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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基於數位學習的普及化趨勢，對於各科教學的影響愈來愈

深，而有必要探討國中數學教師採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影響因素。因

此在本章敘述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範圍與限制，同

時對重要名詞加以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美國社會迴歸分析學家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於 1980年代初期

所著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一書，描繪了人類社會文明正由工業

社會走向資訊社會，並提出了資訊社會完全不同於工業社會的生產方

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二十一世紀已進入以知識經濟為主的資訊化

社會，世界先進國家除了在資訊硬體建設上的努力，同時致力於提昇國

民的資訊素養，在國民教育的資訊教育上更是投入大量的財力與人力。

而我國當然也不能自外於這股資訊的浪潮之中。 

為迎接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社會的來臨，提昇國家競爭力與科技實

力，應積極培養國民具備運用資訊科技主動學習與創新思考的基本能

力，同時讓每個國民都能熱愛生命、尊重別人，擁有健全的社會價值觀

與開闊的世界觀。 

有鑑於此，教育部推動中小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以培育符合時代

需求之國民。在新世紀中，我們的教育理想是希望學生能了解資訊與資

訊科技的特色、結構及其對人類的影響；能具備運用資訊進行判斷、組

織、決策與處理的能力，並能創造新資訊，有效傳遞資訊；能養成愛好

學習、獨立學習的習慣，並能主動尋求資訊進行學習活動；能孕育獨立

學習的能力，並能在全球化的網路學習社群中與他人進行合作學習，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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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健全的社會價值觀與開闊的世界觀。(教育部，2001) 

為了迎向世界潮流，提升國家競爭力，國內的資訊教育需往下紮根。

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六年起推動「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劃」，並規劃推動「遠

距教學中程發展計劃」、「國家資訊通信基礎建設 (National Information 

Inastructure，NII)人才培訓計劃」及「社會教育資訊網計劃」等各項重大

措施。實施以來，現在具初步規模及成效。 

國內的資訊教育從國民中學資訊課程部份探討，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三

年公佈國民中學電腦課程標準，並將國民中學電腦課程改為必修科目，於

民國八十六年開始正式實施。課程標準中明訂的課程目標，在於引導學生

認識電腦科技產品，以及了解電腦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使學生獲得電腦科

技的基本知識，培養學生能夠實施電腦的基本技能，充分發揮在日常生活

申的一切事物，以及對電腦科技的正確認知與學習興趣的培養。電腦課程

正式成為必修課程後，除了促使國民中學學生接受電腦教育機會更為均等

外、也確定了電腦在國民中學課程中扮演的地位(何榮桂，1997)。民國八

十七年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國民教育階段課程

十項目標中，「運用科技與資訊」更納入了「人與自然環境」的現代化學

習領域，目的是建立學生正確、安全和有效地使用科技，蒐集、分析、整

合與運用資訊的能力，提升學生學習效率與提升生活品質(教育部，1998)。 

資訊科技融入學習領域是教學的發展趨勢。但是對許多教師來說，接

納並實行一個創新的教學方式並非易事，世界各國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時，普遍都面臨到多數教師不會或不願運用科技於教學的問題(Pelgrum & 

Anderson，1999)。 

貳、研究動機 

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對國民中學課程是一次結構性的重大改變，九

年一貫新課程與傳統課程最大的差異即是前者以學習領域取代了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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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對資訊教育課程而言，目前國民中學必修之電腦科在九年一貫全

面實施後，將不再有此課程，而是將「資訊教育」列為六項重要「議題」

之一。依九年一貫的精神，「議題」並非可教的「課程」，但強調在七大

學習領域的教學過程中，應整合重要議題。從此種精神看，九年一貫新

課程之七大領域中雖無電腦或資訊課程，但強調「資訊融入教學」即是

要達成十項基本能力之一之「實施科技與資訊」基本能力，將資訊科技

融入各科的學習及生活經驗的實施，已是現今國民中學教育階段的重要

工作(何榮桂，1999)。 

「九年一貫課程總綱要」將資訊教育(電腦課程)由國民中學二、三年

級必修，改變成類似選修的「彈性課程」的「六大議題」之一，資訊課程

的設計向下延伸至三至七年級。八、九年級皆應採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方式

實施。若要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則需要多方面條件的配合，才能奏

效，例如：需要充裕的資訊設備，教師需有一定之資訊素養及資訊融入教

學的認知與意願，以及學生需有基本的資訊能力，及在升學壓力下教師應

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意願、環境、時間、能力等，所以「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雖符合世界潮流，亦具前瞻性，但目前實施情況為何值得探討？且

影響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因素為何？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傳統印象中數學學習域領教師對資訊能力的運用，應高於其他學習領

域，然研究者本身為國中數學教師，論文撰寫之初另兼任資訊組長，負責

推動校內資訊融入教學之工作，在工作現場卻感覺數學教師應用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的比例極低，此為個案或為一般現況？資訊融入數學教學的理論

基礎為何？因此選定以基北區為範圍探討國中數學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的現況為何？此為研究者之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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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針對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之現況及影響因素進行探討。進而提出改進建議與因應對策。基於研究

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歸納影響國中數學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因素及教學活動

之現況。 

二、探討不同個人背景對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認同程度之影響。 

三、探討不同學校背景對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認同程度之影響。 

四、探討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影響因素對應

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行為的預測。 

貳、待答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下列問題： 

一、探討影響國中數學教師對於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因素及教學

活動之現況為何？ 

二、探討不同個人背景教師變項如：性別、年齡、教學年資等，對於

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認同程度之影響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探討不同學校背景變項如：學校所在地、學校規模(班級數)等，對

於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認同之影響程度之影響是否有顯著差

異？ 

四、探討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影響因素對應用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行為的預測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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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針對待答問題，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對問題一之研究假設：假設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行為偏向負向。 

對問題二之研究假設：假設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

對其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影響，無顯著差異，分述如下： 

2-1-1不同性別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學生

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1-2不同性別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教師

的認同態度」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1-3不同性別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學校

行政的激勵」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1-4不同性別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實施

時間的安排」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1-5不同性別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設備

資源的配合」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1-6 不同性別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教

師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2-1不同年齡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學生

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2-2不同年齡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教師

的認同態度」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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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不同年齡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學校

行政的激勵」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2-4不同年齡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實施

時間的安排」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2-5不同年齡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設備

資源的配合」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2-6 不同年齡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教

師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3-1 不同任教年資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學生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3-2 不同任教年資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教師的認同態度」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3-3 不同任教年資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學校行政的激勵」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3-4 不同任教年資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實施時間的安排」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3-5 不同任教年資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設備資源的配合」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3-6 不同任教年資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教師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4-1 不同兼任職務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學生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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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不同兼任職務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教師的認同態度」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4-3 不同兼任職務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學校行政的激勵」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4-4 不同兼任職務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實施時間的安排」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4-5 不同兼任職務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設備資源的配合」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4-6 不同兼任職務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教師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5-1不同資訊研習時數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學生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5-2不同資訊研習時數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教師的認同態度」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5-3不同資訊研習時數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學校行政的激勵」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5-4不同資訊研習時數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實施時間的安排」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5-5不同資訊研習時數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設備資源的配合」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5-6不同資訊研習時數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教師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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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不同電腦使用頻率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學生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6-2不同電腦使用頻率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教師的認同態度」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6-3不同電腦使用頻率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學校行政的激勵」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6-4不同電腦使用頻率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實施時間的安排」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6-5不同電腦使用頻率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設備資源的配合」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2-6-6不同電腦使用頻率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教師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對問題三之研究假設：假設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

對其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影響，無顯著差異，分述如下： 

3-1-1不同學校所在地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學生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3-1-2不同學校所在地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教師的認同態度」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3-1-3不同學校所在地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學校行政的激勵」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3-1-4不同學校所在地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實施時間的安排」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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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不同學校所在地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設備資源的配合」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3-1-6不同學校所在地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教師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3-2-1 不同學校規模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學生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3-2-2 不同學校規模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教師的認同態度」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3-2-3 不同學校規模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學校行政的激勵」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3-2-4 不同學校規模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實施時間的安排」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3-2-5 不同學校規模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設備資源的配合」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3-2-6 不同學校規模之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教師的資訊素養」構面上無顯著差異。 

對問題四之研究假設：假設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影響因素對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行為的預測無顯著差異，分述

如下：  

4-1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影響因素對應用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教學準備」行為預測無顯著差異。 

4-2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影響因素對應用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教學過程」行為預測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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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基北區國中數學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影響因素對應用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教學評量」行為預測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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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資訊課程變革之影響的層面很廣，本研究主要探討「基北區國中

數學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現況及影響因素」之相關問題。 

二、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界定研究範圍為基北區(基隆市、台北市、

台北縣)九十三學年度 138所公立國民中學數學教師為母群體，進

行問卷調查研究。 

三、依據中華民國教育統計(2004)所公佈之九十三學年度基北區(基隆

市、台北市、台北縣)公立國民中學校共有 138所為研究範圍。 

四、本研究「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教學領域為九年一貫課程中

之數學教學領域之教師。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包括基北區所有公立國民中學日間部，不包括國

中附設補校及私立學校。故研究結果不能推論至高中職及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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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針對本研究的相關名詞之意涵詮釋如下： 

壹、基北區 

本研究指稱之「基北區」乃是依據基北區九十三學年度高中高職聯

合登記分發入學委員會之定義為基隆市、台北市、台北縣三縣市之合稱。 

貳、國中數學教師 

本研究指稱之「國中數學教師」乃是指服務於基隆市、台北市、台

北縣之公立國民中學且具合格數學領域教師資格之教師。 

叁、資訊教育 

係指依據教育部於民國 89年 9月公佈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課

程綱要」六大議題中之課程目標，旨在培養學生資訊擷取、實施與分析、

創造思考、問題解決、溝通合作的能力，以及終身學習的態度。藉由「資

訊科技概念的認知」、「資訊科技的使用」、「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 網際網路的認識與實施」、以及「資訊科技與人文素養的統整」等資

訊核心能力。在資訊化的社會中，培養每個國民具備資訊知識與應用能

力。 

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又稱「資訊融入教學」，係指資訊科技融入學科教學。也就是教師

實施各學科教學時，運用科技相關設備、相關科技資訊、電腦及網路，

協助教學準備、配合教學活動、培養學生主動學習，以提升教學效果與

學習成效的一種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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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訊素養 

人們在處理資訊問題時，許多相關能力的綜合表現，這些能力包括：

「體認資訊需求」、「有效搜尋、檢索資訊」、「評估、選擇資訊」、

「處理、組織資訊」、「利用資訊」、「傳達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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