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之研究—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為例 

第四章 訪談資料整理 

第一節 訪談資料各項說明 

 

（一）研發人員訪談資料說明 

 
根據本研究當中的第二章文獻探討以及第三章的研究架構為基

礎，本章將聚焦在於訪談資料的整理、呈現與重點摘要的部分，整理

受訪者的逐字稿，分成三節來呈現：1.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中的工
作內容的描述、2.影響他們參與此業務之動機、3.組織機構發展企業
數位學習業務的關鍵因素。 

 
在完整呈現逐字稿當中所揭露出的概念之後，研究者按照第三章

所列出的研究架構來歸類，依照各個概念之間的層次區分為「主要概

念－次要概念－再次要概念－訪談結果」，每一個訪談結果之後以逐

字稿作為佐證。而為了方便訪談資料的呈現，訪談結果的層次依據「主

要概念－次要概念－再次要概念－訪談結果」作順序編號，舉例說

明：有一個訪談結果排在第一個主要概念下，第二個次要概念中的第

三個再次要概念的第四個訪談結果，則編號成「訪談結果 1-2-3-4：」。 
 

（二）其他企業數位學習業務成員訪談資料說明 

 
在呈現受訪研究人員訪談資料的同時，研究者也將企業數位學習

業務其他成員的訪談做了整理，從中萃取出與受訪者的訪談結果相近

的概念，以表格的方式陳列於研究人員訪談資料之後，並且列出被訪

談的企業數位學習業務成員，以作為交叉比對的依據。 
 

（三）研究概念構圖說明 

 
在完成所有訪談者的資料呈現之後，研究者以研究架構為基礎，

將本章所探討到的三小節作為主要的起點，繪出本研究整體研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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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一)至(三)，分別置於本章第二節、第三節以及第四節後面，以
協助讀者瞭解研究概念全貌。 

 

第二節 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工作內容 

 
企業數位學習過程當中，課程體(courseware)的產出占了相當關

鍵的地位。在本節中，主要著力探討研發人員的領域知識內容轉換成

企業數位學習課程的過程。另外，研發人員的工作內容還包括了相對

於實體課程當中教師輔導功能的學習輔導業師，以及既有實體社群和

網路環境相互搭配的學習社群領導者。 
 

(一)領域內容專家(Subject Matter Experts) 

 
(1) 蒐集與準備課程資料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11--11--11：：研研究究人人員員表表示示，，準準備備數數位位學學習習課課程程教教學學資資料料所所需需

要要的的時時間間比比他他們們想想像像中中所所需需時時間間高高出出很很多多倍倍。。  
 

我大概花了有 3到 4個月來準備這些東西，包括 survey資料, 還有投影片的

製作啊。（B，3，7-9） 
 

我很粗略的估計一下，包括收集資料、整理資料，不包括翻譯的時間，但是

有一些校正的校稿，因為翻譯不是我翻的，我沒有時間。而且很多我都不知道怎

麼翻中文，一個半小時的課程，我大概花了我看，應該也有 50個小時。（I，2，
24-28） 

 

如果都是講第一次的話，我自己過去個人的經驗，在美國如果就我教的那門

課，如果上一個小時，我應該準備，第一次我應該是準備花 3到 5倍的時間。過

去如果一個小時的課，我大概要花 5個小時的時間，那這次是一個半小時，我花

50個小時，因為很大的部份是在收集，所以這很新的東西，而不是說手邊馬上

拿了就有，你很多是你出去開會、去聽、去收集，有些是要回來，再倒回去去找

資料，所以再整理，所以我如果工作天來算的話，一天 8個小時，一個禮拜 50

個小時絕對有。（I，2，30-34；I，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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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這個課程裡面，花了多久的時間喔，嚴格來講總是要幾個月吧， 因

為我這個很多檔案以前就上課的時候就留下來，反而花比較多的時間是在講稿的

部份，要有時間去把它修飾，再去重新思考，所以這個從開始到最後總是有兩個

月，可是沒有說每天都做啦，利用一天、兩天這樣子來陸陸續續這樣做。(K，3，

27-32) 
 

從頭到尾準備內容約半個月到一個月。(L，2，4-5) 
 
時間不知道會拖得這麼長，以為一, 兩個月大概就可以 ok了，

但是拖到上禮拜才整個結束，對，因為你表達給製作公司的，它可能

不是這個背景，那他做出來的東西，也可能不是你要表達的，那因為

他是要做動畫嘛，所以在這一來一往之間，時間就拖得很長，原本可

能預計一、兩個月，最多差不多三個月就完了, 結果去年的十一月到
現在約半年吧…。(L，5，11-18) 

 
喔，我剛說一、兩個禮拜是我在準備我去外面講課的時候，因為這個課的原

始講義一定會有一個你最先開頭要準備出來嘛，那大概準備了一、兩個禮拜以上， 

然後真正要來給 e-learning用，其實我們開頭沒有花什麼時間，就是把原來的

power point檔轉給他，但是後來之後就要跟這邊的課程設計溝通，從開始做我覺

得花蠻多時間的，陸陸續續的，所以可能，因為它也不是一直做，所以你說直接

要統計多少時間，就是整個事情拉的很長，拉了好幾個月。(N，3，3-10) 
 
唉，很久，我本來其實因為這些課在外面都講過，那對象也都不一樣喔，有

剛講的有業界的，業界就形形色色各樣的人都有，甚至不是這個領域的；那有大

學部的學生、有研究生，所以我以前我自以為說我的教材應該是可以應付所有人

了，不管難的淺的，可是到了 e-learning這裡我全部重來，就是把以前的教材拿

出來重新改過，我大概已經花了，差不多，講工作天差不多已經花了十個工作天，

就是斷斷續續的，可是加起來大概有十個工作天。(P，3，8-14)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11--11--22：：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課課程程與與研研究究計計劃劃或或業業界界工工業業服服務務的的
內內容容有有關關，，則則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花花在在課課程程準準備備的的時時間間可可以以

減減少少很很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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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到今年，有一年的時間，若是準備上課用教材準備方面的話，比較快。

（A，1，12-14） 
 
對對，這個我看 total的準備時間，花了可能一個禮拜的時間。因為我們本

來就在對於未來技術研發的領域作規劃，所以我現在手上有一些現成的資料，另

外有些要再上網去找，也有從國外去調一些資料進來。（C，3，24-31） 

 

其實我這些東西就是我以前在外面演講的時候就有一些相關的資料，這很難

去估計這整個的時程啦，蠻難去估計。那如果說我真的想去把這整個投影片整理

起來的話，我覺得差不多一兩天的時間。（D，2，27-30） 

 

一兩天的時間就足夠，但是因為前提是我先前在外面有演講，有一些在申請

研究計劃的時候就已經準備了，有了這些的準備，讓我在準備教材還蠻快的。

（D，2，32-34） 

 
這個課程其實對我來講都是現成的，所以並不會花額外多的時間出來重新再

準備，那我把舊的拿出來重新再 modify之後，我想再花個半天，我想就可以足

夠讓這個 e-safety或 e-learning就可以上線了。圖片我本來就有，我的教材裡面

都是含了圖片跟很多參考資料。(Q，2，14-18)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11--11--33：：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的的課課程程，，在在課課前前資資訊訊準準備備上上需需要要用用

很很多多的的時時間間，，以以收收集集更更多多的的數數量量和和更更即即時時的的資資訊訊

給給課課程程相相關關資資料料，，然然後後才才能能消消化化並並且且加加以以整整合合。。  
 
要怎麼去找到一些教材, 有一些圖的話要怎麼去表現一些特別的教材內容, , 

有一些是可能平常在搜尋一些資料, 就要把資料保存下來, 接下來要再花一點時

間做教材編排, 一般來講, 網路資料較易取得。（A，1，28-32） 

 

我是覺得說要給大家比較一個正確的觀念，所以我會去找很多很多的資料，

找資料第一個蠻花時間的，因為可能除了書上資料要找、網路資料要找，而且那

網路上資料也不是說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還要去用一些搜尋什麼的。（B，3，20-23） 

 

因為我們課程的 reference data很多，比如說我要出的 60題測驗題，還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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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網站、相關的書籍，還有一些參考資料、錄影帶，那還有相關的問題集。等

於是我們這個課程裡面放了非常多的 reference，所以這就是我們講師要花這麼多

的時間去找這些資料的原因。（D，3，5-9） 

 

我覺得就是說像剛剛提到，就是你怎麼樣把這門課變得很生動，讓裡面資料

很豐富的那個困難點，而平時我只要一句話帶過的。比如說，剛說的(braving)

現象好了，那我可能需要找的是影片；如果找的是圖片，我不能只講(braving)

這樣，可能大家聽過也不曉得是什麼東西，那我變成要找一些國外發生的案例， 

是它(braving)所產生的一些爆炸現象，那個不見得國內有，那你可能要透過國外

的錄影帶, 或者是一些國外的案例, 把一些這個資料收集進來。我在這邊解釋一

下這個(braving)的定義:就是蒸汽雲的爆炸，這是一個槽車，那可能就是在一個

火場，燃燒到一個時間之後，然後產生一個突沸現象，瞬間從液相變成氣相的時

候，一引燃就會是一個火球這樣子 fireball 起來，這樣一個現象。那個只是一個

point，我只是舉例剛剛那個(braving)，所以過程有很多就是要搜集國外例子…。

（D，3，15-29） 
 

解釋這樣的現象用口語是不難，但是我講的是 e-learning這邊要配合的是， 

很多是要用圖片，或者是很多那個影帶，這樣才會比較生動，不是說只有靠文字， 

文字的吸引力不大，那我們平常如果不用 e-learning在外面上課，那我就在投影

片上可以放很多的照片什麼的，那你就沒辦法把它轉成 e-learning裡面的東西

嘛！（D，3，31-34；D，4，1） 

 

基本上，我這門算是比較基礎的課程嘛，而且不是算什麼前瞻啦，跟計劃相

關的嘛，所以大概基本上都是從包括書籍啊、網路啊，做一些資料收集的工作。

(L，2，14-16) 
 

(2) 企業數位學習的學習特性與課程內容編排方式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11--22--11：：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讓讓研研究究人人員員感感覺覺到到與與傳傳統統教教學學上上有有
很很大大的的不不同同。。例例如如和和學學員員的的互互動動方方式式、、要要事事先先寫寫

講講稿稿等等等等。。  
 
我想，其實是還好。就是說花在溝通的時間可能會比我想像中的

多一點。譬如說跟 e-learning設計那邊的人配合，那他們的要求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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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對講課的要求不一樣， 因為我們講課的要求，投影片打下去，
講師看了就知道要講什麼。可是 e-learning的東西可能就是說像這是
客戶要求的東西，你必需要講的非常的淺顯這樣子，有些東西那些，

你還要把它寫上去，所以說等於你要弄一些比較 general的東西，對。
（D，3，5-11） 

 
我平常在教室講課的時候，有些東西可以用意會而瞭解的。學生可看你的表

情就了解的東西，你在 e-learning裡面必需要一條一條的… ……講清楚。（D，3，

12-14） 

 
e-learning比較需要有很多前置作業啦，就是說你 e-learning要呈現得好的

話。因為你那時會想要怎麼透過網際網路，而你沒有辦法透過個人的表達嘛！那

你說外面的教室課程，那個我可以透過肢體語言，或是一些講課的魅力來使學員

知道說我們表達的重點在那裡，那 e-learning這邊不一樣啊！它只能夠從你的聲

音，從你整理的資料文件，跟你整個呈現的一個方式的邏輯性，你去看說你這門

課可以帶給我什麼，所以應該 e-learning的挑戰性會比較大。那我們平常在上課

那個，把我們以前的資料整理一下，大概也不會需要很久時間，可能頂多再花個

半天整理一下就可以了吧！但是 e-learning整個過程我可能要整理將近一個月

吧，對啊，就從一開始整理資料，然後到一直去修改，到最後產出的一些，不管

是測驗啊、資料的 reference等等，那個都要比較嚴謹去考慮啦！（D，2，18-30） 

 

最大不同就是說，在我們以前對外上課的話，就只要把那個檔案做一個大約

的那個排列，把所要講的圖片、內容全部架構一番後，然後那個講稿部份我們不

必去把它寫下來。那這次 e-learning課程它要把講稿寫下來，所以在這面我們就

要對詞彙的修飾或幹嘛，那這樣子在寫的過程當中是有點限制了我們要發揮的那

種，那感覺比較會有限制啦，然後而且在實際課堂上我們可以對 power point或

什麼東西來點出這個畫面這樣，那在 e-learning上面就會比較秏時，如果要點出

的要做一個閃爍的動作或什麼東西，那個準備的工程反而會比較秏時就是了。

(K，3，1-10) 
 

我自己還是覺得課堂上講比較習慣，但是說如果說我課堂上用這個數位課

程，用做出來的這套東西，那就更好啦，但是如果說只播這套東西，我覺得效果

應該還是沒有來上課好。在課堂上我會臨時加進一些想法來說明課程內容，或者

是說課堂的學員，他也是會有他的問題和他的意見，我認為目前最大的缺點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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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點像單向的傳播知識，互動性真的比較差。而且這種技術知識是沒有辦法一

直看一直看看好幾遍就會懂得，而是你又不知道那個學員倒底有沒有看到重點，

所以說這種比較專業的內容，還是需要講解。(N，7，22-34) 
 

最大差異就是課堂上因為我人就在那邊，一方面，我可以就是說準備的教材

可以很簡單，而用我的口頭的說明來達到我要教學的目的，這是第一個教材可以

簡單，然後可以明顯很突出我要講的部份。我用口頭來說明，那另外一個是課堂

上我看得到學生的反應，所以我可以隨時調整我要講的內容。那 e-learning就好

像不是這樣，其實我才參與一、兩個月嘛，可是感覺起來 e-learning的教材就不

是那個樣子的，那種原本的在課堂上使用的那種教材隨便拿過來，反而變成太簡

單，就是說他沒辦法直接從這個圖像得到清楚的說明。(P，2，32-34；P，3，1-6)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11--22--22：：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必必須須配配合合專專家家輔輔導導和和實實地地操操作作才才算算
完完整整。。專專業業知知識識的的傳傳遞遞單單以以網網路路和和多多媒媒體體方方式式傳傳

授授有有相相當當的的侷侷限限性性，，對對於於知知識識的的完完整整性性也也還還不不足足

夠夠。。  
 

在傳統教室的課程上要把經驗傳授出去比較容易描述， 但是用網路教學的

型式去傳達經驗，會比較困難。因為有一些經驗不是說三言兩語就可交待，而且

內容有分深淺，網路教學是提供一些比較入門的知識，到達某一程度後，就需與

講師面對面或實習方面。（A，2，11-14） 

 
因為基本上在 e-learning所讀到的一些 information並不是整個 package的技

術，但是在整個 whole package可能只有某個部份而已，但是你要整個技術的話, 

不是這幾個部份就可以的完全得到你要的。(C，5，32-34；C，6，1) 
 
就課程完整性來講，以工業安全衛生來講，有的部份還是會牽扯到一些實際

面的實作或是沙盤推演，或者是演練的部份。這個我覺得你不管是書面的課程或

者 e-learning都沒有辦法取代，因為你沒有透過一個實際的討論、面對面啦，比

如說做給他看，可是做給它看你不可能拍在裡面做，那做完如果它有什麼問題，

也不能互動。所以那部份的取代性可能佔三成或者到四成部份的比重，這可能是

很難靠 e-learning或室內講解的這個…(F，6，26-33) 

 

第一個它可能不適合靜態，另外一個就是程度太難，也很難用 e-learning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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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了。(I，5，5-9) 
 
我覺得用 e-learning來表達是表達出比書本好一點點，但是有一個關鍵點是

說，好比說像我們的電性分析領域當中有一些是量測或儀器的實地操作，或是模

擬軟體的實地操作，這些東西在 e-learning裡是不可能出現的，那我覺得

e-learning有它的…，它還有另外一個弱點就是說，好比說老師在講課的過程中

你有問題你可以問，那現在 e-learning變成說是針對一個老師的心境上他認為該

講的講了，也許學生某一個地方不懂，可能就一直不暸解，就一直卡在那邊。(J，

5，3-10) 
 
只是說我那時候提的一個點子是說，我們做這個會不能在 e-learning上

promote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電性設計的部份有很多是實地的操作，或者

是電腦的操作、模擬的部份，那這個部份，你要學一個儀器的東西不太可能。即

使你是透過 mini在學，你也是要透過一台儀器在那邊摸，不然你是沒有感覺的。

(J，13，9-13) 
 
為什麼會把光學量測它提出來講，因為很多人不曉得在檢測的過程當中，它

的原理是什麼，為什麼有這個現象？這是代表什麼意思？所以我有針對這些情形

來做一個說明，然後包括檢測的誤差，實際上量測出來的一個現象，因為平常廠

商會要求我們譬如說，到達一個精確性，但是事實上量測出來的根本就不可能到

達到那個程度，那我可能就會在課程中提出來做一個說明，因為這樣可以避免量

測人員跟那些有光學檢測需求人員在觀念上的落差。但是我這裡並沒有實際操作

的東西，e-learning課程只是在觀念上得到一個補強，實際上要上手還是需要實

作訓練。(K，4，12-24) 
 
我覺得不管是熱傳，其它學門也是，因為我覺得現在的 e-learning只是觀念

的強化，或者是一個基礎的建立嘛。但是一些實作才會使你自己印象深刻，或許

還是要一些操作啊，會比較有幫助。(L，3，32-34) 
 
因為我們簡單的都是會配合實作，然後他們會更暸解,，但是我們一般是設

定他們在工廠的員工，他知道很多實作，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他不知道我這樣做

的意義在那裡，那我們只是告訴他這中間的物理意義是這樣子的，那這樣你在找

錯的時候，你可以從物理意義去查，上去推，看我要怎麼去偵錯，debug那些。

(N，4，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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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 e-learning和實地教學要兩者雙管其下啦，那麼 e-learning是可以提供

解決部份問題，那沒辦法解決全部的問題。e-learning來講，在工安部份有一些

要實作，他才能夠親身體認。 除非我們做動態模擬去做，才可能會達到這一方

面的需求，那如果光是以 e-leaning這種教學模式，你說達到六成、七成的效益，

其他三成也許要另外再開發。(Q，6，33-34；Q，7，1-3)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11--22--33：：可可以以使使用用動動畫畫或或模模擬擬的的方方式式來來處處理理具具有有高高度度危危險險
性性的的工工作作場場合合和和昂昂貴貴的的儀儀器器操操作作實實驗驗的的素素材材，，但但

是是內內容容表表達達的的層層次次還還是是有有極極限限存存在在，，到到了了一一定定的的

程程度度還還是是需需要要實實作作。。  
 

專業類的課程而非管理類課程，花俏是還好，深度會到某一個技術，很難再

提升。原因主要是你要有歷鍊過，你才有辦法去體會出來，有時太 fancy也很難

用網路表達出來，也很難滿足每個人不同的需求。（A，3，28-31） 

 

我是會有這種感覺，就像我教材有某個部份, 我是不知道怎麼用多媒體去表

達出來，但是我會希望廠商有辦法可以去解決，就是負責多媒體這一方面，我們

是負責理論的描述，因為他們也許可以將這些資料轉成多媒體的動畫方式表現出

來。但是事實上依據我在跟他們一起合作的經驗，我也看到他們在多媒體動畫, 

的表現還是有他們的極限，他再怎麼努力就是沒有辦法把我想要的表達的那些

know-how表現出來。（B，13，3-10） 

 

我覺得如果有動畫的加入到我們的課程裡面，應該能夠很清楚的表達我的課

程。(D，6，24-26) 
 

對，少了實作這一環，而這一環相當重要。像我們在國外有時候上課，老師

會放 video type照標準的操作動作，或者是說有的廠商買儀器，會附一個操作使

用的 video type，標準的操作動作，其實確認是這一環。(D，14，26-29) 

 

應該說學員今天如果想要當一個生醫中心的一個副研究員或研究員，那他一

定要有實作的經驗，若今天他的工作只是在外面當講師，就是跟實驗沒有直接相

關的人。比如說他今天可能做了專利分析的工作、產業分析的工作，他需要對專

業領域內容的東西去暸解，那他可以藉由目前這樣子的課程去暸解生醫領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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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他今天要進實驗室，我覺得還有一段距離。但是對於已經有實務經驗的人, 

我們部門，或在生醫中心工作的團隊，他有一些技術, 那他想要 jump到另外一

個 area，則這個數位課程會是一個 plus，因為他可以很快 catch up他到底缺的是

什麼。所以回到事情的本質是要先去界定到底要給誰，也許學員 A需要 lab、也

許學員 B不需要 lab。(D，14，32-34；D，15，1-8) 

 

對，在討論一個現象的時候，或做比較深入討論的時候，我不知

道，我沒有經驗，所以我不知道能表達的到多好。但是我知道，回到

你剛剛講的，有些東西一定要實作，沒有動手做，我認為在 e-learning
是不可能的，所以實作的經驗喔， 大概是 e-learning沒有辦法取代
的，一定要動手做，對。(I，8，4-8)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11--22--44：：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會會涉涉及及許許多多專專業業的的內內容容((如如無無線線通通

訊訊、、電電子子構構裝裝、、工工業業安安全全等等))，，因因此此需需要要將將實實務務上上
的的經經驗驗加加入入課課程程學學習習內內容容，，而而非非僅僅是是把把既既有有的的投投

影影片片和和文文件件重重新新編編排排，，這這樣樣可可以以提提高高學學習習的的完完整整

性性。。  
 

實際上執行的經驗。會，會放進去。（B，5，8） 

 

我負責的是 PL嘛, 那我們目前所用到的 GPRS，GPRS 系統其中有用到一個

PL的部份是一家 Com Lab的 IC solution，我們就有實際去把這個 s com Lab的

IC， SG3372去把它做量測，跟觀察它的特性如何，我們也有把這些資料放到課

程中。（B，5，12-16） 

 

我會講一些應用的東西，有理論還是需要一些實務的經驗。因此我課程前半

部都是講一些比較偏理論的東西，然後後半部我會講一些應用的東西。（D，4，
30-32） 

 

我不太會擔心說我的 proprietary技術，把它變成是一個課程教給人家，對我

自己未來的發展有什麼影響。應該跟你講，知道這個 knowledge跟有 hands on 

experiences是很不一樣的。尤其是在生醫的領域，沒有辦法說從一個 paper上看

他就是這樣子， 那你實際真正 follow同樣的東西你就會得到同樣的東西。不見

得，因為我們個人的 experience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說在 bio-medical bio-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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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其實一些 implicit的 knowledge是非常重要的。(D，8，24-32) 
 

有，像譬如說舉例，或者是一些影片、照片，那些都是我們在現場有感受的

拍下來的或者等等。像我剛講的部份的實作跟互動是說我需要一起來處理，那至

於說在 e-learning上面，我這邊一些實務性的東西，配合上面講解的部份舉例有

沒有，我們有時候都有舉例，那邊我們就會把一些個人的影片或者一些那時候的

案例，那時候做一些介紹，是有放進去的。(F，7，10-15) 
 

在實務上的經驗或多或少都會放進去，那你剛提到那個模擬的話，因為基本

上我們覺得模擬的話，它最好的情況就是有機器在旁邊，否則你講個老半天, 那

光是秀出圖，我覺得意義不是很大。(L，3，22-27) 

 

我只是就我們自己工作的時候，所遇到的一些困難放進去，那比例上還是不

是大部份啦。(N，5，4-5) 

 

當然會，這個很多問題是，安全衛生都是現場上的問題會層出不窮，那每個

現場的問題，根據現場的問題去提解決方法，那就看我們接的 case是怎樣，如

果是單獨對方願意自己提供這個經費來製作的話，那我們會拿他現場實際的案例

來做分析、來做檢討、來提供意見，如果是 open出來的，讓大家都可以去欣賞

的，大致上我會找勞委會公告的，已經透過正式管道公告給全台灣人知道的那些

案例來做分析，我想這兩個有點基本上的差別。(Q，4，18-24)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11--22--55：：擔擔任任領領域域內內容容專專家家的的困困難難處處在在於於教教學學資資料料反反芻芻和和
重重組組很很花花時時間間、、教教材材需需要要預預錄錄所所以以需需要要自自己己準準備備

講講稿稿、、實實體體教教室室課課程程是是專專家家自自己己一一手手包包辦辦，，而而數數

位位學學習習需需要要和和其其他他人人分分工工合合作作、、與與之之前前的的教教學學經經

驗驗有有很很大大的的差差異異。。  
 
最難過的地方，就是….不斷不斷的去閱讀一些文章，因為要花很多時間看

這些東西，會讓我覺得比較…。因為我有找到很多很多 PL的東西喔，有時候可

能沒有那麼多時間去 study這些東西，甚至我還有為了這個課程去買一本有關 PL 

details 的書來 study，因為那些書都是上千頁的嘛，所以很難在短時間內 study

完。（B，5，31-33；B，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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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準備過程中，覺得最困難的就是資料多到不知道怎麼去整理，必須先花很

多時間去 search，search完要花很多時間去 study，然後將這些東西一個一個組

在一起變成課程。整理成我對 PL思考的架構，這是一段是無中生有的過程。這

種知識的架構創造的過程中雖然是很辛苦, 但是我也學到很多。（B，6，3-13） 

 

困難的地方就是說怎麼把它用很簡單的方式表現出來，因為用文字的方式他

們可能沒辦法吸引的話，你可能要用圖形的方式，那有時候可能是說自己要去畫

這個圖啦！（D，5，7-9） 

 

我認為會有困難的地方會是在那個，其實 e-learning的課程做起來蠻複雜

的，那當時還陸陸續續還去錄音室錄音啊，然後就是幫我們製作課程還來錄音，

點點點的東西，實際上很可能對技術研發人員而言是一個蠻多餘的負擔啦，因為

好比說結案報告很多東西很有可能都是在同時需要完成，也許有的人是游刃有餘

的做完。但是應該也有一部份的人員都是在時間快要到達的時候，他才趕把報告

出來，這樣的情況下，你還要他再多花很長的時間去把 e-learning課程做起來。

(J，4，17-23) 
 

超過我想像困難的地方，就是在準備講稿的這部份，因為我原先是認為說應

該是就是負責課程的人他們會幫我們 write down下來，或像維晟這種製作公司會

幫我寫下來。事實上也是啦，但是，他們寫下來之後，我發現有一段落差，因為

可能這方面不是他們的知識，所以他們寫下來的部份，可能會漏掉什麼部份。這

樣反而會出現跟我要表達的不一樣，他們寫下來之後我要修改，就變成說我要冷

靜下來看，到底我要對哪裡，而且有時候他講稿寫下去，可能我的思緒就被他帶

走抓住，反而跳不出那個框框，忘記我要表達什麼，所以就去花那個時間，重新

靜下來想說不看那個講稿可不可以完全講完，再複習一下我要講什麼，再去修

改。(K，7，1-13) 

 
 

(3) 協同設計課程內容與製作課程體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11--33--11：：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在在課課程程設設計計與與課課程程體體製製作作部部分分需需要要
大大量量及及密密切切的的溝溝通通，，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與與課課程程專專案案經經理理、、

教教學學設設計計團團隊隊、、課課程程體體製製作作廠廠商商在在協協同同設設計計課課程程

內內容容和和課課程程體體製製作作方方面面的的關關係係尚尚稱稱良良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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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大體上都還好。(J，6，28) 

 

我覺得還好。(L，7，13) 

 

比如說我們是先講給課程設計的人聽，然後課程設計的人再去講給外面設計

公司的 PM聽，然後公司的 PM再轉給他們真正去作課程體製作的人聽,，所以

已經轉了好幾手了，轉到真正要去做的那個人的時候，根本意思已經亂掉了。所

以每次到最後都要一直回來 review, review，到最後真正能 catch到我們到底想要

畫成什麼樣的時候，真正那個做課程體製作的人要過來跟我們溝通，所以一開頭

的時候就應該叫他來了。(N，2，20-26) 

 

譬如說當她提出一個課程訓練需求的時候，那我會先去暸解她希望的課程內

容是什麼，對象所要展現，服務的對象是什麼，如果確認下來，我可以針對我目

前手上的教材去整理，整理完之後，我 pass出去給鳳嬌，鳳嬌那當然會再過濾，

然後再跟拍攝公司去接洽。因為拍攝公司也有一個好處，他就是要重新去看我的

教材，在我的教學邏輯，以他們的經驗，可以給我一些他們的想法和他們的經驗，

經過討論之後，我整個稿子就可以定案下來, 那麼這個來來回回當中，鳳嬌當然

會佔了一個很大的份量，活動的角色，那我覺得應該是三個方面去談，畢竟除了

我本身之外，鳳嬌是一個中介者，那拍攝公司他有他以往教學經驗的想法，那在

這之間，我們會坐下來去談，怎麼樣去展現一個最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這三者來

講，各有它的功能存在。(Q，5，30-33；Q，6，1-8)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11--33--22：：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認認為為，，與與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其其他他的的參參與與成成員員
彼彼此此之之間間的的距距離離不不要要相相隔隔太太遠遠，，以以免免影影響響溝溝通通的的

品品質質。。  
 

因為我們這一系列的課程的教學設計團隊和課程體製作廠商是在大陸方面

的嘛，最需要溝通的就是大陸用字跟用語跟我們不太一樣。我認為如果找一個在

台灣的廠商可能比較好，因為這樣比較方便我們去跟他們做聯繫。（B，8，14-16） 
 

跟專家距離近一點會比較好，更容易去跟他們溝通，那我們有什麼想法，可

以更直接去傳達給他這樣會更好。（B，8，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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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協同設計課程內容與製作課程體−和課程專案經理協調整體工作
進度： 
 
研發人員對課程專案經理的看法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11--33--33：：研研究究人人員員認認為為課課程程專專案案經經理理需需要要具具備備（（11））良良好好掌掌
控控課課程程產產出出時時間間，，讓讓研研究究人人員員不不耽耽誤誤研研發發進進度度、、

（（22））具具備備基基礎礎相相關關領領域域知知識識，，協協助助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處處理理
編編輯輯教教材材方方面面細細節節的的地地方方（（如如：：資資料料的的翻翻譯譯））、、（（33））
溝溝通通協協調調整整個個團團隊隊、、（（44））基基本本教教學學設設計計概概念念和和課課
程程品品質質管管控控的的訓訓練練，，以以上上四四項項能能力力，，會會使使整整個個課課

程程產產出出流流程程具具有有效效率率，，幫幫助助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做做好好領領域域內內

容容專專家家的的角角色色；；    
 
我覺得 PM對像做這樣的計劃很重要，像有時我們是注重到教材的內容，不

太會 care到時程，那如果說(編按：這裡指的是 PM)有這樣 schedule，也是一個

很好的提醒。（A，3，11-13） 

 

我覺得她（編按：這裡指的是 PM，課程專案經理）在 timing上的掌握一直

都盯得很緊，哈哈哈…（B，6，21） 

 

我們平常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別的研究工作要去做，所以說, 會花大部份的

時間去做研究。（B，6，23-25） 

 

我覺得她有幫我，像有時候有些錯誤啊，有些地方需要更正的，她都會給我

一些意見啊，像她這樣的角色我認為是不可或缺的。（B，6，33-34） 

 

課程專案經理對於溝通環節啊，我覺得我因為我面對的是劉主任，那劉主任

她的經驗很豐富，她主編工業材料，對材料的東西也蠻清楚的，所以她在從我們

這邊得到的一些資料轉到那邊，這種過程裡面她比較沒有問題，我聽到的是他跟

多媒體那邊，介面問題會比較大，因為畢竟他做工業材料比較久了嘛，語言他很

快就可以理解，但是多媒體公司他畢竟不是這個技術領域的，就很難了。(C，10，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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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壓力是自己給自己的，因為我覺得課程專案經理給的時程是還好，但是

主要是我們本身都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很多的工作，所以只是自己這邊會軋不起

來。他那邊其實，我是覺得如果今天我不是一個經理的身分的話，我應該可以應

付得來。一般研究工作跟 e-learning就是靠週末加班來 cover掉。（D，5，27-33） 
 

應該蠻積極，而且互動應該還算蠻頻繁的啦，我是覺得應該算是合作蠻愉快

的啦。(F，8，27-28) 
 

有啊，最主要就是說，我剛提到的，因為我的資料全部都是英文的，那專有

名詞我不知道怎麼翻，那其實翻譯工作也很佔時間。翻譯本身中文也要好，英文

好中文不好也不行，所以他們在這一方面提供很大的協助，那另外很多資料的美

工啊！那我也沒有時間做，我應該只有一些 engineering看的就知道的東西，就

是不見得是很漂亮很好看的，或者是很直接了當的，那透過他們幫忙把它變成一

般人可以接受的。因為劉主任他們其實在出版作業很久了，所以他們有那個能力

把你的東西，先做過第一步的美化，raw material的美化，再交給下一站課程設

計去。(I，6，15-24) 
 
其實課程製作過程當中，我覺得跟星壁的關連性比較少，好像大體上都是對

方的公司跟我們另外一個助理來催吧，就我所知星壁他是有把整個 schedule裡

面，他有整體的流程，他心裡知道什麼時候要做什麼事，但是我這個 case好像

不是直接星壁來催吧。(J，5，24-29) 
 

如果一個課程的 PM，像臆如這樣的角色，如果多一點這方面的領域知識是

可以多幫我一點忙的，可是我覺得最好講稿的這個部份，最好還是由講師，就我

個人來說是這樣。(K，7，14-17) 
 
我覺得還不壞啦，因為我對這個的要求沒有那麼的高，就是說對

於管控時間上面，我因為我不是 full-time在那裡面，我每天都一點點
一點點的做，所以我都覺得還好。(K，7，22-24) 

 
我是覺得，可能第一個沒有那個必要培養他那麼多技術知識，第一個人員流

動，第二個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因為像那個課程不僅電子嘛、材料、生化一大

堆的，那我想一個人的時間有限嘛，他即使再怎樣認真， 他也很難像什麼博通

全才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對，他可能知道一個很粗淺的概念而已，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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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果要再深入，譬如說有一些問題問他，他可能就不知道，他也是要轉回問原

相關領域的人。(L，6，26-32) 

 
都不錯啊，都是 on schedule在做。偶爾會影響到正常的研究工作，有時候

做實驗很忙的時候，但他們那邊又一定…譬如說 deadline是幾號之前，偶爾我記

得一、兩次會覺得好像有點衝突的感覺。(N，6，14-19) 
 
所以就是說，這就是我一直覺得要把理工這種東西轉成 e-learning比較難的

地方，因為目前我們的課程專案經理、課程設計、多媒體製作都不懂這些理工的

東西， 那你要把它真正轉換成 e-learning的課程上教你，那個感覺上會有一點

差啦, 就是說你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調整，就像這樣子一樣，你要花很大的力氣才

有辦法。如果這個業務以後是要長久性 run下去的話，那我覺得如果我們的 PM

他本身的 background就是說是在理工科系，那他有一點這方面的知識，我覺得

會加速速度蠻多的。(N，7，1-10) 

 

有幫助，這一點他們都做的很好。其實課程製作剛開始都有規劃啦，那他們

也有他們的 schedule plan好的 schedule，那後來遷就我們的時間，就會延後了。 

(P，6，18-20) 
 
我覺得鳳嬌這個角色主要在做規劃、在做事後的審查，那這個是可以減輕我

們的一些負擔，因為她會在跟拍攝公司之間做一些聯繫，那我們有任何意見，還

可以透過她去做一些反應，我覺得是蠻好的一個角色，給了我蠻大的幫忙。(Q，
5，18-22)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課課程程專專案案經經理理((訪訪談談代代號號：：GG))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課程專案經理具備相關領域知識會更有利於幫助研發人員整理

教材、與其他成員互動溝通並且迅速進入狀況。 
嗯，最主要是…，當然領域內容專家他的內容本身來講，對我們來講都是一

個全新的學習，因為沒有這方面的背景，所以這方面如果沒有相關背景的話，也

要下功夫去暸解。那當然，互動當中會儘量去請這個講師他用最簡單的方法讓你

可以去暸解，因為其實我做的課程來講,，對象是一般社會大眾，那只要它的內

容我聽得懂，其實一般社會大眾來講就不難懂，所以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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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應該就是想辦法把知識傳遞給我，那我也透過這樣互動的過程之中，把它

所有的知識元件分解到最簡單的單位，然後讓學員吸收這樣。(G，2，28-33；G，

3，1-3) 
 
嗯…其實主要看課程的定位在哪裡，如果說你這次定位在很專業的人士的

話，或者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製作課程本身的 PM是 SME的話，然後 SME自

己要開這個課程，所以他只是希望把他課程變成 e化。那如果是這樣的角度的話, 

其實 SME來做，自己做 PM就可以了，對，因為他對這整個專案很暸解，那我

目前做 PM是因為 SME實在太忙了，他沒有很多的時間放在這個上面，所以我

們是幫他處理行政的流程，那至於這個內容剛好是我們未來的對象是一般社會大

眾，所以可以協助 SME去暸解說把他的知識不要講的太深入，對，那今天假如

是，就像我講的，是對工程人員的話, 我相信他有相對的背景會比較好。如果說

他的課程是給專業人士，那這個 PM本身又是專業領域人士的話那就是最好，因

為他要負責帶 SME進入狀況，又要和其他多媒體公司、教學團隊聯繫。(G，3，

15-27) 
 
如果說 PM他純粹角色如果只是行政協助的話，那他的專業知識不用太多， 

就是 ok。那如果說 PM他還要付予他更多的角色，就是說他可能在這邊他要扮

演跟課程內容溝通，嗯，至少他要暸解內容知識，不會失焦，讓整個內容可以掌

控的話，那 PM就有必要暸解。(G，3，33-34；G，4，1-2) 

為了要幫忙研發人員做好企業數位學習的工作，課程專案經理要

提供一些 teacher’s guide之類的東西作為輔助。 
像我現在看到也好幾十個講師了喔，那像范倫他這邊是屬於那種很優秀的講

師，你幾乎跟他提一個頭，他就知道後面要怎麼做了。就是非常非常的熟練了，

那我也有曾經碰過，比如說面對鏡頭會比較緊張一點的老師，那像我們在錄音的

時候，我就會適時，比如說提一些其他的事啊，事先跟他講一下大概的流程，大

概會發生什麼事情怎麼樣，我都會事先跟他講，那而且我幾乎全場陪在那裡。等

我發現覺得他非常緊張的時候，就會想盡辦法釋放他的壓力，所以通常我在場的

話，大概老師都前面五分鐘緊張，了不起前十分鐘很緊張，後面就會整個 relax

下來了，那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們最近有到台中去錄另外一個老師，在這個

禮拜二，那一場我沒有去，我們是請其他的廠商去的，那結果他那時候在場的時

候他覺得錄起來不是很好，他剪一段給我聽，然後我聽了真的老師就是一直吞吞

吐吐…。對啊，那我想說這個就是有經驗跟沒經驗有差，或許如果我在場的話我

說會儘量去釋放他的壓力，會比較平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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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現在在做，第一個就是說，我會先在他錄音之前就先做 picture guide。

我就會把我整個錄音或我整個進行的流程是怎麼樣，我會全盤的跟他講，然後也

會 demo我們以前課程整個做起來是怎麼樣，等一下要麻煩您協助的是什麼東西， 

那會把所有案例都拿給老師看，等於是說循前例看看人家怎麼做，老師當然可以

再發揮，像范倫他那時候也是有範例讓他看，他自己再加上自己的意思就發揮的

非常好，那再過來就是到錄音的階段了嘛。那就是像我剛講的，我儘量會在場， 

讓他們 relax這樣，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人喔，難免你對未知的東西喔，有時候都會有緊張，那你在讓他

熟悉一下整個流程怎麼做的喔，讓他熟悉一下人家以前怎麼做，做出來是怎麼樣， 

真的可以紓解他的壓力，也增加他的熟悉度，對。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學學習習業業務務負負責責人人((訪訪談談代代號號：：HH))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課程專案經理要盡力分攤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工

作壓力和減少抗拒感受。 
分兩個部份來談, 第一個部份 SME這些專家喔, 他們最寶貴就是在他那些

很前瞻的創意、很前瞻的知識、做實驗的一些 know-how，我覺得在數位學習這

個事情不要去麻煩他們做任何這件事以外的事情，所以我的想法說，我們要來

take care任何事情，單位裡頭 e-learning的這個 team，PM他要能提供百分之百

的 suort，準備教材這個事情他要給 SME做完整的解釋，這個架構該怎麼弄，也

要跟他做完整的說明之後，他只要把這個 power point弄出來就好了，其他他都

不要煩惱，我想後來就包括錄音，再粉稿一次，其它通通不要去煩他，我覺得這

樣對他來說壓力會小一點。(H，4，7-13) 
 
其實工研院整個還是以 R&D為主軸，但如果說我們今天是一個公司，他的

mission就是呈現最好 e-learning的課程，我相信會有不同的人事規劃和佈局，那

除了這個之外，那我們讓這個 SME可以減少抗拒感受， 我們有一些小措施啦， 

我們是請他吃飯，然後在閒聊的過程中跟他說請你來幫這個忙，而不是好像

assign說交出一個期限 2008年大家都要來，我們不是這樣。（H，7，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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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協同設計課程內容與製作課程體−和教學設計團隊溝通課程內
容： 
 
研發人員對教學設計團隊的看法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11--33--44：：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認認為為教教學學設設計計團團隊隊需需要要有有（（11））高高度度的的課課
程程設設計計專專業業和和溝溝通通能能力力、、（（22））充充分分明明瞭瞭研研發發人人員員
所所提提供供的的知知識識內內容容特特性性，，從從中中萃萃取取出出教教學學目目標標和和

教教學學目目的的，，進進而而轉轉換換成成設設計計書書來來交交給給課課程程體體製製作作

廠廠商商、、（（33））整整合合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自自己己的的學學習習經經驗驗，，找找出出
學學習習者者最最佳佳的的學學習習模模式式、、（（44））提提出出適適當當的的企企業業數數
位位學學習習策策略略。。因因為為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的的知知識識內內容容非非常常

專專業業，，與與一一般般課課程程的的設設計計不不同同，，具具有有很很高高的的進進入入

門門檻檻。。    
 
嗯, 我覺得是夠 qualified的。（B，7，9） 
 
嗯…因為我覺得上次和教學設計團隊談喔，他們是用過去他們也有做過一個

環境安全的課程，他用那個模式來…來運作。在這過程裡面，我只是覺得說，他

的模式跟我們現在要做的這個模式，, 基本上在屬性上會有點不一樣，它的那個

好像是對於一種…工業安全上的教育，譬如法令的宣導這類的。但是我們這個題

目啊，是已經從材料面這邊來看啦, 所以感覺上是好像不太一樣，因為它那個工

業安全的東西很容易表達嘛，那我們這個又有涉及到很多材料的知識，你也清楚， 

你也聽得懂，但是有些老板聽不懂，可能這種科技類的教學課程的模式要怎麼做， 

我覺得我沒有答案。(C，9，4-11) 
 
我想大家可能還需要再摸索這樣的課程要怎麼教、怎麼學。其實像我講了很

多奈米類似，我講了二, 三十次，就是全省這樣巡迴，講了二、三十次，就是學

校，講了二, 三十次。後來，response都蠻多的，有一些都會有 response，但是

後來都是第一次老板他來跟你接觸，但是最後呢，你要到後面階段的話，談的比

較詳細一點，其實老闆都會找他的技術副總啦、技術部經理啦，來做一個比較詳

細的討論，所以這個變成說，至於這個第二階的教學程度深淺的拿捏，我不知道

說…。(C，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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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還好，他們團隊大概就是說要要求你要有一個，比如說有半天的時間

在那邊，然後完全解釋給他們聽這樣子。那只要你能把那個時間排的出來，我都

會覺得還好。那我在給他們解釋的過程中，還沒有遇到他們 catch不到我所想要

表達的意思的情況。(D，6，6-10) 
 

我想可能是因為他們是從化工所那邊出來的，我覺得他們可能多少有這方面

的 background，那生物方面的 background。尤其幹細胞的這些東西，近年來都討

論很熱，我覺得大家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吸收，那可能他們上完，藉由我的講解當

中，他們可以暸解到更多。(D，6，13-16) 
 

我覺得我這個課程大概是九成，對，就是說我要表達的跟他所呈現出來的， 

跟整個設計的方式，那我有自己看了一下，我也有請我同事看，他們不是講師，

但是他們以一種旁觀者，也是同樣都受過這種訓練，他是覺得應該算不錯了啦, 

那我自己覺得大概九成啦。(F，9，16-20) 

 

我想一般來講，應該像比如說奈米科技這個東西對不對，那對教學設計者來

講也算是很新的嘛！所以他也是在看我的資料、聽我在講的時候才也順便暸解那

是什麼，所以在課程教材的安排上，我覺得那個邏輯性喔，他們其實是有幫忙啦。, 

但是講者對於課程的安排，還是自己要有自己的邏輯的一些想法，那通常他們都

是還是以我們為主啦，還好啦。我覺得大致上還好，因為就是會互相討論，他會

提出他的意見，那我們講課的講師如果覺得不妥當還是會跟他們溝通，所以大致

上還好。(I，6，29-33；I，7，1-4) 
 

我覺得都要透過我們講師再去修改，才有辦法，因為他們有可能把你的意念

給轉換了，但是他們自己並不自知，對。(K，8，12-14) 
 

因為他們課程設計不是我這一行的。對，他們沒辦法，聽不懂。在溝通課程

內容設計的過程，PM有介入，扮演中介橋樑的角色，但是 PM也不懂我的課程

內容。(N，6，25-29) 

 

我應該這樣講我們需要承認 e-learning是一門學問，我覺得他們夠專業啦， 

那也幫我們很多就這樣，就是說沒有他們我們是弄不出來的。因為我們不知道為

什麼要這樣子，所謂 e-learning為什麼要這樣做。等於是跟他們互動我也是在學

習，假如 e-learning以後可以變一個產業，我也是從他們那邊獲利這樣。(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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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教教學學設設計計團團隊隊((訪訪談談代代號號：：OO))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教學設計團隊認為和研發人員合作與溝通所遇到的困難點：研發

人員既定的工作太忙碌、專業技術內容進入門檻很高不易搞懂。 
因為 SMEs很忙，所以他很難有空，有的時候我們就得去想到說，嗯，我們

希望用 ID的 dimension去把它架構起來，常常會需要額外的資訊幫忙我們，那

因為他們很忙，所以他勉強把一些東西抓給我們的，有時候喔，那種精緻度，給

的東西如果不夠完整的時候，我們設計起來就會有困難。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甚

至有一些 SME他根本不會有時間去準備，那這樣對我們就是更大的困難。因為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些頭緒的話，我們如果懂一點其實我們還可以有一些東西

話，我們還可以自己去找，然後再經過他確認可不可以用。但是如果他給的資訊

連這些初步都還不夠的時候，我們就很難下手，對，所以除了，因為他們比較忙， 

所以說我就會連帶有幾個部份，如果我們素材找的不夠齊不夠多的話，那其實我

們在整個的詮述跟創意會有一些的限制。(O，3，10-21) 

 

我們技術專業課程用比較更多時間，也更費神，因為他們 SME的技術都是

很專門的，很科技的，我們實在無法用想像的。一般工業安全或新人訓練這一類

的課程就是說，假設我們介紹這個新人環境，這個環境我們怎麼讓人家更清楚, 

更認識，然後食衣住行這一些的，這個我們平常就可以想像的到的，工安怎麼樣

去注意一些環境的東西或者是實驗室，這是我們日常還有一些接觸。可是技術是

完全沒有接觸，而且今天做的是半導體這個電子，明天又是生醫，完全不同的東

西，所以對我們來講是倍加困難，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部份的認識，認識到某個程

度，認識到我們可以去做創意，所以那個時間為什麼可以要花很多。對，而且我

們也會想要去看它那個實際的運作是如何。(O，5，29-34；O，6，1-5) 
 

今天處理的知識型態是比較技術的，常常會比較難的部份都是在溝通，溝通

部份要花的時間比較多，就讓我們有個某個程度的理解，但是我一直強調就是說, 

我們做 ID的人絕對不是去懂他完整的東西，因為他真正 target是學員而不是我

們，是我們這個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當初所設定的那個 learner是誰，所以我只要

讓他這個 level的學員能夠去懂這個專家在教這個課程的東西，這樣就可以，所

以我們對專家的知識是要一些 basic的部份而已。(O，6，27-34) 

教學設計團隊需要幫研發人員在整理教材內容方面做的準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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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包括 e-learning的一些基本概念、以系統化教學設計的觀念來架
構教學知識、找出專業領域的學習途徑模式、將領域內容知識模組化

等等。 
因為就是說案子愈來愈多，可是此時我們也覺得說研發人員之所以不能夠理

解我們需要什麼東西來幫助他們轉化成教材，其實是問題是在於我們，他對

e-learning的認知不夠清楚嘛，所以後來慢慢我們就整理出來一套的東西。告訴

為什麼需要這麼做，這個東西對他來講有什麼樣的好處。這整個教材來看的話， 

有什麼好處，那這樣子的話,，其實，他比較容易去了解，他會覺得說，假設他

有在上課程,，傳統教室的課程的話，他就已經手邊有一些資料，然後加上我們

告訴他我們是來協助他，幫他把課程做得更理想更好的。因為我們 e-learning來

講的話，不會有老師在旁邊，所以我們希望在整個課程能夠能夠讓學生能夠願意

的學下去，然後覺得學起來很有趣，讓他先理解一些東西。包括我們在切課程， 

課程的那個分節點，讓他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分，有什麼好處，在學習上便利性等

等喔，他就比較暸解，然後他所準備的東西可用性比較高。(O，3，27-33；O，
4，1-8) 

 

包括一個課程什麼架構，假設他手邊沒資料，那他開始準備，到底要從哪裡

開始，所以我們就會告訴他說，一門課程怎麼來先有一個初步的架構，從這個到

底要為誰而開的，你的 learner是誰要先 definition清楚。(O，4，11-14) 

我們有一個方法協助他訂，對，那這個課程你想得到什麼教學目標，要非常

的清楚，所以底下所準備的素材才會符合你的教學目標嘛。這樣子，所以這一系

列就是等他暸解這個 methodology的時候，他就會比較容易去準備他的素材過來, 

而且很快就有效的，因為以前我們曾經碰過很多沒有這樣子去暸解這一套東西的

時候, 他所送過來的東西很多是雜亂，而且有些東西是不可用的，對整個教學並

沒有那麼大的幫忙，那其實也蠻浪費時間。所以我們真正覺得要給老師這一套這

個完整的 methodology，讓他知道為什麼準備這個東西，然後如何的準備東西是

最有效的，而且我們也希望逐漸找出專業領域的學習途徑和方法，能夠幫助 SME

節省時間，把好的 e-learning教材做出來，來使學員能夠依照有效率也有效能的

學到專業的領域知識。(O，4，16-25) 

 
 

(3-3)協同設計課程內容與製作課程體−和課程體製作廠商討論呈現方
式：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碩士後組 郭秉宸 



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之研究—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為例 

研發人員對課程體製作廠商的看法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11--33--55：：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認認為為課課程程體體製製作作廠廠商商需需要要（（11））在在製製作作時時
間間上上與與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做做好好密密切切協協調調，，以以舒舒緩緩研研發發人人員員

的的壓壓力力並並減減少少困困擾擾，，（（22））和和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密密切切溝溝通通，，
達達到到研研發發人人員員所所要要求求的的高高標標準準和和所所希希望望的的呈呈現現方方

式式，，（（33））用用多多媒媒體體影影音音動動畫畫的的方方式式來來呈呈現現專專業業知知
識識內內容容，，達達到到研研發發人人員員預預定定的的教教學學效效果果。。  

 
我認為還不錯，因為我跟一些其他公司比較，因為它是我們第一份做的

e-learning教材, 也許第一份沒有辦法做到十全十美。（A，3，26-27） 

 

我是覺得適合用動畫，用比較炫麗的方式來表達一些教學的想法。（B，7，
29） 

 

課程可以有再活潑的空間，那我想廠商基本上都是 base on我們的教材嘛！

所以說若我們的教材沒有做動畫，那他可能就認為不需要了。（B，7，32-34） 

 

給人耳目一新，會想要去看這個東西，因為我們很多教材上都有文字嘛！透

過 e-learning大家可能想說要看一些比較動畫的東西。（B，8，4-6） 

 

我想若是經過適當的編排應該是不會因為動畫或多媒體而失去專業性，反而

會更 friendly，更讓人想要親近。（B，8，8-9） 

 

因為以目前來講，多媒體課程製作廠商就是只針對你提供給他的資料，其實

他弄出來的東西，你本來就是懂啊，所以一聽就懂，廠商表現出來，只是他所能

表達的靈活性啊、關連性啊，是不是很好使用而已，這對我們來講，大概是這種

感覺而已，但是我剛講的，不能用我們的角度來看。因為本來這個你自己準備的

嘛，所以你看他怎麼都是你提供給他的東西啊，這個教材，如果別人來看課程，

到底看得懂看不懂。(C，10，3-8) 
 

我覺得可以啊，我覺得可以達到一個教學效果。因為多媒體表達的方式，其

實我本身在材料所或在外面演講講這個題目的時候，大概也是用類似的方式。而

且我覺得應該跟內容有關啦，因為現在我只是沒有講很深的理論嘛，那只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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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eneral的應用介紹，如果，我的語言來講就是比較淺啦，比較淺喔，可能

e-learning在表達上比較不會有問題，但是當你要解釋假設是說方程或或化學現

象什麼，可能那個技術上會難一點，但是在我這個課程來講，我只是應用的介紹, 

我目前看這個內容起來是沒有問題的。(I，7，28-34；I，8，1) 
 

老實說我認為算不錯，我自己稍微會過 flash，那我看他們包涵從錄影、錄

音，到課程整個把我的錄影講義 key-in出來到最後，他做出一個算是動態網頁的

東西，至少我是覺得真的蠻用心的啦。基本上我覺得用多媒體呈現還可以啦，但

是應該是說這樣的呈現方式本來就有它們的極限，就多媒體能做到的東西我是認

為做的不錯。(J，6，7-10；J，6，15-16) 
 

我覺得如果說那個 e-learning可以做得很好的話，動態的配合、動畫的配合，

跟整個花的時間夠多、夠充分的話，我覺得當然是 e-learning會比較好，因為它

的成果就是說大家可以隨時上網去看，我們講師可以不用再花那麼多的時間。但

是以實際的考量來看，講師的收入 income就會比較少，這是實際面的，就是說

他可以到外面去講很多課，然後時間節省，同樣一堂課的東西，他準備一次，他

可以多次利用，所以對講師而言，當然就是他 knowledge可以重複使用。(K，9，

6-13) 
 

製作公司的基本成員跟你所學的不同，不可能每個都懂嘛，所以說他的客

戶，譬如說有做生物的、有做電機的、有做機械的，各個學門不同，因為他可能

一個人要負責好幾項，他不可能樣樣都懂，那你解釋的人如果當場都沒有解釋的

很清楚的時候，他所表達的可能不會如你所想，那我想這整個之間應該也是會有

像我這種情況，就是改來改去，改來改去的。(L，5，25-30) 
 
但是我想他們,，因為我們接觸的那家公司，就是他們的那些工作人員算蠻

認真的，因為他可能是學文的，學什麼媒體動畫那是算文的，可是他會花心思下

去暸解，其實他不是蠻懂的，但是我想彼此之間就是相互交流,，把他誤認的，

你再把它強化，我是覺得可以。(L，6、3-7)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在技術領域內容的專業性啊，因為我們這些課程是比較.., 

因為他們大部份都是學美術或是傳播或是文科，都不是理工科的，所以他要暸解

這個在講什麼，比較困難。(N，2，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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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多媒體還不錯啦，最後一版覺得還不錯。剛開始有些就覺得不好，但

是中間他們會一直去跟他溝通。(N，7，15-17) 
 

所有的製作過程我們都會參與，譬如說語音檔的建立，然後它有一個初稿出

來，我們還一個一個去聽，一個一個去看它展現，它用什麼方式去展現。如果對

裡面有任何的建議，我們也透過鳳嬌向他做反應，那他修正過後會在 feedback

給我去確認是不是要這樣做，如果說鳳嬌沒辦法達成，那我們就直接殺到現場，

直接看著螢幕直接跟廠商溝通這個地方應該怎麼做，那這個地方是比較，難度比

較高的時候，透過言語沒辦法溝通表達的時候才親自跑過去。(Q，6，21-28)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課課程程體體製製作作廠廠商商((訪訪談談代代號號：：EE))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研發人員對數位學習的認知與瞭解程度對於他們參與整個數位

學習的過程和態度有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如果是以工研院的例子來看的話，因為他們都是技術專家嘛。所以第

一件事情，這些專家其實對於他們領域的東西都裶常 organize，所以我覺得先讓

他暸解 e-learning是什麼，這有一個很大的障礙, e-learning 其實它不同於多媒體

製作, 它有很多譬如說課程元件化、模組化啊，比如說課程的層級，或是是說有

一些內容的簡捷化，要讓他先暸解，可是我覺得，雖然說起來好像是我們跟這些

專家取經，可是真正 process的第一道其實是讓他們知道 what is that all about這

樣，all about又有兩個層面，一個是 e-learning到底是什麼，就是剛剛那個東西。

第二個就是接下來流程會怎麼跑，所以從 what跟從 how這兩個角度，能夠讓 SME

能夠暸解並且接受，是第一個障礙，我們覺得在其他的產業裡面，這個障礙比較

低，在這個高科技產業裡面的障礙為什麼會比較高，就是說，在我們希望跟 SME

溝通的時候、 what，what is e-learning這件事，其實有很多跟一些，除了是技術

之外，是理念的東西，可是這些理念， 比如說是教學專家堅守的幾個原則等等， 

這些事情是，技術人員不是那麼有耐心的，他們比較 areciate你跟他講技術面, 比

如說我們這個課程要符合 scale、meta data, 什麼的。（E，3，15-31） 

研發人員對於自己的領域知識有自己的表達方式，主導性非常

強，因此目前很難產生大家皆認可的標準製作流程，造成企業數位學

習業務整體進行時間會拖延很久。另外，研發人員對於企業數位學習

還是從技術層面去探索，而學習理論和學習流程的層面則沒有興趣瞭

解。 
他就一點興趣都沒有，我可以舉個具體的例子。比如說我們非常強調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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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課程內容的時候要做 placementation。內容分成有些是 fact、有些是 concept、 

有些是 process、有些是 procedure、有些是其他什麼的 principle，它其實是一種

知識的分類，他沒有興趣,，可是他非常有興趣聽到說這種是，有一種 API，會非

常有興趣技術那一面，他對我們教學設計來說，你如果實際不能暸解這些事情， 

那根據比如說，我們根據我們內容的類別來讓他把他講出來的時候 follow某一個

我們所希望 sequence。但是他們若是對這件事情沒有興趣的時候，我們就會非常

辛苦，我們試著去幫他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可能內容我們又看不懂，所以說我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要講環保，我們要先定義環保是什麼，那我們就說環保

這個東西是一個 concept，我們在設計一些 concept課程的時候，我們有一些邏輯, 

可是這個邏輯，他接受或不接受直接告訴你，他不接受，他不要你的邏輯，他要

自己表達的習慣，可是這東西可能會 against教學設計的 rule，所以回到剛剛的

話題，當 SME要暸解 e-learning課程是什麼的時候，對技術面有興趣，有些有

興趣,，有些是完全沒有興趣。但是我們發現，大部份的人有興趣的也是在技術

面，他們希望知道他要 follow那些技術面，做什麼事情不會犯錯，但是對於教學

設計比較好的一些 principle，沒有耐心的，不願意接受的，那是一個石頭，會造

成障礙的。這也關於，我們除了什麼是 e-learning課程要讓他知道之外，什麼是

可能是 process，這個 process很容易 lose patient，或很容易會有他自己 except的

process，這也常常造成了我們一個問題，所以在整個課程製作一開始讓他知道

what跟 how這件事情就會很容易，這是第一個障礙，那第二個障礙，我們開始

往下做，開始往下做的時候，how跟 what都同意之後，問題是 communication， 

因為大家是不同的專業，所以 chemistry通常不是那樣的一樣，在整個製作課程

中，等於是我們一直引導他拿出他的東西，並且把它一個好的配當, 可是基本上

他們不是很喜歡被引導，他喜歡 speak out。(E，3，35-38；E，4，1-26) 

 

基本他們 accept你的 process 跟你的 how，他在實作的時候，他又忘了，他

就 dominate，可是他忘了他的角危根本沒有判斷力，我們之前討論一個奈米的課

程，他在講什麼，我們完全聽不懂，我只知道我們無法做，難度很深跟難度不怎

樣深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樣的，我們都聽不懂，那他又那麼 dominate，那我們就

會產生很多困難，那我回去用一些很間接的方法，那我們發現，你的課程的結構

裡面，有一部份比重非常的 unbalance的大或小，我們會用這種 dobber rough去

推敲，right or wrong再回來溝通，這樣其實浪費很多的時間。(E，4，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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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輔導業師(Mentor/Facilitator/Moderator) 

 
(1) 輔導學員學習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22--11--11：：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除除了了提提供供網網路路課課程程之之外外，，還還有有責責任任

和和義義務務輔輔導導學學員員學學習習。。但但是是必必須須仔仔細細辨辨別別出出真真正正

的的客客戶戶，，才才能能提提供供學學習習者者輔輔導導，，避避免免研研發發人人員員時時

間間和和資資源源的的浪浪費費。。  
 
這是必然的，沒有什麼意願不意願，放個東西在那，你就有義務

去接受諮詢嘛。(C，16，25-26) 
 
這個就是說他的身分，如果他能 access課程的人，他就是你的

customer，那你就有義務服務他。那如果說他是隨便來亂問的，就像
我們時常會接到外面的廠商來問那個規格，幫我查一下這到底是什麼

規格。抱歉，這個不是我們的服務範圍，你的時間就是錢啊。但是如

果他能夠 access這個課程，你就有這個義務。(C，16，29-33) 
 
站在一個老師的立場, 我教了就有責負跟義務去告訴他們這個解答，但是會

depends，因為如果我們當老師的，若是學生問或怎樣，可能不會太過 over了這

樣子，也不會佔用你太多的時間。但是社會大眾是很難以 expect，我曾經接過電

話來了，因為我寫很多東西嘛，電話來了，他問的東西，我不知道他的 target是

在哪邊，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要給他掛電話那種感覺。所以，或多或少還是要有

個篩選，學員電話來或是寫 email過來，我們可以過濾要不要回他這個 email。(D，

12，26-33) 
 

當然當然。(F，17，9) 

 
如果像我這堂課的話，比如說看完以後他會問像你這樣的一個演練方法，或

這樣的一個沙盤推演或這樣的一個 SOP(標準作業流程)，對應到他的工廠有什麼

需要調整的地方，比如說我是光電廠，我可能是生產 LCD的，那我要怎麼去落

實課程所教的東西，因為裡面有做硬碟，那因為你現在都是大的方向、大的方法

嘛。那各廠各廠不一樣，傳統產業跟高科技產業，甚至像說現在的奈米或生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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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裡面就會不一樣啊，那變成是說 case by case啦。那就像你剛講的，那我實

際上怎麼做，那他可能也會問，那我們當然就是可以談嘛，那我們可能就是到會

場去做實際的接觸，面對面輔導了。他之前是看過課程，面對面之後，他可能覺

得那邊要深入進去的那一塊，這個是那沒有辦法做到的 30%，我們可能就可以協

助他去把他那 30%補強，變成是 100%, 那有些人可能只吸收 50%啊，我就幫他

補 50%啊！我想說 e-learning很難做到 100%，所以 e-learning可以吸收到七、八

成已經很不錯了吧，那七、八成，也要看你的 background如何，可能我的同事

可以吸收九成以上啊，因為他之前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啊。(F，17，29-34；F，

18，1-11) 
 

我曾經有試過,，我就是即時會反應這樣子，那這個時間其實蠻多的，就是

廠商一拿來我們就馬上回，那後來我覺得實在是佔據太多時間。發一個 email，

那個思考問題可能半個小時，甚至是一個小時，那太多的話基本上就是你要多這

方面的投入。(K，14，1-4) 

 

這個喔，也許我用另一種方式講，那因為我在這個行業夜裡，這個領域也做

了蠻久，因為也許有一些 publish或什麼東西，外面其實有人已經知道我在做什

麼事情，什麼東西我們可能懂。所以其實我現在就常常接到這種 case，不管是電

話也好、e-mail也好，來詢問這些相關的知識，請求協助什麼。那反正這些事情

很多，有的可能要提供 sample、有的可能問你幾個問題什麼的，那我本來一直，

反正有求必應，我都回，我只要有時間，我就儘可能的回，所以說常常有大陸的

研究人員，那他們大陸的研究人員要做什麼東西，跟我們有關的，可是他做不出

來，或者他做出來的結果很奇怪，他就真的發個 mail來問我，或是把 data寄過

來請我幫他分析，那這 case很多。國內的當然也有，國內的甚至來找我們要 sample

什麼，那我之前都是有求必應，花很多時間來做這個事情。可是那個量愈來愈多

以後我就發現不得了，受不了，其實我現在是我還有兩封 mail沒有回，一個是

大陸、一個是高雄醫學院的，那就覺得這樣愈來愈多我們會負擔不了，所以回到

這個 e-learning的問題，假如說我們做的東西不錯，有人看，那他們都有意見要

來問，那我們的時間是不是足夠來應付這些問題，我覺得會除非我們東西做的不

好，不然這個會花很多時間，要做過篩選才行。(P，11，11-29) 
 
我目前就這樣做了，不管我到外面用講授課的方式，或者是我用 e-safety的

網站去回答一些問題，在講課之前，我一定會把我的 email寫在上面，任何有關

於課程，或者日後你接受到的各種安全衛生上的疑難雜症，都可以透過這個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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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跟我聯繫，這是我一直都在做的事情，而且好像學員來問問題的比例還蠻高

的。(Q，12，7-11)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22--11--22：：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若若無無法法從從和和學學員員的的互互動動交交流流直直接接或或間間接接

的的獲獲得得新新的的知知識識，，甚甚至至是是進進一一步步的的研研究究計計劃劃合合作作

與與業業界界工工業業服服務務機機會會，，則則他他們們對對於於學學習習輔輔導導的的參參

與與意意願願會會很很低低。。  
 
就我個人來說會有一個困難，在課後還有提供這樣的服務會花很多時間，如

果說你保證要解決，有可能問題是來自四面八方，那問題要問誰，那會是一個困

擾。（A，6，12-15） 

 

如果只是純粹的，說比較現實，每個人每天這在工研院 8.5個小時，那禮拜

五不算，我們常常晚上回去還要做自己的事，所以學員如果問一些，如果對我不

會產出一些比較具體成果的問話，畢竟我認為我們這邊不是教育機構，所以這個

又回到我剛剛講，我覺得這個 e-learning只是配角，我沒有時間跟他窮耗，那如

果再講現實一點，我覺得他不可能跟我簽個什麼案子，或者是因為學員那邊不可

能跟我簽個什麼 BP啦，或者是任何研究 topic衍生，就只是老師學生之間這樣

關係，我覺得這個我會不喜歡，因為我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講這個事情。(I，13，
10-19) 

 

這樣的做法呢，照這樣聽起來你總不能掛一個工程師在那邊接電

話吧，但是有可能有一個人他在那邊花一些時間回一些 email，但是
問題就出在於說我們為什麼要花時間回那個 email？事實上跟我一開
始說的一樣，對工程的角度而言，它一樣是一些 release，而且重點是
我們把我們會的東西教人家，那對我們的技術而言是沒有成長的事

情，實際上我們沒有很高的，說真的，不太想做這樣的事情。(J，12，
26-32) 

 
(2) 回答學員課程問題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22--22--11：：研研發發人人員員需需要要有有足足夠夠的的支支援援系系統統協協助助他他們們進進行行學學

習習輔輔導導工工作作，，例例如如有有人人幫幫忙忙整整理理分分類類學學員員常常會會問問

到到的的問問題題資資料料庫庫；；或或是是推推行行課課程程助助教教（（ttuuttoorr））的的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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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度來來幫幫忙忙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解解決決一一些些行行政政事事務務和和回回答答比比較較

簡簡單單的的學學員員問問題題。。  
 
有這樣的一個過濾的話，應該也是不錯。若說問了簡單的問題，而又同時有

10個人來問同樣的問題，是很麻煩的。（A，6，23-24） 

 

嗯.., 這方面我可能會需要，因為我之前對這個領域只是概括暸解。我剛有

提到，這幾個月有去 study，那也許這個時間還不是很夠，我也會擔心碰到的學

員問到的問題是我本身沒辦法去解決的，我自己沒辦法解決，那也就是需要更有

經驗的人去請教他們。（B，14，1-4） 

 

我覺得有一個介面可以幫我解決一些比較簡單或常見的問題，這樣至少效率

可以提升。至於問題分類,，若學員本身不知道答案學員可以更快藉由分類找到

答案，比從書本上或從一些資料上會更快找到答案。（B，14，11-13） 

 

一定會啦，因為譬如說我準備一些教材，不是都是我一個人的貢獻，是裡面

也有其他一些其他同仁的貢獻。 所以說，譬如說有人問到其他領域，那這不是

你最懂，你一定要有支援系統…。(C，17，15-17) 
 

我當然會很樂意說有這樣子的人可以去處理這樣子，相信很多 agency都會

有很多這樣的過濾系統。(D，13，20-21) 
 

我覺得應該喔，假如學員有 question，大概是不是有一種方式可以聯絡或回

答問題喔，但是回答問題書面的又太花時間，但是他又不能隨便就打電話來，那

我們天天接那個電話不得了，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機制來處理這種問題，到底怎麼

回答學員的問題。(I，13，34；I，14，1-2) 

 

當然會有幫助，有人幫你把一些簡單的問題給擋掉。(L，13，33) 
 

嗯，有一些助教來幫忙這一點是可以考慮的。(P，12，15) 
 

或者說把工研院當成一個 pool，如果有一個機制，今天譬如說要來問我的問

題我答不了，我可以把問題丟到整個工研院，也許有人懂，他可以來回答。(P，
12，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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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22--22--22：：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可可以以挑挑選選參參與與動動機機很很強強的的研研發發人人員員
共共同同成成立立一一個個學學習習輔輔導導團團隊隊，，針針對對各各個個領領域域知知識識

進進行行專專業業的的分分工工，，彼彼此此支支援援，，共共同同解解決決學學習習者者的的

問問題題。。  
 
可能就是說如果學員人數很多的時候，可能就是可以找其他也是同行的人來

share一下。(N，12，9-10) 

 

那今天我們就對某幾個領域，我們知道說院內就是有些人，這一群人我們每

個人都知道，把他給組合起來，那我題目直接丟這邊，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P，

13，1-4) 
 
如果一個 team去做，當然是比較適當。但是這個 team先決條件要每個人是

如同我的想法一樣，大家都有這個動能，大家很 match在一塊，大家展現出來才

是一個團隊，那也最好，如果這個 team真的成立，專業的分工也是需要，稍微

區隔一下，如果自己在接到一個 email是你自己沒有辦法解決的，馬上可以 pass

給別人，因為人家會提出問題。有時候在時效上是很急的，我想這個可以透過群

體的力量去解決問題啦，當然這個 e-safety的諮詢網路，諮詢平台是有這個功能

啦。那我們這個另外一位。沈鴻明他也是有分配，人家如果有提出問題的時候，

你應該丟給誰的這種機制，他會大致上去做這種工作分配。(Q，13，5-14) 
 

 

(三)學習社群帶領者(Learning Community Guider) 

 
(1) 積極參與社群討論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33--11--11：：研研發發人人員員願願意意參參與與學學習習社社群群的的討討論論和和分分享享，，惟惟需需

要要在在不不影影響響前前瞻瞻研研究究和和業業務務推推廣廣之之下下。。不不過過，，學學

習習社社群群的的推推動動要要考考慮慮到到研研究究人人員員的的自自主主性性和和意意

願願，，不不能能用用強強制制的的方方式式執執行行，，並並且且組組織織要要設設計計實實

際際的的獎獎勵勵誘誘因因，，鼓鼓勵勵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參參與與學學習習社社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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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有類似的活動，我們叫做 forum，forum當然不是把大家都找來，

面對面，開一個會在那裡討論技術的問題，不是。就是還是透過一個網路，大家

來互相討論嘛，就說你有一個 issue，只要說你能連進到這個 forum，你都可以進

來加入討論。我覺得 e-learning的學習社群中你所謂的領域專家的角色可以是

supervisor的角色，或者你也是參與共同討論的成員之一。所以也許課程結束後, 

你就回復到成員之一。我覺得不能用相同的角色來表示啦，在 e-learning中不是

什麼都是自己…對，我剛有講, 有的人會來問，你可能會想出新的 idea出來，這

不是你一定是 SMEs的角色。我覺得這樣會比你只當 SMEs這種效果來的好。(C，

18，5-19) 
 

當然願意啊！當然願意啊！那這個願意裡面又有分隱藏的一個隱憂，, 也可

能不叫隱憂啦，對我們來講可能是 open的，那又回到剛剛所說的，以院的經營

目標來講，一個人若是還要達到 quota量。除非，他到來有一些付費的部份, 那

他可能額外再給你一個 project或怎麼樣，我覺得學習社群才有可能長期下去啦！

(F，17，14-18) 
 

我覺得也可以啦，我現在很難想像，過去沒有 e-learning的經驗嘛！那我很

難想像學員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喔,，或者是我這樣講，如果沒有跟我業務有太直

接的關係，我大概就沒有什麼興趣,。應該這樣講，反向的思考，如果我發現學

習社群中討論的的問題，跟我的研究業務或我的績效評估方式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的話，可能我就是會比較沒有興趣參與社群。(I，14，11-16) 
 

對，那其他人的意願呢？我覺得有時候我們要考慮就是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就

是直接說你指派的，在指派的時候，因為有時候不是他要做的。他如果被指派去

做學習社群，我想每個人的心裡或多或少都會感覺不舒服。(L，14，5-8) 
 

有些人他寧願去看網路電子報，他也不會花時間替學員解決疑惑，除非我覺

得比較雞婆的人吧，他才會主動。那我想或許工研院應該要想一個機制，讓人家

有動機有意願去替人家回答問題，否則就像我剛提的啊，他寧願看過喔，他知道

有人在裡面問這個問題,，但是他的立場說，那我幹嘛解答啊！(L，14，15-20) 
 

也許這種適度的獎勵是應該的，因為有時候公司會說這是你的工作， 可是

這方面的專家還是有啊，那其他人也可以做啊，為什麼要我做。現在尤其重視自

主化，每個人的自主化更強了，那個什麼 Y世化、E世代，他們的那個自主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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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強，那你主管你又不能強迫他去做這個事情，因為 e-learning所帶來的學習社

群、學習輔導目前基本上不是他的工作啊，他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來做這件事

情。(L，14，23-30) 
 

我想還是回歸一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嘛，那你譬如說你課程事務解決之後， 

那學後滿意度，那譬如說多少比率以後、輔導多少學員個案以後，給予適當的獎

勵，我是覺得這種或許會比較好，否則他幹嘛呢？就像我剛剛講的，我寧願去看

寧可把時間花在自己看看其他人的心得分享，也不願意回答人家問題。因為那個

畢竟是比較專業的嘛，他可能要查相關的資料啊，然後才能夠回答你嘛，對啊， 

那你像一些朋友聊天啊，那就不需要用到什麼大腦，他當然願意啊。可是你這種

比較專業的技術知識，你可能就需要一些相關的資料、data來佐證你回答的問題， 

那你就要去找書啊之類的，不能信口開河，因為這種是比較專業的嘛，萬一錯了

人家會回來找你。(L，14，31-34；L，15，1-11) 
 

(2) 活絡學習氣氛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33--22--11：：學學習習社社群群需需要要有有人人引引導導、、帶帶動動，，才才能能活活絡絡壯壯大大  
 

yep，其實在 e-safety的專業平台就有這個學習社群的功能存在，我裡面其中

的一個，所以我經常在裡面交談這種有關的項目，而且還討論的蠻熱烈的。(Q，

12，16-18) 
 

(3) 帶入實務經驗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11--33--33--11：：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從從既既有有的的實實務務社社群群來來發發展展學學習習社社群群，，
會會有有相相輔輔相相成成的的效效果果。。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將將實實務務經經驗驗引引

入入，，可可以以讓讓社社群群成成員員的的互互動動中中創創造造更更多多附附加加價價值值。。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實務社群和學習社群，大家互相溝通, 因為透過 e-learning

這樣的媒介，其實有一些 idea是透過這樣開放出來的。譬如我把我知道的 post

在這裡面，但是他有自己的應用領域，在產業裡可能他的應用領域，有他的需求

嘛！那可能在這樣的機會，就可以創造出一些新的…就是價值出來嘛。我覺得這

種課程對我們來講是衍生出來的互相出來的一些效率啦。(C，5，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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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想講一下就是，其實我們材料所喔，推動奈米科技算是很早，那剛開

始推的時候，所長就有指示說，要成立一個叫做奈米的…類似的俱樂部一樣，讓

各行各業的業者來參加這個奈米俱樂部，那這個俱樂部，我們講不是叫他俱樂部

啦, 就是叫它社群啦。所長很早就有這個想法，開始推動，找很多業者進來共同

來參與。這裡面當然也有很多活動、研討會，他可以來參加，或者他有什麼問題，

他可以透過這個組織來詢問嘛，會有相關的人來幫他處理問題。這個問題, 到後

來說不定可以變成一個題目，一個 project, 那時他就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你剛剛

問說他的想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是跟我講的類似奈米的俱樂部一樣，確實是很雷

同啦。(C，1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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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研究概念構圖(一) 企業數位學習業務工作內容與工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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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動機 

(一)、內在動機 

(1) 成就感和榮譽心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11--11--11：：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在在完完成成參參與與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課課程程的的製製作作後後，，
對對於於自自己己專專長長的的領領域域內內容容知知識識，，會會有有更更完完整整和和深深

入入的的瞭瞭解解，，而而產產生生成成就就感感。。  
 
當我回來看自己製作的內容，其實對腦袋中的知識會有累積，能夠再重整起

來，其實對自己也是會有幫助。（A，5，8-9） 

 

我覺得參與這個數位學習業務啊對我是有幫助的，因為之前這部

份的話，還沒做這個課程之前，是暸解一個概括性而已，那經過這次

深入準備後，覺得已經有一個深入的暸解了，還蠻有成就感的。（B，
3，28-30） 

 
(2) 對於數位學習的興趣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11--22--11：：研研究究人人員員對對於於在在既既有有的的工工作作上上，，另另外外新新增增加加企企業業

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的的態態度度，，目目前前大大多多抱抱持持著著觀觀望望和和被被

動動接接受受，，甚甚至至認認為為這這項項業業務務以以試試驗驗性性質質的的成成分分居居

多多，，只只是是多多餘餘的的負負擔擔。。  
 
一開始業務進來，應該是不會花到太多的時間，很出乎意料，其實製作出來

的東西還蠻多的，內容要生動，感覺不是像你去外面上課準備的那種教材方面去

準備；因為花在研發時間的多少跟成果會有關係。像你有部份時間是在做

e-learning，做研發的時間相對地就會比較少，所以成果一定會有差距，這方面，

是有點不公平。（A，4，17-22） 

 

嗯，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剛才有提到就是說，裡面有部份的教材是我們

在規劃的一些計劃，所以這個部份對我來講不算是一個額外的負擔。因為你本來

就在作這一個計劃，那你也希望說利用 e-learning來達到以後 promotion的一個

目的。但是其實這個整體性不夠啦，我們要弄一個教材的話，不能做這部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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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面應該要夠廣。理論上應該除了你 plan的計劃之外，你還要收集很多的教

材把它放進來，那這個又回到大家對 e-learning，自己是怎麼來看它啦，如果你

把 e-learning當作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你就會花很多的時間去找很多

的資料，那你的資料很充實、面很廣，那如果說你認為 e-learning只是上面交待

下來的工作而己，那你可能就會，像我剛講的，把你手上的東西弄上去而已。(C，

11，18-29) 
 

會很累啦, 真的會很累。我覺得我的時間安排已經到了一種很很飽和的狀

態。我現在就是一個軋一個就是了，但也要看我們目前，像你剛看，我們也在找

人嘛。我也要把時間撥出來 interview這些人，我現在是一陣一陣。(D，9、3-7) 
 

對啊！就像去年在弄這個課程的時候就很忙啊，對我自己的 case來講，是

額外的負擔， 所以那個時候還要我資料翻成中文，我就實在是也沒有時間。(I，
9，10-12) 

 

老實說我是覺得…很煩啦，對啊，就是這樣。啊，那再做這些 e-learning東

西其實覺得就是”零零碎碎”(台語)的事情。(J，7，22；J，7，24) 

 

這個要不是上面交付的，我想大家的意願應該不是很高。因為第一個可能會

佔用到時間，那第二個時間會拖得很長，那第三個它好像也沒什麼獎勵，而且獎

勵，包括就是工作上面的獎勵，我不是指酬勞上的獎勵，我是說可能工作上的獎

勵，可能上面的主管覺得你對組織助益不大，我所謂助益不大可能 BP根本沒有

什麼…(L，7，31-34；L，8，1-2)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11--22--22：：少少數數受受訪訪者者是是因因為為本本身身有有興興趣趣，，而而對對於於企企業業數數位位
學學習習業業務務表表示示樂樂觀觀其其成成。。((受受訪訪者者：：BB、、NN、、PP、、QQ))  

 

嗯，推動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這個想法是不錯，但是你要考慮到時間的分配。 

還有就是說，我們要得到上面的認定，上面有給你充裕的時間去做這件事，那我

覺得，那應該是不錯的。（B，9，6-8） 
 

我是覺得在不影響研究工作時間下，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N，9，19) 

 

對我們來講這不是我們主要的工作，那甚至在組織裡面是不是人家支持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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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事情，我們也不知道，我的上級主管並沒有明確的 assign這個東西給我，那

我做這個工作其實一方面是，我也不知道這叫什麼。反正人家找我，我就接嘛，

或者興趣。講興趣也不太適合，投入的時間實在很多，但是我的主管知不知道，

我其實不知道，家瑞和致元他們說有知會組長。(P，6，21-26) 
 

應該說我也是有興趣啦，就跟我會答應外面的一些演講的邀請或是上課的邀

請一樣，我覺得這也算是一種不錯的，假如我們在工研院叫做服務業的話，那這

也是一種不錯的社會服務嘛。那就我們的研究人員來講，我對研究人員的看法不

是說門關起來把一個東西做好就好，那做出來的東西要有人能夠欣賞能夠用，尤

其我們做醫療這種東西，到最後要能用才有那個價值，不然做了半天沒有用的東

西。那不管在外面上課也好，做 e-learning也好，是把我們的技術讓多一點人暸

解。(P，6，33-34；P，7，1-6)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11--22--33：：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對對於於學學習習輔輔導導的的工工作作需需要要佔佔用用到到自自己己的的
下下班班之之後後的的時時間間，，有有不不同同的的看看法法：：部部分分的的受受訪訪者者

（（22人人：：JJ、、LL））覺覺得得自自己己的的工工作作和和生生活活會會被被打打擾擾，，
會會覺覺得得很很煩煩、、沒沒有有興興趣趣，，金金錢錢上上獎獎勵勵無無法法替替代代；；

部部分分受受訪訪者者（（44人人：：BB、、KK、、PP、、QQ））純純粹粹是是為為了了興興
趣趣，，就就算算沒沒有有額額外外的的獎獎勵勵措措施施也也願願意意提提供供學學習習輔輔

導導。。  
 
那不是很煩嗎，因為連原本的生活都被打擾，更煩。(J，13，8) 
 

基本上我會完全不想做唉，對啊，因為照你說的，因為就是說它如果甚至用

到額外時間的 loading，而且像我們時間原本都規劃好了，突然間要插一堆東西

進來, 而且什麼時候也來不知道，我覺得那是對我們自己工程上，就是你一些技

術領域的研發、時間的規劃是一個蠻大傷害的。(J，13，24-28) 
 

下班時間就不會接了啦(大笑)(L，12，34) 

 
我本身是蠻樂意的，我覺得大家互相討論也許可以彼此互相提升能力。（B，

13，21-22） 

 

下班時間我倒不是那麼 care，我剛也有提到，我常在下班時間做一些上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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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並沒有一定要填寫工時加班單或怎樣。（B，13，26-27） 

 

純粹是為了自己說興趣，因為我本身會來工研院，其實主要是想要多學一些

東西，不管是上班或下班，有時間去從事這樣專業的知識就儘量多去學習。（B，
13，28-30） 

 

那當然會啊，還是會，我相信還是有人願意做這樣服務的…我相信這是和是

跟個人特質有關。(K，14，11-13) 

 

這個我是不用啦。(P，12，1) 
 

(3) 具有相關的教學經驗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11--33--11：：研研究究人人員員擁擁有有實實體體課課堂堂教教學學經經驗驗對對於於參參與與企企業業數數
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有有幫幫助助。。例例如如比比較較不不會會緊緊張張、、容容易易進進

入入狀狀況況、、錄錄音音的的時時候候不不會會生生硬硬等等等等。。  
 

有些工研院有些訓練課我都有去上過，都是一些相關領域, 像電路設計。 

 

有啊，學校裡面的演講啊，或者說我們為了要 promote 辦的一些研討會，還

有一些外面辦的研討會。（C，1，20-21） 
 

有，我現在是在中原大學上課，是中原大學兼任的助理教授，兩年前是先教

普通生物學，後來上生化、生物化學。然後，在上學期是上生物科技跟環境保護。

像這學期就是有兩門課，一個是生物化學，一個是分子生物學。（D，1，20-24；
D，1，29-30） 

 

我剛開始在外面接這個課程的話，應該是 88年吧，大概進工研院兩年之後, 

一年半二年之後啦， 那一開始我要從實業一般通識的課程，所以從勞委會那邊

我們就有，像我這邊有當一些講師，或者我們中心一邊辦的一些訓練，那對外的

一些工廠，他們也會請我們幫他們做一些廠內的教育訓練。（F，1，23-27） 

 

其實這個如果說要讓這個數位學習從前端到最後產出要非常 smooth，要 go

完的話，我倒覺得其中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這邊大概平常就會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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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外的訓練機會了，所以可能我們這邊在準備資料跟整個說明的一個流程方

面，我們就有給他一個很明確的，而且資料非常完整，是因為我們平時就有這個

機會在外面講授這樣的一個課程。所以說如果你找的可能沒有實際教學經驗，但

是說他的專業能力很強那平常沒有對外服務，就是說常常少有這個機會去說明或

者是沒有教學的經驗的話，可能就會有一點困擾，我不曉得是不是這樣啦，就是

他整理出來的資料，他們整合要花很多時間。(F，9，31-34；F，10，1-6) 
 

我拿到博士以後曾經在我畢業的大學， 美國，有上過機械材料性質，大三

的課。（I，1，22-23） 
 

我只有一次是對外到自強課那邊去上，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經驗，其實是因

為我們第一次是因為廠商的需求，他要求那個光學量測的程序,。所以我們實際

的執行上面有一個上課講義的一個內容，那另外一個部份就是實地的操作給他們

看。實際操作是在我們的實驗室，但是所謂的實地操作還是由我來操作，他們基

本上我只有讓他們動一小部份，或只有讓他們看看這個現象。但實際完整的訓練

是不包括在裡面，因為那樣子時間會用比較多，而且人員來的比較多的話，你沒

辦法 cover。(K，1，17-25) 

 

我覺得還是對我有幫助，我比較暸解 e-learning它的一些籌備的工作包涵哪

些。(K，2，34；K，3，1) 

 

有..，都是同一個課程，因為 BP的需要，或是人才培訓。有到很多廠商去

上過了。(N，1，15) 

 

有，在那個自強基金會有上過有一些課,，然後在學校，大學裡面、研究所

裡面也上過。自強基金會的對象大部份是產業界的人，就是他們來做在職的再訓

練,。那大學或研究所裡面，那通常是邀請的演講，那從去年開始也開始有上一

些課，喔，就是譬如說，某教授開的課，那就是有一、兩個禮拜的時間，那我去

幫他講課，訂一個主題，那就是上課的部份。(P，1，11-17) 

 

嗯,，我想是有幫助啦，是因為上過課之後，當然才知道一些跟學員或學生

的這種互動的情形嘛，然後才知道要傳達一個知識或一個技術，要用什麼方式人

家才知道，跟我們一般，譬如說我們是研究人員，我們一般通常是在做簡報，那

簡報的對象不外乎是主管，或者是同仁，或者是那種一般業界的老板，我們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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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我們的技術，這種方式跟在上課是，我覺得是不一樣的，準備的內容，跟你要

講的，表達方式都不太一樣，所以基本上以前有這些上課的經驗好歹知道說學員

要怎麼樣才能 catch到你要講的東西嘛。那不過講回到 e-learning，因為親自做了

我才發現又不一樣喔，跟一般你可以面對面的去講，又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那

那種不一樣不只是講的方法，是準備的教材都不一樣。(P，1，25-31；P，2，1-4) 

 

有，屬於安全衛生上的課程，在我之前的東家，在德州儀器的時候，我是擔

任安全工程師，那對廠內所有的訓練都是自己來上的。然後對於外面的課程，我

也是勞委會的合格講師，所以也對外有去做安全衛生管理員、安全衛生管理師，

還有安全衛生主管等等的訓練。(Q，1，10-17) 
 

當然有幫助啊，以前跟學員之間直接可以接觸非常暸解學員在學習過程當中

應該用什麼方式去吸收，所以我們當老師的時候，我們希望用如何能讓學員聽的

進去的一個方式去表達，所以這兩個是互補的。(Q，1，29-31；Q，2，1)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11--33--22：：擁擁有有數數位位學學習習((上上課課、、教教學學或或網網路路社社群群討討論論))經經驗驗的的
研研究究人人員員者者對對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有有較較高高的的接接受受度度  

 
我本身是有常常會上網 survey一些資料，包括參與 BBS上的一些討論以及

有一些公司像 Maxim，就是有一家…美國有一家做 IC的公司，它那邊也會有一

個，就是類似大家共同去討論有關我們這個領域的一些…（B，1，30-31；B，2，
1-2） 
我是覺得在網路社群可以獲得到很多你沒有想到的問題，或是說看到別人提

的問題也可以, 類似腦力激盪這樣子，自己會去想一些想法。（B，2，9-11） 

 

嗯，實際上在網路社群，因為我常常看到有有一些資深的工程師，他們會來

survey這個網站，他們也會留下一些寶貴的經驗，讓我們這一些比較資淺的工程

師可以從這邊獲得一些經驗所以我覺得數位學習還蠻不錯的。（B，2，15-18） 
 

我這次是第二次了，第一次也是我們中心啦，之前也是要自己做一個課程。 

好像是那時候我做兩門課，一個是…防衛通識，另一個..好像也是偏向緊急應變

方面的，那這個是第二次，那就更專業了、更深入。第一次應該比較屬於 demo

的啦，那時候可能是一個 pre-study，做一個先前的一個嘗試，計劃的額度不高。

（F，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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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有在那個交大的他們有一個做網路的網站學習，我之前有在那邊，等

於說有打過工、做過，然後我們那時候是做一些課程設計啦，所以還算熟悉啦。

(N，1，31；N，2，1-2) 
 

有幫助喔，就是因為那時候有接觸到一些 flash的東西，所以大概知道說哪

些東西可以怎麼做，做的步驟是什麼，比較會知道他們的困難在哪裡啦，所以我

們在想的時候，要跟他們溝通的時候比較知道要怎麼避開他們可能不清楚或沒辦

法做到的地方。(N，2，10-13)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課課程程專專案案經經理理((訪訪談談代代號號：：GG))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研發人員具備教學經驗在擔任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領域內容專

家的時候會比較有幫助。 
當然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是無庸置疑的，那本身可能還需要一些教

學的經驗, 因為他有這個經驗的話，他來製作課程的時候，就會很清
楚。(G，4，6-8) 

 
我想我接觸的都是純研究人員，他們本身因為研究員需要常常交

流嘛，隨時跟國外國內都需要常常交流，所以他們常常需要去報告目

前實驗的一些狀況，那他們這些實驗的狀況、數據或內容都會經過整

理，那這個整理的功夫就很重要, 因為你整理過的知識，他變得很簡
捷,、易於傳遞，所以說這也算是教學的一個方式，到外面去演講，
也都算。(G，4，12-17) 

 
(4) 工作時間分配與工作重要性排序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11--44--11：：研研究究人人員員仍仍然然會會選選擇擇既既有有的的研研發發專專案案和和工工業業服服務務

列列為為第第一一優優先先順順序序來來處處理理，，而而他他們們的的上上層層主主管管也也

會會如如此此要要求求；；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的的重重要要性性則則遠遠遠遠

的的被被放放在在後後頭頭，，他他們們大大多多是是運運用用工工作作當當中中的的空空檔檔

或或平平常常下下班班以以及及假假日日的的時時間間完完成成。。  
 
其實，不暪你說，從目前在工研院的狀況，研究計劃給你的壓力應該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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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給你的壓力大，在 priority我相信大部份的人會排原來的 project為優

先。(C，12，11-13) 

 
因為這個 e-learning有訂 deadline，我做事常會視 deadline來決定

先做那個..，其實我這樣的時間管理是不好的時間管理。(D，9，16-17) 
 
像目前這個大概己經是 ending，時間安排大概還好。因為之前已經處理過，

之前就是我會利用其他的時間吧，比如說還有一些剩餘就回家把它處理掉。(F，

13，22-24) 
 

同樣也滿足多樣的產出目標的話，那當然會有優先次序，我們當然把對上面

的部份，非常容易看到的結果，我們一定要先滿足。數位學習就擺的很後面啊，

擺的很後面或是上頭就交辦要做的，那做起來可能品質上或者一些打折。(F，14，
19-24) 

 

其實喔，這個應該怎麼講，就是說我還是以我要交付就是現在的科專計劃， 

經濟部、工業局的或者是 BP以這個為主，其實坦白講這些是最重要的，我這邊

既有的這一些時間喔，我絕對不能讓它 delay按時要交的結果，我這些 BP也是， 

我心有餘力的時候，我才會去做 e-learning,，所以 e-learning其實我這個 case喔， 

在我感覺大概也拉的蠻長的，這個工作從去年 11月份到現在時間也很久。(I，9，

17-23) 
 

當準備的時候就覺得很煩，因為我的事情很多喔，那 e-learning這個等於是

額外的工作嘛，那剛好我接的那時候是年終，哇！要結案的時候, 就跟我催, 我

想那是你們的部門嘛，那時候年底要怎麼樣怎麼樣，我說年底怎麼樣, 我這邊沒

有拿我的計劃，對不對？我現在人事費我拿的是，如果 12月 31號要結案, 對我

的 priority，所以說在那個時候，我就回到剛剛講的，這個 e-learning priority是

在後面後面，應該是說在最後面啦，因為我要交付工業局的案子，科專要結案或

是 BP也要結案嘛，那時候都很趕了，要寫結案報告又 presentation, 所以那時候

幾乎是沒有時間搞這個。(I，10，30-34；I，11，1-4) 
 

所以 e-learning課程對我而言，每次都是一直在被追殺，因為我一直忙忙到

我沒辦法，他也來說什麼 deadline到了。好吧，我只好想辦法把東西弄出來給他

這樣，所以真的是很累。(J，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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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我目前不算是管控的很好，我就是利用，譬如說我今天想做什麼事情以

後，那我就趕快做，那他們來催我做 e-learning的時候，我就趕快做，或者下班

的時候，我就趕快來弄。然後，有時候我上班的時候如果做 e-learning，我下班

就要做我的研究。(K，10，30-34) 

 

我覺得想法，就是其實短期大家應該就是還可以接受，我不知道，我個人是

覺得短期還好，它如果拖得太長的時候,，可能比較就會變成自己的 loading太重。

我所擔心的是可能會延緩自己研發的進度，或是研發的成果，也不完全是研發的

成果啦！因為就是，就是怎麼講，就是會跟你的工作，有時候會相衝突。譬如說

他某一個時間說需要的東西的時候，那剛好，你也知道嘛，這個研發並不是說，

因為它是一段時間的嘛，所以它可能剛好碰到你要,交研究報告，或者是要做其

他三邊認為有意義的事情，那個時候會相互衝突啊，那你又不好意思說，這個譬

如說某一個把它放下，然後去做別的，我是說衝突是在此啦。(L，8，13-19) 

 

當然要排優先次序啊，這個優先次序應該是排在比較後面的？因為

e-learning基本上就是我剛剛講的，因為他的完工日期是遙遙無期的，就是你不

知道什麼時候做得完。因為你要跟製作公司啊做的一些溝通，那或者甚至譬如他

說你東西要做到什麼程度，那個投影片什麼要提供給他，那我覺得大概幾天應該

還不致於說耽誤太多，但是譬如說什麼有什麼研究報告要交啊，那個什麼技術報

告要交啊，你延遲的話，那個你上面的長官就 K下來了，而且也不完全是他們

的問題，因為他們會被記缺點啊。啊所以你當然要根據自己的那個什麼來決定先

後次序。這是題外話，現在做這個 e-learning你延遲也不會怎樣啊，經理不會記

你缺點啊！(L，8，24-33) 
 

我們本身的心態還是會覺得原來的工作比較為主。(N，9，22) 

 

現在我是用 extra的時間在做，我剛講十個工作天是晚上跟假日的時間。(P，
8，23)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11--44--22：：少少部部分分研研發發人人員員會會將將原原有有的的工工作作和和新新增增加加的的企企業業
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作作彈彈性性時時間間分分配配，，採採取取一一視視同同仁仁的的

態態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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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是沒有分那麼清楚啦，有時候我下班以後還是會做我上班

應該做的事，不管是 e-learning或是目前我所要負責的研發工作。對，
那不管上班的時候做 e-learning 或那個都會去分配。（B，9，15-17）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學學習習業業務務負負責責人人((訪訪談談代代號號：：HH))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研究人員面臨既有業務和企業數位學習的工作需要抉擇的時

候，還是會先選擇既定的研發工作，光是以擁有專業知識、平日表現

最好的準則來「指定」研究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中領域內容專家的

角色是不夠的，還是需要用人情請託來促使新業務進行。 
對 e-learning這個事情喔，我現在在思考它是一個 matrix的，那

e-learning的計劃進來，它是一個平行的，一種是平行的主管，那我
的頂上是我的老板，它所負與我的使命就是剛剛我提的，技術管理的

合約、知識管理，平時把這些事情處理好，新進來這樣子的事情喔，

當兩個衝突時，我一定要抉擇，站在我現在的位子來看，我想我一定

先選擇我頂上老板所交待的事情，因為他的壓力是立刻就呈現在我的

面前，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得不然的選擇。同樣的對研究人員也是一樣， 
那我覺得將來要推展知識型服務喔，我覺得是單位的主管，他要將做

企業學習服務這樣的事情喔，他要 commit說, okay，這也是我決定要
發展的一個重點，那我覺得各各單位所長、中心主任，一定是在年度

在 review成果的時候，院長在你這個單位要來看企業數位學習這一
塊到底做得怎麼樣，我覺得必需要這樣。(H，6，18-30) 

 
現階段請研發人員參與數位學習業務的做法是動之以情，例如說是請吃飯

啦，邀請你一起來共襄盛舉，你的課程到處所有人都看得到，讓他有一個榮譽感

之後如果能業務能夠獲利你也能分獎金等等。那我們還有一些比較貼心的小動作

就是我們會買一些糖果啊，然後買一些圖書禮券啊，買一些書啊去送給他。（H，
7，24-30） 

 

說服領域內容專家及其主管參與？這個是非常困難的，這會談

到”說服”這個字眼，事實上我從來就沒有成功過，我其實也不是用說
服啦，我在好幾次有遇到研究組的組長，我就跟他提現在要作企業數

位學習這個事情，因為我要請他下面的經理或計劃主持人來做事嘛，

所以我一定要跟他打個招呼，那有些組長就是說，你要叫我們部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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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做這個事喔，多少錢？我就跟他提說這個計劃規模大還是怎麼樣，

那他就說錢太少了，不要，對，因為我想對科技專案研發，一個計劃

就是破億嘛，所以這個幾百萬對他來說可能真的是小錢，那所以如何

去說服這個事情呢？研究組的組長他其實也有背工服的 quota，這件
事情對他來說是個壓力， 對，因為每一年會設定工服 quota 達不到
其實對主管的績效也有影響。（H，7，33-34；H，8，1-10）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決決策策高高層層((訪訪談談代代號號：：MM))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如果企業組織將原來的研發資源分出一小部分，就有機會創造出

遠大於這一小部分資源原本能夠發揮出來的效益，研發人員就應該投

入時間去做並且視為重要的工作。 
這個是要回歸到就是說，我們要提供 learning這樣的 service，這個對組織來

講是不是一個重要的工作，假如它是一個重要工作的話，它就應該融入到我們最

基本的工作裡面去。那當然你要提供這樣一個新的 service你會有新的成本，可

是這個成本不並不見得需要外加，那我們每一年做研究的工作不只是執行我們做

了各種各樣的工作，而是有某一種 resource出來 suort這樣的工作。這個 resource

也就是我們每一年的收入，那假如現在我們是 learning變成我們的新的一個

organ 那假如這些 content要從我們研究計劃裡出來，我個人是認為這種 learning 

content的製作，他所會發生的成本，絕對不會超過你研究工作的百分之五，也

就意思是說，假如你要做跟你以前一樣多的研究工作的話，你要外加百分之五的

成本，或者你做以前百分之九十五的研究工作，根本沒有外加成本。這完全是看

你這個主持人，他的 policy是什麼，對不對？你從百分之一百，降低到百分之九

十五的研究，並不表示你的研究工作品質被 compromise，你可能正確的作法應該

是，你把百分之五，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的研究工作不做，對不對？所以這就對

你的品質亳無任何的影響，所以事實上，只能說是你投入你原來研發資源裡面的, 

把一個蠻小的百分比，可是你可以 create一個遠大於這 5%給你帶來的一個效益, 

這個要完全看這件事情是不是划的來, 你假如說投入百分之二的資源做某一件

事情，它給你增加的效益只有百分之一，那你顯然不應該做；你投入百分之二下

去，它給你增加的效益是百分之十，那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完全看你怎麼管理

你的本事。也就是說，單位它的這個任務，它的這個方向是什麼來決定事情，回

頭來還是想說，這個組織要一個非常明確的，要一個非常明確的決定，譬如說， 

我現在要提供這樣一個新的服務，而且我要把它做好，你只要做了這樣的決定, 

自然從這件事情的資源上就可以把它 tak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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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工作性質的差距所帶來的抗拒情緒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11--55--11：：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和和目目前前大大部部分分的的研研究究計計劃劃在在執執

行行面面上上是是相相互互獨獨立立並並且且缺缺乏乏整整合合，，而而顯顯得得各各自自為為

政政。。所所以以研研究究人人員員會會有有多多加加了了一一份份工工作作的的感感覺覺，，

而而產產生生抗抗拒拒和和排排斥斥；；((受受訪訪者者：：AA、、CC、、DD、、FF、、JJ、、
KK))  

 

一接到剛開始會想要放棄，當你設計課程的雛型快要完成的時候，你會想到

要好好的把它完成。也許有時候你會覺得工作比較多比較累。（A，5，6-7） 

 

我想是還好啦，沒有到那個程度，因為我剛剛有提到，當初準備這個教材的

時候就有跟原來計劃有結合, 大概因為你有這個 incentive大概就比較不會去抗

拒他，如果你做一個純粹為了 e-learning而 e-learning了，就會有些問題了。(C，
14，2-6) 

 

你說一剎那，第一個想法就是說又多了一個功課(笑)。或多或少會有抗拒感

啦！(D，10，17-19) 
 

說完全沒有抗拒我是覺得不可能啦，因為畢竟也算是工作項目之一嘛，而且

現在不是在算是你的..，不管是藍表也好或上面預期的工作項目之一，但是我覺

得對我的影響會比較小，像我常常在外面就有這種這種這種機會，所以我後來想

我整理起來會蠻快的，倒還好，所以會有，一定是會有，但對我這邊影響不大，

其實影響不大，所以那時候我才會盡全力先把這個課程做出來。(F，15，1-6) 
 

對啊，基本上也不是蠻大的抗拒，只是很煩又多一件事情，而且實際上會有

一個關鍵點，對我們而言，沒有非常想做 e-learning學習業務的原因是它跟技術

的成長並不是直接的相關，可以這樣說。如果我們本身的技術提升的話，我們要

再去研究新的東西嘛，那這個東西等於是把我們現有的東西挖出來整合，變成說, 

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的時候，技術在我們的心裡面或是我們的 knowledge裡面。 

但是整理出來之後，實際上對我們而言，除了好比說如果真的有分紅制度或是版

稅，實際上對我們而言，對工程師而言，沒有收到任何的好處，就好比說我們現

在做一個研究，這個東西研究過程當中，我們知道我們學了一些技術，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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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這個東西感覺比較傾向做苦工的感覺。(J，9，22-23) 
 
那時候因為在原有工作上面剛好有一個段落，所以我抗拒感沒有像其他同事

那麼的強，如果我今天手邊有堆工作要來做的話，說實在我的反彈力就會很強, 

因為我會覺得說你沒有把我的工時考慮在裡面，第二個沒有得到主管的支持與認

同，第三個我要花那麼多的時間、精力秏費在那裡面,，別人對我的評比如果是

負面的話，那就很不好，那會影響我投入的情緒。那再來就是學員的反應，他會

不會認為說到底我這樣做值不值得什麼的，就是 maybe我會期望說自己講的好, 

但也許廠商還認為不夠好，那我都要負擔這些情緒上的抗拒反應。(K，11，27-34；
K，12，1)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11--55--22：：少少部部分分的的研研究究人人員員由由於於原原本本就就喜喜歡歡接接觸觸新新的的事事務務

或或是是跟跟自自己己目目前前經經手手的的計計劃劃具具有有相相關關聯聯性性，，表表示示

不不會會抗抗拒拒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受受訪訪者者：：BB、、NN、、PP、、
QQ))  

 

抗拒感是不會，因為我本身是屬於喜歡去看一些書啊，一些專業方面的資料, 

所以說有這樣的一個機會讓我去…雖然不是說，應該說比較有正當性去閱讀這些

資料，譬如說完全跟工作無關，但這也是工作的一部份，所以也覺得是一個蠻難

得的機會。（B，10，13-16） 

 

倒是不會啦，其實多一些經驗嘛。(N，10，15) 
 

這應該是人的個性有關係嘛，雖然現在不是我一個正式的工作，可是既然我

答應了，我做的品質跟, 假如將來這個叫做我的工作, 做的品質應該是一樣的

啊 。這是因為我覺得說 e-learning本來就是一個蠻有趣的東西…應該說目前我不

把它當作一種負擔，extra的，我覺得目前對我來講我願意去做。(P，9，4-9) 
 

我會義無反顧去做這一件事情，因為我認為它應該做。(Q，8，20) 
 
我認為 e-learning業務是應該做的，而且這也是我所期望的，因為我從現場

的安全工程師，我知道從一個不知道怎玩的安全管理師幹到現在二十幾年，歷程

當中我總有一些想法，怎麼去成長，在成長過程當中，那時候給我的支援，幾乎

是沒有，除非你自己很主動的去找。那 e-safety這一方面就是可以很主動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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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資源，就在網路上，除非你是個懶惰的管理者，要不然你都可以透過

管道去搜尋到你要找的資料，所以現在人比較幸福。(Q，9，25-31) 

 
這是我一直想做的，其實我一直到工研院來也是期望做這個事

情，要不然那我就不用跑出來了。(Q，10，4-5) 
 
 

(6) 工作重新分配與調整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11--66--11：：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在在剛剛開開始始階階段段，，對對於於研研發發人人員員
的的工工作作負負荷荷需需要要重重新新調調整整。。另另外外，，也也要要給給研研發發人人

員員清清楚楚的的工工作作說說明明((jjoobb  ddeessccrriippttiioonn))。。  
 
我是覺得工作重新分配，這部份是可以把它放在藍表(blue print)裡去，譬如

說你今年負責這個 case你要把它處理好。（B，11，2-4） 
 

我覺得如果你們想把 e-learning這個給專業化, 我覺得最好不要用原來線上

工作的這種插班的，不要這樣子，應該把人給區別出來，這樣才是專業化！不然

的話，我剛講的這個教材的完整性到底夠不夠，如果研發人員對它的定位不是很

高的時候，他就只把現有的直接搬出來啊！(C，14，13-17) 

 

這個..我覺得就是看研發人員的狀況，也要看這個組織以後會發展成什麼樣

子的情況出來，所以這個大家都會去評斷啊，如果說你 e-learning最後會變成一

個相當專業的領域，對不對？在院裡面把它弄成是一個專業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

工作項目之一的話，或許就有人可以思考走這個路，那如果沒有的話，就很難很

難了，現在主軸還是做研究計劃嘛。但是要看嘛，現在做到什麼程度啊，以後會

不會真的成氣候啊，這個大家都會看嘛，因為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聰明的。

(C，16，2-10) 
 

因為像現在工研院有經資中心有技轉中心，這些都是跟 knowledge transfer

比較相關，我們是屬於研發的單位。因為現在是我們，To be honest，我們的 loading

是蠻重的，我們不但要做研發，行政的單位的工作也要做；以公關來講，他會說

他不懂就推到實驗室，也許公關的人會來問問這個技術是怎樣，最後還是會推到

我們這裡來做；以產業分析來講，這個我們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又回到我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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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等於說我們的 loading不斷增加，除了去寫計劃、 想計劃、執行計劃之外，

我們還要去做一些其他的像是 e-learning之類的。(D，10，26-33) 

 

對，job description要先弄清楚。誰該做到，誰就接下，go ahead去讓誰接

替這樣的東西。那現在我覺得在工研院的這些組織已經算是蠻完整的，只是說不

要變成所有的 loading都在研發單位。(D，11，32-33；D，12，1-2) 
 

當然會啊，對，工作重新分配是有助於推展，但是會影響的是別人要來 share

你的工作的那個人他的工作情緒反應，所以整個還是要通盤考量，到底人力充不

充裕來 suort。(K，13，15-17)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11--66--22：：進進行行研研發發人人員員的的工工作作負負荷荷調調整整的的時時候候，，需需要要注注意意
的的地地方方有有以以下下兩兩點點    11..  技技術術本本身身的的專專精精程程度度

很很高高，，工工作作調調整整時時其其他他同同仁仁可可能能無無法法快快速速接接手手。。

22..  因因為為科科技技的的快快速速進進步步以以及及產產品品生生命命週週期期短短

促促，，研研發發人人員員會會因因為為調調整整部部分分工工作作負負荷荷到到企企業業數數

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而而分分散散對對於於研研發發工工作作的的關關注注，，會會逐逐漸漸

失失去去競競爭爭力力。。  
 
嗯...像你說，我如果全心投入在 e-learning，我也會有點怕失去研發競爭力

這樣的感覺，因為你花大部份的時間在看這部份的資料。但事實上，我們做課程

都是非常專注在某個部份嘛，那也許你花更多時間在這個部份，你獲得的這個部

分是比較深的是沒錯，但也許就沒有那麼廣。或者說你別的時間就沒有辦法去在

你的研究工作上面會得到收獲、有進展這樣子，這方面是會有這樣的擔心啦。

（B，11，33-34；B，12，1-4） 

 
可是就像我剛說的，感覺上被 assign到的時候，其實，因為大家比較想去做

有技術的東西嘛，對啊，那你要因為這樣再把你的一些有技術的東西 release給

其他人去做，他也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接手啊！(J，10，11-14) 
 

你說把我的工作重分配之後 share一點給別人的話，我是認為實際上很難做

到，就好像是說實際的情況的話，其實我們的工時也掛某一個計劃，但是我們不

見得 dominant在做那個計劃。對，所以你能夠工作重新調整沒有錯，但是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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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們課長或是經理的協調當中，實際上很有可能它並不是這樣，並不是照那個

分配在做。(J，11，22-26) 

 
 

(二)、外在動機 

(1) 決策階層的領導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11--11：：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認認為為決決策策高高層層投投入入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時時，，
必必須須要要有有充充足足的的人人力力和和資資金金以以及及對對於於承承諾諾貫貫徹徹的的

執執行行力力，，否否則則他他們們會會感感到到十十分分憂憂慮慮和和困困惑惑。。((受受訪訪
者者：：KK))  

 
我現在目前因為 run過這一個之後，我覺得目前比較不傾向於投

入啦，以前會很支持啦。說實在，後來我發現工研院高層對於真正投

入的人力跟經費，說實在蠻有限的，我覺得它投入的不夠多, 所以它
的價值可能顯現不出來，反而會讓我們的同仁疲於奔命，倒底是在一

個研發工作上面，還是在 e-learning，所以說除非它有一個專案全心
全意的支持這項業務。(K，6，23-30)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11--22：：研研發發人人員員不不清清楚楚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整整體體的的願願景景、、

目目標標和和營營運運範範疇疇、、也也不不看看好好發發展展前前景景，，也也不不瞭瞭解解

他他們們在在整整個個業業務務中中所所代代表表的的重重要要性性和和未未來來的的發發展展

可可能能。。((受受訪訪者者：：DD、、JJ))  
 
對，我倒是覺得說非常有意思的。未來工研院不是只有在做單統的研發，一

定會跨足到所謂知識型服務，這又是不可避免的，那這些工作到底應該誰去做。

(D，10，20-25) 

  

我大概有聽過工研院要推行產業學習業務這樣子的事情啦，對啊，是也許是

如同我之前說的，我對這一點沒有抱持那麼樂觀啦，因為其實工程，兩個點，一

個在工程領域待久的人會暸解技術是在人身上，對啊，如果他這樣看一看他都會

了，這樣子的話，那他就去看書就好了啊，對啊，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e-learning

變成 e-copy的問題啊，對啊，我是有聽過這樣子的一個 view啦，但是我個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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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抱持那麼樂觀，說真的。(J，7，29-33；J，8，1-2) 
 
啊，那要不然就是，我不曉得你說像用版稅或其它的方法到底它有沒有用，

就是以後我們也不曉得這個學習業務到底是什麼樣子啦，對啊，那變成最後這一

段時間，我們做完之後,，們有問說會後來，獎金、酬勞的部份，目前給我們的

message都是說還沒有看到。(J，10，15-18)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學學習習業業務務負負責責人人((訪訪談談代代號號：：HH))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要在既有的組織型態下經營企業數位學習服務，一定要從整體的

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來慎思。對於績效評估和獎勵誘因的設計必
然要優先考慮，以促使研發人員參與。 
如果單位的主管，整個院最高的主管，把這件事情當做一個 mission，把它

當做跟 R&D一樣重要的話，我相信不論在金錢獎勵之外，還有什麼獎項的表揚

啊，計劃通過等等的, 全部都會形成這樣的風氣。（H，9，12-15） 

 

我們工研院做 R&D已經做了 30年了，所以我們的腦袋裡根深
蒂固就是 R&D，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企業數位學習, 那是一個新的
business model，而我們今天要掛一個新的 business model我們是用既
有的 R&D的結構，對不對？薪資獎勵等等，全部都是既有的東西，
那要做一個新的 business model，我覺得這裡頭會有很多的問題。那
當然我們要來弄一個完全的新組織人事架構 for e-learning不太可
能，30年了嘛, 而且我們科專的經費很高的比例都是 R&D嘛，所以
我覺得當前如果這個事情如果要做好，我自己很粗淺的看法，用最直

接的方法，兩個重點；第一就是用金錢獎勵 SME，第二個就是單位
主管他的績效藍表上面明確的被 define，你就是要做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同時把 quota訂出來，你就是要找到多少客戶。因為如果是接計
劃這樣的性質喔，我想計劃訂出來的查核點要達到不是太難的事嘛, 
大家都會想辦法, 我就是湊出來給你，但是這個就長期而言不好，如
果組織的定位很明確 e-learning是每年都要 review的數字，看有沒有
成長, 我想大家都會重視這個事。（H，9，22-33）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決決策策高高層層((MM))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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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決策主管必須做兩件事情：要持續對研究人員宣導企業數位

學習業務對整個組織的重要性，以及這項新業務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以及落實整個組織的紀律並且貫徹執行下去。 
喔，那努力的空間太大了，就是說，因為我們工研院現在剛開始推這一件事

情嘛。事實上從這個，光是對我們的同仁去宣導這件工作，絕對是一件非常非常

重要的工作，像這一類的工作，他真的要，是任何一個組織你要提供一個新的服

務或者進入一個新的領域的話，都需要最高決策主管，非常明確的把為什麼要做

這一件事情，把方向訂出來，而且這要跟他的要參與這件事的同仁他要百分之百

的 communicate才能做，這件事做成之後，後面就純粹只是執行面，你假如沒有

這一個的話，你要他就是立刻跳下去執行的話，那就一定是亂七八糟。(M，5，

16-24) 
 

這個你回歸到一點，這個假如工研院是很有紀律的組織，這個只要這個組織

最高階層的主管，他有這個明確方向的揭示，然後他有做足夠而且有效的

communication的話，大家每一個人知道我們這個組織要什麼、做什麼事情，要

是一個有紀律的單位，這東西它自然就會被管轄下去。那當然做為領導這個，他

不只是要做這些事情，同時也要把這麼樣這些東西 implement的這些的方式的步

驟，甚至於引申的東西通通要把它 create出來，好，你光靠紀律其實也是一個不

見得非常有效的一個方式，不過這些 again又通通在執行面，所以這一點也會產

生最大致命傷的，第一個你本身沒有紀律，那假如你是一個沒有紀律組織的話， 

沒有人呼應，不要做算了。這是，固然會有這樣的問題，問題是不能更基本面的

一個暸解，不要說其實是你可以做得到的，你要主事最高的主管他要百分之百

commit要做這件事情，而且要把他這個百分之百的 commitment要傳達到讓組織

每一個人都知道，而且要投入去做這個工作。好那第三步才是真正要去把這些事

啊 incentive，甚至於就像在我們工研院或我們執行科專計劃的比較獨特的狀況之

下，我們這個 communication還必需要能給我們的客戶，就是我們的 final agency, 

他要認同我們是做產業的 learning service是一個對執行他的計劃的時候一個非

常有效的，一個回收很大的一件事情，他才會願意把這樣一個東西，融入在他的

情況裡。因為事實上做這樣一件事情，做這個 learning的服務，他跟我們的這個

研究工作絕對是要百分之百結合在一起才行。(M，6，10-31) 

最高決策主管的領導力貫徹程度不足是企業數位學習業務進展

緩慢的重要原因，這將會影響到研發人員與主管參與意願，領導力其

中包含了提出此業務未來的願景、和同仁真誠溝通、提供明確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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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 
目前的狀況是有一點混沌不明，但是我不認為工研院要經營學習服務處於一

個創造性的模糊裡面，譬如說有些事情你要保持足夠的這種混沌不明，尤其是你

在追逐真的很尖端這種科技的時候，因為這種東西它是比較長程的觀念，或是它

著眼是離現在 industry的使用至少有十年，諸如此類這種時間的落差，所以你足

夠有這種混沌情況的話，你不可能有好的 idea出來，可是我剛所講到 learning

這件事情是我們已經非常具體了，而且是 industry立刻就需要的這種 knowledge 

content，這種東西我不覺得它有什麼混沌的空間，這些東西其實在我們做研究計

劃的時候，就應該非常的具體，這個我倒不覺得是一個混沌的事情，它是一個有

條有理的事情才對，你覺得那個，可能是大家 communication不足造成的, 大家

confuse，對不對，那這就是 communication的問題，communication不是一件那

麼困難的事，重要的是你要跑出去跟人家 communicate。(M，7，9-21) 
 
你所要 delivery的是 service或 products，是愈多量化愈複雜性，這個紀律就

愈重要，或者說是 leadership也愈重要，leadership是非常簡單的，它只有三件

事情，第一個就是提供未來的方向，第二個就是把這個未來的方向怎麼樣

communicate給你的所有同仁，同盟能夠 buy in，第三個就是提供這個非常有效

的機制，這個機制可能就包括怎麼去落實啊，包括 incentive啊，這些通通在裡

面，這三件事情, communication是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這個 profit executive

也不是要天天跑去跟同仁去囉嗦，他必需要做到足夠的溝通，使得他想做的事情, 

大家能夠 buy in，就是他所需要做的 minimum的溝通，結果你做了一些溝通，大

家還是很 confuse，表示你溝通的還不夠，對不對？等你溝通夠了，就不 confuse

了。(M，8，5-9) 
我絕對不說 incentive是一個 minor的事情，事實上你前面那個, 我前面有提

到，假如這是一個有紀律的單位，經過你未來設定的方向跟有足夠的

communication之後，就是你公司裡的員工就已經知道他要做什麼事，然後你去

提供 incentive只是使得他對這件事情有更高的熱心，能夠做的更活更好，先決

條件還是大家都要知道要做什麼事情，而且要接受這件事情。(M，8，11-16) 
 
 
 

(2) 酬勞與獎勵誘因的設計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22--11：：研研究究人人員員者者投投入入在在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的的時時間間和和精精
力力與與所所獲獲得得的的酬酬勞勞和和獎獎金金完完全全不不成成正正比比，，建建議議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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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勵制制度度與與誘誘因因必必須須要要考考量量到到真真實實情情況況。。((受受訪訪者者：：
AA、、BB、、II、、JJ、、KK、、LL))  

 
如果做 e-learning要用到額外更多的時間，應該獎勵要更多。（A，5，14） 
 

當然是有的話更好，這樣的話會覺得你所投入的時間，所投入的精神有所回

饋。（B，10，28-29） 
 

那…像酬勞與獎金制度, 我是覺得說酬勞與獎金制度是可是再提升一點 

 

獎勵制度喔,，這個我沒有仔細想，當你在 promote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當

然配合適當的獎勵是更好，但是這個可能還是要回到制度面，你是不是有能力額

外的時間做，那如果有額外的時間做，再有適當的獎勵，那當然是更好。(I，11，
10-13) 

 

之前是說院內那個什麼產業學院的，原本還說以後課程做出來 3、4個小時

就 3、4個小時的講師費，可是實際上我認為就是說，要做嘛，實際上比較合理

的方式應該去計算我們真正花出去的時間，對。(J，10，15-18) 
 

我是覺得說就像你講的，就是那個分紅制度或什麼版稅東西的，是蠻強烈贊

同的，然後還有就是說整個公行的規劃還有獎勵制度，我都贊成再提升。(K，
12，8-10) 

 

獎勵制度喔，我是覺得至少譬如說應該給點，譬如說像什麼獎金之類的。因

為基本上你做這個 e-learning業務，你要吃它工時幾乎很少，我想大部份吃也吃

一點點，吃那個根本是零頭，搞不好加一加總共還不到一千咧。最多是出個差之

類的，那我說真正吃它的工時，我想我不知道，就我而言，好像幾乎吃不到一天， 

那可是你花整個時間很長，其實真正反射到那個工時上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實際

上到後面準備那些過程，其實是很難算出來的，因為包括你內容修修改改，像這

種東西就沒辦法算。(L，10，16-24) 
 

嗯，因為基本上這顯示出來的時間也不會說很多，只是會斷斷續續會拖得很

長，那我覺得有的時候就是給與適當的一些工時，會比較有幫助。(L，11，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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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22--22：：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認認為為以以領領域域內內容容專專家家的的身身分分參參與與企企業業數數
位位學學習習，，代代表表著著是是榮榮譽譽和和責責任任。。他他們們認認為為酬酬勞勞和和

獎獎金金認認為為應應該該要要有有並並且且能能夠夠反反映映真真實實投投入入程程度度，，

但但是是金金錢錢並並非非是是他他們們參參與與與與否否的的考考量量重重點點。。  
 
我認為沒有什麼不可以談，按照其他的正常計劃，要發獎金的話，我覺得是

看產出物。研究計劃是看專利而 e-learning課程就是看口碑，要頒發獎狀獎牌也

是不錯的獎勵，不過我個人是不會把獎金放在第一位。（A，5，18-20）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因為這是結合大家的觀點去整理出來的，所以酬勞這方

面我倒不是很 care。（B，9，1-2） 

 

我想這個因人而異，我想你也知道說工研院能夠給的也是有限，能夠給的鐘

點費也不會很多，我覺得這是看你把這個事情排在哪裡，譬如說上面給你的壓力、 

project的成果等等…責任心跟榮譽感反而比這些金錢都還來的重要。(C，15，3-7) 
 

其實你剛提到的第一、二點(金錢、榮譽感)或多或少都會有關係，那第三點

(工作重新分配、把努力計算入產出)可能是比較重要，因為我覺得金錢也不會輔

助多到哪裡去，榮譽你要看這個 promotion做得怎麼樣, 那我們也只是掛一個講

師的名稱, 那也還好。(D，11，5-8) 

 

其實我在做這個 e-learning的時候我不會考慮到錢，因為你那種一堂課多少

錢嘛，其實我一開始也沒有想過這種東西啊！也不會想去為了這個做這個，因為

對我們來講，不管是外面授課的機會或是怎麼樣，可能也不見得會比這個還要少， 

說真的，等等的啦 (笑), 做這個跟花的時間一定是完全配合我們這個中心主任的

規劃，那我希望將來不要用這個方式，可以用折抵的比較好。就是說，你可以把

這個變成是很明確的是在工作的一個產出項目之一，然後可以去換算你做的是看

得到績效的，不是說為了這個錢而服務的。為了錢服務我可以回家做就好啦，那

為了錢做我就可以選擇做或不做了，因為我可以不用賺這個錢。(F，15，15-25) 

 

當然有版稅的部份我是覺得比較是比較好啦，剩下的，其實我個人比較沒有

去著墨這個部份啦，因為就好像是說，公司 pay我們薪水，其實工作過程中你不

會去想到說，出差費現在訂 500塊合不合理，或者是說實際上有些是制度的部份， 

縱使我們現在去爭取，是不是在下一個 generation它才能夠得到，那對我們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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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只是可以提供一些看法，但是，我本身是沒有在這方面想很多。(J，10，
27-33) 

 

其實我是覺得，基本上獎金我覺得不要太少，譬如說一千塊就打發了。不過

也不用太多，那我是覺得大概適度即可，那適度可能因人而異嘛，可是應該就是

讓人家覺得是我做這件事是有點報酬的，而不是好像盲目太多時間在這上面。

(L，10，30-33；L，11，1) 
 

我想，對我個人是不會有這種想法啦，就是本來我就不太在意這種事，那反

正我覺得我答應做我就做好。(P，9，28-29) 
 

講師費，我倒是不 care這個。(Q，10，11)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22--33：：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對對於於酬酬勞勞和和獎獎金金制制度度部部分分的的細細部部設設計計有有
著著不不同同的的看看法法：：  

 
【【11】】  主主要要工工作作為為業業界界工工業業服服務務的的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希希望望能能夠夠

將將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所所得得到到的的酬酬勞勞或或獎獎金金折折抵抵每每

年年所所核核定定的的業業績績要要求求標標準準或或是是爭爭取取即即時時的的獎獎勵勵（（33
人人：：FF、、KK、、QQ））；；  

 
怎麼講，因為這個其實，如果是以各研究室來講，一定不會是他的主要業務， 

屬性不同嘛。那我們是一定有 quota的壓力在，其實才提到有一些配合上的問題, 

配合上的問題就是說，我不曉得，如果說以後很多東西都要把它變成 e-learning

的話啦， 那當然就會需要一個機制，就是說這個是要把它放到各組研究的產出

之一，很明確的，那它可以折抵一些工作量的同時，因為你不能說我還是要符合

院或者是中心的一些 mission，而我可能額外還要加這個，個是有可能會看不到。 

因為這個有可能還是會變成中心的資產嘛，到這個 team的資產的話，那可能剛

開始配合是沒有問題，是因為站在主任、中心的另外一個立場來講，你需要去協

助、去提供，那如果變成是 routine的話，那可能就會有影響。把它 break down

到各中心的折抵，中心主任這邊就要有一個遊戲規則嘛。比如說你配合多少

e-learning的服務，相對的你個人的一些 quota，或者是個人的哪些產出是可以拿

來折抵的。(F，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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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這三個(講師費、分紅、學員反應)都是可以同時並行的，三個同時並

行。我認為即時的獎勵是最快的嘛，就是我一剛開始就拿到，因為這項業務它以

後的分紅到底會不會分到我不知道，而且以後很多人員離職的話，財產什麼權就

全部歸屬於公司嘛，那歸屬於公司的結果就是他們後續沒有了嘛，我是覺得說我

根本萬一 e-learning業務營運不佳的話，所以即時的是最快而且最有效的。(K，

13，3-11) 
 

其實應該從制度面去著手啦，像剛講的考核的制度，一來他花了時間在數位

學習這個業務項目裡面，那因為這個項目，也許他原來被指定的 quota沒有辦法

立即達到。那以三百三十萬來講，我做這些東西到底它值多少金額，可以認列多

少，我想這個是需要重新去思考。(Q，11，11-14) 

 
既然 quota大，你就回到原點，認列的事，如果三百三十萬當中，我去年就

只有一半，去年三百萬，一半就一百五十萬，一百五十萬對我來講在做計劃研究

就比較輕鬆，比較自在。我用半年的時間去做三百, 我不是超人，所以績效絕對

不好，像這種比例的抵扣認定我反而是認為這個比任何的獎勵都來的重要。(Q，
10，26-30) 

 
【【22】】  主主要要工工作作在在科科技技專專案案研研發發的的人人員員，，希希望望有有講講師師授授

課課鐘鐘點點費費，，另另外外將將列列入入課課程程版版稅稅，，這這樣樣可可以以兼兼顧顧

到到公公平平性性。。如如果果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推推行行順順利利，，可可

以以考考慮慮將將盈盈餘餘按按照照比比例例發發給給參參予予研研發發人人員員獎獎勵勵，，

例例如如分分紅紅制制度度。。((55人人：：CC、、DD、、II、、JJ、、LL))  
 
這個很難去界定啦，因為我不知道說他的貢獻是怎麼樣來衡量它啦！因為說

不定你提供了資料，像我剛剛講的，這是你原來的、你本來的工作，或者說那工

作是他加班的時間。譬如說，下班後自己去準備來的，對不對？那這部份是 extra

的工作，你給一些相對的酬勞，這是應該合理的。(C，15，18-22) 
 
但是如果是從整個的精神面來看，事實上是需要這樣來分的，這本來就是他

的工作，而且又是在工作時間內所做的事情，我覺得再 extra給他，好像說不過

去嘛，對不對？那如果說是他額外再去準備的，那就有必要性。(C，15，24-27) 

 

如果以一個老師的觀點來講的話，最簡單一個就是鐘點費，至少他花了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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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時在那邊講，可是你想到前置作業，我覺得應該版稅要給他一點。盈餘分紅

的話，我倒是不知道要怎麼樣去那個，因為我不是非常暸解這方面。(D，11，16-19) 
 

應該是版稅和分紅啦， 那當然愈有賣點，這個比例當然就是要照著給，就

是說你等於你的課程愈來愈受歡迎嘛！那表示你當初花的時間、做的內容，確實

是與眾不同嘛！(I，11，28-30)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好比說，講師費該給的就給嘛，剩下的好比說課程的，其

實你說課程版稅也好、分紅也好，我是認為公平就好，就是說如果真的這個東西

它有價值，變成說它有帶來一些價值，那我們本身有 share到那就好了。(J，11，
15-18)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鐘點費會比版稅對那個什麼主講人或是領域專家會有更

大的幫助。因為版稅，你知道嘛, 工研院人員流動率那麼高，流來流去可能沒多

久就走了，恐怕做一做連那版稅也領不到多少錢。工研院不是規定，人員離職多

久以後就不能領取版稅所得之類的嗎?那這個規定可能也要可能要去調整。我個

人覺得啊, 因為工研院這種流動率非常高，不像那種政府單位啊，公務人員啊，

他再怎麼留也是公務人員啊，那我們這種研發人員不是的。所以還是先拿到及時

的獎勵比較保險。(L，11，8-19) 
 

那我覺得那個酬勞，因為你也知道嘛，在工研院什麼酬勞也不會很多啊，那

大家可能也不會很在乎說鐘點費一個小時三仟，這不太可能嘛，我想很多可能是

做”奇檬子”吧，就是那個不要環境弄的很髒啊，讓人家感覺很煩很不舒服，那

我覺得這種就是持續，從前面到後面的準備比較累，那後續的可能就改來改去， 

那我就覺得還好。(L，12，7-12) 
 

我覺得版稅比較公平，就是比較每個課程設計的好壞，因為其它鐘點費都是

比較 routine的嘛。(N，11，4-6) 
 
 

【【33】】  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認認為為在在提提供供相相對對的的獎獎勵勵誘誘因因（（如如：：加加班班

費費））或或是是能能夠夠結結合合績績效效考考核核來來設設計計出出合合理理的的服服務務

時時間間計計算算機機制制之之下下，，樂樂於於提提供供學學習習輔輔導導的的服服務務（（44
人人：：AA、、CC、、DD、、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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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要有額外的誘因。（A，6，18） 
 
如果你是在上班時間之外，就另外需要，而且學習輔導這個工作是跟

e-learning有關的。一樣嘛，你做一個 project overtime都可以報加班費，只是我

們都沒有在報，但是說這個精神應該要啦,，理論上還是要付。我認為還是可以

按照時間付鐘點費。(C，17，3-7) 
 

如果說我 offer了這個課程，我也拿了鐘點費，我也拿了版稅這種的話，我

是覺得做為一個講師來講應該會蠻樂於去提供輔導的，個人認為是不要

alication。尤其是如果有 continue的這種版稅的東西進來的話，個人上對金錢不

是非常看重就還好。(D，13，3-6) 
 

是可以，不過就希望它把它列成是我的工作項目之一。利用到部分工作時間

和下班後個人時間提供輔導諮詢，我是覺得反正列入工作項目，知道有這一點，

或者是說解決多少人的問題，佔了你多少工作時間，這些就可以有個明確的一個

計量，大概解決了多少人的問題，佔了多少工作時間，有一個轉換的標準來評估

績效(N，11，31-34；N，12，1-4) 
 

(3) 公平合理的績效考核制度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33--11：：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希希望望他他們們在在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所所投投入入的的努努力力
能能夠夠受受到到公公平平的的對對待待，，並並且且忠忠實實的的反反映映到到績績效效考考

核核表表上上面面，，否否則則他他們們的的參參與與意意願願會會受受到到嚴嚴重重影影響響。。  
  
我們當然會希望落實到績效評估，因為事實上我們也花了時間，花了精神在

這上面，那既然它還沒有說落實的話，就我本身會覺得其實這也是一個不錯學習

的機會，所以我認為還能夠接受。（B，9，22-24） 

 

如果在我們工研院還沒有完全將數位學習業務放進所謂 PA(Performance 

Araisals：績效評估)表之前，也就是只稍微宣誓一下，還沒有落實。一般研發人

員的心態就一定還是先研發工作的 priority放前面一點。當正式把它放到 PA表，

有正式的比重的話，他也許就會把它提升前面一點、心態也會不同。就是說，年

度開始就很明確放在 PA表裡面，把目標訂出來。不然的話，就像我跟你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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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來講，它不會排在第一啦！(C，12，18-24) 
 

我覺得這個對我的參與態度會有蠻大的影響，如果有這種遊戲規則的話，那

當然是好，我們當然會 fully suort的。 那如果有交辦過來，我們就會全程參與，

而且對，因為我們上面還有組長、經理，我要對他們負責啊，你寫的計劃要跟這

個有關啊，不能說花了全部時間都在玩這個 e-learning啊。結果他的研究產出是

看不到的，或者是沒有任何 paper，那也不行啊。(F，13，26-30) 
 

目前算是額外的工作，那有的人的心理可能會想說，那麼多人都沒做這個，

我為什麼要做得那麼辛苦，然後，做一做之後，這邊嫌、那邊也嫌，就是變成兩

邊不是人，我們這邊的主管說「啊你都是在做跟我們不是同一個計劃的」，或者

是譬如研究計劃主持人會覺得把太多心血花在那個什麼 e-learning業務，做這一

方面，那另一個部門也說，我這個很重要，因為在他計畫中你應該要抽出時間來

做他的計劃。(L，9，9-16) 
 

所以做 e-learning的人，就是上邊你要把它列在績效之類，他很難看到就是

說你工時，譬如說以工時來表現你的那個績效的參與程度，然後你從工時很難看

到你就是吃多少，譬如說吃一仟，可是他真正花的時間可能就很長, 所以我覺得

看是不是有什麼機制能夠反應說讓主管或什麼之類的看到我們的努力…(L，12，
1-5) 

 

那如果以後工研院裡面，以後知識服務要做成核心業務之一，那將來最好是

有一個正規的一個制度,。這個就跟我們做科專計劃做工服計劃一樣，它所受的

那種待遇，然後它所呈現出來 performance衡量標準，跟那個其實是一樣的，大

家等同視之，譬如說它應該要有工時，基本的這些工時，那它產出的部份，應該

納入我們的績效。(P，9，29-33；P，10，1)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33--22：：另另有有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表表示示，，就就算算組組織織中中研研發發單單位位最最高高主主
管管已已經經口口頭頭指指示示將將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表表現現列列入入績績

效效考考核核，，研研發發人人員員的的直直接接主主管管還還是是會會因因為為沒沒有有明明

確確的的相相關關規規定定、、實實際際上上研研發發計計劃劃的的壓壓力力等等等等因因素素

而而沒沒有有公公平平考考核核，，導導致致研研發發人人員員的的考考績績受受到到很很大大

的的影影響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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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覺得是像一個團隊裡面喔，我個人的想法是認為說，我有感覺的是我

比較近的主管，上層長官離我太遠了，好比說他們跟我的生活交集多，他們暸解

我在做什麼，那他們帶領我們這個團隊的方向，而上層長官並沒有直接帶領我，

那變成說實際上打考績也不是上層長官，我覺得啦,，說有 3件事情、5件事情， 

每件事佔多少工時比例，然後這樣子去評核，出來的考績跟實際上的有很多是我

直接的主管對我的看法，或許是說，實際上很有可能到後來是主管對我的感覺或

者是我認不認真, 點點點。你說把上層長官要求把 e-learning列進去，當然可以

列進去啊。但是最初檯面上出來的那個分數，跟它到底是不是 final的那個考績， 

實際上，很多是可以 trade-off的，就是不像院部長官說得那麼硬的嘛，主要我在

這裡就是要談 e-learning假設你把它放到我考績的一部份, 那實際上我會去看我

的直屬主管，等於是我的課長、經理他們用什麼心態來看這件事,，果他們也認

為這個事情是重要的，你就可以把這個當成你 dominant的 project，那也許我會

多花一些心力和時間.., 等於是把這個 priority往前挪，那如果在他們的心態中, 

他們也認為這是一個 boring、被壓搾的，那當然我的心態也會跟他們一樣消極。

(J，8，16-34) 
 

落實在績效評估上這當然會會加強我們做 e-learning意願，但是這個決定權

還是在主管身上，那像我們有一些研發人員，他們很明確的主管就不願意他們投

入這個精神跟力量在 e-learning業務。(K，11，8-10) 
 

像之前我就切了多少個月工時出來，跟我主管溝通，我這一、兩個月或兩、

三個月我就是負責在 e-safety這邊，做這 e-learning業務的努力，假設我的直接

主管也同意的話，對工作上來講，應該衝擊性不大。但是那唯一比較大的是 quota

的問題，如果說這個 quota在這個部門認定就是三百三十萬，那表示我必需在九

個月之內就得完成三百三十萬的年度規定營業額，那績效認定的問題就會產生

了。(Q，8，4-9) 

 

我另外那個經理就會比較不會這麼主動，那甚至於他只重 quota的話，自然

這個誤會、衝突就會這樣出來，我的績效考核也會因為這樣而不好。(Q，8，28-30) 

 

我想主要談出來是工作內容上面的認定，我在這邊到底做什麼,，對於我的

溝通的話，他還是非常強烈的要求每年三百三十萬 quota的完整性。那再往上一

層的主任，並沒有因為說因為我們要負責這樣的業務，三百三的 quota可以稍微

降低或是折抵。(Q，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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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33--33：：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可可以以舉舉辦辦課課程程評評鑑鑑，，或或是是依依照照課課程程

與與學學習習服服務務所所吸吸引引的的學學員員人人數數來來訂訂立立績績效效考考核核標標

準準。。((受受訪訪者者：：NN))  
 
可能就是，我在想說它是不是需要要有一個課程，整個課程…，等於類似我

們什麼創意大賽那樣子，他有個評審，哪一個課程出來的它的 level，譬如說五

顆星啊、四顆星啊, 然後就是還有學員、你能吸引到的學員數目等等，以這個來

做一個評鑑的標準嘛。有些課程如果有多花一點心思的話，可以設計的更活潑

啊。但是我們有點說就是期待多媒體那邊幫我們設計，其實如果原創是在我們工

研院這邊先想一些比較方便。(N，10，21-29)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33--44：：研研究究人人員員認認為為，，擔擔任任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的的領領域域內內

容容專專家家就就必必須須對對於於所所提提供供課課程程內內容容的的正正確確性性和和完完

整整性性負負責責，，也也應應該該接接受受評評鑑鑑。。  ((受受訪訪者者：：QQ))  
 
這我同意，研發人員擔任領域內容專家，也就是講師，本來也應該接受評核

啦。講師的講授內容跟它內容的實用性，或者它內容的一個正確性，其實都是可

是攤在陽光底下去談的，那這個都可以反應到我們剛講的那些計算的模式。其實

現在在外面的課後滿意度調查，其實也類似這樣的調查方式，只是我們這個

e-learning現在還沒有涉及到怎麼讓學員去做充足的反應。(Q，11，6-11) 
 
 

(4) 主管與同事的認同與支持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44--11：：研研發發人人員員的的主主管管基基本本上上同同意意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參參與與企企業業數數
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但但是是主主管管仍仍然然以以維維持持既既定定研研發發進進

度度、、達達成成既既定定工工業業服服務務營營業業額額為為原原則則，，而而且且並並沒沒

有有給給予予具具體體的的協協助助和和調調整整。。  
 
其實他是蠻支持課程的，但另一方面也希望原來計劃不要被 delay。（A，4，

31-32） 

 

他態度是…希望我能夠做好時間管理嘛！在你本身應該做的事及額外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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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兩者兼顧。（B，9，28-29） 

 

對，在你有限的時間內，完成你應該做的事，包括我們本身研究工作及

e-learning 所需要做的事。（B，9，31-32） 
 

就是說….沒有什麼特別具體的協助。(C，13，28) 
 

他的態度基本上是蠻正面的，我們從他那邊聽到他對這個事情的看法，算是

蠻正面的，我想對於 e-learning他的想法應該是讓更多的人 join到這個系統裡面， 

我講這個系統不是只有說人才培訓的層面，包涵到 research project本身。(C，13，
1-4) 

 

沒什麼(笑)。就多一項業務, 那你自己負責，工作就 assign下來給我們這樣，

反正研究工作還是要做完啦，沒有加給，我想大家都很暸解工研院就是這樣。(D，

10，31-33；D，11，1-4) 
 

他們還是很支持，是因為這個部份在我們中心是 priority非常高的部份啦， 

所以他會從主任那邊就 assign下來，你要配合這個事項。(D，14，14-16) 
 

我的主管他給我自己的自由和意願，我不管最上層的是怎麼看的，這中間好

幾個主管的看法都不一樣，那到目前倒是還好，並沒有給我阻撓或是什麼的，沒

有。他們只是說我該負責的研發工作部份自己做好，那其他的就由我自己去安

排。(K，11，14-17) 

 
他是不會反對啊，因為就像我剛提出的，儘量不要把正常他們要交辦的那些

delay，我想主管一般不會反對，因為這個也算工研院裡面的事，不是私人的事

嘛,，所以他基本上他們不會反對啦。(L，9，23-25) 
 

他們不會很重視啊，但是還是有把它列入績效考核，有時候還是有把它當作

你做的一件事，可能佔一點點這樣。(N，10，3-7) 
 

沒有討論過。(P，9，13)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44--22：：大大部部分分研研發發人人員員的的同同事事對對於於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參參與與企企業業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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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沒沒有有太太多多反反應應，，也也不不了了解解其其工工作作內內

容容，，並並沒沒有有給給予予具具體體的的協協助助。。  
 
我覺得 e-learning這種概念喔，有這種概念的同仁非常非常少，像我是有碰

到，所以我才會知道。但是..其他沒有 involve的人喔，我想他有這樣觀念的，非

常非常少，所以更不要說上協助了。我想你從院內很多單位你都有接觸嘛，那你

接觸到的人，可能就是直接 involve到這個工作，但是你去問一下沒有參與這工

作對事情的看法，我相信很多人都沒聽過，沒有概念。(C，13，29-34) 

 

他們知道啊，可是通常就是，這是老板的工作也不是他們的工作。主要是第

一次在做的時候，其實很多東西我都已經有了，那我自己的東西可能我有自己的

想法、計劃架構，自己去抓這樣的東西，將來如果有這種機會讓他們去接受這種

數位學習業務，譬如說像研究員去兼這種東西，我可能就會 assign下去。(D，
10，8-14) 

 

我的部份都是靠我自己。(I，10，27) 
 

我的同事喔，因為我們同事感情是很好啦，他們就會開開玩笑，不過他們各

自都很忙，所以他們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幫我啦！總之就是覺得，「啊，你比較衰，

去做那個 e-learning啊。」事實些 e-learning這個東西做起來也變成是我腦海裡

的架構整理出來的，我也不可能說，主管沒有授權給我說我可以架構出來之後發

包給他們，實際上還是要我做啊，頂多是說有一些問題, 過程當中想到一些問題

可以跟他們討論這樣。(J，9，10-11；J，9，15-18) 

 
不會咧，因為我基本上不會要求他們來幫我。那他們會也不會主動幫我。

(K，11，21-22) 

 

沒有，沒什麼反應。(N，10，12)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44--33：：少少部部分分的的研研發發人人員員的的同同事事是是因因為為本本身身很很熱熱心心，，會會
給給予予一一些些課課程程資資料料收收集集和和整整理理的的幫幫助助。。  

 

我同事，倒是也蠻不錯的。有一個同事他會去幫我做一些…排版，或是因為

我們之前找了一些資料都是原文，英文的嘛, 他都會去幫我做翻譯啊。我們要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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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資料，我們會一起來審視，檢視這些資料的正確性。（B，10，3-10） 
 

有啊，有幫忙。最起碼請他幫忙收集資料啊，然後製作一些啊，然後自己再

做，等於是友情贊助。(L，9，31-34) 
 

沒有，其實我也沒有跟他們討論這個事。(P，9，17) 
 

那互相當然也會 share一些經驗啦,，有的講課的資料，我們都是
互通的，我想這方面的幫忙實在非常大。(Q，9，16-20)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44--44：：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認認為為經經營營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也也必必須須將將

後後續續的的服服務務((學學習習輔輔導導、、學學習習社社群群等等))列列為為績績效效評評估估
的的一一部部份份，，並並且且取取得得各各層層主主管管支支持持。。  

 
我覺得工研院這個學習業務機構如果要成立的話，就變成學習輔

導是不能忽略的重點了，變成被指定的同仁必需要有這樣的責任跟義

務，這已經算是一個 job的工作，那就 ok，那他就可以列入評比的考
量什麼東西的，這個都要列為考績的考量才有辦法，但是最怕的是說

這種東西一但推動起來，其實如果連主管都反對的話，那 ok就不可
行了。(K，14，21-26) 

 
(5) 人事制度重新調整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55--11：：部部分分受受訪訪者者提提到到，，為為了了推推動動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

在在人人事事制制度度方方面面可可以以考考慮慮重重新新設設計計：：仿仿照照大大學學教教

授授的的昇昇等等制制度度，，在在原原有有的的雙雙軌軌制制之之外外增增添添第第三三管管

道道。。但但是是為為了了保保持持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對對領領域域內內容容的的親親近近和和

熟熟悉悉，，仍仍然然建建議議兼兼職職處處理理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而而

非非放放棄棄原原有有研研發發工工作作。。  
 
這方面，我認為訓練課程或 e-learning 這樣的課程，我看過國外的例子，要

找有經驗的人來擔當這樣的職務，所以由這樣的人來做這些事， 最棒、最適當，

而且是專門來做這樣的訓練課程，這個人是 full time的來負責工研院的 learning

及 training 課程，將經驗給傳承下去。（A，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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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覺得這方面可去去實行這種制度，因為這個講師也可以去傳承嘛。譬如

說，我這個經驗已經有了，以後如果哪裡要做，或者是說還要繼續去完成某方面， 

那我們可以我們的經驗告訴未來的新手這樣。（B，12，16-19） 

 

或者是說再闢另外一條專業領域，我剛有講到，專業領域不一定只有限定在

實際上的研發 project，還有從教育的專業領域這邊來。(C，14，29-30)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22--22--55--22：：另另外外有有受受訪訪者者反反映映，，因因為為和和學學校校的的組組織織特特性性不不同同，，
額額外外設設計計人人事事升升遷遷管管道道的的做做法法，，，，仍仍然然還還有有很很多多

要要考考慮慮的的地地方方((職職等等越越高高人人事事費費率率越越高高、、研研發發人人員員
專專職職從從事事教教學學影影響響專專業業發發展展))，，真真實實狀狀況況並並不不是是這這
麼麼單單純純，，不不見見得得因因為為發發展展新新業業務務而而需需要要一一個個新新的的

人人事事制制度度。。  
 

我不知道唉，因為對一個研究員來講，可能沒有什麼感覺。研究員要升正研

究員本來就很難，升正研究員的工時率又那麼高，你也不希望把計劃都拿來養正

研究員的工時，所以我覺得我相信工研院有一些研究員是不願意去升正研究員

的。就算是有了講師制度也不見得要去往上升，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

那在學校裡面不同，他從副教授升到教授是一個真正的榮譽，因為他所代表的 

evaluation的方式不是只有講課而已，還包括他做的整個 research結果，經過 

evaluate才讓他上去的。那也有可能說上了這個教授層級之後，他的 loading會

減輕。可是對我們而言，工研院不是啊，因為變成正研究員你的 loading反而增

重，為了要養你自己，要去爭取更多的經費。對我個人而言，它不算是一個獎勵，

雖然名稱聽起來好像是。(D，12，6-16) 
 

但是這個你要回歸到院的遊戲規則啊，那院的規則就是一個人可能甚至 4、

5、6百萬，要往這樣的 quota去成長的時候啦，那除非你這個課程你是非常非常

的專業，而且不可取代性，然後市場的需求量也很大，才有可能會變成這樣，我

覺得目標還是會蠻長遠的啦。所以現在是可以比例權重啦，比如說你剛講的被納

入幾級幾級講師，就是要回？到研究所去做一些開發。因為你不可能，開發講的

過程還是會變貧乏嘛，對不對資料也會變得愈來愈貧瘠，我想啦, 有些權重他可

能就是要配合院的，比如說真的是有這些人比較專業，你可以把他抓出來，這是

沒有問題，那他可能說三個月配合院的規劃，其他它還是要到研究組去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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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F，16，12-22) 
 

其實新的知識來源倒也還好，影響不大，是因為他如果要去玩那個講師當然

他會一直去收集新資料，只是到時候我怕就是說如果數位學習服務市場不大或什

麼起不來，要讓這個人有另外的發展或什麼，到時候會變成工研院的一個

loading，一定會的嘛！所以你寧可還是要讓他有原來的工作可做，因為有可能你

講師的這部份一講一年度就有個三、五百萬的進帳嗎？我覺得這是，如果說外面

我倒是覺得還好，外面只要能去 pay他的薪水，但是院裡面像我們現在是每人每

年三百三十萬元的業績責任額，我們研究組啦，三百三十萬以上。(F，16，25-32) 
 
這個就跟好像在學校一樣，你研發工作做得好的人不一定有很好的口才，表

達能力可以把教學做好。但是技術的研發不是，就是說它的成果不一定是說你非

得要有好口才，才能夠有相比例的成果。但是你教學這個東西嘛，你把 e-learning

當作是成教學、或是新業務。如果你講不好，你再有豐富的學識、再好的東西，

人家都聽不懂也是沒有用的，所以就回到我剛剛講的，如果工研院是技術的開發

而不是知識的傳授的話，我覺得應該不需要。(I，12，20-26) 
 

我自己是覺得目前因為現在工研院人事制度已經是雙軌了嘛，那再多一軌講

師，我是覺得蠻複雜的，而且變成說，其實我有感覺三級講師、 二級講師比較

像副工、副研，然後變成工程師、正工程師這樣的感覺啦，我是不曉得說制度是

要怎麼樣子 run，但是好像對一個員工的角度而言，一個副工、副研，或是工研

師,、或者是正工程師，其實對大家而言比較有感覺是薪水上的差異啦，要不然

另一個比較有感覺的就是另外一條線是職位吧，因為那個職位才是你真正在公司

上扮演的角色，你又不會因為你是正工程師你就算是說管理比較大的部份，。工

研院還是比較信管理職那一套吧。(J，11，31-34；J，12，1-5) 
 

我個人覺得可能目前現階段需求不是那麼的必要，因為它畢竟佔的時間還是

比較短、比較少、比較小比率。除非 e-learning業務的工時佔整個計劃的一半時

間以上再來設計，那如果還是在很小比例的時候，我是覺得那個什麼一級講師那

一些可能還不是那麼必要。(L，12，16-23) 
 

這個可能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工研院應該是跟產業界跑不了關係的，如果

你等於完全專職於講師的時候，他如何去很敏銳的反應業者的需求，現在他講的

是那一套，過了五年、十年，他講的還是那一套，因為他沒有辦法立即去反應現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碩士後組 郭秉宸 



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之研究—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為例 

場的立即需求的時候，那他就完了。那我當然想說，有一個專業的制度出來當然

不錯，但是可能他還是不能完全通通投入在講師上面，業界的反應和需求還是必

須去照顧到做，所以對於業界輔導的事情，是千萬不能全然放手，而只作講師的

事情。(Q，11，24-30)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學學習習業業務務負負責責人人((訪訪談談代代號號：：HH))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工研院可以考慮是否需要因為經營企業數位學習業務而設計仿

照大學的講師升等制度。但是工研院本身的定位與企業不同，仍然需

要慎重考量。 
這樣子的一個講師制度聽起來跟學校有點像，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我

覺得不無可能,，是有這個可能性。對，但是這樣子的一個人事制度的設計喔，

我覺得拿工研院跟大學來做比較，似乎又不一樣。這個在定位上是有不同，工研

院是為了產業而作技術研發，研發人員他還是要去做 R&D，有產業應用價值的

R&D，所以這件事情我倒沒有很仔細去想，對。（H，1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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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研究概念構圖(二)：研發人員的工作動機與變革抗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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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組織機構經營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關鍵因素 

 

(一)組織或機構面臨知識創造與知識擴散的議題 

 
（1） 調和知識創造與擴散之間的做法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11--11--11：：組組織織或或機機構構從從事事科科技技研研發發所所發發生生的的知知識識創創造造產產物物，，

和和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所所衍衍生生的的知知識識擴擴散散途途徑徑，，在在

本本質質上上並並不不衝衝突突，，惟惟組組織織本本身身的的經經營營目目標標需需要要定定

位位清清楚楚。。對對於於工工研研院院內內從從事事科科技技研研發發的的研研發發人人員員

而而言言，，是是一一個個領領域域知知識識重重新新建建構構的的機機會會；；對對於於從從

事事業業界界工工業業服服務務的的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而而言言，，是是一一個個跟跟客客戶戶

溝溝通通正正確確觀觀念念的的互互動動過過程程；；也也是是創創造造更更多多有有附附加加

價價值值業業務務的的時時機機。。  
 

我是覺得不會影響到你說的知識創造啦，因為做研究我們看到的

是最新的東西, 那我現在是把我知道的東西用比較口語的方式講出
來，那是幫助人家比較暸解我們的東西，就當做我們去跟人家解釋的

時候比較容易暸解。那同時，對我自己平常來講，我可以幫助我自己，

因為我們通常在教書的時候跟學生講，那他們也有某種 level的
background，所以你教起來也比較那個，但是現在數位課程講的又是
不同 level客戶的東西，那你就會把你所知道的東西變成比較邏輯，
簡化到他們聽得懂這樣子，所以就像知識的 reconstruction。（D，4，
10-22） 

 
我認為算是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啦，不會覺得只是單方面的付出，就是說他可

以藉由 e-learning把我們的東西再整合，而且把它變成電子化。我想我們這邊也

是希望把專業知識能夠擴展出去，不要每次都要我們去講會是怎麼樣，那擴出去

的時候，效益其實也會相對的，因為我其實也不覺得說，可能那六、七成他可以

吸收，就剩下那三成，他可能還會回來找我，所以我也是在看說，如果這三成還

有需要的話，他再往回找的時候，那我們這邊當然就會有相輔相成的效果。(F，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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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譬如說在跟客戶溝通上面，他們要求我量測要到多準多準，然後很多是

直接要求要給我量到到達這個程度或幹嘛幹嘛的，那我們就要跟他解釋為什麼不

能達到，那因為這樣子的重複性太多了，而且客戶對這個量測的要求上面是採取

質詢的態度，那當然就是造成你個人的困擾，那我覺得我這樣的經驗，推展到其

他的公司，在很多量測人員沒有具備這些 knowledge這些觀念知識的情況之下， 

也會被質詢的一頭霧水或幹嘛的，然後會造成他們很多的困擾，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的推展的話。會讓他們比較懂得暸解怎麼樣去為自己提供一個

solution，算是教育我們的客戶。(K，4，28-34；K，5，1-5) 

 

那當然我的題目是一個 overall的 introduction， 那我可是在教材裡面我刻意

的擺進一些我們工研院或生醫中心目前研發的一些結果，那當然用意是說幫自己

的做一個 promotion這樣子，在舞台上讓人家知道我們也在做這些事，這個領域

裡面，工研院生醫中心也在做這些東西，那就是講不全然只是說一個 knowledge

的 transfer而己，我們也把我們實際上的研究成果藉由這個機會展現出來給別人

看。(P，3，22-29) 
 

之前我在跟家瑞討論所謂 e-learning的時候，知道我們將來的所謂產業學院

會怎麼樣企圖的時候，那我們曾經討論過一個問題喔。真正在我們工研院開發出

來的產品或技術，在技術面的這個部份，有沒有也可能把它轉成 e-learning資料

智慧庫，那當然這是有可能的喔。對不過裡面的那個內容，是實際上已經照很技

術的這個揭露的價錢，而且賣的對象可能都是不太一樣的，譬如說價錢可能很高， 

對象可能是有限制的，而不是這樣子隨便的喔。那個真的是叫我們知識的產出嘛， 

所以第一個我一方面覺得有可能的，我以前有跟家瑞講過，取代以前在輔導廠商

的時候，我們是跟廠商簽一個合約，然後那個就把這方面的技術就移轉給廠商對

不對？可是所謂的技術移轉不是給他一個報告他就是會做，所以我們一定會幫廠

商做所謂的人員的訓練，那人員的訓練就包括了：廠商派研究人員過來，或者工

廠的技術人員過來，我們給他上課，從最基本的原理上起，上完之後我們要給他

實作，到我們的實驗工廠，到我們實際的 lab來，然後把我們建立的技術示範給

他看，然後一直到他們自己做沒有問題，或者回到他們的工廠做沒有問題，, ok

了，這才是一個完整的技術移轉。那之前我跟家瑞有討論過說，將來這些事情可

能可以變成 e-learning的一個 package，那將來可能不用這麼麻煩還要上課幹嘛，

我就給你一張光碟片就可以解決了這件事情，那這是有可能，所以這可能是將來

在做是對我們技術做擴散的時候，一個可能的方法，那那個價值怎麼樣計算，那

是需要另外再談的，那你剛問到說這中間我們要揭露多少技術，這個怎麼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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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應該這麼講喔，這要回到通常我們在做廠商輔導的時候要放多少技術出

去，那其實這是一個動態平衡，廠商需要到多大的程度，他的需要是怎麼樣。如

果假如說我們所有技術叫一百好了，那我如果只願意放六十，可是六十對他來講

沒有用，那你這個技術賣不出去等於是沒有用的。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趕快放一

百， 放出去一百，那可是我們真的是可以已經做到所謂的技術移轉，其實就是

我們己經研究過了，ok，至少在我們這邊 total summary已經做出來了的東西，

我們才會去做技術移轉嘛，對不對？所以這一部份將來假如說做成 e-learning就

是一直到這邊都是啊，這範圍就是到這邊。那當然你剛提到我們會被找我們原本

的技術再做開發，那又是另外一個就是往前走的一個技術研發的部份，那這種東

西的衡量通常是在我們，我們實際做計劃應該很清楚, 我們也不可能說把它切的

太前面的一些點子，我們都還沒開始做，或者是說還在那種試驗的階段，我們就

把這個東西揭露給他們，不可能。(P，4，12-33；P，5，1-14) 
 

我認為是正面的影響，以往我也當做安全工程師，所以也暸解要找人來受訓

要上課的困難。時間上的安排、講師的安排，都是一大需要突破的地方，那透過

這種 e-learning的方式，當然可以不定時的讓學員很 open的學習他想要的知道

的這個常識，也留下很好的紀錄，我想這個在學習的情緒上或是安排上，都是蠻

有助益的。 那以我個人來講, 我倒是蠻贊同這種做法。所以當有這個東西我也

一直在注意，包涵我們自己做的，也包涵國外做的。(Q，3，16-22)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學學習習業業務務負負責責人人((訪訪談談代代號號：：HH))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企業數位學習業務和既有的業務之間要保持具有相當程度的關

連性，可以視作為一項研發成果推廣的工具。目標要十分具體，不過

做法和態度上應採取邊做邊學。 
工研院主要的一個很明確的 mission喔，很明確的就是我們左手爭取預算，

那麼進來這邊做 R&D，然後右手就把它 license出去，這是最主要的一個 mission

是我們在做。那我們想任何的方法可以促進我們研發成果的推廣，都會有我們想

要去嘗試的，傳統的方或就是簽這個授權契約的，那目前新的計劃進來，工業局

的一些計劃，未來有產業學院的計劃等等，覺得是增加了我們推廣的一個工具, 

我們用這個角度來看待它，那因為我們對 e-learning製作的方法產生了效果，我

們也等於是在學習，對，我想我們也是一邊走一邊學，一邊看看怎麼樣可以做得

更好。(H，3，9-17) 

目前企業數位學習業務對組織機構的影響還不是很深遠，需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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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才會產生具體成效之後。 
嗯…這個做 e-learning這個事情，它是將我們前瞻的技術能夠藉 e-learning

的(載具)能夠推廣出去，傳統的推廣方式是簡報，口述或者是 training現場去指

導。那 e-learning的(載具)我們不太熟悉，所以我們花了蠻多時間在暸解學習，

那我想未來生醫中心，對這樣的事情，我們組織會不會有什麼轉變喔，我想要這

樣看，就是說，做 e-learning這件事情它是不是會對我們剛所說的 mission有極

大的幫助，如果是的話，我相信我們會投入人力，同時在組織上也會安排專人， 

最主要是這樣。但如果說，觀察到說 e-learning的這個(載具)，它能夠幫助我們

達到我的們 mission，mission就是爭取預算然後推廣，這個事情如果幫助程度有

限，我覺得單位裡頭在看這個事情就是會多一個管道，而不是當一個主軸來看。 

(H，3，23-34) 

組織機構的知識創造與擴散，是彼此息息相關、相輔相成的。工

研院有著前瞻技術研發的使命，但是也需要藉由技術擴散來扶植產

業。發展數位學習業務之前，就必須先將課程的定位弄清楚。對於尚

在發展階段或是具有潛在利益的技術知識，必須做適當的保護。 
因為我們的角色比較不像是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我想它會 open它所有

新的發明、新的創造以及前瞻的知識，那它本來就是國家一個巨大的研究能量在

那邊。那麼工業技術研究院，它主要的 mission除了研發之外，還有一個就是要

推廣，它必需要從產業界獲得報酬的，也是我們將技術賣出去的一個對象，所以

針對前瞻的東西喔，如果它未來是有巨大的商業利益，我們必需在這邊做一個取

捨，我相信在 e-learning裡頭不會談到細節，那 e-learning有一個重要的產生效

果，就是它在人家低著看到的時候可以因為聲光的效果好，很快會吸引大家的目

光去。我藉由這個(載具)來學一種知識，那我覺得面對前瞻知識的一個傳播，我

們可以利用一個 e-learning的方式來做一個很好的推廣，但是真正技術的細節

喔，在這邊是要過濾到都不能夠提，我想這樣子前瞻的課程做出來之後，它可以

吸引很多的人的目光之後呢。其實會產生一個效果，就是大家開始討論，那我相

信這個討論是知識的傳遞、知識的擴散之外，也會激發新的想法跟創意。(H，4，
26-33；H，5，1-7)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決決策策高高層層((訪訪談談代代號號：：MM))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工研院過去一直聚焦在產業科技研發上面，現在將運用長年累積

的知識和經驗投入在產業人才培育。企業數位學習將會是工研院在面

臨新的挑戰時的一項非常討好、也擁有獨特優勢的業務，未來將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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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推動重點。 
第一點工研院是一個完全是產業導向的一個單位，對不對？我們過去做了很

多等於是做我們產業科技研發的重心，我們任務是去開創新產業，很多很多這一

類的事情，我們要經營企業數位學習的話，可以使我們對他們的一個貢獻更提高

一個層級，就說要我們這些產業的客戶都可以使用我們這個 service的，對他的

營運可能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不斷的培養跟 upgrade他的人才，這一方面是我

們以前，其實是貢獻不是那麼顯著，所以應該是我們相當大幅度的前進。(M，1，

20-27) 
 
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跟 innovation這個東西變成最重要的資產對不對， 

那像我們提供產業學院這樣一個 service的話，它至少有兩個 dimension：一個就

是透過這些 content的傳出我們對於這個產業界在知識傳出這方面是會有很大的

這種好的 shock，另外一點就是在人才的培育，因為你有這一個更新的一個、更

有策略性的教育的這種工具，或是這種產品，就使得我們這個產業界的每一個公

司，它來利用我們這個產品，不論是去從 push的這種方式，或是 pull的這種方

式，都可以比以前得到更多、更方便、而且更便宜的這種人才培訓的 options。(M，

2，11) 

組織同時面臨研發的創新和知識的擴散，需要有清楚的方向定

位，才得以順利推展企業數位學習業務。 
這個我們還是要看一個組織它的這個經營方向是怎樣，假設你把你自己定位

一個純粹做研究發展，純粹做技術移轉的這樣一個單位，而沒有一個重要人才培

訓的任務的話，自然這一塊就不會發生，對不對,？可是假設你是把人才培訓的

這件事當做是你將來重大貢獻的話，自然的你必需要跟著這樣的一個方向，來調

整你營運的方式,，使得這件事情可以發生。（M，2，15-20）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11--11--22：：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的的課課程程和和平平日日研研發發工工作作的的知知識識內內容容
有有相相當當程程度度的的關關聯聯。。  

 
課程和我的工作是蠻有關係的，應該這樣講，我們目前是看整個系統，也就

是整個 RF系統（射頻系統）。我們主要的研發工作是對於整個系統來設計，但

是在我負責的課程中，它是把某個 component 獨立出來去深入探討，這部份在

平常工作中是不會接觸這麼深入的分析。（B，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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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密切，這也是我們當初接數位學習業務作課程規劃的考量，因為奈米科技

範圍其實很廣，你說要全部放進來在一個小時裡面，其實很不容易，所以擺的時

候，有一點這種想法，就是說儘量跟自己現在要規劃要做的題目能夠愈接近愈好，  

因為將來也方便這個技術的 promotion。（C，3，27-30） 
 

其實，因為我現在講的是組織工程的概論，那我在後半部我有放一小部份幹

細胞的東西，所以是有相關連的。就是一個入門的 gate。（C，3，19-21） 

 

其實都是蠻相關連，一直都算是相關連。(K，4，6) 
 

關連程度啊，應該是有相關連，它是屬於比較入門的東西。先前因為我們那

個學員角色喔，那個對象好像是比較定義在一些基礎的，所以我們的教材大概是

偏向粗淺介紹，我們當初的目標是設定在最 basic的，然後稍微再進階一點點，

也就是說他可能大學或研究所畢業, 但是沒有真的工作過。(L，2，24-29) 

 

是有一點關連，因為我那個課程是入門程度的，所以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那

個，譬如說威脅到我們現在工作的機密性。(N，3，33-34) 

 

很有關係，我現在在企業裡的輔導，就是剛講的安全衛生管理，那管理的層

面當然也包涵了這一些動火許可的管制跟侷限空間許可的管制，所以平常也在執

行這一方面對業界的輔導，從業界的輔導裡面可以暸解各行業在這方面的一種表

現，那應該需求什麼在那邊，都可以反應在我課程裡面。(Q，2，23-27)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11--11--33：：研研究究人人員員表表示示對對於於艱艱深深的的技技術術知知識識，，傾傾向向從從其其應應
用用面面來來陳陳述述，，而而非非直直接接解解釋釋其其理理論論。。目目前前企企業業數數

位位學學習習的的課課程程知知識識深深淺淺程程度度和和研研發發人人員員正正在在研研究究

的的技技術術仍仍有有相相當當的的差差距距。。  
 

基本上只是個入門， 可是在射頻方面， 經驗是很重要， 也會可是也會隨

著你的實際經驗累積提供一個入門的門檻； 就像大學理工科所學的微積分般，

是一個入門、基礎的知識。（A，2，3-5） 

 

看如果你今天要怎麼做，如果說要去設計這樣的元件，你就需要這方面的知

識，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去用的話，那你就不用暸解的這麼深入。那目前我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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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內容只是我工作上會用到的部分而已，所以我並不需要那麼深入的去暸解

其工作原理。就像開車，你只要知道怎麼去開車就好了，並不需要對它的構造暸

解這麼多。（B，4，13-18） 
 

這門奈米課程比較偏應用面的，對，其實這次講的比較是在第二階嘛。因為

第一階就好像是通識，奈米材料的通識。我們這邊好像是第二階，第二階好像是

給一些企業負責人來看的，因為它還沒有講到 detailed技術的問題。比較是讓一

些企業負責人知道說，他在這個領域中，奈米材料有什麼樣的特性，有什麼樣的

一些應用機會，主要的聽眾算是一些企業的負責人, 或是說對這個產業已經有點

興趣, 但是他不是做技術的, 也許像創投之類的。(C，3，12-20) 
 

譬如說奈米的基礎材料它有什麼特性這類的，overall有，讓看課程的人有一

個初步的暸解，你對於一個非常學理的探討，在這個階段裡並沒有。如果你要深

入再去講，可能會讓學習者看不懂。譬如你是學材料的嘛，有一個 dislocation，

對一個老板來講並不是很重要，或什麼材料分幾種，他不需要知道這些。他只需

要知道一個大概、很 general的就好。奈米跟機械性的關係， 那為什麼會有關係， 

這個很 general讓他大概有個初步的暸解。(C，4，10-16) 

 

我覺得大概有 2年，2到 3年的時間差。(C，4，22) 
 

嘿..(笑)，應該說我現在上的東西是科普的東西，技術差距是說可以讓大學

生有一些 basic biology的這種的 background，如果要他去看這些專業的東西，比

如報紙上，文章報導，要能夠把它看得懂。或者是說，比如說非這個領域的人要

把它看懂的話，我想這個 gap應該還不是很大，就是看文字上或是書面上的東西

應該是蠻容易的。可是距離他能夠進到實驗室來實際操作，那還有蠻遠的距離。

（D，3，31-34；D，4，1-2） 

 

其實我覺得 match度大概可以到七成，目前..就是他上完這個課啦！對我們

技術的暸解性或以後的應用度大概可以到七成啦，但是我為什麼不敢說是百分之

百，是因為像我們有一些領域是屬於實務的，緊急應變你也知道嘛，你可能要有

感受性，或你本身從事相關的職務，你才有辦法做很妥善的應用。其他部份，可

能變成是訓練以外，你自己本身的 background跟你做的性質。所以照這樣來講，

另外這個可能大概三成左右，他也沒有辦法光看網路上的課程就能達到，必需要

透過實作或工作上的經驗去補上。(F，4，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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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講的這些課程內容就是基本的電性 background嘛，可以這麼說啦。我

認為透過這個課程實際上有一個作用就是說，如果說他完全對電性領域不懂，他

現在想要跨入這個部份的話，那這個東西對他來說是蠻簡單、容易上手的，很快

的有一個 overview的課程。(J，3，2-8) 

 

差距應該是算蠻遠的，那這種就像剛剛我提到的，這個算是比較基礎性原理

的介紹，還有它的相關技術的應用，所以它不會牽涉到很多的那個技術層面。(L，
3，4-8) 

 

技術上的差距還很遠。課程的目標對象是對一些他想進入這個產業的入門的

學習，因為這個是屬於比較傳統的產業，那那些他們員工的基礎都不是很好。(N，
4，4-9) 

 

本來是說要講生醫材料入門，可是不管怎麼講好像都覺得太深了，因為當初

它，就是 e-learning這個題目，設定的 audience是具有國中學歷以上就 ok了，

就是社會大眾，一般，對，那這樣子，當我在講生醫材料的時候，不管怎麼講， 

都有牽扯到比較深的化學和生物的這些知識。那他們就是協助我們的 ID team同

仁，他們都覺得說太難，最後我們就不斷的討論，那最後裁定是課程叫生物材料

的應用，那應用我可以從產品面來講、來介紹，那產品面的話， 就我們日常生

活息息相關。醫療的東西，就算自己沒用過、也看過、也聽過，所以比較生活化，

他們就比較容易懂，那從這邊來反推它材料是什麼樣子，就比較容易進入。(P，
2，14-26) 

 

我們在這次教材裡面沒有提到很深入的問題，等於我們沒有揭露自己的技

術，只是把成果告訴人家。我做到這個東西，這東西有什麼樣功能特性，ok，等

於只是告訴他們說有這樣的結果，至於怎麼做的，並沒有提到。(P，4，5-8) 
 

我想實際上的現場和目前課程還是有一段差距的，在管理層面來講，以這兩

個課程，因為我在上面只安排一個小時，除了告訴他們是最基本，在兩個不同環

境最基本的一個管制，那大致上每一個公司管制模式是不一樣，那危險程度也不

一樣。利用這個最基本的方式可以再做一個更深入的一個規劃，所以我所講的是

一個基礎，基本的規定、基本的原則，所以對於它各廠的需求，沒有什麼違背的

地方，只是他們可以根據這個基本的概念，再去規劃他們更詳細，怎麼去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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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思考的步驟。(Q，3，3-9)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11--11--44：：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對對於於將將有有價價值值的的產產出出((如如專專利利、、著著作作權權、、
配配方方、、製製程程、、業業務務機機會會等等等等))放放進進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課課
程程內內容容，，目目前前會會採採取取在在敘敘述述中中模模糊糊帶帶過過或或是是根根本本

不不放放進進去去的的保保護護做做法法。。  
 
這個 e-learning的課程裡大概會描述，現在大概我們在進行的計劃要做什麼

事情，我們的目標是什麼。但是在過程裡的一些技術、細節，就不會在 e-learning

裡面提到。（C，5，28-30） 

 
因為我現在負責的課程內容是比較科普的嘛！那如果說你要做比較 advance

或者說比較 pioneered的課程的話，那我的 consideration會是如果還沒有 aly專

利的這種東西，我大概就不會 release出去。Journal的話，要是已經 published

的東西，我一定會去用它作為教材一部份，那還沒有 published的東西， 如果我

consider它是沒有申請專利的，那就可以用在數位學習課程當中，因為就是說這

沒有專利的價值。paper的話我會把它放進去教材。(D，8，11-23) 

 

嗯……可能我們當初在規劃這個課程的題目跟整個呈現的內容，就已經篩選

過這一點。我覺得啦，如果我們覺得是說這個題目是可以 release的，我們工研

院就是 ok的。其實在我的課程裡面，我是幾乎把可以給的東西，大概都已經非

常完整啦！這個很多相關的資料啦，可以給的我大概都給了。(F，5，5-11) 
 

我們現在做 e-learning的服務或數位學習的服務之前，是有一個像委員會之

類的單位，來區分哪個部分的知識是我們正在研究的部份，另外一個部份已經可

以貢獻出去給人家做知識擴散、知識分享的部份。像我們現在有一個學校防衛的

課程，我們現在就是說老師的講義出來之後，然後錄完音之後，我們會把所有的

東西聽打出來，聽打出來就像備忘稿這樣，然後就會送到剛所講的審查委員會那

邊去。它的審核有二種，第一種審核這是它的內容是不是恰當，就是看它的正確

性。第二種審核是這些技術是不是我們工研院可以釋放出去的，是看它的機密

性。那審完後，全部委員會那邊 ok之後，然後才可以再做後面的手續。那我們

委員會的組成成員就是大概產官學者都有，外面的人他們是審那種比較屬於正確

性，那如果說工研院內部人的話，就是看能不能 release這樣啦。(F，5，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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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是太好，對，因為那個你講前瞻的話，有很多都是在開發中的技術，

它牽涉到一些 idea的那個，甚至是一些方法，那個都跟將來有可能產生一些專

利有關嘛，所以我想這個不適合。(I，4，5-8) 
 

像我就會考慮說如果我今天量測上面，其實我本身就有這樣一個衝突在，就

是這個量測可能曾經困擾我多時的一個東西，我到底要不要放出來講，因為如果

我不放出來講,，maybe我可以把它包裝成一個 BP案來推行，就譬如說教育廠商

或訓練的，那這個就在於我自己的評估，就是在於說是否要這樣子執行。或者說

不講反而會造成我們個人困擾更多，誤解又更大，那這樣反而會阻礙到我們 BP

的執行，這個是要評估，但是說如果今天是很多人缺乏而且是很需要，然後它

BP的價值相當高的話，那我可能就會稍微採取保留，因為要讓它有一個進入門

檻。(K，5，27-34；K，6，1) 
 

目前決定的權力是在我這邊，不過我想如果長久下去應該光電所自己另外成

立一個 committee去審核說，也許這個東西後來可能會帶來的價值或委託案這樣

的價值會很高，在內容方面就做一個保留。因為如果說這個案子推行出來的話，

如果有同仁看到反應出來，咦？這個會牽扯到我們的利益的話，他們一定會跟主

管反應，這時候, 這個主管就會要求我們盡到一個保密的部份，那他就會把它列

為機密。(K，6，4-14) 
 
內容取捨喔，我會覺得就是想要申請專利的時候，我會把畫面很巧妙的帶過

去,，提到一點點，但是它的關鍵點我不太會提到，不過我會提到那個知識有在

用到那一個知識，但是它的關鍵點可能就一筆帶過,，讓人家知道我們有那個技

術，但是它的關鍵在於哪邊，可能就…(L，4，16-21) 
 
我也有提到我們最近的一些成果嘛，不過不要講的太詳細，就是告訴他我們

有做這些東西，但是細節不會講。(N，4，27-28) 
 

這個我目前沒有特定想法，這是要有一個組織或 committee來決定這個事情。 

可是以我的經驗來講，假設我們每個講師都是夠公正，應該是他自己能夠判斷。 

因為你就算是組一個 committee對不對，裡面的成員如果對你的技術不能夠很暸

解，那他其實只有背書的份，對不對，除非 committee裡面成員對你的技術很暸

解，他知道說那個機密的確切分界點在哪些，或者說你這個領域專家，他在跟

committee報告的時候，他可以講的很完整而沒有任何的隱瞞或什麼樣，他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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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判斷，不然他其實那個權還是操在專家身上。(P，5，19-27)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11--11--55：：部部分分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對對於於尖尖端端前前瞻瞻技技術術內內容容用用企企業業數數位位
學學習習的的方方式式擴擴散散到到業業界界的的方方式式有有所所保保留留，，認認為為還還

是是推推出出入入門門課課程程就就好好。。甚甚至至有有人人認認為為課課程程很很容容易易

被被複複製製，，辛辛苦苦整整理理的的資資料料和和成成果果就就輕輕易易被被盜盜取取。。((受受
訪訪者者：：II、、JJ))  

 
其實喔，因為如果真的針對這個奈米，這個 technology，因為這個是大家全

力在發展的，所以它比較敏感。不像物理化學或什麼基礎科學，比較成熟，一般

學普通物理、普通化學這樣，可能現在很多 know-how，有些東西不適合申請專

利， 但並不表示它未來沒有價值。(I，4，12-15) 
 
它也許只是營業機密，就是說你不方便告訴別人。因為，說穿了就是，假設

這是已經很成熟、大家都知道了，那或許也需要來這邊看了。如果是說比較特殊

的，那大家都同時發展的，那我想我們也不會去..，就我個人來講，我不會去

reveal，就是說去 diffuse出去。即使只是營業機密，未來不可能有專利的空間，

那我想還是不會把前瞻技術藉由 e-learning放出去。(I，4，17-22) 
 

嗯,，實際上當時就如同我說的，我覺得不同層級主管給我的感覺，後來我

比較認同其中一個主管的看法。他是認為 e-learning到後來會變成 e-copy，會變

成說課程弄了半天，別人整理很好的結果，可能是別人一張光碟片就 co (copy) 走

了，那反而不認為這是好的做法，而且實際上真正很多技術是在人身上啦，所以

後來我的做法就變成說，我就照那個主管給我的 command，乾脆書本上有的我

才講，大概是這樣。(J，3，14-20)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11--11--66：：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對對於於未未來來的的研研究究計計劃劃和和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
務務做做一一整整合合的的態態度度是是審審慎慎樂樂觀觀的的，，用用逐逐年年累累積積的的

成成果果才才不不會會有有措措手手不不及及的的感感覺覺。。不不過過牽牽涉涉到到如如何何

快快速速知知識識創創造造並並且且有有效效率率的的知知識識擴擴散散，，仍仍然然希希望望

組組織織在在事事前前有有縝縝密密的的規規劃劃。。  
 
我覺得給我們一個比較充足的時間來做準備會比較好，而且是在事先告知， 

我覺得就是事先一年前先規劃。(K，10，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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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前瞻計畫放入數位學習業務的構想，和技術發展的策略規劃要一併來

考慮，我們應用的這一塊技術領域，它是屬於哪一種技術分支，這個技術在往後

的三年之後，如果真的要 follow這樣 e-learning的一個學習的話，他要安排另外

一年，甚至半年的時間，慢慢的，對，就是先做準備，計劃開始執行的這三年當

中，就已經要一點一滴做一些整理的工作，然後最後第四年的時候就要再規劃說

我要再給你們半年或者兩個月，我想至少是兩個月的時間要來做一個全力的投

入。(K，12，10-18) 

 
這中間可能要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說，這四年研發計劃當中很多人員去留

的一個問題，很多人譬如說已經弄好的東西，他累積好了 knowledge，可是他並

沒有把它整理出來，或者後面的人要傳承，那可能不多，或者講義裡面口述的也

不多，那這樣的東西在傳承上面會不會有問題，那其實每一年的月底或年終，可

能就要稍微做這樣的一個 review的工作。(K，12，24-29)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學學習習業業務務負負責責人人((訪訪談談代代號號：：HH))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推動企業數位學習服務，有必要在組織內部各個領域建立一套流

程和機制，譬如成立所謂的課程審核委員會，來審核教材的知識內容

的正確性與適當性。 
這個事情是絕對必要的，因為課程的完成要放到網路上嘛，各行各業的人都

會來看，我想審核的機制絕對是必要的。那因為我們在做課程是在起步的階段， 

目前這樣的課程委員會我們還沒有成立，但是之前去 e-lab開會，金總他提了很

多次了，所以我們將來一定會設這樣的委員會。(H，4，7-11) 

 
（2） 對於使用到他人智慧財產權的處理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11--22--11：：研研究究人人員員相相當當重重視視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其其中中關關於於智智慧慧財財

產產權權的的問問題題。。目目前前的的做做法法是是，，使使用用到到他他人人著著作作中中

有有關關圖圖片片、、影影像像、、聲聲音音詳詳細細註註明明原原出出處處，，ee--mmaaiill
給給原原作作者者請請求求同同意意使使用用，，並並且且保保留留信信件件備備份份以以備備

查查驗驗；；至至於於數數據據、、表表格格、、圖圖例例等等則則重重新新繪繪製製。。  
 
我們有寫 e-mail去知會人家我們有引用到一些內容，但是不是每一家廠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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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response，有一些就是沒有回應了，所以有時候在智權方面就會不知道怎麼

辦。（B，8，24-26） 

 
因為這個課程除了我還有一位鄭博士一同負責，那我這部份比較少, 因為他

引用比較多國外的, 譬如說這些應用例子，或者說甚至有人提到一些 patent(專

利)，這個資料提出來的時候都需要註明出處、來自哪裡。譬如說 patent(專利)是

哪裡的，patent(專利)編號是什麼都需要註明，因為不像說放一放就過去了，這

是要流傳後世的…你沒有把它放上去, 以後別人會 challenge你亂用別人 power 

point的一些檔案，這樣也不行。(C，10，29-34；C，11，1-2)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因為我有很多圖片也在網路上抓的，那個幫我們製作的

公司也會請他們 remake，然後再 modify。因為在網路上抓很多英文的標示，然

後我們必需把它修正成中文的標示，然後或是它的圖他可能要重做，不會跟有一

些我抓的東西不見得會一樣的，可是不見得每個東西都是我們要用的，那我說圖

上有某個東西，我要把它去掉。(D，8，33-34；D，9，1-4) 
 

其實我們放上去的都是已經公開的，不是只有工研院才有的，我只是把裡面

剪下來，或者其他工廠在做演練，大家都去參觀，不會說只有我們去，所以那個

部份既然已經公開也沒有說光碟有智慧財產權的前提下，我們就可以把它做一個

剪輯，大概是這樣子。(F，12，7-11) 

 

著作權的話…，因為其實我們當初在，像我啦，我在這門課以前我就已經有

考慮過，這個最後還是會變成中心的資產啦，所以我們不管是在提供一些資料， 

或者是提供一些圖片、照片的時候，之前我們就會先做一個 screen，一些有牽涉

到廠商的部份，或者是個人的部份啦，有些在技術上有成熟的部份不能拿出來讀

取的，我們大概已經先篩過了，所以放出去的部份都是可以 release的, 那可以變

成中心資產的東西, 大概都沒有問題。(F，12，15-21) 
 

有，其實我在上次都有提出來，就是上次，你們的部門有來在做討論的時候， 

我就說有些東西基本上我如果是門關起來，內部的資料喔，我想應該還好啦。但

是你要放在網站上的話，那你還是我在外面收集到的，所以我是覺得有一些智權

上的，因為有些 data或是有一些圖表喔或統計數字是他們做的，那這個可能會

有一些問題，我個人猜想。(I，8，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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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大體上，我圖片部份，那個幫我們製作的公司，大體上有重畫。那有一

些研究的，算是別人研究出來的數字，變成說我們做的頂多只能提一下這個是什

麼 source來的，說真的我本身對智慧財產權，我們有提過，到底有沒有侵佔到

他的智慧財產權，這個部份我倒是沒有非常懂，真的。(J，6，32-34；J，7，1-4) 
 
我們有被提醒，這當初也是我自己在考慮做 e-learning的時候，必需要考慮

的事項，所以像這個部份的話就變成說，我第一個會告訴他們它們出處在哪裡, 

譬如說我節取這一段話可能是來自於使用或什麼東西，那這個會不會侵犯到智慧

財產權，我是沒有想到這一點。但是我認為也許我是幫忙在做推廣，幫這家公司

來做推廣，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我從書本上用的，那是說我有可能重新再製

作。 不過就我所知，如果我們同事不願意自己花這個時間重製，因為課程中的

某些引用到他人圖表的這個部份如果要重製的話，要花很多時間，那他們如果不

願意的話，他們就會要求製作公司來幫他們製作，或者甚至他們就直接放棄掉這

個課程，他們就直接不參與，因為他手邊還有更重要的工作。(K，9，25-34；K，

10，1-3) 
 
預防的話，我們可能會在底下加出處，那另外一個可能就是表現手法不一樣

嘛。(L，7，19-20) 
 
對，那個時候我們有一點擔心，就是我們所有的圖表就是全部重畫，就是都

是他們重新畫過。那照片的話也很少，照片我們大部份都自己拍，拍我們的設備, 

那如果有用到是某公司，我們一定會註明，然後後面的參考資料，只要說中間，

即使我們重畫，甚至是從它那邊想到的，那我們全部後面都有參考資料，全部都

列出來。(N，8，23-31) 
 
現在還好是說，我們在這個 team裡面有同仁是幫我們解決智慧財產權這些

事情，我們企資組的。所以這一點就讓我們無後顧之憂，要不然我們也是很擔心。

(P，8，1-4) 
 

圖片的來源可能有幾個，一個是我的廠商提供的，另外一個是網路去下載下

來的，那廠商提供的大部份會針對對方的實際場景我們重新再拍過，所以在拍的

過程，對方也充分暸解了我這個照片是要做什麼用途，所以在這個版權上的應該

沒有什麼疑慮，那網路上我們大部份擷取的是勞委會那種已經公開的照片，那勞

委會公開也應該不會有版權的問題，除非在上面它有特別聲明。(Q，7，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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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學學習習業業務務負負責責人人((訪訪談談代代號號：：HH))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對於課程內容引用到他人智慧財產權的處理方式，提出取得原作

者授權和主張合理使用的做法。 
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就是我們取得授權，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取得對方的授

權，或者是他開的價格我們沒辦法接受，我們就不使用；第二個是著作財產權裡

頭有所謂 fairy use這樣的議題，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是不是能合理使用，如果合

理使用我們就直接拿來用，不過這個議題是需要比較謹慎。(E，5，22-26)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決決策策高高層層((訪訪談談代代號號：：MM))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組織在智慧財產權方面的管理經驗越豐富，越有能力解決數位企

業數位學習業務上所遇到的問題。 
我們向來是做一個技術移轉、技術推廣，也就是知識傳播的這樣一個工作， 

我們過去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它也是裡面有非常多的要做這個智慧財產權保護

的一些工作，這些東西事實上已經行之有年，相當的有經驗，所以事實上你在做

這個事情，你是做提供人才的培訓，或者是 learning的這件事情的強化，那事實

上跟你以前做技術移轉、技術推廣，你從 IP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沒有很大的差

別，其實使用手段跟保護都還是一樣，就是也許你以前你的傳播的對象，只有十

個人，你現在傳播對象是一仟個人，基本上我從 IP角度來看，十個人要保護，

一仟個人也要保護，對。你做好的話，你對一仟個人的保護不會比保護十個人困

難，當然你要 outsource這種別人的智慧財產權，當然這個 IP的 protection是一

個先決的條件，跟你合作的人，他要不提供這個東西出來的話，其實要先保護他

的 IP，這是自己的責任，我們假設用 outsource，一個正常 conference的方法，

是來取得他們的同意, 譬如說課程賣給我們，把它融入在我們的課程當中的話, 

這一部份的問題，應該可以實施，沒有增加 IP protection的這個事情。其實 IP 

protection的這件事情的話，你應該用一個 common sense的方式來處理，你叫工

研院跟每一個，譬如說我們跟人家做合作，或者是我們接受人家委託，IP應該

怎麼分享，應該誰取得多少，這個向來是在每一個合作，每一個計劃的 contract

裡頭去 specified，而且是 case by case，ok你光是用這種 case by case的方式，用

contract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就自然就解決了。(M，2，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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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對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定位以及與既有業務的整合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22--11--11：：受受訪訪者者普普遍遍認認為為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是是一一種種技技術術服服

務務的的推推廣廣工工具具。。目目前前提提供供的的網網路路課課程程部部分分只只能能算算

是是介介紹紹，，還還不不算算是是整整體體技技術術服服務務的的完完整整解解決決方方案案。。  
 
對，我自己的想法是當作技術推廣。或許別人的想法…不多言，但是我覺得

e-learning基本上要跟外面的學校那邊上的一些奈米的課程有一個區隔，我覺得

在我們這邊或許可能應用在 alication這邊，比重可能會比學校那邊高。這個是我

們在準備課程裡面，是有朝推廣和應用這個方向。(C，4，2-6) 
 
奈米的技術的領域這麼廣，基本上沒有辦法從一個課程就暸解到所有的技

術。這樣講喔, 我們現在的一個技術最後要推出去，叫做 total solution，而不是

說只針對一個 point來解決問題這樣子。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你要把一個技術

推到產業界的話，應該是 total solution，那在奈米的 e-learning這裡面，我覺得

它還沒辦法提供 total solution，所以你講的，會不會因為這個，影響到以後我們

跟產業界以後的這種推廣氣氛或怎麼樣，我覺得應該還不至於。(C，5，5-12) 

 
對，那 e-learning這個東西如果對我們說，等於說去 promote我們自己部門， 

也是一個蠻好的 chance。個人覺得說這個可以幫助我們部門去 promote，這是一

個蠻不錯的東西啦，那當然說如果去外面參加研討會，去介紹我們的東西或怎樣，, 

那個也是要花上相當的時間。那這個方式可能用換一個更快速的方式，打比方說, 

我去年有幫 ITIS寫些產業分析的東西，因為那些我寫的東西在網路上是 free的

嘛，那很快的很多人就知道這個技術。所以以後我的東西在上面，讓人家暸解我

在做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 promotion的機會啦！(D，9，17-27) 
 

e-learning喔，我覺得有影響是說可能以後我們在做很多，如果不是 e-learning

的一些講解或是外面的其他一些授課的時候，可能會比較偏向一些實際的照片也

好、影片也好，可能有在這方面會收收集一些啦。如果說對我的影響的話，

e-learning它只是一個應用的工具，是不是？就像說一個整合我們專業的平台，

把我們的技術知識給它傳遞出去，所以對我的影響是說，可能以後我在收集這些

或是在進行研發或是這些講課方面的資料收集，可能要偏向很多是可以動的，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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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閱讀者感受性比較高的資料，我可能會多收集一點。(F，6，9-19) 
 

所以我是覺得說，後來我們 define一個方向變成說，能夠用 e-learning講的

觀念我們講了，那剩下部份反而是把它當作一個推廣廣告變成說，那剩下的部份

是實作的部份，有點像說我們部門有提供這樣的技術移轉課程，然後我們再找部

門來接。(J，13，13-16)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22--11--22：：部部分分受受訪訪者者認認為為可可考考慮慮將將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和和對對
業業界界的的小小型型工工業業服服務務委委託託案案或或技技術術移移轉轉案案做做逐逐步步

的的整整合合，，以以提提供供整整體體技技術術服服務務解解決決方方案案。。((受受訪訪者者：：
CC、、FF、、II、、NN、、QQ))；；  

 
這個以後， 如果我們將計劃做一個包裝的話，或許可以將數位學習 build-in

在裡面。因為我剛有提到就是說，以後我們是不是用一個模式來跟廠商談這整個

package的技術移轉，這裡面不光只是技術的問題，我剛也講了，total solution

也有涵蓋人才培訓，對不對？人才培訓你當然可以建構在 e-learning這個系統底

下，利用系統裡面來做一個完整的當然是更好啦，因為畢竟人才培訓也是一種專

業嘛，那你去上課，如果說是有一個很專業的教材來做一個人才培訓, 應該也是

一個很好的構想。(C，6，20-27) 
 

數位學習業務放進未來的輔導案，這個可能要去評估一下。幫一些廠商規劃

工廠的安全衛生措施的時候，要考慮說到有工廠的 issue在裡面嘛，工廠還有本

身的一些機密或限制，它不見得要讓你 open啊, 除非是 case by case，那 case by 

case，他也是說你燒個光碟給我啊，你幹嘛放在網路上。(F，7，31-34) 
 

我的意思是說，e-learning方法很廣，不是只有網路上才算，也許就是專門

為這個廠商做一份光碟，就是專門 for這個 customer。要按照客戶的需求，比如

說變成專屬於它的安全衛生訓練，所有裡面的人啊，或是一些他的背景啊，他的

製程、應變過程的這個管線、儲槽都是他的，當然這個對客戶又更有吸引力了。

(F，8，1-8) 
 

這個我再補充一下喔，其實你剛才講這個，我們目前中心就有一個工業服務

計劃在進行了，就是做那個公司的工服，其中就是有包一個 e-learning，所以他

e-learning那個就是要委託我們做，環安中心的工服團他們是做實際面的工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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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搭配做 e-learning，那就是分這樣，已經有在跑。(F，9，9-13) 
 

當然啊，當然啊，那像過去傳統都是死板的，各式各樣的報章雜誌，那現在

大家接觸網路的機會也很多嘛，在網路上甚至擴散會更快。(I，5，18-20) 
 

我覺得這個是可行啦！這個是 good idea，不然一般技術移轉就是廠商人來， 

比方說就典型的他們派人到工研院來學嘛，可是因為工程方面有很多是實作，那

不是說你在電腦上看一看、聽一聽就可以了，所以我想是一個好的主意啦，但是

我認為沒有辦法 cover全部。譬如說就是再搭配。比如說以前我們派工程師去他

那邊上課，然後再搭配一些實作的課程。那照剛剛的意思是說，工程師去上課的

部份也許用 e-learning代替，你要實作的話，要來這邊學，就是整個變成一個搭

配的…..(I，5，26-34) 
 

對，就是讓學員知道說雖然這是一個傳統產業的入門課程，可是我們工研院

也有在做一些比較深的東西。如果他有需要，他就可以找到我們幫忙。(N，4，
30-32) 

 
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如果能夠透過 e-learning或者是電子化的處理, 

應該大大可以降低我們輔導人力的負擔，所以我跟孫經理這邊也非常期望能夠建

立一個網路系統，提供給業界去服務，所以我在去年也編列了一半的人力在

e-safety這邊。那今年因為計劃的關係，所以只排了三個月，基本上不論做多做

少，我在工作上面一個規劃，我很明白跟我的主管講,，我的興趣、我的專長雖

然已經就是這樣子，但是我如何把我的專長發揮的更大更有效果，ok，我會透過

現在電子化的這種傳輸系統，把我的經驗、把我的專長，應夠推展給其他的業界。

那願意跟我配合、願意跟我接觸的，那麼他們就可以搜尋到我的思緒，跟我去連

絡，甚至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務，我想透過 e-learning這個管道應該是蠻不錯的。

(Q，4，29-34；Q，5，1-6)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22--11--33：：少少數數受受訪訪者者表表示示在在雙雙方方合合意意之之下下，，依依照照委委託託廠廠商商
的的小小型型工工業業服服務務案案件件來來量量身身定定做做課課程程，，就就比比較較可可

以以減減少少知知識識擴擴散散時時機機密密外外流流的的問問題題。。((受受訪訪者者：：QQ))  
 
我想如果是我為對方的公司在設計這個課程，應該沒有所謂公司機密的問

題，我們要拍的就是對方的材料。像最近中鋼的訓練光碟，也針對他的內部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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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甚至人事的升遷懲罰規定，都應該算是他的機密，但拍攝過程，因為未來光

碟只有給中鋼，所以沒有什麼機密上的問題，如果是要把他們中鋼的結構放到外

界來的時候，你內容一定要再修正，那對於比較敏感的部份會先徵求對方的同意, 

那如果需要刪除，我們就把那個刪除掉。(Q，4，7-13)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22--11--44：：少少部部分分受受訪訪者者對對於於工工研研院院從從事事科科技技研研發發之之外外，，另另
外外推推展展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持持保保留留態態度度。。((受受訪訪者者：：
AA、、II、、JJ))  

 
數位學習與前瞻研究有一些區隔，數位課程是服務角度與另外一方面是做研

究，數位學習是很花時間，也會在時間上與前瞻研究相抵觸。（A，2，18-20） 

 

那我講那個就要看啊，要看整個工研院的經費來源比例，你到底這個

e-learning能夠拿多少錢嘛，對不對？那現在我們比如說 BP跟科專的喔, 1:1嘛， 

那說穿了，最低層面就是滿足我們薪水的來源嘛。如果說 e-learning業務是不是

能夠達到這樣的規模，我的意思是說，假設 1/3、1/3、1/3，這樣 e-learning工研

院來看要幾十億喔，現在如果是 140億，那 1/3也要 50億，這個是我很懷疑的，

我覺得 e-learning在台灣的規模，不太可能，所以就只能照你最簡單，最直接的

方法就是說，你到底這個東西能不能有這樣子的產出，就有這樣經費的 suort。

(I，9，28-33；I，10，1-3) 

 

其實應該是說有技術的主管不想 release，那更高一層的人希望這些有技術的

人把這些技術留成一份類似不論是書面或者是….資料，可以這麼說副主任或組

長的人認為說你應該要將技術知識透過 e-learning留下來，那但是經理或者是你

的直接技術主管認為說這個地方可能會淪落為 e-copy這樣，所以就要你放些簡

單的東西應付應付就好。(J，3，25-30)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22--11--55：：受受訪訪者者表表示示對對於於工工研研院院前前瞻瞻技技術術知知識識((如如奈奈米米科科
技技))，，因因為為目目前前累累積積的的經經驗驗還還未未足足夠夠以以分分享享擴擴散散，，
加加上上有有許許多多的的 KKnnooww--hhooww仍仍待待做做好好智智慧慧財財產產權權保保
護護，，而而傾傾向向暫暫時時不不將將剛剛剛剛獲獲得得的的知知識識就就透透過過企企業業

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擴擴散散出出去去。。另另外外，，這這也也和和研研發發人人員員的的直直

接接主主管管的的態態度度有有關關，，直直接接主主管管對對於於 ee--lleeaarrnniinngg的的看看
法法越越負負面面，，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對對於於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也也傾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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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向敷敷衍衍了了事事。。  
 
經驗的話，可能在目前來講，目前並沒有把過去的一些執行經驗擺進來，我

覺得應該是奈米科技對我們來講也還是蠻新的啦，在這個領域來講，還沒有到 沒

有到可以講的地步。就我這邊來講，還是新了一點，還沒有足夠的經驗可以分享，

給這些來看課程的人。(C，6，3-11) 
 
嗯,，看啦，看程度，如果我覺得，如果是沒有太特殊，應該是會放一點。

就是說大概會告訴一些。但如果說，比如製造方法、技術，如果要一般介紹的話

還好，如果你要 touch到很深，到底要怎麼做，有些愈講愈深，那個就是程度問

題了。(I，5，1-4)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決決策策高高層層((訪訪談談代代號號：：MM))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企業數位學習對工研院是很有策略優勢的新業務，不僅要將其與

工業服務委託案結合，也要在科技研發專案當中置入相當的比重。 
我覺得這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件，因為至少我是覺得，對於企業

在一個競爭的大環境來看的話，擁有最先進最尖端的科技是最具策略

性的一件事情。所以說事實上，我們這些研發的成果也就是他們，可

以算是具有最高價值的事情，所以說我們假果可以把某個 job，就是
我們可以持續把最尖端，最競爭力的影響，最大一些知識的 content，
透過我們這個 e-learning這個方式去很有效的傳述給我們業界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機會點，為什麼是有了 e-learning這件事
情是對的，為什麼 e-learning對這件事這麼重要，因為事實上在沒有
e-learning以前，產業界它要真正去做有效的人才培訓是一件很困
難、很費力的事情。因為你任何一個單位，他有很多員工，他們都需

要培訓，這些員工散佈在不同的地方， 而且他一天工作，你不要說
八小時，說不定需要工作十小時、十二小時也不一定， 他這個，你
要把它工作時間拿掉，大家一起到一個課堂裡學習，甚至是在不同

location的場合調出來做這件事情，那個成本是非常非常昂貴的，可
是有了 e-learning這樣的一個工具之後，事實上就可以使得這個成本
降低非常多，那每一個人都可以使用他這個 available的時間去做這樣
一個 learning process，所以說像現在，譬如說像以前像 IBM，它已經
不把東西叫 training，它現在統統把它叫做 learning。意思是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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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該用自己的時間去執行，因為你如果不做這個 learning的話，其
他的同事相比的話，你就落後，所以這件事情因為有了 e-learning之
後，人才培育或者講一個非常完整的人才培訓才是一件可能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有 e-learning沒有 e-learning對這件事是一個非常大的事
情。（M，3，17-34；M，4，1-7） 

工研院未來朝向從只做前瞻科技研發，轉型為積極提供客戶更多

有附加價值的技術衍生服務。未來所提出的研發計畫，一開始就要把

產業界對於這項相關技術的人才培育的方式給考慮進去。 
如果以後我們在提研發計劃的話，當然可能四年計劃的時候，我們要做

e-learning, 就直接將它擺進去，也許是佔總計劃經費的百分之三至五，變成是每

年每年的研發成果的推廣的一部份。那研究人員就是 step by step將研發計劃所

累積下來的知識和技術慢慢的轉換成 e-learning，不會造成就是說到最後才發

覺，才來作。這樣子也會讓所有的計劃主持人，他在剛開始提這個計劃的時候，

就將可能幾年之後，產業界可能會需要怎樣的人才培育的方式或是人才培育的課

程，一併的考慮進去。所以這應該就是我們工研院將來要提供一個非常重要服務

的模式，那一定是的，像我們成立產業學院啊；或者是你不成立產業學院，你要

提供一個新的對我們顧客的一個服務項目的時候，這是非常 serious的事情，必

需要非常妥善的規劃把它丟在你最基礎的工作裡面。(M，5，25-34；M，6，1-6) 

 

(三)組織推動企業數位學習業務在執行上的問題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33--11--11：：受受訪訪者者指指出出組組織織推推動動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的的應應該該處處

理理的的問問題題，，包包括括了了：：11..  決決策策階階層層對對於於新新業業務務表表
現現強強烈烈的的企企圖圖心心和和執執行行力力、、22..  成成立立專專責責機機構構並並

且且落落實實溝溝通通、、33..  設設計計合合理理的的績績效效評評估估制制度度、、44..
  提提供供吸吸引引研研發發人人員員的的激激勵勵誘誘因因。。受受訪訪者者強強調調企企業業
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能能不不能能成成功功要要看看整整個個經經營營策策略略是是否否

能能夠夠因因應應調調整整，，以以及及決決策策高高層層的的態態度度與與行行動動能能否否

貫貫徹徹。。  
 
我覺得 e-learning做得好或不好，前提很重要，到底執行的人怎麼樣看待這

件事情。所以要回到一個組織怎麼樣看待這件事情，你說你要讓 e-learning課程

做出來是非常好的一個教材的話，你必需要讓執行的人，他把它定位在哪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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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是多少多少。對他來講，他的工作是擺多少的比重。(C，12，31-32；C，13，
1-4) 

 

對啊！對啊！因為，就是看嘛，如果 e-learning也是一個 business project，

那就看它到底帶進多少 revenue進來嘛,，那當然也是照比例分配，一個工時就是

這樣，那我們每天都要來填工時嘛，每天每個小時都填工時。那那個時間一樣啊，

我做這個 e-learning做出來，我花這個時間，我到底有沒有能夠支付我的最基本

的薪水。(I，10，6-10) 

 

我認為這個要搞清楚工研院策略和制度到底要怎麼搭配調整，那我自己的看

法喔，應該 e-learning是配角，那至於配角的比例多少？那這個就是學問啦！這

個到底要怎麼去調配，有實際面，有工研院每年的研發經費，因為我們的工時就

是這樣來的嘛，你做什麼研究，填什麼工時嘛，那 e-learning是不是有這樣的做

法？現在看不到嘛，而不是去擠壓你原來在做研究的工時，比如說我現在準備這

個課我也沒有拿出版室或任何單位的人事費，沒有嘛，所以還是在以 R&D為主。

(I，12，30-34；I，13，1-2) 
 
我覺得可能變成工研院要有個專門的機構在做這件事情，然後他們的

position要明確一點，也要有明確的策略和作法。現在好像也聽說有這樣的組織，

可是我們這邊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這個新業務組織主要來講就是解決這

些跟我們本業沒有關係的事情，那如果最後有需要提供一些 domain content的教

材，再來找我們這樣子。(N，11，11-15) 
 
譬如工研院要把這個當作是我們的新業務，整體策略要清楚，並且應該就要

有一個制度出來。那有沒有 extra激勵制度，那這個對原本我們的科專計劃或對

於那個工服計劃，本來各所都有一些激勵措施，那這個是可以，我們的主管們可

以去想想看，假如今天你要衝的是服務這一塊，那現在是幾乎沒有嘛！你希望它

快速的成長，工研院額外給一些激勵措施我覺得這個數位學習業務的推動是會有

幫助的。(P，10，2-8) 

 
我覺得因為我們都是來這邊工作的哦，如果根據以前的經驗或想法的話，其

實應該一開始還是要求啦。譬如說你現在要我們的最高階層設定我們的

e-learning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這樣啊，叫 quota或什麼，要做到這樣子。啊

你各所分配多少，那我想這個剛開始應該都是分下來的，有點強制性，那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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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業務量是分下來的，因為我們畢竟是來工作的。可是這種方式可能會，效果

可能不會很好，因為做的也許沒興趣或者怎麼樣，後續應該搭配一些激勵的制度， 

讓承接的人他不會把它當作一個負擔，他樂於承接這個事情。(P，10，17-25) 
 
當我們投入這些對外的 e-learning業務，而且只有立即看到績效的時候，應

該怎麼去協助願意參與的人，怎麼去 create一個績效表現的模式出來，並且和現

有的業務作搭配，協助他還能夠往新的方面發展，這從我們自己本身的人事制

度，我是覺得就應該去考量。但是目前很遺憾，工研院還看不到這種機制。那另

外對於主管應該用什麼心態去協助或去支持這種新的業務活動或這種可能有的

這種 case, 那主管的立場可能還是比較本位主義去照顧原有的業務，比如說作研

發的乖乖的不要亂跑；做工服的就給達到營業額就好。我們環安中心給每個研究

同仁每年三百三十萬的業績 quota，所以主管就硬要逼下面每個人都三百三十

萬，那這個他的權責，但是怎麼去管理或怎麼要求下面的人達到業績應該有一個

方法，而不是讓主管權力太大了，大到可以讓某個員工遭受到很大的挫折，我想

這個在工研院中是有這個現象。(Q，10，11-24)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課課程程體體製製作作廠廠商商((訪訪談談代代號號：：EE))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組織如果沒有執行力，空有再強的規劃能力、再好的實施策略，

一樣只能收事倍功半之效。 
如果我們看工研院，它的 technology和它的 know-how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這

個是 for sure的，以 e化的方式把這些技術知識 sale出去也是相當 satisfy的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就工研院來講，其實問題不會出現在市場的根本性。它的問題會

出現在執行面，就像我們講的，有太多公司它有非常正確的策略，非常強的規劃

能力，可是卻沒有執行力，它的 process execution有問題。一樣的例子發生在工

研院，工研院它是一個 6仟多人的 research team，那這些研發人員都有非常強的

專業，非常深的一些主觀的看法，那這樣的人如何用好這些 process、好的

technology來讓它的知識轉變成可以到市場去的商品，這個東西其實牽涉到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執行力因素，我們看過很多企業導入 ERP失敗的例子，那我覺得

business的 physical process 會失敗的原因和我們現在做這個 knowledge value 

added  process，其實是一模一樣的。人家 ERP怎麼成功，做 corporate e-learning

我們一樣都省不了；人家會怎麼失敗，我們一樣也躲不過，所以如果我們要做這

個企業數位學習，工研院終究看來是執行力的問題。(E，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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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需要合適的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44--11--11：：受受訪訪者者認認為為和和研研發發實實務務相相關關的的教教材材內內容容需需要要找找有有

豐豐富富工工作作經經驗驗的的研研發發人人員員來來參參與與；；大大部部分分與與基基礎礎

理理論論相相關關的的教教材材內內容容找找年年資資淺淺的的研研發發人人員員擔擔任任領領

域域內內容容專專家家即即可可。。  
 

ok，這部份我覺得是看你的內容，講義內容, 如果今天內客是屬於跟研發知

識會比較有關連性的話，我覺得去找一個工作經驗豐富，他在實作方面對這方面

他有非常多的經驗去做講師，會比較符合；但若你今天你的內容是屬於比較理論

性的，那種大部分在書本上都能找到知識的，我倒覺得可以去找一個不需要這麼

多工作經驗的。（B，12，25-29） 

 

入門課程，我覺得是不需要太資深的人去做就可以了，反而是比較…比較…

艱深的、專業的方面，可能需要比較專業的人來做。（B，12，32-33） 

 
我剛提到的就是說，為了要讓研發人員成為真正的領域內容專家專業化，可

能找一些經驗比較多，見識也比較廣的。也就是說他已經看過很多技術。找這些

人來參與。(C，14，26-28)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44--11--22：：受受訪訪者者認認為為研研發發人人員員要要參參與與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
除除了了在在自自己己的的研研究究本本業業上上面面努努力力精精進進之之外外，，也也需需

要要具具備備與與不不同同領領域域人人士士彼彼此此溝溝通通的的技技巧巧。。  
 

因為工程師大部份是面對自己，很少是面對群眾，所以說面對大家的話，我

覺得表達方面是很重要的。我認為研發工程師並不是埋頭苦幹而已，而且從另一

角度來講，他必需更積極去服務他人或 promote自已。我覺得工程師如果太過於

專注在專業上，最後會出現你不知如何跟別人去溝通，會發生這種問題，所以說

我覺得，在做 e-learning的好處，就是可以多去人家溝通， 就是將自己的想法

完整的表現給別人，對。（B，14，23-30） 
 

我想他可能必需要對於領域內所有講師的課程，可能自己都要去上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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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有辦法去真正去 answer這些問題，做一些 prescriptive的動作。那第二個就

是說，他可能要有一定的 knowledge或有足夠的能力去 judge說，這東西如果他

沒辦法回答，再 refer到講師，會不會對講師造成一些困擾，不知道說這個問題

問的是怎樣，就像我們的櫃台小姐有時接了電話就轉接到我這邊，講半天不知道

在幹嘛的這種。(D，13，25-30) 

 

他們通常都會做一些篩選，可是他們並沒有經過 training，也沒有這樣的

knowledge，一接到外面的詢問電話，聽到有關細胞相關的問題，我的電話就響

了，然後外面的客戶就問問問半天，後來才發現，跟我的東西完全不相關，會有

這樣子的狀況。所以我想做為這個 mentor或 facilitator，至少要對每個講師的內

容都蠻清楚, 他可能要廣, 但不用深，再加上簡單的一些諮商溝通或心理輔導。

(D，13，32-34；D，14，1-6) 
 

訪訪談談結結果果 33--44--11--33：：研研發發人人員員擔擔任任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的的學學習習輔輔導導業業師師需需要要
有有：：11..深深入入的的專專業業知知識識、、22..廣廣泛泛的的相相關關領領域域內內容容知知
識識、、33..豐豐富富實實作作的的經經驗驗、、44..接接受受過過表表達達技技巧巧和和心心理理
諮諮商商方方面面的的訓訓練練。。  

 
我覺得倒是需要一些表達技巧的訓練，譬如說如何將本身的意思讓聽眾可以

完全明白，自己的一些表達技巧，我覺得這方面如果有機會可以加強的話，是蠻

不錯的。（B，14，17-19） 

 

因為他們提出來的問題可能形形色色啊，所以一定有一些問題我不知道也答

不了的，像以前我的做法是假如我有興趣追根究柢，我就去想辦法找到答案嘛，

當作是充實自己，然後再告訴他們。如果我覺得這個問題不重要或怎麼樣，雖然

我也不知道，我就跟他講我不知道。(P，12，19-22) 

 

這個安全的工作本來就是一種整合性的知識，那除了自己對管理層面要功夫

下的比較大之外，對其它技術層面也要有瞭解。譬如說,，消防的啦、工業衛生

啦，輻射防護，這方面是我個人未來努力的目標，那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很艱深

的一個學術，那你如何去吸取裡面的經驗，然後再總合自己管理上的一個手法， 

然後推給業界，我想這是要必需要不斷的學習才有辦法，那另外對於 e-learning

的需求，也許可以再多方面去學習看人家怎麼做，展現出更好的效果，那未來如

果有拍攝過程，如果有新的東西出來，可以用新的去嘗試看看，所以在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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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也可以用這種方法。我想目前這種做法是現階後的，但技術不斷翻新應該

還有更前衛更先進的做法，這也許是我未來會去努力的一個目標。(Q，13，18-28) 

 

◎◎交交叉叉比比對對檢檢測測：：課課程程專專案案經經理理((訪訪談談代代號號：：GG))的的訪訪談談資資料料整整理理  
 

挑選研發人員擔任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領域內容專家需要考

量：1.參與意願高、2.個性有耐性、3. 知識領域具有個別特色。 
會覺得這個業務很煩的那些人我們就儘量不去打擾他, 那我們找來的是配

合意願比較高的、個性比較有耐性，對。(G，9，4-5) 
 

目前來講我們都是找最有特色的，像生醫中心裡面有幾個專案是比較有特色

的，他們本身做的東西其實也蠻有趣的。第一個就是要比較新的、比較熱門的； 

第二個就是說大家會比較有興趣想去暸解的，就像你講的，題目比較熱門的，等

於規劃之前就過濾過。比較熱門、比較有趣的，那大家上過後，也許就會提高他

再學習的興趣，所以我們接下去開的課程就可以重點是放在內容，加深它內容的

一個深度，跟它的廣度，對。(G，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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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研究概念構圖(三)：組織機構推動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

關鍵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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