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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內外電子書包發展的概況，並瞭解目前國民小學教師對於電

子書包的看法與教學應用模式的需求。為達成研究目的，以文獻探討及研究架構為

基礎，編制合適的研究工具，經過專家的修正及預試後，作為正式研究之調查工具。

再以桃園縣二十所國民小學之全校教師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 761 份問卷，

回收有效問卷 725 份，最後以百分比次數分配、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卡方考

驗等統計方法，將資料加以分析與討論，再將實證研究結果逐一呈現，有關統計分

析與結果討論業於上一章分別詳加描述。綜合以上之研究結果，本章擬將研究主要

發現予以簡單臚列，再將主要研究發現綜合歸納成結論，並依結論，提出本研究之

具體建議，以作為日後國民小學實施電子書包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共提出三項研究目的、五項待答問題，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本研究

歸納出下列幾項研究發現：

一、國民小學實施電子書包之意見調查

本研究第一個目的與待答的問題是，探討國民小學教師，對於國民小學實施電

子書包的意見與相關問題的看法為何？經本研究實證分析後，共得到下列幾點重要

的結論。

（一）國小教師支持實施電子書包之可能理由

調查結果發現，在國小教師支持實施電子書包的理由中，目前有高達九成以上

的教師認為最重要的可能理由是「培養學生運用現代化科技、資訊的能力」，其他依

序為「提供較傳統教學更快速、便捷、多元與可重複性的學習資源服務」、「培養學

生適應資訊化、電子化的社會」、「除現有可運用教師人力資源之外，增加其他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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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的支援和相關資訊的取得」、「可節省紙張的消耗，以保護地球」、「增進教師運

用資訊科技於教學的素養」、「培養學生適應快速變遷、新知更新的能力」、「可提高

學生學習興趣」等。

（二）國小實施電子書包可能適合的教學型態

調查結果發現，國小教師認為電子書包適合的教學型態中，目前有高達九成以

上的國小教師認為最適合的教學型態是「電子書包搭配教學」，而「電子書包輔助教

學」，則有八成七的教師認為適合。但是，「電子書包全程教學」則有超過八成八以

上之教師認為其不適用於國小實施電子書包之教學型態。

（三）國小實施電子書包，可能適合的重量、外型規格與價位

調查結果發現，在國民小學實施電子書包教學規劃時，在適合國小學生的電子

書包重量、外型規格與價位中，目前約有八成八以上國小教師認為最適合的重量是

「1500∼1001 公克」或「1000∼501 公克」。約有六成二以上國小教師認為電子書包

最適合的螢幕大小是「11-15 英吋」。而約有八成以上國小教師認為電子書包最適合

的價位是「10000-5001 元」或「5000 元以下」。

（四）國民小學實施電子書包，可能適合的實施年段

調查結果發現，在國民小學實施電子書包教學規劃時，適合的實施年段中，目

前約有五成六以上國小教師認為最適合實施的年段是「高年級」，認為適合實施年段

是「中年級（含）以上」的教師比例約是四成，而贊成從「低年級（含）以上」開

始實施的教師比例只有 3.7﹪。

（五）國小實施電子書包，學校及教育當局應採取之適應措施

調查結果發現，在國民小學實施電子書包教學規劃時，學校及教育行政當局應

採取的適應或調整的措施中，目前約有八成三以上國小教師認為最需要調整的是「降

低電子書包的價格，使大多數家長能負擔」，其次為「促進廠商考量電子書包之堅實

性與維修保固」、「促進廠商考量電子書包螢幕大小之適當性與畫面穩定性，以維護

學童視力」、「舉辦教師電子書包相關知識技能的系列研習」、「架設校園及教室無線

網路及電子書包相關設備」、「研發適用於電子書包教學的相關教材軟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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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小實施電子書包的有利與不利因素

本研究第一個目的與第三、四個待答的問題是，探討國民小學實施電子書包的

有利與不利因素為何？經本研究實證分析後，得到下列幾點重要的結論。

（一）國小實施電子書包的有利因素

調查結果發現，在國小實施電子書包的有利因素中，目前約有六成以上的教師

認為最有利的因素是「電腦及資訊網際網路日益普及，已能符合國小學童的能力使

用」，其次為「台灣為資訊工業大國，電腦軟硬體製造技術優異」等。

（二）國小實施電子書包的不利因素

調查結果發現，在國小實施電子書包的不利因素中，目前約有八成以上的教師

認為最不利的因素是「電子書包的價格昂貴，大多數家長無法負擔」，其次為「電子

書包容易損壞，保護與維修不易」、「電子書包的銀幕太小、畫面不穩定，會傷害學

童視力」、「架設電子書包無線網路及相關設備經費龐大而無力籌措」等。

三、電子書包在各學習領域教學應用模式需求之意見調查

本研究第一個目的與第五個待答的問題是，探討國民小學教師對於電子書包在

教學應用模式上的需求為何？經本研究實證分析後，得到下列幾點重要的結論。

（一）「同步電子筆記教學應用模式」在各學習領域教學之需求

調查結果發現，國小教師對於「同步電子筆記教學應用模式」在各學習領域教

學應用適合度中，目前約有八成九以上國小教師認為最適合的是「社會學習領域」，

其次為「語文學習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而在「數學學習領域」教學

應用模式的適合度上，只有 43.9﹪教師認為適合。顯然目前有多數國小教師認為「同

步電子筆記教學應用模式」不適合在數學學習領域教學應用。

（二）「同步解題教學應用模式」在各學習領域教學之需求

調查結果發現，國小教師對於「同步解題教學應用模式」在各學習領域教學應

用模式適合度中，目前約有九成三以上國小教師認為最適合的是「數學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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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學習領域都未達半數教師贊同。顯然目前有多數國小教師認為「同步解題教

學應用模式」只適合在數學學習領域教學應用，其他各學習領域則不適合。

（三）「分組專題簡報教學應用模式」在各學習領域教學之需求

調查結果發現，國小教師對於「分組專題簡報教學應用模式」在各學習領域教

學應用模式適合度中，目前約有九成三以上國小教師認為最適合的是「社會學習領

域」，其次為「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以及「語文學習領域」；在「藝術與人文

學習領域」、「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則約有八成三以上國小

教師認為適合。而在「數學學習領域」教學應用模式的適合度上，只有四成四教師

認為適合。顯然目前有多數國小教師認為「分組專題簡報教學應用模式」不適合在

數學學習領域教學應用。

（四）「班級閱讀教學應用模式」在各學習領域教學之需求

調查結果發現，國小教師對於「班級閱讀教學應用模式」在各學習領域教學應

用模式適合度上，目前約有九成五以上國小教師認為最適合的是「語文學習領域」；

在「社會學習領域」則約有八成三以上國小教師認為適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則

約有五成六以上國小教師認為適合。其他各學習領域都未達半數以上教師贊同。

四、不同背景教師對於國小實施電子書包的看法以及認知之差

異情形

本研究第二個目的、第二個待答的問題是，探討不同背景之國民小學教師，對

於國民小學實施電子書包的看法以及認知之差異為何？經本研究實證分析後，得到

下列幾點重要的結論。

（一）不同背景國小教師在實施電子書包的支持度之差異情形

1、對於國小實施電子書包「能減輕學生書包重量與負擔」的理由支持度中，除

不同學校地點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外。其餘在不同性別、不同職務、不同服務年

資、不同學校規模、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2、對於國小實施電子書包「能提供較傳統快速、便捷、多元與可重複性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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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服務」的理由支持度中，在不同學校規模、不同學校地點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

在。其餘在不同性別、不同職務、不同服務年資、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

球資訊網時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3、對於國小實施電子書包「可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理由支持度中，在不同職

務、不同學校地點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在不同性別、不同服務年資、不同

學校規模、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4、對於國小實施電子書包「能培養學生運用現代化科技、資訊能力」的理由支

持度中，在不同服務年資、不同學校規模、不同學校地點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

其餘在不同性別、不同職務、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則沒有

顯著差異。

5、對於國小實施電子書包「能培養學生自學能力」的理由支持度中，在不同服

務年資、不同學校規模、不同學校地點、不同接觸電腦時間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

其餘在不同性別、不同職務、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6、對於國小實施電子書包「能培養學生適應資訊化、電子化的社會」的理由支

持度中，在不同學校地點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在不同性別、不同職務、不

同服務年資、不同學校規模、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則沒有

顯著差異。

7、對於國小實施電子書包「能培養學生適應快速變遷、新知更新的能力」的理

由支持度中，在不同學校地點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在不同性別、不同職務、

不同服務年資、不同學校規模、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則沒

有顯著差異。

8、對於國小實施電子書包「能增進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的素養」的理由支

持度中，所有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都沒有顯著差異。

9、對於國小實施電子書包「能增加其他專家、學者的支援」的理由支持度中，

在不同職務、不同服務年資、不同學校地點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在不同性

別、不同學校規模、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10、對於國小實施電子書包「能增進教育資源共享與教育機會均等」的理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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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度中，在不同職務、不同服務年資、不同學校規模、不同學校地點、不同接觸全

球資訊網時間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在不同性別、不同接觸電腦時間則沒有

顯著差異。

11、對於國小實施電子書包「可節省紙張消耗，保護地球」的理由支持度中，

在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在不

同性別、不同職務、不同服務年資、不同學校規模、不同學校地點則沒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背景國小教師對於電子書包適合教學型態的看法之差異情形

1、對於國小電子書包實施「輔助教學」適合度的看法上，在不同學校規模、不

同學校地點、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在不同性別、

不同職務、不同服務年資、不同接觸電腦時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2、對於國小電子書包實施「搭配教學」適合度的看法上，在不同職務、不同服

務年資、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在不同性別、不同

學校規模、不同學校地點、不同接觸電腦時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3、對於國小電子書包實施「全程教學」適合度的看法上，在不同服務年資、不

同學校規模、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

其餘在不同性別、不同職務、不同學校地點則沒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背景國小教師對於適合國小學生電子書包重量、螢幕大小、價位、

實施年段的看法之差異情形

1、對於國小學生電子書包「重量」適合度的看法上，在不同職務、不同服務年

資、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在

不同性別、不同學校規模、不同學校地點則沒有顯著差異。

2、對於國小學生電子書包「螢幕大小」適合度的看法上，在不同職務、不同接

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在不同性別、

不同服務年資、不同學校規模、不同學校地點則沒有顯著差異。

3、對於國小學生電子書包「價位」適合度的看法上，所有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

都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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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於國小學生電子書包「實施年段」適合度的看法上，在不同職務、不同服

務年資、不同學校地點的教師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在不同性別、不同學校規模、

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國小教師對於電子書包在各學習領域適合的教學模式看法之差

異情形

1、對於國小電子書包在各學習領域實施「同步電子筆記教學應用模式」適合度

的看法上，不同服務年資及不同學校地點的教師在語文領域、數學領域教學應用上

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不同職務、不同學校規模、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

球資訊網時間等的教師，在各學習領域對於「同步電子筆記教學應用模式」則沒有

顯著差異。

2、對於國小電子書包在各學習領域實施「同步解題教學應用模式」適合度的看

法上，不同職務、不同服務年資及不同學校地點的教師在各領域教學應用上都有顯

著差異存在。其餘不同學校規模、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等

的教師，在各學習領域對於「同步解題教學應用模式」則沒有顯著差異。

3、對於國小電子書包在各學習領域實施「分組專題簡報教學應用模式」適合度

的看法上，不同職務、不同服務年資及不同學校地點的教師，分別在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數學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綜合活動領域以及數

學領域教學應用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其餘不同學校規模、不同接觸電腦時間、不同

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等的教師，在各學習領域對於「分組專題簡報教學應用模式」

則沒有顯著差異。

4、對於國小電子書包在各學習領域實施「班級閱讀教學應用模式」適合度的看

法上，不同職務、不同服務年資、不同學校規模、不同學校地點以及不同接觸電腦

時間的教師，分別在數學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藝術與人

文領域教學應用上有顯著差異存在。而不同接觸全球資訊網時間的教師，在各學習

領域對於「班級閱讀教學應用模式」則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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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發現，提出下列建議，以作為相關單位日後在國民

小學推展電子書包之參考。

一、對學校及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以國小高年級學生為實施對象

「電子書包」是高科技產品，材質精密、價格昂貴，本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小

教師對於由中、低年級學生使用與保管都沒有信心。因此，建議教育行政當局及學

校在規劃電子書包的時，應自國小高年級學生為實施對象。

（二）舉辦教師「電子書包」相關知識技能的系列研習

「電子書包」及其週邊相關設備，大多是高科技產品，相較於傳統教學所使用

的教具在操作及使用上相對的陌生與困難。本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小教師認為，學

校及教育行政當局在規劃電子書包時，必須先舉辦教師「電子書包」相關知識及操

作技能的系列研習，如此，才能順利推動「電子書包」的教學。

（三）尋求大專院校及資訊軟硬體廠商的合作與支援

本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小教師認為，在國小推動電子書包教學時，教師的工作

量可能會增加。因此，提供電子書包教學小組以及尋求大專院校及資訊軟硬體廠商

的支援有其必要性，也才能夠確實發揮「電子書包」的教學功能。

（四）擬定全縣性及各校「電子書包」的中長程發展計畫

從研究結果可知，教育行政當局及學校在規劃國小電子書包時，必須先擬定全

縣性及各校「電子書包」的中長程發展計畫，具體規劃經費，舉辦相關研習，研發

相關教材軟體等，才能順利穩定的推動「電子書包」政策。

（五）寬列經費，架設校園及教室無線網路及「電子書包」相關設備

「電子書包」及其週邊相關網路等軟、硬體設備，大多是高科技新型產品，所

需經費龐大。本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小教師認為，學校大都無法自行負擔，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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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教育行政當局在規劃電子書包的同時，必須為國小架設校園及教室無線網路及

「電子書包」相關設備，以減輕學校及家長的負擔。如此，才能推動電子書包於中

小學校園中。

（六）建立適合的電子書包教學應用模式，提供教師應用於各學習領域之教學

1、「同步電子筆記教學應用模式」最適合用在「社會學習領域」之教學，其次

為「語文學習領域」以及「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教學。

2、「同步解題教學應用模式」最適合在「數學學習領域」教學應用，其他各學

習領域則不適合。

3、「分組專題簡報教學應用模式」最適合在「社會學習領域」教學應用，其次

為「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語文學習領域」、「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之教學。而對「數學學習領域」則不適合。

4、「班級閱讀教學應用模式」最適合用在「語文學習領域」之教學，其次是「社

會學習領域」之教學。其他各學習領域則不適合。

（七）加強向社會大眾及家長宣導

任何新的教改措施要能順利推動，都必須獲得教師、學生、家長的支持，尤其

是爭取社會大眾或家長的認同。本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小教師認為，學校及教育行

政當局在規劃電子書包時，必須加強向社會大眾及家長宣導。

二、對國小教師的建議

（一）革新觀念，調整自我，迎接教學科技的新時代

本研究發現，有部分教師排斥教學科技的新產品。從相關文獻探討可知，面對

當前知識經濟時代的新挑戰，學校教師傳統的教學方式，已經無法滿足新世紀公民

的需求。因此，建議學校教師，為提升教學效能，應調整觀念，順應時代潮流，以

開放的心胸，主動去瞭解教學科技的新產品，並研究相關資訊，對未來即將推廣的

教學新科技做好準備。

（二）積極參加「電子書包」教學的相關研習或觀摩

未來教育行政當局在規劃電子書包時，必定會先舉辦教師「電子書包」相關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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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及操作技能的系列研習，建議教師務必能積極參與，以發揮其教學功能，達成教

學目標。

（三）共同參與研發適用於「電子書包」教學的相關教材軟體

從相關文獻探討可知，「電子書包」要發揮其教學功能，必須開發相關教學軟體，

方能達成教學目標。本研究建議，當學校及教育行政當局在規劃電子書包時，學校

教師必須協同廠商、相關學者、資訊專家等，共同研發「電子書包」適用於各學習

領域的教學應用模式的相關教材軟體（例如：「電子書包-班級閱讀教學應用模式」

就非常適合語文領域教學的需求）。如此，才能發揮「電子書包」的教學效能。

（四）與他校教師交流合作，分享成功經驗

當學校及教育行政當局在實施電子書包時，建議學校教師，能主動與辦理電子

書包教學績優學校教師相互交流或形成策略聯盟等，吸取他校教師實施「電子書包」

教學之經驗，以發揮其教學功能。

三、對產業界的建議

（一）降低「電子書包」的價格，使大多數家長能負擔

     目前每一個電子書包的價格大約在三、四萬元之間。而本研究發現，大多數國

小教師認為過於昂貴，而能為社會大眾或家長所負擔與接受的價格，大約在一萬元

以下。因此，建議廠商必須降低「電子書包」的價格，使大多數家長能夠負擔。

（二）製造螢幕大小適當與畫面穩定的「電子書包」

目前我國中小學生視力保健的問題已日趨嚴重，近視的學童比例已居高不下。

本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小教師認為，「電子書包」適合的螢幕大小在 11 至 15 英吋以

上。因此，廠商必須製造螢幕大小適當與畫面穩定的「電子書包」，以維護學童的視

力。

（三）研製重量適中的「電子書包」

從相關文獻探討可知，小學生書包已經過重，造成學生重大的壓力，也引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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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眾與家長的關注。而本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小教師認為，「電子書包」適合的重

量為 1500∼1001 公克，甚至更為輕巧。因此，廠商在開發電子書包時，要研製重量

適中的「電子書包」，才能符合師生及家長的需求。

（四）研發兼具堅固與耐用之「電子書包」

一般小學生多活潑、好動，對於價格昂貴、材質精密的「電子書包」保管與維

護的工作，本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小教師都沒有信心。因此，在廠商研發電子書包

時，必須製造較為堅實的「電子書包」，而且必須負責維修與保固的工作。

（五）辦理教師「電子書包」使用與操作之相關技能研習

「電子書包」及其週邊相關設備，大多是高科技產品，相較於傳統教學所使用

的教具在操作及使用上相對的陌生與困難。本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小教師認為，廠

商在開發電子書包時，必須先舉辦教師「電子書包」相關知識及操作技能的系列研

習，如此，才能順利推動「電子書包」的教學。

（六）建立適合各學習領域教學需求的應用模式

本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小教師認為，「電子書包」及其週邊相關軟、硬體設備，

大多是高科技新型產品，必須建立其標準化的教學應用模式，尤其必須符合各學習

領域及教師教學需求的應用模式，才能夠確實發揮其教學功能，達成教學目標。

四、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由於時間和經費有限，本研究調查對象僅限於桃園縣二十所國民小學之全校教

師，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及其他縣市教師以及社會大眾與家長，以增加研究結果之外

在效度。

（二）在研究設計方面

     本研究主要採取量化的設計，雖然經濟省時，但得到的資料往往趨於片面且不

夠深入，尤其是電子書包的教學應用模式方面，教師的意見更是不易具體且清楚的

表達，建議未來研究可輔以質性設計，透過訪談法、座談會等途徑取得更深入且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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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的資料，以彌補量化研究之不足。

（三）在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主要為「桃園縣國民小學實施『電子書包』整體規劃之意

見調查表」，雖然編制時曾參考相關研究問卷，並經過相關專家修正與預試，不過隨

著教育科技與網際網路的日新月異，各種實施電子書包之觀念、可能理由、有利不、

利因素等也會有所改變，所以建議未來有關研究，仍有必要針對當時實際情況重新

設計及編制研究工具。

（四）在研究內容方面

     本研究多集中於電子書包之意見與看法，屬於技術領域，對於教師在各學習領

域教學模式的需求研究較少。然而，電子書包欲發揮其教學功效，在教學模式的研

究必不可少。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內容，可以多著墨於教學應用模式的相關領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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