習過程，所有可能用來解決學習問題的新科技工具或平台，

不同的新科技或平台，其特性不同，所以影響行為意向的因素會較全面。  

五、「認知行為控制」對「學習行為」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效果 

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的新科技學習行為中，臺灣大學生的

「認知行為控制」對「學習行為」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效果，而大陸大學

生則無。從專家訪談中推測，可能原因來自於兩岸教育文化背景的差異，

研究認為教育文化背景影響兩岸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的學習行為安

排，以及教師的教學目標。研究結果呼應 Bandura（1977）提出的理論觀

點，自我控制效能比自我期待效能更能產生對行為表現的影響，同時也呼

應 Ajzen（1991）的研究，證實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具有直接影響效果，

也說明臺灣學生的學習行為會受到認知行為控制的直接影響。 

肆、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教師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框架模式 

近代教育相關研究皆指出，透過新科技進行學習是未來的教育趨勢，教學

方式要能夠引發自主學習動機，連接課堂與課後的學習，促進進階知識技能的

學習（Dede、Grimson，2013；Griffin 等，2012；Pellegrino、Hilton，

2012； Mitra 等，2005；Ross 等，2007）。最好的科技教學方式要能夠同時整合

科技知識、學科知識及教學知識的方法，是以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理論框架

（TPACK）被提出（Angeli、Valanides，2009；Graham，2011；Mishra、

Koehler，2006；Niess，2005），研究認為此理論框架是目前較具代表性的教師

教學框架模式與方法。 

訪談結果顯示，兩岸教師的數位出版專業領域知識在三方面具有共通性：

1. 教學目標非常相近，皆重視技術訓練及實務創作。2. 教學法皆偏好案例教

學法、講述演示，以及課堂作業或計劃參與的實作。3. 與產業實務結合的方

法皆偏好採用計畫參與或企業參訪的方式。由於兩岸的資訊文化不同，兩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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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科技學習的認知與行為有顯著的差異，大陸專家學者使用的是自行開發的軟

體，臺灣專家者則偏好採用國際開發的軟體。大陸專家學者一致偏好採用社群

平臺或 APP 進行師生互動，而臺灣專家學者較較注重個人隱私，則偏好採用

信箱。 

伍、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教師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具有部分差異 

一、兩岸教師的學科知識相近，教學知識及科技知識則不同 

首先，關於學科知識，兩岸教師教學目標皆是技術訓練及實務創作。

喚起學生學習動機的方式，大陸專家學者注重可達成的教學目標引導，臺

灣專家學者則採以案例時式的方式。專家訪談結果呼應文獻探討的內涵，

研究認為兩岸教師具有相同的教學目標，乃因為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教育皆

是從職工教育發展而來（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2014；史梅岑，

1986；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200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

系，2010；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11；曾絲宜，2012；曾絲宜、林宣瑋，

2015）。是以，技術訓練與實務創作，皆是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教師的教學

目標。 

教學法部分，兩岸專家學者皆偏好案例教學法、講述演示，以及課堂

作業或計劃參與的實作。研究認為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的教育目標不同

（北京印刷學院藝術設計學院，2015；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數字媒體與藝術

設計學院，201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2015；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201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2014；景文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2014），但是，不同的教育目標對兩岸教師的教學並沒

有產生顯著影響，推論其原因，可能與教師的性別、教學年資（Lai、

Lin，2015），或是教學單位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規劃方式有關係（蔡政宏，

2011），必須留待未來研究作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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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知識上，由於資訊文化上的差異，內涵上則有非常大的差異，

兩岸專家學者雖然皆偏好採用通訊社群軟體和入口搜尋引擎，但是，大陸

專家學者使用的是自行開發的軟體，臺灣專家者則偏好採用國際開發的軟

體。 

二、兩岸教師在科技學習的認知與行為有顯著的差異 

學科教學知識上，兩岸專家學者皆傾向採用企劃實作及案例法；而師

生互動、補救教學、同儕協作及延伸學習，兩岸專家學者所採用的方式皆

不同；關於遇到的教學困難，兩岸專家學皆認為是團隊合作時學生缺乏團

隊意識。研究認為兩岸教師採用學科教學知識符合 Rogers（1969）以及

Rogers、Friberg（1994）的理論，皆透過適當引導的方式引起學習者動

機。讓學生明瞭課程目標，朝向有意義的學習。 

科技教學知識有較顯著的差異，兩岸專家學者教學時應用的新科技工

具或平台，大陸專家學者一致偏好採用社群平台或 APP，臺灣專家學者較

偏好採用信箱，專家訪談中瞭解原因是臺灣專家學者較注重個人隱私。研

究呼應 Pynoo、Braak（2014）的研究，兩岸教師新科技在教學上的使用，

會影響教師對在教學過程中的投入與準備。研究認為大陸教師相較於臺灣

教師，樂於課後透過社群新科技的方式與學生產生互動，例如：大陸專家

學者偏好採用提問法建立師生互動，以課後個別輔導進行補救教學，而臺

灣專家學者則偏好採用同儕協助進行補教教學。 

另一方面，兩岸教師在科技學科知識也有較顯著的差異，較值得注意

的地方是，大陸專家學者一致偏好採用社群平臺或 APP 進行師生互動。呼

應 Wang、Wang（2009）認為教師採用教學管理系統來自學校管理的壓

力，是教師採用進行教學的主要因素。所以，當研究詢問教師偏好與學生

進行互動的新科技時，教師通常會回答教學管理系統以外的新科技。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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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前一段結論，兩岸教師新科技在教學上的使用，會影響教師對在教學

過程中的投入與準備，由於臺灣教師重視課後隱私，師生互動與教學資源

分享方面，臺灣教師較偏好不影響私人時間的雲端空間方式，而大陸教師

樂於課後透過社群新科技的方式與學生產生互動，看法仍偏好採用社群平

臺或 APP 的方式與學生互動。 

三、兩岸教師個人管理與創新部分一致，教學領導與評量及學校應用發展與策

略皆不同 

兩岸教師個人管理與創新的看法有部分一致，較常採用的方式皆為專業

知識管理與分享。在教學輔助工具方面，較常採用的方式皆為社群型

APP。數位出版的教學內容數位化型式皆為簡報檔案。教學的成果推廣行銷

方式、知識管理與大數據的應用及雲端協作軟體、碎形化知識的應用則較

無一致看法。教學領導與評量，此部分兩岸專家學者的看法不同。應用新

科技掌握學生學習、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以及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課程

活動透過新科技增進有效教學及輔導學生正確的使用新科技，兩岸專家學

者看法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專家學者普遍認為輔導學生正確的使用

新科技方法是引導專業知識的獲取或避免過度使用新科技，臺灣專家學者

則認為應教導數位版權觀念。 

未來學校政策措施、軟硬體的提升，大陸專家學者較注重的分別為教師

科技學習輔導方案，臺灣專家學者較注重的為適當軟硬體的提供。呼應蔡

政宏（2011）研究，科技學科教學知識確實必須透過教師專業發展的途徑

來提升。研究研究認為，大陸教師適合進修研習課程（專題演講、教學觀

摩、教育參觀、教師觀察與小組討論），或是互助式進修（讀書會、問題討

論與主題研究），以增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採用新科技的能力。臺灣教師教

適合的是透過跨校、跨區域的校外進修或研習課程，藉以透過不同教學文

化的交流，增加臺灣教師認識多元的新科技軟硬體，並且有助引進教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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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中。 

陸、兩岸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各自具有不同的大學生學習及教師教

學型式 

研究認為新科技的使用已經受到兩岸師生的重視，兩岸教師皆廣泛採用新

科技做為教與學的輔助工具，學生也有很高的比例採用新科技來解決學習問

題，例如：優先採用網路搜尋來解決遇到的學習問題，也認同新科技有助於學

習問題的解決。然而，兩岸教育及資訊文化的差異，臺灣學生的新科技學習方

式擁有較多元的選擇。相較起來，使用新科技呈現多元方式的臺灣學生，較具

有知覺行為控制及自主學習的能力，而新科技學習方式較單一的大陸學生，知

覺行為控制較不顯著。另一方面，行為意向與學習行為之間的連結，是兩岸教

育教學教應注重的地方。學習者對自我評價的不足，可能是行為意向與學習行

為之間產生落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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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全章共分三節，茲將文獻探討、統計資料的研究結果分析與發現、質化訪

談的研究討論以及個人研究所得，進行結論分析，根據研究目的歸納整理研究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Fishbein、Ajzen（2010）計畫行為理論非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

的理想範型，研究認為教師課程活動的安排，以及學習者學習的

自我評價是可能的干擾因素 

數位出版專業領域大學生新科技學習理論模式的理想範型，即模範、模式

及方法之意。研究歸納以 Fishbein、Ajzen（2010）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並探討

變項間的重要關係。然而，研究模式顯示，兩岸學習者對皆具有正向行為態

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向卻沒有對向學習行為卻沒有產生顯著

中介效果，是以 Fishbein、Ajzen（2010）計畫行為理論非新科技學習行為模式

的理想範型。 

研究認為產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兩岸學習行為並非由學生自主選擇，從訪

談中可以得知，教學活動如：作業報告、競賽參與、計畫參與等，都必須仰賴

兩岸教師在課程中的安排，所以，即使學生具有正向的學習意向，對學習活動

的選擇也非完全自主。二是社會認知理論中「自我評價」的影響，統計資料中

顯示，兩岸學習者對數位出版專業的學習滿意度並非完全滿意，然而，Bandura

（1977；1986；1991）、Tzeng、Nieh（2015）及 Rogers（1969）研究認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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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價」是形塑學習者動機的重要能力，即使學習者具有正向的自我信念，但

是對學習的「自我評價」不足時，學習行為也可能不會產生。 

貳、臺灣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受教師意願影響，大陸則否，研究

認為教師使用新科技的自主權是產生差異的可能因素 

統計結果顯示，臺灣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受教師意願影響，大陸則否。

兩岸教師都認為採用新科技有助教學工作，但是教師的採用意願兩岸則不相

同。臺灣學校的教學環境，教師擁有較高的新科技使用自主權力，但是，台灣

教師較注重課後的隱私，課後不一定使用新科技與學生互動，多僅願意透過 e-

mail 與學生進行知識上的交流與溝通。大陸教師則受限於學校教學政策，學校

教學環境中，較不鼓勵教師使用新科技（如：手機）與學生進行課堂中的互

動，但是規定課後要有一定比例的時間在線與學生互動，大陸教師也具有較高

的意願，於課後和學生利用通訊社群軟體溝通與互動，並樂於進行知識分享。 

研究認為教學環境是造成兩岸差異的原因，特別是兩岸教師新科技使用的

自主權。臺灣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有較大的彈性選擇是否使用新科技與學生進

行接觸，所以，教師如果有較高的新科技採用意願，越容易對學生的學習造成

影響，而大陸教師則無論意願與否，都必須於課後使用新科技與學生進行互

動。是以，臺灣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中的教師意願，對學生產生較顯著的影

響。 

參、臺灣大學生新科技學習行為受認知行為控制影響，大陸則否，

研究認為學生對學習目標的自主能力，以及採用新科技的多元性

是產生差異的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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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行為控制是一種自主學習的知覺能力，研究認為學生對學習目標如果

擁有較高的自主能力，並且運用新科技解決問題的方法越多元，越有助於認知

行為控制對學習行為的影響。大陸學校的教學環境鼓勵大陸教師在教學過程

中，將課程融入研究計畫及競賽，所以，大陸教師善於給予學生較明確的學習

目標，大陸大學生的學習行為容易侷限於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規劃與安排，並

非完全出自學生自主的選擇。然而，臺灣教師在課程教學的過程，較鼓勵學生

自我探索，所以，台灣大學生在學習活動的選擇上，有較多的自主選擇空間。 

另一方面，從問卷調查資料中顯示，大陸學生認為對學習有幫助的新科技

為搜尋引擎、學習 APP；而臺灣學生認為對學習有幫助的新科技，除了搜尋引

擎、學習 APP、影音視頻、亦會採用雲端硬碟及線上協作編輯系統，相較起

來，臺灣學生採用的新科技種類較多，遇到學習問題的新科技解決方法也較多

元。 

肆、兩岸各自發展有利的學習型式，大陸學校教師應注重學生新科

技使用的多元性，臺灣教師教學的新科技使用可更投入，兩岸教

師皆應努力營造的新科技學習經驗，建立正向的專業自我評價 

兩岸各自具有不同的教育及資訊文化，兩岸大學生學習及教師有效教學的

方式應有所不同。相較起來，使用新科技呈現多元方式的臺灣學生，較具有知

覺行為控制及自主學習的能力，而新科技學習方式較單一的大陸學生，知覺行

為控制較不顯著。臺灣教師普遍不樂於於課後採用新科技，是以學校單位可多

鼓勵教師採用新科技與學生進行互動。研究認為，教師有效教學的方式，首要

注重的是學生新科技學習使用方式的多元性，教師如果能夠鼓勵學生多方嘗試

新科技，無論是教師意願，以及學習者知覺都會有正向的改善，對學習行為也

會有較正向的影響。並且教師應該要努力營造學習者良好的學習經驗，建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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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對自我的正向評價，當學習者意識到專業學習有意義時，學

習者才會產生有意義的學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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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採用新科技學習導致多元的學習體驗與彈性學習內容，有助於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引發學習樂趣與及時學習反饋 

本研究將不同教育及資訊文化背景，對學習者的新科技學習行為產生的差

異做了一個說明。身為教育工作者，應該從教學端的角度，思考如何應用新科

技的發展，將教學作良好的改變。我們在探討學習者動機時，過去的驅動理

論、制約理論或認知理論往往無法提供完整適當的解釋，學習者持續學習的動

機從何而來。研究建議應該從人本主義的角度出發，啟發學習者動機，當學習

者意識到學習是有意義的，也就是他們相信學習對自身是有幫助的，透過新科

技的學習活動輔助安排，讓學習者主動參與，建立學習者在學習過程的正向評

價、擁學習對自身是重要的信念。新科技還擁有即時回饋的特點，教師也可以

透過新科技不斷修正教學方法，針對不同的學習者特質給予適當的輔導。如

此，將可以幫助有效教學。 

貳、學校提供新科技學習環境，應能促進師生互動、即時回饋、同

儕共好及社群協作的功能 

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新科技已廣泛成為學習者學習的工具，但是，並非每

一位教師都願意使用新科技，可能的原因可能是教師對科技接受的使用意願。

研究建議，如果老師沒有新科技的使用意願，學校及教學單位應校應該透過多

元的鼓勵方式，例如：舉辦校際間的經驗交流，跨國、跨區域或跨校的研討會

活動，讓教師間彼此分享不同的教學經驗。並且，兩岸教師皆提到學校教學管

理系統上的問題，研究建議教育行政單位應投入更多資源，讓高等教育校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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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發展有更好的學校教學管理系統，有助於教學過程中的師生互動、即時回

饋、同儕互動及社群協作的功能。 

參、數位內容產業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方向，教育行政單位應

投入更多資源，並鼓勵國立校院增設相關系所 

數位內容產業是近十多年快速發展的產業，然而，數位出版專業教育由印

刷專業發展而來，兩岸相關代表校院仍然不多，也是未來人才培育亟待開發的

領域。建議教育行政單位應投入更多資源，並鼓勵國立校院增設相關系所，讓

數位內容產業能夠有更完整的人力資源，以因應未來網際網路、新媒體及行動

時代的來臨。 

肆、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學者應該引導學生多元的使用新科技，有

助於培養學習者自主的學習能力 

教育的本質，是透過人與人之間訊息的溝通傳遞，教學者對受教者的知

識、態度與行為的影響。而網際網路是未來新科技的原生方式，恰好在人與人

之間的互動溝通，形成一到透明的牆，有時候，學習者可能因為過度使用新科

技，而忽略人與人之間溝通互動的本質。所以，教育與新科技兩者的整合具有

難度，如何在教育與新科技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是教育者應該共同思索的

問題。研究建議教師透過新科技進行教學的過程中，不要過度仰賴新科技，例

如：一開始用手機遊戲的方式引起學習者動機後，要適當的回到教學內容的主

題；或是線上教學與討論，也要適度的安排學習者與同儕之間真實的見面研

討，或是與教師之間真實的會面互動。 

資訊文化是一種新科技的使用習慣，研究顯示，資訊使用習慣較多元的台

灣大學生，自主學習及認知行為控制對學習行為具有顯著影響效果。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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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學習者遇到問題時，若擁有較多元的新科技使用能力，能夠採用不同的新

科技解決學習問題，有助於啟發學生的自主動機及學習知覺。研究建議教師可

以在教學過程中，鼓勵或教導學生善用多種新科技方法，無論是與同儕進行溝

通討論、尋找解決方式，或尋求教師的協助，都能夠啟發學生的自我覺知，並

且也有助於建立正向的自我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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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未來研究建議 

壹、不同地區之間或不同種族文化的新科技學習行比較 

本研究雖為跨區域比較，但是與過去多數研究學者調查區域相近皆為亞

洲，從資訊及教育文化背景差異推論學習行為差異的資料有限。若能比較不同

洲之間或不同種族間學習行為，應有不同的文化差異產生。 

貳、調查學生的社群溝通、雲端協作或行動學習等相關學習行為研

究 

本研究探討學生的學習行為，問卷中調查學生可能採用的各式新科技，並

未著重在特定某一工具或平台，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教多學生使用的新科技工

具或平台，探討使用過程中所產生的社群溝通、雲端協作或行動學習的行為。 

參、調查教師的知識分享、教學創新或大數據管理等相關教學行為

研究 

本研究著重調查學生的學習行為，對教師的教學行為僅有訪談，建議未來

研究可針對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採用新科技的知識分享、教學創新或大數據管

理進行教學行為的調查研究，定能從中發現更多的教學差異。 

肆、採用期待證實模式、創新擴散理論或資訊科技採用理論，作不

同的變項操作 

本研究變項操作理論採用多數研究學者所採用的科技接受模式及社會認知

理論，然而，從過去的研究分析資料中發現，仍有其他少數研究學者採用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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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值得作為日後研究的依據。所以，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可參考文獻分析中

的其他理論，進行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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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兩岸新科技學習行為訪談大綱（繁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 

指導老師：徐昊杲教授 博士生：曾絲宜 

一、基本資料 

 教學背景：年資、專長、服務機構 

 授課課程：授課時數、任教課程、課程內容的理論或技術比重 

 學生現況：授課學生數、學生來源、專業背景 

二、教師自我覺知的學科知識（content knowledge）、教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及科技知識（technological knowledge） 

 學科知識（CK）：關於您教授的課程，請說明課程的教學目標、學生修

課應具備的專業態度、知識及技能為何？目前待加強的項目有哪些？  

 教學知識（PK）：如何喚起學生學習動機？教材如何準備？教學時習慣

採用那些教學法？如何與產業實務結合？ 

 科技知識（TK）：您日常所使用的社群軟件為何？常用的搜尋引擎？新

科技電腦設備有哪些？ 

三、教師將新科技應用在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現況 

 學科教學知識（PCK）：學科專業與教學知識如何結合？請說明您對數

位出版專業教學上看法，例如：師生互動、補救教學、延伸學習、同儕

協作，目前遇到教學上的困難？ 

 科技教學知識（TPK）：您在教學時，通常應用哪些新科技工具或平

台，例如：網路搜尋引擎、社群軟件或學校管理系統？學生通常採用的

新科技為何（學校提供或自行尋找）？應用方法、使用效益、學生投入

程度或困難？ 

 科技學科知識（TCK）：您如何將數位出版專業與科技結合，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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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安排運用、教學訓練、師生溝通聯繫？學生採用新科技做為那些

方面的學習？如：專業知識查找、專業技術熟練、專業團隊社群經營？ 

四、對於未來數位出版專業透過新科技來教與學的看法（TPACK） 

 個人管理與創新：您認為新科技如何與專業教學結合？例如：將其運用

在教學工具、知識管理與分享、創新教學等方法？數位出版的教學內容

如何數位化？教學的成果如何推廣行銷？知識管理與大數據如何用在專

業上應用？雲端協作軟體、碎形化知識在數位出版的應用？ 

 教學領導與評量：您認為如何應用新科技掌握學生學習？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以及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課程應藉由哪些活動，適當的透過新

科技增進有效教學。教師應如何輔導學生正確的使用新科技，讓學習更

有效益。 

 學校應用發展與策略：未來學校應提供那些政策措施、軟硬體的提升，

使教師應用新科技在教學上更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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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兩岸新科技學習行為訪談大綱（簡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 

指導老師：徐昊杲教授 博士生：曾絲宜 

一、教师基本资料 

 教学背景：年资、专长、服务机构 

 授课课程：授课时数、任教课程、课程内容的理论或技术比重 

 学生现况：授课学生数、学生来源、专业背景 

二、教师自我觉知的学科知识（content knowledge）、教学知识（pedagogical 

knowledge）及科技知识（technological knowledge） 

 学科知识（CK）：关於您教授的课程，请说明课程的教学目标、学生修

课应具备的专业态度、知识及技能为何？目前待加强的项目有哪些？  

 教学知识（PK）：如何唤起学生学习动机？教材如何准备？教学时习惯

采用那些教学法？如何与产业实务结合？ 

 科技知识（TK）：您日常所使用的社群软件为何？常用的搜索引擎？新

科技计算机设备有哪些？ 

三、教师将新科技应用在数字出版专业的教学现况 

 学科教学知识（PCK）：学科专业与教学知识如何结合？请说明您对数

字出版专业教学上看法，例如：师生互动、补救教学、延伸学习、同侪

合作，目前遇到教学上的困难？ 

 科技教学知识（TPK）：您在教学时，通常应用哪些新科技工具或平

台，例如：网络搜索引擎、社群软件或学校管理系统？学生通常采用的

新科技为何（学校提供或自行寻找）？应用方法、使用效益、学生投入

程度或困难？ 

 科技学科知识（TCK）：您如何将数字出版专业与科技结合，如：教学

 



222 
 

资源的安排运用、教学训练、师生沟通联系？学生采用新科技做为那些

方面的学习？如：专业知识查找、专业技术熟练、专业团队社群经营？ 

四、对於未来数字出版专业透过新科技来教与学的看法（TPACK） 

 个人管理与创新：您认为新科技如何与专业教学结合？例如：将其运用

在教学工具、知识管理与分享、创新教学等方法？数位出版的教学内容

如何数字化？教学的成果如何推广营销？知识管理与大数据如何用在专

业上应用？云端合作软件、碎形化知识在数字出版的应用？ 

 教学领导与评量：您认为如何应用新科技掌握学生学习？提升学生学习

动机，以及评量学生的学习成效？课程应藉由哪些活动，适当的透过新

科技增进有效教学。教师应如何辅导学生正确的使用新科技，让学习更

有效益。 

 学校应用发展与策略：未来学校应提供那些政策措施、软硬件的提升，

使教师应用新科技在教学上更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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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新科技學習行為問

卷（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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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兩岸數位出版專業新科技學習行為問

卷（簡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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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專家訪談逐字稿（A） 

专家访谈逐字稿（A） 

一、基本数据 

注 1：大陆教授技术方面的课程，称为实践性课程，有也叫做理论课程。还有一些课程是专门

在小学期开设的，那些才属於实践环节课程。 

 

  

教学背景  

职称 讲师  

服务机构 大陸北京某公立學院新闻出版学院 数字出版系 

专长 数字编辑软件、网站建设 

年资 约 3.5 年。 

2012 年 7 月起於大陸北京某公立學院新闻出版学院数字出版系专

任。 

授课课程现况 

授课时数 约 96 多学时／学期。 

任教课程 上学期：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为大二年级数字出版专业课程；数

字媒体概论，为大一年级新闻学专业课程 

下学期：网络编辑实务，为大三年级数字出版专业课程 

课外活动指导：各类与电子书、数字媒体有关的学生竞赛，大学生

科研 

课程内容的理论或技术比重：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为理论注 1课程

（50/50%，64 学时，上机约 32 学时）。 

授课学生现况 

授课学生数 数字出版专业共有两个班，每个年级约 60－70 人之间，12 级较

多，约 80 多人，整个数字出版专业约 300 人。 

学生来源 高中文科、理科学生。 

专业背景 新闻出版学院学生专业背景共分为数字出版、编辑出版、新闻学、

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国际出版与传播等六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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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自我觉知的学科、教学及科技知识（编码：A） 

（一）学科知识（CK） 

 内容 编码 

问： 请说明课程的教学目标？ AA01 

答： 我就以数字媒体编辑与应用这门课来举例吧！这门

课是数字出版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要讲述数字

媒体的理论、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技术，也是数字

媒体编辑、数字媒体创编的先行课，所以在这个课

堂里面，主要是按照数字媒体的四种类型，图片、

音频、视频、动画，分别来讲述数字媒体的软件操

作和应用，但是因为 64 学时要讲四个软件的应

用，确实是很紧张的。 

所以我现在主要是面向数字出版物说明数字媒体技

术怎么在其中应用，以这个出发点来给学生授课，

说明在这些应用里面常用的操作是哪些，这就是我

的教学目标和内容。 

因为数字媒体应用这门课是开在大二，前面也没有

什么技术的基础，而且这门课是作为一个先行课，

所以，我对於技术方面，我对学生其实没有过多的

要求，能够掌握一些计算机的基本使用能力就差不

多了。 

技术训练 

问： 学生修课应具备的专业态度、知识及技能为何？  AA02 

答： 在我授课的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兴趣。如

果学生本身很有兴趣的话，在课后他会不断地去练

习，补充一些知识，学生就会进步很快；没有兴趣

的话，他可能听了课堂后不练的话，其实就没有什

么效果，所以我就觉得兴趣可能是他们最重要的。 

另外就是，因为我是针对数字出版物来教学生操

作，所以我在整个学期会布置，以小组为单位来做

一个作品，例如：电子书这样一个作品出来。所

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觉得他们在前期，对数

字出版理论的了解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如何去

进行选题、内容策划、如何搜集素材、素材转载使

用的规范、排版等，因为我们要着重在技术面的

话，就没有办法再关注前面的基础，所以，如果学

生在上课前能够掌握的话，会更好一些。 

热情兴趣 

基础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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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教学上特别重视的专业内容，或学生目前待加强的

项目有哪些？ 

AA03 

答： 以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这门课为例，由於学生前期

基础知识掌握各异，而课堂没有太多时间再做普及

强化，所以难免有学生浪费很多精力在解决由于前

期基础知识缺乏而在数字出版物制作中遇到的问题

上，而难以将精力放在数字媒体技术和软件的练习

上，更没有精力去体会数字媒体技术在数字出版中

的应用。可能后期需要在课外安排一些环节来解决

学生基础不一的问题，且邀请一些在内容策划、数

字出版物排版等问题上精通的老师来做课外课内辅

导。 

基础知识 

（二）教学知识（PK） 

 内容 编码 

问： 如何唤起学生学习动机？  AA04 

答： 第一，鼓励与竞争。当学生做得好时，要多正向鼓

励。而且，在做练习时可以将他们分成小组，小组

之间形成良性竞争。 

第二，以赛带练。鼓励他们将课堂作业的作品进行

完善，参加比赛。这样他们就更有多加练习，做出

好作品的动力。 

第三，在平时练习的选题上给予一定自由度，让学

生得以以兴趣为契机来学习。 

鼓励与竞争、以赛

代练及给予自由

发挥空间 

问： 教材如何准备？  AA05 

答： 我一般都是将多本教材的精华内容选取出来，自编

成教材，不会只选一本教材。 

我觉得现在数字媒体发展比较快，互联网上的内容

可能更新更及时，我也会补充一些。 

借由课程网站、多媒体课件等将数字出版的教学内

容数字化展示给学生。 

教材内容： 

自编教材 

网络资源 

教材型式： 

在线或自制教学

影片 

在线课程网站 

问： 教学时习惯采用那些教学法？  AA06 

答： 上机一般教学方式，是带学生学一个操作，然后再

演练。 

因为我的课本身是一个技术课，不是纯理论，所以

会讲一些技术方面的应用 

讲述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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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如何与产业实务结合？ AA07 

答： 目前跟产业结合的，主要是带学生参加行业内的一

些竞赛。 

另外，有的时候会请一些人来讲座，还有学校会有

一些讲座，比较好的我会推荐学生去参加。 

另一方面，主要是我自己会去进行一些培训，我自

己会去报名参加一些由业界老师来讲授的课程。 

还有一些情况是，科技公司开发了一些软件，他想

推广，就会跟很多高校联系，跟学校合作进课堂，

就想跟我们课上的实践课程结合，如果学校买了软

件以后，企业也会让他们的人员来帮助教学。 

另外就是，出版社给我们支助了一个实验室，这个

实验室就是学生在里面完成出版社实际的工作，这

是长期都有的。这个实验室是他们帮我们建的，学

生就在里面做他们的产品。这是挺有特色的，我们

这边会有老师跟着指导，他们那边也会派老师过

来，这是我的一个实践环节课程。 

竞赛参与 

专题演讲 

实习或产业培

训、产业宣传活

动及产业实验室 

（三）科技知识（TK） 

 内容 编码 

问： 您日常所使用的社群软件为何？  AA08 

答： 个人的话，我最常用的还是社交软件，比方说：

微信（Wechat）、QQ。 

通讯社群软件 

问： 常用的搜索引擎？  AA09 

答： 百度 入口搜索引擎 

问： 新科技计算机设备有哪些？ AA10 

答： 笔记本、iPad，有时候会给他们展示一些案例。 各式行动载具 

问： 专业软件或其他？  AA11 

答： 图片的话是 Photoshop、音频的话是 Audition、视

频的话是 Premiere、动画是 Flash。 

Photoshop、

Audition、

Premiere、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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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将新科技应用在数字出版专业的教学现况（编码：B） 

（一）学科教学知识（PCK） 

 内容 编码 

问： 学科专业与教学知识如何结合？  AB01 

答： 我的教学法，一个是分组，另外一个就是任务驱动

的方式。比方说，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我会

让同学们做一本电子书，我不会一下就把整个任务

布置下去，最终是做一本电子书，但是，我会把它

分成一个个的子任务，然后再教授的过程中，比如

在教完哪一部分，同学的电子书应该完成哪一部

分，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驱动他们。不仅是做电子书

的课也好，做网站的课我也是这么教的。 

另外， 我也会让他们分组做一些课堂展示，比方

让他们跟踪一下数字媒体及网站建设的一些前沿内

容，然后，每一堂课都会有一个小组让他们做一个

课堂的展示。 

分组教学 

任务驱动 

课堂展示 

 

问： 请说明您对数字出版专业教学上看法，例如：师生

互动、补救教学、延伸学习、同侪协作？  

AB02 

答： 课堂展示，比如，在学生分组做电子书的过程中，

我也会给每个组有个机会到台上来讲制作的进度，

让同学们互相学习，在过程中有几个同学汇报，针

对没有汇报的同学，我也会问在过程中他做了哪些

事，如果没有做的话也可以及时发现。也会有学生

在课下来问问题，这个过程中也能发现他掌握课程

学习的程度。 

先讲个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的例子，班级上的

同学对电子书的软件不是特别会，但是课上又没有

太多的学时分出来讲电子书的软件，那我就统计一

下有多少人想学，在课外找了个时间帮他们补课，

教电子书制作。 

师生互动：提问

法 

补救教学：课后

个别辅导 

问： 目前遇到教学上的困难？  AB03 

答： 我目前也会觉得有一个困难，因为作业是分组来进

行的，组里面学生对作品的贡献量的多少，确实很

难掌握，不是眼看着这个组来进行的话，确实很难

掌握。 

 

团队合作时学生

缺乏团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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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教学知识（TPK） 

 内容 编码 

问： 您在教学时，通常应用哪些新科技工具或平台，例

如：网络搜索引擎、社群软件或学校管理系统？  

AB04 

答： 我每一门课在讲的时候，我都会开一个 QQ 群作为课

程群，有的时候会分享一些资源、发放课程通知，都

会透过 QQ 群来进行。 

我会上一些在线教育，像慕课（Moocs）平台，我会

在上面找一些课程来学习，然后，把一些精华、很好

的东西放到我的教学里面。慕课（Moocs）平台最常

用的，一个是网易公开课，一个是 Coursera，还有一

个网站叫 51CTO，后面是偏技术的平台。 

另外，新的设备就是像 iPad，我会在里面找一些电子

书、好的案例，然后在上课的时候展示出来。 

 

社群平台或

APP 

在线课程平台 

知识应用型网

站或 APP 

行动载具 

问： 学生通常采用的新科技为何（学校提供或自行寻

找）？  

AB05 

答： 我觉得学生可能用微信比较多。有的时候学生也会透

过 QQ 群来分享他们搜集到的一些资源，偶尔会有。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学生，在上数字媒体课，他们

会用一些数字板去做手绘。 

（自行寻找） 

社群平台或

APP 

专业绘图工具 

问： 应用方法、使用效益、学生投入程度或困难？ AB06 

答： 有一些比较认真的学生，他们加了我的微信以后，有

时候也会给我分享一些比较好的资源，有时候学生也

会在朋友圈再分享出来，他们有时候也会传递一些会

议或培训的讯息。 

 

有助知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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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学科知识（TCK） 

 内容 编码 

问： 您如何将数字出版专业与科技结合，如：教学资源

的安排运用、教学训练、师生沟通联系？  

AB07 

答： 关于内容安排上，因为我主要是学计算机的，我的

研究方向主要是在社交媒体、数据新闻这方面，可

能涉及到一些现在比较热门前沿的部分，像是

HTML5 技术、CSS3，我就会把它安排到网站建设

这类的课程里面，当然也会结合学生的专业背景和

基础。学生有文科、有理科，但是经过几年的训练

以后，学生主要还是比较偏文的部分，根据学生的

程度，可能会做一些改良至他们能够接受的，然后

传达给他们。 

从管理上来说，一方面就是用 QQ 群那样的软件，

另一方面就是，比方说，我自己在讲网站建设、网

页设计这方面的课程的时候，我自己有建课程网

站，然后把课件都放在网站上面，学生可以自己去

看。 

还有一方面，学校也会提供一些，比方说，学生评

教系统，透过系统学生可以匿名的在上面提供他对

课程的看法，我也会参考他们的意见，对课程做一

些调整。 

教学资源准备：在

线课程平台 

师生互动与教学

资源共享：在线课

程平台、社群平台

或 APP 

教学训练：在线课

程平台 

问： 学生采用新科技做为那些方面的学习？如：专业知

识查找、专业技术熟练、专业团队社群经营？   

AB08 

答： 查找专业知识、组建社团进行社交平台运营，例如

运营微信公众平台。 

专业知识查找：

社群平台或 APP 

同侪互动与团队

协作：社群平台

或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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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於未来数字出版专业透过新科技来教与学的看法（TPACK）

（编码代号：C） 

（一）个人管理与创新 

 内容 编码 

问： 您认为新科技如何与专业教学结合？例如：将其运用

在教学工具、知识管理与分享、创新教学等方法？  

AC01 

答： 我设计过抽签的软件，比方说课堂展示，学生总是说

谁先来，如果没有人先来，我就会说我们公平点，我

们抽个签吧！我就做一个小的程序，来抽一下。一方

面就是用 QQ 群那样的软件，新的设备就是像 iPad，

我会在里面找一些电子书、好的案例，然后在上课的

时候展示出来。 

应用方式：游

戏创新教学、

专业知识管理

与分享 

教 学 辅 助 工

具 ： 社 群 型

APP、行动载

具、知识应用

型 APP 

问： 数位出版的教学内容如何数字化？  AC02 

答： 借由课程网站、多媒体课件等将数字出版的教学内容

数字化展示给学生。 

课程网站 

教学影片 

问： 教学的成果如何推广营销？  AC03 

答： 教学成果，我目前想到的是为学生优秀作品搭建展示

平台。目前有许多云服务器，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支

持。不过，平台的管理，也可以交由学生进行，这样

可以顺便为他们模拟一个平台运营的环境。 

教学空间平台

展示 

问： 知识管理与大 数 据如何用在专业上应用？  AC04 

答： 我现在方法也不多，主要是我有课程群，分享一些学

习资源，包括我布置一些思考题，或把学习资源传到

群共享以后，我也会去看一下这些资源被下载的次数

有多少，看看学生对哪个方面会感兴趣。包括他们对

哪个话题上传资源多的话，我也会特别关注。 

学习资源下载

量评估学生学

习效果 

问： 云端协作软件、碎形化知识在数字出版的应用？ AC05 

答： 可以采用云端软件搭建数字出版的资源平台，整合现

有的一些碎片化知识，帮助学生梳理这些碎片化知

识，形成体系。而且，这个梳理工作可以在教学过程

中，组织学生一起来完成，即借助众包的思想，一方

面，便于碎片化知识的搜集，另一方面，通过学生自

云端协作：文

件传输与社群

协作 

碎形化知识：

社群管理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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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梳理，能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 享零碎有用知

识 

 

  

 



248 
 

（二）教学领导与评量 

 内容 编码 

问： 您认为如何应用新科技掌握学生学习？提升学生学习

动机，以及评量学生的学习成效？  

AC06 

答： 就是说，看看未来能不能结合一些新科技，例如说，

协同创作的平台、云平台，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账

号，他在小组合作的任务里面的贡献量有多少，都可

以一目了然，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教学评量的实

时互动 

问： 课程应藉由哪些活动，适当的透过新科技增进有效教

学。  

AC07 

答： 通过新科技搭建合作指导的平台。不同的教师可以借

由此平台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对学生进行指导，这样

就可以实现不同教师对同一个学生的一起指导、合作

指导。 

透过新科技让

学习过程更有

效益 

问： 教师应如何辅导学生正确的使用新科技，让学习更有

效益。 

AC08 

答： 我认为，首先对於新科技的使用，学生往往比教师更

踊跃去尝试，而且他们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更强。所

以，在新科技的使用上，教师做必要引导即可。例

如，在学生不了解哪些新科技能够满足他们的学习需

求时，教师可以做介绍。学生会新的科技，但是不知

道怎么把它用在专业学习上时，教师也可以做必要的

引导。例如，现在许多学生都有 iPad，但是很少有学

生懂得使用它来获得在线学习资源。可以推荐他们安

装一些 MOOC APP，获得专业学习资源。 

引导专业知识

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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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应用发展与策略 

 内容 编码 

问： 未来学校应提供那些政策措施、软硬件的提升，使教

师应用新科技在教学上更有效益。  

AC09 

答： 我觉得有两个想法，一个是能不能做一个学生的展示

平台，因为大班授课，不能把所有人的作品都展示一

遍，所以，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平台，让学生在做的过

程中，让学生的作品已经有呈现了，然后时时都能看

到，学生也能借鉴其他同学好的地方。 

另外一个，关于碎片化资源平台，让老师带着学生做

数字出版资源梳理的一个平台，让学生也可以参与资

源平台内容建设的工作，学生如果有看到好的碎片化

的知识，按照框架能够梳理在哪个地方，经过框架梳

理以后，对於知识的吸收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这

样一个平台的搭建，可能不是一门课、一个老师，带

着学生就能搭建完成的，会需要很多个老师带着学生

去共同建设的。 

学生作品展示

平台 

碎片化资源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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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專家訪談逐字稿（B） 

专家访谈逐字稿（B） 

一、基本数据 

 

  

教学背景  

职称 副教授兼系主任  

服务机构 大陸北京某公立學院新闻出版学院 数字出版系 

专长 出版学、数字版权管理、出版法规 

年资 约 13 年。 

2003 年起就职於大陸北京某公立學院，2015 年 9 月担任闻出版学

院数字出版系主任 

授课课程现况 

授课时数 约 64 学时／学期（若教学周 16 周，一门课有 4 学时）。 

任教课程 上学期：出版学，一年级课程（第一学期） 

下学期：数字版权管理，高年级课程（第六学期） 

课程内容的理论或技术比重：出版学、数字版权管理皆以理论为主

（课程里以书店调研、选题分组讨论、参观为教学方式，亦会安排

实践课时，约安排 16 学时）。 

授课学生现况 

授课学生数 数字出版专业共有两个班，每个年级约 60－70 人之间，四个年级

约 300 人；必修课合班上课，约 60-70 人一起上课，选修课则根据

选课情况。 

学生来源 通过高考选拔，文理兼收，高中文科、理科学生各半；近年生源逐

渐提升，一本较多。 

专业背景 新闻出版学院学生专业背景共分为数字出版、编辑出版学、新闻

学、传播学（国际出版与传播）、广告学、网络新媒体等六个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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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自我觉知的学科、教学及科技知识（编码：A） 

（一）学科知识（CK） 

 内容 编码 

问： 请说明课程的教学目标？ BA01 

答： 出版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是一门概论性质的入门

课，是针对高考进来的学生，可能对出版行业不是

很了解，让学生对行业有概念上的认识。因为我们

本身是学出版专业出身的，不是搞技术的，所以在

课上也不会涉及技术性上的内容，主要是概论性质

的，比方说出版学是涉及出版的概念、出版物的生

产、出版物的消费、发行等这样的内容。 

另外一门课是数字版权管理，基本上是以著作版权

法为授课基础，然后延伸到现在数字出版产业所涉

及到的一些数字版权知识，基本上也是以课程讲授

为主。 

理论知识 

 

问： 学生修课应具备的专业态度、知识及技能为何？  BA02 

答： 学生学习《出版学》是了解出版的基础知识，为后

续专业学习奠定基础；《数字版权管理》课程的学

习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版权知识，能够应对今后工

作遇到的版权问题并予以解决。 

问题解决能力 

问： 教学上特别重视的专业内容，或学生目前待加强的

项目有哪些？ 

BA03 

答： 学生可能对比较枯燥的理论讲授，没有太大的兴

趣。学生喜欢实际操作的课程，会觉得学软件很有

用，学习的目的也会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我的课属於理论性质，我也在思考是不是在教学上

做些改变，比如说，出版学的课，可以考虑先从实

践入手，让学生去做，在做的过程当中，学生就会

发现他们缺少对出版专业知识的认识，然后，我们

再来进行理论的讲授，可能学习起来较有针对性，

也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理论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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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知识（PK） 

 内容 编码 

问： 如何唤起学生学习动机？  BA04 

答： 在讲授《数字版权管理》课程的时候，因为著作权

法的内容，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会加进一些

案例。我发现当我讲这些法条，还有基本知识的时

候，他们就不太感兴趣，一讲案例的时候，同学就

会抬头听，他们就会去做一些分析，我看那些同学

很感兴趣，就会提问。用提问这种方式来跟学生互

动，当然，也会看学生个人，有些学生他不喜欢被

老师点，那也就算了。 

案例解说分享 

问： 教材如何准备？  BA05 

答： 《出版学》课程的教材主要是选用出版职业资格考

试的教材，我们学院也正在组织编纂出版学的教

材。如果编好的话我们肯定是按照这个教材来用。 

数字版权管理是以著作权法为基础，所以没有教

材，以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等为参考资料，属於

自编讲义，讨论的部分，我们是以前沿案例来进行

一些讨论。 

教材形式主要上课演示的 PPT。 

教材内容： 

自编教材 

证照考试教材 

教材型式： 

PPT 或 Keynote

简报 

问： 教学时习惯采用那些教学法？  BA06 

答： 在我的授课当中，一般也不会用到特别的软件，以

老师讲授为主。 

一般我们会安排一些选题，让学生去做、分组讨

论，最后期末形成一个大作业，会成为期末考评的

一部分。 

一般我们的考核，是结合知识点出份试卷，另外结

合大作业报告。 

讲述演示 

报告展示 

作业考试 

问： 如何与产业实务结合？ BA07 

答： 会根据学期情况、课程安排，我们会带学生做一些

调研，把学生集中起来，去行业单位里面，做实地

参观考察，了解一些在课堂了解不到的情况。但

是，这种比较难实现，因为要四节课连排，这么多

（60-70）位学生要带出去也不太方便，而且还要

跟对方单位联系，对方要接待那么多人也有困难，

学生可能也觉得是走马看花；对学生来说，参访会

比上课有效果，但是比较难以实施，机会比较少。 

企业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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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知识（TK） 

 内容 编码 

问： 您日常所使用的社群软件为何？  BA08 

答： 微信、QQ。 通讯社群软件 

问： 常用的搜索引擎？  BA09 

答： 主要是透过一些网络，研究性的文献检索主要是

透过中国知网；专业性的案例一般是透过专业网

站、微信公众账号推送；如果想对案例深入分析

的话，就会再去找一些。讯息的获得主要还是透

过互联网。 

协作知识平台 

企业网站 

社交社群平台 

问： 新科技计算机设备有哪些？ BA10 

答： 手机、家里或办公室的台式机。 各式行动载具、桌

面计算机 

三、教师将新科技应用在数字出版专业的教学现况（编码：B） 

（一）学科教学知识（PCK） 

 内容 编码 

问： 学科专业与教学知识如何结合？  BB01 

答： 出版学是概论性的课程，主要是以理论讲授为主。 

数字版权管理，基本上也是以课程讲授为主。 

案例教学这块，我会根据学生的数量，比方说，是

60 多人或 80 多人，让学生自由组合，组成一些小

组，大概就是一个组不超过四个人，这样就会给出

一些选题的数量，让他们来选，这些涉及的案例是

逐年更新的，比方说，像之前一些比较经典的，百

度文库、谷歌数字图书馆之类的会有所保留，会根

据授课年度更新当年的最新案例。 

当然，这些案例，学生做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问题，

可能会从整个数字出版产业的角度去做。但是，我

会告诉他要跟我们这门课结合，比方说，他之前可

能上过一些数字出版概论，也做过相关的研究，他

可能也会用这个案例，但是，我会告诉他：你的角

度可能要扭转一下！从版权的角度去做。我们关注

的不是整个产业的问题，是版权的问题。 

我会先把任务派下去，然后，我先来讲著作权法的

内容，先把法规都梳理清楚了，后面学生才可以分

讲述法 

案例法 

分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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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案例，讲完之后，让他回去准备，然后作汇报。 

问： 请说明您对数字出版专业教学上看法，例如：师生

互动、补救教学、延伸学习、同侪协作？  

BB02 

答： 在汇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互动，我的互动会有两

个层面，这种案例讲授的互动，就是其他小组要给

汇报小组的同学提问，作为老师也要去提问，所以

互动不仅是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互动，还有同学和同

学之间的互动，有点强制性的。因为，汇报的时

候，我觉得不要求学生去提问的话，他就会不听、

没有办法思考。 

说到后进的学生，我觉得总有吧！每个班级上总有

这样的学生，我只能透过分组，解决一部分这样的

问题，把他跟好的同学分在一块，有好的同学督促

他一下，再来就是，也便於他能够掌握一定的知识

技能，能够通过考试，因为小组的成就，也连带他

的成绩能够上去。 

师生互动：提问法 

补救教学：同侪

协助 

问： 目前遇到教学上的困难？  BB03 

答： 目前我们在教学效果上会打折扣的地方，我觉得是

大班教学，这么多的学生，一个个去照看辅导确实

会有困难。像我们学校的外语系，现在改名为传播

学系，20 多人一个班，总体上我觉得教学效果比

较好。 

这学期我还给印刷包装学院的同学上课，在阶梯教

室上课，150 多人，那个课堂基本上是没办法控制

的，我觉得老师就必须调整自我心态了，基本上上

课就是给那些爱听课的孩子。 

授课人数过多 

 

（二）科技教学知识（TPK） 

 内容 编码 

问： 您在教学时，通常应用哪些新科技工具或平台，例

如：网络搜索引擎、社群软件或学校管理系统？  

BB04 

答： 主要上课演示的 PPT，然后，会找一些跟课程相关的

视频。 

学校管理系统是教务处给我们建了个网络课堂，让老

师在网络上可以跟学生沟通，但我不太会用到学校的

系统。 

简报 

影音平台 

社群平台或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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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的授课来讲，在学校管理系统的沟通不多，通常

我给学生传资料主要是透过班级的 QQ 群。社群软件

基本上是课后沟通。 

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不是搞技术的，使用的比较

少。这两天接触比较多的是，刚好参加一个培训，还

有跟出版社有一个项目的合作，是做一个医学类的数

字出版 3D 虚拟现实技术，我回头就会给学生找一些

资料，让他们看。 

问： 学生通常采用的新科技为何（学校提供或自行寻

找）？  

BB05 

答： 我觉得学生都是在做碎片化的阅读，因为他们手机不

离身，上课的时后也在看手机，基本上他可能不会有

很深层次的阅读。 

（自行寻找） 

行动载具 

问： 应用方法、使用效益、学生投入程度或困难？ BB06 

答： 学生使用新科技提升学习的效益还是有的，如果照正

常的教学进度是很平淡的，偶尔来点刺激，我觉得是

好的，只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然后给学生刺

激，他们就会对这个行业有更深刻的认识。 

有助丰富课程

内容 

（三）科技学科知识（TCK） 

 内容 编码 

问： 您如何将数字出版专业与科技结合，如：教学资源

的安排运用、教学训练、师生沟通联系？  

BB07 

答： 平常也会用微信、QQ 来跟学生做一些联系，但

是，这些联系仅限於学生有什么不明白，他们来问

我，上课可能用的不多。Email、微信、QQ 都用，

QQ 可能方便一点，因为发文件方便得多。 

因为我的专业是文科出身，我觉得我对科技的应用

可能不是很多；我的课堂管理还有教学，也没有用

什么科技的手段去对学生进行管理，还是采用我个

人管理的状态。 

在数字版权管理这堂课里，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数字

版权管理系统，在授课的内容我只能去看，像出版

单位也好、新媒体技术也好，数字版权管理系统和

企业的整个管理系统是放在一块儿的，我只能看到

是什么样的，再给学生描述一下。因为比如说我去

企业里面，也只能给我看一下，然后再告诉学生，

师生互动与教学

资源共享：社群平

台或 APP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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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对授课课程的管理，好像没

有用到跟科技有特别多的使用。 

问： 学生采用新科技做为那些方面的学习？如：专业知

识查找、专业技术熟练、专业团队社群经营？   

BB08 

答： 学生一方面透过记笔记，和搜集我给他们的一些资

料，存储这样一些数据来学习，主要是这样的一种

方式。 

学校有很多社团，像微学、新出版人、跨越、校友

杂志跟出版挺有关的，透过社团来进行与出版有关

的编辑。我带的这一级有两个学生，都在校友杂

志，会去采稿子，对校友做些访谈，包括会做微信

公众账号那样的方式。我想这种可能会对学生的专

业学习很有促进，实际动手了，我想他就会觉得那

些地方的专业知识不足，学生就会去学习。 

同侪互动与团队

协作：社群平台

或 APP 

 

四、对於未来数字出版专业透过新科技来教与学的看法（TPACK）

（编码代号：C） 

（一）个人管理与创新 

 内容 编码 

问： 您认为新科技如何与专业教学结合？例如：将其运用

在教学工具、知识管理与分享、创新教学等方法？  

BC01 

答： 其实我觉得过去所说的出版和现在所说的数字出版，

差别还是挺大的。新科技给我们在专业上教学，在教

学内容上的冲击，我觉得可能更大一点，因为新科技

的介入，出版可能跟过去比较起来都变的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到底应该告诉学生的是什么？可能有些知

识是固化下来的，可能有一些新的知识是随着技术的

介入带来的变化，比如什么是连结？还需不需要编

辑？这样的内容对教学内容的冲击比较大。 

 

应用方式：专

业知识管理与

分享 

问： 数位出版的教学内容如何数字化？  BC02 

答： 我觉得我的比较简单，主要上课演示的 PPT。 简报档案 

问： 教学的成果如何推广营销？  BC03 

答： 目前我觉得我们主要是透过跟竞赛结合。我们把学生

分两类，一个是写论文，一个是做毕业设计，之前我

竞赛推广 

展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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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学生做完毕业设计以后，要做个展示，我觉得好

的毕业设计可以参赛、可以展示，好的论文可以出论

文集的形式，或是做小型的研讨。 

论文集发表 

问： 知识管理与大 数 据如何用在专业上应用？  BC04 

答： 对於个人的管理，以及教学内容的数字化，我觉得其

实现在学校也在做这种网络课堂，但是我用的并不

多，但是，科技的影响这方面，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

加强。其实我觉得如果科技用的好的话，会使我们的

课堂更有趣，老师的监管可能会更有力度一点。 

课堂监管 

问： 云端协作软件、碎形化知识在数字出版的应用？ BC05 

答： 在我这两门课中应用不多 无 

（二）教学领导与评量 

 内容 编码 

问： 您认为如何应用新科技掌握学生学习？提升学生学习

动机，以及评量学生的学习成效？  

BC06 

答： 因为学生现在对行业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老师讲的东

西有什么用，概念的课程，我就要讲分类、属性、功

能，但是，这些内容听起来又很枯燥，在课本上也很

容易学到。 

我上了这么多年，授课好像是我们老师在自娱自乐，

学生在做自己的事，基本上我好像给前排这几个学生

上课，这学期我也听了一些老师的建议，还有对课程

的看法，所以我也在考虑，以后上课就先动手，然后

去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问题，隔一段时间就会理

解。我也在思考以课堂为主的教学，怎么跟实际教学

项目结合，如何引起学生的学习动机。 

做中学的教学

方式 

问： 课程应藉由哪些活动，适当的透过新科技增进有效教

学。  

BC07 

答： 无 无 

问： 教师应如何辅导学生正确的使用新科技，让学习更有

效益。 

BC08 

答： 现在只是光搞这种碎片化的阅读，可能对学生的成长

不太好。 

我觉得可能是跟课程结合，适合让他做碎片化阅读的

课程，就让他去做碎片化阅读；适合让他去做深层思

考阅读的课程，就让他去做深层阅读。 

避免过度使用

新科技 

引导专业知识

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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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专业在调整培养方案的时候，也考虑了增加专业

阅读的课程，比方说：经典文献阅读、专业文献阅

读、阅读与书评，增加了这样的实践环节，我们是给

学生开一些书单，让他们去读，然后，最后要教书

评。但是，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三）学校应用发展与策略 

 内容 编码 

问： 未来学校应提供那些政策措施、软硬件的提升，使教

师应用新科技在教学上更有效益。  

BC09 

答： 对於个人的管理，以及教学内容的数字化，我觉得是

不是以后学校也可以给我们老师建一个教学管理系

统，老师可以透过网络或系统，比方我可以把我的章

节内容知识点都放进去，我可以留我的作业题来考核

学生，通过这种像是 APP 的方式，老师下载一个老师

端，学生下载一个学生端，注册好了之后，有作业就

会提示我，做完了之后我就提交给老师，老师改完了

之后就会打分，还会有奖励，以及整个班级的排名。 

我们学校现在就在做这种协同创新平台，包括国家做

的那种数字复合出版工程，现在就放在我们学校，第

三方可以做一些检测。这个基本上和我们专业是结合

紧密的，如果整个流程建好了以后，我们所有的老师

每一门课都可以在里面实践，比如说，实习这门课，

不一定要到企业，可能在这个流程里面就完成了，可

能包括我们的课程教学，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教师教学管理

系统改善 

协同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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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專家訪談逐字稿（C） 

专家访谈逐字稿（C） 

一、 基本数据 

教学背景  

职称 讲师注 1 兼副主任 

服务机构 大陸杭州某公立科技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新媒体传播系 

专长 传播理论、新媒体、数字出版理论 

年资 约 7 年。 

2009 年至 2012 年於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学专任。2012 年起於杭州某公

立科技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新媒体传播系专任。 

授课课程现况 

授课时

数 

约 10 学时／周，18 周／学期。 

任教课

程 

上学期：传播学导论（一年级必修）、新闻学（二年级必修）、媒介商

业模式创新（三年级必修）、传播学科前沿探析（四年级必修）。 

下学期：市场调查与预测（三年级必修）、广告学（三年级必修）、新

媒体广告编创（二年级选修）、新媒体发展概况（校选修，新媒体现

况介绍）。 

课外活动指导：电子书创作工作营、影音视频社团（橡皮糖） 

课程内容的理论或技术注 2 比重：传播学导论、新闻学、传播学科前沿

探析及广告学以理论为主；媒介商业模式创新为实践性策画方向课程

（研究新媒体传播型态、商业营利模式）；市场调查与预测为 SPSS 软

件与应用；新媒体广告编创为广告内容创意设计与制作，（撰写产品

或企业的策画书，并拍摄视频广告）。 

授课学生现况 

授课学生

数 

最多 120 人，最少 19 人。 

传播学导论：约 30 多名；新闻学：约 35 名；媒介商业模式创新：约

19 名；传播学科前沿探析：约 44 名；市场调查与预测：约 44 名；广

告学：约 60 名；新媒体广告编创：约 20 多名；新媒体发展概况：约

160 名。 

电子书创作工作营约 40 多名。 

学生来源 文科与理科生比例约为 6:4，少数专科或继续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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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大陆讲师职称分为博士学位及非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讲师相当于台湾的助理教授，此位

受访专家为博士学位讲师。 

注 2：大陆教授技术方面的课程，称为实践性课程。 

 

二、教师自我觉知的学科、教学及科技知识（编码：A） 

（一）学科知识（CK） 

 内容 编码 

问： 请说明课程的教学目标？ CA01 

答： 现在社会对传播和媒体专业人才需求量蛮大的，也

就是技能性强、知识背景完整、沟通能力、创意思

维各方面都有要求，我们要求学生要达到以下四个

目标，包括媒体及传播，也就是数字出版，或称数

字化编创专业的学生。 

首先，能够知晓原理，也就是技术原理、传播理

论、媒介特性，所以理论课是必须的。 

第二，要会内容编创，写故事的基本功，培养好的

文字功底，能做好的文案策画、写剧本、新闻采访

及写作。 

第三，孰悉软件技术，不一定要会用或去操作，但

是，学生要能了解现在软体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程

度了，能够实现那些特效，这些软件都有哪些基本

的功能，那些软件市场需求比较好，不同软件的优

缺点。 

第四，要会沟通表达、团队协作精神，现在没有一

个数字技术或项目，能有一个人每个环节都很熟

悉，他可能会了解每个领域，但要能够沟通、协作

及表达。在这一块，我们更强调学生新媒体的营

运、营销及管理能力。 

理论知识 

内容创作 

技术训练 

沟通表达 

问： 学生修课应具备的专业态度、知识及技能为何？  CA02 

答：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要学生懂理论、会软件、会去做

营销和管理，所以这样的专业不可能一个学生去完

成的，必须要团队合作，所以我们会告诉学生，首

基础理论知识 

合作沟通能力 

专业背

景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学生专业背景为艺术类、文科类及媒体技术

类综合，比例约 1：1：1，艺术类学生会稍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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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对各方面知识结构要有一些了解，知识的宽度

是要有的，然后是某一方面知识的积累，在某一块

的精度要做到很高，然后在往下的就是协作能力，

这样才能跟别人合作。我们学院院长一直有个规

划，希望我们是工科、文科、艺术类学生都有，个

个专业学生都要有，我们现在一直在推进这个，我

们在自己学院就可以打造一个全媒体的人才。 

问： 教学上特别重视的专业内容，或学生目前待加强的

项目有哪些？ 

CA03 

答： 我们的学生现在比较要加强的方面是编写故事、脚

本、内容编创、策画能力，这和学生在文学方面长

期的积累，也就是文学素养是挺有关联的。 

我们现在要学生给一个比较感人的故事，让他自己

问自己有没有被打动的地方，他们很少做这方面深

度的思考，而且学生现在接触的都是快餐化式的内

容，他们也不太注重思考。 

内容编创、策划

能力及文学素养 

（二）教学知识（PK） 

 内容 编码 

问： 如何唤起学生学习动机？  CA04 

答： 具体的说，学生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或动机，愿意

对自己作提升的学生是少数的，大多数的学生还是

停留在修完这个学分、通过考试、不要重修的状

态。我曾经试过许多方法，例如：点名、作业或课

后辅导，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我现在采用一种方法，将学生分成小组。原来我是

好的与不好的学生搭配在一个小组内，然后我对他

们越来越了解后，我会采用分层教学法，将学习状

况好的学生分到一组，比较不认真的学生分在同一

组，特别关注他们。 

如果是不太说话的学生，我会安排他当组长，然后

告诉他要适当地与组员沟通。 

同质分层教学方

式 

问： 教材如何准备？  CA05 

答： 我们因为要搜集现在最新的产业现况，要搜集一些

前沿案例，然后拿来让学生分析，学生会比较有兴

趣，将案例涉及的理论教授给学生。 

我会指定书目，学生采用纸本或电子文件皆可。 

教材内容： 

时事案例 

教材型式： 

纸本或电子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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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 

问： 教学时习惯采用那些教学法？  CA06 

答： 现在讲新媒体的课程，我觉得比较有效的是案例分

析法。 

案例教学法 

问： 如何与产业实务结合？ CA07 

答： 我们学院层面，会跟浙江省的企业建立一个实习基

地，我们也称为校级合作基地，他们会签属合同，

接纳我们带学生过去参观及调研；同时，他们也会

有专家及领导来给我们上课，学校也会鼓励我们这

么做，我们会请专家来做讲座，或安排在某一堂课

来做演讲，我们把学生召集好来听讲座。 

跟产业实务进行结合，我还会跟我的案例教学法进

行结合，我一般会对浙江省的企业，包括它们的业

务重点做一个案例库，比方说：这门课开始了，我

就会告诉学生，我们之后会提到这些企业及案例，

大家每人挑一个自己有兴趣的案例，然后我就会布

置下去，比方说你对这将联合出版集团有兴趣，那

么你这学期就有一个任务，就要把这个企业的所有

情况掌握清楚，当我们课堂上复习到这个案例的时

候，就会给学生 10 至 30 分钟的时间，要向全班同

学介绍清楚，这个企业的发展情况，甚至针对企业

的营销需求撰写策画。我们在商业媒介创新课程，

每个学生承担一至二个案例。 

我会协助学生取得企业不太容易取得的资料，学生

现在这方面能力很强，如果他对这方面感兴趣，他

会有很多方式来取得需要的数据。我们之前有一个

案例是研究某视频网站，学生透过熟人找到企业里

面的员工，提前了解企业的发展规划、业务重点，

在课堂上大家听一听，之后企业果真也是如此发

展。这样的学生不多，但是班上一二位能够带动其

他学生。 

计划参与 

企业参访 

专题演讲 

校级合作基地及

案例教学 

（三）科技知识（TK） 

 内容 编码 

问： 您日常所使用的社群软件为何？  CA08 

答： QQ、微信（Wechat）、微博。 通讯社群软件 

社交社群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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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常用的搜索引擎？  CA09 

答： 搜索软件我们都用百度。 入口搜索引擎 

问： 新科技计算机设备有哪些？ CA10 

答： 笔记本、智能型手机、iPad、投影、计算机。 各式行动载具 

三、教师将新科技应用在数字出版专业的教学现况（编码：B） 

（一）学科教学知识（PCK） 

 内容 编码 

问： 学科专业与教学知识如何结合？  CB01 

答： 理论课程我大多采用案例法，这样的教学方法对老

师的挑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样的案例搜集的背景

资料特别多，并且要把它梳理出来，这比较费劲。

实践性的课程，我就会分阶段让学生去实作。 

例如：市场调查与预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我就会让学生去做市场调查，采用 SPSS 软件，调

查结果回来了以后，让学生去作数字分析。让学生

以后要去帮人家做市场调查，能够了解有一套流

程，针对一个企业，帮他开展一项市场调查。前期

我会用一些时间，跟学生说清楚市场调查的一些原

理及步骤该怎么操作；中期我们是媒体集团或企业

合作，他们有一项业务，我们就针对这项业务进行

市场调查，我们把方案确定后让学生去实施，问卷

回来了以后，学生就用前期学过的软件进行分析，

我们再把这个结果，回报给传媒集团的 CEO。 

案例法 

企划实作 

问： 请说明您对数字出版专业教学上看法，例如：师生

互动、补救教学、延伸学习、同侪协作？  

CB02 

答： 课后的师生互动，我们专业的学生因为还要学影音

视频节目制作，他们组了一个社团，社团里都是拍

摄影音视频的高手，企业会有项目给他们，请他们

来拍摄，如果学院有些老师需要，我也会介绍给他

们，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橡皮糖社团，这个社

团就是我们专业的学生，他们还能够透过这个社团

挣钱呢！ 

补教教学我个别指导比较多，我们有几们课都有这

样的学生，被老师挂掉忙着重新修，也会因为遇到

各种困难，例如：生病的、家里遇到困难的、灾难

性事件的，这样的学生人数不多，大部分的学生只

师生互动：课后研

讨 

补救教学：课后个

别辅导 

延伸学习：个别

指导、竞赛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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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两个科目没学好，凭他们的能力只要努力一

下，还是可以通过的，真正已经碰到困难的学生我

都会个别辅导。 

我们专业延伸课外学习，首先要学生自己有意愿，

一般出自于他要考研究所或出国的计划，这样的学

生他会自己来找老师，我也会对他们来进行辅导。

一般想考研究生的学生比较多，我会帮他们联系想

考取学校的导师，来帮助他们怎么来备考，或协助

学生分析我们这个专业考哪个研究所比较具有优

势，然后来进行辅导。大陆这边考研究生的竞争也

比较大，有可能你使劲辅导他，成功率不高，大约

10 比 1。 

还有些课堂的学生，我们可以让他参加竞赛，大陆

现在这边比较重视竞赛，竞赛也比较多，这些竞赛

对学生来说还可以加分的，学校也很鼓励，有可能

大奖拿不上，小奖也会有，今年拿不上，明年就可

以拿大奖了，所以我们会让学生参加竞赛，所以就

像橡皮糖社团，同学拿他们的作品挣钱，同时还可

以参加竞赛，学生还是挺有积极性的。 

问： 目前遇到教学上的困难？  CB03 

答： 我们现在想要以电子书的互动案例，作为一个前期

的探索，但是在学生的团队意识是较难建立的。我

们现在把学生分成三块，一部分学生进行技术实

现，一部分学生进行内容策画，一些学生进行美术

编辑，这三块学生前期要进行沟通，但是学生知道

自己是负责某一块的，前面一块同学没有完成，他

就等着，然后前期策画的同学完成后，他后面开会

就不来了，他会认为那之后是技术类或艺术类同学

的事情，所以在观念上要给同学改变这样的观念，

让他具有团队意识。 

团队合作时学生

缺乏团队意识 

（二）科技教学知识（TPK） 

 内容 编码 

问： 您在教学时，通常应用哪些新科技工具或平台，例

如：网络搜索引擎、社群软件或学校管理系统？  

CB04 

答： 微信公众号及学校提供的教学互动系统，我觉得都很

适合运用在教师的教学工具。 

学校教学管理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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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电有一个教学系统，是一个平台，可以上传课程教

材、提交作业、教师作业批改、打考勤；还有课堂互

动系统，可以提供老师学生上课互动，让老师上传一

些题目，学生用手机端进到系统，在上课的时候用手

机作答，很快成绩就出来了，老师可以在投影上公

布。比方说，出 30 道选择题，让学生在 30 分钟内做

完，作业提交以后，立刻结果就出来，有些人只答对

一道，有些人就答对全部，就在屏幕上显示。但是前

期是必须老师要进去进行维护，把题目上传上去，而

且要经常上去整理，如果一个学期搞 10 次课堂的答

题，会生成一个个平时成绩。 

我们还是强调学生要学习知识，所以，我们让学生用

我们的学术数据库，例如：中国知网、SSCI 这些，我

们慢慢的让学生用这样的学习工具，让学生去查，我

会告诉学生，百度搜寻的东西是比较浅层次的，他们

慢慢就会习惯，知道学术数据库上面可以找到更有知

识含量的知识。 

社群软件就是微信（wechat）、微博、QQ，我们与学

生之间建立群组都很常见。 

我现在有自己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相当于一个个人网

站，是我的教学助手，我会把很多的教学材料放在这

个公众平台里。讲到某个案例的时候，如果很多同学

不了解，那我就会给学生几分钟的时间，让他进到这

个平台里，给学生看书不一定会看，但是让学生进到

微信里他一定会看，看完以后我就会让大家讨论，这

是一种方法。 

运用新科技就是前期要花很多的时间布置，还要请学

生帮忙维护、更新。 

社群平台或

APP 

学术数据库 

 

问： 学生通常采用的新科技为何（学校提供或自行寻

找）？  

CB05 

答： 学生大多限于自己已经知道的软件，例如：QQ 群。 （自行寻找） 

社群平台或

APP 

问： 应用方法、使用效益、学生投入程度或困难？ CB06 

答： 学校提供老师自己研发的教学互动系统、教务管理系

统这样的平台，我认为效益挺好的，因为学生的学习

成效可以及时回馈。 

学校的教学互动系统，在上课前我先在系统上布置一

有助及时回馈

学习成效 

有助引发学习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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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题目，然后，让学生在上课的一段时间内，用自己

的手机回答问题，在上课前他必须要看书的，他没有

时间去搜，答题时间一到系统就关闭了，我现在用这

种方式，学生比较喜欢，他会觉得跟平时老师布置的

作业不一样，他也愿意用他自己的手机来完成。 

老师之前也没有接触过，我们都要花一点时间先去孰

悉，应用这样的平台，然后在课堂上让学生去使用，

否则学生自己不会去使用的。在这过程中老师要不断

的去用，让平台的使用效益更高，这样平台的功能会

改进得更为完善。 

我觉得现在这种新科技的教学工具，对教师挑战会更

大，并不会让老师的教学工作更加轻松，而是增加老

师教学工作准备前期的工作量。 

增加教学工作

准备的困难 

（三）科技学科知识（TCK） 

 内容 编码 

问： 您如何将数字出版专业与科技结合，如：教学资源

的安排运用、教学训练、师生沟通联系？  

CB07 

答： 因为有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我的教学资源及学生

的作业都会在里面展示，有人会去转发，有人会去

点赞，就可以产生师生之间的互动。 

有的作业老师说不好，但是会有很多人去评论说很

好，有这样的现象我们也可以去检讨；有些同学的

作业有人说很好，有些同学的作业大家说很差，就

可以有同侪互评的效果。 

教学资源准备：社

群平台或 APP 

师生互动与教学

资源共享：社群平

台或 APP 

问： 学生采用新科技做为那些方面的学习？如：专业知

识查找、专业技术熟练、专业团队社群经营？   

CB08 

答： 学生也大多使用 QQ、微信这一类的软件进行沟通

联系，或百度搜寻。 

同侪互动与团队

协作：社群平台

或 APP 

专业知识查找：

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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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於未来数字出版专业透过新科技来教与学的看法（TPACK）

（编码代号：C） 

（一）个人管理与创新 

 内容 编码 

问： 您认为新科技如何与专业教学结合？例如：将其运用

在教学工具、知识管理与分享、创新教学等方法？  

CC01 

答： 上课的时候，我会透过社群软件，例如：微信、QQ，

让学生一起来扔骰子，有时候我会说一点的同学来回

答问题，有时候六点的同学来回答问题，用这种方法

学生会很激动、很开心，可以边玩边上课，但这种方

式只适合小班玩。 

还有一种方法，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会发一个红

包，放几块钱进去，然后让大家抢红包，抢到金额最

少的同学要回答问题，利用这种形式比较容易调动课

堂氛围，如果同学回答不出来，我就会让抢到最多的

同学再把红包发出来救他，或同学也发一个红包，让

他们可以互相支持，他们自己会想出各式各样的办

法，课堂气氛就活跃了。但是，我会适当的告诉他

们，课堂游戏就到此结束了，这个问题一定要讨论思

考。 

应用方式：游

戏创新教学、

专业知识管理

与分享 

教 学 辅 助 工

具 ： 社 群 型

APP、行动载

具 

问： 数位出版的教学内容如何数字化？  CC02 

答： 我现在有自己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相当于一个个人网

站，是我的教学助手，我会把很多的教学材料放在这

个公众平台里。 

文件档案 

简报档案 

问： 教学的成果如何推广营销？  CC03 

答： 因为有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我会鼓励大家都扩散出

去，然后鼓励大家都来评。我们有个公众的账号，因

为我有教不同年级的课，我会让大家都来评，都来关

注，这样他们特别有积极性、成就感，学生会发现老

师一直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产生互动，会珍惜它们的

作业。 

社群传播 

问： 知识管理与大 数 据如何用在专业上应用？  CC04 

答： 无 无 

问： 云端协作软件、碎形化知识在数字出版的应用？ CC05 

答： 无 无 

 



270 
 

（二）教学领导与评量 

 内容 编码 

问： 您认为如何应用新科技掌握学生学习？提升学生学习

动机，以及评量学生的学习成效？  

CC06 

答： 学生学习成效的检核方式有多种形式，例如：小组报

告、个人作业。我最喜欢布置的就是每个礼拜都汇给

小组一个作业，让他们下周来汇报讨论结果，有的时

候是准备书面，有的时候是我上课时讲受到关於这个

问题时我会提问，小组一定要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这个

问题。 

如果小组成员没有回答出来，下一节课就会在 QQ 群

里面提醒他们：「我下节课一定会叫你们的！」留言给

同学让全班都看到。虽然方法上会显得比较严厉，但

是态度上会让学生觉得是比较友好的形式。我觉得这

样的方式比较可行，而且操作起来比较好。 

透過社群科技

督促學生學習 

 

问： 课程应藉由哪些活动，适当的透过新科技增进有效教

学。  

CC07 

答： 还是强调教师责任心的问题，上课该玩的时候让他们

玩，学生最后讨论出来的结果要跟进，要不断的利用

各种活动形式推动，然后一定要有结果，下一次上课

的时后一定要落实。 

我会在课后也会用各种形式，把事情记录下来。所以

老师的教学要很细致，每个时间点的查核都要告诉学

生，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始有终，用各种方法落实，让

学生知道老师其实一直都是在关注的。例如：我们有

个微信公众号，我会让学生做一篇文章，让他们推送

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学生写的好的话就会有阅

读量，那么如果一星期以后如果没有阅读量，我就会

告诉他们原因让他改进，再过一个星期后，我还会持

续跟进，让他知道这不仅仅只是一次作业，让他一直

不断持续做下去，他就会知道老师很在意。 

老师的教学工作其实是很琐碎的，老师要特别用心才

行，一个课堂教学老师的脑细胞要很活跃才行。例如

有学生上课回答很出彩，我下次上课再讲到这个事的

时候，我还会再叫这个学生来回答。再譬如有学生支

持 A，有学生支持 B，我上课的时后就会有意识的让

这两个学生起来互相辩论，可以训练学生的思考批判

透过新科技让

学习过程更有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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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再回答的过程，学生也会发现其实自己也不是

那么支持 A 或支持 B。 

 

问： 教师应如何辅导学生正确的使用新科技，让学习更有

效益。 

CC08 

答： 我们利用这些教学科技，也只是促进学生掌握知识的

一种方法，我们也不能让学生太过依赖这些教学平

台，因为学生还是必须要能够深层思考，花时间去理

解。 

我们太多的时间让学生去使用微信公众平台，他就上

网；我们让学生扔骰子回答问题，他就会没完没了不

停的扔，同学之间也开始玩。 

我刚刚说的学校教学互动平台，他是老师在课堂上点

击开始答题，学生才可以开始答题。但是，这也有个

问题，就是学生躺在宿舍的床上，也可以答题，这也

是个问题。还有，学生会作弊，他可以用别人的学号

登入进去做，他答对了以后，用别人的学号登入进去

做，所以，我们把这个讯息回馈给学校以后，学校就

发了个反作弊功能，用同一个手机他们可以发现，如

果学生用同一个手机登入，屏幕上就会提示：你有作

弊嫌疑！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这个系统就越来越

智能化了。 

所以老师的教学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引起学习动机

后，要回归主题。 

避免过度使用

新科技 

（三）学校应用发展与策略 

 内容 编码 

问： 未来学校应提供那些政策措施、软硬件的提升，使教

师应用新科技在教学上更有效益。  

CC09 

答： 我觉得老师提供的软件是足够的，关键是老师是否能

够充费发挥这些软件。 

一些新的平台是重要的，关键是老师要先了解要会使

用，有时候老师是没有时间；另一个方面，就是老师

要先进行教学设计，有些时候平台也不一定适合的，

比方说工科的教学，数理统计有一些原理，演算的过

程，这些技能不能够过选择题来操作的，所以这也是

一个问题。 

教师科技学习

辅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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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專家訪談逐字稿（D） 

专家访谈逐字稿（D） 

一、基本数据 

注 1：大陆教授技术方面的课程，称为实践性课程。 

 

  

教学背景  

职称 副教授 

服务机构 大陸杭州某公立科技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系 

专长 色彩研究、室内装饰、装饰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年资 约 28 多年。 

1987 年起於杭州某公立科技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艺术设计

系专任。 

授课课程现况 

授课时数 约 350 学时／学年（阶段性授课，实践性课程注１集中授课）。 

任教课程 设计美学、色彩设计（上下学期分别为色彩基础及色彩设计）、视

觉传达设计、版式设计。另有跨专业的一年级新生选修的改革课程

－色彩意象与创意思维（新生研讨课）。 

课外活动指导：电子书创作工作营 

课程内容的理论或技术比重：设计美学以理论为主；色彩设计、视

觉传达设计、版式设计为实践性课程，约 40-50%的讲授，50-60%的

实践。 

授课学生现况 

授课学生数 一个班 30-40 人左右，理论课合班上课约 70-80 人。 

电子书创作工作营约 20 多名。 

学生来源 全日制高中艺术类和理工类学生 

专业背景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学生专业背景为艺术类、文科类及理工

类，比例约 1：1：1，艺术类学生会稍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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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自我觉知的学科、教学及科技知识（编码：A） 

（一）学科知识（CK） 

 内容 编码 

问： 请说明课程的教学目标？ DA01 

答： 第一点，培养学生健康正确的良好美感。美的标准

很多元，我们在美的基础上，给予学生积极向上的

引导。 

第二点，培养学生创意思考能力。希望学生有开阔

的思维、创新思考的方式，虽然我现在在数字媒体

与设计艺术学院任教，但是，我教授的课程，有一

部份学生是理工背景，本身人文及美学基础较少，

较多是受到高考的训练，思维相较起来比较僵化，

思维是在一个比较狭隘的模式里。学生常常希望老

师给他一个标准，要老师直接告诉他们怎么做。在

我的课程里面，我希望他们能够打破原有的规矩，

有更多元的思考、创新的思维方式。 

第三个，培养学生勤奋踏实的态度。设计有很多原

则、准则是必须要遵守的，希望学生能有非常勤

奋、踏实、扎实的学习及工作态度。 

第四点，能够更多的参与公司或企业的具体合作项

目，培养学生真正的设计能力。所以，在我的课程

里面，我会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项目，或者引

荐，而不是在就学期间只是一个书生。 

美感能力 

创意思考 

情意态度 

实务创作 

问： 学生修课应具备的专业态度、知识及技能为何？  DA02 

答： 我在课堂的时候，常常会发现有些学生很冷漠，可

能他内心有一团火，但是表现出来的就是特别的

冷，我特别想把他们激发出来。 

我一直跟他们讲，他们每一个人都很独特、都很优

秀，我特别想让他们每一个闪亮起来。有时候给他

们一个很长的时间，他也就发光了，但是，人太多

就顾不过来，没有很长的时间给他。 

热情兴趣 

问： 教学上特别重视的专业内容，或学生目前待加强的

项目有哪些？ 

DA03 

答： 学生的开放性思维，以及创意的思维，是特别缺乏

的，就是要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所以，当有学生

表现闪亮的时候，我就特别给他鼓励。 

创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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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知识（PK） 

 内容 编码 

问： 如何唤起学生学习动机？  DA04 

答： 我的课堂结束后，我会在全校办展览，这种方式对

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和鼓励。因为是全校展览，

会发邀请函给各个老师，让老师去看，所以同学会

特别努力，很认真对待。我希望他们不是位老师而

做作业，而是为自己而做的作品， 

另外，我会给学生看案例，这些案例不见得是作品

的案例，有时候是人的案例，我会把优秀毕业生以

前的作业，包括发展的过程，都会把它纪录下来，

然后，跟他们说，这个学生一年级是什么样子，二

年级是什么样子。这个我觉得对学生学习来说很有

激励的作用，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觉得自

己能够达的到的，如果只是那些很经典的东西，对

他们来说很遥远。 

公开展览及学习

目标引导等 

问： 教材如何准备？  DA05 

答： 教材我基本上会选择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合适符合

学生需要的案例。因为我们的学生比较特别，我们

是理工科的学生，转而偏向学设计，所以，纯艺术

教学的案例我们也不能用，我们要选择比教符合我

们教学特点的。 

基本上，是纸本与 PPT 的结合，有的是教科书。

比方说，我现在上的色彩课，学生上完以后，是可

以直接去考级的，可以参加色彩搭配师的考级，这

个证照拿到以后可以有助于就业。我们就有学生专

门在互联网公司等企业做色彩搭配师这个岗位。 

教材内容： 

时事案例 

自编教材 

教材型式： 

纸本或电子的教

科书 

PPT 或 Keynote

简报 

自编纸本或电子

讲义 

问： 教学时习惯采用那些教学法？  DA06 

答： 首先，比较多的是用事例、案例，给学生精彩的设

计案例；接着，会用讨论、分析的方式。 

再者，会让他们参与一些具体的项目，来做一些探

索。 

然后，会用一些课堂展示的方式，我会讲评。 

案例教学法 

课堂作业或计划

参与实作 

报告展示 

问： 如何与产业实务结合？ DA07 

答： 主要还是项目制，有一些企业委托的项目，比方我

们刚刚讲到的，我们做酒店的软饰。我们这边有些

情况，大陆这般主要是采招投标的形式，也就是招

计划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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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形式，学校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我会跟有这方

面资格的单位合作去参与，让学生有机会参与里面

的设计工作。 

（三）科技知识（TK） 

 内容 编码 

问： 您日常所使用的社群软件为何？  DA08 

答： Wechat、QQ 都用。 通讯社群软件 

问： 常用的搜索引擎？  DA09 

答： 现在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 Bing、百度、360、微

博。 

入口搜索引擎 

社交社群平台 

问： 新科技计算机设备有哪些？ DA10 

答： 我用 Android 手机、PC 的笔记本。 各式行动载具 

桌面计算机 

三、教师将新科技应用在数字出版专业的教学现况（编码：B） 

（一）学科教学知识（PCK） 

 内容 编码 

问： 学科专业与教学知识如何结合？  DB01 

答： 一般我们进到专业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最真实课题

的训练，真实课题就是必须要有真实用户的，不只

是做一个虚拟课题。首先，学生会针对用户做一个

调研，用户会提出它们的需求，这同时也是给学生

一个动力及压力，他跟用户沟通了以后，用户提出

的需求他必须去实现，给用户做最好的服务。 

比如：我们学生曾经为城市弱势群体的孩子做设

计，为这些孩子做一系列关于安全意识的产品。 

第一，我们要真实的项目，真实的用户。 

第二，我们要针对用户作调研，把课堂的知识融入

设计中。 

第三，我们会采用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在平台上

我们会跟学生做一个在线的交流。 

第四，我们要求学生要做出一个真实的产品来，能

够真实的实现。 

第五，然后，我们要求学生再把产品反馈给用户，

然后用户要写出用户报告。 

企划实作（结合

真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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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的评价体系会有课堂的学习情况、完成的产

品，以及用户对产品的使用报告，由这几的方面来

构成，这样也可以避免学生学习的动力不足，学习

茫然或偷懒，每个人都有很明确的任务。 

问： 请说明您对数字出版专业教学上看法，例如：师生

互动、补救教学、延伸学习、同侪协作？  

DB02 

答： 我们会采用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在平台我们会跟

学生做一个在线的交流，除了在课堂的教学里，在

课外我们会有大量的时间跟学生做在线的交流。 

学生学习如果有瓶颈的话，我们会去带领他、辅

导。 

学校现在有个数字图书馆，会购买国内或国外大量

的数字讯息及资源，学生可以在数字图书馆上找到

他需要的数据。另外，还有微信公众号上面会有很

多的数字资源，我们会给学生这样的资源，来做讯

息的补充。项目的参与不做为课程的考核目标，是

作为课后延伸的学习。 

同侪协作主是靠工作营的形式，让不同专业的学生

聚在一起，举办一个工作坊，比方说电子书工作

营。 

师生互动：在线

社群互动 

补救教学：课后

个别辅导 

延伸学习：数字

图书馆、在线社

群资源共享、计

划参与 

同侪协作：跨领

域团队合作 

问： 目前遇到教学上的困难？  DB03 

答： 比较令我困扰的事情，是新的技术不断地涌现，这

方面对我来说是比较欠缺的。但是，学生也很聪

明，他们会不断的去找可以实现他们理念和想法的

技术，信息对老师来说也是一个要不断学习的状

况。 

另外，还有就是跟新技术老师合作的教学，比方说

计算机软件的老师、具体生产过程老师的合作。以

前的老师相对来说比较好做，他们的知识流动性比

较没那么大。  

科技变化与教学

资源的困难 

（二）科技教学知识（TPK） 

 内容 编码 

问： 您在教学时，通常应用哪些新科技工具或平台，例

如：网络搜索引擎、社群软件或学校管理系统？  

DB04 

答： Bing、百度、360、微博。 

Wechat、QQ，因为要经常跟学生有交流。 

搜索引擎 

社群平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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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在平台我们会跟学生做一个在

线的交流。 

百度云盘也用。 

 

APP 

学校管理系统 

云端空间 

问： 学生通常采用的新科技为何（学校提供或自行寻

找）？  

DB05 

答： 现在小朋友获取知识的速度可能比我们快很多，前几

天在我的色彩课程有个小朋友用我教的色彩，自己编

了一个小游戏，我觉得好棒！ 

（自行寻找） 

知识应用型网

站或 APP 

问： 应用方法、使用效益、学生投入程度或困难？ DB06 

答： 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我们正在教色彩表达，有一位

学生就用游戏的方式，设计游戏场景，可以进到不同

的色彩游戏主题里，我觉得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那个关于游戏的领域是我完全陌生的，但是，是他们

非常熟悉的。 

学生碰到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他们有时学习是茫然

的，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学习了以后有没有用。因为低

年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教一些基础知识，到了高年

级的时候，我们会进到专业技术的学习，他们又会非

常的惋惜，自己基础阶段没有学好就会力不从心。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学生还是缺乏创造

性，他们会很困扰，因为我们会要求他们要有新的创

意点。我也会给他们一些鼓励和启发，但是，说实在

的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手段，能够把他们潜在的能

力激发出来。我会有一些案例的分享，然后，会有一

些新讯息给学生参考，也会有一些学生会自己去找可

以参考的资源。但是，大约有 30%的学生，他们会很

困扰，觉得自己没有创造性。 

有助引发学习

动机 

网络信息影响

创造力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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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学科知识（TCK） 

 内容 编码 

问： 您如何将数字出版专业与科技结合，如：教学资源

的安排运用、教学训练、师生沟通联系？  

DB07 

答： 我们学校有一个教学网络资源平台，学校现在有这

样的一个教学平台，而且要求老师每个人都要使

用。每个老师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可以将教学资源

放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可以跟学生共享的。 

我对新科技非常关注，有什么样好的讯息与资源，

我都会很用心地跟同学分享，在线或线下我都会跟

同学分享，特别是我们每门课都要求配备多少个在

线时长，要与学生同时在线，要与同学做在线的交

流、分享、设计案例探讨。平常也会跟学生用

QQ、Wechat。 

教学资源准备：学

校管理系统 

师生互动与教学

资源共享：学校管

理系统、社群平台

或 APP 

问： 学生采用新科技做为那些方面的学习？如：专业知

识查找、专业技术熟练、专业团队社群经营？   

DB08 

答： 我觉得学生的能力是很强大的，他们这一代是脱离

不了互联网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是用学校的数字图

书馆，以及各种搜索平台。 

对於设计类的同学他们更多时候是用设计类网站，

他们会大量的用微信公众号，这是我觉得学生现在

用的比较多的。 

我们主要是本科生，参加研讨会比较少，参加社团

是有的，然后会去参加一些比赛。数字出版的比赛

还没有很多，我们比较多是参加其他类的竞赛，比

方说：挑战杯创业大赛、多媒体大赛、大学生广告

大赛。 

专业知识查找：

搜索引擎、数字

图书馆、社群平

台或 APP 

专业技术熟练：

参加社团及、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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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於未来数字出版专业透过新科技来教与学的看法（TPACK）

（编码代号：C） 

（一）个人管理与创新 

 内容 编码 

问： 您认为新科技如何与专业教学结合？例如：将其运用

在教学工具、知识管理与分享、创新教学等方法？  

DC01 

答： 我感觉我这方面的知识是做的没有学生那么快，我们

这一代的互联网思维比较多是使用学校给我们的科技

资源，比方说学校提供的网络教学平台，或是把教学

数据分享到学生的微信群、QQ 空间的方式。 

但我知道有很多老师会尝试很多的方式，比方说：独

立的 APP、独立的个人空间。但是，老师也有一个很

大的困扰，如果把一门课所有的教学资源放在网络

上，会需要一个团队，比方说：教学视频、辅助教学

资源，靠老师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 

应用方式：专

业知识管理与

分享 

教 学 辅 助 工

具：学校教学

管理平台、社

群型 APP、知

识应用型 APP 

问： 数位出版的教学内容如何数字化？  DC02 

答： 学校教学网络资源平台，老师教学资源放在自己的空

间里面。 

文件档案 

简报档案 

问： 教学的成果如何推广营销？  DC03 

答： 还有学生的作品也可以上传到学校教学网络资源平台

这个教学空间里面。同时我们也会鼓励学生把自己作

品上传至各专业网站以及优酷等视频网站。 

教学空间平台

展示 

问： 知识管理与大数据如何用在专业上应用？  DC04 

答： 做项目调研时，我们会通过第三方机构做数据分析 项目调研的数

据分析 

问： 云端协作软件、碎形化知识在数字出版的应用？ DC05 

答： 会利用微信公众号，微课堂及网络公开课等形式辅助

课堂教学。 

碎形化知识：

社群管理或分

享零碎有用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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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领导与评量 

 内容 编码 

问： 您认为如何应用新科技掌握学生学习？提升学生学习

动机，以及评量学生的学习成效？  

DC06 

答： 我觉得最大的方式是，第一个如何引发学生的兴趣，

让他觉得自己做得到的，第二个是鼓励他，他一定有

他的独特，只是被那些很酷炫的设计吓到了，因为老

师在上课讲的一定是最优秀的设计作品，他觉得他做

不到。其实只要他有一点点改变，老师都应该鼓励

他，受到鼓励后，他每天都会有一点点小的改变，学

习下来比较之前，他就会有很大的进步。 

透过新科技引

发兴趣 

问： 课程应藉由哪些活动，适当的透过新科技增进有效教

学。  

DC07 

答： 无 无 

问： 教师应如何辅导学生正确的使用新科技，让学习更有

效益。 

DC08 

答： 我觉得老师有一个很大的功用，不只是在课堂中讲知

识，而是跟学生建立情感，很多学生就会在课外跟老

师沟通他的思想，这是我们现在非常缺少的，人跟人

之间的一种连结，网上的连结更需要的是线下真实的

连结，建立情感、建立互动。 

现在学校力推慕课（Moocs）的教学方式，我们老师

是很挣扎的，因为大量的采用在线的方式，很多时候

只是一种形式了。其实教育是因材施教，每个人都是

不一样，老师给每个学生的讯息都是不一样的，我们

因为要做慕课（Moocs），讲的课程就会变得很高大上

的内容，也不能给学生比较真实的引导。 

就像我刚刚说的，大约有 30%的学生相对来说是各方

面比较弱的，老师如何给这些学生很好的引导，慕课

（Moocs）上给学生讲得高大尚的知识，是没办法给

学生很好的引导。 

增加师生互动 

引导专业知识

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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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应用发展与策略 

 内容 编码 

问： 未来学校应提供那些政策措施、软硬件的提升，使教

师应用新科技在教学上更有效益。  

DC09 

答： 第一个是管理简单化，让老师可以操作。我觉得大陆

很多的大学实施指标化管理，制定政策的人不是那么

了解教学的，会制订很多政策，不断对老师提出很多

要求，老师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真的没有那么多

的时间，去满足及关注那些政策制度、考核要求、考

核表格，在制定的政策的人应该要真正的懂教学。 

第二个是提供老师更多学习的机会。现在是一个日新

月异的时代，老师的学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学校还

是要有这样一部分的基金，给老师学习的机会，我们

现在每个老师都很努力，都很想学习。 

教师科技学习

辅导方案 

重视教学的管

理环境 

 

  

 



283 
 

附錄九  專家訪談逐字稿（E） 

专家访谈逐字稿（E） 

一、基本数据 

教学背景  

职称 副教授  

服务机构 大陸北京某公立學院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系 

专长 最早由平面设计，近年逐渐转到数字媒体艺术 

年资 约 22 多年。 

1993 年起於大陸北京某公立學院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专

任。 

授课课程现况 

授课时数 约 500 多学时／学年。 

（阶段性上课，一门课的学时有 96 学时、64 学时或 48 学时三种状

态。如果是 48 学时的课程，每周上 12 学时，如果是 64 学时，每

周上 16 学时，约上四周；如果是 96 学时，周数较长，约上 6-8

周）。 

任教课程 上学期：动态表达、网络前端技术基础，皆为三年级课程 

下学期：交互产品设计、互动广告设计、信息设计，三、四年级课

程 

课外活动指导：电子书创作工作营 

课程内容的理论或技术比重：动态表达、互动广告设计、讯息设计

以理论为主；网络前端技术基础、交互产品设计为实践性课程注 1，

约 10-20%理论，70-90%实践。 

授课学生现况 

授课学生数 三四年级／每学期，共有四个班，一个班 23 人左右（艺术设计学

院一届约 420 多人／年，学院共有 1700 人左右）。 

电子书创作工作营约 20 多名。 

学生来源 在高考前具备美术基础，通过美术专业考试选才，主要以高中文科

学生为主。 

专业背景 艺术设计学院学生专业背景共分为视觉传达、数字媒体艺术、摄

影、动画及美术 5 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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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大陆教授技术方面的课程，称为实践性课程。 

二、教师自我觉知的学科、教学及科技知识（编码：A） 

（一）学科知识（CK） 

 内容 编码 

问： 请说明课程的教学目标？ EA01 

答： 我们专业是数字媒体艺术，在国外称为交互设计。

专业方向由多门课程组成，通过课程的教学使学生

了解交互设计的基本理论及方法，具备在相关公

司、企业从事设计的实践能力。我们的特点是课程

跟比赛结合，带学生进行全流程的策划，包括：选

题策画、调研、分析、信息架构、交互设计、视觉

设计等流程都要完成。 

让学生掌握整体设计的流程，然后再根据学生特

点，我们主要偏重视觉设计这块。 

实务创作 

问： 学生修课应具备的专业态度、知识及技能为何？  EA02 

答： 专业的基础、造型能力、设计能力、合作及沟通的

能力，还有自学能力要强。 

像我们做交互产品设计，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出来

的，分工能够跟别人合作，有意见时也要能够解

决。 

科技发展很快，很多东西不能靠老师去教，得自己

去学，并且现在工具也特别多，学生愿意用采用哪

一个工具，就用那个工具。 

基础理论知识 

手绘能力 

合作沟通能力 

自学能力 

问： 教学上特别重视的专业内容，或学生目前待加强的

项目有哪些？ 

EA03 

答： 重要的是交互设计和视觉设计两各环节。学生在美

术、绘画、设计、交互各方面比较起来，视觉还

好，但交互那块比视觉要弱一些。这两年我们也特

别着重要交互那块，因为交互之后才真正做事觉得

细化。 

除了交互，我们也做软硬件结合产品概念设计，硬

件、工具的使用这部分也是我们特别弱的。很难呈

现原型，只能用视频呈现概念，很难用工具呈现产

品。 

交互设计及产品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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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知识（PK） 

 内容 编码 

问： 如何唤起学生学习动机？  EA04 

答： 绝大多数的学生学习积极性都很好，只是韧劲的差

异，还有设计感觉的差距。所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还不错。教师上课时会给学生讲授行业现状，展示

行业内经典的设计，以前学生的优秀作品，以此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 

学习目标引导 

问： 教材如何准备？  EA05 

答： 我们教材比较特殊，因为变化太快了，如果老师自

己写教材，肯定跟不上变化，我们一般给学生推荐

适合的书，还有互联网上的资源，尤其是微信

（Wechat）的公众号。 

基本上现在教材都是数字化的 PPT 或 Keynote。 

教材内容： 

时事案例 

网络资源 

书籍、微信公众

号 

教材型式： 

PPT、Keynote 简

报 

问： 教学时习惯采用那些教学法？  EA06 

答： 首先是讲授法，一些基本理论都是通过讲授完成

的。然后是案例分析，还有就是工作坊的形式，以

及实际的演练。 

所有课程都要用案例分析我觉得是肯定的，剩下的

产品交互分析，是比较综合的课程，我觉得要比较

注重学生的实践流程。 

案例教学法 

课堂作业或计划

参与实作 

问： 如何与产业实务结合？ EA07 

答： 一般竞赛融入课程里。比如说参加比赛，比如参加

中国用户体验设计大赛，以我们专业的同学为主，

组成一个团队，一组一般不超过六个人，比赛的组

织者和评委就是企业公司里面专业的人员，比赛有

可能很长 8 个月，会经过四次到五次的答辩，每次

会淘汰掉一些同学，一直到最后。 

还有就是项目，带学生一起做。 

竞赛参与 

计划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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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知识（TK） 

 内容 编码 

问： 您日常所使用的社群软件为何？  EA08 

答： QQ 或微信（Wechat）。 通讯社群软件 

问： 常用的搜索引擎？  EA09 

答： 现在常用的是百度，以前用谷歌。 

视频网站用优酷。 

入口搜索引擎 

影音搜寻平台 

问： 新科技计算机设备有哪些？ EA10 

答： 现在用计算机上网站少，大多用 iPad 或手机的视

频网站。 

PC、苹果（Mac）都有，有时候用苹果的记事本

（notebook），有时候用台视机（PC）。 

各式行动载具、桌

面计算机 

问： 专业软件或其他？  EA11 

答： 专业的软件，最常用的就是 Photoshop、

Dreamweaver；还有就是一些原型设计类的，像

是 Axure，是互联网用来做交互原型，有一些插

件比较简单的去实现，发布出来就是 HTML 的文

件，可以去做点击。 

还有其他，例如手机上我会用印象笔记

（Evernote），不一定教学，就是平常使用。 

Photoshop、

Dreamweaver、

Axure 

Evernote 

三、教师将新科技应用在数字出版专业的教学现况（编码：B） 

（一）学科教学知识（PCK） 

 内容 编码 

问： 学科专业与教学知识如何结合？  EB01 

答： 基本上是讲授与辅导两部分，讲授部分基本上是课

堂或工作坊，给同学给一个题目，让学生分组现场

作，然后再分享。 

理论基本上是讲授、实践及辅导。 

技术看情况，有时候也会一步步地讲技术步骤。 

讲授法 

企划实作 

示范教学 

问： 请说明您对数字出版专业教学上看法，例如：师生

互动、补救教学、延伸学习、同侪协作？  

EB02 

答： 师生互动的部分，课程上比较容易做到，课上以提

问与讲评为主，辅导的过程就是很好的互动。另

外，我们专业课不考试。 

补救教学的部分，比方说学生快被当，以前我们还

师生互动：提问

法 

延伸学习：展览

参观、在线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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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学生，会找他聊聊天，现在不太多了。如

果遇到学习动机比较弱的，就要特别督促他，把他

安排到某个组里。 

延伸学习部分，鼓励同学看展，除了看书，还有网

上资源、手机端的微信公众号；研讨会本科生参语

的机会少，主要是课上的工作坊的研讨，研究生主

要的研讨班。 

同侪协作部分，课堂不会刻意安排同学组队，多数

情况下是合得来的同学各自组队；主要是比赛的时

候，会鼓励不同专业的同学一起。 

知识分享、工作

坊参与 

同侪协作：跨领

域团队合作 

问： 目前遇到教学上的困难？  EB03 

答： 遇到的问题就是学科专业的科技发展得特别快，老

师得不断的学习，这就是最大的困难。 

科技变化与教学

资源的困难 

（二）科技教学知识（TPK） 

 内容 编码 

问： 您在教学时，通常应用哪些新科技工具或平台，例

如：网络搜索引擎、社群软件或学校管理系统？  

EB04 

答： 现在常用的是百度。 

跟学生基本上用 QQ 或微信（Wechat）。Email 也有。 

学校的管理系统，学生有，跟我们教学的老师关系不

太大。我们有用一个毕业设计系统，就是在上面选

题、过程的检查，论文也会提交在那里。学校管理系

统没有课程点名，上传教材则是精品课程或优秀课程

我们有这样系统。 

云端网盘我也有用，基本上都用百度云盘。 

搜索引擎 

社群平台或

APP  

信箱 

云端空间 

问： 学生通常采用的新科技为何（学校提供或自行寻

找）？  

EB05 

答： 我们学生很多都会自己去找个个平台，很多我也可能

不会用到。 

学生最喜欢用微信（Wechat）、QQ。 

前两周有学生发在群里的针对学生的 APP，有公司做

的手机端课程格子，把学生的课程加进去，方便学生

学习的软件，也挺多的。 

（自行寻找） 

社群平台或

APP 

问： 应用方法、使用效益、学生投入程度或困难？ EB06 

答： 方法我通常会让学生在网络上找一些数据。 

我还会用调研的方法，比如说：访谈、问卷、观察。 

有助丰富课程

内容 

 



288 
 

（三）科技学科知识（TCK） 

 内容 编码 

问： 您如何将数字出版专业与科技结合，如：教学资源

的安排运用、教学训练、师生沟通联系？  

EB07 

答： 我会用手机的分类功能，将教学常用的 APP 进行

分类管理，例如：设计类、阅读类常用的 APP。 

我们会给学生推荐国外的网络资源，例如：

Dribble、Behance、花瓣等设计平台，以及一些设

计工具，这里面基本上都是工具，做 HTML5 页面

的；阅读类也有很多，基本上都是互联网信息的，

还有唐茶公司出版的 APP，中文排版做得比较好。 

如果是在一门课程上，我要求做一个项目的话，定

时请同学透过网络的方式，给我进度的回报，是肯

定的。比如说，这周的题目是什么，不管学生透过

网络上何种资源去搜集数据，课后用 email、QQ 发

给我都行，QQ 多一些，例如 QQ 邮箱。 

我们每个班都有微信群或 QQ 群，有的班就会特别

活跃，课堂后基本上就是 QQ、微信（Wechat）增

加师生互动。 

教学资源准备：知

识应用型网站或

APP 

师生互动与教学

资源共享：社群平

台或 APP 

问： 学生采用新科技做为那些方面的学习？如：专业知

识查找、专业技术熟练、专业团队社群经营？   

EB08 

答： 学生会用视觉中国、站酷、UI 中国、花瓣等网

站，自己去找资料。 

知乎网站有人会在上面提问，这类资源特别多。 

专业知识查找：

知识应用型网站

或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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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於未来数字出版专业透过新科技来教与学的看法（TPACK）

（编码代号：C） 

（一）个人管理与创新 

 内容 编码 

问： 您认为新科技如何与专业教学结合？例如：将其运用

在教学工具、知识管理与分享、创新教学等方法？  

EC01 

答： 我会用手机的 APP 作为教学工具，例如：设计类、阅

读类常用的 APP。 

平台通常是学校提供的，学生使用的选课系统、毕设

系统；硬件就是手机、iPad 都有可能。 

基本上是用 PPT 的方式，目前还没有自己的网站或公

众号，因为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有可能。 

应用方式：专

业知识管理与

分享 

教 学 辅 助 工

具 ： 社 群 型

APP、知识应

用型 APP、行

动载具 

问： 数位出版的教学内容如何数字化？  EC02 

答： 基本上现在教材都是数字化的，PPT 或 Keynote，我们

教学的内容都在课堂上，大多还是 QQ 分享。 

撰书的部分，课堂讲的东西和书的内容还是有很大差

距的，书基本上是用 Word 撰写，在给出版社排版。 

简报档案 

问： 教学的成果如何推广营销？  EC03 

答： 竞赛为主，有时候会加入一些团体会员，他们会对会

员做一些介绍推广。 

竞赛推广 

团体会员参与 

问： 知识管理与大 数 据如何用在专业上应用？  EC04 

答： 大数据谈不上，知识管理基本上还是用分类的方法，

还有印象笔记（Evernote） 

利用档案编目

逻辑来管理专

业知识 

问： 云端协作软件、碎形化知识在数字出版的应用？ EC05 

答： 百度，或 360 网盘，但我用的少。 

碎片化阅读就是给学生在手机端多一些资源。 

云端协作：文

件传输与社群

协作 

碎形化知识：

社群管理或分

享零碎有用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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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领导与评量 

 内容 编码 

问： 您认为如何应用新科技掌握学生学习？提升学生学习

动机，以及评量学生的学习成效？  

EC06 

答： 无 无 

问： 课程应藉由哪些活动，适当的透过新科技增进有效教

学。  

EC07 

答： 无 无 

问： 教师应如何辅导学生正确的使用新科技，让学习更有

效益。 

EC08 

答： 学生掌握新科技的能力，我觉得没有问题。当然，我

也会向他们介绍我自己觉得好用的有用的产品，如手

机端、PAD 端的一些 APP。 

引导专业知识

的获取 

 

（三）学校应用发展与策略 

 内容 编码 

问： 未来学校应提供那些政策措施、软硬件的提升，使教

师应用新科技在教学上更有效益。  

EC09 

答： 学校的办公环境、教学环境和设备、实验条件等很多

方面都需要提升。学校给老师更宽松的环境，现在教

学、科研的压力比较大。目前学校教学这块的注重的

比较弱，更注重科研的积分。 

适当软硬件的

提升 

重视教学的管

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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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專家訪談逐字稿（F） 

專家訪談逐字稿（F） 

一、基本資料 

 

  

教學背景  

職稱 教授   

服務機構 臺灣新北市某公立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專長 設計、攝影、印刷、出版、技術與職業教育 

年資 約 37 年。 

1978 年起於臺灣板橋某公立藝術專科美術印刷科、印刷藝術學

系、圖文傳播藝術系兼任；1993 年起於臺灣臺北市某私立大學

平面傳播系、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兼任；1996 年起於新北

市某私立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兼任；1999 年起於新北市某私立大

學印刷傳播系、資訊傳播學系兼任。2008 年起於新北市某公立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專任。 

授課課程現況 

授課時數 約 11 學時／週，18 週／學期 

任教課程 上學期：出版學、印前作業實務、圖文傳播教育個別研究、圖文

傳播科技趨勢；下學期：數位出版、電子書製作與出版、出版媒

體專題研究、書報討論、數位媒體出版管理。 

課程內容的理論或技術比重：出版學為理論課程；印前作業實

務，理論 30%、技術 70%；電子書製作與出版，理論 20%、技

術 80%。 

授課學生現況 

授課學生數 出版學：日間部 51 名、進修部 44 名；印前作業實務：50 名。 

學生來源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學生為主，少外系學生。 

專業背景 普通綜合高中為主，高職生主要為圖文傳播科，少數四技二專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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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自我覺知的學科、教學及科技知識（編碼：A） 

（一）學科知識（CK） 

 內容 編碼 

問： 請說明課程的教學目標？ FA01 

答： 出版學，以概論、入門，引導學生對出版業的好奇

與探討。印前作業實務及電子書製作與出版，則以

技術訓練與實務創作為教學目標。 

動機引發 

技術訓練 

實務創作 

問： 學生修課應具備的專業態度、知識及技能為何？  FA02 

答： 出版學及印前作業實務為概念的引導，無限制先修

課程(或無限制應具備的能力)。電子書製作與出版

則須具備 Illustrator、Photoshop 及 InDesign 的基礎

操作能力。 

軟體操作技術 

問： 教學上特別重視的專業內容，或學生目前待加強的

項目有哪些？ 

FA03 

答： 著作權概念是我特別重視的，希望學生的作業能自

行創作與撰寫，不允許抄襲。 

著作權概念 

（二）教學知識（PK） 

 內容 編碼 

問： 如何喚起學生學習動機？  FA04 

答： 最常使用時事案例。 案例解說分享 

問： 教材如何準備？  FA05 

答： 出版學課程，以時事案例；印前作業實務，是自己

過去的實務經驗；課程內容或者是透過專家演講。 

電子書製作與出版，以示範教學法、範例演示法，

以及團隊合作學習方法，教導學生電子書製作及創

作。 

製作 PPT、Word、(或者 YouTube 影片輔助)等文件

檔案。 

教材內容： 

時事案例 

實務經驗 

專家演講 

教材型式： 

PPT 或 Keynote

簡報 

自編紙本或電子

講義 

問： 教學時習慣採用那些教學法？  FA06 

答： 講授、演示、討論、書面作業…等。 

我認為採用案例法及繪圖法是不錯的教學方式。案

例法配合時事，可以讓學生容易理解；繪圖法可以

案例教學法 

繪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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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將課堂的知識繪出，引導學生深層的思考。 

問： 如何與產業實務結合？ FA07 

答： 主要是透過聘請業師來校專題演講、暑假實習、廠

商參觀與訪問；再則，透過執行的專題研究，進行

深度訪談及專家會議；另外，則是透過教師成長社

群，邀請產業專家進行演講。 

計畫參與 

企業參訪 

實習或產業培

訓，以及專題演

講 

（三）科技知識（TK） 

 內容 編碼 

問： 您日常所使用的社群軟件為何？  FA08 

答： 平常溝通大多使用 eMail, LINE，FB 較少使

用。 

通訊社群軟體 

問： 常用的搜尋引擎？  FA09 

答： Google、YouTube 及圖書館電子資源搜尋。 入口搜尋引擎 

影音搜尋平臺 

圖書館電子資源平臺 

問： 新科技電腦設備有哪些？ FA10 

答： 桌上電腦、筆電、iPad 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

機，智慧型手機是 Android 系統。 

桌上型電腦 

各式行動載具 

三、教師將新科技應用在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現況（編碼：B） 

（一）學科教學知識（PCK） 

 內容 編碼 

問： 學科專業與教學知識如何結合？  FB01 

答： 出版學課程，以時事案例，解說引導至當周課程內

容。例如：引用出版權交易買賣的時事案例，以法

蘭克福國際書展為實際案例，該書展非台北書展的

書本販售方式，而是以出版著作權交易為主，約莫

7000 家出版社在法蘭克福書展，進行著作權交易

與授權。 

印前作業實務，以編序教學法、示範教學法，結合

同儕教學法，教導學生學會印前作業的操作步驟。 

電子書製作與出版，以示範教學法、範例演示法，

以及團隊合作學習方法，教導學生電子書製作及創

作。 

案例法 

編序教學 

示範教學 

同儕教學 

團隊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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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請說明您對數位出版專業教學上看法，例如：師生

互動、補救教學、延伸學習、同儕協作？  

FB02 

答： 補救教學方面，針對學習進度較弱後的學生，我會

請小老師個別指導。 

延伸學習方面，特別鼓勵學生作品參加展覽，系上

也有很多潛在學習的活動，例如：班展、系展、研

討會、校刊社、產業參訪、戶外攝影、發表論文、

參加專案、畢業論文專題研究與發表、畢業展…

等，都可以提供學生許多延伸學習的機會。 

補救教學：同儕

協助 

延伸學習：展覽

參觀、研討會參

與、社團參與、

企業參訪、戶外

教學、論文發

表、計畫參與等 

問： 目前遇到教學上的困難？  FB03 

答： 科技變化太快，新的數位出版方法不斷改變，學校

所能購買的系統及教學軟體，預算也有限。 

科技變化與教學

資源的困難 

（二）科技教學知識（TPK） 

 內容 編碼 

問： 您在教學時，通常應用哪些新科技工具或平台，例

如：網路搜尋引擎、社群軟件或學校管理系統？  

FB04 

答： 我通常利用學校管理系統「網路學園」上傳教材，與

學生溝通聯繫則多使用 email，較少使用 Line 或 FB。 

學校管理系統 

信箱 

問： 學生通常採用的新科技為何（學校提供或自行尋

找）？  

FB05 

答： 學生大多使用智慧型手機和筆電等工具，喜歡使用 FB

及 Line 進行溝通。 

（自行尋找） 

社群平臺或

APP 

問： 應用方法、使用效益、學生投入程度或困難？ FB06 

答： 通常我使用新科技結合教學方法，會特別在師生互動

及同儕協作等方面。 

師生互動方面，我會透過 email 分享一些有關數位出

版的知識給學生(個人雖有部落格，但僅發表著作使

用，未為提供教學使用)。 

同儕協作方面，例如：電子書製作與出版的課程，採

用小組作業、討論，並且鼓勵團隊討論時，將討論過

程錄影，再上傳至共同的學習社群。 

有助知識分享 

有助增加師生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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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學科知識（TCK） 

 內容 編碼 

問： 您如何將數位出版專業與科技結合，如：教學資源

的安排運用、教學訓練、師生溝通聯繫？  

FB07 

答： 我通常使用 Google、Youtube 搜尋課程實務案例的

教材，並透過 email 進行專業知識分享。 

 

專家 F 教 學 資

源準備：搜尋引

擎、影音平台 

師生互動與教學

資源分享：信箱 

問： 學生採用新科技做為那些方面的學習？如：專業知

識查找、專業技術熟練、專業團隊社群經營？   

FB08 

答： 較少觀察學生在專業學習時，慣用那些新科技。學

生可能大多喜歡使用智慧型手機的 Line 或 FB 進行

團隊合作。 

同儕互動與團隊

協作：社群平台

或 APP 

 

四、對於未來數位出版專業透過新科技來教與學的看法（TPACK）

（編碼代號：C） 

（一）個人管理與創新 

 內容 編碼 

問： 您認為新科技如何與專業教學結合？例如：將其運用

在教學工具、知識管理與分享、創新教學等方法？  

FC01 

答： 新科技的 ePub 3.0 格式即將成為 ISO 國際標準，未來

數位出版專業應該設法與教學結合(搭配的製作電子書

新的軟體將如雨後春筍出現，將忙於學習並辨識何者

是產業共同採用者)。 

知識管理與分享部分，我習慣使用 email 與學生進行

專業知識的分享，通常我會將收件人設定密件副本，

以保障個資。 

應用方式：專

業知識管理與

分享 

問： 數位出版的教學內容如何數位化？  FC02 

答： 教學內容的數位化方式，我習慣將 Word 教材轉存成

PDF，或 PPT 轉存 PDF 或 PPS 分享給學生。 

Adobe InDesign 的作品，有許多數位化方式，例如：

PDF、SWF 或 ePub 等格式。 

文件檔案 

簡報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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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教學的成果如何推廣行銷？  FC03 

答： 我認為舉辦展覽是很好的推廣行銷方式；通常我也會

在學校教學卓越活動的教師成長營邀請產業專家來分

享專業知識；另外，今年另發展出較創新形式的是舉

辦兩岸電子書創作競賽。 

展覽舉辦 

專題演講 

競賽推廣 

問： 知識管理與大數據如何用在專業上應用？  FC04 

答： 大數據出版社不容易掌握，因為個資通常掌握在銀行

金流端(具有會員個資、採購品項、金額等資料)或銷

售通路端。 

在教學端，通常使用 excel 試算表統計學生的出席率、

作業掃描存檔來進行成績管理。 

出席率、作業

掃描存檔評估

學生學習效果 

問： 雲端協作軟體、碎形化知識在數位出版的應用？ FC05 

答： 各式各樣的知識在數位出版的應用，我認為零碎時間

的閱讀對學習很重要，例如：等公車的時間，知識可

以拆成小塊來理解。 

碎形化知識：

社群管理或分

享零碎有用知

識 

 

（二）教學領導與評量 

 內容 編碼 

問： 您認為如何應用新科技掌握學生學習？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以及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FC06 

答： 我認為 QRcode 結合智慧型手機、教學評量的即時互

動回饋，是不錯的創新方式。 

透過新科技引

發興趣 

教學評量的即

時互動 

問： 課程應藉由哪些活動，適當的透過新科技增進有效教

學。  

FC07 

答： 承上題，透過新科技即時回饋學生學習成效，我認為

是很不錯的方法。 

透過新科技即

時回饋學習成

效 

問： 教師應如何輔導學生正確的使用新科技，讓學習更有

效益。 

FC08 

答： 其實學生(數位世代)比老師會用，但是教導學生注重

智慧財產權是很重要的事，避免下載引用的侵權問

題，尤其在數位出版的創作是很重要的事。 

教導數位版權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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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應用發展與策略 

 內容 編碼 

問： 未來學校應提供那些政策措施、軟硬體的提升，使教

師應用新科技在教學上更有效益。  

FC09 

答： 行動網絡連結速度、效率及頻寬的提升，數位出版軟

體的持續更新採購等，都能提供教師在教學上更有助

益。 

適當軟硬體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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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專家訪談逐字稿（G） 

專家訪談逐字稿（G） 

一、基本資料 

 

  

教學背景  

職稱 講師/業務總監   

服務機構 臺灣新北市某公立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潑墨數位出版行

銷有限公司 

專長 1998 年至 2011 年為平面設計、印刷及出版相關；2011 年至今，

轉為數位出版專業。 

年資 約 4 年。 

2011 年起於臺灣新北市某公立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兼

任，常受邀至兩岸各大學進行數位出版專業相關演講。 

授課課程現況 

授課時數 約 4 學時／學期 

任教課程 上學期：數位媒體（二、三年級）；下學期：數位出版管理（四

年級）。 

課程內容的理論或技術比重：皆為理論 30%、技術 60%。 

授課學生現況 

授課學生數 數位媒體及數位出版管理兩門課程，皆為 10 至 15 名。 

學生來源 圖文傳播藝術學系學生占 90%。 

數位媒體為選修課，學生來源較廣，以圖文傳播藝術學系的學

生為主，亦會有舞蹈系、視傳系、廣電系及書畫系的學生來選

修。數位出版管理課程主要以圖文傳播藝術學系的學生為主。 

專業背景 普通綜合高中為主，高職生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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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自我覺知的學科、教學及科技知識（編碼：A） 

（一）學科知識（CK） 

 內容 編碼 

問： 請說明課程的教學目標？ GA01 

答： 數位媒體課程，學生以二年級及三年級為主，創作

的主題內容較自由。 

數位出版管理課程，學生以四年級為主，故事的來

源和主軸與畢業製作主題有關，是個人式的畢業專

刊形式。 

我的課程主要著重在技術熟練及實作，理論的基礎

較少。 

對我來說學生在我的課程學習中，能夠理解數位出

版的定義、趨勢發展、數位出版的邏輯概念就可以

了。 

創意、美感是不訓練的，我認為這是個人天賦及靈

感。資訊能力就要看學生個人的興趣了，通常蘋果

發表會全程英文，我想學生也很少像我們一樣會有

興趣看完的。程式語法我想更不可能了，因為學生

本身的思考方式就是非理性的學習方式，左腦與右

腦的思考模式與工程師是不一樣的。 

我比較在乎學生是否有把業界要求的標準確實的呈

現在作品裡。我不在乎學生在電子書裡用的多少互

動或是特效，而是學生是否有把文字的邊緣確實的

處理銳利化，或是版面設計的美觀易讀性，也就是

整體駔品的品質。 

技術訓練 

實務創作 

產業品質標準 

 

問： 學生修課應具備的專業態度、知識及技能為何？  GA02 

答： 學生在創作內容之前，首先要對出版有基本概念的

了解、書籍排版的基本技巧，以及對軟體有一定的

熟悉度，是我認為學生應該要先自我要求具備的能

力。 

因為轉型到數位的模式，就像是被印材的不同，以

前我們印在紙上，現在將出版的內容印在 iPad、手

機或電腦，可是最基礎的還是被閱讀的內容，所以

跟紙本內容核心價值是一樣的。 

基礎理論知識 

軟體操作技術 

問： 教學上特別重視的專業內容，或學生目前待加強的

項目有哪些？ 

G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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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以我這幾年對課堂學生數位出版作品的觀察，我認

為學生對作品版面的規劃及設計還有不足的地方，

與業界對設計的要求水準還有進步的空間。 

版面規劃設計 

（二）教學知識（PK） 

 內容 編碼 

問： 如何喚起學生學習動機？  GA04 

答： 我會告訴學生我的教學目的、教學方法，學生可以

對我有些要求，例如：下學期數位出版管理課程大

多是理論課，先前上課時，有同學要求要做實作，

我可以馬上改成實作，順應學生需求，但是同時學

生也必須符合我的規定。 

避免學生學習動機不足，我一開學會先警告，請處

的告訴學生只點三次名。第一次在加退選結束，會

點完第一次名，第二次會在期中報告，如果不來報

告就會沒有成績，第三次在期末作品繳交時，如果

也沒有來，我就會直接給零分。 

上課時我會盡量用輕鬆活潑的方式，並且結合業界

實務經驗，帶領學生做一本實際創作的電子書，所

以，學生選擇了這門課，就必須符合我的課程要

求。我過去曾經送過幾個零分的成績，學生知道老

師的原則以後，現在沒有學生不交作品的。 

因應學習需求、嚴

格點名及活潑授

課方式 

問： 教材如何準備？  GA05 

答： 因為我常常受邀至產業演講，所以我上課資料來源

主要由產業演講的內容，修改成學生比較聽得懂的

教材，然後再加上一些時事、調查報告，最主要的

教材核心主要來自於我自己本身在數位出版實務案

例及經驗。 

教材檔案的準備我大多用 PPT 比較多，解說到實

務製作時，我會直接把我的實務案例的作品檔案秀

給學生看，因為有些電子書的互動光講 PPT，學生

會聽不太懂，必須拿實務的案例，操作給學生看，

然後一步步教。 

教材內容： 

實務經驗 

時事案例 

專家演講 

調查報告 

教材型式： 

PPT 或 Keynote

簡報 

自編紙本或電子

講義 

問： 教學時習慣採用那些教學法？  GA06 

答： 我的作法屬於綜合類型，我把教學過程分為三個階

段。 

第一階段，我主要講述理論，介紹學生趨勢發展、

講述演示 

課堂作業或計劃

參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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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以及出版產業現況會遇到那些決策，在

教學過程中也會不斷給予學生提問，引發他們的思

考。 

第二階段，大約期中的時候是小組報告，會讓學生

將要製作的電子書進行主題企劃案，然後在報告的

時候，我會針對學生的企畫內容提問，讓他們思考

看看有那些好的部分可以繼續發展？是否有不足的

地方，需要做補強？或者，是在做互動的時候，有

哪些好的素材可以選擇？ 

第三階段，是分組個別指導。在前述第一階段時，

我會教導學生所有的互動功能，儘管大部分學生作

品不會全部用上，到了企劃部分，學生會規劃他將

使用那些出版工具及互動功能，到了最後，學生在

製作時，會遇到問題我將會個別指導，因為，他在

製作時不需要聲音，也許就不需要按鈕播放，也許

他一開始需要片頭影音，我就會特別去教他這一部

份，讓學生在電子書技術學習這端的磨合程度可以

降到最低。因為有時候在技術部份的學習，學生的

挫折感還蠻大的，會讓學生在這一階段的嘗試減

少。每一個禮拜都有不同進度，直到最後學生將這

本電子書完成。 

個別指導、提問

法 

問： 如何與產業實務結合？ GA07 

答： 我完全沒有這方面的障礙。因為我本身就是來自業

界，教授學生的就是產業目前最實務的作法。 

如果真的要提及這部份的話，我會鼓勵學生畢業後

常常參加產業舉辦的研討會，就學期間也不是不能

參加，但對產業的了解可能有些隔閡，參與意願相

對低。還沒畢業的同學可以參加校際的研討會，學

校舉辦的研討會學生比較容易聽得懂，產業舉辦的

研討會，大多討論業界的現況、困難，對學生來說

相對有距離。 

參與產業專案會更好，我自己本身有帶一些學生來

參與專案，成果還不錯！企業如果需要人才，經過

我訓練的學生，幾乎可以在業界直接接軌，而且很

快可以上手。我覺得就專案的角度來說，這是定要

做的，對學生來說，可以有基本的薪水，作品也已

經被商業化及發佈，同時可以被產業認同，對於學

生求職或產業人才需求都是很好的。 

計畫參與 

自身產業實務經

驗 

競賽參與及研討

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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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知識（TK） 

 內容 編碼 

問： 您日常所使用的社群軟件為何？  GA08 

答： 臉書（FB）、Line、微信（wechat）、QQ。 社交社群軟件 

通訊社群軟件 

問： 常用的搜尋引擎？  GA09 

答： 搜尋一定用 Google、Wiki（Wikipedia）也會。 入口搜尋引擎 

協作知識平台 

問： 新科技電腦設備有哪些？ GA10 

 電腦設備多使用 iPhone、iPad、Macair，以及

Android Phone 主要是用來測試。 

還有 Apple TV、小米盒子、Android Pad 等。 

各式行動載具 

問： 是否還有其他新科技呢？ GA11 

答： 雲端硬碟也會，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備份的地方，

例如：Adobe DPS 的雲端、公司的 FTP。 

雲端硬碟 

三、教師將新科技應用在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現況（編碼：B） 

（一）學科教學知識（PCK） 

 內容 編碼 

問： 學科專業與教學知識如何結合？  GB01 

答： 理論教學時，我喜歡採用案例說明理論，例如：手

機內建購買（IAP），是亞馬遜公司發明的，來跟說

手機按一下就可以購物，資訊的流動是從哪邊來？

哪邊去？因為我們看不到，所以我們看不到，所以

必須用畫圖、說故事的方式來告訴學生，這件事是

怎麼發生的，理論必須結合案例及圖示來教導學

生。 

在教技術的時候，就必須結合實作的案例，例如：

按鈕如何呈現？互動的目的是什麼？版面應該如何

呈現？在電子書完成時版面應該什麼樣子，如果內

容有四至五張圖，按鈕應該如何製作，並且讓學生

了解什麼樣的版面搭配何種按鈕，或文字卷軸…等

互動。 

企劃的時候，一樣會舉很多案例，我們會訂一個主

題，需要什麼樣的動機？需要什麼樣的目的？圍繞

一個主題說明為什麼需要這本電子書實際的企畫書

案例法 

故事法 

圖示法 

企劃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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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有時間、預算…等，我會把最正確的內容告

訴學生。 

問： 請說明您對數位出版專業教學上看法，例如：師生

互動、補救教學、延伸學習、同儕協作？  

GB02 

答： 學生遇到困難時，通常我會有兩個方法，一是告訴

學生發 email 給我，用 email 來處理學生的問題；

另一種是提供額外知識，針對比較可以自我學習的

學生，通常我會請他在 Youtube 打關鍵字，如果他

找不到，我會找給他。 

補救教學是如果落後的同學變成一組時，我會比較

盯他們，追蹤他們的進度，並且交代進度，告訴他

們我希望下週看到什麼；如我有校刊社的學生，我

也會直接請校刊社的學生指導他們。 

同儕協作的部分我鼓勵跨領域的同學合作，用加分

鼓勵的方式。現在產業實務上，數位出版專業有許

多 co-work 的機會，外系學生的參與，剛好鼓勵學

生 teamwork 的學習方式，基本上學習程度的差異

不會太大。 

原因是因為有不同專業的學生聚在一起合作，他們

彼此互相在學習的過程中，除了上課時間，還有課

堂外的小組會談討論，學生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的

成長。 

我認為我們不能用齊一的數位出版專業標準來衡量

不同領域的學生，我們應該站在學生的角度來看學

生學習過程中的進步。 

基本上視傳系和圖文系的數位出版訓練和素養是夠

的，其他科系可能會有較大的差異，但是我們不能

用專業的標準來評量這些學生，我們應該站在學生

的角度去看他們學習過程中的成長與進步。也許版

面設計的能力不足，但是他們有過這樣的學習經

驗，例如：舞蹈系的學生來學習數位出版，他可能

會將這樣的學習經驗運用在他的公演手冊的製作，

也會很有幫助，對他們來說可能從來沒做過書，與

受過數位出版專業的學生相較，勢必會有很大的不

同。 

師生互動：郵件

聯繫溝通 

補救教學：個別

指導、同儕協助 

延伸學習：線上

社群知識分享 

同儕協作：跨領

域團隊合作 

問： 目前遇到教學上的困難？  GB03 

答： 學生最大的困難，就是他們不敢主動跟別人 co-

work，這是我目前一直在教學上無法處理很好的地

團隊合作時學生

缺乏團隊意識 

 



305 
 

方。例如：我課堂有些外系的學生來修課，一方面

不夠主動，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沒有經驗，也不敢

跟別人合作。這個部份是我目前教學上比較無法解

決的問題，大多只能用鼓勵或加分的方式，來幫助

這些同學。 

我們在業界，也是不斷地必須與異業做結合，跟不

同的 team 與人在做合作，我希望把這種實務的概

念帶給學生。 

（二）科技教學知識（TPK） 

 內容 編碼 

問： 您在教學時，通常應用哪些新科技工具或平台，例

如：網路搜尋引擎、社群軟件或學校管理系統？  

GB04 

答： 除了 email 和學生溝通，Youtube 提供學生搜尋資訊，

我偶爾會使用學校雲端硬碟和課程大綱系統。 

我平常較少跟同學用社群軟體溝通，大多是課堂的指

導。 

信箱 

影音平臺 

學校管理系統 

問： 學生通常採用的新科技為何（學校提供或自行尋

找）？  

GB05 

答： 學生大多喜歡使用 FB 及 Line 進行溝通聯繫，Dropbox

雲端硬碟也會。 

（自行尋找） 

社群平臺或

APP 

雲端空間 

問： 應用方法、使用效益、學生投入程度或困難？ GB06 

答： 學生最常發生的情況就是似是而非、指鹿為馬。例如

通常即將要繳交作業時，才開始動手製作，這時候往

往已將老師教的東西忘的差不多了，這時候就會緊張

地在網路上亂找，然後上課時剛我說：「老師，為什麼

網路上跟你教的不一樣？」這是當然的，因為他搜尋

到的是不同的軟體，所以製作方式當然不一樣。 

網路資訊誤用

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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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學科知識（TCK） 

 內容 編碼 

問： 您如何將數位出版專業與科技結合，如：教學資源

的安排運用、教學訓練、師生溝通聯繫？  

GB07 

答： 我較常用 Youtube，作為給予學生技術上的教學資

源參考。 

我們跟科技結合主要是透過一個排版轉體，自動化

排版軟體是針對科技與專業結合的一個最好的方

式。 

我會找一些學生跟我一起執行專案，檔案的傳輸會

採用 FTP，初期我們每個月會跟學生開一次檢討會

議，團隊的溝通會使用 Line。 

教學訓練：影音平

台、專業軟體 

師生互動與教學

資源分享：雲端空

間、社群平台或

APP 

問： 學生採用新科技做為那些方面的學習？如：專業知

識查找、專業技術熟練、專業團隊社群經營？   

GB08 

答： 沒有特別留意。 無（沒有特別留

意） 

 

四、對於未來數位出版專業透過新科技來教與學的看法（TPACK）

（編碼代號：C） 

（一）個人管理與創新 

 內容 編碼 

問： 您認為新科技如何與專業教學結合？例如：將其運用

在教學工具、知識管理與分享、創新教學等方法？  

GC01 

答： 我們現在處在資訊變動的時代，必須隨時隨地掌握最

新的訊息，所以我會利用新科技來管理我隨時取得的

有用資訊。團隊的溝通會使用 Line，iPhone、iPad、

Macair。 

 

應用方式：專

業知識管理與

分享 

教 學 輔 助 工

具 ： 社 群 型

APP、行動載

具 

問： 數位出版的教學內容如何數位化？  GC02 

答： 製作成 PPT、學生作品上傳至雲端書櫃。 簡報檔案 

雲端書櫃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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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教學的成果如何推廣行銷？  GC03 

答： 我們現在教導學生作的數位出版作品都是虛擬的，所

以目前透過雲端書櫃的 QRcode 進行分享與下載，我

想是很好的方式。 

雲端書櫃平臺

展示 

問： 知識管理與大數據如何用在專業上應用？  GC04 

答： 我自己的 KM（knowledge management），我會將我的

演講簡報用檔名年份來分，利用檔名編目邏輯，不斷

更改過去資料來符合現在所要的教學內容。 

利用檔案編目

邏輯來管理專

業知識 

問： 雲端協作軟體、碎形化知識在數位出版的應用？ GC05 

答： FB 網站或 APP 有一個功能是儲存連結，如果有需要

變成我上課內容一部分的時候，我就會直截取出來。 

碎形化知識：

社群管理或分

享零碎有用知

識 

（二）教學領導與評量 

 內容 編碼 

問： 您認為如何應用新科技掌握學生學習？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以及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GC06 

答： 我不會特別用新科技去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度。一般我

的作法是會給學生非常標準的業界標準，例如：版

式、段式、排版設計，依據學生的不同能力，給予適

當的專案。 

無 

問： 課程應藉由哪些活動，適當的透過新科技增進有效教

學。  

GC07 

答： 台藝大的校刊社是很好的數位出版課外社團活動，但

是必須要有專業的教師願意花時間指導。 

無 

問： 教師應如何輔導學生正確的使用新科技，讓學習更有

效益。 

GC08 

答： 沒有，創作是很很個別化的事，我會告訴學生有哪些

軟體可以進行數位出版，Adobe DPS 及 Umag 的優缺

點分別是什麼，學生依照自己的需求來進行製作。 

無 

（三）學校應用發展與策略 

 內容 編碼 

問： 未來學校應提供那些政策措施、軟硬體的提升，使教

師應用新科技在教學上更有效益。  

GC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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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我覺得學校的領導者懂不懂數位出版很重要，提供適

當的硬體，例如：iPad，足夠的數位出版軟體及雲端

書櫃，讓數位出版專業能夠良好發展是很重要。 

全臺灣真正在做數位出版的學校，僅有兩間，一間是

台藝大，一間是景文，因為經費的關係，還有學校懂

不懂，願不願意給予足夠的教學資源。 

適當軟硬體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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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專家訪談逐字稿（H） 

專家訪談逐字稿（H） 

一、基本資料 

  

教學背景  

職稱 助理教授   

服務機構 臺灣新北市某私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專長 電腦動畫、多媒體設計、專題製作 

年資 約 16 年。 

2001 年至 2010 年於臺灣新北市某私立大學應用美術系兼任；

2008 年至 2009 年於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兼任； 2013 年

迄今於臺灣新北市某公立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圖文傳

播藝術學系及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兼任；2008 年迄今於臺灣新北

市某私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專任。 

授課課程現況 

授課時數 約 11 學時／每週 

任教課程 上學期：電腦基礎動畫、電腦動畫創作、多媒體設計、畢業專題

製作；下學期：電腦進階動畫、電腦模型製作、雲端科技應用、

影像特效、2D 動畫。 

課程內容的理論或技術比重：約理論 30%、技術 70%。 

授課學生現況 

授課學生數 每班約 30~50 人，  

學生來源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學生以高中、高職為主；景文科大視覺傳

達設計系的學生來源多為高職學生；台灣藝術大學學生以高

中、高職為主。 

專業背景 輔仁大學專業背景有視傳、動畫、金工與大眾傳播為主；景文

科大視覺傳達設計系的學生以視覺傳達、美工背景居多；台灣

藝術大學學生為視覺傳達、圖文傳播與美工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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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自我覺知的學科、教學及科技知識（編碼：H） 

（一）學科知識（CK） 

 內容 編碼 

問： 請說明課程的教學目標？ HA01 

答： 教授課程以電腦動畫創作為主，此外，另有教授電

腦模型製作與畢業專題製作課程，教學目標是：

1、電腦模型，能從外觀判斷施作流程並能拆解貼

圖軸向。2、具修正與美化材質與造型之能力。3、

將心中的故事使用文字或影像腳本呈現 4、使用教

授之軟體執行創作。 

理論知識 

美感能力 

內容創作 

技術訓練 

問： 學生修課應具備的專業態度、知識及技能為何？  HA02 

答： 1、軟體自學能力；2、造型設計能力；3、基礎美

學評鑑能力；4、立體辨識能力；5、手繪與造型能

力。 

自學能力 

手繪能力 

美感能力 

造型設計能力 

立體辨識能力 

問： 教學上特別重視的專業內容，或學生目前待加強的

項目有哪些？ 

HA03 

答： 以電腦模型製作這門課程為例，我的教學目標是能

將心中的故事使用劇本表現、能使用課堂教授軟體

來執行創作，課程也是需要學生具備有軟體自學能

力、造型設計能力及基礎美學評鑑能力，但是，我

覺得學生普遍缺乏自學能力。 

以電腦動畫創作這門課程來說，我的教學目標是能

從外觀判斷施做流程、可以針對模型應用領域調

整，課程需要學生具備有軟體自學能力、造型設計

能力、基礎美學評鑑能力及手繪與造型能力，我覺

得學生是缺乏創作動機和自學能力。 

專題製作這門課程，教學目標就是專案分析歸納與

擬定策略、建立設計方法與進度，學生要具備有具

市場商品調查與分析能力、能夠以文字或畫面建構

設計腳本、熟悉創作工具，我覺得學生還是缺乏自

學能力，還有軟體不熟悉、分析不夠精確，導致策

略失誤。 

自學能力、創作

動機、軟體熟悉

度及市場理論 

（二）教學知識（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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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編碼 

問： 如何喚起學生學習動機？  HA04 

答： 我經常使用案例解說方式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尤

其會加入行銷手段的案例最為學生接受。 

以電腦模型製作這門課程來說，我主要使用案例分

享，例如，新世代的動畫製程中使用的 3D 掃描，

實務操作，雖然便利，但仍需要傳統的手動修正，

藉此說明建模仍需要美術基本功。 

電腦動畫創作，我首先使用簡化後的專案說明，並

且提供製程分析與創作目的，市場反應與後續發展

分析，再針對特殊製程，推薦幕後製作特輯，輔以

動畫法則解說之。 

專題製作是大四同學面臨的畢業專題，無學習動機

問題，只有自我程度提升問題。 

案例解說分享 

問： 教材如何準備？  HA05 

答： 教材皆使用簡化後的實務案例。 

在教材準備上，先以軟體操作技能為優先，輔以實

務應用，20%為產業現況分享，30%軟體分析與評

估，50%為基本操作。 

電腦模型製作和電腦動畫創作這兩門課，我主要是

參考相關課程，並且匯整網路與書籍教材的知識，

再分析各個軟體的特色，選擇具有特色的部分操作

給學生看。 

教材內容： 

實務經驗 

自編教材 

教材型式： 

線上或自製教學

影片 

問： 教學時習慣採用那些教學法？  HA06 

答： 電腦模型製作和電腦動畫創作這兩門課，教學法透

過實用之理論應用，在課堂操作與示範。電腦動畫

須要使用軟體操作，因此課程以演說法加示範操作

為主。 

專題製作以實務分析說明與討論為主。 

教學法採用 80%示範與 20%的演說法，畢竟動畫創

作不是一種用說的藝術，學生需要實際的繪製與表

演才能完成動畫，軟體的熟練操控很重要，大部分

的功能只是為了減輕繁瑣步驟而產生，因此，常用

指令熟練後就可以開始執行動畫創作了，而且常用

指令通常都擺在非常顯眼的地方，透過軟體介面的

解說，很快的讓同學知道指令的分類與使用時機，

示範也盡量使用相同指令，加強操作印象。 

 

案例教學法 

講述演示 

實務分析討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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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如何與產業實務結合？ HA07 

答： 因為本身來自業界，平時也經營產學合作，與業界

合作頻繁，內容皆是產業實務，特別以產業的角度

來看待技術教育，如果無法落實技術傳授，對於理

論的應用更是無法推展，為了提升學習動機，透過

案例分享，例如，新世代的動畫製程中使用的 3D

掃描，實務操作，雖然便利，但仍需要傳統的手動

修正，藉此說明建模仍需要美術基本功，並不是如

設備廠商說得天花亂墜，3D 掃描可以完全取代手

工製作一般。 

目前我在電腦模型製作這門課，是透過產學合作，

帶領學生參與製作。 

電腦動畫創作這門課，則是安排 1、2 堂的校外參

訪以及業師協同教學。 

專題製作則是引薦產學合作或與由學生自行與產業

洽談後施作。 

計畫參與 

企業參訪 

自身產業實務經

驗 

業師協同教學 

 

  

 



313 
 

（三）科技知識（TK） 

 內容 編碼 

問： 您日常所使用的社群軟件為何？  HA08 

答： 使用社群軟體為 YouTube、Facebook 與 Line 最

多。 

社交社群軟件 

通訊社群軟件 

影音社群平台 

問： 常用的搜尋引擎？  HA09 

答： 只用 Google 搜尋引擎。 入口搜尋引擎 

問： 新科技電腦設備有哪些？ HA10 

答： 新科技電腦設備以 iPad、手機、立體螢幕與投影

機為主。 

影音作品是最早的數位出版，透過電波傳遞到每

個家庭用戶，近年電子書蓬勃發展，更確定整合

影音與動畫於一體，做為數位出版素材的一份

子，也可以獨立成為單一品項來發展，因此教材

方面採用業界應用為範疇，如電影動畫、電影特

效、電視廣告、公司形象宣傳或電子書等使用之

情境來講解，按目前的使用平台，均以電腦為

主。 

使用軟體如 Autodesk 公司的 3dsMax 與 Adobe 公

司的 AfterEffect，平板電腦與手機居次，但真正

的最後一哩卻是透過手機最多，因此影音完成品

的格式轉換要適合該設備的操控性，平板電腦也

發展出許許多多的 App 應用程式，功能與效能可

能稍遜電腦，但效果卻是非常的優質，例如建模

與修模軟體 Sculpt+、Sculptris 與 Meshmixer，此

外實體掃描 App 如 Autodesk 公司的 123DCatch、

windows 與 Mac 版的 Memento 都可以免費使用。 

在互動的部份，因應雲端科技，我採用 SketchUp

與 Inglobe 公司的 AR-Media 來進行擴增實境的模

型展示或內容互動，主要開發是在電腦，但是發

佈後可以跨各平台，如 iOS 或 android 等系統的

平板與手機。 

各式行動載具 

桌上型電腦 

立體螢幕及投影機 

問： 專業軟體或其他？  EA11 

答： 例如，2D 動畫本來的創作工具就非常多樣，使用

AE 或 Flash 也可以製作，但是在動畫業界並不是

那麼普及，反而那些專業的 2D 軟體（Retas 

專業 2D 軟體 

 

 

http://www.123dapp.com/sculptplus
http://pixologic.com/sculptris/
http://www.123dapp.com/meshmixer
http://www.123dapp.com/catch
https://memento.autodesk.com/try-memento
http://www.sketchup.com/zh-TW
http://www.sketchup.com/zh-TW
http://www.inglobetechnologies.com/en/new_products/arplugin_su/info.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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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o、TBS、Digital Pro、Anime Studio Pro）在

學校是相當貧乏，AE 與 Flash 是在多媒體或傳播

設計公司用得最多，因為可以製作一些影視特效

與數位動畫，經過評估，我採用可以培養學生”動

畫”能力的 Crazy Talk Animator 軟體，此軟體可以

輸出動態 gif 或序列圖檔，重要的地方是物件導

向的功能，可以快速地建立資料庫，舉凡角色造

型或動作表演，都可以套用到其他角色，而且可

以快速的微調，嘴形只要有聲音檔匯入就可以自

動對上，是相當容易使用的動畫軟體，學生可以

專注在動作表演上。 

 

三、教師將新科技應用在數位出版專業的教學現況（編碼：B） 

（一）學科教學知識（PCK） 

 內容 編碼 

問： 學科專業與教學知識如何結合？  HB01 

答： 電腦模型製作這門課，授課內容會調整按學生程度

需求修正範例類型，基本常用指令佔課程 60%，用

途佔 20%，其他應用 20%，如果學生終極目標是要

做包裝，就會先舉例：利樂包，分析結構後，先做

示範，再逐步帶同學施作。 

電腦動畫創作則是按照學生實際需求修正範例類型 

，基本常用指令佔課程 60%，用途 20%，其他應用

20%，如果大多數學生想做動畫短片，則藉由動畫

短片競賽來進行創作，如果目標不一致，就按原訂

目標先認識各種動畫形式，再進行軟體操作與短片

施作。 

案例法 

示範教學 

企劃實作（結合

競賽） 

問： 請說明您對數位出版專業教學上看法，例如：師生

互動、補救教學、延伸學習、同儕協作？  

HB02 

答： 使用 line、Moodle、YouTube 與 FB 與同學直接溝

通與延伸教材補充，此外也適用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與延伸學習一樣重要，透過同儕協助可以

培養合作精神。 

電腦動畫創作課程本來就強調同儕協作，以 2 人以

上 5 人以下分組經營，完成之作品皆須上傳

Moodle 或 YouTube 供其他同學觀摩。 

師生互動：線上社

群互動 

補救教學：個別指

導、同儕協助 

延伸學習：線上社

群知識分享 

同儕協作：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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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多數在 FB/Line 上發表短信或感言，甚至連

結，在文章結構要求上比較不那麼講究，甚至使用

同音錯別字，按出版倫理是不被允許，因此，在實

務要求上採用分組合作模式，2 人以上 5 人以下的

分組，每個同學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皆按自己

的專長來施作，如此便可達到同儕互評與學習的效

果。 

透過社群很容易分享連結，達到延伸學習的目的，

課堂上的教材補充也可透過 YouTube 來解決操作示

範的問題。 

團隊合作、同儕

互評 

問： 目前遇到教學上的困難？  HB03 

答： 由於人數大約 68 人，而且程度差異太大，因此在

個別授課解決問題上，時間不夠用。 

另外就是學生學習軟體受困外語能力，學習動機乏

力；另一方面是短視，只想不用學習基礎理論，想

使用軟體就可以直接製作；無法舉一反三，其實軟

體都大同小異，設計理論也同樣可以互相引用。 

專題製作常遇到學生在跨領域創作上比較無力，原

因多是沒有學習過或者入門的門檻太高，例如：平

面類要跨行到網頁設計，產品設計要跨行到網路行

銷。 

授課人數過多 

學生學習動機低 

短視及缺乏變通 

團隊合作時學生

缺乏團隊意識 

（二）科技教學知識（TPK） 

 內容 編碼 

問： 您在教學時，通常應用哪些新科技工具或平台，例

如：網路搜尋引擎、社群軟件或學校管理系統？  

HB04 

答： 我比較善用 YouTube 來上傳示範影片，透過 FB 來分

享延伸教材，使用 Line 來緊迫盯人繳交作業。 

 

影音平臺 

社群平台或

APP 

問： 學生通常採用的新科技為何（學校提供或自行尋

找）？  

HB05 

答： 學校提供的 Moodel 平台不好使用，一般學生除了要課

程簡報檔或素材才會登錄上線，否則平常絕對不會去

開啟。大多使用中文的 YouTube、百度或 Youku 優

酷， 

（自行尋找） 

影音平臺 

問： 應用方法、使用效益、學生投入程度或困難？ HB06 

答： 學生在使用網路上的數位教學時，多數受困於英文閱 網路資訊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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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障礙，大多使用中文的 YouTube、百度或 Youku 優

酷，原因就是中文解說，比較聽得懂。 

閱讀障礙的困

難 

（三）科技學科知識（TCK） 

 內容 編碼 

問： 您如何將數位出版專業與科技結合，如：教學資源

的安排運用、教學訓練、師生溝通聯繫？  

HB07 

答： 個人課程教材皆上傳到學校 Moodel 或雲端硬碟，

大部份的影音檔案選擇 YouTube 來推播。 

我比較善用 YouTube 來上傳示範影片，透過 FB 來

分享延伸教材 

教學資源準備：雲

端空間 

教學訓練：影音

平台 

問： 學生採用新科技做為那些方面的學習？如：專業知

識查找、專業技術熟練、專業團隊社群經營？   

HB08 

答： 學生也是使用 Google 搜尋引擎，例如創用 CC 的

圖片或音樂素材等等。 

遇到須要看操作步驟，學生會使用 YoutTube 學查

看，偶爾會使用大陸的百度或 Youku 優酷，原因就

是中文解說，比較聽得懂。 

一般也會用 FB 或 Line 來團隊溝通。 

專業知識查找：

搜尋引擎、創用

CC 平台 

專業技術熟練：

影音平台、專業

軟體網站、搜尋

引擎 

同儕互動與團隊

協作：社群平台

或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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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未來數位出版專業透過新科技來教與學的看法（TPACK）

（編碼代號：C） 

（一）個人管理與創新 

 內容 編碼 

問： 您認為新科技如何與專業教學結合？例如：將其運用

在教學工具、知識管理與分享、創新教學等方法？  

HC01 

答： 影音平台 YouTube 可以上傳示範影片，FB 與學生分

享。 

網路出現許多雲端的技術應用，例如：雲端硬碟、雲

端新媒體、雲端運算、雲端倉儲、雲端服務、雲端冰

箱、…，凡是能透過網路來操作的事物，都被冠上雲

端，似乎不管在何地，任何時間都隨時可以取用。 

應用方式：專

業知識管理與

分享 

教 學 輔 助 工

具 ： 社 群 型

APP、影音平

臺、行動載具 

問： 數位出版的教學內容如何數位化？  HC02 

答： 我會錄製數位教材，我會特別重視數位教材的錄影速

度。 

教學影片 

 

問： 教學的成果如何推廣行銷？  HC03 

答： 大部份的影音檔案選擇 YouTube 來推播。 影音社群平臺

展示 

問： 知識管理與大數據如何用在專業上應用？  HC04 

答： 目前校方提供的數位平台艱澀難懂，太複雜，學生覺

得介面呆板無趣，主要是學校提供的 CIP 信箱也是塞

爆，所以就無法收到 Moodle 平台送出的資訊，導致教

材要上傳校方的 Moodle 一次，還要再傳一次 FB，增

加困擾，所以學生的學習回饋比較無法量化，而透過

Moodle 的機制，學生多數不願意使用其討論區，究其

原因是互動性太弱，版面呆板。 

無（學校管理

系統功能的限

制） 

問： 雲端協作軟體、碎形化知識在數位出版的應用？ HC05 

答： 在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時，我也會透過 google drive 雲端

硬碟和參與計劃的學生傳輸檔案。 

我最常透過 FB 社群與學生分享零碎的有用知識，例

如我看到好的動畫案例影片或文章，我會轉發給學

生。 

雲端協作：檔

案傳輸與社群

協作 

碎形化知識：

社群管理或分

享零碎有用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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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領導與評量 

 內容 編碼 

問： 您認為如何應用新科技掌握學生學習？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以及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HC06 

答： 我通常使用 Line 來緊迫盯人繳交作業。 透過社群科技

督促學生學習 

問： 課程應藉由哪些活動，適當的透過新科技增進有效教

學。  

HC07 

答： 因為動畫的創作大多採用團隊合作，因此分組促使學

生發揮擅長與同儕協作，但也發現多數學生有投機心

態，或者同學互相掩護的事件，因此在評量部份有要

求在討論區發言與發問，間接了解其學習情況，以茲

評分考量。 

透過新科技做

為學習過程的

評量依據 

問： 教師應如何輔導學生正確的使用新科技，讓學習更有

效益。 

HC08 

答： 數位出版已經跨越以往編審的門檻，個人就是媒體，

透過 FB、BLOG 等社群就可以經營自己的粉絲，因

此，沒有基本的法治素養就貿然運作，容易釀成大

亂，教師要負擔部分宣導責任。 

教導數位版權

觀念 

（三）學校應用發展與策略 

 內容 編碼 

問： 未來學校應提供那些政策措施、軟硬體的提升，使教

師應用新科技在教學上更有效益。  

HC09 

答： 台藝大與景文皆有數位教學平台，台藝大的平台可能

是由外面的資訊團隊建構，因此在教師操作的程序上

不是很人性化，還有很多的改善空間，如果能修正不

友善的介面，對於數位教材推廣上才有突破。 

景文科大 Moodle 是舊版，預計明年度將要更新版本，

屆時將會有嶄新面貌。 

建議學校在應用與策略上以學生的使用角度去思考，

後台要以老師授課施放教材的立場思考，操作界面千

萬不能偷懶共用，這樣會讓學生覺得複雜，老師不容

易維護。 

學校教學管理

系統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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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2006-2015 期刊研究彙整 

 
研究 

學者 

期刊 

出處 

行為 

理論 

研究 

對象 

樣 

本 

數 

新 

科 

技 

研究 

區域 

專業 

學習 

統計 

方法 

變項操 

作觀點 
一階因素 二階因素 依變項 重要研究結果 備註 

1 

Pitch & 

Lee 

(2006)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College  

students 
259 

e-

learning 

system 

Taiwan － SEM 
External 

variables 

System 

functionality, 

system 

interactivity, 

system 

response, SE, 

internet 

experience 

PU, PEU 

use for 

distance 

education

, use for  

suppleme

ntary 

learning 

－ 

p<.05, not 

model fit and 

the sample is 

200-300 

without  

sample size 

problem. 

2 

＊
Liaw et 

al.(2007)  

Computers 

& 

Education 

3-TUM 

Instruction 

/ college 

students 

30 

/168 

web-

based 

teaching 

tool/ e-

learning 

Taiwan － 

Regress

ion 

analysis 

－ 

individual 

experience, 

system quality 

the 

affective, 

cognitive 

tier 

Behavior

al 

intention 

to use e-

learning 

Perceived self-efficacy, 

perceived usefulness→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e-learning; Learner’s 

attitudes, self-paced, 

teacher-led and 

multimedia instruction→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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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gai et 

al.

（2007)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University 

students 
836 

web 

course 

tool 

Hong 

Kong 
－ SEM － 

 technical 

support, PU, 

PEU 

Attitude 
system 

usage 

technical support→PU, 

PEU→attitude 
  

4 

Toral et 

al.

（2007)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Undergrad

uate 

students 

142 

Web-

based 

tool 

Spain － PLS － 

enjoyment, 

playfulness, 

application 

specific self-

efficacy 

curiosity, 

PEU, PU 

Use 

intention, 

use 

enjoyment, playfulness, 

application specific self-

efficacy→curiosity→PU

→Use intention→use; 

application specific self-

efficacy→PEU→PU, 

Use intention 

  

5 
Lee

（2008）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University 

students 
1125 

Web-

based 

learning 

system 

Taiwan － 

Regress

ion 

analysis 

－ 

Intra-org. 

factors, extra-

org. factors 

PEU, PU BI 

internal computing 

support, internal 

computing training, 

external computing 

support→PU→BI; 

internal computing 

support, internal 

computing training, 

extra-org. factors→PEU,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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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iaw 

(2008)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University 

students 
424 

web-

based 

blackboar

d e-

learning 

system 

Taiwan － 

Pearson 

correlat

ion 

coeffici

ents 

SCT, 

cognitive 

informatio

n 

processing  

SE, e-learning 

system quality, 

multimedia 

instruction, 

interac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PE, PEU 

BI、e-

learning 

effective

ness 

Perceived self-efficacy→

perceived satisfaction; 

multimedia instruction→

perceived usefulness; 

multimedia instruction→

e-learning effectiveness; 

perceived usefulness→

behavioral intention 

BI→e-learning 

effectiveness 

(non 

significant 

effect) 

7 

Padilla-

Melendez 

et al. 

(2008)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University 

students 
225 

Internet-

based e-

collabora

tion 

technolog

ies 

Southern 

Spain 

managem

ent 
SEM 

IT 

perspective 

PU, PEU, 

computer self-

efficacy 

attitude 
Intention 

to use 

computer self-efficacy→

PEU→PU→attitude→

Intention to use computer 

self-efficacy→PEU→

attitude→Intention to use 

self-efficacy→Intention 

to use 

  

8 

Roca & 

Gagne 

(2008)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TAM 

Workers of 

four 

internation

al agencies 

of United 

Nations 

166 

e-

learn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 SEM SDT 

Perceived 

autonomy 

support, 

perceived 

competence, 

perceived 

relatedness 

PU, PEU, 

perceived 

playfulness 

e-

learning 

continuan

ce 

intention 

Perceived autonomy 

support, perceived 

competence, perceived 

relatedness→PU, 

perceived playfulness→

e-learning continuance 

intention; perceived 

competence→PEU →e-

learning continuanc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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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hin 

(2008) 

Computers 

& 

Education 

TPB 

Undergrad

uate 

students 

319 

web-

based 

system 

Taiwan － SEM 

SCT, 

cognition-

motivation-

control  

SE 

Personal 

outcome 

expectation

, PBC, AB 

web 

adoption 

intention 

SE→Personal outcome 

expectation, PBC→web 

adoption intention; Self-

efficacy without 

significant effect on 

attitude 

  

10 

Van Raaij 

& 

Schepers 

(2008)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Chiese 

managers 
45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

ent 

China MBA PLS 
TAM2、

UTAUT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in the domain 

of IT (PIIT), 

computer 

anxiety 

SN,PU, 

PEU 

System 

usage 

PIIT, computer anxiety→

PEU→PU→System 

usage; SN→PU→System 

usag 

  

11 
Chen et 

al. (2009) 

Education

al 

Technolog

y & 

Society 

TPB 

college 

students/ 

MBA 

students 

396 

virtual 

learning 

communi

ty 

Taiwan 
Physical 

class 
SEM 

SCT、

social 

capital  

Attitude 

toward 

knowledge 

sharing,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knowledge 

creation self-

efficacy, web-

specific self-

efficacy) 

subjective 

norm, 

social 

network 

ties,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Knowled

ge 

sharing 

behavior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Web-specific self-

efficacy and social 

network ties→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behavior; knowledge 

creation self-efficacy 

without significantly 

impact intention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behavior (with 

significa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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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ho et al. 

(2009)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University 

students 
445 

Self-

paced e-

learning 

tool/ 

CAL 

systems 

Hong 

Kong 
－ SEM 

EDT(反向

的 ECM)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perceived 

functionality, 

perceived 

user-interface 

design, 

perceived 

system support 

PU, PEU, 

user 

satisfaction 

Continue

d usage 

intention 

perceived functionality→ 

PU→Continued usage 

intention; perceived user-

interface design→

perceived system 

support, PEU→ PU→

Continued usage; Prior 

exp→Continued usage.  

  

13 
Lee et al. 

(2009)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Undergrad

uate 

students 

214 

e-

learning 

class 

Korea business SEM － 

Instructor 

characteristics, 

teaching 

materials, 

design of 

learning 

contents, 

playfulness 

PU, PEU 

Intention 

to use e-

learning 

Instructor characteristics, 

teaching materials, PEU

→PU→Intention to use 

e-learning; design of 

learning contents→PEU

→Intention to use e-

learning; playfulness→

Intention to use e-

learning 

  

14 

McGill & 

Klobas 

(2009) 

Computers 

& 

Education 

TPC 
University 

students 
267 

Learning 

managem

ents 

system 

Australia

n 
－ PLS LMS 

Task-

technology fit, 

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LMS use, 

attitude 

towards LMS 

use, social 

LMS 

utilization 

Perceived 

impact 

on 

learning, 

student 

grades 

Task-technology fit→

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LMS use, attitude 

towards LMS use→LMS 

utilization→Perceived 

impact on learning; 

instructor norms,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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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s, 

instructor 

norms,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LMS utilization→

Perceived impact on 

learning; Task-

technology fit→

Perceived impact on 

learning, student grades 

15 

Sanchez-

Franco et 

al. (2009)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European 

educators 

304 

/376 
ICT 

European 

Nordic/ 

European

-

Mediterra

nean 

Social 

science 

field 

PLS 
Flow 

theory 
PEU 

PU, 

attitude, 

flow 

intention 

PEU→attitude, flow→

intention; PEU→PU→

intention 

  

16 
Sorebo et 

al. (2009) 

Computers 

& 

Education 

Informa

tion 

systems 

continu

ance 

theory 

University 

college 

teachers 

124 
On-site 

course 
－ － PLS 

Self-

determinati

on theory 

Perceived 

autonomy, 

perceived 

competence, 

perceived 

relatedness 

PU, 

confirmatio

n, 

satisfaction

, intrinsic 

motivation 

Intention 

to 

continue 

perceived competence→

PU→Intention to 

continue; perceived 

competence→intrinsic 

motivation→Intention to 

continue 

  

17 
Tao et al. 

(2009)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185 

Business 

simulatio

n games 

Taiwan 
managem

ent 
PLS 

ECT 

(ECM)、

agency 

theory 

Learning 

atmosphere, 

learning 

motivation, 

PEU, PU, 

perceived 

attractiveness, 

perceived 

learning 

performanc

e, 

confirmatio

n, 

satisfaction  

intention 

to 

continue 

using 

PU→learning 

performance→

confirmation, satisfaction

→intention; PEU→

perceived playfulness→

satisfaction→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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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fulness, 

risk aversion, 

goal conflict, 

incentive 

18 

＊
Teo et 

al. (2009)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Pre-service 

teachers 

250 

/245 

ICT 

technolog

y 

Singapor

e/ 

Malaysia 

－ 

SEM/m

ulti-

group 

－ PU, PEU 

Attitude 

toward 

computer 

use 

Intention 

to use 

PU, PEU→Attitude 

toward computer use→

Intention to use 

 

19 

Wang & 

Wang 

(2009)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University 

instructors 
268 

Web-

based 

learning 

systems 

Taiwan － SEM 
IS success 

model 

Information 

quality, 

system, 

quality, 

service quality 

SN, BI, 

SE, PU, 

PEU 

System 

use 

system, quality, service 

quality→PEU→PU→BI

→System use; 

Information quality→PU

→BI→system use; SN→

BI, PU→system use 

BI→system 

use (with 

significant 

effect) 

20 
Chen 

(2010) 

Computers 

& 

Education 

IS 

success 

model 

employees 193 

e-

learning 

system 

Taiwan － PLS － 

Information 

quality, system 

quality 

perceived 

usefulness, 

user 

satisfaction 

Use, 

overall 

job 

outcome 

system quality→

perceived usefulness, 

user satisfaction→Use→

overall job outcome; 

Information quality→ 

user satisfaction→Use→

overall job 

Use→overall 

job outcome 

(with 

significant 

effect) 

21 
Lee 

(2010) 

Computers 

& 

Education 

TPB Student 363 

Web-

based 

learning 

program 

Taiwan 

Continui

ng 

education 

SEM 
TAM, 

ECM 

Confirmation, 

PU, PEU, 

perceived 

enjoyment, 

concentration 

Satisfactio

n, attitude, 

SN, PBC 

Continue

d 

intention 

Concentration, SN, PBC

→Continued intention; 

perceived enjoyment, 

PU, PEU→attitude→

Continued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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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rmation, PU→ 

Satisfaction→Continued 

intention; Confirmation, 

PEU→PU→Continued 

intention 

22 
Liu et al. 

(2010)a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436 

Online 

learning 

communi

ty 

Taiwan － SEM － 

Online course 

design, user 

interface 

design, 

previous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PU, PEU, 

perceived 

interaction 

Intention 

to use 

Online course design, 

user interface design, 

previous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PU, PEU, 

perceived interaction→

Intention to use 

  

23 
Liu et al. 

(2010)b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Undergrad

uate 

students 

230 
m-

learning 

Zhejiang, 

China 
－ SEM 

IT 

adoption 

PEU,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Near-term 

usefulness, 

long-term 

usefulness 

Behavior

al 

intention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Near-term usefulness, 

long-term usefulness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Behavioral intention;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Behavioral intention 

  

24 

Sanchez 

et Hueros 

(2010)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University 

students 
226 

Moodle 

and 

virtual 

teaching 

platforms 

Huelva 

Business 

administr

ation 

managem

ent, 

infant 

and 

SEM － 
Technical 

support 

PEU, PU, 

acttitude 

System 

usage 

PEU→PU→acttitude→

system usage; PEU→

acttitude→system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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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school 

teaching 

25 

Sanchez-

Franco 

(2010)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Undergrad

uate 

students 

431 
ICT (the 

WebCT) 

Seville, 

Spain 
－ 

PLS, 

discrim

inant 

analysis 

－ 

Perceived 

affective 

quality, Flow 

PU, PEU 

Behavior

al 

intention 

Perceived affective 

quality, Flow→PU→

behavioral intention; 

Perceived affective 

quality, Flow→PEU→

PU→behavioral 

intention; Perceived 

affective quality→Flow

→behavioral intention 

  

26 

Teo & 

Lee 

(2010) 

Campus-

Wide 

Informatio

n Systems 

TPB 
student 

teachers 
157 

Informati

on 

communi

cation 

technolog

y (ICT) 

Singapor

e 

Educatio

n 

program 

SEM 

technology 

acceptance

、Social 

cognitive 

Attitude 

toward 

usage、

subjective 

norm、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 

Behavior

al 

intention 

to use 

attitude toward usage→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27 

＊
Chang et 

al. (2011) 

Computers 

& 

Education 

－ 

Six-grade 

students 

(traditional 

instruction/ 

WebQuest/ 

WebQuest 

35/34

/34 

WebQues

t (with 

mobile 

technolog

y) 

Taiwan 
Public 

school 

Experi

mental  
－ 

The 

satisfaction 

with learning 

tasks, the 

usage behavior 

of the 

Task 

performanc

e 

Learning 

performa

nce 

the usage behavior of the 

computer and e-learning, 

the satisfaction with 

system→Task 

performance→Learn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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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outdoor 

computer and 

e-learning, the 

satisfaction 

with system 

28 

Lai et 

Chen 

(2011) 

Computers 

& 

Education 

IDT 

Secondary 

school 

teaching 

blog 

adopters 

and 

teachers 

325 
Teaching 

blog 
Taiwan 

Secondar

y school 

Discrim

inant 

analysis 

IT 

adoption 

literature, 

knowledge 

sharing 

motivati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chool 

characteristics,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PU, PEU, 

compatibility, 

perceived 

enjoyment 

－－ 

Teaching 

blog 

adoption 

codification effort, 

enjoyment in helping 

others,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PU, 

PEU, compatibility, 

perceived enjoyment, 

school support→

Teaching blog adoption 

  

29 
Lee et al. 

(2011) 

Knowledg

e-based 

systems 

TAM employees 375 

e-

learning 

systems 

Tai

wan 

Co-

design 

and 

outsource

d 

SEM － 

Organizational 

support, 

management 

support, 

individual’s 

experience 

with 

computers, 

computer self-

efficacy, task 

characteristics, 

task 

PEU, PU, 

SN 
BI 

management support, 

individual’s experience 

with computers, 

computer self-efficacy, 

task interdependence, , 

SN→PEU→BI; 

Organizational support, 

SN→PU→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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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ependen

ce 

30 
Lin 

(2011) 

Computers 

& 

Education 

TRA 

Cyber 

university 

student 

256 

Online 

learning 

managem

ent 

system 

Taiwan 

Continui

ng 

education 

SEM 

negative 

critical 

incidents 

(NCI) 

NCI 
usefulness

、ease use 

satisfacti

on、

attitude

、

continuan

ce 

intention 

NCI and attitude are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the 

intention; User’s 

experience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31 
Hung et 

al. (2011)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Faculty in 

universities 
144 

Web-

based 

learning 

system 

Taiwan － SEM ECM 

PU, 

disconfirmatio

n 

satisfaction 

IS 

continuan

ce 

intention 

PU, disconfirmation→

satisfaction→IS 

continuance intention; 

PU→IS continuance 

intention 

  

32 
Karaali et 

al (2011)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TAM 
Blue-collar 

workers 
546 

Web-

based 

learning 

system 

Turkey 

Automoti

ve 

industry 

SEM 

SCT, 

innovation 

diffusion 

Social 

influence,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anxiety 

PU, PEU 

BI、

behaviora

l 

intention 

to use 

All paths to be 

significant; Social 

influence is a stronger 

predictor of intention. 

  

33 
Pynoo et 

al. (2011)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UTAU

T 
Teachers 72 

Digital 

learning 

envirnme

nt 

Belgium － 

Regress

ion 

analyse

s 

SCT, 

innovation 

diffusion 

Performance 

expectancy, 

effort 

expectancy, 

Attitude 

BI, s-r 

USE, 

final use 

Performance expectancy 

and social influence were 

the main predictors of 

acceptance. 

BI, s-r USE, 

final use (with 

significant 

effec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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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fluence,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cannot mean 

behavior 

structure) 

34 
Cheon et 

al. (2012) 

Computers 

& 

Education 

TPB 
College 

students 
177 

mobile 

learning 
USA 

Computi

ng and 

informato

n 

technolog

y 

SEM 
TAM、

SCT 

PU, PEU, IR, 

SN, SE, LA 

AB, SN, 

PBC 
intention 

PEU, PU→AB→

intention; IR→SN→

intention; SE, LA→PBC

→intention 

 

35 
Lin 

(2012) 

Internation

al journal 

of human-

computer 

studies 

TAM 
University 

students 
165 

Virtual 

learning 

system 

Taiwan － PLS 

Informatio

n system 

continuanc

e theory, 

Task-

technology 

fit 

Perceived fit, 

satisfaction 

Continuanc

e intention 

Positive 

impacts 

on 

learning 

Perceived fit, satisfaction

→Continuance intention

→Positive impacts on 

learning 

Continuance 

intention→

Positive 

impacts on 

learning（non 

significant 

effect） 

36 

Lin & 

Wang 

(2012) 

Computers 

& 

Education 

IS 

success 

model 

Undergrad

uate 

students 

88 

e-

learning 

system 

Taiwan 

Compute

r 

fundame

ntals 

course 

PLS 

Task-

technology 

fit 

Task-

technology fit, 

system success 

factors 

Confirmati

on of 

system 

acceptance, 

PU, system 

satisfaction 

Continue

d to use 

intention 

Task-technology fit→PU

→Continued to use 

intention; Task-

technology fit→

Confirmation of system 

acceptance→PU→

system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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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to use 

intention 

37 
Zhang et 

al. (2012) 

Informatio

n 

Technolog

y & 

People 

continu

ance 

behavio

r 

University 

students 
144 

e-

learning 

tools 

Hong 

Kong 
－ PLS SC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ical 

safety 

communicatio

n climate, 

perceived 

responsiveness 

SE 

Intention 

to 

continue 

participat

ion 

psychological safety 

communication climate, 

perceived 

responsiveness, SE→

Intention to continue 

participation 

38 

Cheung 

& Vogel 

(2013) 

Computers 

& 

Education 

TPB 
University 

students 
136 

Google 

applicatio

ns 

Hong 

Kong 

Advance

d 

marketin

g 

research 

PLS 

SCT, 

TAM, 

TRA, 

innovation 

diffusion 

sharing, 

perceived 

resource, 

compatibility, 

subjective 

norm-peer, 

subjective 

norm-media, 

subjective 

norm-lecturer, 

self-efficacy 

attitude, 

PU, PEU 

BI, 

system 

usage 

subjective norm-peer 

moderate between 

attitud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所有自變項對

依變項影響皆顯著，除

了 subjective norm，僅

有 subjective norm-peer

具有中介影響效果 

BI→system 

usage（with 

significa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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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otaghia

n et al. 

(2013)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University 

instructors 
115 

Web-

based 

learning 

systems 

－ － SEM 

IS-

oriented, 

psychologi

cal, 

behavior 

factors 

Information 

quality, system 

quality, 

service quality 

SN, BI, 

SE, PU, 

PEU 

System 

use 

system, quality→BI→

System use; Information 

quality→PU, PEU→BI

→system use; SN→PEU, 

PU→BI→system use; 

service quality, SE→

PEU→BI→system use 

BI→system 

use（with  

significant 

effect, Same 

model with 

Wang & Wang 

(2009)） 

40 

＊
Agudo-

Peregrina 

et al. 

(2014)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TAM3-

based 

model 

graduate 

student/ 

lifelong 

learning 

student 

66/81 
e-

learning 

Spanish 

Madrid 

life-long 

courses 

PLS/m

ultigrou

p 

－ relevance for 

learning, 

perceived 

interaction, 

subjective 

norm, self-

efficacy, 

computer 

anxiety,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 perceived 

playfulnes,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self-reported 

habit 

perceived 

usefulness1, 

perceived 

usefulness2, 

perceived 

ease of use, 

behavioral 

intention 

self-

reported 

use 

multi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mpute 

ranxiety,  perceived 

playfulness, PIIT→PEU;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self-reported habit→self-

reported  use 

self-reported 

habit→self-

reported  use

（non 

significant 

effect, 說明實

際行為檢測有

2 種方式:valid 

predictor、

self-report） 

 



333 

41 

Pynoo & 

Braak 

(2014)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TPB teacher 864 

學習管

理系統, 

－

Educatio

nal Portal 

Flemish 

& Dutch 
- 

logistic 

regressi

on 

analysis 

SCT, 

TAM, 

social, 

psychology

, sociology 

with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DIT) 

PU, PEU 
AB, SN, 

PBC 

BI, self-

reported 

use 

－ 

BI→self-

reported use 

（non 

significant 

effect, but us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cannot mean 

behavior 

structure） 

42 
Chen et 

al. (2015) 

Computers 

& 

Education 

TAM 

Senior and 

vocational 

schools’ 

teachers 

195 
Teaching 

blogs 
Taiwan － PLS ECM 

PU, 

satisfaction, 

confirmation 

teaching 

blog 

continuanc

e intention 

continued 

usage 

confirmation→

satisfaction, confirmation

→teaching blog 

continuance intention→

continued usage 

continuance 

intention→

continued 

usage（with 

significant 

effect） 

43 

Mohamm

adi 

(2015)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TAM 
Universitie

s students 
390 

數位學

習平台

－e-

learning 

Tehran 

Iran 
－ SEM 

D& M 

theory, IS 

success 

theory 

PU, PEU BI 
actual 

use 

PEU→PU→BI→actual 

use 

BI→actual use

（with 

significant 

effect） 

＊
表示多群組（Multigroup）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