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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是一個變動的社會，是一個教改、追求精緻、卓越的社會，也

是一個資訊科技的社會，透過資訊科技的便利，促使終身教育的催生，進而提升

教育的品質。本章旨在探究國民中學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創新教學研究之理

論及過去各相關研究之結果，依各文獻資料加以統整、歸納與分析、比較，以作

為本研究之理論基礎。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資訊融入教學內涵、第二節資訊

融入教學現況、第三節創新教學內涵、第四節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現況與對教師創

新教學能力影響之相關研究，分別說明如下： 

 

第一節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內涵 

壹、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意義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在國內通常指電腦融入教學，資訊融入學科教學等；而

國外的專家則用電腦整合教學、科技整合於教學來強調資訊科技運用於教學的重

要性，以及如何使用資訊科技於課程與教室中。Jonassen(2000)認為科技在學習扮

演著三種角色：1、Learning about Computer，學習電腦相關知識，例如：學習試

算表的使用、硬體的維修；2、Learning from Computer，透過電腦而學習，將電

腦視為一項媒體，例如：常見的電腦輔助教學(CAI)；3、Learning with Computer，

直接使用電腦於教學，即利用電腦融入教學，將資訊科技當為一學習工具(引自

江蕙茹，民91)。雖然電腦、資訊科技、與科技三個名詞的範圍不同, 如圖2-1-1，

但是它們在融入教學的內涵中都是指電腦與網路相關科技。電腦整合或科技整合

教學都是把電腦融入於課程、教材、教學、及學習中，使電腦成為教學環境中不

可缺少的工具（邱貴發，民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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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電腦、資訊科技、科技範圍 

 

    國內學者對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Instruction)有諸多定義。如張臺隆(民92)認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就是教師運用資訊

科技之技術於教學活動中，以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習慣和態度；張國恩(民91)指

出資訊科融入教學就是教師運用資訊科技之技術於教學及課後活動上，使學生培

養出「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力和「主動探索與研究」的精神，讓學生能「獨立

思考與解決問題」，並完成「生涯規畫與終身學習」。簡單來說，是教師利用電

腦與網路的特性，來協助教學準備、教學活動與補救教學的進行(蔡俊男，民89)。

研究者茲將各專家學者對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定義整理如下表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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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專家學者對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定義 

學者 年代 定義 

Dias 1999 
電腦整合教學、科技整合於教學來強調資訊科

技運用於教學的重要性 

Sprague & Dede  1999 如何使資訊科技應用於課程與教室中 

Jonassen 2000 

1、Learning about Computer 

2、Learning from Computer 

3、Learning with Computer 

邱貴發 民 79 

電腦整合或科技整合教學都是把電腦融入於

課程、教材、教學、及學習中，使電腦成為教

學環境中不可缺少的工具 

蔡俊男 民 89 
教師利用電腦與網路的特性，來協助教學準

備、教學活動與補救教學的進行 

張國恩 民 91 

 資訊科融入教學就是教師運用資訊科技之技

術於教學及課後活動上，使學生培養出「運用

科技與資訊」的能力和「主動探索與研究」的

精神，讓學生能「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並

完成「生涯規畫與終身學習」。 

張臺隆 民 92 

認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就是教師運用資訊科

技之技術於教學活動中，以培養學生終身學習

的習慣和態度 

資料來源：研究者歸納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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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針對上列各專家學者提出之定義，研究者於本研究對於「資訊融入教學」

的定義就以下幾個層面定義之：就工具而言包含資訊科技軟硬體的運用，例如：

運用數位攝影機(硬體)觀察學生學習活動、利用 PowerPoint 簡報(軟體)簡介大自

然的生態。就範圍而言，不只是教學進行中的運用，教師教學前教學媒體、教材

的製作，教學後學生的評量、補救及班級班務處理。就結果而言，可促使教師教

學多元創新，學生學習自主。 

 

貳、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目的 

從上述資訊融入教學之內涵了解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目的。國民中學於九十

一學年度開始九年一貫的實施，在課程的十大基本能力中即將運用資訊科技的能

力納入其中，另一方面增加教師一創新教學工具，使教學更具多元與多樣。各專

家學者提出資訊融入教學之目的整理如下：就學生而言，王全世指出九年一貫資

訊融入教學後，不再有“電腦課“，資訊技能直接融入學科中，利用課程與教育

情境間接傳遞學生所需之電腦知識技能，以培養學生資訊素養。透過資訊科技來

進行學習活動，讓學生學會以電腦為工具，培養解決問題之能力 (民89) 。何榮

桂指出資訊融入教學能增進學生學習效果，是多元化、互動性高，能培養學生主

動探索問題、解決問題的能力 (民91) 。使學生「學中做，做中學」 (王裕德、

黃忠志，民90) 。就教師而言，資訊科技的特性，可以使傳統的教學型態轉變，

提升教師教學品質(王全世，民89)。提高教師教材準備效率、教學品質與改進教

學方法。(張宏明，民90)。可建立生動活潑、富有創意的教學(何榮桂，民91)並促

使教師創新教學(張雅芳，民90)。 

<小結> 

所以就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目的來看，教師與學生兩個重要角色裡，教師

因資訊科技的運用而達到創新教學能力的提升，增加與學生的互動，而學生達到

學習動機的提高，並透過教師的創新教學而增加其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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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資訊融入教學之理論基礎 

學生的學習型態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不斷轉型改變，由傳統教學進入各式

創新教學方式。在傳統教學中，以教師為中心，學生被動學習，教室是主要的學

習場所，教科書是教材的主要來源，但在資訊化的社會中，傳統教學已不足應付

學生所需(溫嘉榮、吳明隆，民 88)。資訊融入教學即是資訊發達下產生的一個創

新教學方式，其學習理論整理如下： 

一、 建構學習理論： 

知識的建構是指利用學習者已知的知識自我表達新學到的知識，在自

我表達的過程中，重整概念、理論與信仰，讓學習基礎更鞏固，達到有意

義、有效率學習的目的(張國恩，民 91)。所以建構論所倡導的是個體主動

的認知與創造，以學生自我建構為中心，學習兼含歸納、演繹的歷程(溫嘉

榮、吳明隆，民 88)。 

所以資訊融入教學立於建構理論的基礎上更能突顯其創新教學的

方式。例如：網際網路的學習，強調學生的主動探索，透過教師適當的

引導，學生對於所學重組後更能獲得其它相關知識，並非只是被動地坐

於講桌前聆聽老師所講解的知識。 

二、合作學習理論 

合作學習是架構在社會派建構主義，依 Hiltz（1994）對合作學習所下

的定義為：強調學習的過程是以團體合作的方式進行，不管是學生之間或

學生們與教師間，共同參與一齊努力而獲得知識的方法。因此教師扮演輔

導者的角色，提供學習者機會與資源，幫助其在同儕間互動、評估、合作

以建構知識。(引自鐘宜智，民 94) 

過去電腦輔助學習較侷限於學生孤立學習的環境，容易造成缺乏學

習同伴而失去學習興趣，且面對較艱深的學習內容時，學生無法獲得即

時討論的機會以解決問題，而使學習過程中斷。網路發達後，利用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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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環境中的人際互動，不論學生與教師或學生同儕間皆可透過同步與

非同步的溝通方式達成。 

三、情境學習理論 

情境教學的理念由 Brown、Collins 及 Duguid（1989）首先提出，他們

宣稱：知識只有在它所產生及應用的活動與情境去解釋，才能產生意義。

因此，知識絕不能從它本身所處的脈絡環境中孤立出來。並主張在情境中

不斷地使用概念才能獲得概念的瞭解，因此必須由學習者在整個情境中不

斷的互動、溝通才能獲得知識。(引自鐘宜智，民 94) 

在網路學習環境中，學習者透過多媒體、虛擬實境等方式，可以得

到真實情境的模擬，並且提供學習者足夠的機會從不同角度反覆探索、體

會概念的意義，進而掌握知識的內涵。 

  <小結> 

從上述各學習理論，研究者發現教師的教學方式不再局限於過去的傳統教

學一種方式，各項資訊科技運用是提供教師多元的創新教學方式，教師不再只

是教學的中心，而是調整自己成為教學中的協助者，讓學生自行去建構出更多

創新的想法與知識，培養合作學習的精神，讓學生更融入其教學情境中，達成

有效率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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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現況 

壹、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模式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模式，指教師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方法或所運

用之工具。資訊科技發展訊速，教師該具備何資訊知能才能適切地融入教

學中，以達到教學目標。 

溫嘉榮針對教師應用之範圍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十種模式整理如下

表 2-2-1。不同的範圍，所呈現的方式也不同，而從應用之範圍發現，其融

入範圍不單只是教學上課活動，廣至教師課前教材的製作、學生的評量、

親師間的互動。 

表 2-2-1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模式表 

應用範圍 工具 方式 

1.教學大綱提示 Power point 、Front page 
& WWW 

多媒體演示、作業題目 

2.補充教材 Internet 資料蒐集、課堂提示 

3.學生自學教材 Front Page 、ASP、 WWW 適性化自學教材 

4.師生互動 Net Meeting、E-mail 師生溝通、問題解答、同
儕學習、線上討論 

5.線上測驗與評量 ASP & WWW 供學生課後練習了解學生
學習成就做為教學之回饋 

6.虛擬教室 Internet 跨校跨國的學互動或網路
合作學習 

7.競賽活動 Internet 提供學生發揮創作園地大
規模活動辦理 

8.學生作業 Pc Office internet Dr.eye 學生利用電腦做作業、學
生利用電腦學習 

9.班級及學生資料 Excel、ACCESS、 ASP 學生基本資料管理 

10 親師溝通 E-MAIL、Web 家庭連絡簿 

資料來源：溫嘉榮，民 94，http://kids.yam.com/act/seminar2001/ppt/handout1_1.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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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運用資訊科技的不同，其融入教學的模式與教學策略也不同，茲將各學者

研究整理如下所述：1、電腦簡報的展示(張國恩，民 91)：此種方式與傳統的投

影片教學雷同，但簡報軟體可以結合多媒體做多變化的運用、展示。2、套裝軟

體的使用(王裕德、黃忠志，民 90)：教師可依教學需求適用不同的商業套裝軟體。

例如：數學課可利用美工軟體繪出各式立體形狀的椎圖，了解圖形縮放比例的運

算；音樂課可運用編曲軟體，了解高低音的搭配…等。3、網路資源的運用(張國

恩，民 91)：網際網路可視為一個大型的教學資源資料庫。從文字、圖片、聲音、

影片…以各種媒體方式呈現，對於教師於課前之準備很有幫助，此外透過電子郵

件、網站留言板…等網路溝通媒判，更可進行師生間、班際仍至於校際、國際的

合作學習活動。4、科技產品的運用(何榮桂，民 91)：利用科技硬體於教學中(如

數位相機、攝影機、掃描器…等硬體)，讓學生有機會運用科技產品，學會使用科

技產品及相關知識。5、建立教學網站(劉世雄，民 89)：教師利用網頁建立程式，

將教材設計成網頁，讓學生可藉由留言板、討論區與老師、同學及家長進行討論，

甚或更進一步利用網路伺服器，建置教學網站，包括各單元課程名稱、教學目標、

資訊、教材資源、學生上傳作業、教師回饋、評量等功能。 

此外，研究者依劉家賓(民 91)從電腦軟體應用於不同的教學階段的方向去研

究資訊融入教學的各項應用，將教學過程分為教學前準備、課堂教學活動中及教

學評量等三階段將應用之方式說明整理如下表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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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資訊融入教學各階段之應用方式 

融入教學階段 應用方式 

教材製作方面   套裝軟體工具(文書處理) 

 程式工具(Html、Asp、Php…等) 

 繪圖工具(Photoimapct) 

 多媒體工具(影音編輯、簡報) 

 網路資源 

教學活動方面  多媒體工具(影片、簡報、單槍投影機、廣播教學) 

 電腦輔助教學軟體(CAI) 

 套裝軟體工具(文書處理、資料庫、試算表…等) 

 網路資源 

教學評量方面   電子郵件 

 線上評分 

 作品檔案 

 電子投票 

班級經營方面  線上通訊軟體 

 班級網站架設 

資料來源：研究者歸納整理 

貳、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層級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層級代表教師使用資訊科技使用於教學的程度。在蘋

果電腦明日教室 ACOT(Apple Classroom of Tomorrow)研究計畫中，教師在富有資

訊科技的環境中，教學方式會隨著科技的使用而逐漸改變，此計畫分為五個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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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進入：教師極少使用資訊科技甚或仍只使用傳統教學(黑板、教科書)。 

二、 採用：教師已使用資訊科技來支援傳統教學，學生使用電腦作為練習的

工具。例如：學生繳交報告。 

三、 適應：已能使用文書處理、資料庫、繪圓程式或電腦輔助教學等軟體於

教學中。 

四、 熟練：教師已能熟悉電腦技能，並能隨時融入教學活動，並符合教學目

標。 

五、 創造：教師能利用電腦做為工具，自行建立新的學習模式。 

 

Moersch(1995)將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中的程度分為七個層級，每位老師依

其運用資訊科技的情形歸屬到不同的等級中，當老師的教學從一個等級進展到下

一個等級時，教學活動也將從以教師為重心逐漸改變成以學生為中心，最後學生

將能隨時隨地且主動去學習（邱瓊慧，民 91）。七個層級摘要如下：  

一、未用(nouse)：教師的教學以傳統教具為主，未使用到任何資訊科技。 

二、覺察(awareness)：教師僅在電腦教室中使用及操作電腦軟、硬體。 

三、探索(exploration)：教師以資訊科技為工具來補充傳統的教學活動。 

四、注入(infusion)：教師讓學生利用資料庫、文書處理等軟體處理資料。 

五、整合(intergration)：教師讓學生針對一課程主題或問題綜合運用資訊科

技。 

六、擴展(expansion)：學生能主動利用資訊科技去解決課程外的問題。 

七、精進(refinement)：學生能於日常生活中充分運用各種資訊科技。 

資訊教育是九年一貫課程六大議題之一，資訊融入各科教學是新的教學模

式，透過每一個層級的進展都將發展出不同的學習模式，更能了解教師使用之程

度、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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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考量因素 

對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需考量哪此因素？何榮桂(民 91，p28-30)認為教師在

實施資訊融入教學時需考慮到 5W 因素： 

 一、Why：對於所要進行的課程性質、單元內容而言,是否真有其必要性?

學生的學習興趣與理解程度是否會因為資訊科技的融入而提高?  

二、Who：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實施者與對象為何? 教師本身應具備何種

資訊素養? 學生又須具備何種資訊技能才能接受教師實施的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 

三、When：何時進行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四、Where：實施的地點是電腦教室或配有「教室電腦」的一般教室或專科

教室? 電腦與學生人數的比例為何?有無廣播教學系統或單槍投影機

等輔助設備? 

五、What：哪一類型的資訊科技可融入於教學之中? 

    即從目的、對象、時機、設備…各方面去考量，而非單純教師欲利用此

教學方式即馬上使用。 

肆、以臺北市為例說明資訊融入教學現況 

依台北市政府教育局九十一至九十三年度資訊教育計畫，資訊融入教學於

經費使用狀況如下表 2-2-3：(韓長澤，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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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91-93 年台北市資訊融入教學現況表 

項目   細目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總計  

 設備費   汰換電腦教室     3,600   29,200    6,520    39,320  

  汰換教室電腦        -         -      4,035     4,035  

  專科教室群組教學電腦    10,000    9,190   12,650    31,840  

  師師有電腦    22,705    5,674      -      28,378  

  教學資源中心設備     1,320    2,790    3,120     7,230  

  教材製作室設備     3,080    4,520    1,600     9,200  

  遠距教學中心     1,000    1,000      -       2,000  

  建置及充實教育網路中心       800      800      800     2,400  

  校園網路光纖骨幹建置       810       -        -         810  

  建置校園無線網路     1,825    2,275    1,650     5,750  

  小計    45,140   55,449   30,375   130,963  

 業務費   建置教學資源庫及相關網站     3,450    3,450    3,450    10,350  

  建置教育入口網站      1,500      500      500     2,500  

  充實各校線上資料庫     2,300    2,300    2,300     6,900  

  委外開設資訊研習進修課程        600      600      600     1,800  

  各校開設資訊研習進修課程     3,450    3,450    3,450    10,350  

  充實優良教學軟體     5,750    5,750    5,750    17,250  

  資訊教學觀摩       600      600      600     1,800  

  資訊教育推廣     1,000    1,000    1,000     3,000  

  辦理各項資訊競賽     1,000    1,000    1,000     3,000  

  辦理國際師生資訊交流活動     1,000    1,000    1,000     3,000  

  網路通訊費       680      680      680     2,040  

  小計    21,330   20,330   20,330    61,990  

 維護費   電腦設備委外維護管理費     1,500    1,500    1,500     4,500  

     2,465    2,465    2,465     7,395  

 總計    70,435   79,744   54,670   204,848  

資料來源：台北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室，民 94，http://www.cogsh.tp.edu.tw/department/ccr/iti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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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得知台北市九十一至九十三年度資訊教育計畫中設備費 130,963 萬

元、業務費 61,990 萬元、維護費 11,895 萬元，得知台北市在硬備設備費中佔了

約 64%，於硬體設備環境中有著良好的基礎。費用比例圖表如下圖 2-2-1： 

 

台北市資訊融入教學費用比例表

64%

30%

6%

設備費

業務費

維護費

 

 

 

 

 

 

 

 

 

圖 2-2-1 台北市資訊融入教學費用比例圖 

 

九十一至九十三年度資訊教育計畫中其實際實施成果，如下所述：(台北市

政府教育局資訊室) 

一、充實的資訊設備 

 師師皆有電腦 

 目前各級學校已建置之班級數合計14,275班 

 教師總數為22,383人 

 尚有8,108位教師無專用之電腦 

 建置專科教室設備，供群組教學 

 於專科教室內建置多台電腦供群組教學之用 

 高中職每間配置10台個人電腦及週邊設備 

 國中小每間配置8台個人電腦及週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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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各級學校專科教室數總共3050間 

 預期將各所學校之50%專科教室建置群組教學模式 

 充實學校圖書館之資訊設備 

 圖書館轉型為教學資源中心提供電腦檢索區、多個小型研討區、

線上資料庫查詢區、各類光碟播放區、隨選視訊系統…等， 

 建置教師教材製作室 

 結合圖書及其他多媒體資源，便於教師教材之製作 

 教材製作室依學校大小調整設備數量，各設置一至四套多媒體製

作系統，包含多媒體電腦、掃描器、數位相機、印表機、數位攝

影機、影像補捉卡  等另提供一套視訊製作系統 

 汰換現有電腦教室設備 

 91年為3,600萬元(86年建置之40間) 

 92年為29,200萬元(87年建置之357間)  

 93年為6,520萬元(88年建置之69間) 

二、豐富的教學內容 

 建置教育入口網站 

 教師教學資源管理和檢索系統 

 學生教學資源管理和檢索系統 

 線上評量、教材管理、題庫管理、成績管理、註冊系統  

 知識管理系統 

 彙整各項多媒體教材及各教學資源網站 

 優良網站之評選 

 開發教師單元教材製作平台 

 開發主題式教學資源網站 

 建置各級學校各科教學資源庫 

 針對各級學校每一學科製作適用之多媒體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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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電腦輔助教學軟體 

 蒐集各優良軟體製作廠商製作之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由各校自行圈

選後，統一辦理各校教學軟軟體採購，提供各校各科教師教學之需。 

 辦理優良教學軟體甄選，入選者發給版權費 

 建構快速便捷的校園資訊網路 

 校園區域網路 

以光纖為骨幹之校園區域網路 

國小第一期之27校 

校園區域無線網路 

三年內完成各級學校之佈建 

對外連線之廣域網路 

提升ADSL之速度 

與固網業者洽談寬頻光纖到校 

三、強化教育網路中心之功能 

成為資訊專業技術諮詢服務中心 

成為各校各項訊息交換中心 

成為教材資源庫管理與服務中心 

管理及維護教育入口網站 

管理及維護教學資源網站 

減輕各校系統管理工作 

主機代管：DNS、CACHE、WEB 

教職員及學生email 統一發放 

提供各校共用之主題網站，如查榜、兩性教育網站、幼  教網站、原

住民網站、輔導網路…等。 

提供課程諮詢的服務 

提供教材資料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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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設計與製作多媒體的服務 

學習網路咖啡廳之經營模式，提供優雅舒適的自主學習環境。 

數位化的圖書館，採購教學相關之線上資料庫，以供教師教學使用。 

<小結> 

      綜合上述，可看出資訊素養對於師生相當重要。不論在資訊科技融入的教

學的模式或層，台北市目前對於資訊科技設備及網路資源方面相當重視，對確

認資訊能力、教師個人電腦態度相關探討較少。本研針對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融入之層級進行探討，並藉此研究了解教師於採用、適應、熟練、創造四個

層級中之使用頻率，進而探討其影響因素。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此時，培育師生

之資訊素養、營造資訊創新的學習環境，不單單只是硬體方面的補充，養成人

員主動學習、終身學習更是重要！ 

 

第三節 創新教學的內涵 

 

資訊科技急速推展，個人的創新能力、掌握資訊科技的學習能力，已成為

未來面臨新挑戰的致勝關鍵。國民中學於九年一貫課程的教改路上，不論是教學

精神或方法，都需要時時創新。創新是國力盛衰的動力和基石，而教育是重要的

基本方法，教育的關鍵握在教師手上，教師要推動教學創新，顛覆傳統刻板的教

學方式（國語日報，民90）。本節茲針對創新教學的意義及目的、教師創新教學

能力、教師創新教學方式作一探討。 

 

壹、 創新教學的意義 

創新教學有兩個層面的意義：一是創意性的教學；另一為思考啟發的教學。

即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採用多元化的教學方式和多樣化豊富的教學內容，以激發

學生內在的學習興趣，培養主動學習的態度和提昇學生學習能力(吳清山，民91)。

所以，教師會自己想出或修改自他人的一些新的構想，不僅鼓勵他人參與，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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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計畫的推動並且尋求資源的支援，更將其注入教學情境的每一步驟中（陳淑

惠，民85）。簡言之是教師在教學情境中，可以靈活地、彈性地且能激起學生學

習動機的教學方式。林奕民（民91）認為創新教學是教師有開放的胸襟，並具備

反省的教學能力，能運用反省、質疑、解構與重建的思維，引導學生正確地學習，

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創造能力；教師也能運用其本身所體驗的德行涵養與正面積

極的特質，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的作用，進而建立學生良好的品德與積極的人

生觀。 

<小結> 

綜上述，創新教學並非要捨去舊有的方法，也不是要從無至有，教師可從

舊有的教學經驗中，將教學方法轉化、使得教學情境新奇、吸引學生學習動機、

教學評量多元，即是一種創新教學。加上各學者的定義，可將創新教學的目的可

分成教師與學生兩方面說明，就教師方面：可提昇教學品質與效果、教學內容及

方法豊富且多樣化，促使教學評量多元化進而達到訂定教育目標與理想；就學生

方面而言，可培養學生獨立分析、思考與判斷的能力，引發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

開發學生創造力及問題解決的潛能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能力。 

從創新教學之意義、目的來看，創新教學的範疇不只局限在教學活動進行

中，教材上的準備(多元補充、資訊科技的運用…等)、評量方式的各種創意都是

創新教學方式的表現。 

貳、 教師創新教學能力 

「創造力」與「創新」為一體之兩面，相輔相成(教育部，2002)。創

新的產生，植基於創造力智能的發揮。教師創新教學的成果即為個人創造

力智能的發揮。例如顏如妙(民 87)發現資訊科技與網際網路提供了個人創

造力發揮的空間，所以教師的一個「創新」不只是個人創造力智能的發揮，

更能提供學生一個發揮創造力的機會。以下就創新的觀點進而說明教師創

新教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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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 

創新(innovation)是一種被個人或機構採用的新觀念、方法或事物

（Rogers,1995）。而 Benzie (1999)認為所謂的採納創新，是在一個已改變

或正在改變的情境脈絡下，學習新的方法去處理新的事務的活動。(引自

王秋錳，民 93) 

從結果來看「創新是一種新思想、新行為或新產品。因為，這種新

思想、新行為、新產品不同於現存的形式」。Hagen 認為：「創新是一個

存在的組織，因心理或美學新概念的注入，而獲得實際的改善，所呈現出

來的組織新風貌。」 

從創新的過程而言，它是一種發明（或創意）、轉化及商業化的演

變過程，即原有組織邁向一種新組織及新環境變革的選擇過程，或是一種

新工具或新產品的成功利用，都代表著一種創新。  

可見『創新』涵蓋了歷程與結果。因此，何謂創新？可以清楚的給

予界定：「是一種關係著組織或個人永續生存，應變環境的重要變項。它

是藉由創意、發明、轉化、商業化的過程，創造出一種有異於現存社會生

活世界的新思想、新行為或新產品。」 (引自王秋錳，民 93) 

（二）教師創新教學能力 

本研究聚焦於教師運用個人創造力，表現出創新教學的行為，本研

究之創意產生者不是學生，而是老師本人，本研究的教師創新教學行為意

指教師運用個人創造力在規劃教學、實踐與反省的歷程，進而達成教育目

標的表現；教師的創新性越高，越能選用新觀念與新教法於教學運用。 

創新能力包含個人創造力、具體創意成果，也就是在各領之創意表

現。創新能力有助於知識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唯有重視與培養個人的創造

力，才能激發社會集體的創新能力。因此，學校教師在此教育變革中，如

果能採用資訊科技進行教學創新，成為「創新學習」之實踐者和帶領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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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角色，啟迪學生運用資訊、激發創造力與解決問題能力，則未來的教

育才有可期待之處。 

本研究對於教師創新教學能力以教師個人之創造力來探究，包括其

流暢力、變通力、獨特力、精進力(毛連塭，民 89)。說明如下： 

1.流暢性：指觀念或思考的流暢性，也是指對問題產生多少中肯的觀

念或解決方案的能力。 

2.變通性：這是變化思想方式，擴大思考範圍，產生不同類作品的能

力。也就是說可以一種不同的新方法去看一個問題(舊問題或是新

問題)。 

3.獨創性：是指觀念或思考上的獨性、新穎、不尋常的特性。(從來

沒有過的經驗) 

4.精密性：是指能在思考上的、觀念上精益求精、力求完美、更精緻

更完備的特性。 

參、 創新教學的方式 

    林奕民（民91）指出教師教學創新的方式： 

1.營造有利於教學創新的教學情境 

2.激發學生好奇心，啟迪其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能力 

3.善用現代教師專業權威，建立良好師生關係 

4.教師的專業成長是提昇教學品質的泉源。 

因此，教學創新不只是在教學方法及教學內容的創新，而是在教師與學生

皆能運用「新」的心態來經營教學與學習之間的互動。此外，許文光（民91）認

為教師進行教學創新時，要能激發學生學生的求知慾望，教導學生如何學習，使

學生能主動學習、師生之間能互相學習，師生之間是導引者、鼓舞者、諮詢者的

關係，且教師能自我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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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就上述學者提出之方式，創新教學是師生互動的，而且教師必須不斷從現

有教學情況中衍生且修正出更適合學生，進而從創新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創造力。 

 

第四節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創新教學能力影響及相關研究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在教改下而產生的一個創新教學方式，國民中學在九

十一學年度實施九年一貫，資訊教育更被重新定位，定位為七大學習領“自然與

生活科技”— 課程(7～9 年級)中之資訊科技單元及重大議題之一(溫嘉榮，民

90)，此外十大基能力(教育部，民 92)亦包含創造與資訊兩項能力：欣賞、表現與

創新--培養感受、想像、鑑賞、審美、表現與創造的能力；運用科技與資訊--正確、

安全和有效地利用科技，蒐集、分析、研判、整合與運用資訊，提升學習效率與

生活品質。可見創造力與資訊教育為教育發展的重要目標。研究者於相關研究中

發現資訊融入各科教學研究相當多，可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於教師的教學與學

生的學習相當重要，然而資訊融入創新教學與對教師創新教學能力影響相關研究

並不多，故本研究以對實施九年一貫的國民中學教師為對象，探究其相關影響因

素及相關影響因素是否影響教師本身之創新教學能力。本節就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對創新教學影響因素及其它相關研究(國小、高中職、融入各學科)以作為本研究

之基礎。 

壹、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創新教學能力影響因素 

顏如妙(1998)指出若能以建構主義的網路學習觀點，經由網路資訊科技提

供給學習者群體一個透過社群協商對話、執行與監控、發揮創意與主動建構知

識的學習場域，則新科技在促進創造力的發展上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然而，

教師教學創新在實際教學環境運用或實施時，仍具有相當程度的困難與限制。

汪寶明(民93)即以六個面向針對教師做訪談，其六個因素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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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成效方面：大部份的受訪老師均認為資訊科技融入自然與生活科

技科能幫助教師的教學。如果能做好教學準備工作，適當的安排教學

活動，能提高教師的教學成效與學生的學習興趣，達到教學的成效。

教學成效是否提高亦是影響教師採用資訊科技融入創新教學因素之

一。 

二、 教材編製方面：網路資源較豐富、概念學習的單元較適合資訊科技來

融入，實驗性質或操作性實習則不適宜。故編製教材時，是否搭配，

也是考量因素之一。 

三、 學生的學習方面：資訊科技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科中，學生能提高學

習動機、主動去學習、探討和思考問題。 

四、 教師的教學態度方面：有些老師擔心其資訊處理能力不好、課程準備

需要消耗很多的時間，有些老師認為教學內容更豐富、節省寫板書的

時間、教學方法更靈活、上課活潑有趣、容易掌握學生上課的情緒。

教師個人態度也是因素之一。 

五、 教師的電腦知能方面：很多教師都提到資訊素養不足，以致編製資訊

科技融入的電腦教材會有問題，所以教師資訊知能部分也是影響因素

之一。 

六、 軟硬體設備方面：大部份訪談教師都提到學校電腦設備和教學資源有

不足現象，例如缺乏單槍投影機和教學設計平台。所以設備亦是因素

之一。 

教師本身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否成功佔著關鍵性的角色。除了選擇適當

的硬體設備及適合的教學軟體，教師的使用技巧及態度才是決定是否成功的因

素。蔡俊男（民89）於對教師運用資訊設施教學之意願研究中，歸納相關文獻後，

認為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意願之影響因素包括教師電腦能力與資訊素養、學校

行政人員的支援與支持、電腦硬體設備及網路環境等相關資源的提供、教師的教

學時間、教師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成效的態度及教師個人背景變項等因素；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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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教師的教學時間、電腦硬體設備、教師個人背景變項更是主要的影響因

素。姜禮能（民91）於國小教師對於資訊融入教學之變革關注與相關因素研究中

認為：.學校資訊教育的發展方向、校長與主任的態度、教師是否參與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之推動與決策及校長、主任與教師的態度是否一致等因素是影響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的因素。 

 <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研究者針對教師資訊知能、教師個人態度及學校環境三大

方面來作探討，以了解對於教師的資訊科技融入創新教學之影響程度。本研究

在教師資訊知能方面以「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素養短期指標」為指標，

以了解目前國中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現況；教師個人態度方面由認知、情感、行

為三方因素進行考量；學校環境因素方面綜合各相關研究分為行政方面(包括主

管、專業性技術、政策)、同儕方面(同事間合作)、軟硬體方面 (設備、經費)並

進而了解此三方面對於教師之創新能力是否有相關。 

貳、 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國民中學資訊融入教學現況與對教師創新教學能力之影響相關研

究相當少，但有許多國中小或高中職資訊融入各學科教學之相關研究，因此本研

究除探討國民中學資訊融入教學現況、影響因素，並針對其對教師創新教學能力

之影響進行預測。茲將相關論文研究彙整如表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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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相關論文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論文主題 研究對象 

 范惠宇(民94) 國中資源班教師實施資訊融入教學及其相關因素研究 國中資源班教師

國中資源班教師對資訊科技融入特教教學的觀點是正向的 

國中資源班教師對資訊科技融入特教教學的觀點，因教師的年齡與電腦操作能力不同而有所差異。年紀在

25歲以下及電腦操作能力較高的教師，對資訊融入的特教教學的觀點較積極。 

資源班教師在資訊融入教學實施情形，因教師的任教地區、年齡、資訊融入教學研習時數、每週使用電腦

時間及電腦操作能力不同而有所差異 

學校的軟硬體資源設備越充足，行政支援越足夠，則教師的觀點及實施現況也越佳 

研 

究 

結 

果 

摘 

要 教師對資訊融入教學的觀點為預測實施現況的最有效變項，教師對資訊融入教學的觀點越正向，其實施情

形也越佳 

 李孝燊(民94)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高職學生學習成就之研究--以電工實習為例 高職學生 

研究 

結果 

摘要 

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法是實用、安全、正確、有效率的教學值得在高職資訊科「電工實習」課程及相關

專業課程教學推廣使用 

 張亦妤(民94) 資訊科技融入視覺藝術欣賞教學之學習成效研究 國中三年級學生

「資訊科技融入於視覺藝術欣賞教學」比傳統「一般視覺藝術欣賞教學」較能提昇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

並得到多數學生正面之肯定與喜愛 

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於視覺藝術欣賞教學，學生在視覺藝術欣賞能力與數位應用能力均有顯著提昇 

以系統化教學設計方法，發展「資訊科技融入視覺藝術欣賞」之教學應用模式能有效執行並獲得良好教學

成效 

主題式「資訊科技融入視覺藝術欣賞」統整教學設計，能讓學生在學習活動中探索、重整、建構知識並豐

富生活經驗 

資訊科技能作為輔助視覺藝術欣賞教學與拓展學習之有效工具 

研 

究 

結 

果 

摘 

要 

應用資訊科技融入視覺藝術欣賞教學，能呈現多元的教材，豐富教學內容；配合不同文化地區的學生特質、

和生活相關的主題，可以更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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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秋錳(民92) 臺北市高級職業學校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行為與影響因素之研究 臺北市高職教師

半數以上高職教師有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行為，大部份佔授課時數不到五分之一，頻率為偶爾使用

且屬「採用」層級 

性別、年齡、任教年資、職務、任教科目、任教科目是否為電腦相關科目、最高學歷、最近三年資訊相關

研習時數、每週使用電腦的平均時數九項因素對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行為有顯著影響 

學校性質、修習教育學分學校屬性、每週教學時數三項則無影響 

知能、態度、學校環境、外在環境等因素對高職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行為頻率有顯著影響 

研 

究 

結 

果 

摘 

要 

部份個人背景、知能、態度、學校環境、外在環境能有效預測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行為頻率，其中以「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知能」及「任教科目是否為電腦相關科目」最具預測作用 

 張臺隆(民92) 中部地區國民小學校長資訊素養與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情形之研究 
中部地區國小 

校長 

中部地區國民小學校長其整體資訊素養平均得分為3.76，顯示其資訊素養在整體素養的表現屬於中上水準

不同專業教育背景之中部地區國民小學校長的資訊素養並無顯著差異 

國民小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情形在目標評鑑、環境評鑑、過程評鑑及結果評鑑中，其中「目標評鑑」向度

的平均數為3.74 排序第一，其次依序為「過程評鑑」、「結果評鑑」及「環境評鑑」，顯示各向度都具

有中上程度的良好水準 

不同地區之國民小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情形並無顯著差異 

在各處室電腦連線、各教室電腦連線及學校規模有顯著差異 

研 

究 

結 

果 

摘 

要 

在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服務年資及使用電腦情形有顯著差異 

 林煌凱(民91) 國中教師教學創新接受度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關注階層之相關研究 國中教師 

目前國中教師最感關注的階層為「資訊關注」，其次為「合作關注」，最低的關注階層為「知曉關注」 

目前國中教師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支持度相當高 

兼任行政工作、任教年資5 年以內、藝術與人文類科與資訊相關研習時數達100 小時以上的國中教師的教

學創新接受度較高 
女性的國中教師在資訊、個人與管理等關注階層較高 

級任、任教年資31 年以上與研習時數18 小時以下的國中教師在知曉關注階層較高 

兼任行政工作的國中教師在管理關注階層較高 

研 

究 

結 

果 

摘 

要 

教學創新接受度與變革關注各階層有顯著相關 

  

 續接下頁

 3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蔡俊男(民89) 高雄市國小教師運用資訊設施教學意願之研究 高雄市國小教師

高雄市國小教師具有運用資訊設施教學意願 

時間與設備資源是影響高雄市國小教師應用資訊設施教學意願的全面性問題 

未婚、認教十年以內、大學或碩士學位、授受過一百小時研習進修、家中有兩部以上電腦之國小教師，對

運用資訊設施教學意願較高 

任教於四十班以下學校、特殊班級之高雄市國小教師對運用資訊設施教學意願較高 

個人背景變項與障礙因素可以有效預測高雄市國小教師具有應用設施教學 

研 

究 

結 

果 

摘 

要 
電腦能力障礙是對高雄市國小教師運用資訊設施教學意願，最具預測力的變項 

 

林涵妮（民88）的研究指出，教育人員對於創新科技並不排斥，但

在運用方面仍屬於被動角色。江蕙茹、林珊如(民91)研究發現，教師使用

資訊科技創新教學的動機與行為，受到社會脈絡所屬成員對創新教學的信

念與回饋兩因素影響，其中回饋因素的解釋變異量較大，顯示了若教師創

新教學受到社會系統成員正向的回饋，則增強教師的動機信念與行為。學

校整體氣氛、行政人員支持與否、教師同儕間的支持，影響著資訊教育的

推展。此外，林煌凱(民91)研究指出教學創新接受度與變革關注階層為影

響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支持度的重要因素，但無顯著的聯合預測力。 

<小結> 

許多相關文獻以資訊科技融入各學科教學現況、影響因素為研究目

的，對於是否提升教師創新教學能力少有著墨，綜合上述相關研究結果，

本研究即針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三個影響相關因素(教師資訊知能、教師

個人態度、學校環境)是否影響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現況及其教學創新

能力，且探討其是否具有顯著預測力。 

在九年一貫課程訂定十大基能力，其中包含創造與資訊兩項能力，

資訊與創新兩項能力若能相輔相成，藉由資訊科技的發達提升教師的創新

教學能力進而培養學生之創造力，相信我們的教育必能更加精進，更有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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