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城鄉國民中學以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問卷以限時掛號寄

達各抽樣學校校長，施測對象給資訊組長填答的問卷共發出 82 份，總回收

問卷數為 65 份，刪除填答不全的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 57 份，可用率為

70﹪；施測對象給學生填答的問卷共發出 984份，總回收問卷數為 758份，

刪除填答不全的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 744份，可用率為 76﹪。 

根據「國民中學數位化現況調查問卷」及「學生資訊學習情況調查問卷」

所得的結果，以單因子變異數、多變量及複迴歸分析的統計方法分析資料，

以瞭解國民中學數位化程度及學生資訊素養之情形。本章將依（一）學校城

鄉差距對數位落差之影響；（二）學生城鄉別與家庭社經地位對數位落差之

影響（三）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資訊素養之影響（四）綜合討論等四方面

分別討論。 

第一節  學校城鄉差距對數位落差之影響 

本節旨在瞭解學校城鄉差距是否影響學校數位化程度，本研究將數位化

程度分為「硬體數量」、「硬體品質」、「資訊經費來源」、「網路化程度」、

「資訊融入教學」、「數位接近機會」等 6個變項，由受試者（資訊組長）

依據學校實際的情況填答，本研究以「國民中學數位化現況調查問卷」之

1-35題所填答之資料來描述國民中學校間數位化程度。統計方法以 t考驗、

單變量、多變量、Pearson’s相關分析等分析學校城鄉差距與「數位化程度」

各變項之差異情形，經分析 57所學校資料，統計結果如下列各表：表 4-1-1、

表 4-1-2、表 4-1-3、表 4-1-4及表 4-1-5。 

壹、學校數位化差異情形 

表 4-1-1是城鄉學校「數位化程度」之現況分析，根據 Box’M 的多變量檢

定（表 4-1-2）「數位化程度」等各變項適合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進一步

以 



t檢定考驗城鄉學校「數位化程度」變項間的差異情形，統計分析如下所

述。 

表 4-1-1學校「數位化程度」描述性統計表（N＝57） 

數位化程度變項 學校城鄉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城 27 16.53 18.31 

鄉 30 25.27 19.95 硬體數量 

總和 57 21.13 19.52 

城 27 11.19 3.16 

鄉 30 9.23 3.07 硬體品質 

總和 57 10.16 3.24 

城 27 1.44 0.89 

鄉 30 0.80 0.92 資訊經費來源 

總和 57 1.11 0.96 

城 27 14.52 2.36 

鄉 30 11.57 2.71 網路化程度 

總和 57 12.96 2.93 

城 27 20.44 4.09 

鄉 30 20.37 4.15 資訊融入教學 

總和 57 20.40 4.08 

城 27 4.89 1.65 

鄉 30 4.10 1.27 數位接近機會 

總和 57 4.47 1.50 



一、為瞭解「學校數位化程度」在「硬體數量」、「硬體品質」、「資訊經費來源」、

「網路化程度」、「資訊融入教學」及「數位接近機會」等各變項是否符合多

變項變異數同質性，經檢定 Box’M 值為 22.288，p＝0.543（表 4-1-2），檢

定未達.05顯著水準，表示未違反變異數同質的假設，適合進行多變量變異

數分析。檢定之 Wilk’s Λ值為 0.064，p<.01，達.01顯著水準，表示有差異，

即城鄉學校在「數位化程度」上是有差異的。 

表 4-1-2 Box’M 多變項變異數同質性檢定表 

Box's M 22.288

F 檢定 .936

分子自由度 21

分母自由度 10854.855

顯著性 .543

*p<.05 

二、為瞭解學校數位化程度在「硬體數量」、「硬體品質」、「資訊經費來源」、「網

路化程度」、「資訊融入教學」及「數位接近機會」等各變項變異數同質情形，

以 Levene 變異數同質檢定表來看（表 4-1-3），數位化程度各變項均未達.05

顯著，表示數位化程度各變項變異數是同質的。 

表 4-1-3 Levene 變異數同質檢定表 

變項 F 檢定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硬體數量 1.434 1 55 .236 
硬體品質 .002 1 55 .967 
資訊經費來源 .027 1 55 .870 
網路化程度 .235 1 55 .630 
資訊融入教學 .053 1 55 .819 
數位接近機會 2.298 1 55 .135 

*p<.05 

 

三、為瞭解城鄉學校數位化程度差異的來源，進一步以 t檢定考驗各變項的差異。



學校「數位化程度」等各變項經 t考驗，從 t檢定表（表 4-1-4）看來，不同

城鄉別學校在「硬體品質」、「資訊經費來源」、「網路化程度」、「數位接近機

會」等四個變項有顯著差異。不同城鄉別學校在「硬體數量」及「資訊融入

教學」二個變項無差異。 

表 4-1-4學校「數位化程度」t檢定摘要表（N＝57） 

變項 學校城鄉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城 27 16.53 18.31 1.716 .092 
硬體數量 

鄉 30 25.27 19.95   

城 27 11.19 3.16 2.363* .022 
硬體品質 

鄉 30 9.23 3.07   

城 27 1.44 0.89 2.672* .010 
資訊經費來源 

鄉 30 0.80 0.92   

城 27 14.52 2.36 4.361*** .000 
網路化程度 

鄉 30 11.57 2.71   

城 27 20.44 4.09 .071 .944 
資訊融入教學 

鄉 30 20.37 4.15   

城 27 4.89 1.65 2.036* .047 
數位接近機會 

鄉 30 4.10 1.27   

*p<.05, **p<.01, ***p<.001 

 

 

貳、學校數位化程度 Pearson’s相關分析 

從以下學校「數位化程度」Pearson’s相關分析表看來（表 4-1-5），各變項之



間有部份相關，其中共有七項相關係數達統計顯著。 

表 4-1-5學校「數位化程度」Pearson’s相關分析表（N＝57） 

變項 硬體數量 硬體品質 資訊經費來源 網路化程度 資訊融入教學 數位接近機會 

硬體數量 --- .255 .114 .108 .260 .160 

硬體品質 --- --- .265* .416** .235 .230 

資訊經費來源 --- --- --- .376** .016 .362** 

網路化程度 --- --- --- --- .317* .644** 

資訊融入教學 --- --- --- --- --- .589** 

數位接近機會 --- --- --- --- --- --- 

*p<.05, **p<.01 

參、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具體描述如次： 

一、城鄉學校在「硬體數量」、「硬體品質」、「資訊經費來源」、「網路化程度」、「資

訊融入教學」及「數位接近機會」等各變項經 t檢定後，比較如次： 

（一）硬體數量：「城」、「鄉」沒有顯著差異（p值=.092） 

（二）硬體品質：「城」＞「鄉」，p<.05，達顯著差異（p值＝.022） 

（三）資訊經費：「城」＞「鄉」，p<.05，達顯著差異（p值＝.010） 

（四）網路化： 「城」＞「鄉」，p<.001，達顯著差異（p值.000） 

（五）資訊融入：「城」、「鄉」沒有顯著差異（p值=.944） 

（六）數位接近：「城」＞「鄉」，p<.05，達顯著差異（p值=.047） 

 

二、學校在「硬體數量」、「硬體品質」、「資訊經費來源」、「網路化程度」、「資訊

融入教學」及「數位接近機會」等各變項之差異情形如次： 

（一）在「硬體數量」方面：城市國民中學的「硬體數量」與鄉村國民中學

無差異。 



（二）在「硬體品質」方面：城市國民中學的「硬體品質」優於鄉村國民中

學。 

（三）在「資訊經費來源」方面：城市國民中學的「資訊經費來源」多於鄉

村國民中學。 

（四）在「網路化程度」方面：城市國民中學的「網路化程度」優於鄉村國 

民中學。 

（五）在「資訊融入教學」方面：城市國民中學的「資訊融入教學」與鄉村 

國民中學無差異。 

（六）在「數位接近機會」方面：城市國民中學的「數位接近機會」多於鄉 

村國民中學。 

三、學校在「硬體數量」、「硬體品質」、「資訊經費來源」、「網路化程度」、「資訊

融入教學」及「數位接近機會」等各變項，經 Pearson’s相關分析後，相關

情形敘述如次： 

（一）「資訊經費來源」與「硬體品質」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校的「資訊經

費來源」愈多「硬體品質」愈趨向於優。 

（二）「網路化程度」與「硬體品質」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校的「網路化程

度」愈高「硬體品質」愈趨向於優。 

（三）「資訊經費來源」與「網路化程度」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校的「資訊

經費來源」愈多「網路化程度」愈趨向於高。 

（四）「網路化程度」與「資訊融入教學」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校的「網路

化程度」愈高「資訊融入教學」愈趨向於多。 

 

（五）「資訊經費來源」與「數位接近機會」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校的「資

訊經費來源」愈多「數位接近機會」愈趨向於多。 

（六）「網路化程度」與「數位接近機會」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校的「網路

化程度」愈高「數位接近機會」愈趨向於多。 



（七）「資訊融入教學」與「數位接近機會」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校的「資

訊融入教學」愈多「數位接近機會」愈趨向於多。 

第二節  學生城鄉別與家庭社經地位對數位落差之影響 

本節旨在先行瞭解學生城鄉別與家庭社經地位（城鄉＊社經）對學生資訊素

養有無交互作用，進而瞭解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資訊素養之影響。本研究將

學生資訊素養分為「學生電腦知識」、「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學校電腦軟

硬體設備使用頻率」及「家庭網路使用頻率」等四個變項，由受試者（國二學生）

依據實際的情況填答，本研究以「學生資訊學習情況調查問卷」之 1-35題所填

答之資料來描述學生資訊素養。統計方法以單變量、多變量、Pearson’s相關分

析等分析學生資訊素養各變項間之差異情形，經分析 744位學生資料，統計結果

如表 4-2-1、表 4-2-2、表 4-2-3、表 4-2-4、表 4-2-5、表 4-2-6、表 4-2-7、表 4-2-8、

表 4-2-9、表 4-2-10、表 4-2-11、表 4-2-12、表 4-2-13、表 4-2-14、表 4-2-15、表

4-2-16、表 4-2-17、表 4-2-18所示。 

壹、 學生城鄉別與家庭社經地位對資訊素養影響差異情形 
本研究為瞭解學生城鄉別與家庭社經地位不同對資訊素養有無交互作用之

顯著影響，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城鄉*社經），統計結果發現學生城鄉別與家庭

社經地位不同在「電腦知識」上之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F ＝3.546；P＜.05），

在「資訊學習環境氛圍」上之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F＝3.587； P＜.05），在「學

校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上的交互作用效果並不顯著（F ＝.894；P＝.410），在

「家庭網路使用頻率」上的交互作用效果並不顯著（F ＝1.583；P＝.206）。 

 

一、表4-2-1是學生電腦知識（城鄉＊社經）描述性統計表，針對「電腦知識」

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達顯著部分（表4-2-2），接著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

並做Scheffé事後比較（表4-2-3），配合學生城鄉、社經對電腦知識影響之

交互作用圖（圖4-2-1）發現： 



1. 在城市，中社經學生「電腦知識」強於低社經學生。 

2. 在鄉村，高社經學生「電腦知識」強於中社經學生，中社經學生「電腦知識」

強於低社經學生。 

3. 整體而言，鄉村地區低社經學生「電腦知識」最弱。 

表4-2-1學生電腦知識（城鄉＊社經）描述性統計表（N＝744） 

社經地位 
  

低社經地位 中社經地位 高社經地位 總和 
城鄉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城市 27.24 5.95 29.68 5.88 29.72 8.58 28.51 6.41 
鄉村 22.84 6.25 27.50 6.28 28.84 7.39 24.63 6.73 
總和 24.61 6.50 28.63 6.17 29.45 8.18 26.44 6.85 
 
 
表 4-2-2學生城鄉、社經對電腦知識影響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744） 

來源 SS df MS F 值 顯著性 平均數比較/事後比較 

城鄉 552.559 1 552.559 13.867 .000 城>鄉 

社經 2401.394 2 1200.697 30.132 .000 高、中>低 

城鄉 * 

社經 
282.573 2 141.286 3.546* .029 見表 4-2-3 

誤差 29407.852 738 39.848   

總和 554897.000 744   

*p＜.05 
表 4-2-3學生城鄉、社經對電腦知識影響之單純主要效果表（N＝744） 

學生城鄉、社經對電腦知識影響之單純主要效果 

項目 F 值 顯著性 事後比較 

城市(社經地位) 

鄉村(社經地位) 

5.17*

55.15*

.006

.000

中>低 

高>中>低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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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學生城鄉、社經對電腦知識影響之交互作用圖 

 

 

二、表4-2-4是學生資訊氛圍（城鄉＊社經）描述性統計表，針對「資訊氛圍」

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達顯著部分（表4-2-5），接著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

並做Scheffé事後比較（表4-2-6），配合學生城鄉、社經對資訊氛圍影響之

交互作用圖（圖4-2-2）發現： 

1.在城市，高、中、低社經學生「資訊學習環境氛圍」無差異。 

2.在鄉村，中社經學生「資訊學習環境氛圍」優於低社經學生。 

3.整體而言，鄉村地區低社經學生「資訊學習環境氛圍」最弱。 

表4-2-4學生資訊氛圍（城鄉＊社經）描述性統計表（N＝744） 

社經地位 
  

低社經地位 中社經地位 高社經地位 總和 
城鄉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城市 26.15 3.72 25.60 4.18 25.65 4.45 25.88 4.00 
鄉村 25.00 4.12 26.09 3.77 25.89 3.41 25.40 4.00 
總和 25.47 4.00 25.84 3.99 25.73 4.13 25.62 4.00 
 
 
 
表 4-2-5學生城鄉、社經對資訊氛圍影響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744） 

來源 SS df MS F 值 顯著性 平均數比較/事後比較 

城鄉 1.716 1 1.176 .108 .743 --- 

社經 11.890 2 5.945 .374 .688 --- 

城鄉 * 

社經 
114.042 2 57.021 3.587* .028 見表 4-2-6 

誤差 11731.963 738 15.897    

總和 500292.000 744    

*p＜.05 
 
 
 
表 4-2-6 學生城鄉、社經對資訊氛圍影響之單純主要效果表（N＝744） 

學生城鄉、社經對資訊氛圍影響之單純主要效果 

項目 F 值 顯著性 事後比較 

城市(社經地位) 

鄉村(社經地位) 

0.88

4.05*

0.413

0.018

--- 

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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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學生城鄉、社經對資訊學習環境氛圍影響之交互作用圖 

 
 
 
 
 
 

三、針對「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未達顯著，接著

進行主要效果分析，並做Scheffé事後比較發現（表4-2-8）： 

1.城市學生「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多於鄉村學生。 

2.中社經學生「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多於低社經學生。 

表4-2-7學生「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城鄉＊社經）描述性統計表（N＝744） 

社經地位 
  

低社經地位 中社經地位 高社經地位 總和 
城鄉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城市 9.74 2.43 10.23 2.39 9.60 2.59 9.91 2.44 
鄉村 9.45 2.35 9.77 2.72 8.37 1.98 9.50 2.47 
總和 9.57 2.38 10.00 2.56 9.23 2.47 9.69 2.46 

 

 

表 4-2-8學生城鄉、社經對「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影響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744） 



來源 SS df MS F 值 顯著性 平均數比較/事後比較 

城鄉 38.996 1 38.996 6.514＊ .011 城>鄉 

社經 54.487 2 27.243 4.551＊ .011 中>低 

城鄉 * 

社經 
10.699 2 5.349 .894 .410

 

 

誤差 4418.003 738 5.986   

總和 74416.000 744   

*p＜.05 

 

 

 

 

四、針對「家庭網路使用頻率」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未達顯著，接著進行主要效

果分析，並做Scheffé事後比較發現（表4-2-10）： 

1.城市學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多於鄉村學生。 

2.中社經學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多於低社經學生。 

表4-2-9學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城鄉＊社經）描述性統計表（N＝744） 

社經地位 
  

低社經地位 中社經地位 高社經地位 總和 
城鄉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城市 23.57 4.01 24.05 4.00 24.05 3.66 23.82 3.96 
鄉村 21.80 4.52 23.47 4.04 23.44 4.42 22.55 4.40 
總和 22.65 4.37 23.78 4.02 23.87 3.88 23.21 4.22 

 

 

 

 

表4-2-10學生城鄉、社經對家庭網路影響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744） 



來源 SS df MS F 檢定 顯著性 平均數比較/事後比較 

城鄉 81.021 1 81.021 4.714* .030 城>鄉 

社經 180.155 2 90.078 5.241* .006 中>低 

城鄉 * 

社經 

54.407 2 27.203 1.583 .206

誤差 10793.821 628 17.188   

總和 352721.000 634   

*p＜.05 

 

 

貳、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資訊素養差異情形 

表 4-2-11是學生資訊素養之描述性統計表，根據 Box’sM 的多變量變異數

同質性檢定（表 4-2-12），「資訊學習環境氛圍」及「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

率」等兩個變項適合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而「電腦知識」及「家庭網路使用

頻率」等兩個變項獨立出來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統計分析結果如下所述。 

 

 

表4-2-11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資訊素養」描述性統計表（N＝744） 

變項 社經 平均數 標準差 

電腦知識 低 24.61 6.50 



  中 28.63 6.17 

  高 29.45 8.18 

  總和 26.44 6.85 

資訊學習環境氛圍 低 25.47 3.99 

  中 25.85 3.98 

  高 25.73 4.13 

  總和 25.63 3.10 

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 低 9.57 2.38 

  中 10.00 2.56 

  高 9.23 2.47 

  總和 9.69 2.46 

家庭網路使用頻率 低 22.64 4.36 

  中 23.78 4.02 

  高 23.87 3.88 

  總和 23.20 4.22 

 

一、為瞭解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資訊素養」在「電腦知識」、「資訊學習

環境氛圍」、「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及「家庭網路使用頻率」

等各變項是否符合多變項變異數同質性，經檢定 Box’M 值為 108.64，

p<.001（表 4-2-12），檢定達.05顯著水準，表示違反變異數同質的假設，

四個變項不適合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表 4-2-12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資訊素養」Box’sM多變項變異數同質性檢定表 

Box’sM 108.649
F 5.349

分子自由度 20
分母自由度 110600.024
顯著性 .000



*p<.05, **p<.01, ***p<.001 

 

 

二、為瞭解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資訊素養」在「電腦知識」、「資訊學習環

境氛圍」、「學校電腦體設備使用頻率」及「家庭網路使用頻率」等變項變

異數同質情形，經 Levene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四個變項的變異數同質性檢

定的 p值分別為.030、.687、.782、.000（表 4-2-13），其中以「電腦知識」、

「家庭網路使用頻率」等兩項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合乎變異數同質的假定。

所以把「電腦知識」及「家庭網路使用頻率」等兩變項獨立出來，各自做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而把「資訊環境學習氛圍」和「學校電腦軟

硬體設備使用頻率頻率」仍然合起來做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NOVA）。 

表 4-2-13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資訊素養」Levene變異數同質性檢定表 
變項 F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3.529 2 741 .030 學生電腦知識 
資訊學習環境氛圍 .376 2 741 .687 
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 .246 2 741 .782 
家庭網路使用頻率 51.066 2 741 .000 
*p<.05, **p<.01, ***p<.001 
 

 

三、為瞭解「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和「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是否符

合多變項變異數同質性，經檢定 Box’s M值為2.065，p=.915（表4-2-14），

表示沒有違反多變項變異數同質的假設。 

表 4-2-14 Box’sM 多變項變異數同質性檢定表 
「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和「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 

Box’sM 2.065

F  .342

分子自由度 6



分母自由度 217049.065

顯著性 .915

*p<.05 

四、為瞭解「資訊學習環境氛圍」及「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二個變項

變異數同質情形，經Levene變異數同質性檢定，二個變項的變異數同質性檢

定的p值分別為：.687、.782（表4-2-15），表示合乎變異數同質的假定。 

 
表 4-2-15 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表 
「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和「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 

變項 F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資訊學習環境氛圍 .376 2 741 .687 

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 .246 2 741 .782 

*p<.05 

 

五、「資訊學習環境氛圍」及「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等兩個變項經多

變量分析，顯著性考驗如下： Wilk’s Λ 值為 .989，p=.080，未達顯著，

表示「家庭社經地位」低、中、高三組學生，在這兩個變項「資訊學習環境

氛圍」和「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上並無顯著差異。 

 

六、「電腦知識」和「家庭網路使用頻率」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一）「電腦知識」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4-2-16「電腦知識」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檢定 顯著性 

電腦知識 組間 3226.146 2 1613.073 37.724 .000 

  組內 31684.885 741 42.760   

  總和 34911.031 743    



*p<.05, **p<.01, ***p<.001 

F=37.724，p<.001，達顯著水準，表示「家庭社經地位」低、中、高三組學生在

「電腦知識」上有顯著不同。 

以 Scheffé法事後比較發現：「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電腦知識弱於「中家庭社

經地位」學生電腦知識，p<.001。 

                   「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電腦知識弱於「高家庭社

經地位」學生電腦知識，p<.001。 

                   「中家庭社經地位」學生電腦知識和「高家庭社經

地位」學生電腦知識沒有顯著差異，p=.670。 

 

（二）「家庭網路使用頻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4-2-17「家庭網路使用頻率」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檢定 顯著性 

家庭頻率 組間 4121.300 2 2060.650 30.793 .000 

  組內 49587.215 741 66.919   

  總和 53708.515 743    

*p<.05, **p<.01, ***p<.001 

F=30.793，p<.001，達顯著水準，表示「家庭社經地位」低、中、高三組學生，

在「家庭網路使用頻率」上有顯著不同。 

以 Scheffé法事後比較發現：「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低於「中

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p<.001 

                  「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低於「高

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p<.001 

                  「中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和「高

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沒有顯著差



異，p=.900 

七、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資訊素養 Pearson’s相關分析 

從以下學生資訊素養 Pearson’s相關分析表看來（表 4-2-18），各變項之間有

部份相關，共有六項相關係數達統計顯著。 

表 4-2-18學生資訊素養 Pearson’s相關分析表（N=744） 

變項 電腦知識 資訊氛圍 學校電腦 家庭網路

電腦知識 --- .422** .284** .323** 

資訊氛圍 --- --- .239** .286** 

學校電腦 --- --- --- .139** 

家庭網路 --- --- --- --- 

*p<.05, **p<.01 

依據上述統計結果，具體描述如下： 

一、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資訊素養差異情形 

（一）在「電腦知識」方面：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電腦知識」弱於中、

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生。 

（二）在「資訊學習環境氛圍」方面：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在「資訊

學習環境氛圍」方面無差異。 

（三）在「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方面：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

生在「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方面無差異。 

（四）在「家庭網路使用頻率」方面：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家庭網路

使用頻率」低於中、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生。 

二、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在「電腦知識」、「資訊學習環境氛圍」、「學校電腦軟

硬體設備使用頻率」及「家庭網路使用頻率」等各變項，經 Pearson’s相關

分析後，敘述如次： 



（一）「電腦知識」與「資訊學習環境氛圍」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生的「電腦

知識」愈好「資訊學習環境氛圍」愈趨向於好。 

（二）「電腦知識」與「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

生的「電腦知識」愈好「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愈趨向於多。 

（三）「電腦知識」與「家庭網路使用頻率」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生的「電腦

知識」愈好「家庭網路使用頻率」愈趨向於多。 

（四）「資訊學習環境氛圍」與「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達顯著正相關，

表示學生的「資訊學習環境氛圍」愈好「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

愈趨向於多。 

（五）「資訊學習環境氛圍」與「家庭網路使用頻率」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生

的「資訊學習環境氛圍」愈好「家庭網路使用頻率」愈趨向於多。 

（六）「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與「家庭網路使用頻率」達顯著正相關，

表示學生的「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愈多「家庭網路使用頻率」

愈趨向於多。 

第三節  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資訊素養之影響 

本節旨在瞭解學校數位化程度是否對學生資訊素養有影響，本研究將數

位化程度「硬體數量」、「硬體品質」、「資訊經費來源」、「網路化程度」、

「資訊融入教學」、「數位接近機會」等 6個變項，以複迴歸分析是否影響

學生「電腦知識」、「資訊學習環境氛圍」、「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

率」及「家庭網路使用頻率」之情形，經合併 57所學校及學生資料（N＝

684），統計結果如各表所示：表 4-3-1、表 4-3-2、表 4-3-3及表 4-3-4。 

壹、學校數位化程度與學生資訊素養 Pearson’s相關分析 

從以下學校數位化程度與學生資訊素養 Pearson’s相關分析表看來（表

4-3-1），共有七項相關係數達統計顯著。 

表 4-3-1學校數位化程度與學生資訊素養 Pearson’s相關分析表（N＝684） 



變項 電腦知識 資訊學習環境氖圍 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 家庭網路使用頻率

硬體數量 .112(**) .044 .058 .049 

硬體品質 .098(**) .025 .073(*) .059 

資訊經費來源 .155(**) .081(*) .051 .029 

網路化程度 .181(**) .005 .029 .013 

資訊融入教學 .017 .017 .038 .009 

數位接近機會 .105(**) .005 .057 .041 

*p<.05, **p<.01 

 

貳、複迴歸分析 

為瞭解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資訊素養之影響，透過複迴歸分析，建立依變

項（學生資訊素養）與自變項（學校數位化程度）之模式，以探討學校數位

化程度對學生資訊素養之影響。 

（一）從表 4-3-2看來，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電腦知識」達到顯著影響，

F值為 13.887，P＜.001。 

 
表 4-3-2數位化程度影響電腦知識之複迴歸分析表 

依變項 
自變項 

電腦知識 
（N＝684） 

 迴歸係數（β） t值 顯著性
硬體數量 0.111** 3.048 0.002
硬體品質 --- --- --- 
資訊經費來源 0.121** 3.097 0.002
網路化程度 0.122** 3.115 0.002
資訊融入教學 --- --- --- 
數位接近機會 --- --- --- 
多元迴歸係數（R） 0.46 
決定係數（R2） 0.21 

F值 13.887*** 



P值 .000 
*p<.05   **p<.01   ***p<.001 

 

（二）從表 4-3-3看來，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資訊學習環境氛圍」達到

顯著影響，F值為 4.921，P＝0.027、p<.05。 

表 4-3-3數位化程度影響資訊學習環境氛圍之複迴歸分析表 
依變項 

自變項 
資訊學習環境氛圍 
（N＝684） 

 迴歸係數（β） t值 顯著性
硬體數量 --- --- --- 
硬體品質 --- --- --- 
資訊經費來源 0.081* 2.218 0.027
網路化程度 --- --- --- 
資訊融入教學 --- --- --- 
數位接近機會 --- --- --- 
多元迴歸係數（R） 0.33 
決定係數（R2） 0.11 

F值 4.921* 
P值 0.027 

*p<.05   **p<.01   ***p<.001 

 

 

（三）從表 4-3-4看來，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

頻率」達到顯著影響，F值為 4.319，P＝0.014、p<.05。 
表 4-3-4數位化程度影響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之複迴歸分析表 

依變項 
自變項 

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

（N＝684） 

 迴歸係數（β） t值 顯著性
硬體數量 0.081* 2.156 0.031
硬體品質 0.094* 2.479 0.013
資訊經費來源 --- --- --- 
網路化程度 --- --- --- 
資訊融入教學 --- --- --- 
數位接近機會 --- --- --- 
多元迴歸係數（R） 0.39 
決定係數（R2） 0.15 



F值 4.319* 
P值 0.014 

*p<.05   **p<.01   ***p<.001 

 

（四）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沒有影響。 

參、依據上述統計結果，具體描述如次： 

一、學校數位化程度與學生資訊素養經 Pearson’s相關分析後，敘述如次： 

（一）「硬體數量」與「電腦知識」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校的「硬體數量」愈

多學生的「電腦知識」愈趨向於好。 

（二）「硬體品質」與「電腦知識」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校的「硬體品質」愈

好學生的「電腦知識」愈趨向於好。 

（三）「資訊經費來源」與「電腦知識」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校的「資訊經費

來源」愈多學生的「電腦知識」愈趨向於好。 

（四）「網路化程度」與「電腦知識」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校的「網路化程度」

愈高學生的「電腦知識」愈趨向於好。 

（五）「數位接近機會」與「電腦知識」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校的「數位接近

機會」愈多學生的「電腦知識」愈趨向於好。 

（六）「資訊經費來源」與「資訊學習環境氛圍」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校的「資

訊經費來源」愈多學生的「資訊學習環境氛圍」愈趨向於好。 

（七）「硬體品質」與「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學

校的「硬體品質」愈好學生的「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愈趨向於

多。 

二、學校數位化程度與學生資訊素養等各變項經複迴歸分析後，敘述如次： 

（一）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電腦知識」有正向影響，學校數位化程度愈好，

學生「電腦知識」愈佳。 

（二）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資訊學習環境氛圍」有正向影響，學校數位化程



度愈好，學生「資訊學習環境氛圍」愈佳。 

（三）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有正向影響，學

校數位化程度愈好，學生「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愈多。 

（四）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沒有影響。 

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研究依前三節統計結果，包括不同「城鄉別」學校在數位化程度之變項及

不同城鄉別、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資訊素養之變項等，在本節做綜合性的討論，茲

將討論事項說明如下： 

壹、學校城鄉差距影響數位化程度分析結果之討論 

從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城鄉別」學校在「硬體品質」、「資訊經費來源」、「網

路化」及「數位接近機會」等方面有差異。因而不同「城鄉別」學校在「硬體品

質」、「資訊經費來源」、「網路化」及「數位接近機會」等方面是存有落差的現象。 

從研究結果又發現，不同「城鄉別」學校在「硬體數量」與「資訊融入教學」

方面無差異。會造成此種結果，推測其原因：教育部於民國 87年度起實施「資

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擴大內需方案，依學校規模在全國各中小學建立網路、設

置電腦教室，並開始實施資訊教育。民國 90年教育部公佈「中小學資訊教育總

藍圖」，積極推展資訊教育與資訊教育融入教學工作，在教育部大力推動之下，

各項資訊設備及師資訓練在 93學年度幾乎已經完成目標，推估城鄉學校教師擁

有資訊基本素養相當接近，也都接過過相當程度的資訊研習，也有操作資訊設備

的基本技能，成為推展資訊融入教學的最大資產。 

貳、不同城鄉別與家庭社經地位學生資訊素養分析結果之討論 

從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城鄉別」、「家庭社經地位」之學生在「電腦知識」、

「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等方面有交互作用。從研究結果又發現，不同「城鄉別」、

「家庭社經地位」之學生在「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家庭網路使用頻

率」方面無交互作用。 



從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學生在「電腦知識」及「家庭網

路使用頻率」等方面有差異，從研究結果又發現，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學生

在「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方面無顯著差異。

會造成此種結果，推測其原因：網路的風潮，帶動了學校的資訊學習環境氛圍，

學生願意投入數位學習及數位應用，因此，在學校形成的資訊學習環境氛圍，對

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其感受是無差異的。 

另，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學生在「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方面

無顯著差異，會造成此種結果，推測其原因：「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

不因「家庭社經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制使用，學校基於數位環境開放的

公平性，對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並未設有任何的差別待遇，因此，不同「家庭

社經地位」之學生在「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方面無差異。 

參、學校數位化程度影響學生資訊素養分析結果 

從研究結果發現，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電腦知識」、「資訊學習環境

氛圍」、「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有正向影響，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

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沒有影響，惟從 Pearson’s相關分析及複迴歸分析

統計結果顯示，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的「電腦知識」、「資訊學習環境氛

圍」、「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雖有正向影響，但其影響力是低的，

會造成此種結果，推測其原因：（一）本研究為瞭解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

資訊素養的影響，合併 57所學校及學生資料（N＝684），由於「國民中學

數位化現況調查問卷」是由資訊組長填寫，「學生資訊學習情況調查問卷」

是由學生填寫，兩筆獨立的資料經合併分析，有可能導致其統計結果呈現影

響力偏低；（二）本研究探討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資訊素養之影響，意即

探討學校對個體之影響，除了校際差異可能影響其推論的準確性外，收集而

得的 57所學校及學生資料，樣本數並不多，也有可能導致較大的抽樣誤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