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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分析

—以管理學院學生為例

摘要

大學圖書館主要的任務在於將豐富的學術資源透過服務傳達給師生，以支援

學習、教學與研究。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使得傳統學習與傳播方式改變，身處

學術傳播地位的大學圖書館必須走出傳統服務，跟上資訊時代科技化的學習腳

步。大學圖書館應該從教與學的角度考量，為師生建構一個適應資訊時代之數位

化、科技化的學習環境與服務。本研究以輔仁大學圖書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為

例，探討管理學院師生使用狀況。研究進行方式透過觀察、問卷調查、深度訪談

等方式蒐集研究資料。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管理學院學生肯定筆記型電腦之使

用，但對於無線網路則要求快速連線。師生利用校內 iCanXP 學習平台、管理學

院 KMS 知識分享平台作為互動管道，也常使用 YAHOO 知識+、Google、Wikipedia

搜尋網路資源。管理學院應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合作學習模式包括小組討論、

體驗活動、電影教學。學生建議未來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可用於具有討論、實務分

享之需求的課程。大多數學生認同數位互動學習教室能幫助同儕間共同學習、完

成小組學習任務、取得即時資訊，並提供學習空間彈性，以及多元討論與互動環

境。但學生反應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無線放映設備不穩以及配備操作上之障礙。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對學校圖書館、教師的建議，並對後續相關研究提出

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關鍵字：大學圖書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數位學習；互動學習；科技化學習；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The use of library Digital Inter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among students at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act

The major mission of university library is to provide fruitful academic resources and
services to students and faculty to support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s changed traditional way of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To keep up with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of learning, the university
library has shifted from traditional role of providing services to a more active role of
planning for adapting changes in the technolog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university library should vision on the change of the information era, and endeavor to
support learning and teaching, and adapt for the digital learning society.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use of library Digital Inter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among
students at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Observation, user
survey, and interview were used for collecting data.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most of students in the College of Management were positive about the
use laptops in the Digital Inter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However, faster Wi-Fi
connection was requir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teracted via the university
learning platform, iCanXP, and the Knowledge sharing platform of the College of
Management, KMS. Students acquired information by searching through Yahoo
Knowledge+, Google, and Wikipedia. The Digital Inter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is
used for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uch as discussions,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and
movie instructions. Students reacted that the Digital Interaction Learning Classroom
could be used for courses required more discussions and practice sharing in the future
implementation. Most students considered the Digital Inter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help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eam working, and quick information access.
The learning space also provided a flexible environment for discussion and interaction.
However, students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connection problems of the wireless
projector and the barriers of using the hardware. From the study, suggestions for the
library and teachers in the university were provided. Future research was also
suggested.

Keywords: University library；Digital Inter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E-learning；

Interactive e-learning；Technology-based learning；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teaching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9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11

第四節 名詞解釋 ..................................................1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3

第一節 大學圖書館與科技化學習 ....................................13

第二節 科技發展與學習之關係 ......................................19

第三節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27

一、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意涵 ...................................27

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模式與應用 .............................32

三、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學習助益 ...............................36

第四節 管理學院教育與科技化學習 ..................................40

第五節 互動與學習 ................................................46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55

第一節 教室簡介 ..................................................55

第二節 研究架構 ..................................................58

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方法 ............................................60

第四節 研究工具之設計與修訂 ......................................63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71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74

第一節 問卷結果 ..................................................74

第二節 實地觀察與深度訪談結果 ....................................99

第三節 綜合討論 .................................................127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35

第一節 結論 .....................................................135

第二節 建議 .....................................................144

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148

參考書目 ...........................................................150

附件



附錄一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意見調查問卷初稿 .........................164

附錄二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意見調查正式問卷 .........................167

附錄三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訪談大綱初稿 ...............................170

附錄四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正式訪談大綱 ...............................177

附錄五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觀察記錄單 .................................172

附錄六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相關介紹 .....................................173

表目次

表 2-1 學生對於課程中使用資訊技術的態度回應表 .......................21

表 2-2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意涵彙整表 .................................29

表 2-3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模式與應用彙整表 ...........................32

表 2-4 混成式學習模式與應用表 .......................................41

表 3-1 資訊素養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設備表 ...........................57

表 3-2 管理學院課程名單 .............................................60

表 3-3 受訪者背景與資料 .............................................61

表 3-4 使用者基本資料問卷之題目概述關係表 ...........................66

表 3-5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配備使用情形問卷之題目概述關係表 .............67

表 3-6 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學習助益問卷之題目概述關係表 .............68

表 3-7 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開放性之題目概述關係表 ...................69

表 3-8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訪談題目概述關係表 .........................70

表 4-1 各班問卷發放人數與回收表 .....................................75

表 4-2 受調者性別 ....................................................77

表 4-3 身份別 ........................................................77

表 4-4 系級分布 ......................................................77

表 4-5 修讀課程 ......................................................77



表 4-6 受調者每週平均使用電腦時數 ....................................78

表 4-7 參與 E-learning 課程經驗 .......................................78

表 4-8 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經驗 ....................................78

表 4-9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配備使用反應之描述性分析 ...... ...............82

表 4-10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學習助益反應之描述性分析 .....................87

表 4-11 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學習是否感到焦慮及困難之學習反應彙整 .....89

表 4-12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硬體配備使用之想法建議彙整 ...................92

表 4-13 如何使用數位互動教室使學習有助益之想法建議彙整 ...............95

表 4-14 對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整體評價彙整 .........................98

表 4-15 受訪者對其他課程應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看法 ..................124

圖目次

圖 1-1 經常上網人口成長情況圖..........................................2

圖 2-1 學習領域意示圖.................................................20

圖 3-1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研究架構圖...................................59

圖 4-1 甲課程之教室空間應用 .........................................101

圖 4-2 戊課程之教室空間應用 .........................................101

圖 4-3 戊課程體驗活動之教室空間與配備應用情形 .......................109



1

第一章 緒論

行政院在 91 年度施政方針包括鋪設高速資訊通訊網路、建構完善資訊教育基

礎及應用環境、加強推動資訊及網路教育、增進全民資訊應用知能、充實網路學

習內涵、善用網路資源改進教學模式、提昇網路教學品質以及建立網路學習體系。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之計畫目標亦期望建造資訊基礎建設，以便及早帶動新

一代的學習科技研究，提供全民一個全新以及更便捷的學習環境，以提升 e 化教

育的普及與品質。顯現資訊科技設備與環境逐漸影響社會以及教育的改革，科技

對於教育帶來巨大的衝擊，在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推波助瀾下，資訊科技融入

教育已蔚為潮流。大學圖書館本著支援教學的理念與學術典藏任務，幫助師生過

濾和取用資訊，進一步與系所教師合作教學的進行，提供一個科技化且互動的學

習環境，幫助學生學習，便於師生教學，利用豐富的學術資源，整合相關學習領

域的主題性知識，讓師生在學習大道上更順暢。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今日電腦科技迅速成長，E化時代來臨，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資策會 FIND 進

行「我國網際網路用戶數調查」，由圖 1-1 顯示：估算至 2006 年 9 月底止，我國

經常上網人口為 971 萬人，網際網路連網應用普及率為 43%（資策會 FIND， 2006）。

可顯見網際網路已深深融入一般人的生活當中，隨處皆有使用資訊的需求，資訊、

知識的擷取管道及教育學習的方式也更多元創新，資訊全球資訊網（WWW）逐漸成

為傳播知識的重要工具。網路上學習型的知識社群也愈來愈多，例如 Yahoo 知識+，

人人都是發問者與解答者，人們的隱性知識先形成脈絡，透過網路社群的管道化

為文字解答，不論是事實型的解答或分享己知的經驗看法，使用者必須有判斷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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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正確性的能力，資料也必須管理、分類、評鑑並提供參考來源，資料的可靠度

也更為重要，如此使資料經過資訊的演化，進而成為有用的知識。相較於傳統學

習者被動的接受資訊，網路互動式的自主學習更能帶動學習的吸引力，學習型知

識社群及數位學習，慢慢發展成為追求知識的新模式。網路學習社群的參與者透

過網路共同參與學習活動及研究討論，達到資源共享、資訊互通、知識交換與經

驗交流的情境（連育仁、蕭顯勝、游光昭，2003）。當學習的方式慢慢受資訊科

技的影響，網路與科技化的發展促進了知識與資訊的傳播，也引領學習者至知識

經濟的時代。

圖 1-1：經常上網人口成長情況圖

資料來源：資策會 FIND/經濟部技術處「創新資訊應用研究計劃」，上網日期：2006.11.11

http://www.find.org.tw/find/home.aspx?page=many&id=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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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的發展迅速，使得 21 世紀成為知識經濟的世代，也充斥著資訊轉變

與競爭，生活型態、工作方式、教育學習皆因電腦資訊科技的發展加速了效率，

改變原本的運作模式，傳統的教育與學習模式也因此發展出多元的學習管道，例

如電腦輔助教學、遠距教學、網路學習、數位學習等，打破原本傳統且制式的教

室授課學習方式。有效運用資訊科技於工作學習的輔助成為社會上各行業必然的

趨勢，教育為百年大計，政府對於教育的重視程度與資訊科技演變，隨著教育方

針不斷與時俱進，「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成為目前全球的教育學習政策。美國教育

部 1988 年提出「國家教育科技計畫」（Call to Action for American in the 21

Century）、新加坡的「資訊教育總計劃」（IT Master Plan in Education）、香港

政府宣佈「與時並進，善用資訊科技學習五年策略」、日本文部省 1997 年以「資

訊教育立國」為「日本千禧年大計劃」（徐新逸、吳佩謹，2002）。科技化的學習

方式成為各國這一波教育改革的催化劑。

科技帶來多元學習，首見的即是各國數位學習推動的熱潮，根據 2004 年 2 月

由英國經濟學人出版集團商情中心及 IBM 共同發表的「2003 年全球數位學習準備

度排名報告」（The 2003 E-learning Readiness Rankings）排名中，台灣在全球

的排名名列第十六名。台灣在亞洲的數位學習準備度排名第三，僅次於南韓及新

加坡，並領先其他的日本、中國、香港等亞洲國家。「2003 年全球數位學習準備度

排名報告」指出已有 60 幾個國家著手準備或已進行有關數位學習相關工作，此報

告中之「準備度」是針對全球 60 個國家從教育、產業、政府、社會等四大層面作

探究，再從各層面中以 4C 指標：網路連結指標（connectivity）、數位學習能力

指標（capability）、數位學習內容指標（content）、數位學習文化指標（culture），

來衡量計分作整體評比（廖致凱，2004）。在各國積極發展數位學習的風潮下，台

灣行政院國科會也在 2002 年通過「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預計五年內投入

四十億元進行此項跨部會計畫。經建會擬訂的「挑戰 2008 」六年國發計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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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國家型計畫列入「數位台灣計畫」中「 e 化生活」的第一個重點計畫，計畫

目標主要在社會方面，透過此項計畫的推動使我國成為「學習型社會」，進而成為

「優質數位化社會」（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2006）。可顯見政府逐漸

意識到資訊科技對於國家成為經濟大國的重要性，數位學習將帶領台灣邁進知識

社會的時代。

資訊科技融入學習強調未來資訊教育的環境發展之願景：（一）資訊隨手得

（二）主動學習（三）合作創新意（四）知識伴終生（教育部，2001）。其中的教

學活動強調學生主動探究、具有創意，成為既可獨立又可與人合作學習的學習者，

並使資訊科技融入各科學習，配合科技的使用，學生的學習管道多元化，學習資

源更為寬廣而豐富，學習深度與廣度增加，學習興趣更能配合自己的需要自主學

習。如果學校能提供整體良好的資訊化環境，學生與教師則都能突破時空限制，

隨時透過科技進行無障礙的學習，學生也能透過學習經驗而具備資訊科技與網路

學習之基本能力與人文素養，以適應未來資訊與知識經濟社會的需求。教育部將

資訊教育列為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六大議題之一，其精神在於期望學生具備「運

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在各學習領域使用資訊科技為輔助學習之工具，以擴展

各領域的學習，並提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由此可見，教育部在基礎教育上運

用資訊科技輔助學習的面向具相當的關注程度。

為了提升教育品質與環境，培育高等教育人才，並提昇競爭力，教育部也致

力高等教育於數位學習的環境建構。我國數位學習的發展以高等教育為主，大專

院校發展數位學習大多為同步遠距、非同步遠距教學與混成式方式（教育部，

2005），目的在於將學習透過科技的方式，提供更多元化的途徑，近年隨著科技與

學習大環境的改變，高等教育課程結構已經產生許多變化，例如：國內大專校院

同步及非同步網路線上教學已發展多年，目前實施校數有 60 多所、學分課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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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1700 門、修課人數近 12 萬人次。透過數位學習修習在職專班、推廣教育

課程及國外學校課程人數亦逐年增加。為提升數位學習的質與量，教育部於 94 年

8 月 15 日 修訂發布「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在數位學習認證配套措

施下，放寬數位學習的學分數採認，由原來不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放

寬為二分之一。94 年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會通過 95 年度試辦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審查結果，共有 3校 5班取得辦理資格。而各校的系所或學程開設數位學習課

程數超過當學期開課總數二分之一者，須將提報教育部認證審查（教育部，2006）。

而認證的目的主要在於從教學品質面作相當程度的把關，這種措施對於國內高等

教育數位學習的發展而言，是個嶄新的里程碑。然而數位學習課程的發展，只是

科技結合教學的一種體現，除了線上學習的環境之外，傳統教室的學習環境可配

合應用科技化的學習設備，來達到支援師生學習與互動，亦可免除線上數位學習

學生因自制能力的不足而造成學習怠惰，或師生無法達到一些實際面對面互動的

問題，再者，學生亦可因科技化環境與無線網路教學的普及而改變傳統學習的習

慣，並加強資訊科技的使用技能融入學習環境，使學生帶來更好的學習表現。

數位學習即是透過網際網路或其他數位化內容進行學習或教學的活動，充分

利用現代資訊科技技術所提供之具有全新溝通機制與豐富資源的學習環境，實現

一種全新的學習方式。這種學習方式將改變傳統教學中教師的功用和師生間關

係，並進而根本改變教學結構與學習本質（陳德懷、黃亮華，2003）。大學各系所

教師亦因應時代潮流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中，落實資訊教育的理念，使學生在專

門的學習領域中，透過科技幫助各個學科知識的學習經驗能更豐碩，進一步也增

進資訊科技應用之能力，對於科技化的學習環境不再感到迷惘且更能得心應手。

學校為知識的孕育之地，校方與圖書館如何規劃建置一個良好的科技化環境來支

援學習更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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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學習環境因應教學改進與追求卓越的議題愈來愈重視，致力於以科

技整合知識來提升學生高層次思考的能力。輔仁大學管理學院於 2005 年通過全球

最負盛名評鑑商管學院之組織「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 AACSB」辦理的國際認證。

AACSB（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以 21

項標準規範高等教育學院之經營，包括以使命目標展開的策略管理、教職員對學

生的支持及學習標準的保證。AACSB 第一部分檢視該校（管理學院）是否有明確的

核心價值與使命目標，且師生皆肩負著正確的使命感；第二部分徹底全面評定該

校，包含管理學院本身以及學校整體的管理機制，評鑑項目由教學資源充足與否，

到各項硬體設備、線上軟體、師生比、教師研究品質、課程設計、服務熱誠等，

甚至含括學生擁有完整的學習經驗、滿意程度等，皆列入考核項目；第三部分考

核該校（管理學院）大學部及研究所課程的建立，是否具有管理專業及教授廣泛

知識技能之水準，進而具備激發學生獨創性思考之功能（張榮盈，2005）。輔仁

大學管理學院（2007）基於 AACSB 標準之連續改善的精神，提出能帶動管理學院

逐步追求卓越之策略改善計畫，以實現管理教育目標。而所涵蓋的教學目標除了

包括具備基本管理專業知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具備理性分析及創新思維的能

力，更涵蓋善用資訊科技於資源的整合與應用，整合理論與實務，提升各種組織

之績效。該學院的課程教學鼓勵透過資訊科技的結合，以提昇學生學習經驗與表

現的水準，並促進有意義的學習與思考，培養人際間的互動交流能力。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為了培養未來企業市場與國際化之人才，對教學品質及互

動討論之需求甚高。管理學院師生在94及95年間，也積極利用輔仁大學圖書館新

建置的「資訊素養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每星期固定進行課程教學，已充分將科

技與學生的學習密切結合。其中所進行的大學部課程有：企業政策、知識管理、

軟體工程、企業資訊策略、企業政策。而研究所課程有：組織理論與管理、人力

資源管理、企業政策、知識管理、研究方法。管理學院為整合學生所有修得的專

業基礎知識，結合資訊科技學習的能力，並養成分析、研判的能力，課程結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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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讓學生從個案的實際例證討論，並將企業組織的理論與實務互為印證。然而學

生獲取這些能力必須透過互動、分析、研討、決策的教學活動，因此數位學習環

境以及提升互動所需之教育科技媒體設備的配合，顯得格外重要。對於開放式個

案討論之學習方式，有賴於提升學習互動的科技環境，從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

長期教學的頻繁次數，可看出管理學院對科技化學習與互動式教室空間的重視程

度。

輔仁大學在教育部獎勵大學為期 4年的教學卓越計畫中，推動數位學習主要

著重於如何在課堂內的學習帶入數位化之資源，使教學過程更具互動性，因此「資

訊素養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因應而生。在數位學習環境的方面，著重在建置互

動性教學的設施，目前已完成全校無線網路環境建置，以及數位學習平台的整體

規劃。根據輔仁大學教學卓越計畫（2005）之分項計畫二：建構智價流轉之數位

學習網。建構內容如下：

1.建構：互動教學網路環境，並整合全校多元電子學習平台。

2.設置：數位教材內容製作室，培訓並推動教師數位教材之製作能力與習性。

3.建置：資訊素養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提供學生數位化的互動學習環境。

4.發展：數位互動式教學系統，使學生與老師有更充裕的數位互動機會。

輔仁大學資訊素養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建置，獲得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

越計畫之經費及母機構輔仁大學計劃的支持，使得圖書館建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

的理念與目標逐步開展。圖書館建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規劃重點在於讓教室環

境配置與一般教室、會議室與電腦教室不同，桌椅可因應不同教學、討論活動需

求而安排，並提供筆記型電腦、無線網路、多組無線放映設備、書寫白板、錄影

機、麥克風與現況即時錄影與編輯設備。除了提供良好之互動、數位學習環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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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將上課學習成果另製作成數位學習教材與資源（輔仁大學圖書館，2007a）。

互動數位學習教室錄製的教材資源經過授權同意，經過數位化後製完成後可放置

校內圖書館之 VOD 隨選視訊教學平台，教師也可指定多媒體課程教材至 VOD 系統，

使學生課前與課後學習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落實支援教學、自主學習，提供師

生多元化的數位學習環境。

在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崛起下，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圖書館如何結合

資訊科技提昇核心競爭力，是一項不容忽視的課題。OCLC（2003）在數位學習與

圖書館白皮書（OCLC：E-learning and Libraries：a New White Paper）中提出

圖書館在數位學習領域所面臨的新議題為：圖書館如何建立服務與課程管理系統

及數位學習間的橋樑；哪些圖書館傳統或新興的服務適用於數位學習的環境；在

數位學習發展的版圖裡，圖書館如何成為一個可行的生產社群角色。圖書館的價

值在於提供服務與館藏資源，科技帶領資訊時代來臨，圖書館無論館藏及服務都

需要重新審視之。英美澳等國之大學圖書館也積極發展參與線上資料庫、電子期

刊、電子書等數位館藏，並支援數位教學之服務，配合教學與學習之目標進行科

技化學習（Wolpert,1998）。在資訊科技的衝擊下，大學圖書館在學術傳播的體系

須扮演主動積極的角色，無論是提供電子化、數位化館藏資源及服務或是規劃建

置科技化學習環境，大學圖書館應作為大學學術之資訊組織、資訊傳播與教學支

援者，更需要思考如何幫助師生在學習的旅程上走得更穩固。大學圖書館應該從

教與學的角度考量，如何能夠提供師生一個優良的科技化學習環境以及數位服務

資源，為未來的知識公民奠定良好的知識基礎是非常重要議題。

目前各大學圖書館也逐漸意識到運用資訊設備及學習輔具來建置科技化學習

環境以支援學習的重要性，而國內相關大學圖書館建置數位學習環境支援教學的

例子如：台北醫學大學圖書館之數位學習中心、東吳大學圖書館之數位學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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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之 smile 數位學習共享空間等。有關於科技化的學習在圖書

館應用情形值得被探討，而學習者的使用反應更是圖書館評估改進的方向，也是

教師與校方極度重視的。故本研究以輔仁大學圖書館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為例，

觀察管理學院學生、教師使用的情形，針對科技發展與學習、互動學習以及圖書

館面向議題深入探討，並以使用圖書館環境支援學習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實地調

查學生學習使用的情形，期望分析的研究結果作為圖書館規劃學習環境支援教學

之參考，校方、圖書館與教師間相互合作之支援，以達成高等教育人才的培育。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大學圖書館主要任務與目的是支援教學及學術研究，圖書館提供的各項資訊

服務與館藏資料，對於學校的學術研究與教學之成敗影響不容小覷。面臨資訊科

技蓬勃發展與高等教育新思潮雙重影響的衝擊之下，大學圖書館的服務與經營方

式產生重大變革，許多大學圖書館也身兼「多媒體中心」與「教學資源/支援中心」

的重責大任，從以往被動的提供服務方式轉變成主動介入教學活動的支援者。

在輔仁大學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子計畫中，圖書館扮演的角色在於數位

學習與資訊素養應用推廣。輔仁大學圖書館（2006b）以「資訊素養」與「數位學

習」兩大主題為發展中心，也配合校內發展教學資源中心建立基礎。此子計畫發

展目標如下：（一）圖書館經由多元化設計的數位學習課程活動，培育與鼓勵學生

善用圖書資源，進而發展資訊整合與知識建構的資訊素養能力，培養學習者自主

學習與終身學習能力。（二）提供研究生與大學部學生資訊素養與圖書館資源運用

教育訓練，以提升學生學習。大學圖書館已意識到利用科技帶入教學活動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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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並更加強學科主題資源的應用，依專業資料庫、學科主題、資料型態介紹各

學系特定學科主題之電子資源，使學生具備圖書資訊素養能力，並與專業學科學

習配合以提升學習。該圖書館為了配合全校資訊素養與數位學習的推廣，建置數

位互動學習教室，並將該教室命名為「資訊素養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除了作為

圖書館利用教育、資訊素養課程的教學之外，並提供校內各系師生科技化的學習

設備與互動式的空間，將傳統教室帶入數位學習的優點，並能應用於多元的課程

學習模式，便於師生在教學上的互動討論。

要運用資訊科技達到有效的學習效果，是要取決於多個層面，包括：教師的

角色、學生的特質、學科內容、及學習活動的實際推行（Bailo & Sivin-

Kachla,1995）。很多研究皆顯示網路及資訊科技改變學習的環境，也影響師生教

與學的效果，例如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學習態度、學習成效等。無論是同步

或非同步的教學方式，老師與學生的互動性都是被關注的焦點。Chickering &

Gamson（1987,1991）提出大學良好數位學習之運作原則包括：師生互動、同儕合作、

主動學習、提供學生回饋、鼓勵學生的努力、提高學生對學習的期望、多元互動經驗。

資訊科技的發展讓學習更加無所不在，現在的教學模式不再以教師為中心，而是

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大學圖書館可提供資訊多媒體的學習設備，建置學習環境

以及整理學習資源等都是未來配合各個學科學習的重點，學生不僅可以由做中

學，更可以透過資訊科技的融入，增加老師、學生與知識互動的機會，無限延伸

課堂外的知識範圍，以創造更多的知識，並在大學圖書館學術的中介下，達到終

身學習的願景。

本研究旨在研究圖書館所提供的科技化教學環境「資訊素養與數位互動學習

教室」之下，管理學院學生利用資訊科技融入課程學習之情形。文獻分析從科技

發展與學習關係，探討目前大學圖書館在科技化學習環境中支援教學的情形，瞭



11

解大學圖書館在數位學習服務扮演的角色與內涵，以及管理學院教育與科技化學

習之應用，作為研究之理論基礎。該研究結果可提供未來大學圖書館發展數位學

習環境與支援教學之參考。

基於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討問題如下：

一、輔大管理學院學生在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科技設備之反應如何？

二、輔大管理學院學生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課程學習模式與課程規劃之重點有

哪些？

三、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對輔大管理學院學生有哪些學習助益？

四、分析輔大管理學院學生對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使用有哪些學習困難與阻礙？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探討大學圖書館數位學習教室支援學習之使用情形，研究範圍與限制

如下：

一、研究調查對象：輔仁大學圖書館「資訊素養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實施

教學之管理學院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

二、圖書館方面探討範圍以大學圖書館建立之數位及科技化教室為主。僅提

供資訊檢索之數位學習區，則不在此研究範圍內。

三、本研究所蒐集的文獻，以中英文發表之圖書資訊期刊文獻，以及現有網

路資源取得之原始文件為主，蒐集時間以研究期間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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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 大學圖書館：

指以大學校院（以下簡稱大學）教職員生為主要服務對象，負責蒐集教學及

研究資料，提供圖書資訊服務，並適度開放予社會大眾使用之設施（國家圖書館，

2004）。

二、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本研究定義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運用電腦多媒體或網路科技等數位化的相

關設備，做為教學的媒體及工具，將資訊科技應用融入課程及教材設計、教學歷

程、學習活動，讓教學活動的每個環節透過資訊科技與學習領域相為結合，使學

習者能提升學習興趣，協助學習者知識的建構，在所學之專門領域及資訊相關的

知識技能有所增長。

三、 互動

強調交換和相互的概念，建立相互關係之管道，提供雙方即時參與、聯繫的

機會。在學習活動中的互動可分為三種型式：學習者與教師、學習者與學習教材、

學習者與學習者的互動（Moore,1989）。

四、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

本研究場所謂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係指輔仁大學圖書館「資訊素養與數

位互動學習教室」。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科技化學習環境有別於一般教室及電腦教

室，桌椅的彈性組合提供自由的學習空間，使學習型態更趨多元，透過教室內資

訊及多媒體配備，結合無線網路之應用，便於師生、同儕間及課程內容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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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大學圖書館與科技化學習

大學圖書館主要的任務在於將豐富的學術資源透過服務傳達給師生，以支援

教學與研究。因為科技的蓬勃發展，使得傳播方式改變，身處學術傳播地位的大

學圖書館必須走出傳統服務，觀察資訊時代所帶來的變動，為師生建構一個適應

資訊時代之數位化、科技化的學習環境與服務。

Laura K. Probst（1996）指出大學圖書館在資訊時代的變動因素包括高等教

育的改變、新觀念的引進、使用者需求的改變、資訊的變革以及學術傳播。在高

等教育的改變方面包括網路學習的興起、一切以學生為中心。新觀念的引進方面，

強調成本的回收、財務的稽核、利潤的創造、使用者的協議、對於顧客的關注和

零基預算。使用需求的改變方面，網路世代族群又稱為「即訊世代（Instant

Messaging Generation）」，強調立即性、互動性、個人化和移動性。在資訊的

變革方面，包括：聲音、文字、圖像及多媒體的儲存、傳輸、檢索與編輯。而在

學術傳播方面，包括如電子資訊的存檔與永久維護、智財權、資訊存取的控管等。

因應資訊世代的變動，圖書館一方面必須善用科技以加強服務，另一方面也必須

注意使用者的需求特性及資訊載體形式多元的改變，在學術傳播體系積極扮演引

導者的角色。

為因應科技化學習的改變，圖書館結合科技，提供創新性的學習服務成為重

要的一環，例如美國學院與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簡稱 ACRL）提出圖書館參與遠距學習的經營理念如下：（一）

不論師生與課程位於什麼地方，提供適當的圖書館服務與資源，是獲得高等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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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必要環境；（二）透過圖書館資訊素養教育以培養學生終身學習技能；（三）

傳統圖書館服務亦可透過科技的規劃途徑，服務無法到館的讀者，以提供公平與

個人化的圖書館服務；（四）高等教育機構要提供充裕與專門的經費以支援遠距

學習課程需求，並且支援公平的圖書館服務與資源，保證每位學生無論身在何處

均可使用圖書館服務；（五）大學應該提供圖書館與其他相關單位如電算中心、

教學媒體中心、網路中心在服務、管理與技術上的聯繫；（六）大學應該及早讓

圖書館參與遠距學習的規劃、發展與評鑑過程；（七）圖書館要配合遠距學習社

群需要，負責確認發展、協調、提供適當的圖書館服務與資源；（八）圖書館需

提供有效公平及適當的遠距學習服務與資源；（九）為了確認圖書館服務確實支

援遠距學習社群的需求，學校應與圖書館要求教學成果評鑑（ACRL,2004）。由這

個理念反映圖書館支援科技化學習環境的重要性。另外規劃師生互動、教學技巧、

教學內容、媒體種類、教學資源、科技設備品質、教師等相同的支援也是影響科

技化學習成功的重要因素（左雪伻，1989）。大學圖書館在支援教師的教學方面，

除了可透過豐富的資源配合所需之服務，例如使用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

統、館際合作間的文獻服務傳遞外，亦可透過相關設備與空間環境的規劃，落實

科技化學習之理念。

近年大學圖書館對科技化學習的議題，以數位學習環境與服務為焦點，Beagle

（2000）、Lone Jen-sen & Karen Harbo（2003）指出圖書館應配合數位學習的

需要，擔任數位學習的推廣者，而推廣數位學習之工作內涵包括：提供圖書館服

務相關的數位學習課程、成立數位學習小組，將數位學習與視訊會議系統介紹給

教師，並共同規劃課程、開設數位學習課程，將網站上的課程介紹給學生、建置

數位學習入口，在課程進行期間協助教師與學生、成立課程教材資源中心，提供

教材製作的支援與服務、提供相關的人力資源、資訊素養訓練服務、服務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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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數位館藏的選擇與發展等、將指定文章數位化並放置於網頁，並與課程資料相

連結、建立以主題為導向的入口網站，提供個人化的服務（引自陳昭珍，2003）。

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在數位學習環境下，圖書館傳統服務方式隨著資訊科

技與網路通訊的發展，產生了不少的變化。大學圖書館在數位學習中可以扮演資

訊科技設施的提供者、數位學習內容交換中心、數位學習的推廣者。實際的做法

包括提供圖書館服務相關的數位學習課程、成立數位學習中心、建置數位學習系

統、開設數位學習課程或成為數位學習入口網站等。如美國紐澤西州理工學院范

休敦圖書館開設圖書館相關的數位學習課程，以及香港教育學院圖書館建立的數

位學習中心提供資訊科技化的設備以利學習（陳昭珍，2003）。楊美華（2005）

彙整大學圖書館在數位學習所扮演的角色，歸納如下：

1.提供數位學習所需的數位教材及圖書館資源與服務：提供數位教材、數位

教師指定參考書與網路課程作連結

2.電子書、視聽媒體數位化 (VOD)

3.建立入口網站，提供主題導向的服務(AskEric，GEM，eduSource 等)，數位

教材分類、詮釋資料(Metadata)

4.建置個人化學習環境、線上詢答：提供數位學習使用者管理個人相關的資

訊，提供個人化可調整式的服務，讓使用者存取屬於自己的個人學習歷程

以及學習教材、作業等等

5.參與數位平台的建置：對 metadata 和數位智材、版權提供諮詢

6.提供資訊素養教育網路課程，與學科領域結合

7.與老師合作發展數位學習課程

8.整合數位學習資源

9.建置數位典藏與數位圖書館

10.成為大學數位學習環境的教學者，協助學習社群的建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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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教學科技、平台系統、應用工具、行動科技的發展與整合以及網路寬頻

環境的廣泛運用，圖書館的環境除了提供無線網路與教學科技化的相關設備外，

國外大學圖書館也有行動學習支援工具的做法。為了強化資訊科技在學習上的應

用，美國 Duke 大學推動的「鼓勵科技在教育上的創新應用」計畫，由圖書館的教

學科技中心提供 1650 位大學新鮮人 iPod，發給每位大一新生一個 iPod 和附屬的

錄音設備，學校也鼓勵教授們在教學中運用 iPod。該實驗計畫統計有 48 門課程加

入，依據該中心評估 iPod 過去一年的應用歸納，iPod 可提供下列層面的教學活動：

課程內容傳播、教室錄音、田野調查記錄、學習支援（鄒景平，2005）。

有關國內大學院校在圖書館數位學習環境的建置方面，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2004）所提供的數位學習中心為多功能設計之空間，除了以廣播教學系統做為

圖書館教育訓練教室外，更可做為多媒體資料的團體播放室，平時亦開放新穎的

電腦與網路設備給讀者自由上機使用，校內師生也可利用此教室上課。東吳大學

圖書館（2005）的數位學習室提供師生一個數位化的教學環境，設有 35 席座位、

液晶螢幕電腦、高解析度投影機、大型專用屏幕以及多媒體播放系統，幫助學生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的學習。逢甲大學圖書館（2006a）的資訊素養教室定期開設課

程，指導學習者如何蒐集、分析、評鑑利用資訊，並配合教師指定專業課程開課。

兩間資訊素養教室教室分別可容納 30-40 位的學習者，教室配備筆記型電腦近三

十部、投壁式投影機、無線麥克風，桌椅配置依教學討論需要，可以彈性調整。

另外為了因應大型團體使用，演講廳提供 126 個階梯式席位，可支援教學、舉辦

演講、播放電影之用，圖書館以資訊科技設備融合學習空間，提供師生教學使用

以及資訊素養課程推廣的學習空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2005）以歐美國家近年興起的「資訊共享空間

（Information Commons，簡稱 IC）」的新學習模式作為教學卓越計畫裡圖書館建

置「smile 數位學習共享空間」的理念，「SMILE」由五個英文單字字首縮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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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S：Searching（資訊檢索）；M：Multimedia（多媒體）;I：Information

（參考諮詢）；L：Leisure（休閒）；E：E-learning（數位學習）。提供以下四大

領域之支援與輔助性數位學習課程：英文能力課程、資訊素養課程、圖書資源利

用教育課程、教學資源與教材製作課程。「smile 數位學習共享空間」結合數位學

習、檢索、休閒閱聽及實體書籍資源，加強資訊及英文的線上學習功能，每部電

腦都有隨選線上教材、線上諮詢導師，並配有個人語言學習區及小型團體放映室。

該校建置一整合數位內容的數位學習共享空間，期望提供全校性師生共享的數位

學習環境與資源。

觀察國內大學圖書館建置數位學習環境之實例，大多數圖書館所提供之數位

教室有以下功能：

1.圖書利用教育與資訊素養課程的環境

2.提供支援教學的教室及設備

3.開設數位學習課程

4.作為整合數位學習之入口

5.作為多媒體資源服務之使用環境

6.教學資源數位化的製作及典藏環境

由上述可以顯見圖書館所建置之數位學習教室之應用十分多元，支援師生教

學與學習的需求。就管理的角度而言，觀察國內大學院校圖書館數位學習環境可

以發展出下列幾點管理規劃方向：

1. 用途的規劃：數位學習環境為何而用？提供圖書館利用教育或資訊素養課

程？亦或支援校內師生一般課程教學？

2. 對象的規劃：滿足校內師生需求？或是一般民眾可申請使用？

3. 時間規劃：借用時間對於使用者是否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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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備規劃：數位教室內應配置何科技化設備以輔助學習？是否滿足使用者

學習需求與資訊服務？

5. 使用辦法：設備是否有詳細使用說明？使用者是否能得心應手使用？是否

能免除使用教學媒體科技上的焦慮？

6. 環境規劃：數位環境的空間規劃是否能符合多變且互動的團體討論？

7. 教學資源製作：學習教材或教學活動的錄製、剪輯等後備製作，製作人才

的相關訓練等等，是否與校內教學資源中心相與配合支援？

8. 著作權聲明：學習教材之使用是否顧及著作權、公開播放權的使用、數位

教室的電腦是否使用合法版本的軟體、數位資源錄製後的數位典藏問題？

大學圖書館賦予有支援教學、協助研究、提供資訊及服務等任務。因應資訊

時代的變動與教學模式的改變，近幾年美國大學圖書館紛紛創設資訊市集

（Lnformation Commons, IC），資訊市集是結合社交和研究的空間（social and

study space），讓學生可以聚集在一起使用數位科技（digital technology）來

完成報告，來滿足新世代學生的多樣化學習與研究需求，美國大學生也期望圖書

館和資訊科技能夠整合，一起提供高效能的支援服務（謝寶煖，2005）。隨著資訊

科技在圖書館高度的應用，圖書館正處於科技快速發展及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時代

環境中，現代化的大學圖書館除了傳統的服務外，也要提供完整且多方位的視聽

媒體，並與資訊科技相結合，協助師生迅速且正確的搜尋並擷取所需的資料，並

以數位學習與數位服務的運作模式，使教學者與學習者擁有完善的數位學習資

源、優質的科技化學習環境與設備，強化師生教與學的成效，建構多元且豐富的

學術資源以深化學習。例如逢甲大學圖書館（2006b）為提供師生更多元化的學習

服務與環境，建置「數位媒體實作中心（Media Learning Center）」，配置工作站、

剪輯室、錄音室、彩色雷射印表機、高階掃描器等多媒體製作軟硬體，讓師生自

行動手製作多媒體教材，該中心並陳列展示多媒體製作的相關書籍，以便師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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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即時參考閱讀，透過多媒體與教學科技的使用以提昇學習的品質與效果。

大學圖書館可與校內教學資源中心交流，對資訊科技環境的規劃、科技化學

習多元的模式以及師生互動的層面多作瞭解，除了將傳統教室學習帶入圖書館的

空間規劃外，也應引入具有科技化設備的學習環境、規劃學習輔具器材的購置。

科技可帶動師生及課程間的互動，使其完整融入資訊環境中達成適性學習，並利

用圖書館各類型的館藏資源，使大學圖書館徹底成為支援學習與教學研究的學習

環境。

第二節 科技發展與學習之關係

科技的發展推動科技化的學習型態，從早期的電腦輔助教學、多媒體教學，

到近期的遠距教學、資訊融入教學、數位學習等，也因為資訊科技的進步，使得

學習工具的電腦硬體設施的品質與數量大為提升，網路及多媒體的使用者愈來愈

多，資訊呈現與學習方式更趨多元。利用資訊科技配合學習的方式非常多，從科

技的內涵來看，美國 WR Hambrecht+Co 市場於 2000 年按照範圍由小至大分為電腦

輔助學習（Computer-Based Learning）、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電子化

學習（E-Larning）、遠距教學（Distance Learning）並將各定義釐清：

（一）電腦輔助學習：範圍最小的一種學習模式，只透過電腦進行學習

活動，互動教學、光碟片教學等屬於此形式的學習方式。

（二）線上學習：以電腦學習加上網際網路結合而成。

（三）電子化學習：泛指線上學習加上資訊科技來進行學習。

（四）遠距學習：泛指一切透過電子化或非電子化來進行學習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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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學習領域意示圖

資料來源：Cornelia C. Weggen & Trace A.Urdan(2000). Corporate E-learning: Exploring A New
Frontier, WR HAMBRECHT+CO Equity Research,p9.

然而配合科技的學習，並不限於遠距學習，傳統的教師教學模式亦可將科技

視為課程中的一項工具，用來幫助學生解決問題，使學生對知識有更深入的瞭解，

以培養更高層次的學習（Sprague & Dede,1999）。以資訊科技帶入學習與教學的

例子相當多，例如美國在 1988 年成立「衛星教育工作者協會」，目的在於要從太

空觀察地球的情形介紹給教師和學生，教師們架設衛星接收器，以取得美國「國

家海洋及大氣總署」、「國家航空及航太局」的資料，1990 年代因為網路而使這些

衛星資料更容易取得，教師與學生可利用人造衛星研究火星的圖像、美國航空及

航太局的宇宙飛船所傳送回來的土星光環和衛星形狀、衛星傳送到課堂的圖像，

對太陽表面的亂流進行研究。由這些圖像，學生可以看到地球的地形和地震斷層

以及氣象的觀測。數以百計的人造衛星不斷地把有關地球和氣象的圖像傳送回

來，教師則可利用這些資料可讓學生接觸到真實的地球科學（沉鴻輝，2006）。

近年來國內高等教育已相當普及，但大學的教學品質必須被重視與提升。

Hendrick（1986）指出高等教育近年來發展因科技影響的走向非常廣泛，包括：

電訊傳播和電腦科技的大量應用、課程規劃因科技而整合、對資訊服務的需求提

電腦輔助學習 線上學習 電子化學習 遠距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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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數位媒體組於 2003 年建置「台大演講網」，讓師生可

以不受時間空間限制，隨時透過網路瀏覽這些超越課堂教學的重要學習資源，所

提供的服務有線上直播、隨選視訊、演講公告、演講拍攝及影片後製服務。科技

輔助課程的好處超越傳統課程單向的學習。教育部舉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的目的即在於改善國內大學重視研究、輕忽教學的現象，進一步全面提升大學的

教學品質。2006 年 11 月教育部補助由台灣大學舉辦第二屆「卓越教學國際研討

會」，協助國內外先進國家教學中心運作經驗的交流。麻州大學 Amherst 分校教學

中心副主任 Mei-Yau Shih 於會議中演講講題為「善用科技促進大學教師發展」

(Technology as a Catalyst for College Faculty Development)，其演講內容

提到 Amherst 分校對該校學生實施資訊能力調查，對於學生於課程中使用資訊技

術的態度問卷調查中，獲得最多學生認同的兩個項目為「能得到教學者更快速的

回應」與「方便」兩個項目，見表 2-1。這兩者都是攸關時間成本與效用性的重點，

可見得善用資訊技術融入教學確能幫助學習者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劉怡甫，

2007）。

表 2-1

學生對於課程中使用資訊技術的態度回應表

項目 非常認同者
所佔百分比

瞭解挑戰的概念 21.7%

與其他同學有較佳的溝通機會 14.5%

能得到教學者更快速的回應 46.8%

方便 46.7%

能幫助管理功課與作業 35.7%

改善我的學習 23.0%

教學者能善用它(資訊技術) 32.2%

資料來源：劉怡甫（2007）。輔大教學資源中心深耕教與學電子報：關於科技融入大學教學的他山
經驗。上網日期：2007 年 1 月 10 日。網址：
http://www.teachers.fju.edu.tw/epaper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3&I
temid=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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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的發展常被視作一個國家現代化的程度與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資訊

科技的進步程度被視為各國邁向已發展國家所奉行的圭臬，近年來提倡知識經濟

時代的來臨，科技之於教育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資訊科技已經發展到多媒體、

超媒體、視訊會議、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VOD）、高度寬頻網路、電腦模

擬與虛擬實境，透過數位化工具的輔助，提供學習者更多互動式、即時性的學習

環境（王全世，2000）。近幾年的無線科技更是炙手可熱，例如無線上網環境、無

線學習工具與載體等。教學與學習活動是複雜的互動過程，如果未能瞭解科技的

特質，資訊科技在學習互動方面所能發揮的特性就容易被忽視。科技的介入活化

了教育的內涵與方式，在多媒體與科技化工具的輔助學習下，教學資訊化已是未

來發展高等教育的必然趨勢，未來國家人才必須有應用資訊科技的知能，以達到

終身學習。

國外相關文獻可以發現，當提到科技化學習的議題時，常用電腦整合教學

（Computer Integrated Instruction）、科技整合（Technology Integration）

或整合科技於教學（Integrating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來強調資訊科技

運用於教學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應用資訊科技於課程與教室中（王全世，2001）。

科技整合應該是在透過融入學科知識的學習，使用科技來支援或延伸課程目標，

使學生能夠從事有意義的學習活動（Dias,1999）。教育科技強調提供現行的工具—

電腦與其相關科技，將其結合至教學過程中以滿足教育需求（Roblyer &

Edwards,2000）。Jonassen（2000）提出心智工具（Mind Tools）或認知工具

（Cognitive Tools）的觀念，將電腦視為運思理解的工具，使學習者在有意義的

方式下運用資訊工具進行思考，以及增進批判式思考（Critical Thinking），協

助學習者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達成更高層次的學習。現今學習科技的發展注重

如何把科技當作學習工具，學生利用工具當作學習伙伴(learning partner)來發

展知識，學生與科技間的關係如同學生與老師間的關係，由「從科技學(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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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echnology)」轉變成「用科技學(learning with technology)」（張國恩，

2002）。由此可見科技整合為課程統整的重要議題，科技化學習應該秉持「學習為

要，科技為用」的理念，應關注如何將資訊科技與教學媒體作為學習的工具，藉

以促進有意義的學習、培養學生高層次有深度的思考技能、解決問題的能力，進

一步自行建構知識。

教學上應用科技的目的是爲了教學上的便利與增進學習效果，無論靜態或是

動態的教學現場，教學者使用的科技工具可概分三類：教學溝通科技

（instruction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認知科技（cognitive technology）

以及管理科技（management technology）。教學溝通之科技工具是指運用在師生

溝通的科技工具，例如行動電話、掌上型電腦、電子郵件、線上討論及即時通訊

等。認知科技即是強調科技在學習上的應用，主要的功能在於支援學習者產生、

擷取、分析、判斷及使用知識，例如當前的網路科技就是一種認知學習的工具。

管理科技則著重學習過程的管理、提供學生學習的方向以及學習的鷹架，例如近

年流行的課程管理系統，可以提供網路教學的環境並記錄學習者的學習歷程（林

弘昌，2006）。Roblyer（2004）指出科技融入教學包括在教育科技的系統及相關

的配置，基本的資訊科技設備包括單機電腦、網路及相關裝置和系統；器材的配

置場所包括個別的教室、工作站、電腦教室等；而軟體及教材方面則包括教學軟

體、工具軟體、多媒體、超媒體，遠距應用及新興教育資源。資訊科技在教學上

多用來替教師傳達及解釋課程內容，是協助教師講解教學的輔助工具，在開放式

的教室學習中，教師是學習的推動者，需要引導學生參與課程活動，將資訊科技

的運用帶入，讓學生在學習環境中提高興趣、產生互動，並主動探究學習內容。

資策會（2005）電子商務研究所 IDEA 中心調查研究指出，目前的教育資訊科

技應用於使用者範圍涵括教育機構基層管理者、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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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包括數位學習、校務行政 E化、數位學童照護、數位家庭聯絡等主題，

範疇包括教育機構的教學活動、行政作業、學童上下學導護、校園與家庭間通訊

等。科技化環境之理念帶入傳統教室，在校園多應用於 E化教室的建置，目前許

多學校開始為傳統教室建置 E化設備，如「EduClick」是高效能 e化教室教學系

統建設的重要項目之一，目前廣為各國教育學習使用。「EduClick」IRS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系統主要應用於教室課堂上，學生每人手持一

個反饋裝置，其運作原理透過紅外線或無線電信號跟接收器溝通，傳遞結果到老

師的電腦中，然後透過軟體對學生的反饋進行記錄、分析與圖示。學生就可以在

上課的過程中，隨時進行提問、隨堂測驗或其他師生互動活動（網奕資訊，2007a）。

另一學習設備「互動式電子白板」可與電腦進行通訊，利用 USB 接線將互動式電

子白板與電腦連結，同時利用投影機將電腦上的內容投影到電子白板的螢幕上，

在配合的應用軟體支援下，電子白板上書寫的內容，會在電腦上同步顯示，變成

一個可直接操作電腦的大螢幕，構成互動式的教學環境（網奕資訊，2007b）。台

南護專 95 年開始建置傳統教室的 E化系統，以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課程例子如基

本護理學，從教室課堂活動的 IRS 即時反饋系統、互動電子白板、手寫螢幕，到

網路平台的學習歷程資料庫，逐步改變老師的教學模式與學生學習方式，提升教

學的品質與學生學習。運用此模式架構建置 E化教室的學校相當多，在大專院校

方面如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吳鳳技術學院、長庚技術學院、親民技術學院等（網

奕資訊，2006）。

目前從小學至大學的教學課程裡，已經開始使用可提供師生間互動更容易的

科技，例如：國小的按按按系統、廣為大學使用的 Blackboard、Web CT、Linkmaker、

ICAN XP 等學習課程管理平台，提供現成的課程網頁以及其他課程管理工具，方便

師生教與學的進行。在教學與圖書資源的整合方面，若課程管理系統加入全文期

刊、資料庫、館藏目錄等圖書館資源連結的功能，除了可以讓學術資源和課程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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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結合之外，更使得圖書館花費巨額經費訂購的電子化資源充分被利用（徐子涵，

2003）。科技化教室應用於課程內容方面之研究亦能實收成效，例如黃崇智（2005）

之研究以一名美術教師與五名國小五年級學生為實驗對象，設計一數位教室環境

（Digital Classroom Environment, DCE），整合平板電腦（Tablet PC）、無線網

路、軟體系統與教學活動設計提供學習輔助，並且以素描課程作為實驗課程內容，

在師生的教學接受度上獲得相當的肯定。另外范姜士武（2005）結合數位教室之

互動式教學，協助聽障生以閱讀學習，也反映數位學習環境能夠有效的協助教師

與學生之間的溝通與互動。

真理大學（2006）設置 E化教室共 46 間，教室內皆設置整合型數位講桌系統，

在傳統教室面授教學的模式下，利用數位講桌系統、單槍投影布幕整合系統、身

份辨識系統、廣播教學系統、UPS 電力備援保護機制的功能，將資訊科技整合教學。

中國文化大學（2006）推廣教育部的「數位學習中心」，運用最新資訊科技及網路

媒體，建立無線架構的環境，可支援網路、手機、PDA 等通訊設備，提供上網學習

與資訊存取的服務，並整合圖書館館藏、電子資料庫查詢、館際合作等資訊服務，

而該中心的 KOD 知識隨選視訊系統也可提供學生即時線上學習，是結合圖書館、

電腦教室及視聽中心，達到數位學習的優質環境。

元智大學（2007）整合有線及無線網路，並配合基礎通訊設施的改善，讓使

用者可以透過可攜式數位設備（PDA、NoteBook、TabletPC）獲取校園資訊服務。

元智大學的未來教室，具備無線網路、虛擬教室平台、電子白板、多媒體廣播設

備，老師及學生只要攜帶自己的可攜式資訊設備，就可以在教室內進行高互動式

的教學活動；而在高速的網際網路連結之下，學生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

加入這個教室的活動。國立臺北科技大學（2006）的教學卓越計畫將數位化教學

與學習環境的建置也視為重點之一，在 E化教室系統方面的規劃，藉由教室內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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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高科技資訊設備，以便教師多元化的教學。該校也舉辦推廣說明會以教導師

生如何正確使用及維護 E化教室，對於數位化教材與影音錄製的推動以及無線化

網路校園環境之建置也相當重視。

國立政治大學（2006）在 95 學年度「頂尖大學計畫」加強教室的各項硬體設

備，配合教學展現多媒體教材的需求，在商學院館、研究大樓設置 19 間新穎的 E

化教室，而 E化教室內的設備包括：教材提示機、DVD 放映機等等，講桌前也增加

了整合控制的多媒體中央控制系統，方便老師在講桌即時控制設備。研究大樓教

室的整合控制結合燈光配置，老師教學時可在講桌前同時操作教室燈光與電動遮

光窗帘，另外更新增了 5間網路教學整合教室，這些教室不僅有 E化教室的設備，

更有能夠進行跨校及跨國同步上課的網路設備。臺北醫學大學（2005）因應數位

學習趨勢而重視數位學習的相關建設，並建置數位學習中心提供師生教學使用，

數位學習中心分為四區塊 ABCD，A、B 教室提供教師上課使用，C教室平日 12 小時

開放學生使用，D為數位內容製作室，包含四間供教師製作教材的電腦座位，及一

間獨立的小型攝影棚兼錄音間。四間電腦座位裡的設備皆不同，提供教師多元的

製作教材方式，有拍攝、錄音、畫面、簡易剪輯配音、上字幕，完成後的教材也

可輸出不同格式，透過串流發佈上網，亦可燒錄為 VCD、DVD 等不同媒體，另外一

般教室則有資訊講桌，為了免除教師使用疑慮，亦舉辦講桌使用操作的教育訓練。

由上述可知目前各大學對於資訊科技支援教學及打造學習環境的腳步逐漸開

展，而在科技化環境當中如何融入教與學應具備相當程度的認知，例如數位學習、

E化教室的設備與發展趨勢，以及教育科技融入教學對學生學習之助益等。另外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概念與模式亦可作為科技整合學習之參考，大學院校可觀摩各

校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實際建置情形，打造科技化環境落實數位學習之理念以創

新教學，使高等教育的學習更為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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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一、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意涵

電腦融入教學、資訊融入教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三個名詞中以電腦融入

教學出現於較早之文獻中，2002 年以後的國內文獻則以資訊融入教學、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稱之（陳振男，2004）。應用資訊科技在教學活動的主要目的是提昇教育

與學習的成效，此時資訊科技的角色即是教育活動的輔助工具（徐新逸、吳佩謹，

2002）。「融入」一詞其英文為 implementation 或 integration，即包含有應用、

運用的意思，也就是在教學活動中應用資訊科技來使教師與學生達到教學效率及

提升學習。傳統教室的面授教學通常都是同步性的知識傳播、師生具互動性的溝

通，但卻沒有科技化的輔助學習，是以教師為中心，也忽略學生認知的學習歷程。

故電腦的出現應用在教育與學習上以來，不停的依據師生需求、學習型態及教學

品質與效率的追求，慢慢的演變融入教學的不同階段。

電腦融入教學包含兩種不同意涵，一種為「工具導向」，另一種則為則是「內

容導向」。所謂「工具導向」的電腦融入教學是把電腦當成教與學的媒介，將資訊

科技運用於各學習領域的教學活動中，以輔助傳統教學工具的不足。例如運用各

種軟體與電腦網路來輔助教學活動的進行。「內容導向」的電腦融入教學則是將電

腦科技視為學科中的一部份，在各學科的教學內容中適時引入資訊科技的相關議

題（陳裕隆，2000）。例如在探討人際溝通的主題時，可以適時引入電腦網路有關

即時通訊的議題，在談到兩性教育的主題時則可以適時引入電腦網路色情陷阱的

議題。這些概念反映 Jonassen（2000）所指出學習與資訊科技有三大階段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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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腦學習（learning from computer）、學習有關電腦的知識（learning about

computer）、使用電腦來學習（learning with computer）。將三大階段意義分述

如下：

第一階段「從電腦學習（learning from computer）」：在 1970~1980 年代被

廣為運用，用以協助教師的教學，提供學生個別的學習，例如 CAI 電腦輔助教學

與學習，學習者與電腦互動，教師將課程教材置於光碟等多媒體型態來展示教材，

學生透過電腦來學習課程、展現學習成果，學生自行利用電腦安排學習進度，電

腦對學習者來說具有個人化教師、互動性雙向溝通及引導性的教學功能。

第二階段「學習有關電腦的知識（learning about computer）」：在 1980 年

代，學習者須瞭解基本資訊概論建立電腦的知識概念，只要瞭解電腦就能運用電

腦。學生必須具備電腦素養及使用電腦的能力，意識到電腦為學習過程做為工具

的重要性，而學習有關於電腦的知識，例如程式語言與相關的資訊技術。

第三階段「使用電腦來學習（learning with computer）」：近幾年來，不只

單獨強調電腦輔助教學及電腦教學，電腦不再只是硬體設備，而是注重教師在整

個教學過程中運用電腦，並將電腦當成教學夥伴融入教學當中，即是將資訊科技

逐步融入教學。

在電腦融入教學的概念中，電腦是教師的教學工具之一，透過電腦可以進行

課程統整，並延伸教學內容，深化學生更高層次的學習，電腦可以融入於教學中

的不同階段，如教學前準備、教學活動中、教學活動後。電腦成為教師教學中不

可缺少的工具。電腦融入教學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兩者在定義上有一些程度上

的差異，資訊融入教學與電腦輔助教學不同之處在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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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科技的發展，在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架構下，來啟發與輔導學生的學習方式，

而電腦融入教學的概念是指教師運用電腦科技於課堂教學及課後的活動，激發學

生主動探索與運用科技的精神，以培養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張國恩，

1999）。

資訊科技與教學的整合並不是在教室中置入適當的設備，教師就可自然將其

融入於教學之中（Earle, 2002）。並非所有的學科、教材或整個課程內容都適合

把資訊融入教學，科技化學習的過程中應該隨時檢視資訊科技在學習活動的適切

性、需求性及可行性，如此善用科技為教與學工具才能確切提升成效。資訊融入

教學活動應具備下列元素：（一）明確的單元，主題和適用年齡；（二）教學所要

達到的目標或能力指標；（三）教材資源來源（課本、網站、自編）；（四）教學的

主要活動；（五）教學所須使用的軟體或工具；（六）教學活動進行的步驟及流程；

（七）學生如何表現作業及教師如何評量（劉世雄，2000）。然而針對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的意涵，各學者的見解各有不同，以下則依據彙整之文獻，歸納於表 2-2。

表 2-2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意涵彙整表

學者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意涵

王曉璿

1998

教師依據教學目標、學生特性，並配合教學內容及環境，結合電

腦化的新系統或新的傳播方式整合應用在整個教學的環節上，並

快速、有效的完成教學活動。

王全世

2000

將資訊科技融入課程、教材與教學中，成為師生一項不可或缺的

教學工具與學習工具，使得資訊科技的使用成為日常教學活動的

一部份，能延伸資訊科技成為一個方法或一種程序，在任何時間、

地點，可運用協助尋找資訊與問題的解答。

蔡俊男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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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活動的進行。

顏龍源

2000

將資訊科技中可供教與學所用的各項優勢資源與媒體，平順適切

的置入各科教與學過程的各個環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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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恩

2002

運用資訊科技於課堂教學及課後活動，以培養學生「運用科技與

資訊」的能力和「主動探索與研究」的精神，並促進學生獨立思

考與解決問題，完成生涯規畫與終身學習。

何榮桂

2002

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輔助教與學的歷程，其目的在建構優質的、富

創意的教學環境，以改進教學方法，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

林煌凱

2002

教師可透過電腦、媒體與網路等資訊科技來進行教材製作、教學

輔助、課後補救、成績統整分析及班級管理，在教學上引導學生

透過資訊科技來協助學生學習、主動探索與問題解決，並於過程

中學得資訊科技的相關知識。

邱瓊慧

2002

涵蓋教師的教學活動、學生的學習活動、教學準備和教室管理等

部份，透過科技與學習領域的整合，以提升學生在該領域的學習

成效，同時學生的資訊能力亦能獲得提升。

徐新逸、

吳佩瑾

2002

教師教學時必須視課程內容與教學的需要，適當地運用電腦多媒

體、網路的特性，將資訊科技視為教學工具，協助教師快速且有

效達成教學目標。

蔡姿娟

2002

將資訊科技融入於課程、教材與教學環境中，運用資訊科技深入

到日常的教學環境，成為教學活動一項不可或缺的教學與學習的

工具，讓學習者能隨時隨地解決問題。

邱志忠

2002

教師以資訊科技為教學輔助工具，充分運用資訊科技的特性，使

教學準備更快速、教學活動更活潑與教學評量更多樣化，以順利

達到教學目標。

溫嘉榮

2003

認為資訊融入學科的意涵有兩方面：一是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

一是應用教學科技於「教」與「學」之上。

徐新逸

2003

狹義而言是應用資訊科技的技術，就廣義而言是指應用系統化教

學設計的科學方式，以達成學習目標，並提供學習者有意義的學

習歷程，以增進較佳的教與學之成效。

徐新逸

林燕珍

2003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知識內涵應包括教學素材、教材軟體資源、

評量資源、教學策略規劃、教學技巧與經驗等知識。

張雅芳

徐加玲

2003

主要意涵有三：一是資訊科技應與各領域課程、教材及教學活動

相互整合；二是資訊科技應被視為一項不可或缺的教學與學習的

工具；三是資訊融入教學的重點是在「教學」，目的在於能創造一

個優質的教學環境，而不是學習「資訊科技」。

王秋錳

2003

充分運用資訊科技並整合於各學科教材與教法的一種教學方式，

透過電腦與網路科技來協助分析研判、創造價值並解決問題，使

得教學活動更加的多元，增加教學內容的深度與廣度，能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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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興趣，促使學生自主學習與創新學習。

林信榕

劉子鍵

2003

教師整合各種資訊科技軟硬體（包括網際網路）及教學策略，協

助學生在學習歷程中扮演更積極主動的角色，以達到學生自行建

構知識的目的，並培養資訊時代所須具備的知識與態度。

梁珀華、

王靖宜、

崔峨眉

2004

教師將資訊科技運用並整合於課程的一種教學方式，教師須適時

適地運用不同類型之資訊科技工具，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學習

材料的特性；在教學過程包括課前教材設計與準備、引起學生學

習動機、進行教學活動、以及學習評量等協助學生學習及解決問

題。

洪燕竹

2004

資訊科技（運用資訊設備、多媒體、網路媒介，進行收集、儲存

及傳輸文字、圖像、影音之技術）應用在各學科教學活動上時，

結合電腦化的新系統或新的傳播方式於整個教學活動的各環節上

（目標、學生、內容、環境、分析、教師）。

古孟玲

2005

老師透過資訊科技相關設備，例如：電腦、網路、單槍投影機、

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掃描器、印表機、教學軟體等設備，將

資訊科技應用並融入於教學活動之中，包括老師課前的教材準

備、課程中的教學運用、課後的教學延伸活動。透過資訊科技的

融入，讓老師應用不同的教學方式讓教學更能達到教學目的，也

讓學生透過多元的學習方式，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經驗。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總而言之，資訊科技在教學的融入工具可包括電腦及其週邊設備、有線無線

網路、行動學習裝置（如 iPod、電子書包）、數位影音產品、教學軟體資源、數位

科技設備等等。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定義即是運用電腦多媒體或網路科技等數位

化的相關設備，做為教學的媒體及工具，將資訊科技應用融入課程及教材設計、

教學歷程、學習活動，讓教學活動的每個環節透過資訊科技與學習領域相為結合，

使學習者能提升學習興趣、促進學習成效，協助學習者知識的建構，在所學之專

門領域及資訊相關的知識技能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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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模式與應用

因應電腦、多媒體與網路時代的潮流，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模式也會隨著改

變，應用方式也愈來愈多元化。而資訊融入教學模式，主要在於幫助教師在推動

資訊融入教學活動進行前，能夠參考模式中建構的各個面向去規劃學習課程中欲

呈現的內容，對於學生以下就各學者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模式與應用整理之，

見表 2-3。

表 2-3

資訊融入教學之模式與應用彙整表

學者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模式與應用

劉世雄

2000

（一）單向式的資訊提供傳遞；（二）結合教學引導的訊息傳遞；

（三）具教學活動設計理論與應用；（四）學生與教師互動的學習；

（五）善用媒體特性，建立教學網頁；（六）善用學習理論，建立

學習網站。

吳正已

2001

（一）資訊搜尋（使用瀏覽器）；（二）教學或學習成果展示（使

用簡報、網頁）；（三）文件製作（使用文書處理）；（四）溝通與

分享（使用 Email、網頁）；（五）資料的統計與分析（使用電子

試算表）；（六）輔助概念學習活動（使用學科相關軟體如 CAI）。

何榮桂、

顏永進

2001

（一）資訊的探索與整理；（二）科技產品的運用；（三）心智工

具的融入策略；（四）透過網路的合作學習；（五）問題導向的融

入策略；（六）資訊科技融入學習評量。

曾錦達

2001

認為電腦融入教學的模式若能組合四面向的分析，可建構出各種

電腦融入教學的模式：（一）電腦應用的類型，即電腦輔助教學軟

體、電腦應用軟體與網際網路；（二）教學的歷程，即教學前的準

備、教學中的呈現、教學後的評量或補救教學；（三）師生工作分

析，即是利用直接教學或建構教學、個別學習或群體合作學習；

（四）學習內涵，包括介紹、引導、解釋、操作、熟悉所要學習

的概念、知識或能力。

劉惠玲

2002

應用方式有三：（一）個人電腦結合視聽媒體與區域網路；（二）

應用網際網路的豐富資源；（三）工具軟體的運用。

呂聰賢

2002

（一）視為補充教學資源；（二）當成教學活動；（三）融入教學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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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瓊慧

2002

（一）電腦教室：（1）支援獨立小組的合作學習。（2）支援相依

小組的合作學習。（3）參與網路社群學習活動。（4）提供短期技

能訓練。（二）教室電腦：（1）作為教學展示用的工作站。（2）支

援執行特定任務小組的工作站。（3）支援活動過程中特定工作的

工作站。

徐明和、黃

錫培、陳信

章、劉繼文

2002

（一）使用網際網路進行教學與學習；（二）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學

習互動；（三）透過應用軟體進行教學與學習；（四）使用輔助教

學軟體協助教學與學習；（五）進行主題探究的教學與學習。

張國恩

2002

（一）電腦簡報的展示；（二）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的應用；（三）

網際網路資源的應用。

黃武元、

林士甫

2002

（一）使用資訊設備；（二）教材及教學引導的傳遞；（三）網際

網路資源搜索與整理；（四）資訊通訊建立互動與合作學習；（五）

資訊科技融入評量。

顏永進

2002

資訊科技融入語文領域的策略：（一）電腦輔助軟體的融入策略；

（二）應用軟體的融入策略；（三）資訊科技產品的融入策略；（四）

網路資源的融入策略。

徐新逸、

吳佩謹

2002

（一）課前準備：利用網路查詢資料；利用文書處理軟體、繪圖

軟體、展示軟體等，設計課程及教學內容；建置教學網站提供學

生學習。（二）上課時：以課程需要，利用現有或自行改編投影片、

網站內容；要求學生至指定的網站中進行學習。（三）教學活動：

利用 email、bbs、留言板公佈相關訊息；學生透過網路做作業；

舉辦網路教學競賽；實施網路新型式學習活動；提供 email 或開

放網路討論。（四）教學評量：利用文書處理軟體製作考卷；利用

試算軟體處理學生成績；舉行線上測驗；要求學生網上交作業。

溫嘉榮

2003

包含教學大綱提示、資料蒐集、課堂提示、提供學生自學教材、

營造師生互動、進行線上測驗與評量、建置虛擬教室、辦理競賽

活動、協助學生完成作業、處理與分析班級學生資料、建立親師

溝通管道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各研究者所定義之資訊融入教學模式及應用非常多元，主要在於因

應不同的教學與學習情境。而這些學習的模式，主要的概念在於強調：學習最重

視的就是品質與效率，而資訊科技是達到品質與效率的一個工具，不論對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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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學習者的角度來看，也可說資訊科技本身就是一個可以學習的內容及工具，

在推動資訊融入教學的同時，需注意資訊科技在教學上的使用是否適切、對於學

生學習助益是否顯著、操作是否容易、學習是否有效率，以及整體科技化的學習

環境之接受度。

Johnson & Eisenberg（1996）指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重要性，若把資訊科

技相關知能視作獨立、隔離的能力來教學，學生在未來將無法有意義的去應用這

些資訊能力。教育與資訊科技息息相關，教學融入科技可提高師生互動，但實施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因各學科科目情況不同，應考慮運用資訊科技是否能增進學習

效果，須瞭解教材內容、數位學習環境、師生資訊素養等各項可行性分析。何榮

桂（2002）指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須考量以下幾項因素：

一、Why：

為何要進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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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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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又具備何種資訊技能才能接受教師的融入教學？

三、When：

何時進行融入教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時機包含甚廣，如教學前的教學

資料蒐集、教學活動中以資訊科技為媒介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教學概念

的呈現、或是利用資訊科技來完成某項學習活動、以及學習的評量等，均

是融入資訊科技的可行時機。

四、Where：

實施地點為何？是電腦教室或配有「教室電腦」的一般教室？或特別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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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與學生人數的比例為何？有無廣播系統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設備？能

否連上網際網路？這些軟硬體設施也影響了教師是否可以進行的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模式。

五、What：

教學中可融入那一類型的資訊科技？從簡單的教材編製、以電腦呈現教學

素材、到要求學生利用網路蒐集相關資料並利用文書處理軟體撰寫學習報

告等。所能融入的資訊科技類型均和課程性質、教師及學生之資訊素養、

與現有軟硬體設備密切相關。

在推廣資訊融入教學的過程中，教師應審視教學的內容與資訊科技融合的必

要性、融入的程度及時機，利用網路、多媒體或相關教學輔助軟體，蒐集適合學

生理解的資料，依學生學習狀況作完善的教材內容規劃。為了方便學習者接觸學

習內容時易清楚明瞭，教師在教學活動進行中時，可利用電腦、影音設備與網際

網路來輔助教學，當教學內容本身比較抽象難以表達知識的本質給學生知道時，

可藉由資訊科技的協助將抽象化的概念呈現，如火山爆發、細胞分裂情形、FLASH

動畫教學等。而使用多媒體的教學要以學習者為本位，提供不同層次的互動效果，

使學習者能充分投入學習環境活動中（林麗娟，1994）。教師可依建構學習理論與

情境認知，善用數位化教學媒體的互動性，根據課程主題內容，運用多媒體融入

教材（顏晴榮，2006）。故教學中可適時引入多媒體科技與課程結合，如 DVD 教學

影片、簡報軟體等等，利用電腦多媒體在課程內容做多變化的展示，或利用模擬

軟體來建構虛擬的學習環境，結合文字、圖片、影像、聲音的呈現，可提高學生

的學習興趣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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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學習助益

Jonassen（2000）依據建構學習的觀點，指出資訊科技在融入教學必須提供

了學生在學習上的功能包括：支援知識建構（knowledge construction）、支援知

識探索(knowledge explorer)、支援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支援合作學

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支援反思學習（learning by reflection）。Roblyer

& Edwards（2000）指出資訊科技對於教學活動的影響，包括資訊科技可增加學生

學習動機、透過特殊的教學潛力提供多元的資訊來源、協助學生尋找問題解決方

式、記錄學生學習狀況、資訊科技可作為學習工具。資訊科技適合不同型態的教

學，例如混成式學習、合作學習、問題解決、主題式教學等，可增進教學效率，

幫助學生達成有效學習，並培養學生資訊時代所需的素養及技能。另外李志鵬

（2003）綜合各家學者的看法，歸納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於學生學習之效益包

括協助知識建構與探索、促進合作學習的進行，並指出資訊科技可幫助學生建構

做中學及反思學習的有力環境，提供學生操作及反覆練習及情境模擬之學習環

境，更能連結豐富學習之資源，讓學生突破時間與空間限制，便於互動討論。綜

合上述之歸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能創新不同的教學型態，對於學生學習效果影

響深遠，資訊科技融入達到的學習助益，包括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協助學

生知識建構、支援學生的知識探索能力、檢視學生自我與反思學習、促進合作學

習與互動、讓學生從實作中學習。

（一）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引導學生透過資訊科技與多媒體的方式，帶動學生學習的興趣，如教學

影片、動畫、照片、DVD 等方式來呈現教材，吸引學生對課程教材的注意力，

可以使學生增加學習興趣與學習動機。學習情境設計上若注重及考慮其劇情

設計及融合遊戲、模擬及挑戰等設計手法，則可讓教學內容之呈現更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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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更能投入學習活動中（計惠卿，2003）。

（二）協助學生知識建構

科技化學習環境下的學習者透過促進主動探索、積極建構自我知識的過

程，發展屬於自己的新知識（計惠卿、張杏妃，2001）。例如老師要求學生透

過簡報軟體把課程所要學習的主題透過組織整理加以表達，藉以內化為自己

的知識。學生若能用自己已知的知識去表述新學到的知識，在自我表達過程

中，學生就能從中重整知識概念，建構自己的知識基礎而達到有意義的學習，

即是知識建構的理念。

（三）支援學生的知識探索能力

在一個科技支援下之建構學習環境(constru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科技是工具，其功能在於支援學生進行探索、實驗、解決實

際的問題、進行對話、反省思考，以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Jonassen, Carr,

Breman, Toci, Rubisch & Taricani, 1998)。老師可從指定主題、專題、個

案等探索方式，讓學生應用資訊科技作為學習的利器，例如使用網路查找資

料、利用資訊科技、多媒體設備與相關軟體等工具，透過知識探究的過程從

中去搜尋、發現、處理、分析、整合、展現課程所需學習的內涵。

（四）幫助學生檢視自我與反思學習

張國恩（2002）指出電腦被當作學習上的智力伙伴，幫助學生能清晰地

表達已學的知識，反省所學與所知，提供機會讓學生做內部協商(internal

negotiations)與知識內化(knowledge internalization)。在這些知識建構

與探索過程中，更可以達到反思學習，幫助學生思考釐清學習內容，檢視反

省自我學習的過程，調整自己的學習腳步來促進知識概念的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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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進合作學習與互動

透過小組合作的力量促使小組成員的能力，可以讓每一個學生學得快學

得好，同時在學習的過程中透過互動溝通，來提升每個學生的社會能力，亦

能使學習效果提升（鄧傳慧，2005）。透過資訊科技融入的協助，學習不再只

是個人歷程，可以與同儕共同討論，促進個體在社會的參與感與認同感，與

眾人分享學習經驗與成果，並提高學習思考的層次（曾振富，2000）。故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可以結合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無論是與同儕及師生面對面的

溝通分享之同步方式，亦或以非同步的網頁、bbs、email、討論區、即時通

訊軟體等，各種教學型式之合作學習的互動功效各有不同。

（六）讓學生從實作中學習

資訊科技在學習中能支援學生做中學的環境。學習是個體經由經驗或練

習達成行為持久改變的歷程（張春興，1991）。有些教材需要實際操作練習，

以獲得實際經驗，如各類的實作與實驗等（張國恩，2002）。例如 Flash 動畫

的教學，即使教師對學生以口述式的教學仍無法達到理解的效果，若教師透

過電腦軟體的操作，學生在老師的教學指導下從中練習實作，有助於學生對

於學習的記憶進而深化為自己的知識技能。

在資訊科技融入學習相關的研究方面，Hoag & Baldwin（2000）研究指出在 E

化教室的學習環境，學習者對運用資訊科技的學習過程及學習結果普遍感到滿

意。Ku & Lohr（2003）研究也顯示學生在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教學的情況下，當學

生被鼓勵參與學習後，學習態度會明顯提升，大多數學生對資訊科技融入學習的

課程或教學方式，持正向的態度，且對運用資訊科技來學習有明顯的學習興趣。

林紀達（2005）進行資訊科技融入語文科學習之研究發現，使用資訊科融入學習

有助於學生學習態度，並能增進學習成就表現。劉世雄（2005）研究指出實施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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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科技融入教學時，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學習具有正面的態度，運用資訊科技融入

學習活動將影響學生各種學習成效的表現。

雖然資訊融入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有相當程度的助益，但也隱藏一些潛在的問

題，根據東吳大學教學資源中心調查結果，大學教師將資訊融入教學的障礙上有

軟體學習上的障礙、多媒體教材製作上心有餘而力不足，並建議未來針對提升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方面，有關扮演解決教師教材製作需求與提供相關協助資源的角

色之教學資源中心，可建置「資訊教學助教培訓制度」及研發「資訊教學助教人

才資料庫」。並對資訊科技融入程度不同之教師提供不同方案，希冀將資訊科技融

入於課程、教材與教學中，讓資訊科技成為師生一項不可或缺的教學工具與學習

工具，使得資訊科技的使用成為教室中日常教學活動的一部分（楊德思、葉昌期，

2006）。劉世雄（2001）指出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不應認為學生只要接

觸資訊科技，就會有成功的學習成效以及有效的學習行為，資訊科技的價值以學

習的角度而言，在於提供學習者學習的工具。大學教師除了充實自我的電腦資訊

科技知能外，對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影響因素，也須加以關注。

目前各大學的教學卓越計畫中對資訊科技、數位化、互動性的環境格外重視，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雖是趨勢，亦不該為了趨勢而盲目融入，也需要審視學生的學

習反應及效果，並觀察、評鑑學生在科技化的學習當中是否實能得到成效，不僅

為教師教學的目的，亦為高等教育優質化所須重視的一步，大學身為教學單位，

若能與大學圖書館以及教學資源中心彼此合作支援達成共識，深信對資訊科技融

入學習可以收得實效。



40

第四節 管理學院教育與科技化學習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台灣應從勞力密集優勢轉為知識密集優勢，具有國際觀

的高級管理人才的培育，已是台灣下一波人才培育的重點之一。國外多位管理學

者指出：管理教育為企業人才的上游供應者，隨著資訊科技與傳播科技的進步，

一個具備國際觀與有能力善用科技增加企業競爭力的高階管理人才，其需求是世

界性的、跨越國界的。

觀察管理學院運用學習方式非常多元，包括：教室學習、e-learning、專案

實作、情境模擬、角色扮演、企業拜訪等創新的混成學習模式，提供多元創新的

情境式學習環境，讓學習更有效率。美國管理學會 AMA 提出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即為一種學習創新的模式，混成式學習是指混合兩種以上不同的學習

方法或媒介工具，包括：正式與非正式學習、面授課程與線上經驗分享、直接指

導或自我管理、參考數位文獻或參與大學課程等，都屬於混成式學習的範疇。

Allison Rossett 與 Rebecca Vaughan Frazeey 在「混成式學習模式崛起」一文提

及美國教育訓練發展協會 ASTD 和 Balance Learning 以 300 名英美籍講師針對「混

成式學習」的態度調查反應，有超過 2/3 的受訪者，評定混成式學習為「最有效

且最符合成本效益的訓練方式」。對提升職場學習與績效表現的企業而言，混成式

學習已是大勢所趨，文中並預估在未來 10 年，真實案例、模擬系統、遊戲、虛擬

團隊合作，和以解決問題為主的學習方式，將會被廣泛採用；而知識管理工具、

線上模擬系統、無線科技與可重覆使用的資訊，也將對數位學習造成極大衝擊（陳

惠如，2006）。科技帶動新型態的教學，混成式的學習模式相當多元化，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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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混成式學習模式與應用表

學習模式 應用方式

即時面對面（正式） 1.以講師為主的教室學習（face to face） 2.工作坊

3.指導、輔導方式 4.在職訓練 5.工作實務問題

即時面對面（非正式） 1.透過同僚關係學習 2.透過工作團隊學習 3.透過學

徒制學習

虛擬合作 / 同步 1.即時 E-learning 2.線上指導、線上輔導

3.即時通訊、簡訊

虛擬合作 / 非同步 1.電子郵件 2.線上社群與討論區 3.網路論壇

4.部落格、Wikis、Podcasts

自我學習（書本、CD /

DVD、電子、無線）

1.線上課程 2.線上資源連結 3.模擬與模擬情境

4.評量與自我評量 5.工作手冊、閱讀

績效支援
1.線上輔助系統 2.工作輔助表 3.線上知識庫

4.文件 5.績效支援工具

參考來源：陳惠如（2006）。人才資本雜誌-混成式學習模式崛起。上網日期：2007 年 1 月 3 日。

網址：http://hrd.college.itri.org.tw/article.aspx?id=174

資訊科技不僅帶來學習方式的轉變，亦能爲企業組織帶來更多創新的機會，

重新分配組織資源、縮減不必要的作業程序、大幅降低時間及增進工作效率，也

更強化資訊科技對作業流程、組織及管理的重大影響（Davenport, 1998）。企業

管理人才必須具備定義、協調結合資訊資源的能力，因應網路與資訊科技帶來許

多多元化的學習模式，例如 Blog 在企業裡的訓練應用，可分為改善與顧客的關係、

收集商情、團隊知識分享與管理、內部溝通等，另外微軟（Microsoft）、IBM、飲

料公司 Dr. Pepper 及思科公司（Cisco）等企業都使用 Blog 作為顧客關係管理或

企業運作等應用（經濟部工業局，2004）。管理學院學生對於利用科技學習必須有

一定的能見度，無論是未來在企業裡利用數位學習課程充實工作內外的學識涵

養，或結合實體傳統會議室來進行面對面互動溝通及決策商討、爲企業或個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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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知識管理，以及整個企業流程的 e化經營等，都必須深入瞭解資訊科技可

以帶來的效益。管理人才對於科技化學習可發展如下幾個應用層面：

一、數位學習

數位學習和工作整合的整體環境是企業的命脈，也是企業知識、情感和專業

情報交流的網絡，能增進企業的生產力，強化競爭優勢，對企業的發展影響巨大

（鄒景平，2003）。企業使用數位學習最大功能是著重在企業內部應用的價值來解

決問題、員工經驗的轉承、未來新業務的隨時掌握（李佳穗，2005）。為了配合整

個世界資訊的快速流動，員工需要不斷快速學習，企業原有的傳統學習觀念與教

育訓練模式已跟不上知識經濟時代的腳步，數位學習的優點彌補了傳統學習的不

便，企業必須要運用不斷精進的資訊科技，滿足整個企業各階層學習需求的差異

化，當然傳統的學習模式不會被完全取代，可以將較複雜的技術、進階性的知識、

需要人與人互動的課程，配合傳統教室的訓練課程，將資訊科技與訓練教育結合

以幫助企業管理及人才訓練。

二、知識管理

資訊科技是許多企業面對全球化競爭的重要武器，它可以提供顧客快速、品

質、價值的需求，為企業建構良好的知識管理系統，累積知識的資產，也可以用

來當作策略變革與創新的媒介，爲公司增加優勢，更可以當作組織溝通協調的好

幫手，故如何有效的應用資訊科技已成為企業經營最重要的工作（Daft, 2001）。

可見有效使用資訊已成為企業取得競爭優勢及提高績效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資

訊轉換成知識可運用在企業內部，利用網路、網際網路及通訊設備等資訊科技，

讓組織中的成員在知識分享時可能更具彈性，並且比較不受時間限制來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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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讓企業中的每個成員較容易累積或移轉知識，如知識庫的建置。許多資訊

科技，例如電子郵件、決策支援系統、資料倉儲、資料庫檢索系統、人工智慧等，

對知識創造及管理活動的進行產生影響（Meso & Smith, 2000）。管理學院學生是

企業未來的人才，未來高科技的資訊環境變動之下，管理學院的學生除了具備管

理的專業知識之外，還須具備善用資訊科技來學習以及整合資源管理環境的能

力，促使企業內部隱性知識外顯化，利用知識來創新活絡組織。

三、學習 E化經營

在企業市場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企業為了提升競爭力，其內部學習環境愈來

愈強調個體差異化、訓練多元化、成員終身學習及學習型組織等觀念，而在資訊、

傳播、網路和通訊科技設備不斷更新下，企業發展電子化及網路學習之目的，即

是希望藉此協助員工突破知識發展的困境（王本正、魏志仲、林余任，2003）。現

今一般產業公司或企業對 E化的科技環境與作業流程大為重視，認為企業電子化

所產生的影響，不只是資訊科技所帶來的自動化與增加經營速度，而是徹底改變

企業經營基礎，企業電子化大大改變了企業的經營模式，使得企業必須重新思考、

創新與設計經營方式，才能在資訊革命時代獲利，並永續經營。E化過程中所運用

的技術及工具，包含企業內外部網路基礎之建設、電子交易標準與環境如：商業

智慧系統（BI）、企業流程再造（BPR）、企業資源規劃（ERP）、顧客關係管理（CRM）、

供應鏈管理（SCM）等等（紀承翰，2005）。未來管理人才必須掌握企業關鍵地商

機，透過資訊科技及電子化的方式使原本的作業流程更有效率，整合採購、生產

和顧客服務的流程，節省更多成本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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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內管理學院對於科技化學習之規劃及使用情形，以國立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2006）為例，該校教學卓越計畫中針對重點學門領域教學改進計畫：開發

精緻的數位化商管課程。開發精緻化的商業及管理相關之數位學習教材，作為補

充教學及學生學習之工具應用，另外開設數位訓練課程、規劃數位商管課程資料

庫、建構導向式數位學習網、建構以商業及管理為主軸的數位學習及教育中心、

提供數位內容進修管道、積極努力導入 AACSB 管理評鑑認證概念，以提高管理學

院整體的教學品質。以育達商業技術學院（2006）為例，該校斥資千萬元打造的

「數位教學多媒體製作室」擁有數位剪輯軟體、多媒體攝影棚和相關設備，在最

近兩年全面建構校園網路，不論有線、無線，涵蓋率已將近 100%，可同步或非同

步透過網路傳送，達到數位教學、遠距教學的效果，以利師生進行數位教學與多

媒體實習課程。而明道管理學院（2006）的數位教學資源中心整合現有數位教學

資源資訊，規劃網路教學課程，製作數位學習教材，提供學習者相關服務如：VOD

隨選影音視訊、E化課程錄製、學生自由上機、教學場地提供等等，以邁向數位學

習的新時代。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2006）為提供良好的學習空間，建構五間 e化教室可容

納 30-105 人的 EMBA 教室，並量身訂做資訊桌，配置單槍投影機、音響器材、視

訊攝影機、錄放影機、雷射布幕、階梯設備等現代化資訊科技設備，使學生能夠

在科技的環境中享受學習。在課程討論室的規劃也採特殊弧形造型並配有資訊設

備等，提供互動及便於討論的學習環境。該校企管系的數位學習中心為全面 e化

及提供更好的資料分析工具，數位學習中心陸續引進相關數位化軟體、應用系統

工具、學習平台與課程，包括商管課程與語言學習課程，結合管理學院其他學程，

建置以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優良學習環境，並提供更多線上與遠距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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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管理學院之商學研究所主辦之長久性的學術講座—「孫運璿先生管

理講座」，與兩大知名指標企業協辦邀請當代領導者管理實務的成功經驗的分享與

探討，舉辦的演講內容並放置於臺大演講網（http://speech.ntu.edu.tw/user/）

隨選視訊 VOD 中，可供全校師生觀看，管理學院已舉辦之講座的議題有：暢談國

內快速變動環境下產業發展策略；由中鋼資源再生的環保商業模式談世界未來的

環保管理、新經濟時代的企業經營策略。這些豐富性的課程教學之外所獲得的管

理策略及經驗，透過資訊科技傳送與媒體技術的拍攝及製作，成為多媒體數位學

習資源，對於講求管理實務經驗的管理學院學生，更能激發學生潛能並開拓學習

視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2006）強調互動溝通式的合作學習，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使學生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並利用網路資訊科技輔助教

學，以補傳統教學方法之不足。學校也要求各學程教師將該課程教材如教學計劃、

講義、課堂講演內容、問題與討論及學生作業等，以網頁的形式呈現，使學生能

突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透過網路隨時預習複習，在網路上師生亦能進一步互動

討論，以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透過教材共享的機制，使教師能彼此互相觀摩、

參考其他教師的教材設計與規劃，俾使各教師的授課品質能不斷的提昇。另一方

面的重點工作也包括無線網路設備的建置，使院內教師與學生能隨時隨地的上網

瀏覽教師的教學網站或搜集到所需的資訊，無線網路網路的便利性對於師生的教

學與學習品質的提升有相當大的助益。

司徒達賢（2004）指出在人才的培育方面，管理人才非常重要，但培育管理

人才的管理學院，卻因為僵化的教育政策以及資源分配體制而長期難以創新。其

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教育與大學的其他院系性質迥異，如果一視同仁，以相

同的制度來運作，將使管理學院難以達到原先設定的目的。而科技能夠提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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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經驗，大學生透過科技化的學習方式，更可以從中體驗學習樂趣（Grassian

& Kaplowitz, 2001）。管理學院的教育，不只在滿足產業目前的需求，更須前瞻

地迎合產業未來發展的需求，管理學院的學生需要強化國際觀、加強資訊科技與

管理結合的能力、外語能力以及利用數位學習的概念來強化企業組織的管理，以

提升成本效益、活化企業組織。

隨著資訊科技時代的來臨，人與人之間彼此間的互動愈趨頻繁，然而網際網

路的興起使用，以及電腦科技所帶動的技術變革，提供了溝通協調的便利性，人

際之間的溝通交流管道與特性也更多。企業需要整合資訊科技與知識管理新典

範，提供員工知識與經驗交流的平台，以及推動專業知識社群以促進人際及組織

的交流（陳家聲、徐嘉蔚，2004）。故在企業組織在逐漸科技化與網路化之過程中，

探討互動相關議題，將有助於提昇組織內成員之人際溝通與交流能力，對企業決

策有益處。管理學院學生在專業養成的過程，如何透過科技與知識達成互動，以

及與同儕、教師間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科技化學習環境利用資訊設備達成

互動溝通，可以培養 E世代的學生在使用資訊科技之餘，也同時具有良好的人際

溝通能力、高 EQ、以及正確的企業倫理觀。

第五節 互動與學習

近幾十年來，無論就科技的發展或是學習模式的創新，如何規劃互動的環境

是發展的重點之一，各種專業的訓練與學習也強調互動教學。互動式教學與傳統

教學最大的不同在於「動」的差別，在傳統教室面對面教學，若不注重互動教學

的特性，學生多數被動的全盤接收老師所給的資訊，演變為老師在台上賣力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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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學生被動的安靜聆聽。過去傳統學習下學生趨向於被動，甚少主動提問討

論，老師也無法知道個別學生對於學習內容的理解程度，雙向交流的管道不暢通，

教學就儼然成為灌輸式的填鴨教育。所謂互動式教學，乃是在教學當中師生可以

彼此交流、溝通、協商、探討，並在彼此平等、傾聽、接納、坦誠的基礎上，進

行理性說服甚至辯論，達到不同觀點碰撞交融，激發教學雙方的主動性，拓展創

造性思維，以達到提高教學效果的一種教學方式（陳建，2005）。師生間的交流溝

通可以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建構自己的知識基礎，更可以幫助學生對於知識理

念的釐清、探討，因此教學間的一切互動，對學生思考能力、學習效率及知識的

整合十分有助益。

劉鎔毓（2006）的研究指出，一般大學與技職學生認為有幫助的教學方式，

前五項依序為：師生互動學習，實作、實驗或研究，學生分組討論、發表，由學

生選擇主題做研究報告，單向講解課本或講義。因此若教師在教學上增加與學生

的互動，並鼓勵學生合作學習，可增強其主動學習的程度。互動的概念是由傳統

優良的教育理念所衍生而來的重要原則，包括鼓勵師生間的互動、發展相互合作、

主動學習、即時回饋、強調專注在工作上的時間總量、重視差異性等（Thurmond &

Wambach, 2004）。互動的目的在於維持學生學習動機與主動學習的態度，並鼓勵

學生朝學習目標前進，以確保學習成功，而教學過程中，必須要使學生能夠感受

到回饋與幫助（林益民、余泰魁，2003）。

Rogers (1995)對互動性的定義強調在溝通傳播的過程中，彼此雙方角色可以

彼此互換並控制相互間討論的參與程度。Rafaeli & Sudweeks (1997)指出互動是

一個溝通的要件，在當中同時地不斷透過交換的過程，產生一股社會約束的力量。

Borsook & Higginbotham（1991）提出幾個構成互動的面向：立即回應（immediacy

of response）、非線性資訊處理（non-sequential access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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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adaptability）、回饋（feedback）、選擇（options）、雙向溝通

（b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

Holmberg（1983）強調「引導式對話(guided didactic conversation)」的

互動學習，而所謂引導式教學對話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真正的教學對話，包括

通訊、電話及個人之直接接觸，第二類是模擬的教學對話，即學習內容與學習者

的內在交談。Holmberg（1995）指出互動的重要性基於下面幾項假設：1.設計適

當的互動，有助於增強學習者和學習者之間的感情。2.適當地使用媒介增進互動，

有助於傳遞和交談某些概念，使學習目標容易達成。3.適當地增強學習動機，以

及適當的安排學習過程和方法，有助於達成學習目標。

Moore 以系統觀為核心概念，強調系統化的互動必須考量三大要素：對話

（dialogue）、課程結構（structure）及學習者自主性（learner autonomy）。對

話指的是「引導式對話」，包括師生間及課程及學習者間的互動；課程結構所指的

是教學內容如何設計；學習者自主性則是強調遠距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有決定自

己學習的不同能力。根據 Moore 的研究，在學習活動中的互動可分為三種型式：

學習者與教師、學習者與學習教材、學習者與學習者的互動（Moore, 1989）。在

學習過程中，配合不同的科目與科技化教學媒體的傳遞特性，可規劃三種不同的

互動途徑：

1.學生與教師的互動：

在傳統教室教學中，教學的重點在於學生與教師的互動，教師在同一時間面

對所有同學，教師主控著學習進程與課程安排。趙明松（2002）認為師生教學互

動的意義在於，教師與學生在班級教學活動中透過其扮演的角色所表達的語言以

及非語言行為，直接或間接地達成教學或相互影響的目的。老師的教學過程包括



49

所有舉動、言語、動作，都將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效果，能鼓勵學生努力學習，影

響學生的注意力。當教學過程中，學生遇到疑問或是需要進一步補充的時候，教

師與學生的互動更形重要，教師可藉由互動的過程瞭解學生是否跟的上課程進

度，以便隨時修改教學策略。學生與教師間互動模式除了面對面的言語交流之外

也可透過傳遞媒介進行，例如以網路討論區張貼文章或線上即時討論功能的聊天

室、視訊進行互動，透過文字回覆或線上即時交談的功能來討論課程內容。

2.學生與教材的互動：

當學生在學習課程內容的時候，必須主動思考反思，並進行一連串的探索過

程，與課程內容進行互動，來促進自主性的學習，達成知識之建構。建構式教學

的定義須擴展至學習者與學習內容互動的理念，學習系統中之設計應配合各種教

學策略，教學內容應配合一些容易引起學習者注意力的設計，例如利用教學媒體

或影音來引起學生的注意，使教學內容更能達到效果（Oliber & Omari, 1998）。

傳統教室結合科技設備之互動環境能實行同步及非同步學習，均需要學生對教材

內容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若單透過非同步線上學習方式，學生要有較高的自我

控制能力，能夠清楚意識到自己所要學習的目標，審視自我吸收理解能力，安排

自己的學習進度，學生與知識內容的互動才會不斷進行。

3.學生與學生的互動：

在這樣同儕互動的方式裡，是以學生互動為中心，老師則是扮演引導、鼓勵

及從旁協助支持的角色，在課程進行過程中，強調學生的互助合作及主動積極的

自發精神。例如合作學習的異質分組（Heterogeneous grouping）則依學生不同

的能力、性別、種族及社經背景等，將不同特質學生分配到不同的小組中，彼此

互相指導相互學習（黃政傑，民 85）。能力強的學生可以主動帶領其他人，並輔導

幫助能力較差的同學，能力均等的學生可以透過意見的交流溝通達成共識。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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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同儕相互協助的互動方式，可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主動積極的學生可以

引導帶動較內向的學生學習，藉由彼此的熟悉認識、情感交流，學生間彼此思考、

創意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差異，將有助學習效果及意願的提升。同儕間也可以透過

面對面討論或線上討論區、E-mail 和網路即時交談的方式進行互動，溝通彼此學

習的概念。

Schwier & Misanchuk（1993）提出互動的定義建立在學習者是否能夠融入電

腦所提供的環境中，而成為環境的一份子，依據學習者是否學習的確認

（confirmation）、學習速度（pacing）的掌握、學習行為（navigation）的決定、

學習要求（inquiry）及精研推敲（elaboration）五種功能。林麗娟（1994）以

教學系統為例而歸納為以下三種互動之模式：

1.反應式互動（reactive interaction）：學習者依照系統所提供之刺激而反

應，就學習型態而言，這是屬於被動式的反應。

2.主動式互動（proactive interaction）：學習者對於系統所提供的知識內

容能夠主動吸收，並反應其思考過程所經歷的想法、經驗，同時學習者能

夠自行建構其概念知識。

3.雙向式互動（mutual interaction）：此種互動方式是融合了人工智慧與虛

擬實境的技術與理念， 除了學習者能自行建構其概念與知識外，系統並能

依照學習者的反應，調整學習及互動的層面。

Hillman et al.（1994）加強 Moore 所提出的三種互動關係，再提出在新

的第四種互動關係：學習者與學習介面(learner─interface)，此種互動關係的

學習者為了和教學課程內容、教學者、或其他學習者進行互動，必須先透過資訊

科技媒介才能達成。學習者與學習介面間的互動是透過操作工具來完成任務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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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此模型主要透過使用者對於使用介面的知覺行為和外觀架構的解釋建構起

來，形成的主要部分包含瞭解使用者介面、預測未來行為和控制其行為。

Rafaeli & Sudweeks（1997）認為互動性應用在所有的新傳播媒介上，並將

其分為三個層次：(1)單向式（非互動）傳遞（declarative communication）：如

傳統的電視、廣播等大眾媒介。(2)反應式（半互動）溝通（reactive

communication）：一方回應另一方。(3)全互動式溝通（fully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是一種媒介系統模擬社會真實的溝通情境，而溝通內容是連續

且前後相關的。

Hanna et al.（2000）將各種線上教學互動的類型歸納為：學生對教師、學

生對專家（資源人士）、學生對學生、學生對教材、學生對工具（模擬程式、命題

系統、遊戲軟體、學習工具）、學生對環境（搜尋引擎、線上資料庫）等六類。楊

家興將此六類互動再歸納為：學生與教材互動、教師與學生互動、學生與學生互

動三大類；其中「學生與教材互動」主要運用在學生自學網路教材上，透過線上

教材的層次結構、圖文的超連結、各種網路資源的提供，可以維繫學生不斷學習

的動機，進而主動的控制學習，並追蹤自己的學習歷程；在「教師與學生互動」

包括：線上教師學生的講述聆聽、提問回答、離線時的貼文討論、作業繳交評閱、

課輔信箱的師生問答、教室面授輔助的實體互動，這種師生互動的特質大多是個

別化、單線的，以教師對個別學生的溝通傳播為主；而「學生與學生互動」則強

調社會學習及合作學習理論，重視學生間彼此間、多線的互動切磋，其教學活動

多以分組討論、合作專案、作業互評等形式呈現（楊家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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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lyer & Ekhaml（2000）將遠距教學互動分為四個層面：

1. 社交目的的互動：社交性的互動容易被教學者所忽略，這類的互動可以增

加社會臨場感，可以促進學習者彼此間產生學習性的互動，對教學亦有一

定的幫助。

1. 教學目的的互動：教學互動的目的在於鼓勵學生對學習內容回饋、師生與

學生間討論課程內容。

2. 使用的互動工具類型：不同的科技可以用來鼓勵及促進互動，例如網路資

源、即時通訊軟體、討論區、聊天室等。

3. 互動對學習者行為的影響：互動的好壞會阻礙教師對知識的傳達，也影響

學生對課程的吸收。

Jung et al.（2002）認為互動分三種類型，包含課業上的學術互動、同儕間

的合作學習互動、師生間的社會互動。學業上的學術互動指課業上的互動，發生

在學習者和線上資源之間，如同學習者和教師間任務導向的互動型態。同儕間的

合作學習互動方式指學生透過分組合作學習，彼此分享意見和資源來達成老師給

予任務。社會互動指人際或社會的互動，如師生間的互動。

近年資訊科技的進步促使教室的傳統學習不再是墨守成規的唯一教學模式，

網路與電腦科技跳脫以往單調死板的學習環境，更增添了教學者與學習者間的互

動。劉子鍵等人引述 Hiltz & Wellman（1997）研究指出，與傳統教室相較之下，

網際網路上的虛擬學習環境更能引發學習者的參與以及學習者間的合作與互動，

也因此造成班級成員之角色與人際關係的改變，在 Leidner & Fuller（1997）的

研究結果也顯示：運用科技輔助的互動式學習比無科技輔助的互動式學習更能導

致學生產生良好的學習結果（劉子鍵、王緒溢、梁仁楷，2002;參見 Hiltz & Wellman,

1997; Leidner & Full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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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不同科技工具，互動學習可以有更多元化的發揮途徑，依據教師教學內

容的需求，教材的呈現更能凝聚所要傳達的學習概念，教師能隨時掌握學生的學

習狀況，以提升教學互動的品質。高互動學習環境的基本目的即是希望學生在科

技化的學習情境中能視實際需要彈性且有效的運用面對面互動、人機互動、電腦

中介互動、以及群組同步互動等各種不同的方式建構知識，進而促成有意義的學

習(Liu, Wang, Liang, Chan, & Yang, 2002)。由教育部經費補助之計劃「學習

科技－主動社會學習及其應用，從台灣到全世界」，在此計畫中王緒溢等人建置高

互動教學系統，應用紅外線技術，整合硬體、軟體與網路服務於教學活動中，建

立一個高互動教室，讓每個學生手持遙控器與教室內的電腦進行互動，在電腦與

網路的中介下，此高互動教學教室環境整合網路服務，其環境架構有三個層次：

使用在教室內的無線測驗系統、安裝於學校內的學習資訊管理伺服器、集中式的

教學內容交換中心。學生的學習資料與成果都會彙整到學校的學習資訊管理系統

中，成為個別完整的學習歷程檔案，教師也能彼此分享教學資源。透過這樣的教

學環境，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間就可以彼此互動，可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成

果，增進教室互動氣氛，養成教師應用資訊科技的習慣，促進學習成效（王緒溢、

梁仁楷、劉子鍵、柯華葳、陳德懷，2001）。

教學互動在資訊科技化的環境下可運用在不同的學習模式，例如透過網路教

學平台進行數位學習，老師可以把教材放至平台上，每個學生可以不受時空限制

透過數位學習平台與老師互動；網路教學的運用可以混合課堂學習的模式，逐步

建立學生們學習習慣，以輔助課堂學習，這樣的教學互動方式，能夠建立組員之

間的團隊合作，配合團隊任務的指定進度而進行學習，以完成任務，並共同建構

集體的知識（林麗娟，2006）。其他如電腦輔助教學、遠距學習、數位學習、E化

教室皆是利用科技設備、多媒體與網路媒介將資訊科技與學習內容及環境整合，

增進人與人之間、人與教材之間互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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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衝擊傳統教育，使得科技化學習環境逐漸成為教學的支援工具與潮流，

不僅可以結合傳統教室現場教學，也能獨立建構數位學習、網路教學、虛擬教室，

學生有多元的學習模式可選擇，與教學者、同儕間、學習課程有不同互動。數位

學習偏向單方向的資訊傳遞，師生不容易即時溝通，教師若能在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的環境裡充分與學生達成面對面、線上互動，並引導課程教材與學生間的討論，

以多元化的學習管道與設備資源為輔助，不僅能協助學生建立知識體系的基礎，

亦可提升教學品質，達到知識建構與整合的目的。而這方面相關的探索，則需要

配合持續的研究，以提供未來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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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科技的改變日新月異，知識儲存媒介及傳佈途徑也隨科技的改變，逐漸走向

多樣化，大學圖書館肩負支援教學、協助研究、提供資訊服務之任務，隨著網路

普遍化及資訊科技快速成長下，提供資訊服務與資訊科技化設備支援師生學習，

為現代化大學圖書館所趨，也是近來高等教育之卓越教學計畫各大學的重點內容

之一。科技對於管理學院的教學除了資訊科技與管理理論之專業教學外，也讓學

生能透過資訊科技的學習與應用來解決未來在企業組織的各種管理問題，整合二

者於課程中以個案分析與互動討論來幫助決策。本研究旨在調查輔仁大學管理學

院學生使用圖書館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學習助益與互動之情況。透過觀察、問

卷、訪談的方式作為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本章分別以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簡介、研

究架構、研究對象與方法、研究工具設計與修訂、資料處理與分析加以陳述。

第一節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簡介

輔大圖書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環境配置有別於一般教室、會議室與電腦教

室，除桌椅可因應不同教學、會議活動需求而佈置外，並提供筆記型電腦、無線

網路、多組無線放映設備、書寫白板、電子白板錄影機、麥克風、攝影機與現況

即時錄影與編輯設備。教室空間可作彈性安排，方便學生能夠隨時分組學習，有

助於師生學習上的互動，是一個可符合教師創意教學需求的教學環境（輔仁大學

圖書館，2007b）。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採用筆記型電腦無線上網的環境，利於學生

分組報告進度、即時測試系統、討論與確認結果或立即上網找資料解決問題，不

僅提高教學空間應用之靈活度，亦符合現代化教學有效率之學習需求（輔仁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成果網站，2005）。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支援師生課程活動的進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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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無線上網及課程所需的資訊化設備，來進行教學課程講授、分組研討、上機實

作、報告專題展示、考試等教學活動的輔助，以多元化的教學方式來達到教學支

援的效果，使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課程都能在便利的無線資訊環境中進行，以進

一步提升教學與學習之品質。除提供良好之互動、數位學習環境外，並可將上課

學習成果另製作成數位學習教材與資源。累積之數位學習資源，建置演講與課程

內容之數位資源將與圖書館資源整合成 VOD 隨選視訊系統與圖書館數位學習網，

組織整理成師生可隨取隨用之自主學習教學資源，發展數位典藏技術，並為大學

建立長久之學術教學資源資產（輔仁大學圖書館，2006a）。

為了免除使用者在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有學習上的焦慮，教室裡也提供數

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手冊，內附說明資料包括：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辦法、數

位互動學習教室室內設施使用說明、筆記型電腦使用注意事項、表單提供包括：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申請表、筆記型電腦借用單、課程/活動錄影音申請表、影

音錄影授權書以及教室使用完畢檢查清單。為了方便管理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設

備環境，管理人員也有管理手冊以維護之。輔仁大學圖書館並建置「資訊素養與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網站：http://140.136.208.7/js812/index.htm，將數位

互動學習教室的理念、學期課程表、教室使用辦法、教室設備表、電腦使用辦法、

學習資源製作、表單下載、照片集、參與團隊等教室的情形加以呈現，促使校內

師生瞭解數位學習教室進而利用這個數位學習的環境來支援教學。「資訊素養與數

位互動學習教室」教室設備如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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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資訊素養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設備表

設備名稱與使用方式 型號 數量

手握式無線麥克風組 ATW-2120 2 支

領夾式無線麥克風組 ATW-2110 1 支

收音麥克風 ES945W 2 支

綜合擴大機 RX-V559 1 台

DVD 放影機 DV-KN66 1 台

影音/播放

遠距多功能簡報器 Hawk 2.4GHz 1 支

PT-LB30NTU 2 台
無線網路放映機附有線說明

PT-LB60NTU 1 台

Super Seimon * 1
電動螢幕

Red Leaf * 2
3 組放映/書寫

電子白板 M-11S 1 台

BRC-300 2 台
數位彩色攝影機

EVI-D70 1 台

攝影機控制器 RM-BR300 1 台

數位編輯控制器 Sony AWS-G500 1 台

DVD 錄放影機 Pioneer DVR-630H-S 1 台

VGA 選擇器 VP-66ETH 1 台

混音器 Spirit FX8 1 台

光碟封面印刷機 R800 1 台

錄影/剪輯

錄影控制台 1 台

無線網路基地台 AP-700 2 台

網路/電腦 筆記型電腦 (滑鼠電源線) ASUS M6000 30 台

活動桌子 24 張

活動椅子 60 張
桌椅

活動椅子附桌版 23 張

插座 地面插座 每組三個電源插座 14 組

電燈
其他

空調

資料來源：輔仁大學圖書館（2007b）。資訊素養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教室設備表。上網日期：
2007 年 12 月 5 日。網址：http://140.136.208.7/js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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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4 年 9 月至 96 年 1 月期間，使用輔仁大學圖書館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上

課之系所課程包括：管理學研究所（組織理論與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知識管理、

企業政策）、生物科學系（生物統計學、生物資訊學）、心理系（組織心理學）、

企管系（企業政策、知識管理）、資管系（軟體工程、企業資訊策略）、應用統

計研究所（研究方法）。根據課程申請資料統計，管理學院學生使用數位互動學

習教室平均每學期四到五個班級進行課程教學，每週平均使用時數 12~15 小時，

而每週管理學院上課人數也近 200 人，管理學院為輔大使用圖書館之數位互動學

習教室最多的學院，故本研究以輔仁大學管理學院學生為研究族群。

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調查「資訊素養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教學環境下，輔仁大學

管理學院學生對於資訊科技融入 E化學習環境之使用情形。首先先進行文獻分析

進行研究主題相關的國內外著作、期刊、論文、網路資源等文獻之蒐集與分析，

針對大學圖書館與科技化學習的建置與應用、科技化發展與學習、國內管理學院

教育與科技化學習現況及互動學習之相關議題進行文獻分析、探討及彙整，作為

研究方向的參考，而後作為問卷設計與訪談大綱建立基礎。

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依據研究目的將研究設計分為三個部份，首先先

探討大學圖書館與科技化學習、科技化發展與學習、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管理學

院教育與科技化學習及互動與學習作為文獻分析的議題，瞭解資訊科技融入學

習、互動的層面及大學圖書館與管理學院之應用內涵與發展。再根據研究目的與

研究問題進行研究工具之設計。研究先於課程進行中觀察記錄輔仁大學管理學院

學生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情形與互動狀況，並於期末進行問卷調查。另外配

合深度訪談的方式，深入暸解學生於數位互動教室課程學習情形與資訊科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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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使用心得。最後根據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及觀察所彙集之資料，加以分析歸納

及討論，進一步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問題進行研究工具設計

圖 3-1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研究架構圖

相關文獻議題探討

1.大學圖書館與科技化學習

2.科技發展與學習之關係

3.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4.管理學院教育與科技化學習

5.互動與學習

觀察

1.數位互動學習教室

配備實地觀察

2.觀察課程進行，記

錄管理學院學生互

動與學習情況。

深度訪談

1.師生、同儕與課程

內容間之互動情形

2.數位互動學習教

室之使用經驗與心

得

問卷調查

1.使用者基本資料

2.數位互動學習教室

之配備使用情形

3.使用數位互動教室

之學習助益

4.開放性問題

資料分析，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與
研
究
目
的
擬
定
訪
談
大
綱

確
定
訪
談
對
象
，
根
據
文
獻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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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95年度下學期使用輔仁大學圖書館資訊素養與數位互動

學習教室之管理學院學生，學習課程包括：資訊管理研究所之資訊管理研討 II 、

企業倫理、資訊系統專案管理；企業管理學系之知識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課程，

共五個班級，共 142 位學生。在研究進行期間，除了對上課班級進行隨班觀察之

外，並於學期結束前，讓使用的學生填寫使用調查問卷，並於問卷回收後加以整

理，進行統計分析。為了發掘更深入的資料，亦採深度訪談瞭解學生實際使用情

形與互動狀況。管理學院之課程名單參見表 3-2，課程名稱以代號編碼，觀察時程

為民國 96 年二月至六月。深度訪談於五門課程中取二至三位同學作為訪談對象，

總計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共有 11 人，依訪談日期順序予受訪者編碼 A至 K，見表

3-3。

表 3-2

管理學院課程名單

每週上課時間 課程代碼 系所
學生

人數

教學

平台

資料

編碼

(一) 10:10~12:00 甲 資管所 24 iCAN 觀甲 96-月-日：行數

(二) 15:00~18:00 乙 資管所 26 iCAN 觀乙 96-月-日：行數

(三) 18:40~21:30 丙 資管所 20 iCAN 觀丙 96-月-日：行數

(四) 9:00~12:00 丁 企管系 39 KMS 觀丁 96-月-日：行數

(五) 9:00~12:00 戊 企管系 33 KMS 觀戊 96-月-日：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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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受訪者背景與資料

受訪者編號 修讀課程 系級
訪談

日期
資料編碼

A 乙、丙 資訊管理所二年級 96/6/14 訪 A960614：行數

B 丙 資訊管理所二年級 96/6/26 訪 B960626：行數

C 甲 資訊管理所一年級 96/6/27 訪 C960627：行數

D 乙 資訊管理所一年級 96/7/03 訪 D960703：行數

E 甲 資訊管理所一年級 96/7/04 訪 E960704：行數

F 丁 企業管理系二年級 96/7/05 訪 F960705：行數

G 丁 企業管理系二年級 96/7/05 訪 G960705：行數

H 丙 資訊管理所二年級 96/7/16 訪 H960716：行數

I 甲、丙 資訊管理所一年級 96/7/17 訪 I960717：行數

J 戊 企業管理系三年級 96/7/18 訪 J960718：行數

K 戊 企業管理系三年級 96/7/20 訪 K960719：行數

為研究之完整與嚴謹，本研究先以文獻分析國內外學者專家之論文、期刊、

書籍等相關資料，藉由所探討之相關理論研究與發展過程界定研究議題，作為本

研究問卷、訪談大綱編製之參考，以及後續研究結果之解釋。本研究以問卷調查

為量化研究方法，並以觀察、深度訪談之質化研究方法配合研究之進行。質性研

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搜集方法（觀察、

訪談、文件分析、實物等）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以

建立理論。經由對研究對象行為之觀察分析建構意義並詮釋現象（陳向民，2002）。

以下就所使用之研究方法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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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察法：

觀察法有助於瞭解、溝通、預測、及控制人類行為。觀察的類型可分為

非行為層面與行為層面。非行為層面包括現有資料分析、實體狀況分析、實

體過程分析；行為層面包括非語言分析、語言的分析、語言之外的分析、空

間的分析。

（二）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的實施過程先確定研究的問題、蒐集相關文獻、編製調查和探

究問題細節、確立研究的基本概念與理論架構、設計研究過程和研究工具、

實施問卷調查、處理分析和解釋資料。

（三）深度訪談法：

Patton（1995）認為訪談可分為三種方式：非正式的會話訪談（informal

conversational）、一般訪談導引法（general interview）、標準化開放式

訪談（standardized opened-ended interview）。訪談的設計依結構來分可

分為結構性訪問、無結構性訪問、及半結構性訪問。半結構性訪問界於結構

性訪問與無結構性訪問之間，通常預先設計好訪談大綱，但沒有提供受訪者

選擇的答案，受訪者可以就問題自由回答，當離題太遠時，訪問者可以伺機

引導，而訪問者呈現問題時，也不一定完全按照訪問大綱發問，可以依據受

訪者經驗、背景來理解情況作修訂補充（陳向民，2002）。本研究採用半結

構式訪談法或一般訪談導引法，即是藉由事先設計的訪談大綱，以實際使用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上課之管理學院學生為訪問對象，於課堂詢問學生參與意

願，以徵求受訪者進行訪談，訪談過程並徵得受訪者同意進行全程錄音，將

錄音過程轉為逐字稿加以編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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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之設計與修訂

在研究工具之準備過程乃依據文獻分析相關議題，進而編製問卷與訪談問

題，並於課程進行中輔以觀察與記錄。以下分別以觀察記錄單、問卷調查以及訪

談大綱之研究工具加以說明。

（一）觀察記錄單：

針對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環境設備狀況、歷史資料作非行為層面的觀察

記錄，再以管理學院學生實際上課學習情形進行實地參與觀察。觀察過程中

記錄學生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與課堂互動之反應，且配合整體觀察的情形

加以分析。

（二）問卷調查：

以李克特五點尺度調查學習感受。問卷分為四部份包括使用者基本資

料、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配備使用情形、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助益

以及開放性問答。

1.使用者基本資料：

瞭解受調者的背景資料以及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及數位互動學習教室

的經驗，調查項目包括性別、系所、年級、課程名稱、電腦操作經驗、

數位學習經驗、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經驗。

2.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配備使用情形：

瞭解受調者對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學習使用感受，調查項目包括

筆記型電腦數量、筆記型電腦之配置及軟體、無線網路連線速度、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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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投影便利性與品質、DVD 影音配備、無線麥克風音訊、無線麥克風數

量、桌椅自由組合排列之方便性、學習空間。

3.使用數位互動教室科技化學習之助益：

本研究調查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學生學習助益方面，以 Jonassen

（2000）建構學習的觀點，指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在學生學習的五項功

能：支援知識建構（knowledge construction）、支援知識探索(knowledge

explorer)、從實作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支援合作學習

（collaborative learning）、支援反思學習（learning by reflection）。

另外也融合 Roblyer & Edwards（2000）及李志鵬（2003）對資訊科技融

入學習助益之觀點，作為本研究問卷題目之設計依據。此部份問卷題項

在於暸解受調查者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對學習的幫助，調查項目包括

學生情意反應，包括：學習興趣、學習動機、知識建構與探索、自我反

思學習、合作學習、互動學習、由實作中學習。

4.開放性問答：

開放性問答部分則是希望藉由學生開放性的意見，取得管理學院學

生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課程活動的使用反應。學生透過開放性問題的

填寫，能夠更清楚表達課程學習之反應情形，幫助研究蒐集更多詳細、

直接的資訊。開放性問題包括：學生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配備進行

學習之焦慮與困難、對配備使用之想法建議、如何應用該教室達到學習

助益，以及對於該教室之整體學習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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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度訪談大綱：

本研究實施訪談過程先以編製之問卷蒐集全面性的資料，瞭解受調者基

本背景、教室配備使用與學習助益之概況，然後依據研究編製之數位互動學

習教室訪談大綱來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大綱有關互動之題項設計則參考 Moore

（1989）研究所提出學習活動中互動的三種型式：學習者與教師、學習者與

學習教材、學習者與學習者的互動。也融合 Jung et al.（2002）認為互動分

三種類型，包含課業上的學術互動、同儕間的合作學習互動、師生間的社會

互動。本研究訪談的目的在於瞭解學生如何透過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使用與

老師、同學及課程內容間達到互動之情形，以及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使用經

驗。

本研究在正式蒐集研究資料之前，先進行正式實施問卷調查及深入訪談之前

測，以管理學院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五門系定必修課程為受測班級，各取 2名

同學，共計 10 位同學進行問卷及訪談問題的前測，回收完畢後立即詢問受試者填

答狀況與題意解讀有無不暸解之處，學生在前測問卷及訪談時，對問題的題意及

措詞，提出一些相當寶貴意見，對正式研究的施測有相當的參考依據。因此根據

受試者建議反映與專家意見修正，將問卷重新修訂，完成正式問卷及訪談大綱的

定稿。以下將研究工具之修訂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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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意見調查問卷」之修訂

根據研究的前測結果，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意見調查問卷初稿」（附錄

一），作以下修訂：第一部份使用者基本資料中，第四題與第五題順序互換，並將

原先「每週平均使用電腦的時數」之封閉性問題改為開放式填寫。初稿第一部分

第六題之敘述為「您過去（非本課程）有曾經利用資訊科技設備學習的經驗嗎?」

修改為「您過去（非本課程）有使用數位學習（E-learning）的經驗嗎？」。正式

修訂後，此部分研究重點與問卷題目關係如下表 3-4。

表 3-4

使用者基本資料問卷之題目概述關係表

研究重點 修正版問卷題目概述

性別 受調查者性別

身份別、系所、年級 受調查者之系所與級別

課程名稱 目前受調者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課程

電腦操作經驗 受調查者每週平均使用電腦的時間及時段

數位學習經驗 受調查過去（非本課程）使用數位學習（E-learning）

的經驗及課程名稱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

用經驗

受調查者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經驗及課程名稱

第二部份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配備使用反應中，第一題：「筆記型電腦之數

量」修改為「筆記型電腦之硬體配備」。第二題「筆記型電腦安裝之軟體」修改

為「筆記型電腦配置之軟體」。第四題「有線/無線投影機投影之便利與品質」修

改為「有線/無線投影機投影之配置」。第五題「DVD 影音放映」修改為「DVD 影

音放映設備」。第六題「無線麥克風數量」修改為「無線麥克風配備」。第九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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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學習空間」修改為「整體學習空間之安排」。正式修訂後，此部分研究重

點與問卷題目關係如下表 3-5。

表 3-5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配備使用情形問卷之題目概述關係表

研究重點 修正版問卷題目概述

筆記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之硬體配備能滿足課程上之需求、筆記型電腦安

裝之軟體能滿足課程上之需求

無線網路 無線網路連線速度能滿足課程上之需求

有線/無線放映投影 有線/無線投影機投影之配置能滿足課程上之需求

DVD 影音 DVD 影音放映設備能滿足課程上之需求

無線麥克風 無線麥克風配備能滿足課程上之需求、無線麥克風音訊效果

能滿足課程上之需求

桌椅移動 桌椅移動之便利性能滿足課程上之需求

學習空間 整體學習空間之安排能滿足課程上之需求

第三部分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助益中，第三題「有助於我對專業知

識概念上的互動」修改為「課程專業知識概念上的互動」。原先第六題「數位互動

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有助於我思考」與第五題「有助於我反省所學的知識」涵義

相近，故予以刪除。第九題「有助於我實際去操作演練學習所需的知識」之題意

較多冗詞，修改為「有助於我實際去應用所需的知識」。第十三題「促進我的想法

表達」之促進一詞改為「激勵我的想法表達」。此部分研究重點與問卷題目關係如

下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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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學習助益問卷之題目概述關係表

研究重點 修正版問卷題目概述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能激發我的學習興趣情意反應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能增進我的學習動機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上課經驗有助於我對課程專業知識概念上的互動知識建構與探索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上課經驗有助於我建構專業知識的基礎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上課經驗有助於我反省所學的知識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能幫助我思考

反思學習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機會有助於我檢視自己的學習歷程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能促進我與同儕間達到共同學習合作學習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方式有助於我們小組任務的達成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環境有助於我實際去應用所需的知識實作中學習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能協助我對於課程問題的解決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型式能拉近我和老師之間的距離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幫助我透過討論的方式以增進自己與同儕間的關係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能激勵我的想法表達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有助於我聆聽其他人的想法

互動學習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方式能增進我與其他人溝通的機會

為瞭解管理學院學生使用數位互動教室之整體學習反應，以補深入訪談對象

在資料獲得範圍之限制，本研究正式問卷調查增加第四部份開放性問答，此部分

研究重點與問卷題目關係如下表 3-7。修正後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意見調查」

正式問卷如附錄二所示，爾後研究正式施測則以此正式問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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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您對於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配備進行學習，是否感到焦慮或困難? 請敘述

之。

2.您對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硬體配備使用，有何想法與建議？

3.您認為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應該如何使用，對於學習才會有所助益？

4.整體而言，您對於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進行學習之評價為何?

表 3-7

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開放性之題目概述關係表

研究重點 修正版問卷題目概述

科技使用之學習障礙
您對於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配備進行學習，是否感到焦慮或

困難?

配備使用之想法建議 您對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硬體配備使用，有何想法與建議？

如何應用科技使學習具

有助益

您認為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應該如何使用，對於學習才會有所助益

科技化學習環境之整體

學習評價

整體而言，您對於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進行學習之評價為何?

二、「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訪談大綱」修訂

根據研究的前測，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訪談大綱初稿」（詳見附錄三）

中，考量訪談問題結構脈絡的一致性，而將問題第三題與第四題順序調換，使問

題一至三皆談及以資訊設備達成師生間、同儕間、課程內容之互動情形。在訪談

大綱初稿第九題敘述「學生在課程學習進行中是否曾經使用過電子白板的經驗」，

因學生實際使用經驗非常少，故題目敘述修改為「在課程學習進行中，教師是否

曾經使用過電子白板？如何用？請敘述你對於電子白板使用的看法」。第十題亦

有相同情形，故修改為「教師是否曾經使用過數位攝影機及數位編輯控制器來錄

製學習課程？您覺得這樣的經驗對學習的幫助何在？」。此部份研究重點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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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關係如下表 3-8。修正後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訪談大綱」正式訪談內容如

附錄四所示，爾後研究正式深入訪談則以此訪談大綱進行。

表 3-8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訪談題目概述關係表

研究重點 修正版訪談題目概述

學生與老師間互動 1.您與老師透過什麼管道及資訊科技設備達成互動？在學生

與老師間互動方面與一般教室學習比較有何差異？有何優勢

及不足之處？

學生間互動 2.您認為透過此教室分組討論來達成同儕互動的效果如何？

在學生間互動方面與一般教室學習比較有何差異？有何優勢
及不足之處？

4.您如何利用此教室之設備與同學完成合作學習的任務？

學生與課程內容互動 3.您認為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內的學習科技設備，對於您與
課程內容間的互動學習有何助益，請就學習經驗加以描述。

5.您認為在此門課程中，課程的哪一個環節或部分因為數位互
動學習教室的環境，使學習更有效率？

6.您會建議系所哪門課程可以利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支援教

學？建議因素為何？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

使用經驗

7.您在初次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資訊設備時，有何困難或
焦慮？

8.您使用過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那些設備？您認為還需要哪
些設備來輔助學習？

9.在課程學習進行中，教師是否曾經使用過電子白板？如何
用？請敘述你對於電子白板使用的看法。

10.在課程學習進行中，教師是否曾經使用過數位攝影機及數

位編輯控制器來錄製學習課程？您覺得這樣的經驗對學習的
幫助何在？

11. 對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科技化學習設備與互動空間，您

的評價如何？有何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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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實地觀察、問卷調查、深度訪談之研究方法來獲取資料，以量化與

質化的分析處理之。以下就研究之觀察記錄單、問卷調查、深度訪談的資料處理、

編碼方式、資料引用方式，說明之。

一、觀察記錄單方面：

本研究深入管理學院於數位互動教室之學習活動作全程的課程觀察，配合所

編製的觀察記錄單（詳見附錄五），觀察項目包括課程名稱、系級、觀察日期時間、

教學媒體、觀察心得札記項目作為觀察管理學院學生對數位互動教室之使用情形

之重點。對於各班課程學習進行的情境，研究者以深入追蹤觀察學生的行為與非

行為之學習情況加以記錄。有關於質性資料的呈現方式涉及個人與特定課程相關

的內容皆以代號表示，以尊重個人隱私。據每堂課程的觀察記錄單描述所觀察現

象，加以分析並歸納所觀察的結果。

二、問卷資料方面：

本研究經問卷調查回收所得之資料，檢視問卷回答情形，刪除無效問卷，統

計有效問卷資料，將資料加以編碼，以 SPSS 12 統計套裝軟體與 Microsoft Office

Excel 作為量化資料分析工具。依受試者填答「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意見調查問

卷」的內容，將學生基本資料、教室之配備使用反應以及學習助益反應，進行次

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之統計方法進行各個題項資料之分析。開放性

問答之處理，如學生在「使用數位互動教室進行學習，是否感到學習困難及焦慮」、

「硬體配備使用之相關想法與建議」等問題，在收集問卷答案的同時一一條列統

計，整理問卷受試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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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資料：

除了問卷中開放性資料之外，本研究配合訪談進行深入探索。訪談開始前先

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的目的、訪談欲蒐集的資料及隱私權保密問題，並取得受訪者

同意，以錄音及筆記進行訪談的記錄。在訪談過程中激發受訪者對於研究議題的

想法，並引導一些潛在深入的反應，注意受訪者的行為舉止之非語言的訊息加以

筆記記錄，這對於掌握研究主題與取得深度的研究結果有很大的幫助。訪談完成

後，將各個受訪者之錄音資料加以歸檔分類並註明日期時間，盡速利用訪談記憶

深刻的當下，將逐字稿完成。為確保本研究資料之效度，轉錄謄打每份逐字稿後，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予受訪者，與受訪者確認訪談內容，讓受訪者確認是否完整且

清楚表現受訪者的想法意見，針對語意不清之處加以釐清，以利後續的分析。將

每位受訪者的受訪內容概要，擬出與研究主題相關的類別，整合相同意涵的問答

以呈現資料分析之主題。

四、編碼方式：

所進行課程活動之觀察記於觀察記錄單，編碼方式為（觀察課程代號及日期：

觀察筆記行號），例如：（觀甲 960312：25~30）代表是研究者觀察甲課程於 96

年 3 月 12 日之觀察記錄的第 25 至 30 行。深入訪談之資料處理則是將受訪者受訪

資料予以編碼，編碼方式為（受訪者編號及日期：逐字稿行號），例如（訪 A960614：

43-45）代表是受訪者 A之訪談逐字稿當中的第 43 行至 45 行的部份。

五、資料引用方式

編碼方式 代表意義

觀察記錄單 觀甲 960312：25~30 觀察甲課程於 96 年 3 月 12 日觀察記錄第 25 至 30 行

訪談資料 訪 A960614：43-45 受訪者 A於 96 年 6 月 14 日訪談逐字稿第 43~45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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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論文中，引用受訪者受訪資料內文時，以「」將受訪內容逐字引用，

不用而刪除的部份以刪節號 ..... 的方式來表示節略受訪資料原文之部分，為突

顯論文本文與引用受訪資料的差別，受訪資料引用文字以新細明體字型呈現，後

加上受訪者資料編碼。另種方式為將受訪內容以不違反受訪者原意，重新組織及

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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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管理學院學生於圖書館提供科技化教學環境中課程學習之反

應，根據相關文獻整理分析後，研訂出本研究之觀察架構、量化問卷與訪談大綱，

透過隨班觀察、問卷發放、深度訪談之質與量並重的研究方式瞭解其學習情形。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於研究場所擔任工作人員的同時也以研究的角色參與，並與

師生密切配合課程活動的進行，深入瞭解整個教學的過程與學生學習反應。本章

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問卷結果；第二節為實地觀察與深度訪談之結果；第三節

為綜合討論。

第一節 問卷結果

本節就管理學院學生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問卷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分析。

問卷正式施測時間為民國 96 年 6 月 4~8 日，針對管理學院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開

課之五門課程，共計 142 位學生，回收問卷 138 份（有效問卷 138 份，有效問卷

回收率為 97.18%），詳見表 4-1。本節所歸納之問卷結果，內容共四部份，一、使

用者基本資料分析；二、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配備使用反應分析；三、使用數位

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助益分析；四、開放性問答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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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班問卷發放人數與回收表

課程代號 系所 修課人數 問卷回收數

甲 資訊管理所 24 24

乙 資訊管理所 26 25

丙 資訊管理所 20 20

丁 企業管理系 39 36

戊 企業管理系 33 33

共計 142 138

一、使用者基本資料分析

本項分析乃就正式問卷第一部份調查受調者背景資料加以說明，包含學生性

別、身分、系級、課程名稱、每週平均使用電腦時數、過去參與數位學習

（E-learning）課程之經驗、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課程學習之經驗。

本研究問卷有效樣本人數 138 人，男性佔多數有 78 人（佔 56.5%），女性有

60 人（佔 43.5%），見表 4-2。受調對象包括大學生與研究生，大學生有 69 人（佔

50%），研究生有 69 人（佔 50%），見表 4-3。受調學生以資訊管理所二年級學生所

佔比例最高，共計 36 人（佔 26.1%），其次依序為資訊管理所一年級（有 33 人，

佔 23.9%）、企業管理系二年級（有 32 人，佔 23.2%）、企業管理系三年級（有 31

人，佔 22.5%）、外系輔修學生（有 4人，佔 2.9%）、企業管理系四年級（有 2 人，

佔 1.4%），見表 4-4。

受調者修課情形如表 4-5 所示，以修讀人力資源管理課程人數為最多有 36 人

（佔 17.4%），其次依序為知識管理課程（有 33 人，佔 23.9%）、企業倫理課程（有



76

25 人，佔 18.1%）、資管研討 II 課程（有 24 人，佔 17.4%）、資訊系統專案管理課

程（有 20 人，佔 17.4%）。每週平均使用電腦時數如表 4-6 所示，依據調查結果，

受調學生每週平均電腦使用時數人數最多集中於 11~50 小時之間，有 86 人（佔

62.3%），高度使用者使用電腦 51 小時以上至 150 小時內有 31 人（佔 22.4%），其

中有 1人未填答。

歸納受調者過去參與數位學習（E-learning）課程經驗情形，如表 4-7 所示。

有參與經驗之人數為 58 人（佔 42%），完全無經驗之人數有 80 人（佔 58%）。曾有

參與數位學習（E-learning）經驗的學生其填答參與課程包括：知識管理（3 人）、

電子化學習（6人）、專案管理（2人）、資料庫（1人）、企業資訊系統（1人）、

軟體工程（14 人）、企業倫理（3人）、iCAN（1 人）、資管研討 II（6 人）、多媒體

教材製作（1人）、類別資料分析（1人）、微電腦運用（4人）、計算機概論（8 人）、

電腦課（1人）、企業英文（1人）、人力資源管理（1人）、英文會話（1人）、組

織發展與變革（1人）、組織行為（1人）、影片製作（1人）、僑生歷史（1人）、

微積分（1人）。

歸納受調者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經驗情形，如表 4-8 所示。使用過一學期

者（有 101 人，佔 73.2%）為最多，其次依序為使用一學期以上（有 26 人，佔 18.8%）、

使用一年以上（有 11 人，佔 8%）。有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經驗之學生其填答參

與課程包括：知識管理（8人）、資管研討 II(17 人)、企業資訊策略（1人）、專

案管理（13 人）、企業資訊系統（1人）、軟體工程（26 人）、企業倫理（13 人）、

人力資源管理（26 人）、電腦課（1人）、知識管理（30 人）、計算機概論（1 人）、

微積分（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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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受調者性別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78 56.5

女 60 43.5

總計 138 100.0

表 4-3 受調者身份別

身分 人數 百分比（%）

大學生 69 50

研究生 69 50

總計 138 100.0

表 4-4 受調者系級分佈

系級 人數 百分比（%）

資訊管理所一年級 33 23.9

資訊管理所二年級 36 26.1

企業管理學系二年級 32 23.2

企業管理學系三年級 31 22.5

企業管理學系四年級 2 1.4

外系修讀、雙主修 4 2.9

總計 138 100.0

表 4-5 受調者修讀課程

課程代號 人數 百分比（%）

甲 24 17.4

乙 25 18.1

丙 20 14.5

丁 36 26.1

戊 33 23.9

總計 13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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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受調者每週平均使用電腦時數

時數 人數 百分比（%）

0~10 20 14.5

11~50 86 62.3

51~100 29 21.0

101~150 2 1.4

總計 137 99.2

* N=138，1 人未填答

表 4-7 受調者過去參與數位學習（E-learning）課程之經驗

參與經驗 人數 百分比（%）

有 58 42

無 80 58

總計 138 100.0

表 4-8 受調者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經驗

使用經驗 人數 百分比（%）

一學期 101 73.2

一學期以上 26 18.8

一年以上 11 8.0

總計 138 100.0

二、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配備使用反應分析

茲就受調者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內學習配備之反應分析，包括筆記型電腦

硬體及軟體配備、無線網路連線、有線/無線投影機投影配置、DVD 影音放映設備、

無線麥克風配備及音訊項目等，共計 9個題項，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

（Likert-type scale），答案選項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別依序給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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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平均數顯示其受調者於課程學習使用此教室所達到學習助益之同意度。就

問卷第二部份題項以描述性統計各題項人數百分比、標準差、平均數及排序分析

之（見表 4-9）。以下詳列說明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配備使用反應構面各題項人數及

滿意度分布情形，同意之統計數據綜合「同意」及「非常同意」，不同意之統計數

據綜合「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計之。

（一）筆記型電腦硬體配備滿足課程需求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筆記型電腦硬體配備能滿足課程需求之受調者有

127 人（佔 92%），無意見者有 8 人（佔 5.8%），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3 人（佔

2.2%）。學生對於所有配備使用反應題項中以該題項平均數（4.14 ± 0.61）

為最高，獲得受調者高度肯定。

（二）筆記型電腦安裝軟體滿足課程需求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筆記型電腦安裝軟體能滿足課程需求之受調者有

107 人（佔 77.5%），無意見者有 26 人（佔 18.8%），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5人（佔

3.6%）。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3.84 （±0.64）。

（三）無線網路連線滿足課程需求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無線網路連線能滿足課程需求之受調者有71人（佔

51.5%），無意見者有 48 人（佔 34.8%），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19 人（佔 13.8%）。

學生對於所有配備使用反應題項中以該題項平均數（3.47 ± 0.92）為最低，

不同意者人數在配備使用反應題項中為最高。

（四）有線/無線投影配置滿足課程需求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有線/無線投影配置能滿足課程需求之受調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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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人（佔 83.3%），無意見者有 16 人（11.6%），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7人（佔

0.51%）。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3.97 （±0.71）。

（五）DVD 影音放映設備滿足課程學習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 DVD 影音放映設備能滿足課程學習之受調者有 91

人（佔 66%），無意見者有 46 人（佔 33.3%），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1人（佔 0.07%）。

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3.82 （±0.71）。

（六）無線麥克風配備滿足課程學習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無線麥克風配備能滿足課程學習之受調者有 101

人（佔 73.1%），無意見者有 32 人（佔 23.2%），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5 人（佔

3.6%）。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3.88 （±0.75）。

（七）無線麥克風音訊效果滿足課程學習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無線麥克風音訊效果能滿足課程學習之受調者有

104 人（75.3%），無意見者有 30 人（21.7%），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4人（佔 2.9%）。

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3.86 （±0.67）。

（八）桌椅移動便利性滿足課程學習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桌椅移動便利性能滿足課程學習之受調者有 118

人（佔 85.5%），無意見者有 19 人（佔 13.8%），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1 人（佔

0.07%）。學生對於所有配備使用反應題項中以該題項平均數（4.10 ± 0.64）

為次高，獲得受調者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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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整體學習空間安排滿足課程學習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整體學習空間安排能滿足課程學習之受調者有 127

人，無意見者有 9人（佔 6.5%），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2人（佔 1.4%）。學生對

於所有配備使用反應題項中以該題項平均數（4.09 ± 0.55）居第三高，獲得

受調者肯定。

由表 4-9 分析可知，在教室配備使用反應此部份題項平均數皆達 3以上，

顯示學習者認為課程學習使用此教室配備能滿足學習需求之同意程度為中等

之上。配備使用反應部份排序前三名依序為「筆記型電腦硬體設備」、「桌椅

移動便利性」、「整體學習空間安排」，平均數依序為 4.14、4.10、4.09，平均

數皆達 4 以上，顯示這三個題項得到受調者極大認同能滿足課程上的需求。

其它題項平均數也趨近於 4，顯示受調者對其教室配備亦能滿足課程需求。在

「無線網路連線」、「DVD 影音放映設備」題項之平均數較低，值得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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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配備使用反應之描述性分析

問卷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人數 0 3 8 93 341.筆記型電腦之硬體配備

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 0 2.2 5.8 67.4 24.6
4.14 0.61 1

人數 0 5 26 93 142.筆記型電腦安裝之軟體

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 0 3.6 18.8 67.4 10.1
3.84 0.64 7

人數 3 16 48 55 163.無線網路之連線能滿足

我課程上之需求 % 2.2 11.6 34.8 39.9 11.6
3.47 0.92 9

人數 0 7 16 89 264.有線/無線投影機投影

之配置能滿足我課程上

之需求
% 0 0.51 11.6 64.5 18.8

3.97 0.71 4

人數 0 1 46 68 235.DVD 影音放映設備能滿

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 0 0.07 33.3 49.3 16.7
3.82 0.71 8

人數 0 5 32 75 266.無線麥克風配備能滿足

我課程上之需求 % 0 3.6 23.2 54.3 18.8
3.88 0.75 5

人數 0 4 30 86 187.無線麥克風音訊效果能

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 0 2.9 21.7 62.3 13.0
3.86 0.67 6

人數 0 1 19 83 358.桌椅移動之便利性能滿

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 0 0.07 13.8 60.1 25.4
4.10 0.64 2

人數 0 2 9 101 269.整體學習空間之安排能

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 0 1.4 6.5 73.2 18.8
4.09 0.55 3

註：總反應人數 N=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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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助益分析

學習者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帶來的學習效益，包括激發學習興趣、增進學

習動機、課程專業知識概念互動、專業知識基礎的建構、反省所學知識等，共計

15 個題項，也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Likert-type scale）分析之。就問卷第三

部份題項以描述性統計各題項人數百分比、標準差、平均數及排序分析之（見表

4-10）。以下詳列說明學習助益部份反應各題項人數及同意度分布情形，同意之統

計數據綜合「同意」及「非常同意」，不同意之統計數據綜合「不同意」及「非常

不同意」計之。

（一）此教室之互動機會能激發學習興趣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能激發學習興趣之受調者有 102 人（佔

73.9%），無意見者有 33 人（佔 23.9%），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3人（佔 2.2%）。

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3.83 （±0.65）。

（二）此教室之互動機會能增進學習動機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能增進學習動機之受調者有 103 人（佔

74.7%），無意見者有 34 人（24.6%）超過樣本數四分之一，持不同意看法者

有 1人（佔 0.07%）。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3.88 （±0.63）。

（三）此教室之上課經驗有助課程專業知識概念上的互動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有助課程專業知識概念的互動之受調者有

113 人（佔 81.9%），無意見者有 25 人（佔 18.1%），此題項無人持不同意看法。

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4.02 （±0.62）。



84

（四）此教室之上課經驗有助於建構專業知識的基礎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有助於建構專業知識的基礎之受調者有 107

人（佔 70.3%），無意見者有 37 人（佔 26.8%），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4人（佔

2.9%）。學生對於學習助益反應題項中以該題項平均數（3.78 ± 0.67）為次

三低。

（五）此教室之上課經驗助於反省所學的知識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有助於反省所學的知識之受試者有78人（佔

56.5%），無意見者有 52 人（佔 37.7%）超過樣本數三分之一，持不同意看法

者有 8人（佔 5.8%）。學生對於學習助益反應題項中以該題項平均數（3.56 ±

0.68）為最低。

（六）此教室之學習機會助於檢視自己的學習歷程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有助於檢視自己學習歷程之受調者有 94 人

（佔 68.1%），無意見者有 40 人（佔 29%）超過樣本數四分之一，持不同意看

法者有 4人（佔 2.9%）。學生對於學習助益反應題項中以該題項平均數（3.72

± 0.64）為次低。

（七）此教室之互動機會能促進同儕間達到共同學習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能促進同儕間達到共同學習之受調者有 123

人（佔 89.1%），無意見者有 14 人（佔 10.1%），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1人（佔

0.07%）。學生對於學習助益反應題項中以該題項平均數（4.14 ± 0.61）為最

高，顯示獲得受調者極高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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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此教室之學習方式有助於小組任務達成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有助小組任務達成之受調者有 123 人

（88.4%），無意見者有 15 人（佔 10.9%），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1人（佔 0.07%）。

學生對於學習助益反應題項中以該題項平均數（4.12 ± 0.61）居第三高，獲

得受調者肯定。

（九）此教室之學習環境助於實際去應用所需知識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有助實際應用所需知識之受調者有 105 人

（佔 76.1%），無意見者有 31 人（佔 22.5%），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2人（佔 1.4%）。

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3.88 （±0.64）。

（十）此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能協助課程問題的解決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能協助課程問題解決之受調者有 115 人（佔

83.3%），無意見者有 21 人（佔 15.2%），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2人（佔 1.4%）。

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3.96 （±0.60）。

（十一）此教室之學習型式能拉近與老師之間的距離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扣除ㄧ位未填答者，同意此教室能拉近與老師之間距

離之受調者有 104 人（佔 75.4%），無意見者有 30 人（佔 21.7%），持不同意

看法者有 3人（佔 2.2%）。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3.97 （± 0.74）。

（十二）此教室助於透過討論方式增進同儕間關係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能透過討論增進同儕間關係之受調者有 124

人（89.8%），無意見者有 13 人（佔 9.4%），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1人（佔 0.07%）。

學生對於學習助益反應題項中以該題項平均數（4.13 ± 0.59）為次二高，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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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受調者高度肯定。

（十三）此教室之互動機會能激勵想法表達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能激勵想法表達之受調者有 111 人（佔

80.4%），無意見者有（25 人，佔 18.1%），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2 人（佔 1.4%）。

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3.96 （± 0.64）。

（十四）此教室之互動機會有助於聆聽其他人想法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有助聆聽其他人想法之受調者有 120 人（佔

87%），無意見者有 16 人（佔 11.6%），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2人（佔 1.4%）。

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4.11 （± 0.65）。

（十五）此教室之學習方式增進與其他人溝通機會之反應

由調查結果發現，同意此教室能增進與其他人溝通機會之受調者有 119

人（佔 86.3%），無意見者有 17 人（佔 12.3%），持不同意看法者有 2人（佔

1.4%）。學生對於該項反應之平均數為 4.07 （±0.64）。

由表 4-10 分析可知，在學習助益反應此部份題項平均數皆達 3以上，顯示學

習者認為課程學習使用此教室所達到學習助益之同意程度在中等之上。以此教室

「促進我與同儕間達到共同學習」、「透過討論的方式增進自己與同儕間的關係」、

「有助於我們小組任務的達成」三個題項之平均數為前三高，依序為 4.14、4.13、

4.12，得到受調者極高的肯定。在「有助於我檢視自己的學習歷程」、「有助於我

反省所學的知識」、「有助於我建構專業知識的基礎」三個題項之平均數為最低，

此部份為學習者認為課程學習使用此教室所達到學習助益最不足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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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學習助益反應之描述性分析

問卷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人
數

0 3 33 86 161.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能

激發我的學習興趣 % 0 2.2 23.9 62.3 11.6
3.83 0.65 12

人
數

0 1 34 84 192.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能

增進我的學習動機 % 0 0.07 24.6 60.9 13.8
3.88 0.63 11

人
數

0 0 25 85 283.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上課經驗有

助於我對課程專業知識概念上的互

動 % 0 0 18.1 61.6 20.3
4.02 0.62 6

人
數

0 4 37 82 154.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上課經驗有

助於我建構專業知識的基礎 % 0 2.9 26.8 59.4 10.9
3.78 0.67 13

人
數

0 8 52 71 75.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上課經驗有

助於我反省所學的知識 % 0 5.8 37.7 51.4 5.1
3.56 0.68 15

人
數

0 4 40 84 106.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機會有

助於我檢視自己的學習歷程 % 0 2.9 29 60.9 7.2
3.72 0.64 14

人
數

0 1 14 87 367.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能

促進我與同儕間達到共同學習 % 0 0.07 10.1 63.0 26.1
4.14 0.61 1

人
數

0 1 15 88 348.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方式有

助於我們小組任務的達成 % 0 0.07 10.9 63.8 24.6
4.12 0.61 3

人
數

0 2 31 86 199.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環境有

助於我實際去應用所需的知識 % 0 1.4 22.5 62.3 13.8
3.88 0.64 10

人
數

0 2 21 95 2010.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

會能協助我對於課程問題的解決 % 0 1.4 15.2 68.8 14.5
3.96 0.60 9

人
數

0 3 30 72 3211.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型式能

拉近我和老師之間的距離 % 0 2.2 21.7 52.2 23.2
3.97 0.74 7

人
數

0 1 13 91 3312.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幫助我透過討

論的方式以增進自己與同儕間的關 % 0 0.07 9.4 65.9 23.9
4.13 0.5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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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人
數

0 2 25 87 2413.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能

激勵我的想法表達 % 0 1.4 18.1 63.0 17.4
3.96 0.64 8

人
數

0 2 16 85 3514.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有

助於我聆聽其他人的想法 % 0 1.4 11.6 61.6 25.4
4.11 0.65 4

人
數

0 2 17 88 3115.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方式能

增進我與其他人溝通的機會 % 0 1.4 12.3 63.8 22.5
4.07 0.64 5

註：總反應人數 N=138

四、開放性問答歸納

本部份歸納問卷第四部份開放性問答，有關管理學院學生在數位互動學習教

室的各個課程學習反應除了問卷結構式的題項，開放性問答也能概略知悉學生對

整個課程活動的學習經驗與體認。此部分有四小題：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配備

進行學習之焦慮或困難、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硬體配備使用之想法建議、如何使用

數位互動教室使學習有助益、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整體評價。開放性問答填

答情況相當踴躍、具有建設性，以下就各課程學生開放性回答列表以彙整意見（表

4-11、表 4-12、表 4-13、表 4-14），再以整體說明之。

（一）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配備進行學習之焦慮或困難

本項分析乃就問卷第四部份開放性問答第一題，依學生填答狀況情形歸納（見

表 4-11）。各課程之學生對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配備進行課程之學習大都無困難

狀況。多數學生表示設備的操作容易上手使用，使學習感到輕鬆自在。學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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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新鮮、輕鬆之外，亦覺得使用這些配備能使學習過程更具效率；也有學生表

示教室某些設備不常有使用的機會，以致不會操作。亦有學生提到資管背景的學

生對 IT 資訊科技有一定的熟悉度，較無配備操作上的困難。但有學生認為某些機

器比較有操作的問題，例如多媒體方面，需要花時間適應。學生亦反應教室內的

配備非常方便，課程剛開始使用的時候較為不熟悉，尚需要時間去習慣，因為課

程需要報告的緣故，隨著使用次數的增加漸漸適應。學生亦表示對設備操作都有

基本概念，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上課可以有機會去學習使用科技設備所提供的學

習經驗，非常難得。

五門課程學生皆反應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無線網路及投影方面的問題，如無線

網路訊號有時不穩定，使無線投影突然造成中斷、無法上網、網路阻塞，以及筆

記電腦突然發生當機、上課安裝配備的時間過久等情形，影響課程的進行、減低

上課品質。配備不穩定造成的學習中斷，也讓大部分學生感到學習焦慮。

表 4-11

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配備進行學習是否感到焦慮及困難之學習反應彙整

反應類別 歸納反應意見

正面

反應

‧使用教室配備能夠輔助學習

‧使用之教學模式適合課堂討論

‧同儕討論增進彼此關係，與老師與同學間的互動
與課程

相關
反面

反應
‧配備偶爾會發生當機的情形，影響上課進度

與設備

使用
正面

反應

‧電腦配備的使用上並無障礙

‧教學設備使學習過程更具效率化

‧所配置的相關設備具常態性

‧配備操作方便，容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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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

反應

‧投影機、無線網路間的通訊常出問題造成投影不順

‧多媒體工具的使用上較難

‧有些設備不常使用，以致於不會操作

‧無線投影無發揮作用、不穩定

‧會因設備出錯造成學習上的困擾

‧電腦常發生當機、網路阻塞的情況

‧設備安裝時間過久會影響上課品質

‧課程中突然無法連上網路會感覺焦慮

‧依賴設備學習出現狀況時，限制較多

正面

反應

‧個人並無學習上的困難或焦慮

‧個人對於新穎多元化的學習配備感到新鮮

‧在教室使用設備學習十分輕鬆自在

‧個人認為學習環境很自由

‧設備的使用上可得心應手

‧整個學期的使用經驗讓自己已習慣這樣的學習模式

‧在此教室學習能夠使自己樂於闡述意見

‧個人覺得使用科技學習後能與世界接軌

‧個人覺得電子產品的使用上十分順手

‧對於能學到不同設備的學習機會，覺得是十分難得的經驗

‧個人覺得資管系背景對 IT 資訊科技具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故

無使用上的困難與焦慮

與個人喜

好或習慣

反面

反應

‧配備使用上需自己花時間適應

‧因為無線投影使用不易而感到障礙

‧教室配備的使用多少須要時間來習慣

‧對投影設備的使用感到不熟悉

‧剛開始感到困難，後因課程常常會需要上台報告，習慣之後

情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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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硬體配備使用之想法建議

就問卷第四部份開放性問答第二題，依學生填答狀況情形歸納（見表 4-12）。

各課程正面肯定的填答人數：甲課程 3人，乙課程 8人，丙課程 3人，丁課程 4

人，戊課程 12 人，其餘填答情形為學習感受與想法建議。學生在使用數位互動學

習教室硬體配備部份認為設備齊全，對於某些配備較少使用的機會感到可惜，並

希冀日後課程多為應用。另外，學生也肯定筆記電腦、無線投影設備的便利性，

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上課感覺很充實。也有學生對教室配備能即時查詢上課所需

資訊感到滿意，認為課程教學配合硬體使用能提升學習。

關於配備的使用狀況，各課程皆反應教室配備常出現不穩定及故障的情形，

例如：多部筆記電腦同時使用無線網路的延遲狀況，須加強維護；有時網路太慢、

無法投影；無線投影不易使用，容易延遲，多人使用無線網路品質會有不穩定的

狀況；教室配備出問題會造成很大的困擾。另外有多位學生反應無線投影設備常

中斷，穩定性須強化並加強維護。而學生也希望教室空間與上課人數配合，以提

升教室學習空間，建議再增加筆記電腦及麥克風數量，加強 DVD 播放功能，以及

配備旁貼上使用說明。綜合上述反應，學生希冀教室配備在課程需要的時候能夠

正常運作，穩定度亦要加強，使數位互動學習教室能發揮它學習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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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硬體配備使用之想法建議彙整

類別 歸納反應意見

一般性

‧設備使用上非常不錯且具方便性

‧設備使用上非常適當且簡單實用

‧使課程上問題的討論能即時解決

‧滿足課程上的需求

‧樂於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上課，因能吸收更多的課程內容

‧學生在課程中可以即時查詢所需資訊

‧相當不錯，設備在使用時能夠發揮作用

‧許多設備仍無實際操作的機會，希望日後的課程老師能作更多

的使用

‧華而不實

‧經常當機

‧設備盡可能減少出現故障

‧在課程需要時，希望教室這些設備能有辦法運作

‧期望日後能有更多課程教學配合硬體使用會更好

網路

‧非常不錯

‧沒有太大問題

‧無線投影使用不易，亦出現延遲

‧無線網路時常出現不穩定的狀況，iCan 學習平台亦是

‧網路速度太慢，可以再加強網路速度及穩定性

‧講桌老師專用的電腦在投影片播放時常出現當機

‧無線投影設備需維修，時常發生斷線

‧多台筆記電腦同時使用無線網路容易造成延遲的現象

‧無線網路的穩定度非常重要，需加強穩固性，讓數位互動學習

教室發揮學習的功能

筆記電腦

‧筆記電腦與投影機設備相當不錯

‧教室設備十分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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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影

配備

‧筆記電腦數量不夠個人使用

‧筆記電腦所配置的軟體不足

‧筆記電腦重量太重不易移動，可更換質量輕點的筆電

‧華碩的筆記電腦鍵盤不好打字

‧老師講桌專用的電腦時常停頓，非常不便

‧投影設備須加強

‧改善投影機有時出現無法播放的情況

‧希望改善多人上網就造成投影機延遲、無法播放的問題

‧設備出問題會造成師生困擾，架設需花費較多時間

其他設備

‧設備很完善

‧很好，希望 DVD 設備的播放模式與效果能更豐富

‧空調太冷

‧希望各小組討論都能配有一隻麥克風

‧設備的使用方式能夠標示在器材旁邊，如電子白板

‧教室空間應與上課人數配合，教室空間可再拓展

‧課程較少應用教室內部攝影機的經驗，希望能多作運用

‧常無法無線廣播到投影機

（三）如何使用數位互動教室使學習有助益

就問卷第四部份開放性問答第三題，依學生填答狀況情形歸納（見表 4-13）。

甲課程學生認為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讓幫助學習之方式涵蓋：結合線上教學系

統能夠發揮最大效益、多使用網路、數位學習系統 E-learning system、體驗學習、

多討論、分享小組活動、組間討論、多媒體互動如影片教學等。學生肯定課程應

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學習中教師的應用方式。學生指出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可

有別於一般上課方式的教學，並去滿足使用者所期望的學習；但也有學生提出線

上文字討論不如口頭討論的快速，認為用說的比較好。學生表示數位互動學習教

室優良的設備增進了上課品質，師生的互動多在於虛擬世界上，可加強配合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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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會更好，期望多利用這樣的空間與設備學習，開放讓其他課程使用或多

建立此類型的教室。

乙課程之學生指出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幫助學習的方式涵蓋：視課程內容

需要、配合課程的教學方法來使用、教室配備結合平台以利溝通、互動討論課程。

有學生肯定課程老師的教學應用；另有學生建議教室配備需要先有足夠的使用教

學、增加無線網路熱點，避免網路緩慢延遲的狀況發生。丙課程之學生指出使用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幫助學習的應用方式包括：以安排活動之方式呈現、透過 iCAN

的使用更有助於課堂上的發言討論、老師課程設計需和這些數位設備配合才能有

效益、小組進行討論與分享互動、有足夠時間去使用、體驗學習、多使用筆記型

電腦並加強筆電效能。學生肯定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應用於有討論需求的課程，肯

定此門課程學習應用的方式能夠獲得助益。

丁課程之學生指出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幫助學習的應用方式包括：硬體配

合課程使用、多媒體教學、即時繳交作業和上台報告的需求。學生認為要學習帶

來助益需要師生都很配合並充分利用，如上課前設備的準備工作、清楚瞭解設備

才能有效運用。學生肯定類似此門課程學習的應用方式。戊課程之學生指出使用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幫助學習的應用方式涵蓋：分組討論與網路學習共存、體驗學

習活動、結合教學方法和教室設備、每人配有電腦、配合課程需求、團體討論、

活動空間的需要、多人線上互動、實作需求、小班教學、影音教學。學生建議數

位互動學習教室之應用可以將多種不同的課程結合，也希望多推廣建置這樣的環

境；但亦有學生持不同意見，認為上課助益有限，舉辦活動的效益可能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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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如何使用數位互動教室使學習有助益之想法建議彙整

修讀課程

代號
意見彙整

甲

‧配合線上教學系統，兩者結合發揮最大效益

‧資管研討二課程的使用方式不錯

‧多開放讓其他課程使用，多建立這類型教室

‧多使用網路、E-learning system，或是可以體驗學習

‧可多應用於互動討論、分享小組活動

‧可作體驗學習、組間討論

‧讓使用有別於一般上課方式的教學，而是滿足使用者所期望的

‧目前如此使用相當不錯，但線上文字討論的速度可能較慢，覺得用口

頭討論較好

‧優良的設備增進了上課品質，但師生的互動多在於虛擬世界上，應可

加強配合傳統教學方式會更有助於學習

‧使用討論的方式對學習較直接有助益

‧課程模式可運用多媒體互動，像是影片教學方面

乙

‧希望地面插座的電源孔能拓大

‧先有足夠的使用教學

‧視課程內容需要來應用

‧教室設備配合線上學習平台，以利溝通

‧討論較多的課程適合使用

‧利用於需互動討論之課程

‧目前這門課程的使用還不錯

‧應該配合課程的教學方法來使用

‧無線網路熱點可更多，網路有些延遲

丙

‧以安排活動之方式呈現會更完好

‧透過 iCAN 的使用更有助於課堂上的發言討論

‧筆記型電腦應該經常使用，筆電的效能應再加強

‧須視老師課程的設計，若能和教室的資訊設備配合才具有效益

‧以分組共同討論，並有足夠時間去使用

‧有助於小組進行討論與分享互動

‧討論多於講授的課程內容較佳

‧體驗學習、討論課程之應用

‧像專案管理課程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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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教室的硬體配合課程使用

‧適用於多媒體教學；即時的繳交作業和報告

‧師生都很配合使用並充分利用

‧像人力資源管理的使用方式一樣

‧能自由彈性運用

‧課程開始前能將要使用的設備架設好

‧大家清楚瞭解設備後能有效運用

戊

‧體驗學習活動

‧上課可能助益不多，舉辦活動可能還不錯

‧分組討論與網路學習共存

‧透過教學方法和教室設備之結合

‧使每位學生上課都能配有電腦

‧多加以推廣，若小班教學偶爾會用到，一週前能有臨時借閱本能登記

‧配合課程需求加以應用

‧可做團體討論且具備活動空間

‧可以與多種課程結合，使課程內容更加活潑

‧課程若需要現場實際操作，學生更易吸收並有助實作經驗

‧多利用影音教學

‧多建置幾間如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這樣的環境

‧在師生與同儕線上互動的使用上有助益



97

（四）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整體評價

就問卷第四部份開放性問答第四題，依學生填答狀況情形歸納（見表 4-14）。

甲課程之學生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整體評價指出：相較一般傳統的教室學習，數位

互動學習教室除了增加便利性對於分組討論更能夠增加學習效率，整體上數位互

動學習教室對於學習有明顯幫助，在查找資料方便外，學習模式可依教師教學風

格變化有不同的變化，能增加學生學習興趣，優於傳統。另有學生雖對其教室持

肯定態度，但對於日前外賓來訪，其配備的穩定狀況不佳的狀況略顯失望，故期

望加強硬體穩定度。乙課程部分學生表示其教室投影方式對討論有助益，能增進

學習樂趣，希望日後有更多課程來體驗。

丙課程之學生對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整體評價指出：教室設備好，有助於教學

與學習，感覺只用了設備一半的價值，希望能再多運用，並加強硬體的使用效果。

丁課程之學生對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整體評價中表滿意，學生表示師生間互動溝通

較方便。而戊課程之學生對以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整體評價表示：肯定在其教室

裡學習方面的資料取得和儲存容易，有助於學習，能夠引發學生學習意願與學習

動機，並兼顧有趣且及效率，學生希冀學校能多幾間這樣優質且舒適的學習環境，

另有學生表示其教室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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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對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整體評價彙整

修讀課程

代號
意見彙整

甲

有 19 人給予良好評價，1人尚可

‧非常好且學習便利、即時搜尋資料方便、優於傳統

‧依教師風格變化甚大，甚為有趣

‧整體上數位學習教室對於學習有明顯幫助

‧相較一般教室，除了增加便利性，對於分組討論更增加效率

‧不錯，硬體穩定度應加強。如投影機，之前外賓來訪參觀教學即出現

狀況

乙

得到 20 人良好的評價，1人尚可

‧相當不錯，有助於討論

‧很不錯，希望有更多課程來體驗

‧蠻好的，增進學習樂趣

‧投影方面大家討論便利

丙

得到 13 人良好的肯定與滿意，1人表示非常方便

‧有助於教學與學習

‧教室設備很好，只用了一半的價值甚為可惜

‧很好，希望可以將硬體的效果發揮到最大

‧還不錯，確實有許多課程可以利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來上課

丁
有 23 人表示肯定與滿意，3人認為尚可

‧師生間互動溝通較方便

戊

有 25 人給予極好的評價

‧感覺很棒

‧在這間教室學習會引發學習意願與動機

‧非常好，教室環境舒適有助學習

‧感覺相當有趣且有效學習

‧高評價滿分

‧希望學校能多建置幾間數位教室

‧仍有許多進步空間

‧資料取得和儲存易，有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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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地觀察與深度訪談結果

本研究針對民國 95 學年度下學期，管理學院學生於輔大圖書館數位互動學習

教室修讀課程之五個班級深入觀察，徵得研究場所主管與授課老師同意，於課程

開始之前協助器材設備並實地參與觀察課程進行。觀察記錄工具乃使用數位互動

教室筆記電腦，記錄師生利用資訊科技配備教學與學習狀況、網路教學平台互動

的情形，配合觀察記錄單，每筆資料以課程名稱、觀察時間、教學媒體、心得札

記項目作為觀察紀綠單之架構，詳見附錄五。研究者與師生之非正式訪談資料以

及課程進行前中後之情境也以札記併至觀察記錄單中。依老師需要而使用其教室

之數位攝影機及數位編輯控制器錄製的體驗遊戲及課程活動，也作為參考分析之

用。

管理學院學生以圖書館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作為課程學習的環境，為深入探

究研究對象個人的學習體驗與使用感受，問卷調查之後再輔以深度訪談，以便完

整暸解學習者利用此教室學習的真實情意反應，補足問卷資料不足之處。資料分

析以訪談大綱題意與受訪者回答內容作概略整理，進一步暸解受訪者在數位互動

學習教室利用資訊科技設備進行學習活動的方式與管道，相較傳統教室學習的優

劣與差異之處，以探知受訪者使用資訊設備學習所感受到的效益與困難、數位互

動學習教室設備的使用情況，以及對課程規劃的建議及其教室的評價。

此節以質性之觀察、訪談，作為管理學院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學習活動之描

述與探討。概略以課程學習與科技空間應用之互動情形；科技學習之利用與障礙；

以及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需求與建議，三部份予以說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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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學習與科技空間應用之互動情形

資訊帶動教育創新，在師生互動、同儕學習間至課程內容的互動溝通，透過

資訊科技的輔助有多元的管道與學習型式，科技化設備與空間也關係著教學與學

習活動的改變。依據本研究的觀察，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課程在課堂進行前，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移動式桌椅可依師生需求自由變化多種組合方式，空間應用可

依老師教學需求支援多元的教學型態，如小組討論、專題發表、電影教學、體驗

學習等不同教學模式的應用。觀察五個班級於各課程進行前的準備工作大致相

同，課程代表會提早與教室管理人員協同準備課程需要的教學媒體配備，並測試

有線及無線投影、麥克風音訊及 DVD 影音設備放映狀況，於講桌放置一台老師專

用筆記電腦，將電腦畫面投影至電動布幕並檢視無線網路穩定連結以供教學，也

作為學生分組報告上台之用，後續到來的學生即至教室後方筆記電腦存放櫃領取

筆記電腦與滑鼠電源線，作為課程討論及網路資源查找之工具。

教室空間彈性的利用與桌椅便利的組合調整，使小組討論與課程安排達到效

果，如資管所甲課程為例，固定上課人數為 24 人，空間利用上即將桌椅重新組合

成八人一組的形式，以便課程進行小組討論及報告，每位學生配用一部筆記電腦；

老師則融入後面小組座位，以配用的筆記電腦連上 iCAN 平台進行討論及評分，並

導引出問題點讓學生作進一步的反思及回答，輔以使用電子白板清楚條例摘要，

整合學生思考的脈絡。老師的教學方案也曾以類似電視節目「料理東西軍」分組

競賽的方式，相同論點的學生聚集在同一組，不同觀點的三組使用無線麥克風進

行即時答辯。此課程使用輕鬆辯論的方式有助於同學思考和陳述觀點，並巧妙活

用教室互動空間與教學配備：筆記電腦、有線無線投影機、無線網路、移動式電

子白板、無線麥克風、校內教學平台 iCAN（觀甲 960312：21-26）。以資管所甲課

程、企管系戊課程為例，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進行課程與討論之空間應用方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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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2：

電子白板 講桌

為老師於聆聽小組報告所在位置，課程內容講授時則於電子白板前

圖 4-1 甲課程之教室空間應用

電子白板 講桌

圖 4-2 戊課程之教室空間應用

以實地觀察與深入訪談方法，研究管理學院使用數位互動學校教室上課的五

門課程，概以分組學習、體驗學習與電影教學三種學習模式，探討學生利用資訊

科技與空間達到互動學習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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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組學習

實地觀察管理學院五個課程，教師對學生直接授課之外亦均採分組合作學習

的方式，約以六到八個學生一組，人數較多的大學部課程則兩個學生使用一部筆

記電腦，小班制的研究所課程則一人使用一部。以教師針對課程主題講授的教學

模式為主，引導出議題讓學生思考，各小組進行議題資料的蒐集整理、討論、報

告，並於課堂透過學校的 iCAN 教學平台、管理學院 KMS 學習平台發表意見與討論。

另一種教學方式則將課程內容區分主題由各個小組負責，每一小組成員再分工負

責該主題的學習任務，透過資料的蒐集、組織及研討，並向老師及其他同學報告

展示。例如乙課程以議題組與個案組作為課程主題報告的分組，議題組針對倫理

主題進行相關新聞或議題綜合分析，個案組針對一個倫理主題蒐集相關的個案作

主題報告並引導討論。另外，老師也應用異質性分組的概念，異質性小組可因同

儕性別、身分、背景的不同差異列入考量，互為指導合作學習，例如丙課程，藉

由研究所在職生與一般生的異質分組，一般生就課本內容向在職生同學提出問

題，在職生則提出實務經驗分享，老師針對學生提出的議題更深入的討論，同儕

身分的不同在互動過程中能幫助理論與實務結合。

學生與老師的互動除了課堂面對面的授課討論外，也使用筆記電腦透過校內

網路平台 iCAN、管理學院知識管理系統 KMS，在課堂上與課後作即時討論、教材

分享、上傳作業、發布課堂公告等。學生表示與老師的互動一定會用到投影機、

筆記電腦，老師會預先將想授課的內容之教材以PowerPoint的方式呈現給學生（訪

J960718：3-4）。課程的互動透過 iCAN 教學平台非常方便，不論老師交待的作業

或是繳交報告都是透過這個管道，也正因為有這樣的平台使師生溝通更不受課前

課後的時空限制，學生隨時有什麼意見就可以即時上去與同學和老師交流（訪

B960626：50-51）。「在上課的時候 PO 些問題上去 iCAN，老師都會要求每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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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一台電腦，在上課的時候就可以利用電腦去查詢瀏覽老師的問題並回答他，

老師在課程進行中也會適時提出一些問題，你也可以利用筆記電腦即時的去找答

案」（訪 A960614：3-6）。

學生與課程內容的互動方面，課程內容的相關作業與專案製作也會透過教學

平台進行，以戊課程為例，教師除了課程知識的講授外也利用管理學院的 KMS 平

台做為互動，教師要求學生分組完成創新一項產品的期末專案，學生須把自創產

品的所有資訊作知識的組織及儲存，為產品建置網站如內外部知識的建構、顧客

意見的反饋、線上訂購等，使網站成為一個管理的部份。受訪者 K表示上課都會

利用筆記電腦、網路和 KMS 知識分享平台，來報告每一組專案進度（訪 K960719：

4-6）。各組發揮創意創新產品，如：懶人時尚沙發、電子球場、Easy life 購物網

站、電子球場、女性專用計程車、卡神策略顧問公司、垃圾處理機、水果燒餅。

學生將網頁建置於 KMS 平台隨時更新資訊，因此學生會透過網路尋找相關資源並

參考老師上課授與的內容，不斷與同學討論想法及對產品網站進行更新。學生認

為利用教室配備進行學習不只是在課堂上對老師授課內容方便進行筆記製作與簡

報，特別是筆記電腦佔重要的部份，幫助學生連結到 KMS 平台快速的進行作業。「一

來它可以讓你非常快速的更改我們的作業，也可以進行修正，二來可以讓我們非

常方便的去收集所有的資源，來供我們上課所需要的東西」（訪 J960718：73-74）。

科技化學習配備輔助學生進行知識建構與產品創新並融合教師授課之管理內涵，

經由合作學習完成期末專案製作並呈現，超越書本的學習體認，可幫助學生對課

程知識整合性的吸收。

透過資訊設備的輔助，對課程內容能即時獵取額外知識、節省時間，並方便

地呈現報告。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所提供的三十台電腦，使分組討論與報告更順利

完成，每個人都可分工擔任不同的任務（訪 I960717：39-41）。受訪者表示上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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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筆記電腦，利用網路搜尋資料、找答案、打報告檔案、上傳意見，也會利用

投影機投上去與大家討論（訪 A960614：38-39）。課程內容的互動在分組學習顯而

易見，學生透過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內的筆記電腦與三部有線、無線投影機，可依

據想要呈現的效果使用不同的投影組合，無線投影的模式下可呈現 16 部電腦的影

像，利用筆記電腦所安裝的 Wireless Manager 軟體，可使多部筆記電腦投影至選

擇的投影機，並有多部放映模式、局部選取放映、切換放映等功能以供選擇，有

助學生小組報告內容的呈現與組間討論的對照比較。如受訪者 A十分認同投影與

其他配備所帶來的學習及互動便利，特別檢視比較各組答案與報告的時候，可同

時投影上各組答案及其他部投影機，或是老師在講解課程需要呈現不同資訊，都

是很好的應用方式：「可以同時利用投影設備的效果，去做組跟組之間討論的比

較，加上它前後都有白板，老師在上面投影或另外寫東西都很方便。桌椅擺放的

方式讓你輕易就可看到三個投影螢幕的情況，所以我覺得這點在互動方面來講是

蠻好的，尤其是在討論的時候可以同時投影上很多組的答案」（訪 A960614：

27-30）。

觀察甲課程之 Case Discussion 討論情形，學生會翻閱課材 case 詳讀並使用

筆記電腦連上網路找資料，組內相互討論後，以 PowerPoint 記錄組內同學的意見

並上台簡報（觀甲 960319：20-22）。分組討論進行議題探討時，老師將議題利用

筆記電腦至 iCAN 平台發布討論，非報告組同學邊聆聽報告的同時也能一邊隨即將

意見及疑問丟上平台討論，亦或課後再到平台針對議題發表想法，可謂是同步與

非同步學習結合的巧妙運用。學生在課堂中與老師及同學有面對面的討論與互動

之外，輔以筆記電腦於網路學習平台的討論，使學習環境擴大，結合傳統教室學

習與數位學習，可說是混合式學習的融合。「老師上傳到 ICAN 的時候，下面的同

學就已經在對這個議題在做回饋的動作，上面的同學還是繼續在報告他的東西，

這不會造成一種 delay 的狀態，應該是說同時進行非同步式的討論」（訪 B96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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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5）。課程學習的時間有限，除了小組同學報告，其餘學生聆聽之外，同時也

能利用筆記電腦與學習平台提出疑問深入討論，使學習時間達到最大效用，「分小

組來報告主題，其他同學可以在下面回答問題，不是報告組的同學也可以用這平

台來問問題，我覺得大家都有自己可以做的事，可以讓時間上重疊的去應用」（訪

E960704：38-39）。

筆記電腦與無線網路使資料的搜尋便利，教師可引導學生進一步知識探索，

主動即時解決課程問題。例如甲課程，老師詢問學生與課程相關的定義問題，學

生未能有確定的答覆，老師便指引同學利用筆記電腦上網至 Google 或 Yahoo 知識

+查詢（觀甲 960312：25-26）。「就我的學習經驗而言，老師若是在課堂上提問了

一個我沒聽過的名詞或問了一個問題，我可以很即時的到網路上找相關的資料」

（訪 I960717：36-37）。而丁課程學生提到「老師有叫我們查哪間公司它的股價，

每間上市公司股票的資訊，可以即時就上網找 yahoo 股市搜尋」（訪 G960705：

29-30）。根據 iCAN 平台課程討論區的觀察，學生在小組報告同時，老師也在 iCAN

的課程討論區提出一些報告資料錯誤及疑問，拋出問題癥結及值得討論的部份作

見解，對名詞解釋或相關問題的探討即刻搜尋網路資源提供參考連結，例如小組

在報告 RSS 主題內容，老師發現學生在報告內容認知有所出入時，隨即在網路查

找 RSS 的意義並補充在 iCAN，針對報告提出問題，適時的回饋與解惑。在甲課程，

同學在課程平台討論區拋出 Web 2.0 vs 3.0 的異同與技術演進的疑問，老師旋即

利用英版 Wikipedia 搜尋 Web 3.0 的意涵，提供連結幫助同學瞭解討論主題的名

詞釋義，引領同學加入討論。正因為網路資源的連結與討論如此一蹴可幾，使學

習從單向轉為雙向的溝通交流更為活潑：「上課就變得很靈活，你找資訊的話，對

外界資訊的連結就會變得非常迅速，從單向學習轉變為雙向的學習，就像是一個

大家在互相交流座談的感覺，老師也可以比較瞭解學生的想法」（訪 G960705：

86-88）。老師於學生報告中在課堂上隨時給予意見，另方面同步利用 iCAN 即時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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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對於教學目標的體現與問題的即時釐清有極大幫助，師生間討論與課程內容

的互動達成更為良好。

師生互動在傳統面授式學習中較不易拓展，老師與學生面對面提問問題、發

表意見，但並不是每個學生都能侃侃而談。若學生想表達的意見與別人相左或較

有爭議可能會怯於表達，「這種想法通常是會去激發比較多議題的東西及答案..這

種聲音在面對面的方式就比較難出現，如果利用資訊科技的話，其實是有辦法把

這種聲音提出來」（訪 B960626：45-46）。網路學習環境使課程進行能即時查找資

料，亦獲得全面性的資訊，相對學生在問題的提問、回答之思維邏輯與用字遣詞

方式會再經反覆思考，有助於個人思維的訓練。例如受訪者 E表示課程學習中可

以隨時在網路上找到很多資源，所以在回答問題或提問題上可以針對主題找到比

較多的資料來瞭解，會有比較優質的學習，發問的問題會比較有深度，回答也比

較容易（訪 E960704：39-41）。受訪學生 D認為對於課堂上老師與學生面對面的討

論的內容都可利用筆記電腦以電子化的方式即時記錄下來，能促進反思學習，「你

要再回去看你的報告內容的時候就很方便，那你學習就很有效率，你就可以隨時

隨地去看你曾經講過什麼話，然後你的觀念是怎麼想的」（訪 D960703：34-36）。

言詞的組織能力、意見表達流暢度較差的學生，可能會擔心回答的不好而備

受老師及同學的注目，對於一些害羞內向、不習慣主動發言的學生，網路平台不

失為一個能隨時隨地闡述自己想法的天地。「直接舉手發言的話，大家的焦點就會

放在那個人身上，有些內向害羞的同學可能就是怕焦點會聚集在他身上，就會比

較不敢舉手，用Notebook 的話就可以直接講，也不必擔心大家會往他那邊看」（訪

C960627：26-28）。受訪者 E提到自己個性較為內向，直接面對老師易緊張，上課

時用筆記電腦發表自己的疑問或是回答同學的問題，可以避免與同學及老師面對

面而不好意思的情況，且能有更多時間去思考組織發言，覺得這樣的討論環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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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比較可以暢所欲言，「如果用這個平台的話就比較沒有這種緊張感，如果有什

麼問題要問，用文字講可以有比較多充足的時間思考要怎麼問比較好，怎麼講會

讓老師清楚的瞭解」（訪 E960704：7-9）。亦有學生表示利用 iCAN 平台討論在思考

上雖然較有憑有據，但在已明定討論時間的時候，課程的氣氛較為安靜，而同時

線上平台上討論卻是熱烈的，較喜歡大家真實互相討論及辯論的感覺（訪

D960703：4-7）。

配合合作學習的策略，學習者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在課程進行間不斷

的與同儕互動以的小組報告、及課程問題之解決與討論，共同協力完成指定之任

務。合作學習使同組的學習者彼此能相互合作、集思、分工，有共同的使命感去

完成學習目標與任務，並能達到學習之氛圍。學生認為 iCAN 平台讓合作學習變得

比較容易，可以同時很多人一起提問、回答問題，等於是有一個共同的場所，讓

大家的意見都可以聚集在一起（訪 E960704：41-43）。學生以分組為座位，彼此間

的互動會比較密切，如此的互動學習會比一般教室學習更能得到效果（訪

H960716：8-10）。共同合作學習使組內成員彼此互賴及信任，促進同學間想法交

流與互動溝通機會，聆聽其他人的想法，累積不同的見解有助於學習成長，增加

情感緊密度，締造有效的互動。「朋友之間的互動也會變得比較好，因為兩人共用

一個電腦，有問題的時候會互相先討論，找不出解決方法的時候，可以跟對面兩

人或旁邊的兩人討論，就變得有比較多溝通的機會」（訪 K960720：28-31）。受訪

者 J便提到在課程進行前學生合力把設備架好，一起討論先前作業的進度內容，

老師平常給同學們作業也會引導小組間要進行團隊合作，不論是分組討論、做筆

記或體驗學習，以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資訊配備結合小組內的合作學習，可深刻

感受上課愉快的氣氛：「像課堂做筆記的部份，我們會一個人負責一段，像作遊戲

我們也會一個人負責一部份，就可以很快的進行。Notebook 我覺得是團隊合作的

一個重要工具，我們隨時都可以在線上更新.. 所以無形中它結合了我們六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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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下課之後大家也會稍微留在那邊進行一下討論，我覺得變得整個班級上課

和經營的部份，那個氣氛很棒」（訪 J960718：41-43、52-54）。

分組學習雖能促進團隊合作，有些學生學習專注力不足，而有影響組內他人

學習狀態的負面情形。「變得過於小組化，一群人容易玩在一起，比較不容易專心

在課業上，有時候老師講什麼可能我們這一組的人就會沒聽到」（訪 F960705：

12-13）。因此老師在合作學習也採用小組互評及自評的評鑑方式讓學生反省彼此

之學習狀況，如甲課程及乙課程的互評及自評表。學生不僅能反省小組內成員的

貢獻與努力程度，也是對自我學習表現負責，避免出現「少數人努力，全組分享」

的情形，審視自己與同儕間的學習態度，有助於提升學習效果。受訪者 C便提到

老師於期末在 iCAN 平台提供同儕互評表，依據學習過程在小組報告、負責部分、

提問及補充問題等項目，請學生寫上推薦人及評分，使學生有鞭策自己積極學習

的動力，「因為有這種同儕互評的分數，所以一些比較想拿高分的同學在發言上面

就會比較積極，可是很少不積極的同學，因為你不積極，分數也會被評很低，自

己也會有一種動力」（訪 C960627：18-20）。依據研究觀察，甲、乙及丙課程評分

有一部分以學生在 iCAN 平台參與發言來計算，發表愈多文章即得分數比較高。丁

與戊課程也採用發言計分的方式，發給學生名牌及發言卡，老師可認識同學、掌

握出缺席狀況及隨時評量，學生也有爭取增加組內及個人分數機會，更積極發言

討論，有助對課程主題踴躍參與。「發言次數就是給我們五張牌卡，老師覺得我們

發言好就收一張牌回去計分，所以大家每次都會很認真發言」（訪 G960705：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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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驗學習

管理學院的課程教學內容除了每週不同的討論主題及小組報告，近年的教學

也帶入體驗學習的概念，老師們也安排了許多體驗式的學習活動，在輕鬆的遊戲

氣氛中，將體驗學習所觸發的經驗與課程理論結合，帶領學生瞭解課程內容的意

涵並引發多元思考。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互動空間即是一個能實行體驗活動的環

境，可自由移動收放的桌椅能隨著體驗活動所需的空間作應變，輔以教室內現有

之資訊科技與多媒體配備作為體驗活動實行的工具，學生以小組合作與競賽方式

涉入體驗活動所規劃設計的情境與規則，老師及帶領人以引導的方式讓學生置身

情境及團體互動的學習歷程，暸解當時自己的作法思維與團體他人的差異性，透

過具體經驗來反省思考。實地觀察管理學院五門課程所帶入的體驗活動，例如丙

課程的「齊眉棍」與「成語拼字」、「蝴蝶、蜜蜂、蜻蜓」、戊課程帶入「剪三刀」

與「造大橋」等，都是非常好的學習體驗。戊課程的上課人數為 33 人，下圖 4-3

為戊課程「剪三刀」體驗遊戲的教室空間與資訊器材應用情形。

圖 4-3 戊課程體驗活動之教室空間與配備應用情形
筆記電腦：小組溝通訊息 盒子：內置紙張

電子白板 講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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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知識分享相關的「剪三刀」，老師藉由體驗活動請學生寫下活動帶給自己與

整個團體的心得反饋，引導學生的個人省思，例如教師讓學生體驗個人的犧牲可

換來全班加分的精神，並體驗知識分享的重要性─真正的活動成功不在於一個人

的成功。教師由體驗活動點出知識管理與分享的理論，讓學生更能深刻體會其中

課程的概要。據受訪學生 J 表示剪三刀的體驗遊戲帶給她很大的領悟，老師規定

每個人都是不能交談的，只能透過一台筆記型電腦作交流分享，因為遊戲規定的

限制而害怕，就會做得綁手綁腳的，最後全班都沒有加到分也沒有在時間內完成，

「那個體驗學習會讓我感受到對於外在會有一定規定與規範去壓抑我們，但是這

些規則規範我們不能看得太死板，你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或許它可以提供給我們

很多不一樣的東西..如果活一點去看東西的話就有不一樣的視野」（訪 J960718：

181-184）。

舉戊課程「造大橋」的體驗遊戲為例，學生必須思考整體橋基、橋身、設計、

穩固性等並在活動的規定限制下完成任務。小組在進行中有的因意見不同而拌

嘴，有的小組達成共識逐步完成，各小組成員分工合作進行構思、實作、創意，

整體學習過程是輕鬆愉快的，創作的成品讓學生感到成就感。小組合作的體驗活

動，學生也可經由觀察模仿他組的創意，作為自己構思學習的參考，如觀察各小

組也會有觀看他組的創作情形出現，最初的構想即會慢慢修正，組員意見的加入

也愈來愈有小組的想法與共識。小組組員組成的份子會影響成品的創意；有的小

組會仔細計算紙張張數要做什麼規劃；有的小組則傾向成品完成，互動較為不頻

繁；有的小組討論的很活躍卻也最有創意。在創作時間結束後，老師要所有同學

起來觀看各小組成品，學生透過觀看討論來瞭解他組作品背後的想法。體驗活動

的反省分享是最重要的部份，各小組分享設計橋的概念、命名、創造過程與心得，

老師請學生拿出個人起初設計的橋，比較與組內完成的作品的相同與差異，由其

中獲得省思，並帶入教學主題─組織的知識創造。配合投影片講解，老師帶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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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回想體驗活動創造的過程，最初個人想創造的大橋與最後小組完成作品的異

同，經過團隊合作，小組每位學生的想法及創意之間會有差異，個人與團體間如

何透過溝通、互動，將個人的創意發揮並完成任務，也是這個體驗活動中老師想

要學生去體會領悟的課題（觀戊 960419：45-65）。

在上述造大橋的體驗遊戲，老師觀察到組員性別的差異，受訪學生也感受性

別與思考及認知之間的關係，而團體間彼此溝通協調以完成任務。「女生比較沒有

結構的想法，就是漫畫中的那種橋，以為兩根在下面，上面鋪個平的再用個拱就

好，有組全都是男生就比較注重結構還有基礎，所以做出來的橋不會說不穩，那

時候就呈現出每一組的差異還蠻明顯的」（訪 K960719：60-64）。「主要就是考驗我

們的創意還有團隊合作的能力，就是大家要在那個造大橋的時候怎麼去彼此溝通

協調，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你要怎樣協調好讓大家一起在時間內完成你

們的橋」（訪 J960718：187-189）。而丙課程的體驗學習中，受訪者 A認為體驗學

習能讓自己猛然發現一些沒有發現的事情，可以從體驗學習裡面去體會想表達的

那些東西，感覺像是從作一件事情當中，去突然瞭解到另一件事情，「是一種很微

妙的體驗，是還蠻好玩的啦！因為體驗學習是遊戲活動，大家都會很認真去做，

所以那個效果其實是蠻好的，帶的遊戲大家都不自覺就認真了，像第一個蝴蝶遊

戲：這是蝴蝶、那是蜻蜓、這是蜜蜂，是看發音「這、那」去判別，可能有些人

會注意到動作的差異」（訪 A960614：121-123）。

就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作體驗活動所帶來的學習感受方面，學生認為數位互動

學習教室比較能提供實作的環境，空間便於讓學生站起來走動，由「做中學」所

得到的經驗比老師直接跟學生說結果，更容易快速去領悟到所影響結果的原因（訪

K960719：65-68）。受訪者 J表示喜歡體驗活動這樣小組式的合作，學習與人的相

處模式，是平時一般教室學習少有的，「體驗學習我們也是小組小組的進行，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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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生與學生之間彼此的交流，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從來沒上過一堂課是

可以跟同學這麼接觸 .. 要一起動腦啊一起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覺得那個緊密度和

一般教室是差很多的」（訪 J960718：44-45、48-49）。

另外在丙課程期末之體驗學習活動中，其活動之精神在於各小組成員各有賦

予的任務指示與限制，須透過主動溝通與分享，才能取得任務的成功。體驗活動

結束後老師與活動帶領人也引導學生說出在遊戲過程中感受了什麼？怎樣做會在

更快的時間取得？學生可以從體驗活動及過往的經驗分享，去思考感受每個角色

的差異。在這樣的情境中對自己與團隊反思，清楚顯現出專案管理團隊中角色間

的任務關係，特別的是丙課程學生即是採用碩士一般生與在職生異質分組的方

式，在體驗遊戲的領悟的理論與實務上能與課程作巧妙的銜接與解讀，即是此體

驗活動的精隨。

（三）電影教學

將電影作為創新教學的媒介也成為灌輸學生課程知識概念的方法之一，管理

學院的課程學習內容也帶入「管理電影院」的教學模式，不只單純觀賞影片，激

發學生批判性思考與課程議題的內化學習更為重要。觀察資管所的乙課程即是將

倫理主題與電影結合為主的例子，以「安隆風暴」、「搶錢大作戰」、「永不妥協」、

「驚爆內幕」等影片，小組報告需引出影片內有關企業倫理的議題帶領其他同學

思考。例如其一小組以「銘謝吸煙」為報告倫理報告主題，報告小組先以投影片

作劇情與人物簡介，部分小組成員在教室後方控制小間的 DVD 播放器待命，與報

告成員配合暫停講解與播放，該報告組預先將想呈現的片段剪輯成 40 分的光碟。

這種合作學習方式相當引起同學共鳴，並在氣氛輕鬆愉快帶出劇中倫理議題的探

討（觀乙 960430：42-45）。小組報告以影片播放為題材，學生蒐集與課程主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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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影片，剖析出可與同學一起探討的議題，即是一種反思學習的過程，利用多

媒體媒介與學習內容連結，經由小組化的討論與個人心得的啟發，有助同儕間的

互動。

因應電影教學可能會縮短師生討論時間，教師也作課程時間規劃，在乙課程

裡，老師即安排一週課堂播放電影教學並請同學回想印象最深刻的情節，下一週

再深入討論電影與課程的關係，也可延伸課後網路平台的討論。學生表示以電影

為學習方式相當不錯，雖然需要時間上的管控，但是可利用平台課後討論，在小

組報告的經驗，利用剪輯的技術將兩小時的電影剪接成一小時，並深入瞭解電影

的大意以便於報告流程之安排，整個課程流程的安排師生都要做功課，針對電影

不懂的地方馬上做補述的動作，以深入瞭解電影帶來的寓意（訪 B960626：

98-100）。管理學院使用學校 iCAN 及管院 KMS 系統作心得分享及課程延續討論的

平台。例如丁課程播放「誰是接班人」影片，老師指示學生將心得報告上傳至企

管系 KMS 平台（觀丁 960418：35-36）。其課程學生認為學生的心得資料不應該只

是上傳至 KMS 平台的課程資料夾裡，「資料就只有上傳的話可能太單調，要做一些

統整、評述，就是做一些整理，不然就會變成只是一個資料夾，大家把資料丟進

去而已會很雜」（訪 G960705：38-40）。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影音放映設備配合前後共三個布幕投影，在電影教學的

觀賞上，學生不論在何種型式的分組座位上，都可以自由移動座椅取最佳的觀賞

視野。受訪者 A肯定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應用電影教學的效果。「這個教室可能看

電影的效果會比較好，因為前面一個投影機，後面也兩個投影機，會看得比較清

楚」（訪 A960614：51-52）。戊課程之企管系學生也表示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帶入

多媒體的教學模式，影音設備齊全及舒適的環境，學生也比較能融入情境，由電

影去分析管理的本質。「在上課穿插電影我們看完之後給我們一些方向，讓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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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方向去做分析跟探討，然後來看看管理的本質，像我們上次看的『把愛傳出

去』就算是管理電影院的一種教學方法」（訪 J960718：32-35）。

二、科技學習之利用狀況與障礙

實地觀察管理學院五個課程利用情形反映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科技化環境支

援師生教學：筆記電腦、有線無線投影機、無線網路、無線麥克風、電子白板、

印表機、DVD 影音放映皆為課程所必須使用之資訊配備。為避免課程過程中之障

礙，授課老師在初次課程即請圖書館專業人員提供使用說明（研究者亦為圖書館

工讀人員協助操作示範）。課程使用最頻繁的設備包括有線無線投影、筆記電腦、

無線麥克風、無線網路之使用。課程進行教室利用教育時，工作人員協助各組學

生操作配備與問題排除，學生感受使用筆記電腦無線投影可至不同投影機呈現於

不同的電動布幕，對教室配備感到新奇（觀丁 960321：36-38）。對於設備操作練

習方面，受訪者 J認為教室利用教育是必要的，需後續的輔導仍有必要；受訪者 G

則認為教室利用教育需要在講解時，應多配合學生親自實際操作以加深印象，而

在課程中碰到問題無法排除，仍會傾向找教室管理人員處理（訪 G960705：83-85）。

受訪者 I認同教室利用教育的好處，讓學生瞭解教室器材的擺放及操作的說明等

等，以致在學習使用起來並沒有覺得困難的地方。

根據觀察及訪談資料反應，學生在課程學習應用資訊配備的操作上，最有問

題的是投影放映及無線網路。有線/無線投影及 DVD 放映在學生分組報告及教師教

學也經常有使用的機會，尤其在無線網路連線訊號強度不穩定的時候，老師專屬

的講桌筆記電腦即會改安裝有線放映，避免課程進行時無線投影的訊號中斷。無線

投影讓學生感到困難的原因，在於無線投影軟體的使用。根據觀察學生在操作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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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軟體時易迷失在軟體介面的功能項目，筆記電腦無線投影需利用筆記電腦內

的 Wireless Manager mobile edition 軟體，在多部筆記電腦的投影放映上，須

選擇較穩定的無線網路連線狀態，再確認軟體與投影機連結通訊之狀況，並判斷

是否有它部筆記電腦已取得投影機之控制權，選擇欲投影之機器：60NTU-C 位於教

室上方中間，30NTU-R 位於教室上方右邊，30NTU-L 位於教室上方左邊的投影機。

使用有線投影顯示筆記電腦螢幕畫面的操作，必須接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內地板插座盒內

的RGB插座，按投影遙控器 PC鍵，再按筆記電腦Fn + F8 兩次即可顯示電腦畫面，若

欲顯示DVD放映機畫面，則按投影遙控器Video鍵。以下為 Wireless Manager mobile

edition 軟體介面功能：

資料來源：輔仁大學圖書館（2007b）。資訊素養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教室設備。
上網日期：2008 年 1 月 18 日。網址：http://140.136.208.7/js812/

觀察課程間學生使用無線投影情形，學生在自行拿取筆記電腦後進行小組討

論及報告，老師希望小組同學在各自分組的座位上練習無線投影的機會，將討論

或報告內容用筆記電腦無線投影到布幕上呈現出來，學生對於以筆記電腦內使用

無線軟體投影的操作步驟最為不熟悉，常依賴講桌的筆記電腦作有線投影。學生

的使用習慣、怕麻煩心態不易改變，例如受訪者 G提到「一開始覺得那三台投影

機可以蠻方便的，可以不用離開座位就可以報告，不過後來因為操作比較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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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又變回傳統式的那種報告方式」（訪 G960705：25-27）。學生認為使用講桌

筆記電腦投影較習慣且方便，由於報告是分項負責部分，在資料整合上如果以組

員各自的筆記電腦作切換投影來進行個別報告，是相當浪費時間的（訪 C960627：

64-66）。

使用科技化配備進行學習，不僅教師須對資訊科技工具融入學習的應用需要

深入暸解，學生對電腦網路設備的使用也須具備基本素養的認知，在以資訊科技

進行學習的利用上能減少困難的發生。據觀察仍有少數學生較缺乏這方面的素

養，曾有學生在課程進行時向研究者求助筆記電腦無法上網，其問題發生之原因

為筆記電腦的無線網路燈號並未開啟（觀丁 960328：22-24），甲課程一位學生於

課程結束後反應所使用的筆記電腦找不到無線網路，仍是無線燈號未開啟的問題

（觀甲 960416：30-32），顯示仍有某些學生在使用筆記電腦無線上網的觀念不足。

即使訪談有學生認為資管相關科系對於資訊科技設備的使用較熟悉且得心應手，

部份學生認為對於平日不常接觸使用之設備仍有困難，而課程需要使用的時候就

讓給會用的同學去操作。「我們本科系對電腦比較熟啦！其實沒有特別的困難或焦

慮，我們每天都在架投影機覺得還好，用無線投影那些其實教一次就會了」（訪

D960703：45-46）。「我們是資管系的對資訊科技設備的使用方面都還蠻容易的，

電腦方面會比較熟」（訪 E960704：61-62）。「無線網路會..那種比較麻煩因為不是

平常會接觸到的，就蠻有困難度的..無線投影其實也不是很熟悉，靠幾個會用的同

學去用，如果叫幾個不會用的同學也不知道如何能讓它開始動作」（訪 E960704：

66-68）。當設備使用不若預期時，學生會有束手無策之情形，對於設備相關的軟

體操作也略顯生澀。「自己有操作過，但有時候會碰到一些障礙不知道怎麼排除....

無線投影線路不太穩定吧！不太確定，明明就照著步驟做可是它就是連不上去」

（訪 F960705：31、35）、「它的無線網路跟數位投影機的無線通訊有專門的軟體要

去操作，這部分我們都不會操作沒有學過..筆記電腦開機較慢，要重整硬碟」（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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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60716：41-44）。在丁課程的某次分組報告，學生本想用組內筆記電腦投影三部

投影機呈現報告，卻因無線訊號抓取不穩，而改至講桌的筆記電腦，學生因不熟

悉表現焦慮並請工作人員代為操作投影，經指示後，學生能自行操作，也成為學

生的一個學習經驗（觀丁 960411：32-34）。

受訪者希冀圖書館能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配備都有個使用說明書，讓老師

學生能夠先熟悉資訊配備的使用方式，在往後教學也不會浪費太多時間在器材上

面（訪 F960705：52-53）。受訪者 J為課程代表，對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網頁表示

剛開始上課之前都會去看一下，稍微複習設備的操作，後來較為熟悉課程該做的

準備流程就沒再去瀏覽，有問題即請工作人員幫忙（訪 J960718：127-128）。據實

地瞭解，圖書館已編製一本教室使用手冊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講桌抽屜，有詳

細圖文說明，教室內每部筆記電腦桌面均設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網頁連結，網頁內

容有各項配備的使用方式及照片，但一般人親自參閱瀏覽的情形並不普遍，遇到

問題大都會直接求助工作人員。

筆記電腦、無線網路及投影設備為學習者最直接的輔助工具，相對它的軟硬

體配備與網路的功能更是不可或缺，利用資訊科技設備學習若發生問題，教學及

報告時間與流程管控上也難以掌控，將帶給學習者焦慮感。如部份受訪者指出無

線投影、無線網路連線、筆記電腦狀況等相關配備的不穩定，影響學習活動之進

行。「一開始我們都是用無線的，因為無線的其實不太穩，常常上課上到一半它就

會阻斷掉，就會很難回復，後來我們就改插有線，所以我們幾乎都是用有線的比

較多，無線的用法我都忘了」（訪 J960718：123-125）、「有時候開機之後網路不能

連，在這間教室我就有用過無法連上網路的電腦，那堂課我就沒連上 iCAN，當然

也就沒有辦法參與討論」（訪 E960704：21-23）、「投影機的操作非常複雜，有請相

關人員出來，不過還是常常覺得就是使用起來沒有很流暢。有些筆電有時候會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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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USB，還有會跳出使用者帳號密碼的視窗就比較麻煩」（訪 G960705：33-35）。

硬體損壞、軟體格式不支援、資訊安全疑慮、網路系統不穩定狀況的發生，

都會影響學生學習感受與老師教學活動的進行，維護管理相形重要。例如丁課程

在分組討論時，第一及第三組學生使用組內筆記電腦無線投影到教室上方左右兩

部投影機，但訊號不穩時而畫面消失，只好改至中間投影機於講台螢幕投影（觀

丁 960321：29-31）。某組學生報告時，無線投影也出現訊號瞬斷，報告被迫中斷，

學生請工作人員前去幫忙處理，檢視筆記電腦之無線網路訊號強度，將目前訊號

強度低的 JS812B 改為 JS812A，把無線投影軟體重開，再重新抓取中間投影機訊號，

即解決問題（觀 E960412：35-37）。學生反應課程上或課程結束後某部筆記電腦有

重複開關機、自動關機狀況（觀丁 960411：35-36），也有學生提到課程結束後有

時須等筆記電腦跑完更新才能關機，且更新時間過久（訪 J960718：82-83）。學生

焦慮的問題也包括：害怕筆記電腦使用會中毒、輸入帳號密碼會資料外洩等資訊

安全問題（訪 C960627：99-100）、對 iCAN 平台介面的陌生（訪 E960704：61）。

管理學院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皆配合校內學習平台輔助，學習平台的介面

與穩定性也會影響學習。例如受訪者 E談及 iCAN 的介面不是很好瞭解，如作業的

上傳、討論區的使用，有些功能是需要時間去熟悉，在一開始使用上可能會有排

斥感，若碰到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無線網路不是很穩定的時候，而需要繳交作業或

是在線上提問，發現它不能連就會感到慌張（訪 E960704：10-13）。根據觀察，學

期中使用新版的 IE7 瀏覽器，校內 iCAN 討論區正常的發文會產生一些問題，對線

上討論、報告 PPT 與教材檔案上傳下載、課程訊息獲取造成不少的困擾。學校公

告解決辦法，老師協助學生電腦瀏覽器設定，無法設定成功的學生也在其他同學

協助下正常使用 iCAN（觀甲 960423：42-45）。為節省時間，教師希望圖書館工作

人員能將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內的筆記電腦做必要的設定或安裝必要的 plugin 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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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改善筆記電腦每次重開機或自行更新的情況（觀甲 960321：36-38）。教室配

備與學習平台穩定的使用對於課程學習而言是為重要的環節，課程前的規劃與維

護可避免在課程活動進行時浪費過多時間，但工作人員是否能全職提供機動性的

服務也是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運作的重要考量。

觀察管理學院課程學習帶入「管理電影院」的電影教學方式，配合數位互動

學習教室的影音放映設備可支援教學。影音設備及軟體所支援播放格式方面的問

題，須有事前確認的準備，避免無法順利放映之狀況發生，以便及時找其他媒體

與課材替代。學生反應在小組報告上遇到的阻礙：「它提供的電腦設備有時無法支

援我們的播放格式，像是有次報告的時候，準備一些影片卻播放不出來，那個格

式好像是連 Power DVD都沒有支援到的，後來就沒有放那段影片」（訪 A960614：

72-75）。乙課程某次課程教學影片，老師提早至教室欲使用錄影帶調整播放片段，

發現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無 VHS 機器，而因教室內 DVD 放映機區碼的問題亦無法播

放，後來透過講桌筆記電腦之 POWER DVD 軟體才得以順利放映（觀乙 960416：

18-20）。一小組以影片「北國性騷擾」作為報告內容，有鑑於筆記電腦使用無線

投影播放影片，訊號可能有延遲狀況，學生即改接有線投影但卻無法投影成功，

小組成員開始覺得焦慮報告時間不夠，轉而用教室後方控制間的 DVD 放映機播放

（觀乙 960409：25-27）。在課程播放電影「安隆風暴」前，學生曾詢問如何操作

播放 DVD，初次播放顯得不熟悉，但也甚少主動去瀏覽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內的使用

手冊（觀乙 960312：35-36）。學生雖已有使用影音放映設備經驗但熟悉度仍不夠。

受課程進行方式影響，對於影音播放的次數也多，初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影

音放映設備，不論師生都需要花時間熟悉，而至後期課程進行，師生已能得心應

手的放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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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配備的運用，也須配合教師教學過程中之引導。如丙課程的應用情形，

課程進行中老師引導學生可將報告資料投影到三部投影機呈現，報告同學以無線

麥克風於電子白板詢問同學見解，並將其他同學提出的意見問題書寫下來，其他

組同學則用筆記電腦上 iCAN 平台下載報告檔案觀看、搜尋網路資源以及參與平台

線上討論，老師適時講解與提問問題，他組同學可至後面白板表達自己想法。課

程將結束前，報告小組欲列印電子白板書寫的內容，但電子白板附屬的印表機墨

水短缺無法列印，老師告知學生可利用隨身碟 USB 存取圖片檔，上傳到 iCAN 平台

分享給其他同學（觀丙 960515：20-26）。這個觀察現象反映教師引領學生使用數

位互動教室設備，使教學活動不限舊有紙本式的授課，課程進行中擷取網路資源

的即時性與豐富性比一般教室便捷許多。而學生也面臨龐大資訊量的挑戰。「即時

性是優點也是缺點啦！因為資料傳遞太快、資料很多，一次太多問題或回答出來，

你又不知道他問題回答的正確性怎樣，你收到資訊的正確或不正確要自己去評

判，同時也需要老師去補充」（訪 C960627：36-38）。

筆電上網能快速連結網站，便利的搜尋、瀏覽網路資源也有負面影響，觀察

學生使用筆記電腦狀況，也發現雖然上課大多同學會專注在 iCAN 平台參與討論或

打開投影片聽老師授課及同學報告，但同學仍會逛別的網站、blog 或拍賣（觀丙

960410：39-40）。自由開放性的網路環境難免分散學生在課程學習的專注力，使

學生太過自由而模糊學習焦點，老師不太能夠全面性掌控學生學習狀態，如觀察

到學生上 MSN 聊天、看棒球轉播等用視窗切換躲避老師巡視。自主學習方式需配

合學習者自我約束，於課程進行間不瀏覽其他非課程訊息之自律精神與學習責

任。「如果同學用Notebook 上網，你不知道他是在看同學報告的投影片，還是他自

己在上網做自己的事情，老師也不可能每台去看，認真的同學還是認真，不認真

的同學還是不認真」（訪 C960627：6-8）。受訪者指出可限制學生對網站存取及設

定一些限制，提升學習的專注力，「在網路上沒有管制的話，大家上課就一直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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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什麼都有，可能要去限制網站的存取」（訪 D960703：20-22）、「一些學生可能

會因為可以跟外界訊息連結，讓學習失焦，老師可以設定一些限制，比如現在不

希望我們用筆電可以把它鎖起來之類的，這樣或許會比較好，大家可能比較專心」

（訪 G960705：89-91）。網路學習環境相較傳統學習，學習者仍必須有較強的自主

學習與控制能力。

由觀察情形反映，師生對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配備使用率相當高，但電子

白板、數位攝影及錄影編輯控制器的運用較少。根據觀察，課程上老師會一邊聽

學生報告討論的內容，一邊整理成重點在電子白板上，老師使用電子白板書寫重

點居多，較常於課程結束後自行列印筆記留檔（觀丙 960409：20-22）。受訪者 A

提到教師在課程上的應用為在電子白板整理上課重點內容再行列印，另種方式即

是學生扮演老師的角色去整理記錄討論內容（訪 A960614：88-90）。受訪者 C表示

老師應用電子白板的機會較多，學生使用次數太少，需要實際操作才能體會（訪

C960627：101-103）。丁課程學生表示課程上電子白板只用來記錄舉手發言的次

數，以及參訪、期中期末考之類的資訊，並沒有使用列印等功能（訪 G960705：

62-64）。課程使用包括條列重點、統計小組成績，對於能使用 USB 將書寫資料存

檔的功能，學生並不清楚，例如受訪者 A與受訪者 J並不知道電子白板有儲存功

能，學生自行操作列印、儲存的經驗甚少，因此對於電子白板相關功能亦不是非

常明瞭。「只是當普通的白板在用，就是在上面寫一些字。電子白板對我的感覺沒

那麼的需要，所以我對它的使用來看的話沒有很強烈的感覺。」（訪 E960704：

75-77）、「老師只有用過幾次，在統計小組成績的一些方面... 列印下來可以節省學

生時間，也不會因為抄筆記漏聽老師上課講解的東西，只是使用的次數沒有很頻

繁，讓我覺得有點可惜」（訪 F960705：39-42）。學生對電子白板的使用方式有一

些期待：「可以省去你做筆記的一些時間，特別是在互相討論的時候，你做筆記顯

得可能不太好記，如果討論大家已經把重點歸納出來的話，電子白板直接列印出



122

來是非常有效率的」（訪 D960703：54-56）。「電子白板是活動式的，用起來也很方

便，老師有印出來但沒印給我們，印出來的話我們可以整理一下放在 iCAN 上」（訪

A960614：96-97）。學生亦提及電子白板可應用在數學方面的解題、圖形或架構圖

的呈現上，直接列印給學生作為學習資料相當方便（訪 B960626：85-86）。

位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上方的三部數位攝影機及後方控制室的編輯控制器，

作為錄製課程活動、教學影片後製之工具。但在課程學習中學生使用數位攝影機

及編輯控制器的經驗不多，只使用在錄製體驗教學活動、專題報告展示。根據訪

談資料顯示，只有受訪者 A與受訪 K表示知道課程的體驗學習與專題報告展示有

錄製，其餘受訪者皆表示沒印象課程有應用數位攝影及錄影編輯控制器進行錄

製，受訪者均無實際操作經驗。學生認為若能善加利用對自己課程學習的回顧與

課後複習有助益：「老師可以全程錄影，把他講過覺得是重點部份擷錄下來，這樣

幫助我們在考前複習會比較有效果...」（訪 G960705：73-75）、「我沒有看過錄的東

西，有錄的話當然對學習會有幫助，如果說你需要重新複習學習的內容或是你沒

有參與到這堂課程，可以看這些錄影的課程，不過這堂課我還沒有使用到這樣的

經驗」（訪 E960704：83-85）。在管理學院的課程學習裡，小組專題報告是很常應

用的學習方式，多位受訪者肯定錄製學生報告情形是很好的學習回顧。例如受訪

者 C即提及透過數位攝影可以暸解到自己報告該改進的地方，如報告的時間管控、

語氣口調及動作舉止，可以作一個反省改正的作用（訪 C960627：125-128）。「對

於以後學生自己在看過去報告的經驗會比較有心得，喔~原來我之前在報告會犯過

這樣的錯誤」（訪 F960705：45-46）。大多數人認為能得到課程的錄影資料持正面

看法，但部份學生持不同看法，認為再花次時間吸收複習是浪費時間的：「我覺得

幫助效果不大，對我們來講即時的學習體驗就已經有收穫了，你沒有那麼多的時

間再回去看影片」（訪 H960716：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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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教師教學而言，若將課程學習錄製下來，方便老師可以反覆觀看學生的

體驗學習，教師亦可由學生的反應裡面去暸解這種教學的安排是否達成預期的學

習效果，對教師以後的教學上是有助益的（訪 A960614：110-113）。學生認為所錄

製的課程影片對老師及學生都有參考的作用，對老師而言可知道學生對何議題有

什麼樣的反應，而學生可以經由影片看到自己在上課的學習態度，數位攝影與編

輯配備可記錄自己的學習歷程（訪 D960703：60-63）。受訪者 B表示錄製下來的學

習成果必須有個資料庫或平台去儲存它，便於與其他老師做經驗的分享，例如體

驗活動所帶來的學習效益，可以多媒體視訊、影音串流的方式作為教案的分享（訪

B960626：128-130）。

三、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需求與建議

此部分主要根據訪談資料說明受訪者實際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課程學習

後，針對實際使用的情況，提供對該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課程應用想法、設備需

求及相關評價建議。根據訪談大綱第五題，受訪者對其他課程應用數位互動學習

教室之看法與建議，如表 4-15 所示。由受訪者建議因素發現，多因其教室設備能

締造良好互動與即時討論有關，顯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環境與資訊設備能

銜接師生與課程內容，並因應課程不同模式的變換並滿足學習需求。例如受訪者 C

表示需要互動性很高的課程可利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在實際之使用上，學生間

的互動功能上較一般傳統教室高很多，一些需要討論及不同意見交流的課程，可

透過同學發言達到交流。不單純只是教師對課本內容加以描述講解的課程，需做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之課程皆可以利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來學習（訪 C960627：90

-92）。受訪者 B、E、H、I、J認為任何課程皆可以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上課，

依教師所呈現之教學內容，應用多元的教學模式，並配合教室配備支援學習，讓



124

教學活動創新活潑。透過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學生對於課程知識的吸收及

獲取將會更能有所體驗。

表 4-15

受訪者對其他課程應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看法

建議課程使用此教室因素 建議課程名稱

受訪者 A 1.視課程本身安排； 2.需要互動性；

3.有關管理；4.討論需求

資訊管理研討、E-learning

受訪者 B 1.視老師如何應用科技，資訊科技屬

於間接的輔助工具 2.討論需求

無特定課程

受訪者 C 1.互動性高；2.討論需求 研究方法、軟體工程、顧客關係

管理

受訪者 D 實作性：即時辨識一些程式錯誤的部

份

程式語言

受訪者 E 1.需要分組討論；2.報告發表 能配合課程型態多，沒特定課程

受訪者 F 1.小組討論；2.報告發表 企業概論、管理學

受訪者 G 1.現場引導學生；2.分組活動；3.

雙向溝通；4.即時訊息；5影片播放

管理學、企業概論、人力資源管

理

受訪者 H 1.行動、實作為主；2.討論需求 大部分的課程皆可

受訪者 I 1.彈性；2.配備需求；3.課程模式可

作隨時做不同調整

任何系所及課程皆可

受訪者 J 1.提供資源；2.多元教學 每個課程皆可

受訪者 K 利用電腦作資訊課材的呈現 資訊管理、投資學

受訪者舉出在課程曾使用的教室資訊配備包括：筆記電腦、無線網路、投影

機、無線麥克風、電子白板、印表機、錄影等。在設備使用滿足學習需求方面，

大部分受訪者均表示目前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資訊設備足夠且滿足學習需求，部

分受訪者建議教室可添購互動式數位白板、耳機與視聽設備、印表機、PDA 來輔助

課程學習。受訪學生提及的互動式電子白板是一種大型輕觸式的白板，可配合電

腦及投影機應用，以手或白板筆輕觸板面即可直接操控電腦功能，配合 IRS 即時

反饋系統及配備，在互動式學習上極具效益。「我看過一種電子白板很大，連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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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電子可以用點的，就像是一個電腦螢幕的電子白板，我是覺得那一種有錢的話

ok，拿來用蠻好的」（訪 D960703：49-50）。「如果可以把電子白板延伸在每一間教

室都有...可以用一些耳機，有些人發言會比較小聲會聽不清楚而且發言也需要遞麥

克風，可以附視聽設備」（訪 G960705：57-60）。「可以增加一些印表機，資料看完

後說不定你覺得有用的可以列印下來，印表機應該還蠻需要的且蠻有幫助的」（訪

E960704：71-72）。

管理學院學生對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使用的評價相當正面，比一般教室

的學習效益更肯定。「它的變化很多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方面上，所以在教學方面

就不是單一的填鴨式，而是互動的次數會很高，學生就會有不一樣的上課感受」（訪

F960705：49-51）。受訪者 A提及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適合分組討論，桌椅的排列具

有彈性，且設備資源充足。一般教室的學習環境中，若想輕易且即時的變換成不

同規模的分組方式是較為困難的，比較無法依小組集合在一起（訪 A960614：19

-22）。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資訊設備的充足，使老師教學模式多元創新，更能傾

囊相授，學生以自由輕鬆的學習心態融入學習環境。學生認為在數位互動學習教

室裡，教師在教學方法上面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老師與學生的學習互動多了更

多的可能性。「互動教室是全力支援老師要做任何教學模式的一個很好的地方，也

正因此它全力提供老師教學，所以提供給學生的東西就是不一樣的...它讓老師跟學

生完全沒有後顧之憂的在那個地方學習，我們不管要做什麼都不會有阻礙」（訪

J960718：96-100）。相較傳統單一被動的聆聽課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環境與

設備除了能顧及面對面直接授課的互動需求外，更能結合校內網路平台，給予學

習者自由思考、提問的空間。「一般教室聆聽老師上課，有問題比較沒有那麼 free，

一般課堂上是不交談的，變得當下你的想法有點被壓制住了，我覺得在這間教室

的優勢在於它不會壓制同學的想法，讓同學有很大的發揮空間」（訪 K960719：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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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其無線網路及投影之穩定性，仍是多數受訪者建議改善之

處，而在空間的彈性應用上得到大多數受訪者肯定。設備的穩定度仍是學生關注

的部份。「我使用的感覺給予的評價是還不錯，在設備上面感覺還是有些問題，就

是有時候會突然網路不穩，設備突然就不能用了或是灌的軟體不足夠」（訪

A960614：130-131）。學生談到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在空間互動方面之優勢，正因為

能夠自由操控因應課程需要而作不同的調整，在課程之學習應用上極為便利，可

惜在三部投影配備獲得控制權的狀況難以掌握，再者電子白板的列印功能沒有完

善發揮，在科技化學習方面的效果較為不足（訪 H960716：71-73）。另有受訪者指

出這樣的數位互動學習教室若只是使用筆記電腦學習，而沒有像是 iCAN 或協同學

習的平台輔助，教室的功能及學習效果將會銳減（訪 B960626：121-123）。學生表

示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內的資訊設備較先進，是未來學習的趨勢，相對在操作與設

計應該要比較簡單、人性化一點（訪 G960705：77-78）。在教室經營管理的評價方

面，受訪者 J談及圖書館接獲師生對教室設備的使用反應後，能持續的改進維護

的問題，值得肯定。「一開始我們關機的時候很慢，因為它做很多很多的更新，後

來他有作一些設定，關機就很快了。我們感覺的出來圖書館是有一直在改善的，

也是有在更新的，這是我覺得很棒」（訪 J960718：200-202）。受訪者 D則希冀學

校方面能提供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相關設備的學習資料，積極使用資訊設備達到數

位學習的功能，並擴大教室空間，加強宣導使用（訪 D960703：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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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就先前文獻探討之相關研究，與本研究之實地觀察、問卷調查、深入訪

談結果進行綜合的討論。依據管理學院學生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課程學習之使用

情形分為四大議題討論，包括科技化環境之配備使用反應、課程學習模式之特性、

資訊科技之學習助益以及資訊科技學習之阻礙。

一、科技化環境之配備使用反應

Roblyer（2004）指出科技融入教學包括在教育科技的系統及相關的配置，基

本的資訊科技設備包括單機電腦、網路及相關裝置系統以及器材的配置涵蓋個別

的教室、工作站、電腦教室。資訊科技在教學的融入工具廣及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有線無線網路、行動學習裝置、數位影音產品、教學軟體資源、數位科技設備等

等。本研究之研究場域即是一個科技化學習環境，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配備

包括筆記型電腦、無線網路、投影配備、DVD 影音放映設備、無線麥克風、電子白

板、數位攝影機及數位編輯控制器、整體學習空間。在科技化環境設備之使用及

個人學習過程，本研究透過實地觀察與深入訪談發現，管理學院五門課程學生在

應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配備上以筆記電腦、無線網路、有線及無線投影為多，教

學活動之進行配合學校 iCAN 平台討論，以達成師生與同儕的互動，另一方面，也

經由管理學院 KMS 平台製作專題作業。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蒐集學生對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筆記型電腦、無線網

路、投影配備、DVD 影音放映設備、無線麥克風之反應資料。問卷調查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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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達九成的學生認為「筆記型電腦硬體設備」能滿足課程學習之需求（綜合同

意及非常同意共 127 人，佔 92%），其它配備題項平均數也趨近於 4，顯示學生對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整體配備感到滿足課程需求。劉世雄（2005）研究指出，實施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學習具有正面的態度，運用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的學習活動將影響學生各種學習成效的表現。Ku & Lohr（2003）研究亦顯

示，學生對資訊科技融入學習持正向的態度，會明顯提升學習態度及學習興趣。

故學生對資訊設備的使用具有正面態度，對整體學習表現與學習效益將有所幫

助。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有二成六的學生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經驗超過一學

期以上，其餘學生則包含此次課程只有一學期的使用經驗。綜合整體學生反應，

多數學生肯定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科技化設備帶來自由彈性且多元化學習型態之

學習環境。但是在「無線網路連線」滿足課程需求使用反應部分，學生無意見者

與不同意者的人數近佔了半數，同意度較低（綜合同意及非常同意共 71 人，佔

51.5%）。同時，問卷開放性問答與深入訪談之研究結果，皆有許多學生反映無線

網路的不穩定，根據實地觀察也發現筆記電腦與投影機間透過軟體進行無線投影

的時候，易有訊號中斷情形，必須重新連線或改插有線投影。這方面的問題值得

注意。

學生在電子白板、數位攝影及錄影編輯控制器之實際操作運用的經驗較少，

依據觀察，課程上教師應用電子白板機會較多，多用來條例摘要課程重點及討論

內容的書寫。 Khine（2007）指出學生學習透過有效的摘要及筆記，能夠學習分

析和綜合資訊，辨別重要觀念及定義外來的資訊，摘錄有價值的資訊及知識。管

理學院課程老師應用電子白板條列之摘要、概念、流程架構圖等，學生利用電腦

製作課堂筆記。多數受訪學生表示電子白板所記錄的摘要重點可作為學習資料之

補充，透過電子白板列印或存檔下來的摘要與筆記，可以增進學生課後的學習與

記憶，並可節省製作筆記時間。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數位攝影及錄影編輯控制器



129

之使用在於體驗學習與專題報告展示的錄製，學生表示若能善加利用，對於課程

學習歷程的回顧、專題口頭報告之改進、課後複習有一定的助益。

二、課程學習模式之特性

資訊融入教學之模式多元，主要在於因應教師不同的教學方式，善用學習科

技能將學生的學習方式帶到另一個新的境界，且有豐富的學習體驗。根據實地觀

察管理學院師生應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配備結合無線網路學習的情形，例如：

使用筆記電腦連結校內 iCAN 學習平台與管院 KMS 知識管理平台，實行面對面及線

上互動討論及學習檔案資料傳遞，透過 Google、YAHOO 知識+、Wikipedia 等網路

資源管道搜尋課程所需資訊。Brandon Hall Research（2007）調查指出，科技運

用於企業之學習訓練上，其學習環境透過使用線上自學者佔 94％，利用面對面的

實體教室佔 91％，其他的運用包括 web2.0 合作學習、電子文件、虛擬指導、知識

資源庫等多種學習管道之應用，提升員工知識、技能與組織績效。輔仁大學管理

學院為培育未來企業人才，在課程教學方面具有多元的學習模式，應用數位互動

學習教室之混成學習亦涵蓋三種主要之學習類型：小組化之合作學習、體驗學習、

電影教學。

黃政傑（民 85）提出合作學習的六項特質包括異質性分組、積極互賴、面對

面的助長式互動、評鑑個人學習績效、社會人際技巧、團體歷程。本研究觀察結

果反映，管理學院課程教師即運用問題導向學習、網路合作學習、教室合作學習

實行分組討論、個案討論、問題解決、體驗活動、小組競賽、電影報告、專題製

作與呈現等合作學習方式進行課程活動。其中之ㄧ課程更以研究所一般生與在職

生異質性分組相互指導，透過多樣化的觀點達成學習目標。經由小組的合作互動，

可培養學生高層次思考及問題解決的能力，並增進學習動機。依據觀察，管理學



130

院學生在合作學習的同儕互動與溝通的過程中，不斷的交換意見、相互支持並解

決問題，達成學習任務。管理學院老師除了課程作業也實施組員互評、學生自評、

發言計分卡以及 iCAN 平台發言作為評分依據。依據 Belfer、Wakkary（2005）之

建議，這種同儕與自我評量之方式能夠確保小組評量的客觀性，並兼顧個人學習

責任的建立。

在體驗學習方面，吳清山（2003）指出體驗學習的內涵包含四種意義：1.經

驗學習：學生從實際經驗中學習；2.行動學習：學生從觀察、嘗試與實作中學習；

3.反思學習：學生從一連串省思中，強化生活能力；4.能力學習：整個學習過程

中，能力習得重於知識獲得。管理學院以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彈性的空間應用與科

技化設備進行體驗活動，教師適時的引導學生思索體驗活動的過程，透過實踐、

體驗與省思，讓學生體會知識分享對團體的重要性，進一步建構內化課程知識。

李坤崇（2004）提出體驗活動後的三階段省思：事實階段、思考感受差異階段、

整合階段。管理學院課程之體驗活動的引導過程從情境描述開始、規則說明、活

動進行，隨時觀察學生的反應，教師及遊戲領導人針對活動過程，所觀察到的現

象進行討論，遷移至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相同之情形，並與專業課程做連結。管理

學院教學課程透過體驗活動的學習方式，可幫助學生反思並瞭解團隊目標及個人

角色對任務完成之重要性，有助學生暸解未來在企業中實行團隊合作之精神。管

理學院實行體驗學習之活動的內涵及過程與吳清山（2003）及李坤崇（2004）的

觀點相符。

張亦妤（2005）之研究結果指出，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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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視覺藝術欣賞能力與數位應用能力均有顯著提昇。

管理學院課程將電影教學方式應用在企業倫理、人力資源管理、知識管理課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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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誰是接班人」、「安隆風暴」、「把愛傳出去」等影片），從看電影去學習管理

的意涵並對電影中的角色探討，讓學生思考若是自己會如何應對，剖析電影對於

企業相關管理議題的啟發。並以小組報告方式讓學生蒐集與課程主題有關的影

片，報告中包含議題的提問，必須先從報告影片剖析出可與同學一起探討的議題，

對學生即是一種反思學習的過程。利用多媒體媒介與課程學習內容作連結，經由

觀賞電影來思考管理的內涵，結合小組討論與個人心得的啟發，與學習平台的線

上討論，有助師生、同儕間及課程內容的互動，學生也能夠藉由小組報告電影題

材的放映，習得多媒體科技相關技能之經驗。

三、資訊科技之學習助益

Jonassen et al.（2001）歸納出資訊科技所能帶來的五種學習助益，能幫助

學習者促成思考和知識的建立：（一）利用科技作為建構知識的工具（knowledge

construction）、（二）以科技輔助建構（learning-by-construction）、（三）利

用科技從實做中學習（learning-by-doing）、（四）利用輔助交談學習（learning-

by-conversing）、（五）利用科技輔助反思學習（learning-by-reflection）。Becta

（2004）研究發現，資訊科技改善了學生動機、溝通技巧和學習的熱忱，透過高

品質的軟體工具及互動式電子白板的使用，更加促進教學互動，並讓學生更投入

學習環境。根據本研究所歸納資訊科技達成學習助益包括：學生學習興趣的激發、

增加學習動機、協助知識建構與探索、支援反思學習、促進互動與合作學習、幫

助實作中學習。依本研究問卷調查管理學院學生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助

益分析結果，在學習助益反應此部份題項平均數皆達 3以上，顯示管理學院學生

普遍認為使用此教室能幫助學習。而在「促進我與同儕間達到共同學習」、「透過

討論的方式增進自己與同儕間的關係」、「有助於我們小組任務的達成」之題項，

綜合同意與非常同意，分別佔總反應人數 89.1%、89.8%，以及 88.4%，有近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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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持肯定態度。學生相當肯定結合數位互動教室設備與學習平台的討論方式，

利於互動與發言。依據 Groeling（1999）之研究，以線上平台進行討論有利於互

動，學生不僅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參與討論，亦可鼓勵個性內向害羞的人

勇敢誠實的說出自己的想法。此點與管理學院學生肯定的效益相符，利用教室資

訊配備無線上網，能夠拓展學習場所，讓學生在回應問題之前有更多時間思考，

並尋找相關資料幫助問題的解決，利於同儕共同討論以及學習任務的完成。

李孝燊（2005）研究指出，以資訊科技融入學生在電工實習課程學習成就的

表現上優於傳統學習的教學方式。Cradler & Bridgforth（2006）研究指出以資

訊科技可以提供廣泛學習的機會，對於培養及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有助益。Riel

（1998）之研究發現學生藉由實際操作來學習，會更感興趣和專注，若提供機會

讓學生建立自己的知識及表達自己的想法，將會增加對課程的投入。本研究管理

學院學生應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課程學習亦有諸多實作的情形，如專案作業之

建置、體驗活動之實施，較一般教室傳統學習具有優勢外，從學生學習情形與對

課程規劃建議來看，學生多反應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設備與環境能夠提供實作的

機會，幫助學生在課程內容的吸收與創造，並對學習感到興趣，從實作中深刻感

受到學習真諦。資訊科技是良好的輔助學習工具，如能發揮這些工具在教學上最

大的應用，可讓學生透過資訊設備將課程元素以實際應用與操作的經驗，將其融

入各科教學活動之中。

由訪談資料與問卷開放性意見顯示，多數受訪者對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彈性

空間、資訊設備充足、互動性高、便於面對面及線上討論、報告發表、專題作業

展示、影音放映、即時性、便利之優點表示肯定。學生認為使用筆記電腦即時上

網搜尋資料，對問題解決及討論決策上有很大的助益。教師以學生為主導的問題

導向的方式，誘發學生自發地學習，產生主動學習的動機，從中培養思維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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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過程中，面對網路浩瀚的資訊，學生需要學習分辨及評估資料的實用性、

正確性，慢慢培養獨立思考及批判能力。依據易國良（2004）之研究結果指出，

網路合作學習環境下提供任務，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管理學院教師在課

程上皆鼓勵學生主動學習，依據每週的課程主題利用網路搜尋資訊，創造學生個

人與小組之互動機會，並引導學生提出問題、思考及表達，以學生為中心的合作

學習加深學生對課程重要概念的理解。例如一門課程之期末測驗，老師即鼓勵學

生可利用圖書館資源及上網搜尋資料幫助思考作答，不侷限教科書制式答案。數

位互動學習教室科技化環境及配備可因應教師在課程內容的安排進行多元的學習

模式，其學習效益亦有不同體現。

四、資訊科技學習之阻礙

即使多數管理學院學生認為數位互動學習教室設備資源相當充足，但其設備

不穩定狀況迫使課程學習中斷的情形，是讓學生感到學習困難與焦慮的原因之

一，亦為學生最期望改善之項目。本研究結果顯示管理學院學生使用數位互動學

習教室之學習效益普遍獲得肯定，但在「有助於我檢視自己的學習歷程」、「有助

於我反省所學的知識」、「有助於我建構專業知識的基礎」三方面之同意程度稍低，

綜合同意與非常同意，各佔總反應人數 68.1%、56.5%，以及 70.3%。亦可能反應

出學生在這方面的學習感到阻礙之原因。

吳美美（2006）之研究指出學生使用新科技來學習感到困難的方面，以學習

平台功能上的不足最頻繁，包括作業上傳不易、系統不穩。計惠卿（2004）研究

指出科技化學習之科技軟硬體因素影響甚大，除了軟硬體的數量及可使的時機

（Availability-Number & Access）之外，科技對巨量資訊的處理、資訊的傳輸

與儲存流通、軟硬體之容錯、維修及使用之技術等均會造成科技化學習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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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ta（2002）之研究指出，學生若察覺到自己的資訊科技方面之技能不足，可能

會感覺到挫敗。依本研究結果發現，管理學院學生使用數位互動教室學習會感到

困難焦慮在於硬體損壞、軟體格式不支援、學習平台介面不易上手、資訊安全疑

慮、網路及學習平台的不穩定，影響學生報告及學習活動之進行。本研究觀察，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科技化環境之軟硬體突發狀況、學習工具的不穩定性，因科技

因素較不易掌握，而透過網際網路和電腦工具進行學習，最重要的就是網路的連

線品質，應進行整體科技化學習環境的規劃與維護，注意資訊設備與學習者的使

用阻礙，確保科技融入學習活動中的各個元素，能有效達成教學品質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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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e世代人才培育」計畫中將建構數位

化學習環境列為首要重點工作之一（教育部，2006）。因應數位化時代來臨，整

個教育環節必須改變傳統的學習方式，使學習型態變得更多元。顯見未來教育環

境亟需藉由資訊科技去除時空的限制，建構更具效率、自由且多元的學習環境。

高等教育應致力數位學習環境之建構，展現數位科技學習之風貌，以培育高等教

育人才。國內針對大學圖書館建置科技化學習環境之使用研究有限，有關於圖書

館提供科技化學習環境與學生及教師實際應用情形，非常值得探討，學習者的使

用反應更是未來提供圖書館這方面服務上改進的方向，也是教師與校方極度重視

的。本研究以輔仁大學管理學院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為對象，以輔仁大學圖書館

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為研究場域。本研究方法採用質化的參與式觀察及深入訪

談，暸解學生在課程活動應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情形，另方面也配合量化

之問卷調查法，分析學生對數位互動教室配備是否滿足學習需求以及達到學習助

益，並綜合研究結果歸納管理學院學生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使用分析。本研

究根據研究調查結果，整理歸納以下結論與建議，以期作為大學校方、圖書館建

置數位學習環境之參考，加強支援師生教與學之服務。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下就管理學院學生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課程學習之情形，歸納結論

可分為：「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配備之使用反應」、「課程學習模式之特性」、「使用數

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助益」、「學習之障礙與困難」四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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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配備之使用反應

依本研究結果發現，管理學院學生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活動所使

用的資源包括「教室配備」、「網路資源」、「學習平台」。根據學生在數位互動

學習教室課程活動應用情形，歸納以下六點：

（一）對於筆記型電腦最多肯定，對於無線網路連線之反應較負面

就學生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經驗而言，筆記型電腦、無線網路皆為

學生在課程上之必要的工具。學生肯定課程使用筆記電腦與無線上網為學習

工具。課程應用多以利用筆記電腦即時上網搜尋資料、報告作業的補充更動、

線上討論、製作筆記為主。依據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筆記型電腦硬體設備

能滿足學習需求」項目獲得學生肯定度為最高，在「無線網路連線項目能滿

足學習需求」項目之肯定度較低。無線網路連線影響無線投影之品質，為學

生覺得應改善的項目。教師在電子白板的使用方面，以條列課程重點與討論

摘要為主，學生對電子白板實際操作的經驗較少，除了希望多點使用機會之

外，希冀能多應用列印儲存功能取得課程重點資料，節省課堂製作筆記之時

間，以專心於課程聽講與學習。

（二）以筆記型電腦、無線網路、投影放映為主要互動工具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內之配備除了筆記型電腦、無線網路、有線及無線投

影、DVD 影音放映設備、無線麥克風、電子白板較經常被使用外，數位攝影及

影音編輯器材被使用的機會較少，僅限於少次的體驗學習與專題報告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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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研究結果發現，師生互動以筆記型電腦、無線網路、投影放映為主要互

動工具。多數管理學院學生談及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經驗與一般教室

學習不同，在師生互動、同儕互動及課程內容互動皆有所助益，例如可多人

線上討論、可利用筆記電腦即時查找資料、學生線上提問較踴躍。相較一般

傳統教室學習，科技化學習的即時性是優點亦是缺點，課程資訊的傳遞快速

很多，例如教學檔案資料下載、分組報告的上傳、師生即時討論、專案作業

的建置、課程訊息公告，特別是學生有問題須討論的時候可隨時利用線上平

台討論區發表，並可與小組報告、教師講課同時進行，相對提升教學效率；

另方面也因為資訊傳遞快、資料量多，學生在回答問題引用網路資源的正確

性，需要學生自行判斷，以及老師適時引導補充，都是這種學習型式具挑戰

之處。

（三）以校內 iCAN 平台、管理學院 KMS 知識分享平台為互動管道

透過校內 iCAN 平台、管理學院 KMS 知識分享平台為師生互動管道。本研

究管理學院三門課程即利用輔仁大學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 iCAN，課程學生登

入個人學習檔案後，以課程資訊、教材下載、課程討論區、作業繳交等功能，

進行師生、同儕及課程內容的互動。輔仁大學管理學院之 KMS 知識管理平台

整合管理學院各系 KMS 包括師資學術成果、學習資源、學習輔導、教學檔案。

本研究管理學院兩門課程即利用 KMS 平台互動，學生專題報告之製作、電影

及學習心得繳交皆透過此管道進行互動交流。學生多贊同以數位互動學習教

室設備結合學習平台之雙向溝通方式，能促進學生思考、發言提問較積極踴

躍、讓同步與非同步學習共存，並集結師生在相同的環境暢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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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管道以 Yahoo 知識+、Google、Wikipedia 之網路資源為主

學生使用筆記電腦無線上網主要在課程資訊的查找、線上討論。在小組

報告與教師講課上，學生在與老師及同學面對面討論或線上問題回覆的時

候，若對相關概念與名詞不清楚，便會先立即自行上網搜尋資訊，獲得概略

的瞭解後，討論起來也更有脈絡，更能獲得深入的見解。而學生在網路資源

的查找以 Yahoo 知識+、Google、Wikipedia 為主。師生在 iCAN 平台參與討論

發佈文章也會自行附上網路參考連結，以供進一步資料探究使用。網際網路

資源讓學生可以瀏覽及存取大量的課程所需資訊，以協助學生在報告作業的

建置、師生同儕間的互動討論，故網路資源便成為管理學院學生在課程即時

獲得資訊的主要尋求管道。

二、課程學習模式之特性

相較一般傳統教室及電腦教室硬體及空間活動之限制，數位互動學習教

室以空間整合科技，而使得管理學院之課程學習模式具有豐富性。學生不再

如過去只是被動式的接收，而是主動參與探究、互動式的學習。教室內資訊

配備及無線網路環境所提供之媒介、多媒體的教材呈現，能結合不同的學習

型態，幫助學生思考與決策。學生對課程應用數位互動教室之需求與建議課

程規劃的方向大多一致，歸納結論如下。

（一）課程學習模式包括小組討論、體驗活動、電影教學之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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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課程以小組化學習方式，師生共同討論課程內容、主題報告，

學生分工負責各項任務，利用筆記電腦上網搜尋資料、分析資料、建立結論。

學生藉由課堂過程不斷交換討論，釐清觀念並整合各組員意見，並將資料彙

整以展示報告成果。課程進行中亦搭配體驗學習概念的導入，讓參與體驗活

動為學習情境，以個人融入及團體的合作完成活動任務。教師也從中引導活

動內容，並鼓勵學生主動發表及回饋，使學生反思活動經驗，由任務之成敗

當中去學習領悟及體驗。管理學院提倡「管理電影院」的學習模式，學生透

過觀賞電影（例如電影角色之個性及行為、劇情發展等元素都是很好的學習

題材），將電影經驗、學生個人相關經驗與課程主題緊密結合在一起。而小組

蒐集與課程相關影片題材進行報告，予以師生討論及提問的機會，使學生能

夠運用觀賞影片所得的新經驗，銜接課程內容相關知識。學生由小組討論、

體驗活動、電影教學之合作學習方式結合教室資訊及多媒體配備之應用，擴

展學習之範圍，學生不再居於被動，而扮演主動分享與學習的角色。

（二）課程規劃方向以互動性高，具有討論需求與實作為主

歸納學生對課程應用數位互動教室之需求包括：互動、師生討論、雙向

溝通、報告發表、即時實作、分組活動、即時資源查找、多媒體播放、彈性

空間、教師現場引導、資訊配備應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以科技整合之機制，

使學習管道多元化，學習資源更為寬廣而豐富，相對也能實行更多元學習型

態。學生相當願意配合教師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應用多元的學習模式。學生

也指出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不特定侷限哪些課程。學生感受資訊科技為輔

助學習的工具，主要在教師將課程內容與資訊科技結合，藉由面對面與網際

網路的雙向互動方式，並針對學生實際學習情形適時調整，以達到學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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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助益

管理學院學生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所獲得之學習助益，包括提升學習

興趣與學習動機、增進專業知識概念之互動、建構個人專業知識基礎、反省

所學知識、檢視學習歷程，共同學習並達成小組任務、實際應用知識、解決

課程問題、拉近師生距離、增進同儕關係，以及激勵想法表達與聆聽他人想

法，增進溝通機會。

（一）同儕間達到共同學習，完成小組學習任務

管理學院學生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課程活動以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

依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人數多寡，以六到八人為一組，學生一人一部筆記電

腦或兩個學生配置一部。課堂上，學生可以下載教師教學檔案或同學報告投

影片聆聽，並於 ICAN 平台線上討論及面對面分享師生與同儕的想法。各組學

生會隨時查找資訊以補充回答內容。在專案作業的製作亦透過合作學習的方

式學習，以筆記電腦作為團隊合作的工具。小組學生隨時可以線上更新作業

或搜尋所需資訊，配合管理學院 KMS 平台為線上建置環境，並在彼此合作學

習一段時間之後進行簡報投影，透過三部投影機前後電動布幕的放映，讓其

他小組學生清楚專案作業的進度。課程的體驗活動過程中，學生融入學習情

境並透過團隊合作以達成學習目標。不論是透過小組討論、專題製作或體驗

學習，學生均能共同解決問題以完成任務。這種學習方式不僅能增進同儕間

緊密的關係，更能促進有意義的學習。依據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在數

位互動教室之學習反應以「促進我與同儕間達到共同學習」、「透過討論的方

式增進自己與同儕間的關係」、「有助於我們小組任務的達成」三個題項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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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充足的配備資源，使得教師與學生間不論是面對面

溝通或線上環境的學習，彼此的互動交流間皆能順利的完成。

（二）取得即時資訊

立即取得線上資訊也成為學生使用數位互動教室學習感到助益的，歸納

學生認為即時性資訊的取得方面有：網路資源的查找、即時的線上討論、作

業報告之隨時更新。學生覺得當教師講解課程內容需要配合即時性資料引證

的時候，能立即上網查詢網路資源非常有幫助（例如舉出某企業科技公司的

資料、上市股價之資訊，即可利用 YAHOO 股市搜尋）。透過筆記電腦無線上網

的便利性與易達性，使得學生能即時瀏覽並擷取網路資料。在課程相關概念

的補充與問題討論上，學生透過網路找尋課程主題相關的網路資源，能更融

入參與課程之討論與問題的解決。在專案報告的資訊蒐集、線上更新及建置

作業上，無礙的網際網路環境增加更多學習的可能。

（三）學習空間彈性，締造多元討論與互動環境

管理學院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以 E化學習環境及教室空間應用的多種

組合，提供學生彈性學習空間。管理學院學生肯定以數位互動教室設備結合

線上平台的學習，經由線上與面對面互動管道，加上即時的對談回應，增加

師生及學生間討論及溝通機會，並有助於學生主動發言。教師亦引導學生利

用網路環境主動探索，使學習活動不侷限教室學習空間。學生的學習活動由

過去單向式的接收講授，轉化為主動參與。利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資訊設

備，結合傳統學習及數位學習之優勢，達成多元互動並擴展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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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之障礙與困難

管理學院學生在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所獲得學習效益較低的項目，主

要反映學生對於教室配備上的使用障礙及困難。而這些阻礙都可能造成學習

活動的延宕與學生學習上的負荷。而學習過程最難之處也在於建構高層次的

專業知識基礎。學生的學習反應也呼應了這方面的現象。

（一）對於檢視學習歷程、反省所學知識、建構專業知識基礎之肯定度較低

依據研究調查結果，管理學院學生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所獲得之學習

助益均持正面肯定，但在「有助於我檢視自己的學習歷程」、「有助於我反省

所學的知識」、「有助於我建構專業知識的基礎」三個題項之反應稍微偏低。

對於個人學習歷程與所學知識之反省，固然需要學生自主性的對知識加以精

研推敲，但科技的使用也可助長學生對於知識的反思。以觀察的個案而論，

電子白板的資料列印及儲存、影音錄製課程應用不普遍，未能取得學習資料，

或透過相關配備記錄學習歷程供學生參考回顧，這些都可能影響學生學習之

反思與知識建構。另外校內 iCAN 平台未能提供討論資料匯出之功能，供學生

及教師保留，這也是影響學習歷程檢視的原因之一。學生對於新知識的學習

仍注重教師在課程知識內容的講授。學生認為資訊科技只是實踐教學及輔助

學習的工具與媒介，期望透過資訊科技的輔助，在課程上能完整暸解課程內

容涵義，並逐步建構專業知識。學生重視學習歷程的保存，如師生討論過程、

作業成果、學習心得、課程教材。這些皆為學生重要的學習經驗，教師逐步

的講授以及師生不斷的互動過程，為學生據以反思學習、修正自我想法之憑

藉，以及建構專業知識之重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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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對於設備操作不熟練，教室配備不穩定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有線及無線投影配備，學生小組報告可以變換不同投

影方式，DVD 放映也可以筆記電腦有線/無線投影及 DVD 播放機的方式使用。在

課程初期學生曾試著練習以筆記電腦無線投影放映，但學生大多至講桌之筆記

電腦型統一操作，而較少有實際操作的機會。學生在使用上較多抱怨，主要是

以無線網路訊號不穩定，影響筆記電腦與無線投影之間的通訊，常阻斷學習活

動的進行。依據學生在傳統學習的使用習慣而言，由於資訊設備操作上需花費

更久的時間，學生因為擔心設備不穩定會影響報告進度，便會選擇較小風險且

穩定的利用方式，例如選擇較平穩的有線投影。

管理學院學生雖經常有接觸電腦以及參與 E-learning 的經驗，少部分學

生仍欠缺對資訊及多媒體配備操作的基本觀念，以致在課程應用數位互動學習

教室之配備的熟練度不佳。在機器設備的操作上仰賴少數懂得使用的學生，而

喪失學習良機。歸納學生對配備使用感受困難阻礙在於：配備出現狀況、操作

不熟悉、缺乏相關資訊素養、學習平台介面不易使用、平台權限限制、硬體損

壞、軟體格式無法支援、網路資訊安全疑慮、個人帳號密碼外洩、害怕中病毒、

網路連結不穩定、電腦還原而資料未儲存、隨身碟資料讀取問題。這些原因都

可能使課程活動受阻、學生報告中斷，亦讓學生感到學習困難與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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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推廣各學院課程學習使用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課程學習之優點不僅在於學生與老師能透過面對面傳統教

室的學習，桌椅自由組合變換適應不同分組方式。新科技的使用，例如筆記型電

腦、無線網路通訊、DVD 影音放映、電子白板、數位攝影與影音編輯設備，更能配

合網路進行同步或非同步教學活動，師生之互動不受空間的限制。目前基於獎勵

教學卓越計畫之指定用途，輔仁大學圖書館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課程利用目前以

管理學院師生為主要使用對象，雖然也有生命科學系、餐旅管理系、心理系、織

品所、應用統計所等少數課程使用，申請課程乃以管理學院佔大多數。由於時間

與空間的限制，其它學院學系的課程較少有使用機會。而圖書館未來可以公平的

開放給各學院課程，藉由推廣科技配合教學的概念與實例，能夠激勵各學院及學

系教師深思如何利用科技化配備及環境，讓教與學有不同的進行方式，提供學生

多元學習之體驗。

二、典藏教學與學習內容

管理學院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課程較多，教師可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達

成互動的經驗加以記錄，以供教師教學參考之。另一方面，利用數位互動學習教

室內的數位攝影及錄影編輯控制器進行課程活動錄製，並將錄製下來的學習資源

進行後製，以影音串流的方式放在平台或資料庫，搭配字幕的說明，可成為學生

課後的學習資源。教師之間也可藉由教學經驗的交流分享，作為課程應用的示範。

管理學院所倡之體驗學習提供一個良好的教學範例，透過體驗活動引發學生之學

習反思，學生藉由經驗的累積與分享達成有意義的學習。體驗活動的帶領引導即

是教師所需的教學之經驗，學生在體驗活動過程的學習反應及學習效益，亦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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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最注重的部份。透過學習過程的錄製，除了能精進教師教學未完善之處，亦能

作為學生學習歷程之反思。課程錄製可作一系列的規劃，學生亦可重複觀看聆聽

教師講授作為課程的複習。管理學院特別注重學生口頭報告之訓練，透過錄製之

學生專題報告發表，讓學生注意自己在報告時的表現，並對報告流程、時間管控、

語氣口調、儀態舉止方面，有一個修正與學習的依據。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所錄製

的課程內容，可以利用資訊科技加以數位化，成為學生課後之學習資源並加值運

用，經過圖書館組織整理、儲存及維護，成為學校永久的數位典藏，提供師生檢

索取用，有助於教育與學習。

三、匯出學習平台之歷程記錄

管理學院以校內 iCAN 為學習平台，iCAN 為一學習內容管理平台，提供開課資

訊、課程內容、教材資料、即時交談、成績查詢、心得討論、師生簡介、評量測

驗等，iCAN平台可記錄學生學習的歷程，以便教師進行教學品質的控管，並掌握

學生學習狀況與進度。但隨學期課程結束後，師生重要的心得討論等學習記錄，

學生並無法保留，學校可提供或開放學生個人課程學習歷程記錄之匯出存取功

能，供學生對曾學習過的課程內容及相關討論之回顧及反思。教師亦能保留學生

個人學習記錄，可完整追蹤學習過程及評估學習成果，並建置學生完整的學習歷

程資料庫。

四、以行動科技擴大學習環境

根據資策會 FIND 調查數據顯示，截至 2008 年 3 月，我國行動／無線上網普

及率為 25.4%，行動學習載具與輔具裝置亦為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重要的一

環。因此課程教學可以推動行動學習概念，透過行動裝置的幫助，在任何時間、

地點學習，有效的呈現學習內容，提供教師與學習者之間的雙向交流，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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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之間的互動行為。就本研究觀察，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筆記電腦有一定重量，

不易攜帶移動，未來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可配合行動學習裝置輔助學習，例如 PDA、

Eee PC 等裝置配合學校無線網路，並融合圖書館館藏資源之運用，將學習環境擴

大至圖書館，學生蒐集資訊的同時能利用行動裝置及平台，以語音、圖片、視訊

等多媒體方式記錄，便於小組作資訊的交流與分享，教師亦能掌握各小組利用館

藏學習情形，達到合作學習及互動的效益。另一方面，由於本研究場域是圖書館

建置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與圖書館屬同一建築，教師若能以行動學習擴大學生

學習環境，亦能提升大學圖書館之館藏能見度與使用率。

五、結合圖書館與校內教學資源中心

大學教學資源中心與大學圖書館同樣肩負著支援大學師生教與學之任務。大

學圖書館建置科技化學習環境可與校內教學資源中心結合，提供師生充足的教學

資源，協助師生使用教育科技，使教師專業透過科技應用而有成長。大學圖書館

可配合各學院學系課程學習資源之應用，以融入學科領域的方式規劃圖書館資訊

利用教育。科技化環境之營造需培養師生數位學習相關資訊素養與相關技能，大

學教學資源中心與圖書館可共同輔導教師與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之技巧，並配合教學評鑑，以提

升學習效果，營造優質之教學環境。

六、編列課程教學助理及專門管理人員

根據本研究觀察，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並沒有專職負責課程的管理人員，當課

程進行時配備有問題發生時，沒有專司負責的固定人員排除障礙，不僅阻礙學習

活動之進行，也影響學生學習反應與表現。學校在於人事之編列上應有相關技術

專職管理，以協助教學與設備之使用。利用筆記電腦無線投影、無線上網、DVD 配

備放映、電子白板書寫及存取等操作應透過經常性的練習，增進學生使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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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學習之熟悉度。因此本研究建議，學校應針對科技化環境編列專職管理人員，

在教學上及技術上隨班配合，以支援師生資訊科技融入學習各個環節。

七、提供學生實際操作經驗

根據本研究觀察發現，學生期望能增加電子白板、數位攝影及影音編輯配備

之使用機會，以獲得實際操作經驗。教師應於教學上多加以運用，以符合學生學

習需求。例如多數學生皆期望電子白板能發揮列印儲存之功能，以助快速取得課

程重點資料，節省課堂上使用筆記電腦或手寫製作筆記的時間。學生對於數位互

動教室中許多配備的操作較不熟悉，教師應要求各小組不同學生操作教室的資訊

及多媒體配備，使每位學生有持續練習及平等使用的操作機會。現今資訊科技融

入學習已成為取得知識的途徑與工具，對於管理學院學生來說，學生具備資訊科

技配備的使用認知與技能更為重要，在未來工作流程 E化、數位學習、教育訓練、

知識管理等方面皆須應用科技設備，因此在培育未來專業人才上，學生應熟捻如

何透過資訊科技達成快速學習並累積知識，以因應終身學習與知識經濟時代所需。

八、加強設備穩定度及定時維護

綜合研究結果與觀察，學生對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設備充足完善能增進上課

品質，給予極高的評價與肯定。但觀察課程實際應用上，無線投影配置的不穩定

問題，常帶給師生學習上的困擾。學生亦時常反應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內無線網路

訊號強度及投影之通訊問題，阻礙學習與報告。科技化環境支援學習應以能得其

所用為要，圖書館方面雖亦盡力減少設備之狀況發生，在相關資訊配備得仰賴聯

絡廠商到校維修以提供專業技術上的支援，故面對課程突發狀況難以即時改善。

故建議學校能提供更多的經費，讓圖書館加強教室設備管理及維護工作，定時定

期為教室配備做檢測更新，確保設備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以供學習活動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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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基於研究者為圖書館之工作人員，研究期間僅以輔仁大學圖書館數位

互動學習教室之管理學院學生課程使用情形作分析探討，研究對象限制於管理學

院之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調查管理學院學生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配備使用反

應是否達到學習需求、學習效益，觀察管理學院學生在科技化及互動學習環境下

應用配備進行學習之情形，以及所面臨之障礙，提供對該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課

程應用想法、設備需求及相關評價。由於研究範圍與限制使研究結果未有多方面

見解與未盡周詳之處，茲就以下列議題以供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未來相關研究可擴大研究對象範圍，如國中、高中、大專院校學生、民眾，以

暸解不同年齡層在以科技化學習的使用反應與需求。可針對不同專業學科領域、

圖書館利用教育、社區研習班等使用者族群進行調查研究，讓數位互動學習教室

之科技化配備與互動空間更符合不同使用者的需求來支援學習。

二、研究方法方面

在未來研究方法上建議可加入實驗組及對照組的方式進行比較研究。例如：比

較學生使用一般傳統教室學習及科技化學習的差異，在互動方式、學習效果、教

學評鑑等方面有實驗的數據對照比較，在資訊科技融入學習方面以進行更深入的

實質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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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場域方面

未來研究可將研究場域擴及至各種類型圖書館、國高中、大專院校的科技化學

習環境及 E化教室之使用分析，不同的科技化環境之建置空間與學習配備亦有所

不同，也視教師以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涉入情形，後續研究可深入探討互動空間、

學習配備、資訊科技融入學習之涉入程度的差異性是否影響學生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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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意見調查問卷初稿

各位同學：您好

本人是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研究所學生，本研究問卷目的在於調查輔仁大學圖書

館之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支援學習之使用情形。希望透過問卷了解使用者對於使用數

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配備的使用感受、使用教室之學習助益與互動的情形，讓大

學圖書館對於支援教學之環境有改進的方向。您所填答的資料僅供研究之用，絕對

永久保密，懇請放心詳細填答，使此研究調查更具有可性度，感謝您協助幫忙作答！

謹祝 學安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林麗娟 博士

研究生 ：鄭曉菁 敬上

請在合適的答案於□中勾選與填答。

第一部分：使用者基本資料

1.您的性別：□男 □女。

2.您的身分為：□ 大學部學生 □ 研究生

3.系級：___________________系__________年級。

4.您每週平均使用電腦的時數

□ 無 □ 1小時 □ 1~4 小時 □ 4~8 小時 □ 8小時以上

5.您目前上課之課程名稱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您過去（非本課程）有曾經利用資訊科技設備學習的經驗嗎？

□ 有，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 □ 無

7.您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經驗為何？

□ 使用過一學期 □ 使用過一學期以上 □ 使用過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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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配備使用情形

非常

同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筆記型電腦之數量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2.筆記型電腦配置之軟體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

求？

3.無線網路之連線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3.有線/無線投影機投影之便利與品質能滿足我課

程上之需求？

4.DVD 影音放映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5.無線麥克風數量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6.無線麥克風音訊效果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7.桌椅移動之便利性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8.整體學習空間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第三部分：使用數位互動教室之學習助益

非常

同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能激發我的

學習興趣？

2.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能增進我的

學習動機？

3.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有助於我對

專業知識概念上的互動？

4.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有助於我建

構專業知識的基礎？

5.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有助於我反

省所學的知識？

6.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有助於我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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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有助於我檢

視自己的學習歷程？

8.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能促進我與

同儕間達到共同學習？

9.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能協助我們

小組任務的達成？

10.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有助於我實

際去操作演練學習所需的知識？

11.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能協助我對

於課程問題的解決？

12.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能拉近我和

老師之間的距離？

13.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能透過討論

來增進我與同儕間的關係？

14.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能促進我的

想法表達？

15.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有助於我聆

聽他人的想法？

16.數位互動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使我增進與他人

溝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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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使用意見調查正式問卷

各位親愛的同學您好：

本人是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研究所學生，目前正進行「輔仁大學圖書館數位互

動學習教室使用分析—以管理學院學生為例」之研究。希望透過此問卷了解學生於

圖書館上課之使用情形，了解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配備對於學生之學習助益，以作為

未來圖書館支援教學之參考依據。希望您能依據您的使用情形據實填答，您所填答

的資料僅供研究之用，絕對保密。感謝您協助幫忙作答！

謹祝 學安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林麗娟 博士

研究生 ：鄭曉菁 敬上

請您就此門課程之學習情形與經驗勾選與作答。

第一部分：使用者基本資料

1.您的性別： □男 □女

2.您的身分為： □ 大學部學生 □ 研究生

3.系級：___________________系__________年級

4.您目前上課之課程名稱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您每週平均使用電腦的時數為：______小時

6.您過去（非本課程）有使用數位學習（E-learning）的經驗嗎？

□ 有，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無

7.您使用此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經驗為何？

□ 使用過一學期 □ 使用過一學期以上 □ 使用過一年以上

課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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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配備使用反應

請針對以下之反應項目依據個人使用感受填寫，

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之選項

非常

不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常

同意

1.筆記型電腦之硬體配備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2.筆記型電腦安裝之軟體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3.無線網路連線速度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4.有線/無線投影機投影之配置能滿足我課程上之

需求

5.DVD 影音放映設備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6.無線麥克風配備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7.無線麥克風音訊效果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8.桌椅移動之便利性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9.整體學習空間之安排能滿足我課程上之需求

第三部分：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助益

請針對以下之反應項目依據此門課程之學習情形

與經驗填寫，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之選項

非常

不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常

同意

1.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能激發我的學習

興趣

2.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能增進我的學習

動機

3.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上課經驗有助於我對課程

專業知識概念上的互動

4.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上課經驗有助於我建構專

業知識的基礎

5.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上課經驗有助於我反省所

學的知識

6.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機會有助於我檢視自

己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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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開放性問答

1.您對於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配備進行學習，是否感到焦慮或困難?

請敘述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您對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硬體配備使用，有何想法與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您認為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應該如何使用，對於學習才會有所助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整體而言，您對於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進行學習之評價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針對以下之反應項目依據此門課程之學習情形

與經驗填寫，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之選項

非常

不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常

同意

7.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能促進我與同儕

間達到共同學習

8.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方式有助於我們小組

任務的達成

9.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環境有助於我實際去

應用所需的知識

10.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互動機會能協助我對

於課程問題的解決

11.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型式能拉近我和老師

之間的距離

12.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幫助我透過討論的方式以增

進自己與同儕間的關係

13.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能激勵我的想法

表達

14.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互動機會有助於我聆聽其

他人的想法

15.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學習方式能增進我與其他

人溝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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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訪談大綱初稿

一、您與老師透過什麼管道及資訊科技設備達成互動？在學生與老師間互動方面與

一般教室學習比較有何差異？有何優勢及不足之處？

二、您覺得透過此教室分組討論來達成同儕互動的效果如何？在學生間互動方面與

一般教室學習比較有何差異？有何優勢及不足之處？

三、您如何利用此教室之資訊媒體設備與同學完成合作學習的任務達成？

四、您認為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內的學習科技設備，對您與課程內容間的互動學

習有何助益，請就學習經驗加以描述。在學生與課程內容互動方面與一般教室

學習比較有何差異？有何優勢及不足之處？

五、對於您學習的科目，您覺得在此門課程中，課程的哪一個環節或部分因為數位

互動學習教室的環境，使學習更有效率？

六、您會建議系所哪門課程可以利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支援教學？建議因素為何？

七、您在初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資訊設備，有何困難或焦慮？

八、您使用過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那些設備？認為還需要哪些設備來輔助學習？

九、您在課程學習進行中曾經使用過電子白板嗎？數位電子白板的呈現、列印輸出、

USB 資料儲存功能是否滿足上課之學習需求？

十、您在課程學習進行中曾經使用過數位攝影機及數位編輯控制器來錄製學習課程

嗎？所錄製的學習資源是否對學習有幫助？

十一、您對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科技化學習設備，您的評價如何？有何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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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正式訪談大綱

一、您與老師透過什麼管道及資訊科技設備達成互動？在學生與老師間互動方面與

一般教室學習比較有何差異？有何優勢及不足之處？

二、您認為透過此教室分組討論來達成同儕互動的效果如何？在學生間互動方面與

一般教室學習比較有何差異？有何優勢及不足之處？

三、您認為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內的學習科技設備，對於您與課程內容間的互動

學習有何助益，請就學習經驗加以描述。

四、您如何利用此教室之設備與同學完成合作學習的任務？

五、您認為在此門課程中，課程的哪一個環節或部分因為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環境，
使學習更有效率？

六、您會建議系所哪門課程可以利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支援教學？建議因素為何？

七、您在初次使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資訊設備時，有何困難或焦慮？

八、您使用過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的那些設備？您認為還需要哪些設備來輔助學習？

九、在課程學習進行中，教師是否曾經使用過電子白板？如何用？請敘述你對於電
子白板使用的看法。

十、在課程學習進行中，教師是否曾經使用過數位攝影機及數位編輯控制器來錄製
學習課程？您覺得這樣的經驗對學習的幫助何在？

十一、對於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科技化學習設備與互動空間，您的評價如何？有何
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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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觀察記錄單

日期時間 系級

課程名稱

教學媒體

觀察紀錄

觀察

心得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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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館數位互動學習教室相關介紹

一、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功能示意

二、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之設備

‧ 自由組合空間

互動學習

數位學習

影音播放

錄影音及後製

學習資源

知識庫

教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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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後白板設備

‧ 可移動式電子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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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記電腦

‧ 地面插座（可連結 VGA 與 Audio 訊號）

‧ 無線網路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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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多功能簡報器

‧ 教學遙控錄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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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音編輯系統、攝影機控制器

‧ 影音控制小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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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互動學習教室上課實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