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 
 

 

本研究係依據 Kirkpatrick 所提出的訓練成果評估四層次—反

應、學習、行為、結果，調查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數位化工作人員在

接受訓練後，對前三個層次的看法，亦即對訓練實施各方面的滿意度

（反應層次）、個人才能的增進程度（學習層次）、實際工作的應用成

效（行為層次）等情形，以及主管人員對員工受訓後整體成果評估的

看法。兹將本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 數位化工作人員之專業訓練實施成效 

 

（一） 數位化工作人員的專業訓練以技術應用層面為主 
 

數位化工作人員所接受的專業訓練，經調查結果發現以

「資訊技術」類佔多數。由於參加訓練的數位化工作人員多

半是負責典藏內容加值生產的各組研究助理、技術人員及資

訊組人員，為因應本身工作的需求，自然以技術類別的訓練

課程為主。此外，由於數位化工作人員的專業訓練主要是參

與國科會數位典藏專業培訓課程，該訓練課程又以技術方面

的實務課程為規劃重點，因此數位化工作人員在訓練課程的

選擇上，多以技術相關知識及實務應用為主。 
 

事實上，由前述文獻探討可知，數位典藏的建構，除了

相關資訊技術的援用，更重要的是數位化規格與原則的制

定、典藏數位化流程的制定與執行、詮釋資料的設計與典藏

資料的著錄等有關資訊組織層面的基礎工作要項，這些可說

是數位典藏建立的根基，再加上數位技術的引用、輔助，使

數位典藏能夠應用在展示、教育、研究等各功能面，讓博物

館的功能在數位科技與知識經濟的時代依舊能盡情展現，扮

演知識提供與生產者的重要角色。由此可見，資訊的組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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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應用兩者在數位典藏的建構上實為相輔相成、缺一不

可；然而培訓單位在資訊組織方面所提供的訓練顯然較資訊

技術類少了許多，這種技術導向的安排很可能導致數位典藏

的專業訓練流於捨本逐末的形式，使得數位化工作人員鍾情

於炫目資訊技術的開發應用，而忘了資訊組織的統一規範與

標準化的制定，才是數位典藏長遠發展的基礎。因此，數位

化工作人員除了持續加強資訊技術方面的訓練，對於資訊組

織方面如數位化規格與詮釋資料設計等各項議題的訓練，亦

應同等重視。 

 

（二） 數位化工作人員對訓練軟硬體設施普遍感到滿意，但對訓練

的評估及後續的升遷與福利等方面滿意度較低 
 

就訓練實施各方面的滿意度而言，數位化工作人員對訓

練的軟硬體設施包括訓練的時間安排、次數、訓練方法、課

程的編排與內容、教材的採用與內容、訓練師資、場所與設

備、訓練程序的辦理等方面普遍感到滿意，但對於訓練的評

估及後續的升遷與福利等激勵方面滿意度較低。 
 

由前述文獻探討可知，一套完善的訓練制度必須要做到

正確地分析需求、妥善地規劃課程、確實地執行訓練及忠實

地評估成果，而訓練成果的評估不僅在評鑑訓練的成效，其

更重要的機制在於回饋。有效的評估可提供組織對訓練方案

實施的瞭解及改進的方向，使訓練能確實增進員工的工作效

能，提升組織整體的績效，而非浪費員工的時間與組織的金

錢。因此，數位化工作人員的專業訓練應落實為一項制度，

其訓練程序可參照前述文獻探討中所提到美、英、法等各國

博物館人員訓練的模式，例如將訓練方案依照受訓對象及其

需求分別規劃各自的訓練課程，每套訓練課程可再分為基

礎、進階應用等幾個等級，循序漸進地加強訓練的深度與廣

度；而在每個階段的訓練課程結束後，必須要有訓練成果的

具體評估，其評估結果可作為各階段訓練課程設計檢討與修

正的依據，以及決定受訓者能否進入下一階段訓練的憑據，

同時也要給予適當的回饋，以激勵增強受訓者的學習動機，

確實提高訓練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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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數位化工作人員在受過訓練後，在「數位化相關知識與整體

概念」、「與業務有關的專業技能」及「工作目標認知與合作

態度」等方面的學習皆有很大的進步，同時也能夠學以致用，

確實應用在實際工作上 
 

數位化工作人員在受過訓練後，以「數位化相關知識與

整體概念方面」的增進程度最高，其次為「與業務有關的專

業技能方面」及「工作目標認知與合作態度方面」，而增進程

度最低的為「對外協調溝通能力方面」，次低的為「計畫管理

能力與應用推廣方面」。在應用成效上，數位化工作人員在受

過訓練後，以「數位化相關知識與整體概念方面」在實際工

作的應用上最多，其次為「工作目標認知與合作態度方面」

及「與業務有關的專業技能方面」，而「計畫管理能力與應用

推廣方面」在實際工作的應用上最少，次少的為「對外協調

溝通能力方面」。此結果與數位化工作人員對訓練學習成效的

看法前後呼應，在學習效果愈顯著的項目上，其在實際工作

的應用上也愈多，可見數位化工作人員多能學以致用，展現

訓練成效。 
 

（四） 數位化工作人員對訓練不滿意的原因以課程內容安排不當、

未能切合自身工作需要及受名額或班次限制為主 
 

數位化工作人員對訓練不滿意的原因以認為「訓練課程

內容過於淺顯，沒有什麼收穫」所佔比率最高，其次為認為

訓練課程「未能配合目前工作的需要」、「未能因應未來工作

所需」、「內容過於深奧，無法確實理解」及「受理名額太少

或班次太少」。可見數位化工作人員雖有訓練的需求，卻因課

程內容安排不當，未能切合自身工作的需要，以及受名額或

班次的限制，造成受訪者對訓練整體的滿意度不高。此外，「工

作繁忙，無法全程參與」及「單位指派受訓，沒有選擇」等

因素也影響到受訪者對訓練成效的反應，值得主管當局重視。 

 

（五） 個人背景因素及工作組別不會影響數位化工作人員對訓練成

效的看法 
 

將訓練實施整體滿意度與受訪者個人背景及工作部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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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卡方檢定後發現：不同個人背景及工作部門的數

位化工作人員對訓練實施整體的滿意度並沒有顯著性差異，

顯示性別、年齡、婚姻狀況、教育程度、服務年資、工作職

稱、受聘∕任方式、訓練累積時數等個人背景因素及工作組

別，並不會影響到數位化工作人員對訓練成效的看法。 

 

（六） 數位化工作人員認為未來訓練課程的規劃仍應加強〝技術方

面〞的課程 
 

儘管技術方面的課程一直是國科會數位典藏專業培訓課

程的主軸，仍有受訪者表示現有的數位化相關訓練應加強〝技

術方面〞的課程，如浮水印的應用、資料庫的程式設計、相

關軟體操作等課程；此外，也有受訪者表示培訓單位每年提

供的課程大同小異，所學有限。參考數位化工作人員對訓練

實施整體不滿意的主因為〝課程內容安排不當、未能切合自

身工作需要〞可知：訓練課程的內容設計，應是培訓單位檢

討現有課程、規劃未來訓練方案以提高訓練成效的重點。另

外，有數位化工作人員表示訓練所學的一些觀念與技術雖然

覺得不錯，但上級通常不會採用，顯示上級的支持度與員工

訓練能否發揮其功效有關。 

 

 

二、 主管人員對員工訓練實施成效的看法 

 

（一） 主管多認為員工受訓後，不僅在知識技能、工作態度等方面

有明顯進步，對組織整體營運也有很大助益 
 

各組主管多認為員工在接受訓練後，不僅在知識技能、

工作態度等方面有明顯的進步，對於組織整體的營運也有很

大的助益。其中，主管對於「有助於員工的自我發展」及「提

升組織的服務品質」評價最高，其次為「提高員工的工作滿

意度」、「提升員工的專業素養」、「提升員工的專業技術能

力」、「培養員工的團隊合作精神」、「培養員工的第二專長」、

「員工的表現可作為組織儲備人才的參考」、「降低組織的營

運成本」及「強化組織文化」。至於評價最低的部分則是「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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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表現可作為決定升遷或福利的參考」，此或因科博館為公

家單位，不論用人、升遷均須經過考核按規定程序辦理，故

無法像民間私人機構一樣，可依員工的工作表現適時給予回

饋。此外，「改善員工出缺勤的現象」及「降低員工的離職率」

兩方面的評價也較低，此或因員工平常出席的狀況就不錯，

故其行為在接受訓練後也沒有明顯的改變，而員工的離職率

沒有顯著改善，則反映出員工可能覺得工作上的付出並未得

到應有的回饋，或是員工對個人的未來仍有其他規劃，目前

的工作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整體而言，各組主管對員工訓練

實施成效多表示肯定的態度，不管是在員工或是組織方面，

專業訓練確實能帶來效益，創造雙贏的局面。 

 

（二） 主管人員認為未來訓練課程的規劃可再加強與相關單位進行

經驗交流 
 

由於對員工訓練實施成效的高度滿意，5 位主管當中有 4

位均認為現有的數位化訓練課程已能滿足組織推展數位化工

作及員工執行業務的需要，而有 1 位主管人員則認為未來訓

練課程的規劃可再加強與相關單位進行類似計畫工作的交

流，以互相學習、切磋，進一步提升專業訓練的成效。 

 

 

三、 數位化工作人員及其主管對訓練成效看法比較分析 

 

（一） 數位化工作人員及其主管皆認為訓練確實能為員工個人及組

織整體帶來效益，但在訓練評估後續的回饋方面，兩者的評

價亦較低 
 

整體而言，數位化工作人員及其主管皆認為訓練確實能

為員工個人及組織整體帶來效益，尤其以主管方面的評價更

高。就員工方面而言，數位化工作人員在受過訓練後，在「數

位化相關知識與整體概念」、「與業務有關的專業技能」及「工

作目標認知與合作態度」等方面的學習皆有很大的進步，同

時也能夠學以致用，確實應用在實際工作上，展現其訓練成

效。就主管方面而言，各組主管也多認為員工在接受訓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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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在知識技能、工作態度等方面有明顯的進步，對於組織

整體的營運也有很大的助益，故在「有助於員工自我發展」、

「提高員工工作滿意度」、「提升員工專業素養」、「提升員工

專業技術能力」、「培養員工團隊合作精神」、「培養員工第二

專長」等方面以及「提升組織服務品質」、「降低組織營運成

本」、「強化組織文化」等方面，主管皆給予很高的評價。 
 

雖然主管對員工訓練皆抱持肯定的態度，但在「員工表

現可作為決定升遷或福利的參考」及「降低員工離職率」等

方面的評價卻不高，相對於員工方面，數位化工作人員對於

訓練的評估以及後續的升遷與福利等激勵方面的滿意度亦較

低。此或因科博館為公家單位，不論用人、升遷均須經過考

核按規定程序辦理，故無法像民間私人機構一樣，可依員工

的工作表現適時給予回饋。此外，「工作繁忙」、「單位指派受

訓」等因素以及上級的支持度，也影響了數位化工作人員對

訓練成效的反應，值得主管當局重視。 

 

（二） 數位化工作人員認為未來訓練課程的規劃仍應加強〝技術方

面〞的課程，主管人員則認為可再加強與相關單位進行經驗

交流 
 

在員工方面，數位化工作人員認為目前的訓練仍應加強

〝技術方面〞的課程，如浮水印的應用、資料庫的程式設計、

相關軟體操作等課程；此外，也有受訪者表示培訓單位每年

提供的課程大同小異，所學有限。至於主管方面，主管人員

認為未來訓練課程的規劃可再加強與相關單位進行類似計畫

工作的交流，以互相學習、切磋。參考數位化工作人員對訓

練不滿意的主因為〝課程內容安排不當、未能切合自身工作

的需要〞，以及從文獻上得知培訓單位舉辦過的專業培訓課程

與相關研習活動可知：訓練課程的內容設計，應是培訓單位

檢討現有課程、規劃未來訓練方案的重點；此外，培訓單位

亦應增加研習活動的開辦或相關資訊的提供，以增進同業及

相關單位的經驗交流與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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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事項 

 

 

兹就本研究所得之結論，提出下列幾項建議，期能供訓練推廣分

項計畫、國立自然博物館日後辦理數位典藏相關人員訓練業務及後續

研究者發展相關研究探討方向之參考。 

 

一、 對國科會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訓練推廣分項計畫之建議 

 

（一） 加強「資訊技術」方面的訓練課程，可考量報名學員的背景

設計課程內容深度，課程結束後則可調查學員的反應，作為

未來規劃課程內容、改進課程設計的依據 
 

雖然技術方面的實務課程一直是國科會數位典藏專業培

訓課程規劃的主軸，仍有數位化工作人員表示現有的數位化

相關訓練應加強〝技術方面〞的課程，而現有的訓練課程內

容安排不當、未能切合受訓者自身工作的需要，則造成數位

化工作人員對訓練實施整體的滿意度不高。因此，建議訓練

推廣分項計畫應再加強「資訊技術」方面的訓練課程，並可

考量報名學員的背景設計課程內容深度，在訓練課程結束後

則可調查學員的反應，以確知學員對課程的看法，作為未來

規劃課程內容、改進課程設計的依據，以更符合學員參訓的

需求。 

 

（二） 訓練課程主題應時有更新，適時引介新的資訊技術應用資

訊，對於報名踴躍的課程，可增加開課班次或名額 
 

除了加強資訊技術類別的訓練課程、改進訓練課程的規

劃設計之外，也有數位化工作人員表示培訓單位每年提供的

課程大同小異，所學有限，加上受名額或班次的限制，亦影

響到數位化工作人員對訓練實施整體的滿意度。因此，建議

訓練推廣分項計畫有關其訓練課程主題應時有更新，適時引

介新的資訊技術應用資訊，對於報名踴躍的課程，則可增加

開課班次或名額，以滿足學員吸收新知的需求，提升學員的

訓練學習及應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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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科博館之建議 

 

（一） 實行職務代理人制度、確定員工的訓練需求，並提供員工將

訓練所學應用在工作上的機會，以提高員工參訓的意願，強

化學習的動機 
 

整體而言，科博館數位化工作人員對專業訓練的實施還

算滿意，但也有受訪者表示因為工作繁重而無法全程參與；

或是受單位指派而不得不參加訓練；或是訓練所學的一些觀

念與技術雖然覺得不錯，但上級通常不會採用，這些因素皆

會影響數位化工作人員參訓的意願及學習的效果。因此，建

議科博館派訓單位可實行業務代理制度，讓受訓員工能安

心、專心的學習；而在指派員工受訓前，除考量單位業務所

需，亦應重視員工的訓練需求，以提高員工的學習動機，同

時可據此評估員工受訓後的效果。此外，各派訓單位及主管

應提供員工在受訓後將所學應用在工作上的機會，若能獲得

上級的支持，員工會因而更積極、認真地參與訓練，提升訓

練學習與實際工作應用的成效。 

 

（二） 建立博物館人員專業訓練的機制，重視員工訓練成效評估，

明確制定訓練的賞罰，給予員工適當的回饋，以激勵增強其

學習動機 
 

科博館數位化工作人員對訓練的軟硬體設施普遍感到滿

意，但對於訓練的評估以及後續的升遷與福利等激勵方面的

滿意度較低，對照主管人員對員工訓練成效評價最低的項

目，則為「員工的表現可作為決定升遷或福利的參考」。此或

與科博館為公家單位，不論用人、升遷均須經過考核按規定

程序辦理有關。然而不管是對公家單位或私人機構而言，訓

練都是花費時間與金錢的投資，故如何具體呈現訓練的成果

以證明訓練的效益便是一項很重要的課題，而評估便可協助

達成此一目標。因此，建議科博館可將訓練列入人事考核的

要項，將訓練分為幾個等級，受過某些等級訓練且有具體成

效者，則可晉升主管階層，如此便可建立博物館人員訓練的

機制；而訓練成效的評估，則可援用 Kirkpatrick 提出的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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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評估模式建立一系統化的訓練成效評估制度，以不斷修正

提升訓練的品質，並依據評估結果明確訂定賞罰方式，給予

員工適當的回饋，如前述晉升主管的升遷獎勵，以激勵增強

其學習動機，提高訓練的成效，促進組織營運績效與服務品

質的提升，創造員工與組織雙贏的局面。 

 

 

三、 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一） 研究方法方面可加入質化方式的研究，如挑選特定對象進行

訪談，以質化研究加強量化研究不足之處 
 

本研究進行是採用量化方式的問卷調查法，目的是在短

時間內取得大量、可靠的調查資料，並方便事後的統計分析，

但礙於量化研究對問題成因探討的深度有限，本研究對員工

與主管對訓練滿意度及訓練成效看法的落差無法深入探究其

原因。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加入質化方式的研究方法，

如挑選特定對象進行訪談，以質化研究輔助量化研究，加強

量化研究不足之處，如此方可獲得更深入、寶貴的資訊。 

 

（二） 研究對象方面可擴大研究整個博物館業，或選擇同一類別的

博物館進行研究，並對各館之間做比較 
 

本研究只探討科博館數位化工作人員的專業訓練成效，

後續研究者可繼續探討一博物館的其他人力，如展示人員、

推廣教育人員等的專業訓練成效；或擴大研究整個博物館

業；或選擇同一類別的博物館，如所有美術館進行研究，也

可以對各館之間做比較。 

 

（三） 研究變項方面可繼續探討其他相關因素對訓練成效的影響，

如受訓者的心理因素、參訓動機等 
 

在影響訓練成效的因素方面，本研究只探討個人背景因

素，包括性別、年齡、婚姻狀況、教育程度、服務年資、工

作職稱、受聘∕任方式、訓練累積時數，以及工作部門。後

續研究者可繼續探討其他相關因素對訓練成效的影響，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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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者的心理因素、參訓動機、有無其他受訓經驗、工作環境

的影響等等。 

 

（四） 研究時機方面可針對特定的訓練方案，採用縱斷面的追蹤研

究來衡量訓練成效 
 

本研究是採行橫斷面的事後回溯法來衡量專業訓練成

效，後續研究者可針對特定的訓練方案，採用縱斷面的追蹤

研究來衡量訓練成效，所獲得的資訊將更有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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