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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分析 

在本章中，將採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針對回收之問卷資料進行統

計分析，以了解樣本於個案網站中的學習情況，並進行研究假設之修正與

檢視。 

於資料的統計分析程序中，首先乃將樣本資料予以進行必要的資料處

理，而後直接進行因素分析，將參考其他研究而得並依本研究需要加以刪

減、修改之問卷量表做一構面重整；其次，再將重整後的構面進行信度與

效度分析，藉此瞭解量表內容的一致性與穩定性。 

上述程序完成後，接著進行描述性統計分析，以瞭解樣本分配的情形，

及其於各項構面上的分佈情況；爾後，分別再以卡方檢定、平均數檢定、

變異數分析、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等統計工具，據以進行假設檢定，以

了解研究個案網站使用者之線上學習使用概況、學習成效，及其相關影響

因素之影響程度，期能建構線上學習成效影響因素之實證模式，提供後續

研究可供參考之基礎。 

第一節 因素分析與構面重整 

樣本資料回收後，首先進行資料之檢視與轉換，以確立後續統計分析

資料之正確性。由於本研究問卷發放採用線上問卷之形式，資料之登錄即

由問卷資料直接轉置而成，避免手動登錄的人為疏失，基此資料的正確性

應可信賴，僅需將部份問卷資料進行反向題處理，即可直接進行因素分析。 

於因素分析部分，本研究採取探索性因素分析，利用主成份分析法，

透過其正交轉軸的修正程序，避免變項間共線性的問題。原始資料進行因

素分析後，萃取特徵值不小於 1、因素負荷量大於 0.5，且題項與同一因素

中其他題項因素負荷量差距不超過 0.2 的因素作為後續檢定的基礎，其中

因素題項小於 2 題者亦予以刪除，以利達到以最少變項涵蓋最大解釋變異

量的目的，期使統計結果更容易呈現，並得以進行因素架構之驗證。 

因素分析結果，在自變項部分，共得到十項因素構面（教材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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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11），部份構面以其題項意涵重新命名，依因素解釋變異量大小排序，

分別為喜愛學習（自我導向學習）、環境支持、課程內容適切性、學習者

間互動性（互動性）、資訊先備經驗、資訊環境穩定性、主動學習（自我

導向學習）、網路使用便利性、與教學者間互動性（互動性），及效率學

習（自我導向學習）。在依變項部分，原自我認知學習成效之四項構面，

經因素分析後將此四項構面視為一整體，因此得出一項因素構面，乃依其

原因素名稱予以命名，即為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綜上所述，本研究因素分

析與信度考驗表詳見附錄一，而其摘要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因素分析與信度考驗摘要表 

項次 因素構面 解釋變異量 Cronbach’s α 
自變項 KMO=0.869／Bartlett 顯著性=0.000／Cronbach’s α=0.937 

1 喜愛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30.12 0.938 
2 環境支持 10.204 0.884 
3 課程內容適切性 6.857 0.897 
4 學習者間互動性（互動性） 5.276 0.824 
5 資訊先備經驗 4.313 0.558 
6 資訊環境穩定性 2.999 0.825 
7 主動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2.680 0.837 
8 網路使用便利性 2.531 0.454 
9 與教學者間互動性（互動性） 2.467 0.738 
10 效率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2.222 0.859 

依變項 KMO=0.904／Bartlett 顯著性=0.000／Cronbach’s α=0.953 
1 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70.438 0.953 

依據 Kaiser（1974）的觀點，研究者可從取樣適切性量數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值的大小來判別

研究設定之題項是否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如表 5-1 所示，本研究量表之自

變項 KMO 値為 0.869，依變項 KMO 值為 0.904，表示本研究的資料以因

素分析與主成份分析方式進行解析的適合度高，且 Bartlett 球形檢定之顯

著性皆為 0.000，亦表示本研究之資料能夠透過因素分析與主成份分析之方

                                                 
11 「教材呈現方式」在本研究中乃為教學要素中的一項因素，但因其採用使用者勾選單

一選項之方式加以衡量，因此無須與其他變項共同進行因素分析。基此，本研究於此處

並未將此一因素納入討論；僅於後文進行假設檢定時，再將其納入因素架構中，加以詳

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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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得到有效的分析結果。 

經因素分析後，因素架構大致上皆無太大變化，僅部份因素構面統整

合一，亦或有部分題項轉置於其他構面，以下簡述因素分析前後因素與構

面之變化。在依變項部分，原因素包含四項構面，經因素分析後，此四項

構面整合為一項整體概念，亦即因素本身，因此仍以自我認知學習成效予

以命名。 

在自變項部分，原有七項因素（教材呈現方式除外），共20個構面，

經因素分析後，因素項目雖未縮減，但構面減為10個，其中變項之架構大

致上符合原始架構之陳述，僅原「網站使用便利性」此一因素，其下題項

分布較為分散且多半解釋變異量較小，無法自成一因素；而原屬資訊環境

穩定性下的「網路使用便利性」，則於因素分析後自成一新的獨立因素，

而非僅為資訊環境穩定下的部份構面，深究其歸屬題項之意涵，乃予以沿

用上開名稱。此外，互動性中「與教材間互動性」亦因題項分散未成一獨

立因素構面；而自我導向學習特性中「學習動機」則於因素分析後所有題

項皆歸於喜愛學習此一因素構面之下，因而將之納入喜愛學習此一因素構

面中。綜上所述，本研究的因素架構於因素分析前後之對照表如表5-2及5-3

所示。 

表 5-2 依變項因素構面對照表 

原始因素架構 重整後因素架構 
 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Self-perceived learning effect） 

 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Self-perceived learning effect） 

 ◎反應評價（Reaction） 
◎知識內化（Learning） 
◎行為轉換（Behavior） 
◎績效貢獻（Results） 

 

註：●項目為因素，◎項目為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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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自變項因素構面對照表 
 原始因素架構 重整後因素架構 

 資訊環境穩定性 
（IT environment stability） 

 資訊環境穩定性 
（IT environment stability） 

 ◎電腦設備與網路使用便利性 
（Facility accessibility） 

 

 ◎系統穩定性（System stability）  
 ◎網路連線速度與品質 
（Networking speed and quality） 

 

 網站使用便利性（User convenience）  網路使用便利性（User convenience）
 ◎系統操作便利性 
（Operation convenience） 

 

資

訊

要

素 

 ◎介面設計友善性 
（Interface friendliness） 

 

 課程內容（Content） 
◎完整性（Integrity）  
◎實用性（Practicality）  
◎吸引力（Attractiveness） 

 課程內容適切性（Content 
adaptability） 

 教材呈現方式（Display type）  教材呈現方式（Display type） 
 互動性（Interaction）  互動性（Interaction） 
◎學習者間互動性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學習者間互動性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與教學者間互動性 
（Interaction with instructor） 

◎與教學者間互動性 
（Interaction with instructor） 

教

學

要

素 

◎與教材間互動性 
（Interaction with content） 

 

 環境支持（Support）  環境支持（Support） 
◎組織文化（Organization culture）  
◎主管支持（Support of supervisor）  

環

境

要

素 ◎同事支持（Support of colleague）  
 資訊先備經驗（IT experience）  資訊先備經驗（IT experience） 
◎電腦先備經驗（Computer experience）  
◎網路先備經驗（Internet experience）  

 自我導向學習特性 
（Self-directed learning） 

 自我導向學習特性 
（Self-directed learning） 

個

人

要

素 
◎效率學習（Efficient learner） 
◎喜愛學習（Love of learning） 
◎學習動機（Learning motivation） 
◎主動學習（Initiative learner） 

◎效率學習（Efficient learner） 
◎喜愛學習（Love of learning） 
◎主動學習（Initiative learner） 

註：●項目為因素，◎項目為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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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因素分析前後之因素及構面略有差異，因此乃就因素分析後

之結果據以修正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並略為更正研究假設之陳述，以利後

續研究分析之進行12。修正後之研究架構如圖5-1所示，修正後之研究假設

則直接於後文研究假設檢定表中進行陳述。 

 
 
 
 
 
 
 
 
 
 
 
 
 
 
 
 

圖 5-1 修正後之研究架構 

第二節 信度分析與效度分析 

在本節中，將進行問卷量表整體信度與效度之分析，以確定本問卷量

表題項及測驗結果之穩定度、可靠度與有效性。 

信度指的是一個量表能夠偵測到真實分數的程度，而信度估計是為評

估整個測驗穩定性與可靠度的檢驗策略。各種檢驗策略中，最常用的信度

估計法為 Cronbach（1951）所發展的 α係數（邱皓政，2002：3-6），因此

本研究亦以當前被廣泛採用的 Cronbach’s α係數作為本研究測量工具之信

度估計値。由量表整體觀之，Cronbach’s α値高達 0.957，由表 23 亦可知，

                                                 
12 即使因素分析前後，本研究之因素與構面略有變化，但仍不脫離原始架構之範疇，因

此研究架構與假設略為更動後，並非否定前述文獻檢閱及統整之有效性，此處應可將修

正之架構與架設視為理論與實證之融合，不啻更能表現出線上學習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影

響因素之真實樣貌。 

資訊 
要素 

教學

要素 

環境

要素 

個人

要素 

影響因素

 資訊環境穩定性 
 網路使用便利性 

 課程內容適切性 
 教材呈現方式 
 互動性 

 環境支持 

 資訊先備經驗 
 自我導向學習特性 

學習成效

自我認知

學習成效 

使用情況與人口統計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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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變項量表方面，Cronbach’s α値為 0.937，而於依變項量表方面，

Cronbach’s α値為 0.953。依 Bryman &Cramer（1997）對於量表信度的說

明，Cronbach’s α值在 0.8 以上，表示問卷調查之結果具有不錯的信度；且

根據 Gay（1992）的看法，Cronbach’s α值若在 0.9 以上，則表示該測驗或

量表的信度甚佳。因此，綜合而言，本研究之量表適於進行因素分析，並

具有良好的信度，因之後續統計分析據此量表為基礎，應具備相當程度之

可靠度與信賴度。 

此外，效度則指涉測量的正確性及有效性，其指測驗或其他測量工具

確實能夠測得其所欲測量之特質的程度，包含內容效度、表面效度、建構

效度，與效標關聯效度等。本研究測驗量表乃經縝密之文獻檢閱後整理而

得，內容涵蓋當前討論線上學習時的整體構面，題項包含適當的範圍與內

容，且可確實鑑別出所欲探討之變項特質的內涵，應具有良好的內容效度

與建構效度；其次，各題項之敘述，亦經詳細檢視與修正，使各題項之語

意與欲衡量之概念意義相符，並確保受試者得以完整了解每一題項所欲表

現之真實意義，同時依本研究之目的及社會大眾與一般研究者接受能夠具

體反應該項特定內涵的指標，設計簡化每一構面之題項，因此亦應具有良

好的表面效度與效標關聯效度。此外，經因素分析後，所得之結果亦與原

先建構之因素模式多所相符，基此亦可證明本研究之測量工具，確實具備

良好且精確的分析基礎。 

綜合而言，經由上述信度與效度之分析，可了解本研究之測量工具具

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亦即具備相當程度的一致性、穩定性，與有效性，

應可據此進行深入的統計分析無議。 

第三節 背景資料分析 

在本節中，將針對樣本基本資料、資訊使用習慣與線上學習概況三部

分進行描述統計性分析及交叉分析，以利了解樣本的背景資料，及其於其

他構面上的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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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料 

在本研究樣本基本資料（變項 1-8）中，於性別部分，以「女性」佔

55.3%的比例，略多於男性；在年齡部分，以「36-45 歲」者最多，佔樣本

總數的 44.1%；而在教育程度部分，則以「大學」畢業者最多，佔樣本總

數的 47.2%。 

在工作地點部分，以於「北部」工作者佔 60.9%為最多；機關別部份，

在「中央政府機關」任事者佔 51.6%為最多，其次為「地方政府機關」，佔

36.6%；在職務別部份，以「非主管人員」為多，佔 80.7%；而在職等部份，

則以「薦任 6-9 職等及簡任 10-14 職等」者較多，佔 62.7%，其次為「委任

1-5 職等」，佔 29.8%；最後，在公務年資部份，分佈較為平均，其中以「公

務年資 21 年以上者」略多，佔 24.2%，其次為「公務年資 16-20 年者」，

佔 23.0%，緊接為「公務年資 11-15 年者」，佔 21.1%，相差皆不太大。關

於本研究樣本基本資料部分，請參閱表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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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樣本基本資料次數分配表 

變項 類別 次數 百分比 
女 89 55.3% 

性別 
男 72 44.7% 
35歲以下 40 24.8% 
36-45歲 71 44.1% 年齡13 
46歲以上 50 31.1% 
專科以下 48 29.8% 
大學 76 47.2% 教育程度14 
碩士以上 37 23.0% 
北部 98 60.9% 

工作地點15 
非北部 63 39.1% 
中央政府機關 83 51.6% 
地方政府機關 59 36.6% 機關別16 
事業機構及學校機關 19 11.8% 
主管人員 31 19.3% 

職務別 
非主管人員 130 80.7% 
約聘僱 12 7.5% 
委任1-5職等 48 29.8% 職等17 
薦任6-9職等及簡任10-14職等 101 62.7% 
5年以下 25 15.5% 
6-10年 26 16.1% 
11-15年 34 21.1% 
16-20年 37 23.0% 

公務年資 

21年以上 39 24.2% 

                                                 
13 於原始樣本資料中，年齡共分為五組，但因勾選「25 歲以下」及「56 歲以上」兩組樣

本較少，為利後續資料分析，乃將「25 歲以下」與「26-35 歲」兩組合併，成為「35 歲

以下」此一組別，而「56 歲以上」則與「46-55 歲」合併，成為「46 歲以上」此一組別。 
14 於原始樣本資料中，教育程度共分為五組，但因「高中職以下」及「博士」兩組樣本

較少，為利後續資料分析，乃將「高中職以下」與「專科」兩組合併，成為「專科以下」

此一組別，而「博士」則與「碩士」合併，成為「碩士以上」此一組別。 
15 於原始樣本資料中，工作地點共分為五組，但因勾選「東部」及「離島」者較少，為

利後續資料分析，乃僅將工作地點區分為「北部」及「非北部」兩組。 
16 於原始樣本資料中，「事業機構」及「學校機關」兩組分別獨立，但因此兩組樣本資料

較少，故將其合併，以利後續資料之分析。 
17 於原始樣本資料中，職等共分為四組，但因「簡任 10-14 職等」此一組別樣本較少，為

利後續資料之分析，乃將其與「薦任 6-9 職等」合併，成為「薦任 6-9 職等及簡任 10-14

職等」此一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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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訊使用習慣 

 在樣本資訊使用習慣（變項14、15）方面，於每天使用電腦時數中，

以使用「4-6小時」者最多，佔樣本總數的37.9%，其次則為使用「7-9小時」

者，佔樣本總是的33.5%；而在每天使用網路時數中，則以「3小時以下」

佔42.9%及「4-6小時」佔41.6%為最多，由此可知樣本每天使用電腦的時數

雖不少，但於使用電腦時上網的時數由比例上而言卻不多。關於本研究樣

本的資訊使用習慣，詳請參閱表5-5。 

表 5-5 樣本資訊使用習慣次數分配表 

變項 類別 次數 百分比 
3小時以下 23 14.3%
4-6小時 61 37.9%
7-9小時 54 33.5%

每天使用電腦時數 

10小時以上 23 14.3%
3小時以下 69 42.9%
4-6小時 67 41.6%
7-9小時 17 10.6%

每天使用網路時數 

10小時以上 8 5.0%

參、線上學習概況 

 在線上學習的情況中，由數據資料可知，樣本每週上網學習時數（變

項16），以「5小時以下」者佔最多，為78.3%，相較於前述每天使用網路

時數而言，可以得知樣本雖然每週累積的上網時數不少，但其於上網時進

行線上學習的時數相對來說卻相當少。在針對研究個案網站的線上學習問

題中（變項9-12），在完成個案學習網站課程的次數方面，以「10次以下」

者最多，佔81.4%；在於個案網站最喜歡的課程類別方面，以「文書處理」

課程較受喜愛，佔33.5%，其次分別為「資料庫」及「網頁設計」；在本網

站中最常使用的討論功能方面，以選擇「無」的人最多，佔49.1%，顯示接

近半數的人並未使用討論的功能，但在有使用線上討論功能的使用者部

分，其最常使用的討論功能為「課程討論」，佔18.6%，其次為「線上討論」

及「郵寄助教」，分別各佔14.3%及10.6%；而在本網站最常使用的其他功

能部分，亦有接近半數的人選則「無」的選項，佔46.6%，但在有選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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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的使用者中，其最常使用的其他功能為「問卷投票」，佔22.4%，

而「行事曆」及「教務／問卷」則同時並列第二，各佔10.6%。由上述數據

資料可知，本研究個案網站的使用者，於線上學習時，較少使用除學習之

外的其他功能。 

 此外，在調查使用者於其他線上學習網站學習的情況中（變項17、18），

選擇同時正參與其他線上學習網站的課程者，共計45人，佔樣本總數的

28.0%，顯示有將近三成的使用者同一時間不只在一個線上學習網站中進行

學習活動。於同時參與其他線上學習網站的45位使用者中，有35人填寫出

其同時參與的線上學習網站名稱，其中最多人選擇與本研究個案學習網站

同時進修的前兩名線上學習網站分別為公務人力發展中心的「e等公務

園」，以及國家文官培訓所的「文官e學苑」，至於使用者亦同時參與的其

他線上學習網站，尚有網路文官學院、台北e大等，詳請參閱表5-6所示。 

表 5-6 使用者同時參與的其他線上學習網站 

網站名稱 網址 次數 百分比 
e 等公務園 http://elearning.hrd.gov.tw/ 18 43% 
文官 e 學苑 http://ecollege.ncsi.gov.tw/ 12 29% 
網路文官學院 http://elearning.nat.gov.tw/ 3 8% 
台北 e 大 http://elearning.taipei.gov.tw/ 2 6% 
故宮 e 學園 http://elearning.npm.gov.tw/ 1 2% 
傳統藝術中心數位學習網 http://ncfta.hilearning.hinet.net/ 1 2% 
水環境教育資源網 http://water.emc.nctu.edu.tw/ 1 2%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 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 1 2% 
FSI connect http://www.fsiconnect.org/ 1 2% 
LiveABC 互動英語教學網 http://www.liveabc.com/ 1 2% 
階梯數位學院 http://new.ladder100.com/ 1 2% 

 其次，在使用者於其他線上學習網站中最喜歡參與的課程類別方面，

最受青睞的是「語言類」及「資訊類」課程，分別皆佔26.1%，其次為「經

營管理類」及「生活科學類」課程，亦分別皆佔14.3%，此與樣本選擇同時

參與進修的其他線上學習網站之類別亦可相互呼應。關於本研究樣本於研

究個案網站及其他網站中進行線上學習之情況，請參閱表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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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樣本線上學習概況次數分配表 

變項 類別 次數 百分比 
10次以下 131 81.4%完成本學習網站課程

的次數18 11次以上 30 18.6%
文書處理 54 33.5%
網頁設計 26 16.1%
程式設計 5 3.1%
資料庫 28 17.4%
作業系統 9 5.6%
影像處理 18 11.2%

在本網站最喜歡的課

程類別 

其他 21 13.0%
課程討論 30 18.6%
線上討論 23 14.3%
群組討論 5 3.1%
議題討論 7 4.3%
郵寄助教 17 10.6%

在本網站中最常使用

的討論功能 

無 79 49.1%
問卷投票 36 22.4%
筆記本 8 5.0%
行事曆 17 10.6%
系統建議 5 3.1%
計算機 3 1.9%
教務／問卷 17 10.6%

在本網站中最常使用

的其他功能 

無 75 46.6%
5小時以下 126 78.3%
6-10小時 20 12.4%每週上網學習時數 
11小時以上 15 9.3%
是 45 28.0%是否同時正參與其他

線上學習網站課程 否 116 72.0%
經營管理類 23 14.3%
政策法規類 18 11.2%
語言類 42 26.1%
資訊類 42 26.1%
生活科學類 23 14.3%

在其他線上學習網站

中最喜歡參與的課程

類別 

其他 13 8.1%
                                                 
18 於原始樣本中，完成課程次數共分為四組，但因勾選「21-30 次」及「31 次以上」者

較少，為利後續資料分析，乃將此兩組與「11-20 次」合併，成為「11 次以上」此一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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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前述對於樣本背景資料單純之描述分析外，本研究於樣本資料中，

亦利用交叉表分析進行卡方檢定，經檢定結果亦可發現具有不同背景資料

之使用者，其資訊使用習慣及線上學習概況，亦有部份分佈存在明顯不同

之情況。 

 首先，在「每天使用電腦時數」方面，由樣本資料中可知，以男性、

越年輕、工作地點位於北部及中央政府機關、非主管人員、公務年資越淺

者，每天使用電腦的時數越高。於此處研究發現位於不同工作地點的使用

者，其每天使用電腦的時數具有顯著差異（χ2=12.117, p=0.007<0.05），其

中北部使用者每天使用電腦時數最高，每天使用電腦7小時以上者佔其全體

人數約六成，而非北部地區的使用者，每天使用電腦7小時以上者則僅約佔

其全體人數的三成比例。 

 而在「每天使用網路時數」中，數據顯示，以男性、較年輕、教育程

度較高、非主管人員、公務年資越淺者，每天使用網路的時數較高。於此

可發現不同年齡與公務年資者，每天使用網路的時數存在明顯的差異

（χ2=15.182, p=0.019<0.05; χ2=29.448, p=0.003<0.05），其中越年輕、公務

年資越淺的使用者，每天使用網路的時數明顯高於較年長、公務年資較長

的使用者，而公務年資較長的使用者，多半亦為較年長者，因此此一結果

亦與一般認為年輕的網路世代每天花費較長的時間於網路使用上的認知相

符。而每天使用電腦時數越長者，其每天使用網路時數亦明顯越長

（χ2=107.737, p=0.000<0.05）。 

 其次，在「完成個案學習網站課程次數」方面，由樣本資料可知，以

男性、越年長、工作地點不位於北部及位於地方政府機關、任職主管人員、

職等較高、每天使用電腦時數較低、每週上網學習時數較高、同時正參與

其他線上學習網站者，完成課程的次數較多。其中特別是擔任不同職務的

公務人員，其完成個案網站課程的次數具有明顯差異（χ2=10.206, 

p=0.001<0.05），由數據資料得知，擔任主管人員者，其完成課程次數較非

主管人員為高，且完成課程次數隨著職等升高而增加。除此之外，每週上

網學習時數越高者，其完成課程次數亦與每週上網學習時數較低者有顯著

不同（χ2=11.676, p=0.003<0.05），其中每週上網學習時數越高者，其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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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個案學習網站中所完成的課程次數亦越多。 

 而在「最常使用的討論功能」中，則可發現女性和男性明顯不同

（χ2=13.485, p=0.019<0.05），在女性使用者中，有接近六成的人從未使用

個案學習網站上的討論功能，其中有使用討論功能者，則以「郵寄助教」

及「課程討論」兩者較多；而男性從未使用討論功能者僅佔四成，且有使

用討論功能者以「課程討論」及「線上討論」兩者明顯較多，由此可看出

於線上學習時，男性可能比女性喜歡進行討論，且其討論方式較傾向公開

討論的方式，而不像女性較喜歡以較隱密的方式郵寄問題進行討論。 

 此外，雖本研究樣本中以未使用討論功能者為多，但有部分使用者卻

非如此，由統計資料觀之，擔任主管職務者，約有三成多的使用者較常使

用課程討論之功能進行討論，其未使用討論功能者僅近三成；但於未擔任

主管職務者，則可發現約有五成多的使用者並未使用討論功能，此處亦可

推測擔任主管職務者，或因任職主管職務需要，於日常事務中較有主動尋

求問題解決方案之精神，因而於線上學習時，亦較非主管人員積極尋求支

援，由此足見不同職務之需求，乃將引導個人之行為模式與自我發展。 

 最後，於「每週上網學習時數」中，數據顯示，以男性、年齡越高、

主管人員、公務年資越高、每天使用網路時數越高者，其上網學習時數越

高。由統計資料亦發現，同時參與其他線上學習課程者，其每週上網學習

時數與未參與其他線上學習課程者存在顯著差異（χ2=9.668, 

p=0.008<0.05），同時參與其他線上學習課程者，其每週上網學習時數明顯

較為參與其他線上學習課程者為高。 

 而「同時參與其他線上學習課程者」，由統計資料可知，以女性、工作

地點位於中央政府機關、主管人員，及職等越高者較多。其中女性約有三

成比例同時參與其他線上學習網站的課程，男性則約佔兩成比例；且在其

他學習網站中最喜歡參與的課程類別中，女性以語言類課程所佔的比例較

高，而男性則較喜歡資訊類的課程。此外，主管人員偏好資訊類、語言類，

及經營管理類之課程者皆較非主管人員為多，而非主管人員則對於政策法

規及生活科學類之課程有較主管人員為高的偏好程度。研究亦發現不同教

育程度者，最常參與其他線上學習網站的課程類別亦有明顯不同（χ2=1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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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4<0.05）。其中，具專科及大學程度者，較常參與語言類及資訊類的

課程，而具碩士學歷以上的使用者，除前述兩類課程外，亦於經營管理類

的課程有較高的參與率。 

第四節 假設檢定 

在本節中，將以研究問題為基礎，並依研究架構之陳述，藉由卡方檢

定、ANOVA 變異數分析、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等統計考驗進行統計分

析，期能了解研究個案使用者的學習成效，並深入探討相關影響因素，最

後則進行研究假設之驗證。 

壹、線上學習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分析 

 在進行假設檢定前，首先將進行樣本自我認知學習成效之分析，同時

並試圖了解其對各自變項的評價與表現。 

表 5-8 各變項描述統計資料表 

項次 要素 變項與構面 平均數 標準差 
依變項 

 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3.675 0.697 
自變項 

1 資訊 資訊環境穩定性 3.463 0.803 
2 資訊 網路使用便利性 3.696 0.959 
3 教學 課程內容適切性 3.605 0.621 
4 教學 學習者間互動性（互動性） 3.199 0.673 
5 教學 與教學者間互動性（互動性） 3.242 0.824 
6 教學 最喜歡的教材呈現方式 次數分配資料詳如表 19 
7 環境 環境支持 2.925 0.808 
8 個人 資訊先備經驗 3.693 0.758 
9 個人 喜愛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4.306 0.661 
10 個人 主動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3.930 0.710 
11 個人 效率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3.745 0.687 

 經描述性統計分析後，由表5-8可知，樣本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平均數

為3.675，顯示樣本大致上來說具有良好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此外，樣本

對於各自變項的評價及於其間的表現尚謂良好，其中樣本於自我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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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喜愛學習」分數最高，平均數為4.306，且樣本平均數最高的前三

項皆落於自我導向學習此一因素中，顯示樣本的自我導向學習特性相當

高；樣本分數最低者，則為環境支持，其平均數為2.925，表示樣本在從事

線上學習活動時，所受到的環境支持度相對於其他因素而言較低。 

 而由表5-9可知，在樣本最喜歡的教材呈現方式中，以喜歡「以圖形或

動畫，加上文字及旁白的方式呈現」者最多，佔59.0%，其次為「以圖形或

動畫加上文字的方式呈現」及「以圖形或動畫加上旁白的方式呈現」，亦

可推知樣本於進行線上學習時，較樂於多重感官刺激的享受。 

表 5-9 最喜歡的教材呈現方式」次數分配表 

選項 次數 百分比 
僅以圖形或動畫、文字或聲音單一方式呈現 12 7.5% 
以圖形或動畫加上旁白的方式呈現 25 15.5% 
以圖形或動畫加上文字的方式呈現 29 18.0% 
以圖形或動畫，加上文字及旁白的方式呈現 95 59.0% 

 此外，將樣本背景變項納入考量，經變異數分析後發現，不同工作地

點及不同公務年資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程度亦有顯著不同。 

 在工作地點方面，由統計數據可知，在不同工作地點的線上學習者，

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顯著差異，其中工作地點不位於北部的線上學習

使用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顯著高於工作地點位於北部的線上學習使用

者（F=7.804, p=0.006<0.05）。此外，若以原始樣本中工作地點分為五區之

資料觀之，其平均數分配仍可提供一些思考空間。由表5-10及圖5-2可知，

以北、中、南三區觀之，樣本資料有越往南部、使用者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越高的趨勢。深入探究，發現工作地點越往南部者，其對資訊環境穩定性

及課程內容適切性的認同度較高，且其環境支持度與自我導向學習特性其

亦較高，特別更是具有主動學習的精神。由此可知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於工

作地點不位於北部的使用者身上較高並非偶然，而是導因於其他複雜的影

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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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不同工作地點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描述統計量 

平均數的 95% 
信賴區間 

工作

地點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最小值 最大值 

北部 98 3.554 0.732 0.074 3.407 3.701 1.00 5.00 
中部 27 3.759 0.556 0.107 3.539 3.979 2.70 4.60 
南部 28 3.943 0.606 0.115 3.708 4.178 2.80 5.00 
東部 5 4.120 0.733 0.328 3.210 5.030 3.20 5.00 
離島 3 3.600 0.693 0.400 1.879 5.321 2.80 4.00 
總和 161 3.675 0.697 0.055 3.566 3.783 1.00 5.00 

3.554

3.759

3.943

4.12

3.6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
4.1
4.2

北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離島

工作地點

平均數 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平均數

 

圖 5-2 不同工作地點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平均數圖 

 除上述工作地點外，於公務年資此一變項中，統計數據亦顯示，公務

年資之高低，對於線上學習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顯著差異

（F=4.044, p=0.004<0.05）。由表5-11可知，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最高者為年

資16-20年者，而最低為年資5年以下者，以Scheffe法進行事後檢定，發現

此兩者間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出現顯著差異，而其他組別間則無。且由圖

5-3亦可看出，自我認知學習成效伴隨公務年資的成長而增加，直至年資21

年以上此一組別，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才轉而略為減少。從年齡與自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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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學習成效間的關係，亦可看出此一趨勢，雖其並未達到顯著差異，但經

由變異數分析結果，得知年齡越大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確實越高。一

般說來，公務年資較高者，其年齡通常亦較高，因此結合年齡與公務年資

之分析結果，發現研究樣本似有越年長且公務年資越高者，自我認知學習

成效越高的趨勢。 

表 5-11 不同公務年資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描述統計量 

平均數的 95% 
信賴區間 公務年資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最小值 最大值

5 年以下 25 3.256 0.695 0.139 2.969 3.543 1.20 4.40 
6-10 年 26 3.565 0.655 0.128 3.301 3.830 2.50 5.00 
11-15 年 34 3.676 0.811 0.139 3.394 3.959 1.00 5.00 
16-20 年 37 3.914 0.609 0.100 3.710 4.117 3.00 5.00 
21 年以上 39 3.787 0.585 0.094 3.598 3.977 2.30 5.00 

總和 161 3.675 0.697 0.055 3.566 3.783 1.00 5.00 

3.256

3.565

3.676

3.914

3.787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5年以下 6-10年 11-15年 16-20年 21年以上

公務年資

平均數 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平均數

圖 5-3 不同公務年資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平均數圖 

 根據上述結果，深入剖析，發現公務年資較高者，其雖資訊先備經驗

較少、網路使用便利性較低，但其對於課程內容適切性的認同度相當高，



 

 74

與公務年資較低者具有顯著差異（F=4.069, p=0.004<0.05），且其在環境支

持度、互動性、喜愛學習與主動學習方面皆較公務年資較低者為高，亦有

每週上網學習時數越高的傾向，因此造成其與公務年資較低者，自我認知

學習成效存在顯著差異的情況。雖於資料得知，學習者年資至21年以上時，

其於部分面向皆有較前一階段分數為低的情況，但由於此一時期的使用者

已接近退休階段，因此可能造成學習動機減弱的情況，但由整體趨勢觀之，

應可由前述分析解釋此一結果無議。 

 綜合而言，在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方面，本研究的樣本具備良

好之表現，深入解析，發現其中以女性、年齡較高、教育程度較高、工作

地點不位於北部、於地方政府機關工作、擔任主管人員、公務年資較高、

完成課程次數較多、較喜愛單一課程呈現效果、每天使用網路時數較少，

及同時正參與其他學習網站課程者，相較於各變項中其他選項而言，皆為

自我認知學習成效較高者。 

 其次，於自變項的表現方面，由上述資料可知，樣本對於各自變項的

評價由平均數看來皆不差，亦可得知樣本具有優秀的自我導向學習特性，

並且擁有不錯的網路使用便利性與資訊先備經驗，其喜歡多元的教材呈現

方式，且對於研究個案學習網站的課程內容適切性及資訊環境穩定性頗為

認同。相較於上述變項而言，樣本對於互動性的評價較低，且對於環境支

持較不認同，顯示若欲加強樣本使用者對於線上學習的支持，應加強線上

學習網站的互動機制之誘因，並提高其環境支持度，方能使其參與線上學

習的動機更為提升。 

貳、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影響因素分析 

此處將依研究架構之陳述，藉由相關分析及 ANOVA 變異數分析等統

計考驗，深入探討各個自變項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間的關係，進而了解各

自變項是否對於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造成顯著影響，並試圖將背景變項納入

考量，與自變項進行二因子 ANOVA 變異數分析，據以了解背景變項與自

變項間的交互效果。最後，則將採用迴歸分析，以利驗證各自變項是否確

實為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預測因素，從而建立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預測模

型，促使線上學習機制重視各該因素，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品質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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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探討自變項與依變項因果關係之前，將先進行相關分析。在

相關分析中，一般認為，相關係數在 0 與 0.3 間，表示低度相關；相關係

數在 0.3 與 0.7 間（含 0.3），表示中度相關；而相關係數在 0.7 與 1 間（含

0.7），表示高度相關（馬秀蘭等，2004：184）。因此於本研究中，在自

變項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關係方面，由表 5-12 可知，除「最喜歡的教材

呈現方式」此一因素未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相關外，其餘因素皆

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有顯著的低度、中度，甚至高度相關性。 

表 5-12 各自變項因素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相關分析 

項次 要素 自變項名稱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1 資訊 資訊環境穩定性 0.637 0.000** 
2 資訊 網路使用便利性 0.243 0.002** 
3 教學 課程內容適切性 0.807 0.000** 
4 教學 最喜歡的教材呈現方式 0.052 0.515 
5 教學 學習者間互動性（互動性） 0.372 0.000** 
6 教學 與教學者間互動性（互動性） 0.458 0.000** 
7 環境 環境支持 0.284 0.000** 
8 個人 資訊先備經驗 0.161 0.042* 
9 個人 喜愛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0.616 0.000** 
10 個人 主動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0.582 0.000** 
11 個人 效率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0.572 0.000** 

**顯著性<0.01 
*顯著性<0.05 

其次，本研究欲了解各自變項對於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是否確實造成顯

著差異，為利統計分析，乃先將自變項各因素予以分為低、中、高三組，

再進行其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單因子 ANOVA 變異數分析。由表 5-13

可知，經由變異數分析後，各自變項中，僅「最喜歡的教材呈現方式」與

「資訊先備經驗」並未對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產生明顯差異，而其餘因素則

皆會因為程度的不同，而對於線上學習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造成顯

著的影響。 

 

 



 

 76

表 5-13 各自變項因素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變異數分析 

項次 要素 自變項名稱 自由度 F 檢定 顯著性 

1 資訊 資訊環境穩定性 2 36.479 0.000** 
2 資訊 網路使用便利性 2 3.550 0.031* 
3 教學 課程內容適切性 2 68.257 0.000**  
4 教學 最喜歡的教材呈現方式 2 2.381 0.072  
5 教學 學習者間互動性（互動性） 2 5.388 0.005**  
6 教學 與教學者間互動性（互動性） 2 15.798 0.000**  
7 環境 環境支持 2 9.152 0.000**  
8 個人 資訊先備經驗 2 1.979 0.142  
9 個人 喜愛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2 19.389 0.000**  
10 個人 主動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2 15.762 0.000**  
11 個人 效率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2 14.703 0.000**  

**顯著性<0.01 
*顯著性<0.05 

前述相關分析與變異數分析，皆為有利整體認知而進行之宏觀比較，

然下文將依據研究架構之陳述，分項探討各自變項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間

的關係與影響，並逐步進行研究假設之驗證。此外，除了解自變項各因素

本身對於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影響程度外，本研究亦將背景變項納入分析

架構，探討背景變項與自變項間的關係，及其兩者間對於自我認知學習成

效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因此於部分因素中，將進一步以二因子 ANOVA 變

異數分析進行分項探討，以期能夠更為深入了解造成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差

異之原因。 

一、資訊要素 

在資訊要素中，根據修正後之研究架構，將討論「資訊環境穩定性」

及「網路使用便利性」此兩項因素對於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影響程度，及

其與其他變項間的交互作用。 

1、資訊環境穩定性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在資訊環境穩定性方面，藉由前述相關分析，可得知資訊環境穩

定與否，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正向相關（r=0.637, p=0.000<0.05）。

且根據 ANOVA 變異數分析結果，亦得出其組間效果的考驗達到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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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F=36.479, p=0.000<0.05），而各組間的差異經事後比較亦發現皆

達顯著差異，顯示不同程度的資訊環境穩定性確實會明顯影響使用者

的學習成效；其中，資訊環境穩定性越高時，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

成效越高，而資訊環境穩定性越低時，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則

越低。 

由上述統計考驗可得知，資訊環境穩定性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

有顯著正向相關，且其差異亦對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造成顯著影響，因

此本研究假設 H1「資訊環境穩定性會影響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表現，

且與其具有顯著正向相關」應可成立。 

此外，當樣本背景不同時，所認知的資訊環境穩定性有所不同，

且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亦有所差異。研究發現年齡越高、擔任主管、

公務年資越高、每週上網學習時數越少、未於其他線上學習網站參與

課程者，其對資訊環境穩定性的評價越高。此處似可隱約看出較不常

使用資訊設備，如電腦、網路者，其對於資訊環境穩定性的評價越高，

如前述較年長、擔任主管、公務年資較高、每週上網學習時數較少者，

皆為每天使用電腦或網路時間較少者。推測其原因，一般而言，越常

接觸資訊設備者，其對資訊設備的了解較多，且對資訊設備即時回應

性的要求較高，若其資訊環境一有延宕，此類使用者可能旋即認為資

訊設備相當不穩定；而若同樣情況發生在較不常使用電腦或網路的使

用者身上，或許此類使用者將因較不熟稔資訊知識而較具耐心，願意

等候資訊設備自動重新修正，而非於當下立刻判定其乃歸因於資訊環

境不穩定所造成，從而產生上述分析結果之差異。 

除上述背景資料外，研究亦發現工作地點與機關別對於資訊環境

穩定性的認知具有明顯不同。在工作地點方面，不同工作地點的使用

者，其對資訊環境穩定性的評價有顯著差異（F=8.718, p=0.004<0.05），

其中工作地點不位於北部的使用者，對於資訊環境穩定性的評價顯著

高於工作地點位於北部的使用者，且有越往南部，對於資訊環境穩定

性評價越高的趨勢。在機關別方面，任職於不同機關的使用者，其對

資訊環境穩定性的認知亦有顯著不同（F=3.488, p=0.033<0.05），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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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於地方政府機關的使用者，認為資訊環境穩定性最佳，其次則為

中央政府機關的線上學習使用者。 

此外，經變異數分析後，發現完成學習網站課程次數與資訊環境

穩定性的交互作用皆達到顯著（F=5.060, p=0.007<0.05）。分析其單純

主要效果，得知在完成學習網站課程次數 10 次以下及 11 次以上的樣

本中，其單純主要效果皆具有顯著性（F=29.021, p=0.000<0.05; 

F=10.381, p=0.000<0.05）。經事後檢定，發現完成學習網站課程次數

10 次以下此一組別其組間兩兩比較皆達顯著；而在完成學習網站課程

次數 11 次以上此一組別中，則僅認為資訊環境穩定性普通及較高者未

達顯著，其餘亦皆達顯著水準，顯示在此類樣本中，資訊環境穩定性

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顯著，若資訊環境越穩定，其學習成效也會越高。

且其中認為資訊環境穩定性普通及較高者，其完成學習網站課程的次

數較多；而認為資訊環境穩定性較低者，其完成學習網站課程的次數

即較少，由此亦可知資訊環境穩定性對於使用者從事線上學習時的重

要性。 

綜上所述，可得知資訊環境穩定性確實是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一

項重要影響因素，資訊環境的穩定性與否，能夠明顯造成線上學習使

用者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差異。基此，如欲提高線上學習使用者的自

我認知學習成效，應盡力使線上學習所需的資訊設備達到較穩定的基

礎，其包含線上學習機制的後台設備，以及使用者上線的個人資訊配

備，如此方能使線上學習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達到一定程度的

水準，進而提高線上學習的品質與學習成效。 

2、網路使用便利性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在網路使用便利性方面，由前述相關分析中可知，網路使用便利

性高低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正向相關（r=0.243, p=0.002<0.05），

且根據 ANOVA 變異數分析結果，可知其組間效果的考驗達到顯著水

準（F=3.550, p=0.031<0.05），經事後比較發現，網路使用便利性較高

者與網路使用便利性較低者間的差異達到顯著水準，顯示不同程度的

網路使用便利性確實會影響使用者的學習成效，當網路使用便利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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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時，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越高，而網路使用便利性越低時，

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則越低。 

由上述統計考驗可得知，網路使用便利性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

有顯著正向相關，且其差異亦對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造成顯著影響，因

此本研究假設 H2「網路使用便利性會影響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表現，

且與其具有顯著正向相關」應可成立。 

另一方面，當樣本背景不同時，其網路使用便利性的高低，及對

於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影響亦有所不同。由數據資料得知，以男性、

教育程度較高、工作地點位於北部及地方政府機關、完成個案學習網

站課程次數較多、同時於其他線上學習網站參與課程者，其網路使用

便利性較高。且經統計分析發現，不同機關別的線上學習使用者，其

網路使用便利性具有顯著差異（F=3.753, p=0.026<0.05），其中任職於

地方政府機關的使用者，網路使用便利性最高，緊接為中央政府機關

的線上學習使用者。 

此外，經變異數分析後，發現公務年資及每天使用電腦的時數與

網路使用便利性間的交互作用皆達到顯著（F=2.845, p=0.006<0.0; 

F=2.532, p=0.006<0.05），分析其單純主要效果，發現公務年資 6-10

年、11-15 年，及 16-20 年的樣本中，其單純主要效果具有顯著性

（F=3.816, p=0.037<0.05; F=4.296, p=0.023<0.05; F=5.914, 

p=0.006<0.05），經事後檢定發現，公務年資 11-15 年者，其網路使用

便利性較低與普通者對於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有顯著差異，而公務年資

16-20 年者，其網路使用便利性普通與較高者對於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有顯著差異。在每天使用電腦時數部分，分析其單純主要效果，發現

僅有使用電腦 4-6 小時者，其單純主要效果達到顯著，且經事後比較，

得知其中網路使用便利性較低者與較高者具有顯著差異。 

綜上所言，可知網路使用便利性乃為影響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一

項重要因素，網路使用便利性較高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較高；網

路使永便利性較低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即較低。此外，網路使用

便利性亦與部分背景變項產生顯著的交互作用，由此可知，於特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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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中，網路使用便利性更容易對於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產生差異性的影

響。基此，為使自我認知學習成效保持一定水準，乃應提升使用者的

網路使用便利性，使其得以隨時進行線上學習，因而提升學習動機與

學習成效。 

二、教學要素 

在教學要素中，根據修正後之研究架構，將討論「課程內容適切性」、

「教材呈現方式」與「互動性」（包含「學習者間互動性」及「與教學者間

互動性」兩構面）此三項因素對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影響程度，及其與其

他變項間的交互作用。 

1、課程內容適切性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在課程內容適切性方面，經前述相關分析得知課程內容適切與

否，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正向相關（r=0.807, p=0.000<0.05），且

根據 ANOVA 變異數分析結果，可知其組間效果的考驗達到顯著水準

（F=68.257, p=0.000<0.05），而各組間的差異經事後比較亦發現皆達顯

著水準，表示課程內容適切性的高低，將會影響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

習成效；其中，課程內容適切性越高時，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越高，課程內容適切性越低時，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則越低。 

由上述統計考驗可得知，課程內容適切性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確

實具有顯著正向相關，且其差異亦對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造成顯著影

響，因此本研究假設 H3「課程內容適切性會影響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

表現，且與其具有顯著正向相關」應可成立。 

此外，當樣本背景不同時，其對於課程內容適切性的評價有所差

異，且對於學習成效的交互影響亦有所不同。由統計數據中，可得知

女性、較年長、工作地點不位於北部、擔任主管職務、公務年資較高、

完成課程次數較多、同時於其他線上學習網站參與課程者，對課程內

容適切性的評價較高。其中更可看出不同公務年資的線上學習使用

者，對於課程內容適切性的認知有顯著差異（F=4.069, p=0.004<0.05），

公務年資越高者，對於課程內容適切性的評價顯著高於公務年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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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其次，經變異數分析後，發現完成學習網站課程的次數與課程內

容適切性的交互作用皆達到顯著（F=3.890, p=0.022<0.05），分析其單

純主要效果，得知在完成學習網站課程次數 10 次以下及 11 次以上的

樣本中，其單純主要效果皆具有顯著性（F=64.968, p=0.000<0.05; 

F=11.504, p=0.000<0.05）。經事後檢定，發現完成學習網站課程次數

10 次以下此一組別其組間兩兩比較皆達顯著；而在完成學習網站課程

次數 11 次以上此一組別中，則僅認為課程內容適切性普通及較高者未

達顯著，其餘亦皆達顯著水準。此一結果顯示課程內容適切性對於學

習成效的影響顯著，若課程內容較為適切，則使用者的學習成效也會

較高。。 

綜合言之，可知課程內容適切性對於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影響相

當顯著，課程內容適切性越高，學習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也越高，

反之亦然。因此，為使線上學習使用者提高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應將

線上學習發展之重點置於線上學習的課程內容，使之具有吸引力與實

用性，並能貼近使用者的實際需求，方能提高使用者的課程完成度與

持續力，並得以提升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2、教材呈現方式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在教材呈現方式中，經前述相關分析與 ANOVA 變異數分析結果

得知，其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並不具有顯著相關，亦對其不產生顯著

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 H4「教材呈現方式會影響線上學習成效的表

現」應不成立。 

然而，雖教材呈現方式此一變項並未對學習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

效造成顯著影響，且與其並不顯著相關，但仍可藉由其平均數之分佈，

探知其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間的關係。由表 5-14 可知，使用者最喜歡

的教材呈現方式為「以圖形或動畫，加上文字及旁白的方式呈現」，此

為最多元的教材呈現方式，但選擇此一組別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並非最高。由表中可得知，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最高者，為選擇「僅以

圖形或動畫、文字或聲音單一方式呈現」者，雖於此處並未有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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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之統計數據足以顯示選擇最單純的教材呈現方式者，其自我認知

學習成效可能較高，但於解釋本研究個案樣本資料時，應可說明在本

研究個案中，自我認知學習成效較高者，是為選擇教材呈現方式較單

純者，其次才為選擇教材呈現方式較多元者。 

表 5-14 不同教材喜愛呈現方式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描述統計量 

平均數95%
信賴區間 

最喜歡的 
教材呈現方式 

個數 
平均

數 
標準

差 
標準

誤 
下界 上界

最小

值 
最大

值 

僅以圖形或動畫、文字

或聲音單一方式呈現 
12 3.908 0.740 0.214 3.438 4.379 2.80 5.00 

以圖形或動畫加上旁

白的方式呈現 
25 3.528 0.537 0.107 3.306 3.750 2.60 4.90 

以圖形或動畫加上文

字的方式呈現 
29 3.441 0.691 0.128 3.179 3.704 2.00 5.00 

以圖形或動畫，加上文

字及旁白的方式呈現 
95 3.755 0.714 0.073 3.609 3.900 1.00 5.00 

總和 161 3.675 0.697 0.055 3.566 3.783 1.00 5.00 

承上所述，由此一平均數之分布或可推測，自我認知學習成效較

高者，其對於教材呈現方式的選擇呈現兩極化的情況，若非較喜愛最

單純的單一呈現方式，即是較喜愛最活潑的多元呈現方式，而較喜愛

中庸的呈現方式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則較其他兩者來說相對較低。 

若將背景變項納入分析，可發現網路使用便利性不同的使用者，

其偏愛的教材呈現方式存在顯著差異（χ2=15.939, p=0.014<0.5）。其中

網路使用便利性較高者，明顯較偏好單一的教材呈現方式，而網路使

用便利性較低者，則較偏好多元的教材呈現方式。 

此外，年齡較高者，選擇較喜愛單一方式及多元方式呈現者，其

比例皆較年齡較低者多，相較之下，年齡越低者，越喜愛選擇介於兩

者間的中庸的教材呈現方式，由此可發現年齡不同者，其偏愛的教材

呈現方式有所不同；其次，使用電腦時數較多及資訊先備經驗較高者，

較偏好多元的教材呈現方式，而使用電腦時數較少及資訊先備經驗較

低者，則較偏好單一的教材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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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資料分析結果，可知教材呈現方式並未對於自我認知學習成

效造成顯著影響，並不與其具有顯著相關。然而，藉由前述分析部份

族群對於教材呈現方式的不同偏好程度，或可作為線上學習網站定位

及確認目標客群的參考依據，進而設計客製化的教材內容與呈現方

式，提高使用者的參與動機與滿意。 

3、互動性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在互動性方面，將依「學習者間互動性」及「與教學者間互動性」

兩項構面進行分析。首先，相關分析後，可得知互動性的此兩項構面，

皆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正向相關（r=0.372, p=0.000<0.05; r=0.458, 

p=0.000<0.05）；且依據 ANOVA 變異數分析結果，得出此兩項構面

其組間效果的考驗皆達顯著水準（F=5.388, p=0.005<0.05; F=15.798, 

p=0.000<0.05）。經事後比較分析，在學習者間互動性此一構面中，互

動性較低及較高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顯著差異；而在與教學

者間互動性此一構面中，則是互動性較低與較高者，及互動性普通與

較高者間，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皆具有顯著差異。綜合而言，若學習

者間互動性越高，則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越高，而使用者與教學者間

的互動性越高，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亦越高，顯示互動性的高低，實

為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影響因素之一。 

由上述統計考驗可得知，互動性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確實具有顯

著正向相關，且其差異亦對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造成顯著影響，因此本

研究假設 H5「互動性會影響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表現」、H5-1「學

習者間互動性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顯著正向相關」，及 H5-2「與

教學者間互動性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顯著正向相關」皆應可成立。 

此外，當樣本背景不同時，會影響互動的程度，且對學習成效亦

會造成不同的影響。由數據分析可知，以男性、較年長、教育程度較

低、未擔任主管職務、職等較低、公務年資較高者，與其他學習者間

的互動性較高；而與教學者間互動性高者，則以男性、較年長、教育

程度較低、擔任主管職務、公務年資較高者為主。其間可觀察出，擔

任主管職務與否，其對於互動性的偏好型態有所不同，擔任主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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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傾向與教學者互動，希冀藉由教學者的引導，協助問題的解決，

隱含較欲服膺於權威者專業知識之傾向，或可說明其較擅於人際間的

垂直溝通；而未擔任主管職務者，則較樂於與其他學習者間互動，相

對而言較不傾向直接與教學者進行溝通，亦或較善於人際間的水平溝

通。 

其中，由統計資料可知，年齡及教育程度對於學習者間互動性有

顯著差異（F=4.414, p=0.014<0.05; F=3.243, p=0.042<0.05），年齡越高

及教育程度越低者，其學習者間互動性明顯高於年齡較低及教育程度

較高者。且上述亦發現年齡越高及教育程度越低者，其與教學者間互

動性均較越年輕及教育程度越高者為高，雖並未達到顯著水準，但仍

呈現此一趨勢，由此可知，年齡越高者及教育程度越低者，其於線上

學習時，較越年輕及教育程度越高者，更能把握與其他學習者及教學

者間的互動機會。 

另一方面，數據亦顯示出在研究個案網站最常使用的討論功能不

同者，其本身的互動性亦存在顯著差異（F=2.560, p=0.029<0.05; 

F=9.272, p=0.000<0.05）。學習者間互動性較高者，明顯較常使用議題

討論、群組討論，及線上討論功能，而較少使用郵寄助教及課程討論

功能。與教學者間互動性高者，則明顯最常使用郵寄助教的討論功能；

且與教學者間互動性高者，於本網站中最常使用的其他功能中，亦顯

著最常使用「系統建議」此項功能（F=2.584, p=0.021<0.05）。前述分

析結果，顯示出學習者間互動性較高者較常使用之討論功能，符合與

其他學習者間水平溝通之方式；而與教學者間互動性較高者較常使用

之討論功能，則呈現垂直溝通方式，此一結果即可證實各該構面的真

實意涵，確實落實於使用者之題項選擇，並得以重複驗證互動性此兩

構面於研究設計中的有效性。 

而經變異數分析後，可知與教學者間互動性此一構面與在本網站

中最常使用之討論功能的交互作用皆達到顯著（F=2.208, 

p=0.020<0.05），分析其單純主要效果，發現其於課程討論與郵寄助

教此兩種討論方式達到顯著水準。於此兩項討論功能中，互動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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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將明顯低於互動性較高者。 

由上述分析可知，互動性的高低確實將對線上學習使用者的自我

認知學習成效造成顯著影響。無論是與教學者、或是與其他學習者間

的互動，皆能夠影響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當互動性越高時，

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效成效越高，而互動性越低時，使用者的自我認

知學習成效則將越低。基此，為利增進學習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線上學習機構應建立更多互動機制之誘因，使學習者間能夠相互溝

通，並確保教學者能與學習者頻繁互動，方能使線上學習成效更為提

升。 

三、環境要素 

在環境要素中，將討論「環境支持」此項因素對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

影響程度，及其與其他變項間的交互作用。 

由前述分析資料可知，環境支持此一因素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正

向相關，且達顯著關聯（r=0.284, p=0.000<0.05），此外，根據 ANOVA 變

異數分析結果，亦可得知環境支持的差異對於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有顯著的

影響（F=9.152, p=0.000<0.05），其中，環境支持度越高時，使用者的自我

認知學習成效越高，環境支持度越低時，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則越

低。經事後比較，發現其支持度較低或普通者，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明顯低

於環境支持度較高者，顯示環境支持度的高低對於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確實

有顯著影響。 

由上述統計考驗可得知，環境支持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確實具有正向

相關，且其差異亦對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造成顯著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 H6

「環境支持會影響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表現，且與其具有顯著正向相關」

應可成立。 

此外，當樣本背景不同時，其環境支持度將有所不同，且對於自我認

知學習成效的影響亦有所差異。由樣本數據顯示，以男性、教育程度較低、

每天使用電腦時數較少、完成個案學習網站課程次數較多者，擁有較高的

環境支持度。其次，就工作地點觀之，得知工作地點不位於北部者，皆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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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點位於北部者有較高的環境支持度；就機關別而言，則以任職於事

業機構及學校機關者擁有最高的環境支持度，其次為地方政府機關，而任

職於中央政府機關者，其環境支持度相較之下最低；就職務別而言，主管

人員較非主管人員有較高的環境支持，且就公務年資而言，除 5 年以下公

務年資者亦擁有高度環境支持外，其餘使用者則以公務年資越深者，所受

到的環境支持度越高。 

由上述資料可知，在目前的公務環境中，對於線上學習此一學習方式

而言，非主管人員及公務年資較低者，其所受到的環境支持皆較少，於一

般認知中，主管人員與公務年資較深者，本來即屬較熟知組織資源且於組

織中存在較多社會資本者，因此具有良好的環境支持無議，換言之，若欲

提升整體環境支持以增加學習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實應以非主管人員

及公務年資較淺者此兩類使用者為主要目標，方能收到最大實效。 

另一方面，檢視環境支持與其他背景變項的交互效果，經變異數分析

後，發現是否正同時參與其他線上學習網站的課程與環境支持的交互作用

皆達到顯著水準（F=3.831, p=0.024<0.05），分析其單純主要效果，發現環

境支持在未同時參與其他線上學習網站課程的使用者中達到顯著水準

（F=15.477, p=0.000<0.05），經事後檢定，得知在此一類別中，環境支持

度較低或普通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顯著低於環境支持度較高者。究其

原因，推測若為同時參與兩個線上學習網站課程者，其學習自主性可能較

強，因而願意同時參與不同的線上課程；然並未參與其他線上學習網站者，

推測其進行線上學習的原因，相較於前者而言，可能並不全然導因於自身

學習之需求，而有可能因為機關強制，或是身份需要，因而進入研究個案

學習網站進行線上學習活動。因此，此一類別使用者即相當需要受到環境

的支持，可能待客觀因素不存在或環境不支持時，此類使用者即會放棄線

上學習，亦或是認為學習成效不彰。 

經由上述分析可知，環境支持與否確實是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一大影

響因素，為使使用者學習成效得以彰顯，並促使其持續進行線上學習活動，

線上學習機構應可利用獎勵機制提高環境支持的誘因，增加學習者進行線

上學習的動機，以期提高學習者於線上進行學習的持續力與成效表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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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線上學習機構更可針對特定的使用者族群，訂立其專屬的誘因計畫，

使所有使用者的環境支持度得以平衡，並讓使用者擁有平等的學習機會。 

四、個人要素 

在個人要素中，根據修正後之研究架構，將討論「資訊先備經驗」及

「自我導向學習」（包含「喜愛學習」、「主動學習」及「效率學習」三項構

面）此兩項因素對於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影響程度，及其與其他變項間的

交互作用。 

1、資訊先備經驗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在資訊先備經驗方面，經前述相關分析得知資訊先備經驗之高

低，雖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相關程度不若其他變項，但仍具有顯著正

向相關（r=0.161, p=0.042<0.05）。然而，根據 ANOVA 變異數分析結

果，發現其組間效果的考驗並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資訊先備經驗的

高低並不顯著影響學習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假設 H7

「資訊先備經驗會影響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表現，且與其具有顯著正

向相關」應不完全成立，僅後半部「資訊先備經驗與自我認知學習成

效具有顯著正向相關」得以予以接受。 

雖資訊先備經驗此一變項並未對學習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造成

顯著影響，但由表 5-15 中平均數觀之，亦有資訊先備經驗越多，自我

認知學習成效越高的趨勢。 

表 5-15 不同資訊先備經驗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描述統計量 

平均數的 95% 
信賴區間 

資訊先

備經驗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最小

值 
最大

值 

較少 41 3.4902 0.801 0.125 3.237 3.743 1.00 5.00
普通 82 3.7268 0.608 0.067 3.593 3.860 2.20 5.00
較多 38 3.7605 0.739 0.120 3.518 4.003 2.50 5.00
總和 161 3.6745 0.697 0.055 3.566 3.783 1.00 5.00

此外，如將背景變項納入考量，則可發現具有不同背景者，其資

訊先備經驗有所不同，其中以男性、較年輕、教育程度較高、非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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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公務年資較淺、完成課程次數較少、每天使用電腦與網路時數

較多、參與其他線上學習課程時較偏好資訊類課程者，具有較高的資

訊先備經驗。 

其中，由統計數據可知，年齡越高者，資訊先備經驗顯著低於年

齡較低者（F=8.113, p=0.000<0.05），而教育程度越高者，其資訊先備

經驗顯著高於教育程度較低者（F=4.912, p=0.009<0.05）。其次，在於

其他線上學習網站中最喜歡參與的課程類別部分，由數據資料可知，

資訊先備經驗較高者，相對於資訊先備經驗較低者而言，明顯更偏好

資訊類的線上課程（F=3.320, p=0.007<0.05）。此外，於完成個案學習

網站課程次數方面，由數據資料的分析中，則發現資訊先備經驗越多

者，其完成個案學習網站課程次數顯著低於資訊先備經驗較低者

（F=6.610, p=0.002<0.05）。 

最後，檢視資訊先備經驗與其他變項的交互作用，經變異數分析

後，發現每天使用電腦時數與資訊先備經驗的交互作用皆達到顯著

（F=2.662, p=0.018<0.05），分析其單純主要效果，得知在使用電腦

4-6 小時的樣本中，其單純主要效果具有顯著性（F=6.212, 

p=0.004<0.05），經事後檢定發現，其中資訊先備經驗較少者，其自

我認知學習成效顯著低與資訊先備經驗多者。 

綜合上述分析，或可推知，資訊先備經驗雖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有所關聯，且就數據資料觀之，仍可看出資訊先備經驗越高者，其自

我認知學習成效越高的趨勢；然而，尚有其他更關鍵的因素足以顯著

影響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表現。於研究發現中即可得知，雖然較年長

者其資訊先備經驗不若較年輕者，但可能因其對於課程內容適切性與

資訊環境穩定性的評價較高，因而具有較高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根

據此處論點，可知線上學習的影響因素種類繁多，資訊先備經驗雖亦

能夠影響線上學習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然與其他因素相較之下，

僅能作為輔助之參考，而無法造成顯著的影響。 

2、自我導向學習特性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在自我導向學習特性方面，將依「喜愛學習」、「主動學習」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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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學習」三項構面分別進行分析。首先，經前述相關分析後，可知此

三項構面皆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r=0.616, 

p=0.000<0.05; r=0.582, p=0.000<0.05; r=0.572, p=0.000<0.05）；其次，

依據 ANOVA 變異數分析結果，亦可獲知此三項構面其組間效果的考

驗皆達顯著水準（F=19.389, p=0.000<0.05; F=15.762, p=0.000<0.05; 

F=14.703, p=0.000<0.05）。而經事後比較分析，在「喜愛學習」此一構

面中，喜愛學習程度較高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顯著高於喜愛學習

程度較低及普通者；在「主動學習」 此一構面中，則是各組間兩兩比

較皆有顯著差異；而在「效率學習」此一構面中，則為效率學習程度

較低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明顯高於效率學習程度普通及較高者；

綜合而言，依據統計資料顯示，若使用者的自我導向學習特性越濃厚，

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越高，而若其自我導向學習特性較薄弱，則其自

我認知學習成效即越低。 

由上述統計考驗可得知，自我導向學習特性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

確實具有顯著正向相關，且其差異亦對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造成顯著影

響，因此本研究假設 H8「自我導向學習特性會影響線上學習成效的表

現」、H8-1「喜愛學習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顯著正向相關」、H8-2

「主動學習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顯著正向相關」，及 H8-3「效率

學習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具有顯著正向相關」應可成立。 

另一方面，當樣本背景不同時，其自我導向學習特性亦有所不同。

數據資料顯示，以女性、工作地點不位於北部、主管人員、職等越低、

公務年資越高、同時於其他學習網站進行線上學習者，自我導向學習

特性越高。其中，工作地點更與自我導向學習特性具有顯著差異

（F=7.850, p=0.006<0.05），數據顯示，工作地點不位於北部的使用者，

其自我導向學習特性顯著高於工作地點位於北部的使用者。此外，如

以構面分項探討，亦可發現工作地點更與喜愛學習及主動學習此兩構

面具有顯著差異（F=6.463, p=0.012<0.05; F=8.321, p=0.004<0.05），其

中工作地點不位於北部的使用者，其喜愛學習及主動學習的精神皆明

顯優於工作地點位於北部的使用者；此外，年齡越高者，其喜愛學習

及主動學習的意願越高；而教育程度越高者，則較具有效率學習的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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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 

前述自我導向學習特性較高的使用者，亦皆屬於自我認知學習成

效較高的使用者，因此可重複驗證自我導向學習特性較高之學習者，

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亦較高此一特性。 

此外，經變異數分析後，發現喜愛學習及效率學習此兩項構面皆

與部分背景變項資料呈現顯著的交互作用。在喜愛學習此一構面中，

由數據可知其與每週上網學習時數的交互作用皆達顯著（F=2.261, 

p=0.038<0.05），分析其單純主要效果，發現每週上網學習時數在 5

小時以下者，其單純主要效果達到顯著性，經事後分析，得知在此一

類別中，喜愛學習程度較高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明顯高於喜愛學

習程度普通或較少者。 

而在效率學習此一構面中，發現其與性別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

其各組類別之單純主要效果亦皆達顯著。經事後檢定得知，對女性而

言，效率學習度較低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明顯低於效率學習度較

高者；就男性而言，效率學習度較低者，則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明顯

低於效率學習度普通及較高者。 

綜上所述，可以了解自我導向學習特性對於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

習成效確實具有顯著的影響力，其中越喜愛學習、越主動學習，及效

度學習度越高者，其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皆越高。由此可知，除資訊、

教學，及環境等要素的影響外，個人差異亦是影響學習成效的關鍵要

素，因而線上學習機制如欲成功，除各項客觀因素外，學習者的主觀

因素亦不容忽視。 

參、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預測因素的模式建立 

為了解本研究之架構因素是否確實能夠成為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預測

因子，下文將以多元迴歸分析，檢視自變項因素納入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預

測因子的情況19。 

                                                 
19 除自變項因素外，個人變項亦可能是影響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因此於此原

亦擬將個人背景變項轉化為虛擬變項納入迴歸模式加以分析，試圖了解個人變項對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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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處迴歸分析中，乃採逐步迴歸分析法，使其先逐步納入最具預測

效力的預測變項，並於納入每一預測變項後，即利用反向淘汰法檢驗在方

程式中的所有預測變項，若有任何未達顯著的預測變項變將被淘汰，依此

原則交叉循環進行檢測，直到所有保留在方程式中的預測變項都達到顯著

水準，且淘汰的預測變項皆為不顯著的變項為止（邱皓政，2003：13-16）。 

首先，依據前述相關分析之結果，將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產生顯著相

關的自變項因素納入迴歸分析的範圍中，其共有十項，包括資訊環境穩定

性、網路使用便利性、課程內容適切性、學習者間互動性、與教學者間互

動性、環境支持、資訊先備經驗、喜愛學習、主動學習，及效率學習（僅

「最喜歡的教材呈現方式」未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產生顯著相關）。經逐步

分析後，最後選入迴歸式的預測因子有「課程內容適切性」、「主動學習」、

「喜愛學習」、「資訊環境穩定性」，及「環境支持」五項，分屬教學、個人、

資訊，及環境四大要素中，詳如表 5-16 所示。 

表 5-16 自變項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摘要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預測變項 

R R2 B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分配 
t 

顯著

性 

(常數) -0.691 0.211  -3.280 0.001
課程內容適切性 0.606 0.061 0.540 9.951 0.000
主動學習 0.168 0.054 0.171 3.102 0.002
喜愛學習 0.197 0.060 0.187 3.279 0.001
資訊環境穩定性 0.118 0.045 0.136 2.625 0.010
環境支持 

0.876 

0.767
(調整

過之

R2為

0.759)
0.091 0.035 0.105 2.610 0.010

迴歸分析後，所得之決定係數（調整過之 R2）為 0.759，一般而言，

在迴歸分析中，決定係數其值越接近 1，表示迴歸線具有完全的解釋能力

（劉明德等，2004：318），由本研究結果得知，決定係數（調整過之 R2）

為 0.759，表示於自我認知學習成效中，有 75.9%的部分可由前述五項預測

變數加以解釋，因而具有良好的解釋力。且由模式考驗得知此處迴歸分析

的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F=101.773, p=0.000<0.5），顯示此一多元迴歸式配

                                                                                                                                   
我認知學習成效的預測能力，但因相關分析後發現個人變項與自我認知學習成效皆未產

生顯著相關，因此進行迴歸分析並無實質意義，故於此處予以忽略，僅以自變項進行迴

歸分析後所得之預測模式作為探討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預測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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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得當，且其預測解釋力確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其次，進一步對各自變項進行事後考驗，由表 28 可知，此處係數估計

結果指出，課程內容適切性為具有最佳解釋力的預測因子，其估計值為

0.606，顯示課程內容適切性越高，使用者的自我認知學習成效即越高。其

他被選入的預測因子依序為主動學習、喜愛學習、資訊環境穩定性，與環

境支持；估計值分別為 0.168、0.197、0.118，及 0.091，且其經 T 考驗後

皆達顯著水準；故由此處迴歸分析可得自我認知學習成效預測因子之多元

迴歸式如下： 

y = -0.691 + 0.606 X Content adaptability + 0.168 X Initiative learner + 0.197 X Love of 

learning + 0.118 X IT environment stability + 0.091 X Support 

由上述分析可知，影響使用者線上學習成效最關鍵的因素，仍為學習

內容本身。唯有課程內容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具有實用性與吸引力，方能

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成效；其次，於進行線上學習時，由於並非面對

面的實體教學，學習者較不易受到監督與控制，因此需學習者具備主動學

習的精神，且樂於學習，才能真正達到良好的學習成效。此外，環境的配

合亦為線上學習得以彰顯成效的主因，無論是線上學習環境的資訊硬體設

備，亦或是使用者身處環境的人因軟性支持，皆能為線上學習活動使用者

帶來動力與信心，更能提升其線上學習之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