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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數位時代教學資源網站的意義與內涵，以及瞭解國小

教師教學需求與網路資訊搜尋行為，並進一步探討國小教師對「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情形，最後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入口網」提出改善建議。 

本研究採訪談法與問卷調查法，以桃園縣立國民小學正式教師為母群

體，選取 10 位經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教師，進行訪

談研究，將訪談的結果，配合相關文獻與問卷調查結果，作交互分析討論。

另外，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針對桃園縣 60 所學校、564 位教師進行問卷

調查研究，回收有效問卷數 509 份，佔總樣本數之 90.2％。所得資料輸

入電腦後，利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料分析，統計方法包括描述統

計、t 考驗、卡方考驗、單因子變異數分析等。透過訪談法的質性探討與

問卷調查法的量化數值分析，本研究可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國小教師教學強烈需要豐富的教學資源與提升資訊素養 

二、國小教師因教學工作上的需求，產生網路資訊搜尋行為 

三、只有半數的國小教師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整體的

使用率不高 

四、「瞭解程度不足」、「時間因素」以及「使用習慣」是影響國小教師未

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主要原因 

五、國小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最主要是為了快速取得

教學資源 

六、除了「教學資源」之外，國小教師很少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所提供的內容、功能與服務 

七、國小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屬中上程度 

八、「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對國小教師的教學工作有幫助 

九、有年齡等六個不同變項對於教師是否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有顯著差異 

十、有性別等八個不同變項在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

受度上有顯著差異 

十一、「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之間存

在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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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之間具

有顯著預測作用 

關鍵字：教學需求、教學資源網站、網路資訊搜尋行為、教育部數位教學

資源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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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meaning and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 web site in digital era. Another objective is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demand and internet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of 
teacher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Yet another objective is to investigate further 
the utilization and level of acceptance on “MOE Education Intuitive Service 
Portal” by teachers of elementary school, finally,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will 
be provided for “MOE Education Intuitive Service Portal”.  

In this study, interview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ill be 
adopted. The formal teacher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oyuan County will 
be used as the population, and ten teachers with frequent use of “MOE 
Education Intuitive Service Portal” will be selected to perform interview study, 
then the interview result accompanied with related literature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 will be used for mutual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In addition,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ill be adopted to perform questionnaire 
survey study on 564 teachers out of 60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The 
returned effective survey questionnaires are 509 copies, which occupy 90.2％ 
of the total sample number. After the obtained data are entered into the 
computer,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software was used to perform data analysis, 
and the statistical method includ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 test, chi-square test 
and 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etc.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interview method and quantitative numerical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study： 

1.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eaching needs strongly rich teaching resourc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2.Search behavior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is needed for elementary school’s 
teacher due to teaching job demand.  

3.Only half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as experience using “MOE 
Education Intuitive Service Portal”, and the entire utilization rate is pretty 
low.  

4.“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time factor” and “habit of usage” are main 
reasons that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did not use “MOE Education 
Intuitive Service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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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to use “MOE 
Education Intuitive Service Portal” is for fast acquisi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  

6.In addition to “teaching resourc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rarely used the 
content, function and service provide by “MOE Education Intuitive Service 
Portal”.  

7.Elementary teachers had above medium level of acceptance on “MOE 
Education Intuitive Service Portal”.  

8 .“MOE Education Intuitive Service Portal” is helpful to the teaching job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9. Six different variables such as age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whether 
the teacher had used “MOE Education Intuitive Service Portal”.  

10.Eight different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teacher’s acceptance on “MOE Education Intuitive Service Portal”.  

11.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s among “Perceived usefulness”, 
“ Perceived Ease of Use”, “Usage satisfaction” and “Usage intention”.  

12.Significant forecasting function exists among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Usage satisfaction” and “Usage intention”.  

Key words：Teaching demand, teaching resource web site, search behavior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MOE Education Intuitive Service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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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賦予教師更大的課程自主空間與權責，但相對

也給教師帶來更多的挑戰與壓力。國小教師的主要工作是教育學生，從教

材的編制到教材的選擇、課程的設計、教學方法、教學技巧等，都屬專業

性的教學工作，面對多元的教學時代，教師的時間與精力畢竟有限，將大

部分的時間投入平時課堂的敎學活動中，而沒有足夠的時間自行製作教

材。若教師知道從何處找到教學所需的資源，則可節省許多時間來準備教

學設計與充實教學內容，以提升教學的品質。 

教師欲擁有良好的教學品質，除了透過課程的妥適安排、適當與創新

的教學策略、運用資訊科技外，教學資源在教學歷程中也是不可或缺之必

要條件，教師能否善加運用資源於教學，對於教學品質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唐淑芬，2005）。教學資源在教學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有效的

教學資源有助於教師順利教學，並提升教學效率，同時，也可引起學生學

習動機、激發好奇心。隨著時代的進步，則有所謂數位教學資源的利用，

讓教學資源的內涵愈加豐富、廣泛（張蓉峻等，2004）。 

當學生與教師在數位環境中相遇，學生可謂如魚得水，老師則必須不

斷因應時代轉變的挑戰。身處於數位時代，教師在面對學生新的溝通學習

方式的挑戰，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有效應用數位教學資源以及數位平台

工具，重新規劃教學活動，使學生能夠有效運用資訊溝通，提升學習效果。

教師若能了解數位時代學生的學習特性，將資訊科技與教學內容做結合，

定能提升教學成效。 

教師意識到教學上要有更多元、更豐富的外來資訊，以補足本身知識

或想法上不足的需求。在這資訊化的社會中，傳統的教學型態已大大的改

變，教師需運用更多不同形式的教材，來豐富教學活動及內容，進而激發

學生的學習興趣。正因如此，教師對於教學上的資訊需求與日俱增，藉由

網際網路的發達，資訊的來源更加多樣化，教師開始運用更多元的方式和

途徑，尋求相關的資訊來滿足教學上的需求。 

另外，教師需重新思考對於資訊的認知，瞭解本身的資訊需求，提升

資訊尋求與選擇資訊的能力。教師的網路資訊行為除了網路資訊需求與網

路資訊尋求外，另一方面，尚包含網路資訊的使用，教師的資訊需求以教

學方面為主，故資訊使用也多用在教學上，包括作為教學的輔助工具、增

加學生學習效果、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取得多元型態的教學資訊、啟發教

師新的教學觀念等（簡瓊雯、林珊如，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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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資源應用於教學，已是未來教育的趨勢，增強數位資源的應用，

是現代化教學的重要方向。教師藉由豐富的數位資源，轉化為活潑的教學

內容，充份達成教學多元化，以及有效提升教學效率的目標。將眾多的數

位資源轉化為中小學師生可用的教學資源，已是各國關注的議題。陳昭珍

教授（2007）建議，教師們應多多將數位資源運用於教學上，有助於教育、

學習與研究，並鼓勵所有教師們多多運用線上數位資源、發揮創意、結合

教學，共同提升台灣教學教育品質。 

教育部（1998）成立「資訊教育軟體與教材資源中心」，目的在整合、

共享中小學學科教材與數位化資源，每年由教育部補助若干學校製作數位

教材置於網際網路上，免費提供全國師生共享，2000 年該資源中心改名為

「學習加油站」，透過資訊科技集中全國教材的精華。教育部（2001）於

「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中所訂出的四年指標，其中之一即是教材全面

上網，各學習領域均擁有豐富且具特色之教學資源等目標，並強化資訊教

育基礎建設，為網路教學資源定下基礎。隨後配合教育部（2002）的「挑

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中，提出「九年一貫各

領域數位學習輔助內容」的建構策略，包含發展六大學習網，提供中小學

生做中學網路學習活動內涵與網路補充教材及素材；統整社教館所數位化

資源，發展中小學數位化補充教材資料庫；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結合

縣市教育局教材資源中心建置各領域網路學習教材及教案，並統整相關網

站。 

在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中也明確指出，發展充裕的數位

教學資源，讓學生與教師可以合法、合理及安心使用，是其努力的方向之

一。由上可知，資訊教育政策均積極推動數位教學資源的開發與應用，以

提升教學品質，並對數位學習資源庫的內容建置進行品質控管。 

全球資訊網的教學資源網站不分國內外均處於蓬勃發展的階段。因為

具有多媒體呈現、容易使用、方便擷取及無遠弗屆等優點，使得教學資源

網站成為教師教學題材與資訊的重要來源。國內外各級學校師生只要透過

網際網路就能夠檢索到來自世界各地相當豐富的資訊(黃靜怡、張弘毅，

2003)。教育部自 1998 年頒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以來，教育政策逐

漸朝向無標準教科書及注重本位課程之發展，尤其在九年一貫的教育方針

下，教學並無嚴格的標準教科書規範，因此教材的準備範圍較廣。教師在

教學時，對於數位化素材、教材、網站資源蒐集與融入教學的方法等資源

需求，期望能透過統一建置的教學資源庫，儲存及分享教材資源與經驗，

並透過協同合作的方式充實可利用的知識寶庫。為使教師方便取用教學資

源並共享教學資源，於是國內陸續建置了所多的教學資源網站。教學資源

網站其設置之目的在於提供平台作為整合、流通、分享教材與教學資源，

並進行系統的分類與管理，使教師可以檢索、取用、應用與分享豐富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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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資源，幫助融入其教學，藉此促進教師教學的活化與資源分享。 

《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提出數位教學資源的構面可以瞭解到數位

教學資源開發與應用的幾個問題：（1）中小學教師對於網路教學資源的依

賴度不高，授課補充教材只有約四分之一的內容是上網搜尋得來，搜尋方

式大多利用搜尋引擎進行關鍵字檢索。教育部的六大學習網與學習加油

站、各縣市教學資源網、教育局（處）網站及教科書商網站也是老師們搜

尋教學資源的來源。（2）從相關文獻及分析國內外數位教學資源網站，可

發現中小學數位教學資源的數量充足但卻不易找到。（3）網站及網站中數

位教學資源品質管理待加強。為解決以上的問題並達成發展多元的數位教

學資源（提供教師與學生豐富、多元、正確及方便找尋且利於分享的數位

教學資源）的目標，除了推廣數位教學資源的分類標準及公共授權機制之

外，最重要的是發展並整合各類型的數位教學資源（教育部，2008）。 

由此可知，教師所面臨的問題並非數位教學資源的不足，而是在面對

眾多的數位教學資源時，是否能得到自己所需的關鍵資料。在無邊無際的

網路世界中，為了方便教師能夠比較有效率地找到想要的數位教學資源，

入口網站便成了相當重要的一項工具。 

除了透過入口網站的型式整合豐富的教學資源，以利教師取用並共享

外，教學資源網站發展的另一個重點，著眼於提供一個專業團體互動學習

的環境，讓原本身處於不同時空的教師得以匯聚在這虛擬社群中，教師可

以得到即時的知識分享與互動，以促進跨校、跨地區教學經驗分享，讓教

師可以經由此平台，建立教師專業社會網絡（teacher professional 

social networks），擴大知識交流的來源，甚至成為緊密支援的互助團體

（林福仁、林盛程，2004）。 

網路的普及帶動了虛擬社群的發展，也增加了資訊與知識分享機會，

網路虛擬社群被視為網際網路中具有價值的一種應用。教師是種專業，必

須隨著時代的腳步不斷精進，網路社群是一個很好的互動場所，教師們亦

可在上面進行合作創新，增加彼此的附加價值。虛擬社群成員藉由社群內

的互動過程，來分享與擴散個人資源（如：經驗知識、數位化檔案），也

生產與消費集體智慧（如：協作成果、社群經驗），進而共同學習與達到

教育上的專業成長。教師在這一個專業團體互動學習的環境中，可以得到

即時的知識分享與互動，並建構出其社會網絡，促進跨校、跨地區中小學

教師的教學經驗分享，讓國民教育教師成為活潑而富有創意的專業教師

（林福仁、林盛程，2004）。 

教育部多年來經營教學及教材網站，已彙集豐富的教學資源，由於不

同教學資源網檢索資料方式都不同，為了讓老師、學生查訊更方便，因此

將相關的教學資源整合，簡化成為一個功能便捷的「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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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網」，網站命名為「教育 isp（Intuitive Service Portal）」。「教育

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整合各縣市網路教學資源，提供最正確、完整的

數位教學資源，宛如台灣教育資料的 google 網站，只要進入這個入口網

站，就可迅速搜尋到所需要的數位教學資源。同時，亦期望透過此一入口

網站，提供一個虛擬社群環境，讓教師能有更多交流（教育部，2010）。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自 2010 年 4 月 13 日正式推出至今，

已過了二年多的時間，瀏覽人次突破六百七十五萬人次，看似呈現非常活

絡的景象，然此景象是否在全國各縣市均是如此？為瞭解桃園縣國小教師

是否知悉「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藉由哪些管道知悉？是否使用

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以做為教育部與桃園縣政府教育局未

來辦理推廣行銷活動之參考依據，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整合了教育部所屬教學資源網站，擁

有豐富的數位教學資源，希望讓教師能藉由此入口網站，迅速搜尋到教學

上所需最正確、完整的數位教學資源。教師除了知悉此入口網之外，實際

透過此入口網去搜尋並應用其豐富的數位教學資源，乃是「教育部數位教

學資源入口網」建置的目的之一。教師使用的頻率？搜尋與應用何種類型

的教學資源？期望與實際上可能存在著極大的距離。希望藉由本研究，瞭

解桃園縣國小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現況，此為研究

動機之二。 

性別、年齡、服務年資等不同背景變項，使得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

學資源入口網」的運用各自有異，歸納、蒐集、比較各項影響教師應用此

入口網的因素，也是一項極為要的環節。「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是否有存在的價值，端視它能否吸引教師、能否讓教師主動運用。資源數

量是否充足？資源可用性是否夠高？資源分類的方式是否合宜？操作介

面是否親和？這些都是影響此入口網能否吸引教師並主動應用的關鍵因

素。希望藉由本研究，分析哪些背景因素影響桃園縣國小教師使用「教育

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以及探討桃園縣國小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

資源入口網」的「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意願」及「使用滿意度」

看法，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首先，本研究希望藉由相關文獻的探討，瞭解中小學資訊教育政策對

教學資源發展的影響，以及教學資源網站的發展概況。許多教學資源網站

仍在持續的發展與經營中，目前，教育部更一步地將這些網站提供的數位

教學資源加以整合，推出「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其次，也希望

藉由本研究瞭解國小教師教學需求與網路資訊行為，以及探討國小教師對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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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將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詳細說明如下： 

一、探討數位時代教學資源網站的意義與內涵。 

二、瞭解國小教師教學需求與網路資訊搜尋行為。 

三、瞭解國小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現況。 

四、探討國小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與影響使用

意願的因素。 

五、探討不同背景國小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

受度之差異。 

六、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提出改善建議。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將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分別敘述如下： 

一、教學資源網站的意涵為何？教學資源網站的功能為何？ 

二、瞭解桃園縣國小教師的教學需求為何？上網的主要目的為何？網路教

學資源的主要用途為何？使用網路教學資源的主要原因為何？  

三、是否知悉「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藉由哪些管道知悉？是否

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主要目的為何？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現況？ 

四、「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是否有用？是否易用？使用「教育部

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滿意度為何？使用的意願為何？ 

五、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服務年資等）的教師，對「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是否有顯著差異？「有用

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與「使用意願」之間是否有相關，

是否具有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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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本研究以「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為主，進行相關研究。 

二、本研究以桃園縣為調查範圍，不包含其他縣市。 

三、本研究以桃園縣國小之正式教師為調查對象，包含：行政人員、級任

教師與科任教師，不含實習教師、代課教師。 

四、本研究僅就「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進行研究。因此，在研究

結果的推論上，無法推論到其它教學資源網站。 

第五節  名詞解釋 

一、教師資訊需求 

資訊需求是指「當人們發現自己處於一種狀況，需做決策、回答問題、

尋求事實、解決問題或了解某些事情，便需要資訊來迎合這些需求」

（Chen，1982）。「教師資訊需求」係指教師在準備教學或教學活動中意識

到自己某些方面的缺乏，希望有更多外來資訊以補足本身知識或想法上不

足的一種需求。 

二、教師資訊行為 

資訊行為是指「當人們確認本身對資訊的需求，用任何搜尋的方式找

到資訊、並使用或轉換所獲的資訊，所進行的活動」（Wilson，1999）。「教

師資訊行為」係指教師在教學上的資訊需求、資訊尋求行為及資訊使用。 

三、網路資訊行為 

資訊是生活的必要條件，隨著時代的演變，現代人需要更多的資訊以

面對複雜多變的工作及生活環境。當網路崛起，資訊的產生、處理及傳播

方式也隨之改變，使得資訊與資訊環境變得更複雜，在網路搜尋資訊與使

用資訊，對資訊使用者而言，是一個新的挑戰。網路資訊行為，包括網路

資訊需求、網路資訊搜尋與網路資訊使用（簡瓊雯、林珊如，2005） 

四、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係指在教學活動的過程中，用以輔助教學，藉以達成教學目

標，並使教學之進行生動有趣、豐富、順利的各項資源而言。過去這類資

源包括了視聽媒體、文字類資料以及社會資源等類別。隨著數位化教學資

源的發展，有愈來愈多的老師將網際網路適合教學的資源與實際的教學活

動結合。（吳明德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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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資源網站 

綜合陳啟展（2003）、黃靜怡（2003）、楊宏達（2007）及張光銘等（2007）

對教學資源網站的看法，研究者將教學資源網站定義為：教學資源網站係

利用網際網路的功能與特性，根據教學者的需求，收錄與統整相關數位化

的教學資源，並進行系統的分類與管理，所建置的一個虛擬網路資源中

心。教學資源網站設置的功能包括：（1）提供網站作為整合、流通、分享

教材與數位教學資源的平台。（2）進行系統的分類與管理。（3）使教師可

以檢索、瀏覽、取用、應用與分享豐富的數位教學資源。（4）幫助教師融

入其教學，以活化教學與資源分享。 

六、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教育部為打破過去教師對教育資源網站眾多的既定印象，並有效結合

過去政府部門、學術單位、國教輔導團、一線教師投入等積累之豐碩資源

成果，2009 年在教育部電算中心協助下，進一步整合教育部所屬教學資源

網站及社群網站，包含交換分享平台、教學資源網、學習加油站、校園資

源分享網、創用 CC 資訊網等，藉由平台共通規範擬定、學習物件後設資

料標準化、跨平台搜尋引擎等作法，建置成「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於 2010 年 4 月 13 日正式推出，以單一入口網站提供給教師及民眾

便利取用數位教學資源，也使教師社群有更多交流（教育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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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釐清研究主題，建立研究架構，本章乃針對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進

行探討。本章將分五節討論，第一節為教學資源網站的意涵與發展；第二

節為中小學資訊教育政策概況；第三節為教師對網路教學資源的需求與網

路資訊行為；第四節為科技接受模式理論與相關研究；第五節為影響教師

使用教學資源網站的因素。 

第一節  教學資源網站的意涵與發展 

分析國內現今主要的教學資源網站，以教育部所建置的數位教學資源

網站（例：「六大學習網」、「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數位典藏融

入教學資源網」等），其內容與規劃較為全面，著重於「教師需求」的觀

點來設計發展，期能配合教師在實際教學情境中運用數位教學資源的需

求。數位資源應用於教學，己是未來教育的趨勢，增強數位資源的應用，

也是現代化教學的重要方向。教師藉由豐富的線上數位教學資源，轉化為

活潑的教學內容，充份達成教學多元化，以及有效提升教學效率的目標。 

一、教學資源網站的意涵 

（一）教學資源網站的定義 

教學資源係指在教學活動的過程中，用以輔助教學，藉以達成教學目

標，並使教學之進行生動有趣、豐富、順利的各項資源而言。過去這類資

源包括了視聽媒體、文字類資料以及社會資源等類別。唯隨著時代的進

步，則有所謂數位教學資源的利用，讓教學資源的內涵愈加豐富、廣泛（張

蓉峻等，2004）。為使教師方便取用教學資源並共享教學資源，於是產生

了許多教學資源網站。應用網際網路而建置的各種教學資源網站，因其多

元化、方便性、簡易性、無遠弗屆等特色，已成為教師不可忽視的教學模

式與資訊的來源。教學資源網站的目的之一，即是提供教師豐富的數位教

學資源，讓教師在教學上能夠作充分的應用。 

教學資源網可定位為網路的教學資源中心，是一個虛擬的網路，以提

升教師教學效能為目的，應用網路及多媒體特性，提供教師教學時之教材

資源（陳啟展，2003）。 

教學資源網站的定義為以整合教學資源為目的所建置之網站，經由網

路的傳輸與接收，進而將教學資源累積、流通、分享、交換、創新與使用，

提供教師卓越教學所需的各項教學支援服務（黃靜怡，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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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使用教學資源網站搜尋教學資源，會將教學資源補充於課堂中的

教學原因之一，是教學資源網站能提供課程素材，促進教師與學生間的溝

通，增進線上學習技巧以及教師課堂上教學（Witt, 2004）。 

教學資源網站是藉由網路，提供教師教學時所需的教材資源及各種教

學服務，目的在於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楊宏達，2007）。 

教學資源網站係運用網際網路於教學的一種方式，建置者不限公家機

關、學術單位或是個人，為促進教學活化與資源共享，特分析教學者的需

求，應用網路及多媒體之特性，收錄與統整相關數位化教學資源，並進行

系統的分類與管理，所建置的教學相關資源服務網站（張光銘等，2007）。 

教學資源網站除了要包羅豐富的教學資源，並要能提供教師專業知能

之發展資訊，且應重視使用者的互動與分享之活動，並能與其他教學資源

網站做連結，以發揮最大的功效。完善的教學資源站，教材的呈現必須多

元化，除了豐富的教學資源、方便的上傳下載功能更是重要，如此才能滿

足教師的教學需求。另外，教師社群的建立更顯重要，將教師教學的智慧

有效的管理、傳達與分享，才能讓多數教師受惠，也能讓教學資源更加創

新。教師應秉持著知識互惠的心態，才能讓網站資源更加豐富、源源不絕

（沈宛蓁，2009）。 

綜上所述，研究者將教學資源網站定義為：教學資源網站係利用網際

網路的功能與特性，根據教學者的需求，收錄與統整相關數位化的教學資

源，並進行系統的分類與管理，所建置的一個虛擬網路資源中心。教學資

源網站設置的功能包括：（1）提供網站作為整合、流通、分享教材與數位

教學資源的平台。（2）進行系統的分類與管理。（3）使教師可以檢索、瀏

覽、取用、應用與分享豐富的數位教學資源。（4）幫助教師融入其教學，

以活化教學與資源分享。 

（二）教學資源種類 

網路教學資源種類眾多，教學資源可概分為：素材、教材、學習單、

測驗題、數位典藏及相關網站、非數位化媒體資源、教案等 7 種（林燕珍、

徐新逸、黃雅萍，2003）。 

另外，吳明德、黃喻淳（2005）分析比較我國 5 個主要教學資源網站，

發現各教學資源網站所提供的教學資源類型不盡相同，各網站提供的類型

如下： 

1.學習加油站：提供的教學資源類型有：資源網站、教案、教材、素材、

學習單、測驗題、活動成果、資訊融入教學活動成果。 

2.亞卓市夫子學院：提供的教學資源類型有：教案（教學計劃）、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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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資源。 

3.思摩特：提供的分類是較大的類別，教學設計，研究論述、經驗心得

分享、教學輔助教材類。 

4.台北市多媒體教學資源中心：提供的教學資源類型則只分教材和素材

兩類。 

5.康軒資源網：提供了學習目標、能力指標、教案、教學簡報、學習單、

線上學堂、練習卷、好站好書介紹、教學計劃表等。 

再者，分析「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後，發現其提供的教學資

源類型包括：教學設計、教材、學習單、素材、教學活動等五種類型。 

綜上所述，教學資源網站所提供的教學資源類型眾多，分析及歸納符

合教師教學需求的教學資源類型，可以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所提供的教學資源類型。將其定義如下： 

1.教學設計：為針對課程教學活動設計之資料，教學設計的內容大致包

括教學目標、內容、方法、程序、活動與評鑑。 

2.教學活動：被包含於教學設計底下，每一教學活動都有其所適用對象

及基本教學時數，也可能涵蓋一至多個教材、學習單或素材。 

3.教材：就是教學時的材料、也稱「教學內容」，包括知識、觀念和所

使用的一切材料，常見的呈現方式包括：教科書、習作、教師手冊、

補充材料、標本、模型、圖表、錄音帶、影片、幻燈片、投影片等。 

4.學習單：教師依據教學活動設計的一份作業單（practice and drill）

讓學生填寫。 

5.素材：可提供使用者重製單一圖片、聲音等（必須是已取得於學術上

及非營利上之使用權利） 

理想的教學資源網站應該是資源豐富，可以達到分享交流的目的，同

時，資源的品質也非常的重要。 

（三）教學資源網站的內容與功能 

許德輝（2001）在「批判與創造思考教學資源網站發展製作之研究」

中，指出教學資源網站應有七個功能與服務項目，分別如下：（1）提供分

類主題之教學資源。（2）分享教學成果與作品。（3）線上問題諮詢與討論

互動。（4）教學相關之活動或研習訊息。（5）提供相關時事與新資訊。（6）

提供教學指引與輔助工具。（7）主題相關之網路資源介紹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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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逸、王培卉、陳宜欣（2002）在「教學資源網站在社會學習領域

教學之應用」研究中，歸納了社會學習領域之教學資源網站內容與功能，

共有七個項目，分別如下：（1）提供教學計畫。（2）分享教學策略。（3）

教師專業成長。（4）專題文章閱讀與討論。（5）線上搜尋機制。（6）提供

與尋找專題合作機會。（7）修正教學計畫的機制。 

教學資源網站應有之基本內涵與功能，可歸納為「教學資源」、「教學

素材」的分享、設立「使用者分享作品之場域」、作為使用者回饋創新教

學資源之專區，提供「教育時事議題」、「教育活動」之訊息，設有「討論

區」供使用者彼此互動形成社群，並提供「線上諮詢」回復使用者之教育

問題，篩選並連結國內外教育資源網站，並提供「簡易搜尋檢索」之服務

（黃靜怡，2004）。 

教學資源網站的建置是為了教學資源的交流和分享，並進而促使教學

資源在質與量上的發展（陳啟展，2003）。教師認為教學資源最終要能夠

吸引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注意力，符合小朋友的認知程度，才是好的教學資

源（吳明德、陳世娟、謝孟鈞，2005）。教學資源網內容的需求宜掌握「適

切性」、「吸引力」、「正確性」、「時效性」、「客觀的立場」等原則（羅綸新，

2005）。因此，教學資源網站的內容必須要能簡單的實行，並且要有完整

的教學法以及符合成本效益，最重要的是提供有效的教學品質。 

（四）教學資源網站的資源共享與知識分享 

資源共享是網際網路的最大意義與存在價值之一，網路的功能不只侷

限於資訊的交流，應能整合資訊形成資源，發揮資源共享的教育學習功能

（黃福坤，1999）。運用網路「無遠弗屆」及「資源共享」的精神，教師

透過網路將教學資源累積、流通、分享、交換、創新與使用，提供教師卓

越教學所需的各項教學支援服務（黃靜怡，2004）。 

教學資源網站是教學資源的知識倉儲，教師在網站透過學習互動進而

達到知識的分享。除了讓教師們共享教學資源外，其所引發教師在教學上

的相互交流、對話、論證，即是知識分享的過程。社群的建立，能促進教

師協同合作、相互觀摩、討論與經驗分享，最重要的是促進教師的專業成

長。隨著科技的進步，傳統社群的觀念也延展到虛擬的形式。教師是一種

專業，必須隨著時代的腳步不斷精進，網路社群是一個很好的互動場所，

教師們亦可在上面進行合作創新，增加彼此的附加價值。虛擬社群成員藉

由社群內的互動過程，來分享與擴散個人資源（如：經驗知識、數位化檔

案），也生產與消費集體智慧（如：協作成果、社群經驗）。 

虛擬社群聚集現實生活中擁有共同興趣喜好背景的人們，藉由網路的

運作和發展，進行溝通、互動、和分享彼此的情感、文化或話題，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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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人際之間的分享與交流，進而累積知識吸引更多的成員進入社群網

站。虛擬社群最主要的意義在於把人們聚集在一起進行互動與分享（蔡至

欣、賴玲玲，2011）。讓擁有相同興趣領域的教師，能在專屬的環境下得

到即時的交流與互動，藉此幫助教師分享彼此的教學經驗，並建立教師專

業社會網絡，滿足教師專業自主發展的多樣性需求，擴大知識交流的來

源，進而成為緊密互助的團體。 

亞卓市、思摩特等教學資源網站，藉由教師網路社群的建立，不但傳

統教室所受到的時空限制可得到解決，更可以進一步提升學習的深度與廣

度。教師將經驗分享、教學設計、研究論述、輔助教材、活動照片、學習

單等資源上傳至網站，並透過討論區共同探討新思維，教師們從中體驗到

資源分享的喜悅，以及經驗交流的互助精神，不但擴展了知識的範圍與視

野，更在教學上產生了不斷創新的力量（沈宛蓁，2009）。 

虛擬社群中知識取得是社群成員參與的主要誘因(Hagel & 

Amstrong,1996)。社群內的每個成員可能同時是資訊的提供者或接受者，

因此成員透過網路進行雙向的互動分享資訊和知識（蔡至欣、賴玲玲，

2011）。虛擬社群成員對於其他成員的行為信任程度越高，會增加他們分

享資訊或知識的意願（陳靖旻，2008）。知識分享能帶給教師一種愉悅的

經驗時（有趣性），將能促進教師知識分享意願（鄒紅玉，2008）。當知識

分享者與知識接受者之間關係密切，並且抱持著正向且樂意的態度時，便

會加深其知識分享意願，進而提升知識分享行為之成效（陳美樺，2006）。 

教師樂於將有意義的教學知識來分享，提供有用的教學資源來共享，

有助於專業成長的提升及專業地位的重建，更是增進教學品質的有利途

徑。虛擬社群的效益必須經由使用者持續參與其中始能傳遞與擴散，虛擬

社群的內涵也需要透過社群成員的使用與回饋才能逐漸累積而愈加豐富。 

二、教學資源網站的發展 

（一）資訊教育軟體與教材資源中心 

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是我國推動資訊教育的主要單位，民國八十七

年二月配合教育部國教司的需求，召集學校、縣市教育局代表及專家學者

等，籌備設置「資訊教育軟體與教材資源中心」網站，於民國八十七年八

月正式上線。參與學校（資源中心學校）的團隊成員包括領域或學科專業

教師、教學設計與資訊專業教師，任務為資訊融入教學之活動設計、教材

開發、教學相關資源搜集與活動實施，並辦理資訊融入教學之教學研習、

觀摩會等。其目的為整合、共享中小學學科教材與數位化資源，每年由教

育部補助若干學校製作數位教材置於網際網路上，免費提供全國師生共享

（教育部，1998）。 



- 13 - 

（二）亞卓市 

亞卓市於 2000 年 1 月 5 日開市，為大學學術追求卓越計劃「學習科

技--主動社會學習及其應用，從台灣到全世界」的研究平臺，經國科會與

教育部指導，目前由中央大學與中華電信共同經營與合作推廣公益之教育

平台。亞卓市致力於服務國中、國小學校師生、與各縣市教育局，並辦理

網路學習活動、公益演講、教師研習等相關網路活動推廣，鼓勵市民積極

參與有益活動。亞卓市（亞洲卓越城市之意，讀音接近 EduCities）是全

球第一個網路教育城市。它是網路學習社會的雛型，是一個以教育為宗

旨、以城市為架構、以市民為參與者的虛擬城市。扮演從真實世界到網路

虛擬環境的橋樑角色，提供教育的活動與學習的內容，亞卓市平台為教育

與公益性質，希望小學生經由班級網路經營活動讓實體的學習延伸到網路

互動，師生製作分享作品，也將許多優質的數位內容讓中小學師生更深入

認識（亞卓市，2000）。 

（三）學習加油站 

資源中心網站內容在學校教師、相關學者專家的努力下，日漸豐富，

許多學校應用網站的資源予教學，頗具成效，民國八十九年四月正式命名

為「學習加油站」（http://content.edu.tw）。 

同時，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的公佈實施，本網站著手規劃新課程資

源知識庫架構；及網站管理系統更新，於九十一年推新網站機制，以傳播

給全國教師資訊融入教學之資源共享、應用與教學創新服務資訊，提供多

數教師們再利用、共享運用豐富的教學資源，期提升網路資源的教學應用

價值、促進全國教師教學經驗交流與提升應用資訊科技於教學的品質，並

加速新課程的推動。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是一個屬於全國中小學教師、學生的教與學共

享資源網站，希望藉由更方便、好用的系統功能，提供師生更佳的課程結

構、更多元的資源、更方便的查詢方式、經驗交流園地等參考資源與服務，

以協助資訊科技融入各領域、學科教學之實施（學習加油站，2000）。 

（四）思摩特 

思摩特網是一個專業教師知識管理、經驗分享的網路社群，由一群關

心國民教育的教育工作者發起和開始經營。提供一個主動學習的環境，幫

助國民教育教師能夠自發性的學習成長、自編學生需要的教材與教具，採

用科技媒體所賦予生動活潑的教學設計、並摘取更多元、更適合學生需要

的評量方法，滿足師生「教與學」的新觀念、新作法，讓老師教得生動，

學生學得自信，如此教學品質才能逐步提升。思摩特網（SCTNet）提供教

材、試題、教學活動設計的上載分享、教育論壇（education forum）、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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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佈告欄（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專業工作坊（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即時討論（chat room）、電子郵件等方式，讓國民教育教

師可以分享彼此在教育專業領域上的知識、經驗、心得與想法，達到資源

共享的目的。（思摩特，2002） 

（五）數位典藏融入教學資源網 

數位典藏融入教學資源網(以下簡稱資源網)於民國 91 年 1 月 1 日正

式成立，承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數位博物館計畫」、「國家典藏數位

化計畫」、「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及「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四

個計畫的經驗，依據國家整體發展，重新規劃而成（教育部，2002）。 

教育部「數位教育與網路學習－數位典藏融入教學計畫」以擴大與深

化數位典藏成果在教育、文化面的應用為主要目標。重點為應用數位典藏

內容將之融入國中小課程中，提供全國中小教師加值及善用數位典藏的豐

富資源，達成精緻化的資訊融入教學課程目標（教育部，2002）。資源網

專案內容分為三大部分： 

1.數位教材之研發，將數位典藏內容融入國小三、四、五、六年級社會、

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以主題式內容發展，製成數

位教材共四十單元，並提供教師與學生可線上教學與學習。 

2.「數位典藏融入教學資源網」網站建置。另提供教學分享平臺，建立

學習社群，提供教師發佈、分享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的相關教案及圖文。 

3.計畫成果之推廣與說明。每年選定一段時間，透過北、中、南、東、

離島等場次的教學示範研習會，推廣數位典藏融入教學策略、數位典

藏融入教學資源網、教學分享平台，以及進行數位教材教學示範活動。 

（六）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教育部 2003 年開始建置「教育部教學資源網」，此網站係在教育部「數

位學習交換分享計畫」項下產生，其目標在於運用資訊及網路技術，整合

數位學習內容與技術資源，以建置數位學習交換分享機制，協助教師專業

社群之發展，並鼓勵教師共同創作和運用教學資源，透過「教育部教學資

源網」，提供教師優質的資源分享環境，整合國中小學之教學資源，期能

縮短教師尋找網路資源的時間，並豐富教師之教學內容（教育部，2003）。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意指「from E-education to E-learning」

縮寫為「EtoE」，以聯合目錄的方式整合中小學教學資源，鼓勵作者以創

用 CC 授權分享資源，使用者可自由取用，期讓豐富且有水準的數位資料

達到可交換及可攜式的目標，俾便教師（使用者）運用教學資源網的知識

管理平台而形成學科教師社群，並發揮知識管理中的績效與創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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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育部數位分享交換平台 

（EdShare）是提供一個教學元件分享與交換的平台，提供個人專區、

會員管理、數位內容瀏覽、檢索、下載、評選、著錄、新聞公告、討論區、

元件交換記錄、平台網站使用指標查詢、Q&A、元件收藏等功能，其中著

錄可區分為基本著錄、進階著錄、XML 後設資料著錄、批次著錄、範本著

錄；檢索可區分為基本檢索、進階檢索、關聯檢索，關聯檢索並整合「威

知知識檢索系統」，瀏覽區分為一般瀏覽及多媒體庫瀏覽；下載時並進行

版權之確認（教育部，2003）。 

（八）六大學習網 

為了建立優質數位內容，教育部配合挑戰 2008 計畫，自九十二年起

建構生命教育、健康醫學、自然生態、科學教育、人文藝術、歷史文化等

六大學習網。提供師生數位學習內容，並經由學習社群養成主動學習、創

意學習、合作學習的態度（教育部，2004）。 

六大學習網的建置原則是在九年一貫創意精神下，發展優質數位學習

資源與教學活動，希望人文素養與資訊科技知能均衡發展，並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實體學習搭配虛擬式網站學習活動提供學生探

索與創意學習的空間，並以數位工具提供老師虛擬實驗等更多元化的教學

策略，培養學生主動、創意、合作學習的態度。希望從國民中、小學扎根

教育做起，再逐年擴增服務對象，以達成終身教育的理念（教育部，2004）。 

該網站內容委託大專院校學者專家結合中小學老師、民間團體共同經

營推動，內容包含教學活動設計、數位教材研發、實體與線上應用教學活

動 (例：科學教育網上探究活動、自然生態網上探索活動、生命教育教師

工作坊等)、教師實作研習、網站系統維運等；以整體經營的方式帶動師

生團隊的資訊應用與學習，以逐步擴散資訊融入教學及數位學習效益（教

育部，2004）。 

（九）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教育部多年來經營教學及教材網站，已彙集豐富的學習資源，由於不

同教學資源網檢索資料方式都不同，為了讓老師、學生查訊更方便，因此

將相關的教學資源整合，於 2010 年 4 月 13 日正式推出「教育部數位教學

資源入口網站」平台。並將相關的教學資源整合於平台中，簡化成為一個

功能便捷的「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網站命名為「教育 isp

（Intuitive Service Portal）」，希望民眾想搜尋教育數位資源時，能多

利用此網站（教育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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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打破過去教師對教育資源網站眾多的既定印象，並有效結合過去政

府部門、學術單位、國教輔導團、一線教師投入等積累之豐碩資源成果，

2009 年在教育部電算中心協助下進一步整合教育部所屬教學資源網站及

社群網站，包含交換分享平台、教學資源網、學習加油站、校園資源分享

網、創用 CC 資訊網等，藉由平台共通規範擬定、學習物件後設資料標準

化、跨平台搜尋引擎等作法，建置成「教學資源入口網」，以單一入口網

站提供給教師及民眾便利取用數位教學資源，也使教師社群有更多交流應

用（教育部，2010）。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網路上的數位教學資源相當豐富，但教師

們要從其中找尋到合適的教學資源仍然是件費力的事。教育部自 1998 年

頒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以來，國內陸續建置了所多的教學資源網

站，其目的在收錄與統整相關數位化教學資源，並進行系統的分類與管

理，藉此促進教師教學的活化與資源分享。 

第二節  中小學資訊教育政策概況 

20 世紀末世界各地教育改革的重心、提升教育素質的關鍵，正是中小

學資訊教育，無論是先進或開發中國家，都義無反顧付諸行動。在《中小

學資訊教育白皮書》中提到，各國的資訊教育政策均積極推動數位教學資

源的開發與應用，以提升教學品質，並對數位學習資源庫的內容建置進行

品質控管（教育部，2008）。我國在 1997 年以前，資訊教育尚未有統一政

策（吳鐵雄，2009），教育部自 1997 年起，開始陸續積極推動全國統一的

資訊教育政策，包括：「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

圖」、「挑戰 2008：國家重要發展計畫－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以及《中小

學資訊教育白皮書》等。以下就各資訊教育的發展階段作一說明： 

一、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 

依據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教育遠景，並配合行政院提

升國家競爭力政策，教育部整合資訊教育相關計畫（改善各級學校資訊教

學計畫、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發展與推廣計畫、E-MAIL 至中小學計畫），自

1997 年開始推動為期 10 年的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積極推動各項工作，

諸如：提升資訊設備、延伸台灣學術網路（TANet）、加強人才培訓、充實

資訊教學資源、改善教學模式，推動組織制度、普及資訊素養（林如章，

2004）。 

在「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內容概要中指出，該計畫目標（86 年 7

月～96 年 6 月）（教育部，1997）包括：（1）充實資訊教學資源。（2）改

善教學模式。（3）加強人才培訓。（4）推動調整組織制度。（5）提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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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延伸台灣學術網路。（7）普及資訊教育。 

該計畫實施策略（教育部，1997）包括：（1）設立資訊教育軟體與教

材資源中心，整合軟體資源。（2）擴大辦理金學獎、校園軟體創作等活動，

激勵民間及學校主動參與軟體及素材開發。（3）加強國小、國中、高中職

在職教師資訊應用訓練，使 70％教師具資訊素養。（4）補助國小至專科充

實及汰換電腦軟硬體設備，達部頒標準，使 100％國小有電腦教室。（5）

推動高中職、國中小連線台灣學術網路，使 80％ 學校連上 TANet。（6）

加強課程橫向設計，將資訊科技融入各學科教學中。（7）國中自八十七年

開始實施電腦必修課。（8）辦理資訊教育相關推廣活動。 

針對「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而言，可看出資訊教育之推動首重硬

體設備之完善。這個計畫的推動是開啟我國資訊教育的一個重要起跑點，

主要是建立我國資訊教育地基，統一各校的資訊教育設施，以利之後能有

更具體及統一之資訊教育方案之實施（湯梓辰，2010）。 

在這個階段，除了資訊環境基礎建設方面之外，在教學資源建置的方

面，也有相當多具體的成果，諸如：發展電腦輔助教學光碟好學專輯系列、

辦理金學獎優良軟體選拔活動，鼓勵我國各界發展優良 CAI 軟體、設立

各縣市軟體與教材資源中心，建置學習加油站網站提供共享教學資源及教

學與學習經驗交流園地、補助國民中小學購置電腦教學軟體等。逐步推動

教材數位化，為了整合、共享中小學學科與數位化資源，每年由教育部補

助若干學校製作數位教材置於網際網路上，免費提供全國師生共享。 

二、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 

為迎接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社會的來臨，提升國家競爭力與科技實

力，應積極培養國民具備主動學習與創新思考的基本能力，同時讓每個國

民都能熱愛生命、尊重別人，擁有健全的社會價值觀與開闊的世界觀。有

鑑於此，教育部推動中小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以培育符合時代需求之國

民，並著手規劃「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以勾勒出未來資訊教育的願

景（教育部，2001）。 

藍圖規劃工作由一系列諮詢座談會議拉開序幕，邀集專家學者、教

師、校長、教育局／縣市教育網路有關人員參與座談系列，經由意見彙整、

多次討論、在多位專家學者、校長、教師等各方的協助下，逐漸形成共識，

完成了總藍圖的規劃，並透過網站徵詢全民意見後定稿，於 2001 年 6 月

正式公布「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教育部，2001）。 

「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以「資訊隨手得，主動學習樂；合作創新

意，知識伴終生」為整體願景，以整體願景做為資訊教育的推動主題，進

行培訓教師資訊應用能力、規劃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成立中小學資訊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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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等，以轉化中小學資訊網路教育重點為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創新

教學活動（蕭英勵，2009）。 

為落實相關政策，並達到「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的整體願景，訂

定出以下明確指標做為施行之依據：（1）師師用電腦，處處上網路。（2）

教師均能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學活動時間達 20％。（3）教材全面上

網，各學習領域均擁有豐富且具特色之教學資源。（4）學生均具備正確資

訊學習態度、瞭解並尊重資訊倫理。（5）建立 600 所(20％)種子學校，發

展資訊教學特色。（6）全面建構學校無障礙網路學習環境，縮短數位落差。

（7）各縣市教育行政工作均達資訊化、自動化、透明化。 

在這個階段，各級學校均能擁有良好的整體資訊化環境，讓師生以網

路與世界相連，突破時空限制。期能達到教材全面上網，各學習領域均擁

有豐富且具特色之教學資源。 

三、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e 世代人才培育 

為因應二十一世紀資訊化、全球化、本土化與終身學習的需要，行政

院於 2001 年 1 月提出「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為國家施政

與發展的基本方針（行政院，2001）。「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涵蓋十大計畫，其中，「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是最基礎的建設。 

教育部配合行政院推動「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e 世代人才

培育」，「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的第二項重點工作，是建構全民網路學習

系統，包括建構數位化學習內容、縮短中小學城鄉數位落差，以及建立終

身學習網路平台等項。這是知識經濟發展所需的基本條件，也是 e 世代國

民必備的生活與職涯技能（黃榮村，2003）。 

（一）建構數位化學習內容 

整合各界資源，建置豐富的網路學習內容，以供中小學師生（甚至是

全民）使用。諸如：規劃六大學習網，提供中小學生「做中學」的網路學

習活動內涵與網路補充素材；統整了社教館所數位化資源（包括圖書、文

物、典藏、教材等），發展中小學數位化補充教材資料庫；配合九年一貫

課程的推動，結合縣市教育局教材資源中心建置各領域網路學習教材及教

案；結合文建會、國科會等各界研發成果及國家數位典藏計畫之數位化內

涵，轉化為中小學適用之學習內涵，充實中小學數位化學習等。 

（二）縮短中小學城鄉數位落差 

一方面將對偏遠地區學校加強基礎設施之補助，建置資源共享環境，

以普及城鄉資訊教育、縮短數位落差；另方面，加強偏遠地區教師資訊基

本素養之培訓，使教師具備利用電腦及網路教學之能力，並將資訊科技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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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學，減少學生在知識獲取上的落差。 

（三）建立終身學習網站平台 

提供全國民眾處處可學習、時時皆學習、事事能學習、人人愛學習的

網站學習資源平台，豐富全民精神、文化、生活、藝術內涵，提升全民智

能水準。同時，亦能藉以增進親子互動與共同學習的機會，增進親子的溝

通與情感。 

在這個階段，整合了各界數位化的資源，同時也建置了豐富的網路學

習內容供中小學師生使用。透過開發中小學網路學習內容，讓網路上的教

學素材、教材及學習活動得以分享、討論以及改進，進而共創、共享網路

教學資源，落實網路學習內容的應用與發展。 

四、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 

2008 年 1 月，教育部正式公布《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並訂定善

用資訊科技、激發創意思考、共享數位資源和保障數位機會等核心理念，

企欲四年後，學生能運用資訊科技增進學習與生活能力、教師能善用資訊

科技提升教學品質，以及教室能提供師生均等的數位機會（教育部，

2008）。 

為提升中小學學生的資訊科技應用能力、態度與行為，《中小學資訊

教育白皮書》以學生構面為主，以教師、數位教學資源、資訊通訊設施、

國內外資訊教育合作及資訊教育行政機能等構面為輔，提出三項願景、八

項目標、二十項推動策略及四十九項行動方案，期能於四年中，善用資訊

科技、激發創意思考、共享數位資源及保障數位機會，讓中小學資訊教育

更落實（教育部，2008）。 

在這個階段，發展多元的數位教學資源與整合數位教學資源是其推動

的策略之一，發展數位教學資源的素材，使教師及教材設計人員可以有效

地組合出適用的數位教材，並且持續發展現有的數位教學資源網，進一步

彙整網站內容。 

五、桃園縣資訊教育白皮書 

桃園縣為國門之都、科技大縣，國際化與資訊化為桃園縣教育的重點

之一。為了營造桃園教育成為愛、健康、快樂的學習環境，達到一人一運

動、一校一特色、班班皆 U 化、校校是名校之桃園縣教育藍圖，特型塑桃

園縣 ICT 教育之願景（桃園縣政府教育處，2008）：  

教育有愛、資訊無礙、桃園起飛 

根據此一願景規劃桃園縣 ICT 教育藍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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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城市，數位學園；桃園有愛，學習無礙 

為了達成上述之願景與藍圖，桃園縣 ICT 教育具體目標有五大項，包

括：（1）建置 ICT 教育基礎建設。（2）提升教師 ICT 教育素養。（3）發展

ICT 教育資源。（4）培育學生 ICT 素養。（5）整合行政 e 化與社會資源。

在發展 ICT 教育資源之目標中，豐富數位教學資源以及充實數位教育資源

庫，是其重點工作項目之一。 

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浪潮下，國家未來的競爭力，取決於資訊教育

發展的良莠，因此，國家教育發展的重點工作之一，即是資訊教育環境的

健全。綜觀上述，我國中小學資訊教育發展的重點，由提供學校之統一設

備及資源，進展到教師資訊能力的培養與提升以及學生資訊運用能力的養

成。在資訊化的社會，透過多元的學習方式，培養孩子們適應環境的能力，

並藉由資訊和網路來開拓他們的視野。 

在資訊教育政策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教學資源在任一個階

段當中，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構面。隨著政策的發展，教學資源更加充實

且多元，並且強化了資訊課程連貫之規劃，讓課程之銜接能更符合資訊科

技演進脈動。 

第三節  教師對網路教學資源的需求與網路資訊行為 

隨著科技與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網路與資訊結合，也將成為教育學習的

重要場域，就如同思科總裁錢伯斯所言：「21 世紀誰掌握了網路與教育，

誰就掌握了未來」（轉引自：林青麗等，2008）。近年來，社會各界期待教

師在教材、課程、教學方式以及教學活動等方面，都能呈現更多元豐富的

面貌，因此，教師能否擁有或建立豐富的教學資料庫，主動蒐集、整理、

運用資料，直接影響到教學的成效。 

一、教師對網路教學資源的需求 

隨著數位時代來臨，教師的傳道授業解惑的工具與場所已不再侷限傳

統的教室與教科書，由科技產品與網路系統來輔助教學，能夠更有效的將

各種教材傳授給學生（翁國威，2011）。學生接觸大量的聲光動態刺激，

單是靜態口述、一枝粉筆的教學，似乎無法滿足學生的需求。學生學習習

慣已改變，相信敏銳的教師也漸漸察覺，學生對於動手操作非常興奮。廿

一世紀的學生，接觸動畫和影片等多媒體刺激時，更是目不轉睛，所以平

面化的教材與掛圖逐漸升級，數位化的學習已經無所不在的融入生活中。 

教師授課過程中授課媒體的使用動機，涉及到教師授課需求；當教材

呈現為何種媒體形式，將會決定刺激教師來學習使用適當之媒體讀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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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拜科技發展之賜，現今的教材以多媒體方式呈現發展日趨成熟，教師

使用多媒體教材在課堂上授課的比例大增。以往在課堂上之授課行為，教

師搭配黑板書寫課本內容即能達到其「教學需求的滿足」，但是在資訊教

學媒體的課堂呈現上，必須使用適當的教學資訊設備，如電腦搭配大螢

幕，才能滿足資訊融入教學的需求（張明裕、顏清宏，2006）。 

教師應用數位內容融入教學是時代趨勢，多元化的教學已經改變了現

在的教育環境，教師利用資訊科技呈現多元的教學是提升學習的方法之一

（曹崇禮、黃秉紳，2007）。為了符合資訊媒體教材呈現的需求，以往學

校單位以設置專業教室為因應的策略，或是提供電腦、單槍播放設備的借

用來因應；但隨著教師及學生資訊素養普遍的提升，教學活動中電腦及單

槍設備輔助教學的使用，質跟量有顯著的提升，專業設備普遍化才能因應

教師數位時代教學需求的滿足。 

數位化的時代，網路成為我們尋找資訊最重要的輔助工具之一，對新

世代的學子而言，知識來源更與網路密不可分，網路上的變革，也同時改

變了我們吸收知識的模式，教學的方式是也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刻（拓展臺

灣數位典藏計畫，2010）。在此網際網路普及的時代中，有效地應用數位

資源成為教學及學習資源，方能增進學習的效果。因此，教師對於網路教

學資源的需求，可說是非常迫切的。 

二、教師網路資訊行為 

教師是一個長期仰賴資訊進行教學的族群，加上近年來教育部不遺餘

力地提倡資訊教育，愈來愈多的國小教師開始使用網路來輔助教學。過去

中小學教師在教學活動中，使用的教材以國立編譯館的審定本與教師手冊

為主，但隨著審定本的廢除、數位化教學資源的發展，有愈來愈多的教師

將網際網路適合教學的資源與實際的教學活動結合（吳明德、陳世娟、謝

孟君，2005）。網路資源數量龐大，內容的豐富性及正確性，應是教師們

選擇教學資源的主要條件。在「屏東縣國小教師資訊尋求行為研究」一文

中，調查結果顯示國小教師使用網際網路的主要目的是在於尋找教學相關

資源（劉廣亮，1998）。研究指出，國小教師因教學需要而產生的網路資

訊行為，包括網路資訊需求、網路資訊搜尋與網路資訊使用行為（簡瓊雯，

林珊如，2005）。 

資訊需求經常是觸發資訊行為發生的關鍵點，教學、研究或進修都可

能引發教師的資訊需求，而在教材日漸多元化，以及受統一課程標準、教

學大綱之約束，教師多圍繞所教課程尋找相關資料，於是乎教師在教學工

作上的資訊需求更為顯著。此外，資訊融入教學已納入教育部的重要政策

之一，教學資源不再侷限於課本上的內容，多元化的教學資源增加，教師

搜尋網路教學資源的需求也漸增加。在教學工作方面，有六項主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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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包含傳佈知識、補充教學資訊、延伸課程教材、獲取專業新知、觀

摩教學方式以及確認教材資訊（簡瓊雯，林珊如，2005）。 

由上可知，教學上的資訊需求乃是引發國小教師進行網路資訊搜尋的

主要動機，期望透過網路滿足教師的教學資訊需求。網際網路搜尋教學資

源必然的趨勢，教師們認為不僅使備課更為方便，同時搜尋資料也更為快

速且多樣化，對於學生及課程內容都有加分的效果。教師從眾多的網路資

源中，選擇適合的資源作為教學資源，著重於資源的正確性、新穎性與吸

引力。網路資源作為教學資源時，正確性是需要優先考慮的一環，若是教

學資源有時效性的問題，當然資料的更新速度要快，才能符合教學的需

求，另外，為了要使教師於授課時能吸引學生的興趣，提升學生的學習效

果，所以吸引力也是相當重要的（吳明德、陳世娟、謝孟君，2005）。 

在「資訊使用」方面，資訊使用用途有以下幾項：作為教學的輔助工

具、協助教師瞭解課程內容、增加學生學習效果、取得多元型態的教學資

訊、啟發教師新的教學觀念、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確定特定資訊的正確性

以及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幾項用途處處展現教師的教學理念（簡瓊

雯，林珊如，2005）。教師們表示運用網際網路資源從事教學的優點大約

可分為四點：分別是方便使用、形式多樣、資料豐富及能夠吸引學生的注

意。網路資源因為資料豐富和呈現的方式多樣，所以能夠吸引學生的注

意，可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吳明德、陳世娟、謝孟君，2005）。 

資訊是生活的必要條件，隨著時代的演變，現代人需要更多的資訊以

面對複雜多變的工作及生活環境。當網路崛起，資訊的產生、處理及傳播

方式也隨之改變，使得資訊與資訊環境變得更複雜，在網路搜尋資訊與使

用資訊，對資訊使用者而言，是一個新的挑戰。簡瓊雯、林珊如（2005）

提出國小教師網路資訊行為模式，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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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訊需求 

工作方面： 

˙傳佈知識 

˙補充教學資訊 

˙延伸課程教材 

˙獲取專業新知 

˙觀摩教學方式 

˙確認教材資訊 

非工作方面： 

˙休閒娛樂 

˙獲取新知 

˙交換個人訊息 

網路資訊取得管道 

工作方面： 

˙搜尋引擎 

˙好站連結 

˙人際網絡 

˙研習活動 

非工作方面： 

˙搜尋引擎 

˙「我的最愛」 

˙電子報 

˙人際網路 

搜尋網路資訊 

˙主動搜尋 

˙被動偶遇 

 

影響變數 

˙檢索問題 

˙搜尋經驗 

˙情境因素等 

使用網路資訊 

工作方面： 

˙作為教學的輔助工具 

˙協助教師瞭解課程內容 

˙增加學生學習效果 

˙取得多元型態的教學資訊 

˙啟發教師新的教學觀念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確認特定資訊的正確性 

˙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問題 

非工作方面： 

˙提供非工作生活上的協助 

˙提供休閒娛樂 

˙加強人際關係 

˙掌握新聞脈動 

˙獲得工具性資訊 

˙解決非工作中遇到的問題 

 

在工作相關或非工作相關情 

境下進行網路資訊行為 

引發網路資訊行為的因素： 

˙工作任務 

˙生活情境 

 

影響層面 

工作方面： 

˙成為主要資訊管道 

˙提昇工作效率 

˙全面性影響 

˙增加工作時間 

˙對健康產生危害 

非工作方面： 

˙成為主要資訊管道 

˙生活便利 

˙改變生活型態 

˙佔據太多時間 

  
圖 2-1：國小教師網路資訊行為模式（資料來源：簡瓊雯、林珊如，2005） 

資訊時代的趨勢使得教育環境面臨更自由、多樣化以及減少限制，同

時，資訊科技使教師可以擁有更多教學方式的選擇，融入更豐富的教學內

容，也更為便利管理與呈現教學資料。 

第四節  科技接受模式理論及相關研究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部分學者開始將科技接受模式延伸應用到網際

網路的使用行為上，希望能夠藉此瞭解科技接受模式是否適用於網際網路

的使用情境下，同時並藉此改善網際網路應用活動與服務的品質，讓使用

者對網際網路產生正面的認知（鄒紅玉，2008）。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簡稱 TAM）是由 Davis

於 1986 年提出，以理性行為理論為基礎（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簡稱 TRA），原先設計用來預測工作環境中資訊科技的接受度與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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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被廣泛地應用在預測各個不同環境中資訊科技的接受與使用，以下

針對科技接受模式的起源與發展，以及使用科技接受模式的相關研究作介

紹。 

一、科技接受模式的起源與發展 

Fishbein ＆ Ajzen（1975）根據社會心理學，提出理性行為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簡稱 TRA），主要是用來瞭解並預測個人

的行為。理性行為理論認為行為的發生是在理性之下，且是受到意志的控

制，認為行為意圖是影響個人行為的決定因素，也就是一個人的行為是藉

由其所獲得的資訊，在有系統及理性的思考後，進而採取的活動。理性行

為理論強調認知會影響個人的態度或意念而去從事特定的行為，即個人行

為意圖受到其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及態度（Attitude）的共同

影響。其理論的架構如圖 2-2： 

 Beliefs & 

Evaluations 

Normative 

Beliefs and 

Motivation to 

comply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Behavioral 

Intention 
Actual 

Behavior 

 

圖 2-2：TRA 架構圖（資料來源：Fishbein ＆ Ajzen,1975） 

Davis（1986）以 TRA 為基礎，發展出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簡稱 TAM），從使用者的認知與情感因素，探討使用者

與科技使用之間的關係，可以用來解釋以及預測資訊科技的使用行為。在

科技接受模式中有兩個重要的信念：（1）認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2）認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其認為影響

使用者接受資訊科技行為的外部因數（External variables），係透過認

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與認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這兩個信念，再經由對使用態度（Attitude）與使用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的影響，然後產生實際系統使用行為（Actual usage）。Davis, 

Bagozzi and Warshaw（1989）認為此模型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用以瞭

解個人使用科技時有哪些外部因素影響使用者內部的信念、態度與行為意

圖，進而影響科技使用的情形。科技接受模式的架構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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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TAM 架構圖（資料來源：Davis et al., 1989） 

Davis 等人（1989）曾表示一個人會不會接受新的資訊系統，取決於

是否具有意圖去接受他，使用行為意圖又為使用者對於系統使用的態度與

認知到系統的有用性決定。然而在工作的場合中，資訊系統使用者有可能

不具有對系統使用的正向認知及正向的使用態度，但卻必須使用資訊系

統，因此 Davis 等人（1989）藉由實證研究證實科技接受模式中的使用

態度傾向並不能完全預測使用行為意圖，並指出只要三個構項：認知有用

性、認知易用性，使用行為意圖就能有效的預測與解釋科技使用者的行

為。Venkatesh & Davis（1996）的研究中，將科技接受模式的「使用態

度」變項移除，僅考慮使用行為意圖。TAM 修正版的架構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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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TAM 修正版架構圖（資料來源：Venkatesh & Davis, 1996） 

Venkatesh & Davis（2000）整理近年來相關文獻，將原本的科技接

受模式擴充，提出一個新的架構—TAM2，認為影響「認知有用性」的程序

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社會影響過程（Social Influence 

Process），包含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與形象（Image）等決定因

素，以及自願性（Voluntariness）與經驗（Experience）等調節因素。

第二部分是認知助益過程（Cognitive Instrumental Process），包含工

作關聯性（Job Relevance）、輸出品質（Output Quality）以及結果展示

性（Result Demonstrability）。TAM2 架構如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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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TAM2 架構圖（資料來源：Venkatesh & Davis, 2000） 

二、使用科技接受模式的相關研究 

為評估使用者對資訊系統使用的接受度，Davis 提出科技接受模式作

為評估與預測使用者對資訊系統接受的模式，以推測使用者使用或不使用

該資訊系統（Davis, 1986, 1989, 1993；Davis et al., 1989）。如今，

已有許多領域將科技接受模式使用在各種與科技相關的項目之中，以瞭解

使用者對新科技的接受度。在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下，使用網路環境的軟

硬體設備漸趨完善，網際網路與數位學習的應用也愈成熟。 

王冠富（2011）採用 Davis（1989）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為理論基

礎，探討雲林縣國民小學教師對採用教育部數位學習服務平台時，其教師

個人背景、外部變項(系統特性、教材特性、外部支援)和認知有用性、認

知易用性、系統使用意願與系統使用行為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

校規模的受訪者在認知有用性、認知易用性、使用意圖、使用行為上達顯

著差異；系統特性、教材特性、外部支援分別與認知有用性、認知易用性、

使用意圖、使用行為呈現正相關；系統特性、教材特性、外部支援分別對

認知易用性具有正向影響；認知易用性對認知有用性具有正向影響；認知

易用性對使用意圖具有正向影響；認知有用性對使用意圖具有正向影響；

使用意圖對使用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黃婉貞（2011）以 Davis(1989)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為理論基礎，

探討「網站設計介面」、「網站教材內容」、「教師資訊素養」、「認知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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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易用性」與國中教師使用教學資源網站「行為意願」的關係。研究

結果顯示，「網站教材內容」、「教師資訊素養」皆顯著影響「認知易用性」

與「認知有用性」；且由於「認知易用性」與「認知有用性」的中介影響，

使「網站教材內容」與「教師資訊素養」間接影響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站的

使用意願。 

魏文欽、賴佳伶（2011）以「科技接受模式理論」融合「資訊系統成

功模式」中的系統品質、資訊品質、服務品質作爲外部變數以衡量網站品

質，探討其網站品質對於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以及使用意圖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使用意圖會受到認知易用性之影響；認知易用性則受到系

統品質、資訊品質與服務品質之影響；而認知有用性會受到資訊品質與認

知易用性之影響。 

張依靜、尹玫君（2009）以科技接受模式爲理論基礎，採用問卷調查

方式，瞭解嘉義市國小學童使用班級網站的現況及其相關影響因素。研究

結果顯示，不同變項的國小學童在班級網站有用性認知、易用性認知、使

用意願與實際使用上具有顯著差異，以及國小學童的班級網站有用性認

知、易用性認知、使用意願與實際使用四者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吳亞馨、朱素玥、方文昌（2008）配合台灣網路購物特性，提出結合

信任理論與科技接受模式之延伸性模式，檢測消費者對購物網站的信任前

因，並探討購物網站如何提高消費者之使用意願。研究結果顯示，網路購

物者對網站系統的使用會受到對購物網站信任的影響，且藉由增加與網路

購物者的溝通，可以提高消費者的信任程度，以及消費者對購物網站的知

覺易用與知覺有用的評估，並進一步提升對該網站的使用意願。 

綜上所述，透過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來使用科技接受模式評估使

用者對系統的接受度具準確性，並且也有相當的研究結果支持。因此，本

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國小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

用與接受度，應是合理且可行的。 

第五節  影響教師應用教學資源網站的因素 

各種強調資源整合的數位教學資源平臺在教育當局、學術單位大力的

支援下，功能愈臻健全。從相關的研究中也可以得知，大多數的教師已經

知覺到應用教學資源網站裡的教學資源是有用的（紀智耀，2008；陳世娟，

2006）。影響教師應用數位教學資源網站的因素頗為複雜，許多研究從不

同的角度來探討。教師對於資源網的需求，多數認為網站所提供的資訊是

否具有：多樣性、實用性、豐富性，且能符合其教學所需才是最重要的（紀

智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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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實際參與行為會受到使用意願的影響，而使

用意願又會受到認知之有用性、易用性及有趣性的影響。教師覺得教學資

源網站具有用性、易用性與有趣性，才能引起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使用行

為。資訊素養和知識分享意願是影響教師使用意願和實際參與行為的因

素，透過舉辦資訊相關教育訓練及研討會，以提升教師的資訊素養和知識

分享意願，進而增加教師對於教學資源網的接受度而更願意使用教學資源

網來輔助教學，提升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效果（鄒紅玉，2008）。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參與感受知覺層面是影響應用教學資源網的重

要因素，因此，各校在發展學校數位化教學資源時，宜採實作、任務導向，

以具體的工作項目檢核教師學習的成效，並鼓勵教師搜尋、善用、下載教

學資源網的資源；對教師自行研發的優良教學資源，更應鼓勵教師上傳、

分享，使數位化教學資源能源源不絕，成為教師教學的最佳資源網絡（張

光銘等，2007）。 

搜尋教學資源最主要是為了參考其他教師的教法及補充新的教學相

關資訊，從這些教學資源中去找尋更加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改變自己

的教學方法，以增加學習成效。另外在教學時需要隨時補充新的資訊，因

為在教學的過程中會有新的資訊需要帶入教學。（陳世娟，2006）。 

在網際網路相關教學資源應用於教學活動層面來說，教師在過濾及選

擇網路教學資源時，著重於資源的正確性、新穎性與吸引力，其中正確性

是最重要的因素，某些科目因時效性問題而較著重資源的新穎性，教師也

認為教學資源要能夠吸引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注意力（吳明德、陳世娟、謝

孟君，2005）。 

教師運用網路資源於課程與教學之頻率與程度，會受教師個人的資訊

能力以及學校資源等因素的影響，具備不同資訊能力之教師在運用網路資

源於課程與教學上有顯著差異存在，學校有建置網路教材中心，提供教師

教學資源、學校教室有單槍投影機之設備，以及多媒體或電腦教室等，則

影響教師運用網路資源融入教學的使用頻率（唐淑芬，2005）。 

綜上所述，影響教師使用教學資源網站的因素頗為複雜，包含教學資

源網站是否具有用性、易用性與有趣性、教師的資訊基本能力與素養、教

學資源網站所提供的資訊是否具有：多樣性、實用性、豐富性，是否符合

教學所需、進修意願、知識分享意願、改變教學方式、補充新的資訊、教

學資源的正確性、新穎性與吸引力、教學設備與網路環境的建置等，都會

影響到教師應用教學資源網站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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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教師教學需求，並探討國小教師的網路資訊搜尋

行為以及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情形。為了使

研究能夠更為周全，因此結合質化與量化研究，採用訪談法與問卷調查法

來蒐集實證資料。本章共分為七節，第一節：研究設計；第二節：研究方

法；第三節：「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簡介；第四節：研究對象；

第五節：研究工具；第六節：資料處理與分析；第七節：研究實施程序。

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除了瞭解國小教師教學需求外，本研究希望藉由教師使用「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經驗，提出相關的看法與建議，並進一步探討國小

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情形，透過研究目

的與文獻的分析建立本研究架構，其研究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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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架構圖 

國小教師的網路資訊搜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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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訪談法 

本研究採半結構訪談法。藉由事先準備的訪談大綱進行具目標導向的

半結構式訪談，透過半結構式訪談的對話來與研究對象進行面對面的溝

通，以蒐集與本研究相關的資料。目的在於瞭解受訪者的教學工作經驗、

教學需求、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經驗、「教育部數位教

學資源入口網」的價值認知，以及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

廣與建議。 

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欲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國小教師的網路資訊搜尋行為，並探討

國小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情形。因此，

問卷內容除蒐集教師的基本資料，並蒐集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入口網」的情形。問卷問項分述如下： 

（一）國小教師的網路資訊搜尋行為 

瞭解教師上網的主要目的、每天搜尋網路教學資源花費的時間、使用

網路教學資源的主要原因與用途。 

（二）「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現況 

瞭解教師是否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以及使用「教育

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現況。 

（三）「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易用認知 

使用者主觀認為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能夠提升工作績

效的程度，以及使用者認為學習與操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

容易度。 

（四）使用意願 

衡量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意願的強弱強度。 

（五）使用滿意度 

衡量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滿意度的強弱強度。 

（六）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原因 

瞭解教師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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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人基本資料 

用以蒐集教師個人基本資料，共有 10 個問項，包括：性別、年齡、

最高學歷、教學年資、擔任職務、任教科目、學校規模以及學校區域等。 

第三節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簡介 

本節主要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作一簡介，包括：（1）首

頁內容配置。（2）主要功能與服務。（3）教學資源的瀏覽與檢索。 

一、首頁內容配置 

由圖 3-2 可知，首頁內容重點資料包括：（1）教學資源訊息。（2）會

員登入。（3）最新消息。（4）新手上路 GO。（5）教育社群動態。（6）標籤

雲。（7）分享/收藏達人。分述如下： 

（一）教學資源訊息 

展示精選主題與縣市特輯資源，並可快速得知最新教學資源與熱門教

學資源等相關訊息。 

（二）會員登入 

    註冊會員由此登入，以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所提供的

功能與服務。 

（三）最新消息 

獲知最新的公告、活動、訊息或研習等資訊。 

（四）新手上路 GO 

可對本網站進行初步的了解，並有搜尋資源、上傳資源、收藏資源以

及內容審核的使用教學。 

（五）教育社群動態 

為營造網站「人氣」，建置教育社群即時訊息區塊，吸引會員及使用

者持續回鍋瀏覽網站。 

（六）標籤雲 

建置動態標籤雲，提升書籤資源曝光機會及促進社群分享行為，可觀

察使用者較為關注的資源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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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享/收藏達人 

建置「分享/收藏達人」區塊，提升教師社群參與意願，表揚熱心分

享及經營個人書籤有成之優秀會員，提高其榮譽感。 

網址：https://isp.moe.edu.tw 

 

圖 3-2：「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首頁 

二、主要功能與服務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主要提供九大功能與服務，包括：（1）

教學資源。（2）教育社群。（3）創用 CC。（4）資料統計。（5）管理專區。

（6）上傳資料。（7）我的首頁。（8）工具下載。（9）RSS 訂閱。分述如下： 

（一）教學資源 

依四大主要分類搜尋相關教學資源，分類如下：「精選主題」、「縣市

特輯」、「國中小目錄」、「高中職目錄」。並可將展示過的精選主題及縣市

特輯資源依重大節日、新聞時事、國中小、高中職等分類進階呈現，使內

容呈現更加豐富及多元。教學資源的種類，分別是：「教學設計」、「教學

活動」、「學習單」、「素材」、「教學活動」等五種類型。 

（二）教育社群 

加入教育社群，可使用教育 wiki、知識 cool、班級網、心靈打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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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育書籤服務。另外，新增加了教師部落格專區，由使用者主動推薦具

有教育價值或擁有高人氣之教師個人網站、部落格連結。藉由社群的互

動，進行知識的分享，促進教師專業的成長。 

（三）創用 CC 

想在網路中搜尋教學素材又擔心不小心觸犯著作權嗎？【教育部創用

CC 資訊網】提供了解決方案，透過這網站的搜尋，不用再擔心是否會觸犯

著作權，資料如何引用，如何篩選都交給【教育部創用 CC 資訊網】。教師

只要安心的依此網站所列的使用方式，便可安心的使用裡面的所有資料。 

（四）資料統計 

截至 101 年 6 月 8 日止，入口網累積的資源數為 169,772 筆。在資源

數的部分，可以依加盟單位、資料類型或學科，獲得相關的統計數據。在

點閱數的部分，可以依學科、資源特展或教育社群，獲得相關的統計數據。 

（五）管理專區 

國中小教師會員，可至管理專區，進入檢查上傳的資源，檢視教學資

源的上傳狀態，可針對「待審核」及「未通過審核」的教學資源進行編輯

或刪除，以及針對「已公開分享」的教學資源進行編輯。 

（六）上傳資料 

國中小教師會員，方有上傳檔案的權限。可上傳教學設計、教學活動、

教材、學習單及素材五種資源類型，並可相容一般市面上常見的檔案格式。 

（七）我的首頁 

我的首頁是教師會員的個人收藏庫，可呈現教師從網路上蒐集的資

源，以及在入口網收藏、上傳的資源。 

（八）工具下載 

目前提供了「API 上傳」、「API 搜尋」、「輕鬆查」、「便利收」以及「電

子書閱讀軟體」提供使用者安裝。 

（九）RSS 訂閱 

目前提供以下 RSS 訂閱服務：（1）教學資源：國中小、高中職。（2）

資源特展：精選主題、縣市特輯、最新教學資源、最熱門教學資源。（3）

教育社群：班級網頁、教育 wiki、心靈打氣站、知識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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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資源的瀏覽與檢索 

使用者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中，可以透過瀏覽與檢索的

方式搜尋所需的教學資源。 

（一）瀏覽 

除了可由四大主要分類（精選主題、縣市特輯、國中小目錄、高中職

目錄）瀏覽相關教學資源外，亦可將展示過的精選主題及縣市特輯資源依

重大節日、新聞時事、國中小、高中職等分類進階呈現，使內容呈現更加

豐富及多元。 

（二）檢索 

可選擇「教學資源」、「創意 CC 資源」、「教育社群」、「全文搜尋」進

行檢索，檢索方式分為簡易搜尋與進階搜尋 2 種。 

1.簡易搜尋：直接輸入關鍵字進行檢索。 

2.進階搜尋：篩選搜尋條件進行檢索，條件可選擇依據：「標題」、「描

述」、「關鍵字」、「作者/提供者」、「授權方式」、「資料類型」、「檔案

格式」、「學科/領域」、「適用年級」、「教科書版本」以及「縣市/學校」

等項目進行檢索。 

教育部教學資源入口網（https://isp.moe.edu.tw）係運用資訊及網

路技術，規劃國內數位教學資源交換機制，提供瀏覽、檢索及社群互動功

能，協助教師建立、發展專業社群，並導入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

授權，營造開放的使用環境，以鼓勵教師共同創作和運用推廣教學資源（教

育部，2010）。 

第四節  研究對象 

一、訪談對象 

為了避免受訪對象的同質性過高，導致研究的不客觀，訪談對象的來

源，邀請與研究者不同任教區域及學校規模的 10 位教師，教師需具有不

同性別、不同年段、不同教學職務、不同任教科目等背景。 

二、問卷調查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僅以桃園縣為主，調查對象以桃園縣立國民小學教

師含兼任行政工作的主任及組長（排除代課教師及實習教師）為研究母群

體，資料來源為桃園縣教育局/各級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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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yc.edu.tw/boe/main.php?menu_page=map5），以及教育部

統計處網頁（http://www.edu.tw/statistics/）101 年 3 月 19 日公布之

「國民中小學校基本統計鄉鎮市區別」，桃園縣立國民小學學校數 187 校，

班級數 5422 班，平均每校班級數約為 29 班，教師數為 8721 人，平均每

校教師數約為 47 人。 

考量研究者本身人力、時間與經費的限制，無法全面實施問卷調查，

故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關於樣本規模的決定，Dillman（2000；轉引

自羅俊清，2007）指出，統計學家推導出了一個讓我們可以參考使用的樣

本規模計算公式，公式如下： 

)1)(()/)(1(
)1)()((

2 ppCBNp
ppNpNs




  

Ns：所需的樣本數 

Np：母群體規模 

(p)(1-p)：母群體異質性程度 

B：可容忍的抽樣誤差（本研究採 0.05） 

C：可接受的信賴區間（本研究採 95％），所對應的 Z 分數，亦即 1.96 

所以，有效樣本數至少需達 368 份（本研究發出 564 份的問卷）。為

求抽樣的均衡性與代表性，研究的取樣方法與樣本，敘述如下： 

 
≒ 368 

)5.01)(5.0()96.1/05.0)(8721(
)5.01)(5.0)(8721(

2 


Ns
 

（一）抽樣的均衡性 

以「學校規模」（分類表如表 3-1）為分層標準將桃園縣立國民小學（共

187 所），依班級數多寡分為四類：12 班（含）以下、13~24 班、25~48 班、

49 班（含）以上。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抽取 60 所學校，抽取 12 班（含）

以下學校 19 所，每校 4 人；13~24 班學校 12 所，每校 8 人；25~48 班學

校 18 所，每校 12 人；49 班（含）以上學校 11 所，每校 16 人，抽取樣本

人數共 564 人（大於樣本規模基本要求 368 人），作為本研究樣本，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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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桃園縣立國民小學學校規模分類表 

學校規模 校名 合計 

12 班（含） 

以下 

蘆竹、外社、頂社、大華、新莊、圳頭、內海、

后厝、沙崙、陳康、福源、大埔、大坑、龍壽、

樂善、廣興、美華、內柵、福安、百吉、中興、

瑞祥、南興、永福、芭里、山東、水美、瑞原、

上湖、啟文、東明、頭洲、笨港、北湖、大坡、

蚵間、社子、埔頂、大潭、保生、崙坪、育仁、

富林、樹林、龍源、三和、三坑、介壽、三民、

義盛、霞雲、奎煇、光華、高義、長興、三光、

高坡、羅浮、巴崚 

59 

13~24 班 

中埔、快樂、新埔、公埔、新興、山腳、溪海、

潮音、竹圍、埔心、五權、長庚、文欣、壽山、

大崗、山頂、新路、自強、大湖、霄裡、大安、

仁和、青埔、內定、東勢、新榮、上田、高榮、

四維、瑞梅、永安、德龍、上大、高原、迴龍 

35 

25~48 班 

桃園、東門、成功、會稽、文山、南門、龍山、

北門、青溪、大有、慈文、永順、海湖、果林、

幸福、文華、楓樹、八德、瑞豐、茄苳、大溪、

仁善、田心、中壢、大崙、自立、龍崗、忠福、

興仁、普仁、山豐、宋屋、新勢、復旦、北勢、

東安、祥安、平興、義興、楊梅、大同、富岡、

瑞埔、楊明、瑞塘、楊心、觀音、新坡、草漯、

龍潭、潛龍、石門、武漢、龍星、雙龍、楊光、

員樹林 

57 

49 班（含） 

以上 

建國、中山、西門、同安、建德、大業、同德、

莊敬、南崁、大竹、錦興、光明、龍安、大園、

龜山、南美、大成、大勇、大忠、僑愛、中平、

新明、新街、信義、富台、內壢、中正、興國、

華勛、林森、中原、元生、南勢、忠貞、文化、

新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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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桃園縣立國民小學學校規模分層抽樣分配表 

學校規模 校數 
抽樣 

學校數 

抽樣 

比例 

每校抽

樣人數 

抽樣 

總人數 

12 班（含）以下 59 19 約 32％ 4 76 

13~24 班 35 12 約 34％ 8 96 

25~48 班 57 18 約 32％ 12 216 

49 班（含）以上 36 11 約 31％ 16 176 

合計 187 60 約 32％  564 

（二）抽樣的代表性 

抽樣的原則採多階段抽樣，由母群體187所學校中，抽取約32％的樣

本，共60所學校，再依據桃園縣十三個行政區（包括桃園市、中壢市、大

溪鎮、楊梅市、蘆竹鄉、大園鄉、龜山鄉、八德市、龍潭鄉、平鎮市、新

屋鄉、觀音鄉、復興鄉），分別隨機抽樣，依各區實際校數分別抽樣，如

表3-3： 

表3-3：學校規模與行政區問卷調查統計分配表 
12 班（含）

以下 
13-24 班 25-48 班 

49 班（含）

以上 
合計 

 
實

際

校

數 

採

樣

校

數 

實

際

校

數 

採

樣

校

數 

實

際

校

數 

採

樣

校

數 

實

際

校

數 

採

樣

校

數 

實

際

校

數 

採

樣

校

數 

桃園市 0 0 3 1 12 3 8 2 23 6 

中壢市 2 1 2 1 7 2 12 2 23 6 

大溪鎮 8 2 1 1 4 1 1 1 14 5 

楊梅市 3 1 4 1 8 2 0 0 14 4 

蘆竹鄉 5 2 3 1 1 1 5 1 14 5 

大園鄉 5 1 5 1 1 1 1 1 12 4 

龜山鄉 5 1 9 1 3 1 2 1 18 4 

八德市 1 1 2 1 3 1 3 1 9 4 

龍潭鄉 3 1 2 1 6 2 0 0 11 4 

平鎮市 0 0 2 1 9 3 3 1 14 5 

新屋鄉 9 3 1 1 0 0 1 1 11 5 

觀音鄉 6 2 1 1 3 1 0 0 10 4 

復興鄉 12 4 0 0 0 0 0 0 12 4 

合計 59 19 35 12 57 18 36 11 18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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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話聯繫抽樣受試學校，經確認後，將問卷寄送交於受試學校之相

關業務承辦人員，協助轉請各校教師填寫，並請業務承辦人員協助問卷回

收，為確保樣本抽取的公平性，以科任老師、低年級導師、中年級導師、

高年級導師為抽樣單位，按比例進行配額抽樣。抽樣原則，如表 3-4： 

表 3-4：抽樣對象分配表 

學校規模 抽樣人數 

12 班（含）以下 
科任老師 1 人、低年級導師 1 人、中年級導師 1 人、

高年級導師 1 人 

13~24 班 
科任老師 2 人、低年級導師 2 人、中年級導師 2 人、

高年級導師 2 人 

25~48 班 
科任老師 3 人、低年級導師 3 人、中年級導師 3 人、

高年級導師 3 人 

49 班（含）以上 
科任老師 4 人、低年級導師 4 人、中年級導師 4 人、

高年級導師 4 人 

樣本之性別、年齡、最高學歷、服務年資等背景變項不特別選取，委

由受試學校之業務承辦人自行決定。 

第五節  研究工具 

為了使本研究能夠更為周全，因此結合質化與量化研究，擬採用訪談

法與問卷調查法來蒐集實證資料。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教師教學需求，並

探究國小教師網路資訊搜尋行為以及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

使用與接受度情形，參考相關文獻之訪談問卷與量表問卷後，自編「國小

教師教學需求與『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經驗」訪談問卷與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調查問卷，作為蒐集

資料的主要工具，茲將本研究工具發展的過程說明如下： 

一、訪談法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來進行資料的蒐集。進行訪談之前，先擬定訪

談大綱，再將與本研究相關之主題納入訪談大綱中，並依據訪談的真實情

況與受訪者的反應，適時的調整問題與內容，讓受訪者表達個人的經驗、

感受與態度等。為避免訪談過程中重要資料的遺漏，也為了確保資料的正

確性與完整性，皆於徵求受訪者的同意之下，使用錄音筆記錄全程訪問的

內容，訪談內容經逐字謄錄成電子檔，以利主題與內容的分析，最後彙整

訪談的分析，撰寫研究結果。訪談完畢後，再請受訪者協助進行問卷初步

的修正，形成預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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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訪談 10 位經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桃園縣

國小教師，用（「國小教師教學需求與『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

使用經驗」訪談問卷）為工具，調查相關的質化資料。訪談問卷內容分為

五個部份，研究構面與訪談問卷內容對應如下表 3-5： 

表 3-5：研究構面與訪談問卷內容對應表 

研究構面 題號 問題內容 

受訪者的背景 1 請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學經歷與教學工作經驗。 

國小教師教學

需求 
2 

隨著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的發達以及九年一貫

課程的實施，身處於數位時代的教師，您在教學

上有哪些需求？為什麼？ 

3 
請問您是如何得知「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這個網站？ 

4 
請問您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主

要目的為何？ 

5 
請問您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中教學

資源的分類方式有何看法？ 

6 
請問您比較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搜尋哪些方面的教學資源？ 

「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

網」的使用經

驗 

7 請問您在教學上如何應用搜尋到的教學資源？ 

「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

網」的價值認

知 

8 
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對您的教學

工作是否有所幫助？為什麼？ 

9 
您對於「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有

何具體的建議？ 

對「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的看法

與建議 
10 

您對於「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還有哪些

其它的看法與建議？ 

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以 564 位桃園縣國小教師為樣本，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調查問卷）為工具，調查相關的量化資料。 

（一）問卷編製與內容 

本問卷主要內容除了教師個人的背景基本資料外，尚包含以下幾個部

分，分別是：「國小教師的網路資訊搜尋行為」、「『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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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網』的使用現況」、「『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易用認知」、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意願」、「『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的使用滿意度」，以及「未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

原因」。茲將問卷的內容分述如下： 

  1.第一部分：國小教師的網路資訊搜尋行為 

    此部分問卷題項包含單選及多選題型，共計 4 題。 

  2.第二部分：「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現況 

    此部分問卷題項包含單選及多選題型，共計 13 題。 

  3.第三部分：「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易用認知 

此部分問卷題項採用李克特式量表（Likert-type Scale）法，

設計五點量表讓受試者填答，受試者根據題意的說明方式填答，例

如：填答「非常同意」者給予 5 分、「同意」者給予 4 分、「普通」者

給予 3 分、「不同意」者給予 2 分、「非常不同意」者給予 1 分，再進

行量化資料記錄與分析，共計 12 題。 

  4.第四部分：「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意願 

此部分問卷題項採用李克特式量表（Likert-type Scale）法，

設計五點量表讓受試者填答，其填答計分方式如問卷第三部分說明，

共計 4 題。 

  5.第五部分：「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滿意度 

此部分問卷題項採用李克特式量表（Likert-type Scale）法，

設計五點量表讓受試者填答，受試者根據題意的說明方式填答，例

如：填答「非常滿意」者給予 5 分、「滿意」者給予 4 分、「尚可」者

給予 3 分、「不滿意」者給予 2 分、「非常不滿意」者給予 1 分，再進

行量化資料記錄與分析，共計 10 題。 

  6.第六部分：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原因 

此部分問卷用來瞭解國小教師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入口網」的原因，為多選題型，共計 1 題。 

  7.第七部分：個人基本資料 

個人基本資料之目的於瞭解受試者的個人背景與學校環境背

景，為單選題型，共計 10 題。 

研究者在日後問卷資料統計與處理上將扣緊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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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題組三者之間的關係，以方便瞭解國小教師的教學需求，並探究國小教

師的網路資訊搜尋行為，以及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

接受度情形。研究構面與問卷內容對應如下表 3-6： 

表 3-6：研究構面與調查問卷內容對應表 

研究構面 題號 問題內容 

1 請問您上網的主要目的為何？ 

2 
請問您每天花多少時間在網路上搜尋教學資

源？ 

3 請問您使用網路教學資源的主要用途有哪些？ 

國小教師的網

路資訊搜尋行

為 

4 
您認為造成教師使用網路教學資源的主要原因

有哪些？ 

5 請問您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嗎？ 

6 
請問您是透過何種管道得知有關「教育部數位教

學資源入口網」的訊息？ 

7 
請問您是否參加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相關的推廣或研習活動？ 

8 
請問您是否曾經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 

9 
請問您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頻

率為何？ 

「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

網」的使用現

況 

10 
請問您平均每次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約花費多少時間？ 

11 
請問您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

哪些內容、功能與服務？  

12 
您比較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

哪些檢索或分類瀏覽方式尋找教學資源？ 

13 
您比較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搜

尋哪些領域的教學資源？ 

14 
您比較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搜

尋哪些議題的教學資源？ 

15 
您比較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搜

尋哪些資源類型的教學資源？ 

16 
您比較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搜

尋哪些檔案格式的教學資源？ 

「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

網」的使用現

況 

17 
您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中「教

育社群」功能的哪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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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6：研究構面與調查問卷內容對應表 

研究構面 題號 問題內容 

18 節省教師蒐集教學資源的時間與精力。 

19 提供教師數量豐富的教學資源，豐富教學內容。 

20 
增加教師教學的多元性、活潑性，提高學生學習

興趣。 

21 合法、合理及安心的使用搜尋到的教學資源。 

22 減少教師的備課時間，讓教學工作更輕鬆。 

23 增進教師的教學效率，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 

「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

網」的有用認

知 

24 
讓教師有更多的經驗交流與知識分享，提升教師

教學專業。 

25 
學習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不需要

花費很多的心力。 

26 
熟練「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操作方式

是容易的。 

27 
透過入口網的分類瀏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所需

的教學資源。 

28 
在入口網中，可以很容易的檢索到所需的教學資

源。 

「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

網」的易用認

知 

29 
整體來說，入口網的各項功能提示都很明確，很

容易使用。 

30 
尋找教學資源時，我會優先考慮「教育部數位教

學資源入口網」。 

31 我會持續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32 
每個授課單元我都會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入口網」。 

「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

網」的使用意

願 

33 
我會推薦同事或朋友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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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6：研究構面與調查問卷內容對應表 

研究構面 題號 問題內容 

34 教學資源數量的豐富性，我感到……  

35 教學資源種類的多樣性，我感到…… 

36 教學資源內容的正確性較高，我感到…… 

37 教學資源內容的新穎性，我感到…… 

38 使用者可以便利取用教學資源，我感到…… 

39 
教學資源皆有明確的著作權標示，降低引用時的

疑慮，我感到…… 

40 
藉由教育社群的互動、對話，對教師的專業成長

有所助益，我感到…… 

41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網站規劃清

楚，我感到…… 

42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美工設計、版

面編排，我感到…… 

「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

網」的使用滿

意度 

43 
整體來說，對於「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我感到…… 

未曾使用過

「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

網」的原因 

44 
請問您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的原因為何？ 

（二）預試問卷的信度、效度分析 

研究者初步編製之問卷經受訪者協助修正後，形成預試問卷，隨即選 

取平鎮市平興國小、中壢市新明國小、桃園市快樂國小、觀音鄉草漯國小、

大園鄉潮音國小以及內海國小等 6 所學校進行預試。研究者共發出 85 份

問卷，回收 85 份問卷，回收率達 100％，其中實際有效問卷 82 份，無效

問卷 3 份，可用率達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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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度分析 

採用折半係數（Shlit-half）模式，進行信度分析考驗其信度，

當內部一致性α係數愈大，表示題目間的一致性愈高，題目間的同質

性愈高，內容取樣則適當。本研究問卷各構面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

均達 0.7 以上，顯示各構面量表的信度良好。問卷各構面之折半信度

如表 3-7： 

表 3-7：問卷各構面之折半信度表 

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 題數 

有用認知 0.849 7 

易用認知 0.825 5 

使用意願 0.871 4 

使用滿意度 0.882 10 

2.效度分析 

因將全數題項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時，無法跑出四層面，因此改

採用驗證性的因素分析方式來驗證題目的適切性及是否符合建構效

度。採用分層面因素分析來驗證，相關效度分析如下： 

（1）有用認知 

Ⅰ.KMO 與 Bartlett 檢定 

表 3-8 是用直交跑因素分析的結果，「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為.750 屬尚可，可進行因素分析。「Bartlett 

的球形檢定」的「顯著性」為.000，顯著性已達顯著水準，表

示相關且有共通性，適合做因素分析。 

表 3-8：有用認知 KMO 與 Bartlett 檢定表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750 

近似卡方分配 127.735 

df 21 Bartlett 球形檢定 

顯著性 .000 

Ⅱ.因素分析摘要表 

由表 3-9 可知，本構面各題目（7 題）之因素負荷量都高

於.30，表示題目都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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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有用認知因素分析摘要表 

效度 

構面 題目 因素負荷量 

（成份） 

初始 

特徵值 

解釋量 

（變異數％） 

18.節省教師蒐集教學資源的時間

與精力。 
.738 3.787 54.093 

19.提供教師數量豐富的教學資

源，豐富教學內容。 
.786 

20.增加教師教學的多元性、活潑

性，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852 

21.合法、合理及安心的使用搜尋

到的教學資源。 
.778 

22.減少教師的備課時間，讓教學

工作更輕鬆。 
.743 

23.增進教師的教學效率，提升教

師的教學品質。 
.719 

有
用
認
知

 

24.讓教師有更多的經驗交流與知

識分享，提升教師教學專業。 
.473 

  

（2）易用認知 

Ⅰ.KMO 與 Bartlett 檢定 

表 3-10 是用直交跑因素分析的結果，「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為.769 屬尚可，可進行因素分析。「Bartlett 

的球形檢定」的「顯著性」為.000，顯著性已達顯著水準，表

示相關且有共通性，適合做因素分析。 

表 3-10：易用認知 KMO 與 Bartlett 檢定表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769 

近似卡方分配 74.483 

df 10 Bartlett 球形檢定 

顯著性 .000 

Ⅱ.因素分析摘要表 

由表 3-11 可知，本構面各題目（5 題）之因素負荷量都高

於.30，表示題目都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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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易用認知因素分析摘要表 

效度 

構面 題目 因素負荷量 

（成份） 

初始 

特徵值 

解釋量 

（變異數％） 

25.學習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不需要花費很多的

心力。 

.681 3.000 59.996 

26.熟練「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的使用方法是容易的。 
.759 

27.入口網的分類瀏覽方式，讓教

師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所需的教

學資源。 

.811 

28.在入口網中，可以很輕易的檢

索到所需的教學資源。 
.876 

易
用
認
知

 

29.整體來說，入口網的各項功能

提示都很明確，很容易使用。 
.731 

  

（3）使用意願 

Ⅰ.KMO 與 Bartlett 檢定 

表 3-12 是用直交跑因素分析的結果，「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為.788 屬尚可，可進行因素分析。「Bartlett 

的球形檢定」的「顯著性」為.000，顯著性已達顯著水準，表

示相關且有共通性，適合做因素分析。 

表 3-12：使用意願 KMO 與 Bartlett 檢定表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788 

近似卡方分配 77.122 

df 6 Bartlett 球形檢定 

顯著性 .000 

Ⅱ.因素分析摘要表 

由表 3-13 可知，本構面各題目（4 題）之因素負荷量都高

於.30，表示題目都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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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使用意願因素分析摘要表 

效度 

構面 題目 因素負荷量 

（成份） 

初始 

特徵值 

解釋量 

（變異數％） 

30.尋找教學資源時，我會優先考

慮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入口網」。 

.884 2.916 72.893 

31.我會持續使用「教育部數位教

學資源入口網」。 
.880 

32 每個授課單元我都會使用「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800 

使
用
意
願

 

33.我會推薦同儕或朋友使用「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848 

  

（4）使用滿意度 

Ⅰ.KMO 與 Bartlett 檢定 

表 3-14 是用直交跑因素分析的結果，「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為.780 屬尚可，可進行因素分析。「Bartlett 

的球形檢定」的「顯著性」為.000，顯著性已達顯著水準，表

示相關且有共通性，適合做因素分析。 

表 3-14：使用滿意度 KMO 與 Bartlett 檢定表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780 

近似卡方分配 226.574 

df 45 Bartlett 球形檢定 

顯著性 .000 

Ⅱ.因素分析摘要表 

由表 3-15 可知，本構面各題目（10 題）之因素負荷量都高

於.30，表示題目都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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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使用滿意度因素分析摘要表 

效度 

構面 題目 因素負荷量 

（成份） 

初始 

特徵值 

解釋量 

（變異數％） 

34.教學資源數量的豐富性，我感

到…… 
.706 5.153 51.533 

35.教學資源種類的多樣性，我感

到…… 
.806 

36.教學資源內容的正確性較高，

我感到…… 
.765 

37.教學資源內容的新穎性，我感

到…… 
.701 

38.使用者可以便利取用教學資

源，我感到…… 
.703 

39.教學資源皆有明確的著作權標

示，降低引用時的疑慮，我感

到…… 

.495 

40.藉由教育社群的互動、對話，

對教師的專業成長有所助益，

我感到…… 

.330 

41.「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的網站規劃清楚，我感到…… 
.786 

42.「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的美工設計、版面編排，我感

到…… 

.869 

使
用
滿
意
度

 
43.整體來說，對於「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網」我感到… 
.841 

  

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擬分成訪談與問卷調查兩個部分，茲分別說明

如下： 

一、訪談 

訪談時，以錄音機輔助紀錄訪談的原始資料。訪談後，其內容主要整

理步驟如下： 

（一）謄寫成逐字稿 

訪談結束後，將訪談內容以逐字稿的方式整理為書面文字，完成初步

的整理，並註明訪談時間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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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類與歸納 

將受訪者的意見整理、歸納，再將性質相近者加以分析。凡屬受訪者

的原始文字或說明皆加註代號，在其意見之後標明以示交代。 

（三）詮釋與分析 

將整理過的資料與問卷有關部分相互印證，並就其相關主題給予詮

釋、分析與討論。 

二、問卷調查 

調查問卷回收後，先檢視並剔除無效之問卷，並對有效問卷部分逐一

編碼、登錄，以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進行資料分析，

主要的統計方法為：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卡方考驗、t

考驗（t-test）、單因子變異數分析（one-way ANOVA）、薛費氏事後比較

（Scheffe’method）、積差相關、多元迴歸等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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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實施程序 

為達成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實施程序如下圖 3-3，並依據流程步驟順

序分別說明之： 

 

文獻蒐集與探討 

設計研究工具 

邀請訪談對象，進行訪談 

訪談資料分析 

彙整、分析問卷與訪談資料 

討論與結果分析 

撰寫論文提出結論 

界定研究問題與確定研究目的 

問卷前測與修改 

規劃研究設計 

正式問卷施測 

整理回收問卷 

問卷資料編碼與輸入 

進行統計分析 

 
圖 3-3：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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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界定研究問題的範圍與確定研究進行的目的。 

二、界定研究問題與確定研究目的之後，即著手進行相關文獻的蒐集與閱

讀，利用各種資訊檢索工具及資料庫進行中外文獻及博碩士論文的蒐

集與分析，參考文獻所得，形成本研究的基礎架構，並作為本研究的

理論基礎根據。 

三、參考文獻分析之結果，選擇適合的研究方法，進而著手規劃研究設計，

採訪談法與問卷調查法來蒐集研究資料。 

四、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同時參酌相關文獻，編擬訪談大綱與問卷

內容等研究工具。 

五、親自聯繫訪談對象，依據訪談大綱進行訪談，並採全程錄音，訪談當

時所做的筆記與錄音資料為資料分析的主要依據。同時，訪請受訪者

進行協助問卷填答，用以了解教師對問卷反應和填寫時的困難，作為

修改預試問卷內容之依據。 

六、實施問卷的前測（預試），進行預試信度、效度考驗，修正問卷題目，

以形成正式問卷。 

七、完成研究所需之正式問卷，選定研究樣本，以桃園縣立國民小學教師

為研究對象，按分層叢集隨機抽樣，抽取 60 所學校共計 564 位教師

作為研究樣本。 

八、根據回收之問卷，以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比較，得到結果。 

並對訪談資料進行資料謄錄與編碼，以內容分析的方式來進行訪談資

料的分析。 

九、結合文獻探討、問卷分析結果與訪談內容，透過相互檢證與統整討論，

撰寫研究結果，並進一步討論研究結果與發現。 

十、依據綜合分析討論之結果，形成研究結論，並根據研究結論提供具體

可行的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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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訪談分析 

本章旨在透過訪談瞭解國小教師的教學需求，並分析教師使用「教育

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經驗，以及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的建議。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訪談對象基本資料；第二節：國小教

師教學需求；第三節：「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經驗；第四

節：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建議。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研究者於 101 年 2 月 24 日至 101 年 3月 9日進行訪談。為了避免受

訪對象的同質性過高，導致研究的不客觀，因此本研究在受訪對象的選擇

上，盡量將受訪者彼此間的差異性拉大，希望能將面向放大，不要太過侷

限。此外，受訪者必須經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方能藉

由訪談，從受訪者的使用經驗中，瞭解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的情形、遭遇的問題，以及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看

法與建議。研究者兼任學校行政工作多年，透過個人的人際網絡，於各鄉

鎮分別選擇 1~2 所熟稔的學校，藉由各校主任或組長（例如：教導主任、

教學組長、事務組長等）之協助，徵詢到多位符合受訪條件並願意接受訪

談的教師。由於受訪對象需具備各種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最後研究者篩

選出 9 校共 10 位教師進行訪談工作。背景變項包含學校區域、學校規模、

性別、教學職務、任教科目、教學年資等，受訪者的背景變項包含不同的

面向，以下就學校區域、學校規模以及受訪者基本資料，分別表述如下： 

一、學校區域 

就學校區域來分，桃園縣國小分為市區、鄉鎮、偏遠三種類型，本研

究所選之受訪對象，服務學校所屬區域包含此三種類型，詳如下表 4-1： 

表 4-1：受訪者服務學校所屬區域 

區域 學校名稱 

市區 
桃園市快樂國小、桃園市慈文國小、八德市霄裡國小 

楊梅市瑞塘國小、中壢市平興國小 

鄉鎮 大園鄉潮音國小、新屋鄉東明國小、大溪鎮百吉國小 

偏遠 大園鄉內海國小 

二、學校規模 

除受訪者服務之學校區域有所不同外，本研究也希望任教於不同學校

規模的教師協助進行訪談，受訪者服務學校所屬規模如下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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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受訪者服務學校所屬規模 

規模 學校名稱 

12 班（含）以下 新屋鄉東明國小、大溪鎮百吉國小、大園鄉內海國小 

13~24 班 桃園市快樂國小、大園鄉潮音國小、八德市霄裡國小 

25~48 班 桃園市慈文國小、中壢市平興國小、楊梅市瑞塘國小 

三、受訪者基本資料 

為使本研究較具客觀性，除了學校區域與規模具備不同的條件外，受

訪者也需具備不同的性別、教學職務、任教科目、年資等，從受訪者的背

景資料中，發現任教年資分布從 4~22 年；男性教師 5 位、女性教師 5 位；

低年級導師 2 位、中年級導師 2 位、高年級導師 2 位、科任 4 位；任教科

目則涵蓋七大領域。其基本資料如下表 4-3： 

表 4-3：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代碼 性別 服務學校 受訪者 教學職務 任教科目 年資 訪談日期 

T01 女 快樂國小 蔡○○ 低年級導師 
國語、數學、生活

綜合 
5 101.2.24 

T02 男 平興國小 莊○○ 低年級導師 

國語、數學、綜

合、生活、健康與

體育 

10 101.3.1 

T03 男 霄裡國小 許○○ 中年級導師 

國語、數學、綜合

資訊、健康與體育 

藝術與人文 

9 101.3.2 

T04 男 潮音國小 林○○ 中年級導師 
國語、數學、社會 

綜合、健康與體育 
11 101.3.8 

T05 女 慈文國小 詹○○ 高年級導師 
國語、數學、社會

綜合、健康與體育 
11 101.2.24 

T06 女 內海國小 吳○○ 高年級導師 
國語、數學、綜合 

健康與體育 
7 101.3.8 

T07 女 瑞塘國小 蘇○○ 科任 資訊 21 101.3.1 

T08 女 快樂國小 林○○ 科任 綜合 4 101.2.24 

T09 男 東明國小 李○○ 科任 健康與體育、客語 22 101.3.7 

T10 男 百吉國小 葉○○ 科任 
英語、健康與體育

自然與生活科技 
6 1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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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小教師教學需求 

隨著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的發達以及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身處於

數位時代的教師，在教學上的需求也有了不一樣的面貌，本研究藉由訪談

不同背景的國小教師，歸納整理出國小教師的教學需求有：（1）充實教學

媒體資訊設備，營造優質 e 化教學環境。（2）多元的九年一貫課程，渴望

完整且內容豐富的教學資源。（3）資訊能力的精進與資訊素養的提升。（4）

教學資源著作權與智財權觀念的加強。（5）整合教學資源網絡，且能合理、

安心使用教學資源的網路分享平台。（6）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茲將其分別

敘述如下： 

一、充實教學媒體資訊設備，營造優質 e 化教學環境 

二十一世紀是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時代，教育已走

向資訊化、電腦化、網路化、數位化，教室內要建置這些基本資訊科技，

在教學環境中，導入資訊化、數位化、無線化，打破教室的固有疆界，從

中激發更高的學習熱忱。在教學應用中，e 化帶來許多的便利，許多學校

將傳統教室建置 e 化設備，變成高效能的 e 化教室。教學設備乃是提供教

學之輔助器材，良好的教學成效常賴於輔助器材的利用。受訪者大多表

示，教室內建置完善的教學資訊設備，可使教師於授課時，能夠藉由多媒

體的運用，使教材活化而多元，藉以提升教學品質並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就現代的教學環境來說，許多的教學資源都已經數位化了，所以

教室內必項擁有完善的資訊科技設備，方能有效的運用這些數位

教學資源。我所謂的完善是說，現在應是班班有電腦、網路以及

單槍投影機了，但有時因設備老舊或網路速度過慢，都會造成使

用上的阻礙，所以需要適時更新教學資訊設備。（T02：8-11） 

現今社會科技日新月異，透過多媒體的互動方式能讓學生更多元

學習。教師利用資訊科技呈現多元的教學是提升學生學習的方

法，所以教室內需要有充實的教學資訊設備，營造一個 e 化的環

境，讓教師能夠隨時隨地的應用數位內容來融入教學。唯有充實

各班教學內的資訊設備，才能因應教師數位時代教學需求的滿

足。（T04：7-11） 

由於科技的進步，能補充給學生的知識越來越多，而多媒體教學

是目前學校最需要的教學媒材之一。電腦、網路、單槍投影機等

教學設備是現代課堂上的必需品。（T0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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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的九年一貫課程，渴望完整且內容豐富的教學資源 

由於教育改革的鬆綁、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教師已從國家課程標準

的執行者，轉變為課程的決定者，教師有更大的彈性及空間可展現專業及

自主，為使教學更活潑、生動有趣，各種教學資源成為教師不可或缺的工

具。教師意識到教學上要有更多元、更豐富的外來資訊，以補足本身知識

或想法上不足的需求。在這資訊化的社會中，傳統的教學型態已大大的改

變，受訪者認為教師需運用更多不同形式的教材，可以豐富教學活動及內

容，進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除了播放廠商製作的教學影片、電子書等，我還會介紹相關網

站、新聞報導等即時資訊給學生，簡報的製作與播放也能讓孩子

更清楚課程架構，且文字馬上搭配圖片，比單純口頭說明較清楚

易懂。（T08：11-13） 

九年一貫也已推行許多年，在其教育方針下，我們知道教師在教

學時，並無嚴格的標準教科書規範，因此教材的準備範圍較廣。

所以，為了能夠讓教學內容更加充實，教學更加活動，並引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增加學生學習成效，完整且豐富多樣的教學資

源，是教師教學上的一大需求。（T09：12-15） 

課本的內容本來就是有些枯燥，所以必需要改變教學內容，就從

搜集資料開始。所以，是不是有豐富、多樣的教學資源供老師使

用，就會影響到老師教學時，能否有充實的教學內容。老師額外

搜集教材的這個部分，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我就會針對今天要

上課的內容，整理一些課外的知識或相關的應用，這樣的話學生

對生活化的內容也會比較感興趣。（T10：11-15） 

三、資訊能力的精進與資訊素養的提升 

二十一世紀是數位化與網際網路的時代，教學資源的數位化亦是時勢

所趨，教師藉由資訊能力的增強，方可進入廣大的數位化教學資源環境，

創發出最大的課程教材研發與創新的空間。九年一貫課程強調課程研發、

教學創新、多元評量與運用資訊融入教學，在教材、教法、評量被要求多

元的今天，提升教師資訊素養是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的一環。 

網際網路及科技之進步，隨之而來的也是資訊爆炸之現象，身處

數位時代的教師實不愁找不到教學資源，而是如何處理、應用、

分享這些資源，這部分就與教師個人的資訊能力有很大的關係，

定期舉辦相關研習，增進教師資訊能力，進而促進教學成效。

（T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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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化的時代，教學資源是如此的豐富多樣，教師有提升基本

資訊素養的需求，唯有如此，教師才有能力面對教學資源的選

擇、安排與運用，進而提供學生更廣泛的學習訊息。然後，適切

地將豐富多樣的教學資源融入教學中，提升教學成效，方足以勝

任未變萬化的教學工作。（T05：12-16） 

四、教學資源著作權與智財權觀念的加強 

網路的最大特色就是「分享」，但這個分享，不是毫無限制的。教學

資源的分享對老師們來說助益很大，該怎樣安心的使用網路來分享呢？教

師除了需瞭解如何合法使用網路資源外，藉由網路分享教學資源時也需注

意到是否侵權的問題。例如教師課堂所使用的教材，使用他人著作的方

式，是以符合學術「引用」的規則，有合理使用的空間，但若將教材放置

於網路上與其他教師分享，雖作為教學之用，仍有侵權之疑慮。 

老師的東西放在網站上，有人引用了我們的東西，被原著看到了

相關的東西，引用的人並沒有注意到我們的文章下面有注明是引

用竹教大某某教授的著作，所以我們也是受害者，但竹教大的教

授認為禍從我們這裡出來，這是第一個案例，另外，如使用

youtube 上的廣告放在自己的部落格，也被人家告，因為原著共

同意放在 youtube 平台上與人分享，但並沒有同意讓他人放部落

格上，所以也被告。另外，是一首詩的引用，網路上傳來傳去的，

共 16 個字的詩，直接貼在簡報中用在教學上，因為要交成果報

告，於是將簡報放到學校網站上，93 年發生的事情，97 年著作

者在網路上看到了這個簡報，因簡報中只提到分享者是誰，致使

造成錯覺以為其是著作者，最後與講師達成和解，著作者給我們

使用權，我們付原著使用的費用。所以，教師在引用或分享相關

資源時，一定要特別注意著作權與智財權的問題。（T07：8-18） 

對於著作權的觀念，教師有加強之需要，在透過網路分享教學資

源的時候，也要特別注意勿違反智慧財產權，像我們學校就有九

件案子被告。……教學資源分享平台，可以提供教師更多的補充

資料，對我而言是重要的，另外，在平台這個部分，我們也需要

一些如創用 CC 授權的資源，版權問題的解決。（T10：16-18，25-26） 

五、整合教學資源網絡，且能合理、安心使用教學資源的網路分享平台 

目前，網路上建置了許多的教學資源網站，教學資源的數量充足，但

卻不易找到，教師們常流連於各網站之間尋找教學資源，卻常無法有效、

快速的得到自己所需的關鍵資料，總是陷於資訊迷宮內不得其門而入，導

致無功而返，更遑論創發或整合出豐富適切的教材。教師需要一個能整合



- 57 - 

多數教學資源的網路分享平台，透過簡易便捷的搜尋過程，就能找到適宜

的教學資源，使教師樂於進行教學資源的蒐集與數位化教學的研發工作。

此外，教學資源若有明確著作權標示，可以降低教師取用教學資源所面臨

的智財權疑慮，教師也能合理、安心使用豐富多元的教學資源。 

網路上已有非常非常多的教學資源網站，教學資源可說不虞匱

乏，不過，每次要搜尋網路上的教學資源時，就得四處到各教學

資源網站去，要花費教師許多的時間與精力，所以，教師在教學

上，實在是需要有一個平台能夠整合所有的教學資源，如此，必

能減輕教師的教學準備工作。（T03：11-15） 

在教學資源方面，為了擴充課堂知識、以更多樣化的活動進行教

學，我會上網搜尋教材做參考，如教案、學習單、教學活動討論

與分享等，如果有一個網站可以整合大部分的資源，就能讓我更

輕鬆方便查詢資料，獲得所需。（T06：14-17） 

教學資源網站需整合，就像我們學校之前當然有很多的網站，老

師適應了所有教材，最後全部整合成二大網站，所有教材資源變

二大，第一個就是你看到的，我們說網路教室，第二個就是 CD 

Tower 數位學習中心，所有的教學資源網站，最後都應朝向整合

的路走。（T07：14-17） 

六、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隨著社會的變遷、知識的爆發與科技的進步，教師也要隨時調整自身

的心態與腳步，以適應整個大環境的改變。教師是種專業，必須隨著時代

的腳步不斷精進，教育工作者為迎接全球化和知識型社會的來臨，實在需

要擁有最新的教育知識和思維，以有效提升教學工作，為學生拓展最大的

學習空間。教師若要提升自身的專業能力，維持教學品質，唯有持續不斷

地進修學習，才能達到具備「教學專業能力」的層次。為了促使教師提升

教學專業能力，因此教師會有學習上的需求，透過各種研習進修管道，建

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對話，方能進一步學習成長，以符合教師專業標

準。 

藉由研習進修幫助教師專業成長也是現在的老師，非常需要的一

個部分，透過研習進修也能補充新知，有時上到相關內容時，我

也會使用研習看過的影片或網站補充給學生。（T08：17-18） 

……如何提升教師專業形象，透過社群間的專業對話是重要且必

須的。（T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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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經驗 

本節主要是藉由桃園縣國小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的經驗，瞭解教師如何得知「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與使用「教育

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主要目的，並分析國小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情形，進而探究國小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的價值認知。 

一、如何得知「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教師需先取得「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相關訊息，知悉「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存在，才有可能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入口網」來輔助教學。本研究所選之訪談對象，均是使用過「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教師，歸納整理訪談的內容，可以瞭解教師得知「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主要來自於於幾個方面：（1）學校公文宣達。

（2）學校網頁連結。（3）同事或朋友的介紹。（4）研習或進修。（5）網

路上瀏覽或搜尋到。（6）書商教科書光碟的網站連結。 

一開始是從同事那知道有這個網站，後來，在學校教師晨會的時

候，教學組長進行公文的宣達，鼓勵學校老師使用，於是我就去

嘗試使用看看。（T01：34-35） 

曾聽朋友提到過，後來在網路上搜尋教學資源時，發現相關的連

結，經過多次的使用，覺得還滿不錯的，於是將連結放置於學校

網頁中，讓學校的其它老師，能有管道可以接觸。（T03：24-25） 

在教科書商所附的教學光碟裡，相關的網路資源介紹，可以連結

到「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T04：21-22） 

我們學校的網站中有一個教學資源的網頁，裡面會有一些相關教

學資源網站的連結，在綜合類的教學資源中，就有「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網」的連結。另外，在網路上搜尋教學資源的時候，

也常出現「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連結。還有，在某一

些研習中，也曾聽過相關的訊息。（T05：22-25） 

二、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主要目的 

綜合受訪者的意見，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主要

目的有：（1）快速取得教學資源。（2）延伸課程教材，充實教學內容。（3）

觀摩教學設計，啟發教師新的教學觀念。（4）確認教學內容的正確性，以

確保教學品質。（5）輔助教師教學，強化學生學習。茲將其分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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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快速取得教學資源 

教師在做教學準備或製作教材時，常透過一般搜尋引擎(如 Google、

yahoo、Yam 等)或教學資源網站(如亞卓市、思摩特、學習加油站、六大學

習網等)，找尋相關的教學資源。然而，搜尋引擎找出來的資料未必完全

適用於教學現場，使用者也得學著適應各個網站所發展的獨特使用界面。

因此，大多數的教師常常無法快速的取得網路上豐富多樣的教學資源。受

訪者多數認為，「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整合了教育部所屬的教學

資源網站及社群網站，有助於教師快速取得豐富多樣的教學資源。 

目的很簡單啊！備課的時候，我就不用花那麼多的時間到處去找

教學資源了，教育部建置的這個入口網站已經將許多的教學資源

整合起來，我從這個入口網可以很快速的便利的取得教學上相關

的資源。（T02：28-30） 

主要目的是想透過這個入口網快速找到豐富且多元的教學資

源，不用再到各個教學資源網站分別搜尋，如此，也可節省時間

和精力。（T03：27-29） 

（二）延伸課程教材，充實教學內容 

現今的教學，若只仰賴教科書是無法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教師需尋

求更多的教學資源，用來作為教學上的補充教材。受訪者認為，使用「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搜尋到更豐富多樣的教學

資源，用來延伸課程教材，充實教學內容。 

譬如說國語課上到四下第四課（阿里棒棒），課本以及電子書中

的內容不夠充足，我就需要查詢有關飛魚季等原住民祭典的相關

資料。上社會課的時候，就可能需要查詢某當地老街的資料，來

充實教學內容。（T04：31-34） 

每個單元課程整理後，我會經常上「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的教學資源區尋找適合的輔助資料。在教學的過程中，只要發現

課程中有任何疑惑時，都會「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裡頭

去找看看是否有合宜的補充資料可以使用。（T05：28-30） 

這門課較適合由導師融合其他領域進行教學，由科任來上很難著

手，再加上課本的內容枯燥乏味，以致於常需要補充大量教材與

活動，所以今年我很常使用入口網搜尋較有趣的教材或活動，尤

其是室內、外團康遊戲，增加學生的學習經驗。。（T08：33-36） 

（三）觀摩教學設計，啟發教師新的教學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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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觀摩其他教師的教學設計，從中學習對教材不同的詮釋技巧，作

為自己在教學設計上的借鏡。部分受訪者認為，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的目的，除了搜尋豐富的教學設計外，也可從中參考其他教師

的教學方式，從這些教學資源中找尋更加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啟發教

師新的教學觀念，改變教師的教學方法，以增加學生的學習成效。 

主要目的在於尋找其他教師設計之教案或參考書目使用於教

學主題上，讓教學跳脫教科書，更加生活化與增添豐富性。

（T01：39-40） 

遇到教學瓶頸(譬如說不知如何清楚講解數學概念)，我就會上

網觀看其他人的教學經驗，以作為參考。（T08：30-31） 

（四）確認教學內容的正確性，以確保教學品質 

良好的教學首重教學內容要正確，學生猶如一張白紙，等待外來的填

充物，教師的教學左右了學生的學習。於是，當教師對於教學內容不是很

有把握的時候，即會蒐集相關資源作交叉比對，來確保教學的品質。部分

受訪者認為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目的，是為了搜尋相關

資源來確認教學的正確性。 

有時候對教學內容不太有把握的時候，我會去看看別人怎麼

教，為了確認正確性去找，所以我會去參考一下。（T02：34-35） 

有時需查看相關的資料，幫助自己對於教材內容有正確的認

知，避免教學之謬誤。（T04：24） 

（五）利用學習單輔助教學，強化學生學習 

教師授課時需要學習單輔助教學，學習單就是學習評量單，是教學教

學以及學生學習的輔助工具，它是依據教學目標設計出來的題目，旨在強

化學生學習。部分受訪者指出，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另

一個目的，是為了搜尋可用的學習單，設計良好的學習單可提高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找尋一些實作型的預習單及學習單來讓學生預習及課堂中使

用，一方面這種課程主要訴求實作發表及對話，二方面也可以

讓學生接觸各類型的生活狀況。（T05：30-32） 

補足現成教科書或電子書未提到的主題或議題內容。另外會去

找一些學習單，許多學習單設計得都不錯，這個東西是師親生

都會注意到的，可以當作是作業，或是當成評量使用，都是很

好用的。（T06：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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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中教學資源分類方式的看法 

（一）教學資源以年級、領域、議題等方式分類，符合教師的習

慣與需求 

個人覺得「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提供目前較為多元的與

完善的瀏覽方式，可以方便老師使用。其中兼顧年級、領域、重

大議題，符合老師使用習慣，特別是教育部強調每個學期都要有

固定時數之相關議題教學，這部分很受用。另方面，網站提供節

慶教案之分類瀏覽也很方便。（T01：44-47） 

以年級、領域、議題方式來分類，可以滿足教師的習慣與需求，

很能讓老師快速明確的找到教學資源。（T05：35-36） 

（二）議題分類侷限於九年一貫議題，不符現況所需 

議題的分類只侷限於九年一貫課程中編列的七項重大議題，受訪者表

示，近期受重視的議題，例如品格教育、閱讀教育、交通安全教育等，並

無法明確的分類，不易找到相關的教學資源。 

分類方式其實算是明確，也滿符合教師搜尋的習慣與需求，

但議題的分類只侷限於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條列的七項重大議

題，並未見如品格教育、閱讀教育、反霸凌等近期被廣泛討論及

重視的議題，造成無法很順利的取得相關議題的教學資源。

（T06：40-43） 

（三）透過動態標籤雲的功能，可觀察使用者較為關注的資源議題 

網頁設置的精選主題、特輯或熱門標籤等足見其用心程度，熱門

標籤的關鍵字可以看到最近較受關注的話題。（T04：32-33） 

我最喜歡它教學資源的熱門標籤功能，清楚地標示出主題，而且

隨著時事變化的功能，很能捉住孩子的心理，讓他們加深對學習

的印象。（T05：36-38） 

四、需要尋求教學資源的領域與議題 

在九年一貫的教育方針下，教學並無嚴格的標準教科書規範，教材內

容強調多元化、活潑化、生活化。於是，教師在各領域或相關議題的教學

上，都需要尋求豐富多樣的教學資源，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加學習

效率。本研究的受訪對象涵蓋了低、中、高年級導師以及科任教師，受訪

者均經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這些高度使用「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教師表示，在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多元的時代，凡是

與自己任教領域（科目）或是重大議題，都需多樣性的教學資源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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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人目前教學科目或議題為主。生活課程、綜合領域、數學領

域、健體領域等。（T02：40-42） 

搜尋的教學資源以現今任教科目為主，如國語、數學等科。主要

原因是不想受限於廠商提供的教學資源或是自我的教育知識限

制中，畢竟多多欣賞別人的教學心得分享，對學生的視界擴展有

一定的幫助。（T05：40-42） 

我最常找的資料是自然，因為分享自然的資源的老師最多。再來

就是英語，因為桃園縣政府，在推英語向下延伸，我覺得可以多

參考。主要也是因為這都是我任教的科目。（T10：45-47） 

「重大議題」（性別平等、環境、資訊、家政、人權、生涯發展、

海洋），以及被廣泛討論及重視的議題，例如閱讀、品格、反霸

凌等。（T06：42-45） 

我常搜尋五、六年級綜合領域的教學資源，或配合課本單元搜尋

家政教育、人權法治教育或環境教育等相關內容做補充。有時也

會配合學校行政，進行防災、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找尋相關教材。

（T08：45-47） 

此外，部分受訪者認為，凡與生活經驗相關的課程，或是本身較不熟

悉的部分，更是需要教學資源。 

生活課程、綜合領域與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會尋找能貼近學生生

活經驗之主題，藉由搜尋相關教學資源尋找能與一年級學生生活

經驗相符合之教學主題設計。（T02：40-42） 

我最常搜尋藝文領域（美勞）的教學材料，其次是閱讀（讀報）

與作文的教學材料，這些都是我比較不擅長的教學領域。因此會

參考已經設計成熟的教學設計或教學材料作為教學上補充之

用！（T03：39-41） 

五、常用的教學資源類型及其在教學上的應用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將教學資源分為五個類型，分別如

下：（1）教學設計。（2）教學活動。（3）教材。（4）學習單。（5）素材。

每一種類型的教學資源，在教學上的應用都不同。綜合受訪者的意見，可

以發現素材、學習單以及教學設計是較為教師常用的類型。 

就素材的部分而言，受訪者表示需利用圖片或影片等素材來輔助教

學，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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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上，我會運用其他老師提供的教案內容，或是設計之小遊

戲、圖片、影片等。視教學媒材內容運用班級上的單槍投影設備

呈現。（T01：53-54） 

透過適當的影片介紹，可讓學生對教學內容所要達成的教學目

標，更能有清楚的認識。（T04：49-50） 

常常覺得教科書廠商提供的教學輔導影片有過時的情形，所以之

前常上網去找較新的影片作為課堂補充用，後來發現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網中的教學補充影片更新比書商還快些。（T05：

44-46） 

素材的部分，有時會發現，原來這個介紹，這個圖片可以應用在

這，還蠻有趣的。藉由別人設計的想法，反思我可以將這素材使

用在哪。（T10：50-52） 

就學習單的部分而言，學習單是介於學科教學和啟發學生思考能力的

一種教學資源，受訪者表示搜尋設計良好、可供使用的學習單，能夠彌補

整個學科教學和習作部分的不足。 

我較常搜尋繪本或相關節慶、課程活動的學習單，從既有的格式

與題目中修改，除了節省自己的備課時間，也可以彌補學科與習

作上的不足。（T08：52-54） 

就教學設計的部分而言，受訪者表示藉由他人的教學設計，可以啟發

自己教學上的靈感。 

另外，有時對於教學上有疑問，或是想要讓自己的教學有所改

變，就會找一些其他教師做的教學設計，看一看有沒有更多元、

更活潑的教學方式可以參考，以激發自己的教學靈感。（T06：

46-48） 

六、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對教學工作的幫助 

受訪者一致認為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對其教學工作是

有所助益的。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可以有效幫助教師準備

教學，進而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讓教師可以共享資源與進行經驗分享，

教學資源能夠被充分利用與分享，才能使得教學創新的理念得以落實。綜

合受訪者的意見，歸納出受訪者認為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對教學工作的幫助有：（1）減少搜尋教學資源的時間與精力。（2）縮短備

課時間，增進教學準備工作效率。（3）激發教學創意，提升教學品質。（4）

合法、合理及安心的使用教學資源。（5）教學資源分類方式明確，符合教

師需求。（6）教學資源品質較為穩定，不會參差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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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減少搜尋教學資源的時間與精力 

教師們常流連於各網站之間尋找教學資源，卻常無法有效、快速的得

到自己所需的關鍵資料，總是陷於資訊迷宮內不得其門而入，導致無功而

返，更遑論創發或整合出豐富適切的教材。受訪者一致認為，「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其整合了教育部所屬的教學資源

網及社群網站，以單一入口網站提供給教師便利取用教學資源，如此便能

大大減少教師在網路上搜尋教學資源的時間與精力。 

使用這個網站，節省了我許多搜尋教材的時間與精力，因為教育

部建置的這個入口網整合了許多教學資源網站，我從這裡就可以

找到六大學習網、學習加油站或是其他縣市的教學資源網站內的

教學資源，真是方便。（T03：52-54） 

以往，必須利用搜尋引擎或到各個教學資源網站尋找相關的資

源，須得花許多的時間來回各網站搜尋，亦常陷入資訊迷宫中，

找不到關鍵的資源，透過這個單一的窗口，即可決解面臨的問

題，快速取得教學資源。（T06：51-53） 

這個網站到現在最大的利益，就是它像一個肉粽的頭一樣，只要

在這個入口網， 老師們就不用花時間到各個網站去，不用一下

跑教學資源網，一下跑六大學習網，一下跑學習加油站，就能透

過單一的入口網站搜尋到豐富多樣的教學資源，如此可以節省教

師們搜尋資源的時間。（T07：46-48） 

（二）縮短備課時間，增進教學準備工作效率 

傳統的教學方式，已經無法滿足當代學生的需求，面對多元的教學時

代，教學難度增加，備課更需時間。受訪者認為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可以搜尋到更豐富多樣的教學資源，有效縮短教師備課時間，

增進教學準備工作的效率。 

增進備課效率：這個網站提供一個較為完整之網站分類瀏覽功

能，讓個人在備課時更為有效率。（T01：56-57）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能查到自來於全國各縣市精英

所提供的教學資源，如果要找課外補充資料，再也不必在網海

中辛苦撈針了,如此便能節省許多的備課時間。（T05：49-51） 

主要的幫助不外乎可以縮短備課的時間以及讓教學內容加深

加廣，幫助學生看到更多不同的東西。（T10：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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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激發教學創意，提升教學品質 

另外，有受訪者表示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可以搜尋

到更豐富多樣的教學資源，藉由參考其他教師的教學設計，找尋更加生

動、活潑的教學方式，激發自己的教學創意，改變自己的教學方式，以增

加學生的學習成效，提升教學品質。 

再者，藉由其他老師的教學設計，能啟發教學的創意與靈感，可

以讓我的教學品質更優化，更加全面化，相信經過了更多教學經

驗的累積，我也會上傳我的教學分享給他人，並得到回饋及修

正。（T05：51-53） 

在搜尋教學資源時，我可以在其他人的分享的教學設計中找到創

意，進而應用在自己的教學中，也可藉由別人分享的學習單或資

料直接進行修改，減少自己的備課時間。甚至直接複製別人的教

學流程，將活動帶給學生，讓我從中獲益良多，期許自己能用更

多元的教學方式帶給學生不一樣的學習經驗，教學品質也能夠有

所提升。（T08：56-59） 

（四）合法、合理及安心的使用教學資源 

教師使用網路資源於教學時，往往會擔心是否違反著作權及智財權，

部分受訪者認為「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另一項價值，在於其導

入創用 CC 機制，教學資源皆有明確的著作權標示，有效降低教師取用教

學資源時對智財權的疑慮，讓教師可以合法、合理及安心的使用教學資源。 

另外，創用 CC 的理念與構想很棒，導入創用 CC 的機制，教學

資源都有明確的著作權標示，在取用這些教學資源時，才能安心

的使用。（T03：60-61） 

從那邊抓下來的東西，我們不會認為它不可靠，因為它是教育部

所建置，不用去問這個有沒有合乎創用 CC，我只要進去這個地

方，使用上既安全，要找的東西都有，不用到處去搜尋，也不用

到 google 去找，都不用。（T07：52-54） 

（五）教學資源分類方式明確，符合教師需求 

教學資源網站收錄與統整相關的數位化教學資源，需要有一系統性的

分類與管理，方能促進教師教學的活化與資源分享。受訪者認為「教育部

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分類瀏覽方式明確，符合教師需求，有利於尋找

到所需的關鍵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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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覺得網站中教學資源的分類很符合教師的習慣與需求，一

般教師都會以自己授課的年級、領域科目或是固定需融入課程中

重大領域，有時會針對近期推動或重視的議題，去瀏覽網站的資

源，以找到自己所需的教學資源，「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的國中小目錄中的分類方式是照著九年一貫課程的架構去做設

計，另外，最新教學資源、熱門教學資源、動態標籤雲的設計，

都很受用。（T04：55-59） 

（六）教學資源品質較為穩定，不會參差不齊 

教師在做教學準備或製作教材時，常透過一般搜尋引擎找尋相關的教

學資源，然而，搜尋引擎找出來的資料未必完全適用於教學現場，資料品

質亦參差不齊。受訪者大多認為「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為教育部

所建置，網站內所搜尋到的資源均與教學相關，且由教師所製作，品質較

有保障及穩定。 

使用這個入口網，你會發現教師再也不是單打獨鬥，全國教師將

教學資源丟上去，裡面就有豐富的教學資源可用，而且都是跟教

學有關的，不像 google 可能搜尋到許多沒用的東西，可用性較

高。（T02：51-53）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對許多教學資源做了高度的整

合，透過這個入口網，檢索到的都是和教學相關的資源，是我一

直持續使用的主要原因。（T03：58-60） 

內容正確性與創新性方面，因為提供者多為相關教育背景的人

士，因此應較 GOOLE 網路來源較為可信。（T04：53-54） 

第四節   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建議 

十位受訪者於受訪之際，對於「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均肯定

其對使用者的幫助與價值，此外，也藉由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的經驗，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提出一些建議，經歸納後

分述如下： 

一、多元管道的推廣與行銷 

網站的推廣與行銷在網站的運行中是非常關鍵的一環，一個網站建起

來了，就應該讓他發揮真正的作用，只有少數人知道或使用的網站是沒有

生命力的。想要吸引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第一步就

要對網站進行大力推廣。受訪者普遍的表示應加強宣傳與推廣，讓所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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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都能夠清楚地了解「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建置的目的，以提升

教師對於教學資源網站的行為意願。綜合受訪者的意見，推廣與行銷的管

道必需多元，方能有效吸引教師的目光，分述如下： 

（一）各鄉鎮辦理推廣說明會 

有受訪者認為可藉由辦理推廣說明會，向教師說明「教育部數位教學

資源入口網」的服務功能及操作介面。目前相關推廣說明會的活動場次，

將全國分為北、中、南、東四區辦理，由於活動場地與多數教師所在縣市

距離過遠，造成教師參與推廣說明會的意願降低。若能於各鄉鎮辦理推廣

說明會，縮短教師到達活動會場的距離與時間，較能吸引教師參與推廣說

明會，使其能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之功能及效益有初步的認

識。 

教育部辦理的推廣說明會場次過少，場地又離學校很遠，沒有辦

法吸引教師去參加，若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能在各鄉鎮辦理說明

會，應該參加的人會更多。（T06：57-59） 

推廣說明會的場次太少，辦理的區域全國只有幾區，大部分的教

師根本沒有意願參與相關的說明會，應該在各縣市，最好是各鄉

鎮都辦理推廣說明會，讓教師可以較方便參與說明會，才會增加

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認識。（T07：59-62） 

（二）各校辦理研習活動 

各校每學期均有安排週三研習活動，可規劃相關研習活動，介紹「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應用，以豐富教學內容，提升教學成效。並

鼓勵教師分享教學資源，透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交流教材教

法及創用 CC 開放性授權，促進資源分享及增進教育專業知能。 

學校週三研習時間，可以規劃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的研習，請有使用過此入口網的教師來分享使用經驗，並介紹如

何應用此入口網。（T01：63-64） 

另外，可於學校週三研習，規劃相關的說明會、使用心得分享等。

若是校外的研習，各校也可派代表參加，然後再回學校進行推

廣。（T10：59-60） 

（三）新進教師職前研習 

新進教師職前研習可以協助新進教師了解教育現況與教師權利、義務

及教學輔導實務，增進新進教師教育專業及教學智能。在新進教師職前研

習時，若將「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相關訊息納入其中，引領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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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瞭解「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建置的目的，有助於其於正式教

學時用來輔助教學。 

每年各縣都會有新進教師，其實可以辦理新進教師職前研習，共

在研習中加入「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相關的訊息，甚至

介紹如何應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於輔助教學上，讓

這些新進教師於正式授課時，能清楚知悉有此網站可以應用。

（T04：66-70） 

（四）培訓學校種子教師或推動小組 

藉由種子教師或推動小組進行經驗分享，並支持、協助教師使用「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來輔助教學，讓有意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的教師能在最無障礙的情況下，進行新的嘗試。 

可以培養種子教師或成立推動小組，例如電子白板融入教學推動

小組的成立的模式，校內若有種子教師或推動小組，不僅可以將

使用經驗分享給教師外，也可適時的給與支持與技術上的協助。

（T07：66-68） 

（五）於各校網站首頁掛設連結 Banner 提高網站的能見度 

教師是學校網站最重要的使用者，透過學校網站，教師可以運用校務

系統來處理學校的行政事務，同時也經營與維護班級網頁，並且瀏覽學校

最新的消息。於學校網站首頁明顯處加入「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的連結 Banner，提高網站的能見度。 

此外，為讓更多老師或教育工作者知道此網站，可以請教育部行

文至各學校將之連結於學校網站首頁，成為教師資源專區之一。

（T01：65-67） 

研習、推廣活動上也不太足夠，我們鄉內的老師，就都不太清楚

這個網站。如果能在大家常用的網站上，甚至於可以在每個學校

的網站，給它一個連結，或許能增加它的使用率。（T09：69-71） 

其實可以放在老師們一定會登入的地方。例如：研習網、學校網

站，讓老師方便連結，增加能見度。（T10：64-65） 

（六）行文各校 

一個政令的宣導或政策的推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行文各校，以公文

方式函知縣內所屬各校，鼓勵教師善加利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來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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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很簡單啊！直接行文各校，請各校於學校網頁公告，或是在

教師晨會時多加宣導，鼓勵教師們使用，讓教師們知道這個訊

息，有興趣的人自然會去使用看看。（T02：61-62） 

要讓教師知道這個網站，最簡單的就是發公文到各校，鼓勵教師

多加使用，甚至規定教師上網註冊成為會員，那樣子，教師們就

會知道有這個網站了。（T05：63-65） 

（七）不定期舉辦各項有獎活動 

還有一些臨時性的網站推廣方法，不定期的舉辦一些活動，如有獎競

猜、有獎調查等，增加網站的知名度，用以輔助網站的行銷與推廣。 

很多老師其實還不清楚這個網站，在推廣上可能還要在多加宣

導，尤其是中南部遠離市區的學校，對於此資訊可能一概不知，

可辦理一些宣傳活動，如有獎徵答、發公文請各校資訊老師廣為

宣傳、填寫問卷、廣告、鼓勵發表教學資源參賽等。（T08：64-67） 

或者可學習「哈客網」，可推一些活動，摸彩、投票送好禮等，

都可增加使用率。（T09：71-72） 

二、網站連結的速度與品質需穩定 

一個網站的連結速度與品質，會決定使用者再次瀏覽的意願，好用的

網站，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素在於是否能夠很順暢的瀏覽網站內容。有

受訪者指出，偶爾出現連線不穩定的情形，這也會影響使用者再次使用的

意願。 

有時網站會無法連結或速度很慢，需要克服網路連線這個問題。

（T01：69） 

還有，網站連線的速度與品質需要多加強，網頁有時跑得很慢，

如果常發生這樣的狀況，會讓人使用的意願降低。（T03：70-72） 

三、整合教科書商網站，讓教師可用的教學資源更加多元 

九年一貫一綱多本的教育政策下，教科書有著許多不同的版本，教師

在教學時，會因應版本的需要，至教科書商的網站尋找相關的教學資源，

有受訪者認為，教育部應與教科書商建立合作機制，開放部分智慧財產

權，將其整合到「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中，讓教師有更多元的教

學資源可使用。 

最好是能整合教科書商的網站，不管是南一、康軒、翰林等

書商，都有各自的教學資源網站，應與其建立合作機制，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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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透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搜尋到書商所提供的

教學資源，如此，更能有效提升教師使用的意願。（T07 l72-75）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已經整合了許多的教學資源

網站，使得教師可以便利取得教學資源，可是欠缺與教科書商教

學資源的連結，很多的教師會依據授課的版本，直接到各教科書

網站，搜尋站內的學習單、測驗卷，或是其他的資源，若是政府

能與業者取得相當的共識，釋放部分版權的資源供整合，必能使

教師可用的教學資源更加多元化。（T09：77-81） 

四、教學資源簡目格式欄位宜再詳細，以利教師初步篩選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簡目格式欄位包含「教學資源名

稱」、「摘要」、「關鍵字」、「檔案格式」、「上傳日期」、「評比」、「迴響」、「點

閱」、「下載」等，看似簡潔扼要，但是有受訪者認為，簡目格式欄位缺少

「適用年級」、「檔案類型」，教師無法立即判斷是否符合其教學上的使用。 

有幾個部分，我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與建議。在檢索資料的呈現

部分宜再詳細些，建議在呈現搜尋結果時，除了出現單元名稱之

外，可加入適合年級、包括的檔案內容(如教案、學習單)等簡單

說明，讓人先做初步篩選，才能更快找到自己所需的資源。否則

需每一個都點開來看完整段文字說明，才知道是否為自己所需，

實在太麻煩了。（T08：78-82） 

之前有幾次搜尋，發現出現的不是我要的東西，或者是有我要的

內容，但是因為呈現的資料欄位過於簡易，必須打開內容，才知

道那是不是我要的東西。（T10：68-69） 

五、網站的管理以及教學資源內容的審查 

有受訪者認為，網站的管理要即時，對於使用者問題的回應需儘速處

理。另外，在教學資源數量增加的同時，教學資源是否確實存在，以供教

師連結或下載使用，也是需多加重視的。若教師提報的問題未能於短時間

內獲得回應或改善，或是教學資源常有無法連結或無法下載使用的狀況發

生，久而久之，將會影響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意願。 

至於教學資源的部分，我覺得就單一教學資源網站而言，相較以

往，已算是豐富且多樣，但實際使用時，偶會發現主題與內容不

符，或是已無法連結該教學資源，這樣的情況若是愈來愈常見，

無人進行管理，甚至移除該教學資源，亦會影響我日後使用的頻

率與意願，希望網站在管理上與內容的查檢能更加強。（T01：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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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認為「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出發點真的很好，資

料豐富度和完整度在初期也算可以，當然日後慢慢一定會更加充

實，不過日後『網站管理』或『內容審核』是否健全，資料數量

增多的同時，質量是否相對提升，這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口碑的建立應是重要的關鍵。（T04：75-78） 

一個好的網站更需要網頁的維護，以及嚴謹的資料審查，在要求

網頁內容的量化，也要兼顧內容的品質，有時，如部分資料的內

容與事實不符，有些點進去則是沒有連接出內容，這對「教育部

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口碑的建立應是重要的關鍵。（T06：66-69） 

六、「教育社群」的經營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除了希望能讓教師便利取得教學資源

外，亦期望透過此一入口網站，提供一個虛擬社群環境，讓教師能有更多

交流。但實際上，受訪者表示，從時間上以及使用的人數上來看，只有少

數的教師在使用，這是很可惜的地方，教師們有可以討論的地方，其實是

很重要的，因為經驗的交流與分享，是教師們所缺乏的部分，由於平時上

課時間較為忙碌，所以更需要一個社群環境來幫助教師們解決一些會遇到

的問題與困難。因此，好好規劃與經營「教育社群」也是很重要的。 

身邊有很多老師其實在教學上都有多點子，但只限於校內老師交

流，若能提供一些獎賞誘因，讓這些老師能主動上傳分享，讓更

多老師能加入討論與提供資源，也能讓「教師社群平台」有更熱

絡的討論，增加其使用動機。（T02：68-70） 

透過教育社群的對話，對教學者而言是教學相長的最加機會，也

可同時檢視教學過程的優缺點，減少單獨教學的盲點，只是身為

華人的我們，大部分的人都還停留在下載及檢視別人的分享資料

而已，迴響的比較少，這點有些可惜。（T05：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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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問卷調查分析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呈現問卷調查所得資料進行統計分

析，並按調查結果分節加以分析討論。本章共分為七節，第一節：基本資

料；第二節：網路資訊搜尋行為；第三節：「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的使用現況；第四節：「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第五節：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之差異；第六節：各研究

構面之間的相關分析與預測分析；第七節：綜合討論。 

本研究以桃園縣國小教師為研究群體，以分層隨機的抽樣方式，抽樣

60 所學校，共計 564 個樣本進行施測。研究者於 2012 年 3 月 30 日寄發問

卷，4 月 17 日截止日期進行第一次催收，並於 4 月 27 日截止回收問卷，

合計回收 536 份問卷，回收率為 95％。其中，實際有效問卷為 509 份，無

效問卷 27 份，可用率達 95％。 

第一節  基本資料 

本節主要針對本研究所選取之樣本做描述性統計，分析教師個人基本

資料的情況，其個人基本資料變項共計十項，為問卷第七部分（45~54 題），

分別為：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教學年資、擔任職務、任教科目、學校

規模、學校區域、任教班級教室（或專科教室）具有哪些教學資訊設備、

是否曾經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各變項之統計分析，分述如下： 

一、性別 

由表 5-1 可知，「男性」教師共計 148 人，佔總人數 29.1％；「女性」

教師共計 361 人，佔總人數 70.9％。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2）的統計，

桃園縣國小女性教師的比例約 71.4％，男性教師約 28.6％。因此，本研

究樣本男女教師比例大致與實際狀況相似。 

二、年齡 

就年齡層的分布情形而言，由表 5-1 可知，年齡層大多分布在 31~50

歲，佔 87％以上。年齡層在「20~30 歲」者共計 48 人，佔 9.4％；年齡層

在「31~40 歲」者共計 276 人，佔 54.2％；年齡層在「41~50 歲」者共計

169 人，佔 33.2％；年齡層在「51 歲以上」者共計 16 人，佔 3.1％。 

三、最高學歷 

就最高學歷的分布情形而言，由表 5-1 可知，擁有「學士」學歷者共

計 316 人，佔 62.1％；擁有「碩士」學歷者共計 126 人，佔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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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年資 

以教學年資而言，由表 5-1 可知，教學年資大多數集中在 6~15 年，

佔了 61.7％。其中教學年資「5 年以內」共計 51 人，佔 10％；教學年資

「6~10 年」共計 148 人，佔 29.1％；教學年資「11~15 年」共計 166 人，

佔 32.6％；教學年資「16~20 年」共計 80 人，佔 15.7％；教學年資「21

年以上」共計 64 人，佔 12.6％。 

五、擔任職務 

在教師擔任的職務類別上，由表 5-1 可知，「低年級導師」共計 128

人，佔 25.1％；「中年級導師」共計 119 人，佔 23.4％，「高年級導師」

共計 119 人，佔 23.4％；「科任（含行政人員）」共計 143 人，佔 28.1％。 

六、學校規模 

就教師任教的學校規模大小而言，由表 5-1 可知，班級數在「12 班（含）

以下」的共計 72 份，佔 14.1％；「13~24 班」的共計 94 份，佔 18.5％；「25~48

班」的共計 187 份，佔 36.8％；「49 班（含）以上」的共計 156 份，佔 30.6

％。 

七、學校區域 

就學校所在區域方面而言，由表 5-1 可知，「市區」類型學校共計 239

份，佔 47％；「鄉鎮」類型學校共計 230 份，佔 45.1％；「偏遠」地區學

校共計 40 份，佔 7.9％。 

表 5-1：教師人口變項分析表（N＝509） 

變    項  人數 百分比（％） 

性    別 
（1）男性 

（2）女性 

148 

361 

29.1 

70.9 

年    齡 

（1）20~30 歲 

（2）31~40 歲 

（3）41~50 歲 

（4）51 歲以上 

48 

276 

169 

16 

9.4 

54.2 

33.2 

3.2 

最高學歷 
（1）學士 

（2）碩士 

316 

193 

62.1 

37.9 

教學年資 

（1）5年以內 

（2）6~10 年 

（3）11~15 年 

（4）16~20 年 

（5）21 年以上 

51 

148 

166 

80 

64 

10.0 

29.1 

32.6 

15.7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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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1：教師人口變項分析表（N＝509） 

變    項  人數 百分比（％） 

擔任職務 

（1）低年級導師 

（2）中年級導師 

（3）高年級導師 

（4）科任（含行政人員） 

128 

119 

119 

143 

25.1 

23.4 

23.4 

28.1 

學校規模 

（1）12 班（含）以下 

（2）13~24 班 

（3）25~48 班 

（4）49 班（含）以上 

72 

94 

187 

156 

14.1 

18.5 

36.8 

30.6 

學校區域 

（1）市區 

（2）鄉鎮 

（3）偏遠 

239 

230 

40 

47 

45.1 

7.9 

八、授課科目 

在國小教師的授課科目方面，由表 5-2 可知，509 份問卷中，以教授    

「國語」與「數學」者為最多數，各計有 366 人，各佔 71.9％；其次是教

授「綜合活動」者，計有 219 人，佔 57.2％；其餘科目數量統計依次如表

5-2 所示。 

表 5-2：授課科目分析表（N＝509） 

授課科目 次數總和 百分比（％） 

國語 366 71.9 

數學 366 71.9 

綜合活動 291 57.2 

健康與體育 241 47.3 

社會 162 31.8 

藝術與人文 154 30.3 

閩南語 137 26.9 

生活課程 128 25.1 

自然與生活科技 65 12.8 

英語 60 11.8 

資訊 58 11.4 

客家語 24 4.7 

註：本題項為複選題 

九、任教班級教室（或專科教室）具備哪些教學資訊設備 

由表 5-3 可知，本研究問卷調查之班級教室（或專科教室）具備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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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資訊設備，其中教室內具備電腦、網路、單槍投影機的比例皆達 100％；

具備「電子白板」的共計 186 人，佔 36.5％；具備「IRS 即時反饋系統」

的共計 7 人，佔 1.4％；「其他」的共計 5 人，佔 1％。 

表 5-3：教學資訊設備分析表（N＝509） 

教學資訊設備 次數 百分比（％） 

電腦 

網路 

單槍投影機 

電子白板 

IRS 即時反饋系統 

其他 

509 

509 

509 

186 

7 

5 

100 

100 

100 

36.5 

1.4 

1 

註：本題項為複選題 

五、是否曾經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就桃園縣國小教師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情形來看，由表 5-4 可

知，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共計 78 人、佔 15.3％，而不曾參與過的

共計 431 人，佔 84.7％。 

表 5-4：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情形分析表（N＝509） 

題項內容 量表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是否曾經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或資訊融入教學團隊 

否 

是 

431 

78 

84.7 

15.3 

在是否曾經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方面，本研究 509 份有效問卷

中，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或資訊融入教學團隊的教師共計 78 人，僅

佔 15.3％，表示桃園縣國小教師對於經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集體力量，

教師共同關注教學實務的改進，努力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的部分，仍有待

加強。 

第二節  網路資訊搜尋行為 

本節主要分析桃園縣國小教師的網路資訊搜尋行為，其結果敘述如

下： 

一、上網的主要目的分析 

由表 5-5 可知，桃園縣國小教師上網的主要目的中，以「尋找教學資

源」居首位，高達 9 成以上，共計 467 位，佔 91.7％；其次是收發電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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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計有 443 位，佔 87％；再其次是休閒娛樂，計有 406 位，佔 79.8％，

其餘主要目的統計依次如表 5-5 所示。 

表 5-5：上網的主要目的分析表（N＝509） 

上網的主要目的 次數 百分比（％） 

尋找教學資源 467 91.7 

收發電子信件 443 87.0 

休閒娛樂 406 79.8 

掌握新聞脈動 334 65.6 

獲取新知 332 65.2 

處理公務 297 58.3 

尋找個人進修研究資料 189 37.1 

使用 Blog 或社群網站維持、擴展人際關係 186 36.5 

利用線上數位學習課程，充實教學專業知識 172 33.8 

其他 6 1.2 

註：本題項為複選題 

二、每天在網路上搜尋教學資源花費的時間分析 

關於每天花費多少時間在網路上搜尋教學資源上，由表 5-6 可知，花

費「30 分鐘~1 小時以下」者最多，計有 256 人，佔 50.3％；其次是「少

於 30 分鐘」，計有 130 人，佔 25.5％；再其次是「1~2 小時以下」，計有

97 人，佔 19.1％；「2 小時以上」者最少，計有 26 人，佔 5.1％。 

表 5-6：每天在網路上搜尋教學資源花費的時間分析表（N＝509） 

題項內容 量表選項 人數 百分比（％） 

30 分鐘~1 小時以下 256 50.3 

少於 30 分鐘 130 25.5 

1~2 小時以下 97 19.1 

每天在網路上搜尋教學資源

花費的時間 

2小時以上 26 5.1 

三、使用網路教學資源的主要用途分析 

由表 5-7 可知，教師使用網路教學資源的主要用途，以「作為教學的

輔助工具」為最多，佔了 89.2％；其他依序為：「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佔

了 78.4％；「增加學生學習效果」，佔了 70.5％；「延伸課程教材」，佔了

69.7％；「取得多元型態的教學資訊」，佔了 64.0％；「確定教學內容的正

確性」，佔了 47.0％；「協助教師瞭解課程內容」，佔了 36.7％；「觀摩教

學設計，啟發教師新的教學觀念」，佔了 27.5％；「作為學生學習成就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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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佔了 12.8％；「其他」佔了 0.4％。 

表 5-7：使用網路教學資源的主要用途分析表（N＝509） 

題項內容 次數 百分比（％） 

作為教學的輔助工具 454 89.2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399 78.4 

增加學生學習效果 359 70.5 

延伸課程教材 355 69.7 

取得多元型態的教學資訊 326 64.0 

確定教學內容的正確性 239 47.0 

協助教師瞭解課程內容 187 36.7 

觀摩教學設計，啟發教師新的教學觀念 140 27.5 

作為學生學習成就評量的工具 65 12.8 

其他 2 0.4 

註：本題項為複選題 

四、造成教師使用網路教學資源的主要原因分析 

由表 5-8 可知，造成教師使用網路教學資源的原因，以「使教學更多

元化、活潑化」、「網路教學資源方便使用」、「網路教學資源數量豐富」及

「數位時代的潮流與趨勢」為主，均佔 8 成以上，其餘原因統計依次如表

5-8 所示。 

表 5-8：使用網路教學資源的主要原因分析表（N＝509） 

題項內容 次數 百分比（％） 

使教學更多元化、活潑化 435 85.5 

網路教學資源方便使用 430 84.5 

網路教學資源數量豐富 430 84.5 

數位時代的潮流與趨勢 420 82.5 

網路教學資源形式多樣 328 64.4 

可以提升教師的教學專業 194 38.1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的政策 91 17.9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 35 6.9 

教師分級制度即將來臨 17 3.3 

其他 1 0.2 

註：本題項為複選題 

第三節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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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主要分析桃園縣國小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

現況，問卷有效樣本數共 509 份，其中包含：不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的教師共 140 人；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教師

共 369 人（使用過的 262 人、不曾使用的 107 人），相關結果分述如下：  

一、是否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概況分析 

桃園縣國小教師是否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概況，由

表 5-9 可知，回答「是」者，共計 369 人，佔 72.5％；而回答「否」者，

共計 140 人，佔 27.5％。 

表 5-9：是否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概況分析表（N＝509） 

題項內容 量表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是否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是 

否 

369 

140 

72.5 

27.5 

二、透過哪些管道得知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訊息分析 

由上表 5-9 可知，共有 369 位教師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就桃園縣國小教師得知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訊息的

管道方面而言，由表 5-10 可知，從「學校公文宣達」得知者最多，共計

149 人，佔 40.4％；其次是由「同事或朋友的介紹」得知者，共計 140 人，

佔 37.9％；其餘管道統計依次如表 5-10 所示。。 

表 5-10：取得有關訊息的管道分析表（N＝369） 

題項內容 次數 百分比（％） 

學校公文宣達 149 40.4 

同事或朋友的介紹 140 37.9 

網路上瀏覽或搜尋到 135 36.6 

研習或進修 134 36.3 

學校網頁設有連結 99 26.8 

縣教育局網頁 85 23.0 

書商教科書光碟的網站連結 30 8.1 

報章雜誌或電視報導 13 3.5 

其他 4 1.1 

註：本題項為複選題 

三、參加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或研習活動分析 

就桃園縣國小教師參加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或

研習活動之情形而言，由表 5-11 可知，參加過有關的推廣或研習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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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86 人，佔 16.9％；而沒參加過的（包含不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的 140 人）的共計 423 人，佔 83.1％。 

表 5-11：參加有關的推廣或研習活動分析表（N＝509） 

題項內容 量表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是否參加過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的推廣或研習活動 

否 

是 

423 

86 

83.1 

16.9 

四、是否曾經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概況分析 

由表 5-12 可知，曾經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共計

262 人，佔 51.5％；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包含不

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 140 人）的共計 247 人，佔 48.5

％。 

表 5-12：是否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概況分析表（N＝509） 

題項內容 量表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是否曾經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 

是 

否 

262 

247 

51.5 

48.5 

五、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原因分析 

除了 140 位不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教師外，另有 107

位教師知道但未曾使用過。由表 5-13 可知，教師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原因，從最高到最低的順序為：以「對『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瞭解程度不足」最高，佔 74.3％；其次為「教學工

作繁忙，無暇使用」，佔 46.8％；再其次為「習慣使用教科書廠商所提供

之教學資源」，佔 36.7％；其餘原因統計依序如表 5-13。 

表 5-13：未曾使用過的原因分析表（N＝107） 

題項內容 次數 百分比（％） 

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瞭解程度不足 81 74.3 

教學工作繁忙，無暇使用 51 46.8 

習慣使用教科書廠商所提供之教學資源 40 36.7 

本身資訊能力或運用網路資源融入教學的能力不足 8 7.3 

其他 6 5.5 

對於運用網路資源融入教學沒有興趣 4 3.7 

教室內的教學資訊設備不夠完善 2 1.8 

註：本題項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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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現況分析 

在回收 509 份有效問卷中，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

有效樣本數為 262 份，佔總樣本數的 51.5％，此有效樣本數為以下研究分

析之資料來源。 

（一）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頻率分析 

就使用者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頻率而言，由表 5-14

可知，「偶而使用」的最高，共計 144 人，佔 55％；其次是「很少使用」，

共計 89 人，佔 34％；最後是「經常使用」，共計 29 人，佔 11％。 

表 5-14：使用頻率分析表（N＝262） 

題項內容 量表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偶而使用 144 55 

佷少使用 89 34 
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的頻率 
經常使用 29 11 

（二）平均每次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花費的時間分析 

就使用者每次平均要花費多少時間在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上而言，由表 5-15 可知，使用時間在「21~40 分鐘」的最多，共計

119 人，佔 45.4％；其次是「20 分鐘以下」，共計 112 人，佔 42.7％；再

其次是「40~60 分鐘」，共計 29 人，佔 11.1％；使用時間在「61 分鐘以上」

的最少，共計 2 人，佔 0.8％。 

表 5-15：平均每次花費的時間分析表（N＝262） 

題項內容 量表選項 人數 百分比（％） 

21~40 分鐘 119 45.4 

20 分鐘以下 112 42.7 

41~60 分鐘 29 11.1 

平均每次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入口網」，約花費多少時間 

61 分鐘以上 2 0.8 

（三）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內容、功能與服務分析 

使用者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內容、功能與服務之概

況，由表 5-16 可知，教師在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上，著

重於「教學資源」的使用，共計有 262 人使用過，佔 100％。至於「教育

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提供的其他內容、功能與服務，由表 5-16 可知，

除了「教育社群」有近 2 成的人使用之外，其餘用的人可說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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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使用的內容、功能與服務分析表（N＝262） 

題項內容 次數 百分比（％） 

教學資源 262 100 

教育社群 50 19.1 

資料統計 19 7.3 

工具下載 13 5.0 

創用 CC 10 3.8 

上傳資料 9 3.4 

我的首頁 9 3.4 

管理專區 7 2.7 

RSS 訂閱 4 1.5 

註：本題項為複選題 

（四）較常使用哪些檢索或分類瀏覽方式搜尋「教學資源」分析 

由表 5-17 可知，桃園縣國小教師在使用分類瀏覽方式搜尋「教學資

源」上，最常使用「國中小目錄」，共計 110 人，佔 42％；其次是使用「最

新教學資源」，共計 109 人，佔 41.6％；再其次是使用「熱門教學資源」，

共計 105 人，佔 40.1％；其他依序如表 5-17。 

至於在檢索「教學資源」上，由表 5-17 可知，有 179 人使用過「簡

易檢索（關鍵字檢索）」，佔 68.3％；使用過「進階檢索」者，共計 71 人，

佔 27.1％。 

表 5-17：檢索或分類瀏覽方式使用分析表（N＝262） 

題項內容 次數 百分比（％） 

國中小目錄 110 42.0 

最新教學資源 109 41.6 

熱門教學資源 105 40.1 

精選主題 63 24.0 

熱門標籤（動態標籤雲） 30 11.5 

分類瀏覽 

縣市特輯 10 3.8 

檢    索 
簡易檢索（關鍵字檢索） 

進階檢索 

179 

71 

68.3 

27.1 

註：本題項為複選題 

（五）較常搜尋哪些「領域」、「議題」、「資源類型」及「檔案格式」的教

學資源分析 

由表 5-18 可知，教師普遍都會搜尋「國語文」的教學資源。在議題



- 82 - 

的部分，九年一貫課綱內所列之七大議題，以「環境教育」及「性別平等

教育」為主要搜尋項目，另一方面，一些近期較受重視與討論的議題，如

閱讀教育、品格教育等，有過半數（5 成）的教師指出其為較常搜尋的部

分。至於資源類型的部分，五種資源類型均有 50％左右的教師表示，是較

常搜尋的資源類型。而在檔案格式的部分，「文件」、「圖片/相片」以及「影

片」，則是教師較常搜尋的格式。 

表 5-18：較常搜尋何種的教學資源分析表（N＝262） 

題項內容 次數 百分比（％） 

國語文 160 61.1 

數學 96 36.6 

社會 92 35.1 

生活 58 22.1 

自然與生活科技 56 21.4 

綜合活動 54 20.6 

健康與體育 46 17.6 

藝術與人文 43 16.4 

英語 19 7.3 

閩南語 15 5.7 

客家語 1 1.9 

領    域 

原住民語 2 0.8 

環境教育 169 64.5 

其他（例如：閱讀教育、品格教育） 148 56.5 

性別平等教育 133 50.8 

資訊教育 70 26.7 

人權教育 41 15.6 

生涯發展教育 40 15.3 

海洋教育 29 11.1 

議    題 

家政教育 11 4.2 

素材 145 55.3 

教學設計 138 52.7 

學習單 133 50.8 

教學活動 131 50.0 

資源類型 

教材 125 47.7 

影片 164 62.6 

文件 142 54.2 

圖片/相片 136 51.9 

網頁 74 28.2 

Flash 55 21.0 

檔案格式 

聲音 24 9.2 

註：本題項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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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社群」的使用分析 

除了搜尋教學資源外，「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同時提供了一

個「教育社群」的虛擬環境，希望讓教師可以在此進行交流與對話，但實

際上，由表 5-19 可知，教師除了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尋

找教學資源外，在「教育社群」的使用上，比例是很少的（80.9％的教師

不曾使用過「教育社群」的功能）。 

表 5-19：「教育社群」使用概況分析表（N＝262） 

題項內容 次數 百分比（％） 

不曾使用 212 80.9 

班級網頁 27 10.3 

教師部落格 20 7.6 

知識 Cool 19 7.3 

教育書籤 15 5.7 

教育 Wiki 14 5.3 

心靈打氣站 13 5.0 

註：本題項為複選題 

第四節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 

本節旨在瞭解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認

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其結果敘述如下： 

（一）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認知」分析 

由表 5-20 可知，在「有用認知」項目中，除第 24 題「讓教師有更多

的經驗交流與知識分享，提升教師教學專業。」外，各題得分均大於 3.5

分。其中以第 21 題「合法、合理及安心的使用搜尋到的教學資源。」得

分最高，為 4.04 分。最低分為第 24 題「讓教師有更多的經驗交流與知識

分享，提升教師教學專業。」，僅有 3.28 分。由此可知，多數使用者同意

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搜尋到的教學資源，可以降低使用教

學資源時對著作權與智財權的疑慮，但除了使用教學資源外，多數的使用

者並未使用過「教育社群」的相關功能，因此造成對於「讓教師有更多的

經驗交流與知識分享，提升教師教學專業。」只表示「普通」的意見。整

體來說，「有用認知」的構面平均得分為 3.79 分（＞3.5），在五點量表中

較接近「同意」的選項，表示使用者大致上認為「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的「有用認知」程度位於普通且趨向同意之間，顯示使用「教育部

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對教師的教學工作有幫助且其程度位於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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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有用認知」分析摘要表（N＝262） 

題項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 

平均數 

運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可以…… 

18.節省教師蒐集教學資源的時間與精力。 

19.提供教師數量豐富的教學資源，豐富教學內

容。 

20.增加教師教學的多元性、活潑性，提高學生

學習興趣。 

21.合法、合理及安心的使用搜尋到的教學資

源。 

22.減少教師的備課時間，讓教學工作更輕鬆。 

23.增進教師的教學效率，提升教師的教學品

質。 

24.讓教師有更多的經驗交流與知識分享，提升

教師教學專業。 

 

3.85 

3.92 

 

3.95 

 

4.04 

 

3.72 

3.81 

 

3.28 

 

 

0.551 

0.572 

 

0.555 

 

0.555 

 

0.652 

0.597 

 

0.609 

 

3.79 

（二）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易用認知」分析 

由表 5-21 可知，在「易用認知」項目中，各題得分均大於 3.5 分，

其中以第 26 題「熟練『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操作方式是容易

的。」得分最高，為 3.79 分。整體來說，「易用認知」的構面平均得分為

3.69 分（＞3.5），在五點量表中較接近「同意」的選項，表示使用者大致

上認為「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易用認知」程度位於普通且趨

向同意之間，顯示使用者大致上認為「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各

項功能提示算是明確，在操作上也是易於學習的。同時，使用者大致上亦

同意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可以很容易的搜尋到所需的教

學資源，且其程度位於中上。 

表 5-21：「易用認知」分析摘要表（N＝262） 

題項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 

平均數 

25.學習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不

需要花費很多的心力。 

26.熟練「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操作

方式是容易的。 

27.透過入口網的分類瀏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所需的教學資源。 

28.在入口網中，可以很容易的檢索到所需的教

學資源。 

29.整體來說，入口網的各項功能提示都很明

確，使用上很容易。 

3.69 

 

3.79 

 

3.65 

 

3.68 

 

3.63 

 

0.625 

 

0.572 

 

0.592 

 

0.584 

 

0.592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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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意願」分析 

由表 5-22 可知，使用者大致上同意會持續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並且會推薦同事或朋友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但在第 30 題「尋找教學資源時，我會優先考慮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得分僅有 3.28 分，在五點量表中接近「普通」的選項，

表示部分教師並未將「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視為搜尋教學資源時

的第一優先考慮。另外，在第 32 題「每個授課單元我都會使用『教育部

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得分最低，僅有 2.72 分，在五點量表中介於「不

同意」與「普通」之間，可以推測，部分教師平時工作繁忙，教學時會直

接使用教科書商所提供的教學資源，此外，多數使用者無過於充裕的時

間，可以每個授課單元都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搜尋教學資

源。 

表 5-22：「使用意願」分析摘要表（N＝262） 

題項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 

平均數 

30.尋找教學資源時，我會優先考慮使用「教育

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31.我會持續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 

32.每個授課單元我都會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

資源入口網」。 

33.我會推薦同事或朋友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

資源入口網」。 

3.28 

 

3.68 

 

2.72 

 

3.51 

 

0.714 

 

0.627 

 

0.811 

 

0.671 

 

3.30 

（四）「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滿意度」分析 

由表 5-23 可知，無論是在教學資源的豐富性（3.53 分）、多樣性（3.53

分）或是內容的正確性（3.71 分）方面，使用者大致上感到接近滿意，但

在新穎性方面，得分僅有 3.21 分，在五點量表中接近「普通」的選項，

表示有部分使用者對於教學資源的新穎性覺得有待加強。得分最高的是第

39 題「教學資源皆有明確的著作權標示，降低引用時的疑慮，我感

到……」，有 3.88 分，接近「滿意」的答案。此與使用者在「有用認知」

項目的第 21 題「合法、合理及安心的使用搜尋到的教學資源。」，大致上

表示同意的結果，能夠前後呼應。另外，因大多數使用者並未使用過「教

育社群」的功能，導致第 40 題「藉由教育社群的互動、對話，對教師的

專業成長有所助益，我感到……」的得分相對較低，影響其滿意度。不過，

整體來說，使用者大致上對於「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是表

示滿意的且其程度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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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使用滿意度」分析摘要表（N＝262） 

題項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 

平均數 

34.教學資源數量的豐富性，我感到…… 

35.教學資源種類的多樣性，我感到…… 

36.教學資源內容的正確性較高，我感到…… 

37.教學資源內容的新穎性，我感到…… 

38.使用者可以便利取用教學資源，我感到…… 

39.教學資源皆有明確的著作權標示，降低引用

時的疑慮，我感到…… 

40.藉由教育社群的互動、對話，對教師的專業

成長有所助益，我感到…… 

41.「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網站規劃

清楚，我感到…… 

42.「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美工設

計、版面編排，我感到…… 

43.整體來說，對於「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我感到…… 

3.53 

3.53 

3.71 

3.21 

3.74 

3.88 

 

3.23 

 

3.65 

 

3.66 

 

3.76 

 

0.623 

0.629 

0.566 

0.584 

0.556 

0.592 

 

0.524 

 

0.613 

 

0.556 

 

0.541 

 

3.59 

第五節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之差異 

本節主要探討桃園縣國小教師對於「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

使用與接受度上（包含：「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意願」及「使

用滿意度」），與不同背景教師（例如：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教學年資

等）、參加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或研習活動情形，

以及使用頻率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統計方法採用卡方考驗、t 考驗

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考驗結果若達顯著水準，再

以薛費法（Scheffe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了解各組間差異的情形。 

一、不同背景教師是否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之差異分析 

由表 5-24 可知，不同年齡、不同學歷、不同教學年資、是否參與過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否參加過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

廣或研習活動，在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與否上有顯著差

異。 

在不同年齡方面，「31~40 歲」的教師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的比例明顯高於未使用過的；「20~30 歲」及「51 歲以上」的教師，

沒有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比例明顯高於使用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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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學歷方面，擁有「碩士」學歷的教師，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

學資源入口網」的比例明顯高於未使用過的。 

在不同教學年資方面，「6~10 年」、「11~15 年」及「16~20 年」的教師，

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比例明顯高於未使用過的；「5 年

以下」及「21 年以上」的教師，沒有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的比例明顯高於使用過的。 

在是否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方面，有參與過的教師，使用過「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比例明顯高於未使用過的。 

在是否參加過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或研習活動

方面，有參加過的教師，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比例明

顯高於未使用過的。 

表 5-24：不同背景教師是否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交叉分

析表（N＝262） 

是否使用過 
背景變項 組別 

次數分配 

百分比 是 否 
χ² 

男 
次數分配 

百分比 

78 

52.7％ 

70 

47.3％ 
性別 

女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84 

51.0％ 

177 

49.0％ 

0.13 

20~30 歲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9 

39.6 

29 

60.4 

31~40 歲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56 

56.5％ 

120 

43.5％ 

41~50 歲 
次數分配 

百分比 

84 

49.7％ 

85 

50.3％ 

年齡 

51 歲以上 
次數分配 

百分比 

3 

18.8％ 

13 

81.2％ 

12.60** 

學士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41 

44.6％ 

175 

55.4％ 
最高學歷 

碩士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21 

62.7％ 

72 

37.3％ 

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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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24：不同背景教師是否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交叉

分析表（N＝262） 

背景變項 組別 
次數分配 

百分比 
是否使用過 χ² 

5 年以內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8 

35.3％ 

33 

64.7％ 

6~10 年 
次數分配 

百分比 

81 

54.7％ 

67 

45.3％ 

11~15 年 
次數分配 

百分比 

95 

57.2％ 

71 

42.8％ 

16~20 年 
次數分配 

百分比 

45 

56.3％ 

35 

43.7％ 

教學年資 

21 年以上 
次數分配 

百分比 

23 

35.9％ 

41 

64.1％ 

15.09** 

低年級導師 
次數分配 

百分比 

61 

47.7％ 

67 

52.3％ 

中年級導師 
次數分配 

百分比 

70 

58.8％ 

49 

41.2％ 

高年級導師 
次數分配 

百分比 

60 

50.4％ 

59 

49.6％ 

擔任職務 

科任（含行政） 
次數分配 

百分比 

71 

49.7％ 

72 

50.3％ 

3.56 

12 班（含）以下 
次數分配 

百分比 

40 

55.6％ 

32 

44.4％ 

13~24 班 
次數分配 

百分比 

51 

54.3％ 

43 

45.7％ 

25~48 班 
次數分配 

百分比 

95 

50.8％ 

92 

49.2％ 

學校規模 

49 班（含）以上 
次數分配 

百分比 

76 

48.7％ 

80 

51.3％ 

1.28 

市區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25 

52.3％ 

114 

47.7％ 

鄉鎮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18 

51.3％ 

112 

48.7％ 
學校區域 

偏遠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9 

47.5％ 

21 

52.5％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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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24：不同背景教師是否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交叉

分析表（N＝262） 

背景變項 組別 
次數分配 

百分比 
是否使用過 χ² 

是 
次數分配 

百分比 

55 

70.5％ 

23 

29.5％ 

是否參與

過教師專

業學習社

群 
否 

次數分配 

百分比 

207 

48.0％ 

224 

52.0％ 

13.37*** 

是 
次數分配 

百分比 

83 

96.5％ 

3 

3.5％ 

是否參加

過有關「教

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

入口網」的

推廣或研

習活動 

否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79 

63.3％ 

104 

36.7％ 

35.44*** 

**p＜0.01.  ***p＜0.001. 

就問卷調查結果可知，現在已是班班有電腦、網路以及單槍投影機的

時代。此外，教室內具有 IRS 即時反饋系統及其他資訊設備的樣本數過少，

無法有效分析其是否有所差異，故僅討論教室內具有電子白板的教師，其

在是否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上的差異分析。 

由表 5-25 可知，教學資訊設備是否有電子白板的教師在是否使用過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有顯著差異，其中教室內有電子白板的教

師，使用過的比例（59.1％）明顯高於未使用過的比例（40.9％） 

表 5-25：教學資訊設備是否有電子白板與教師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交叉分析表（N＝262） 

是否使用過 
背景變項 組別 

次數分配 

百分比 是 否 
χ² 

有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10 

59.1％ 

76 

40.9％ 

教學資訊

設備是否

有電子白

板 
沒有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52 

47.1％ 

171 

52.9％ 

6.90** 

**p＜0.01. 

二、不同背景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之差異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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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性別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之差異

分析 

本項以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5-26 所示。不同

性別使用者在「易用認知」（t=2.48，p＜0.05.）與「使用意願」（t=2.23，

p＜0.05.）層面上達到顯著差異，男性教師得分顯著高於女性教師。 

表 5-26：不同性別使用者的接受度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性别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有用認知 
（1）男 

（2）女 

78 

184 

27.12 

26.33 

3.29 

2.94 
1.90 

易用認知 
（1）男 

（2）女 

78 

184 

19.00 

18.20 

2.74 

2.22 
2.48* 

使用滿意度 
（1）男 

（2）女 

78 

184 

36.65 

35.55 

4.61 

3.93 
1.96 

使用意願 
（1）男 

（2）女 

78 

184 

13.68 

13.00 

2.50 

2.14 
2.23* 

*p＜0.05. 

（二）不同年齡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之差異

分析 

本項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5-27 所示。

不同年齡的教師在「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

願」上皆未達到顯著差異，亦即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

「有用認知」（F=0.35，p＞0.05.）、「易用認知」（F=0.15，p＞0.05.）、「使

用滿意度」（F=1.04，p＞0.05.）及「使用意願」（F=0.43，p＞0.05.）層

面上，不會因年齡的不同而受影響。 

表 5-27：不同年齡使用者的接受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有用認知 

（1）21~30 歲 

（2）31~40 歲 

（3）41~50 歲 

（4）51 歲以上 

19 

156 

84 

3 

26.53 

26.42 

26.85 

26.33 

2.32 

2.91 

3.51 

1.15 

0.35 

易用認知 

（1）21~30 歲 

（2）31~40 歲 

（3）41~50 歲 

（4）51 歲以上 

19 

156 

84 

3 

18.11 

18.44 

18.51 

18.33 

2.31 

2.20 

2.82 

2.08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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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27：不同年齡教師的接受度之變異數分析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使用滿意度 

（1）21~30 歲 

（2）31~40 歲 

（3）41~50 歲 

（4）51 歲以上 

19 

156 

84 

3 

35.26 

35.64 

36.51 

34.67 

3.91 

3.99 

4.50 

5.13 

1.04 

使用意願 

（1）21~30 歲 

（2）31~40 歲 

（3）41~50 歲 

（4）51 歲以上 

19 

156 

84 

3 

13.21 

13.08 

13.43 

13.00 

2.07 

2.27 

2.34 

1.73 

0.43 

（三）不同最高學歷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之

差異分析 

本項以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5-28 所示。不同

最高學歷使用者在「有用認知」（t=-3.80，p＜0.001.）、「易用認知」

（t=-4.59，p＜0.001.）、「使用滿意度」（t=-3.85，p＜0.001.）及「使

用意願」（t=-4.01，p＜0.001.）層面上皆達到顯著差異，擁有碩士學歷

的教師得分顯著高於擁有學士學歷的教師。 

表 5-28：不同最高學歷使用者的接受度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最高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有用認知 
（1）學士 

（2）碩士 

141 

121 

25.91 

27.32 

2.85 

3.14 
-3.80*** 

易用認知 
（1）學士 

（2）碩士 

141 

121 

17.83 

19.15 

2.29 

2.36 
-4.59

***
 

使用滿意度 
（1）學士 

（2）碩士 

141 

121 

34.99 

36.93 

3.85 

4.30 
-3.85*** 

使用意願 
（1）學士 

（2）碩士 

141 

121 

12.69 

13.80 

2.19 

2.22 
-4.01*** 

***p＜0.001. 

（四）不同教學年資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之

差異分析 

本項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5-29 所示。

不同教學年資的使用者在「有用認知」（F=6.59，p＜0.001.）、「使用滿意

度」（F=4.62，p＜0.01.）及「使用意願」（F=3.42，p＜0.05.）層面上達

顯著差異，經由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在「有用認知」層面上，教學年



- 92 - 

資 21 年以上的教師得分顯著高於教學年資 5 年以內、6~10 年、11~15 年、

16~20 年的教師；在「使用滿意度」層面上，教學年資 21 年以上的教師得

分顯著高於教學年資 6~10 年、11~15 年的教師；在「使用意願」層面上，

教學年資 21 年以上的教師得分顯著高於教學年資 6~10 年的教師。 

表 5-29：不同教學年資使用者的接受度之變異數分析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教學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有用認知 

（1）5年以內 

（2）6~10 年 

（3）11~15 年 

（4）16~20 年 

（5）21 年以上 

18 

81 

95 

45 

23 

26.39 

26.19 

26.05 

26.96 

29.39 

2.72 

2.71 

2.89 

3.18 

3.54 

6.59*** 

5＞1 

5＞2 

5＞3 

5＞4 

易用認知 

（1）5年以內 

（2）6~10 年 

（3）11~15 年 

（4）16~20 年 

（5）21 年以上 

18 

81 

95 

45 

23 

18.44 

18.31 

18.17 

18.73 

19.44 

2.04 

2.21 

2.50 

2.48 

2.68 

1.52  

使用滿意度 

（1）5年以內 

（2）6~10 年 

（3）11~15 年 

（4）16~20 年 

（5）21 年以上 

18 

81 

95 

45 

23 

35.94 

35.48 

35.18 

36.44 

39.04 

3.63 

3.72 

4.38 

3.40 

5.12 

4.62** 
5＞2 

5＞3 

使用意願 

（1）5年以內 

（2）6~10 年 

（3）11~15 年 

（4）16~20 年 

（5）21 年以上 

18 

81 

95 

45 

23 

13.39 

12.78 

13.00 

13.64 

14.52 

1.94 

2.12 

2.50 

2.12 

1.62 

3.42* 5＞2 

*p＜0.05.  **p＜0.01.  ***p＜0.001. 

（五）不同擔任職務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之

差異分析 

本項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5-30 所示。

不同擔任職務的教師在「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

用意願」層面上皆未達顯著差異，亦即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的「有用認知」（F=0.62，p＞0.05.）、「易用認知」（F=1.04，p＞0.05.）、

「使用滿意度」（F=1.41，p＞0.05.）及「使用意願」（F=0.57，p＞0.05.）

層面上，不會因擔任職務的不同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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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0：不同擔任職務使用者的接受度之變異數分析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擔任職務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有用認知 

（1）低年級導師 

（2）中年級導師 

（3）高年級導師 

（4）科任老師（含行政） 

61 

70 

60 

71 

26.13 

26.65 

26.87 

26.59 

2.84 

2.97 

2.84 

3.50 

0.62 

易用認知 

（1）低年級導師 

（2）中年級導師 

（3）高年級導師 

（4）科任老師（含行政） 

61 

70 

60 

71 

18.00 

18.44 

18.55 

18.71 

2.26 

2.33 

2.49 

2.54 

1.04 

使用滿意度 

（1）低年級導師 

（2）中年級導師 

（3）高年級導師 

（4）科任老師（含行政） 

61 

70 

60 

71 

35.11 

35.66 

36.17 

36.52 

4.19 

4.08 

4.36 

4.02 

1.41 

使用意願 

（1）低年級導師 

（2）中年級導師 

（3）高年級導師 

（4）科任老師（含行政） 

61 

70 

60 

71 

12.93 

13.17 

13.21 

13.45 

2.26 

1.96 

2.35 

2.49 

0.57 

（六）不同學校規模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之

差異分析 

本項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5-31 所示。

不同學校規模的使用者在「有用認知」（F=2.69，p＜0.05.）、「使用滿意

度」（F=2.84，p＜0.05.）及「使用意願」（F=5.45，p＜0.01.）層面上達

到顯著差異，經由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在「有用認知」層面上，各組

之間沒有明顯的差異；在「使用滿意度」層面上，各組之間沒有明顯的差

異；在「使用意願」層面上，學校規模在 49 班以上以及 25~48 班的教師

得分顯著高於學校規模在 12 班以下的教師。 

表 5-31：不同學校規模使用者的接受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學校規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有用認知 

（1）12 班以下 

（2）13~24 班 

（3）25~48 班 

（4）49 班以上 

40 

51 

95 

76 

27.25 

26.94 

25.88 

26.80 

3.65 

3.29 

2.76 

2.81 

2.69* ns 

易用認知 

（1）12 班以下 

（2）13~24 班 

（3）25~48 班 

（4）49 班以上 

40 

51 

95 

76 

18.75 

18.63 

18.19 

18.46 

2.60 

2.82 

2.28 

2.18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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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31：不同學校規模教師的使用情形之變異數分析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學校規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使用滿意度 

（1）12 班以下 

（2）13~24 班 

（3）25~48 班 

（4）49 班以上 

40 

51 

95 

76 

37.05 

36.73 

35.54 

35.13 

4.48 

4.58 

3.84 

3.95 

2.84* ns 

使用意願 

（1）12 班以下 

（2）13~24 班 

（3）25~48 班 

（4）49 班以上 

40 

51 

95 

76 

13.20 

12.86 

13.71 

14.10 

2.30 

2.09 

2.26 

2.36 

4.54** 
3＞1 

4＞1 

*p＜0.05.  **p＜0.01. 

（七）不同學校區域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之

差異分析 

本項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5-32 所示。

不同學校區域的使用者在「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

用意願」層面上皆未達到顯著差異，亦即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的「有用認知」（F=0.71，p＞0.05.）、「易用認知」（F=0.01，p＞

0.05.）、「使用滿意度」（F=2.06，p＞0.05.）及「使用意願」（F=1.85，p

＞0.05.）層面上，不會因學校區域的不同而受影響。 

表 5-32：不同學校區域使用者的接受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學校區域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有用認知 

（1）市區 

（2）鄉鎮 

（3）偏遠 

125 

118 

19 

26.32 

26.77 

26.84 

2.88 

3.22 

3.25 

0.71 

易用認知 

（1）市區 

（2）鄉鎮 

（3）偏遠 

125 

118 

19 

18.43 

18.43 

18.52 

2.31 

2.57 

2.14 

0.01 

使用滿意度 

（1）市區 

（2）鄉鎮 

（3）偏遠 

125 

118 

19 

35.35 

36.30 

36.79 

3.90 

4.50 

3.33 

2.06 

使用意願 

（1）市區 

（2）鄉鎮 

（3）偏遠 

125 

118 

19 

12.96 

13.35 

13.89 

2.17 

2.35 

2.82 

1.85 

（八）不同教學資訊設備的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

受度之差異分析 

本項以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5-33 所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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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訊設備的使用者在「有用認知」（t=2.05，p＜0.05.）層面上達到

顯著差異，且教學資訊設備有電子白板的教師得分顯著高於沒有電子白板

的教師。 

表 5-33：不同教學資訊設使用者的接受度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是否有電子白板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有用認知 
（1）是 

（2）否 

110 

152 

27.01 

26.23 

3.14 

2.98 
2.05* 

易用認知 
（1）是 

（2）否 

110 

152 

18.76 

18.20 

2.29 

2.47 
1.87 

使用滿意度 
（1）是 

（2）否 

110 

152 

36.34 

35.55 

4.11 

4.19 
1.51 

使用意願 
（1）是 

（2）否 

110 

152 

13.31 

13.13 

2.33 

2.22 
0.65 

*p＜0.05. 

（九）使用者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否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的接受度之差異分析 

本項以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5-34 所示。曾經

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使用者在「有用認知」（t=2.70，p＜0.01.）、

「易用認知」（t=2.01，p＜0.05.）及「使用滿意度」（t=3.09，p＜0.01.）

層面上達到顯著差異，且曾經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使用者得分顯著

高於未參與過的。 

表 5-34：使用者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否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的接受度 t 考驗分析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是否參與過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有用認知 
（1）是 

（2）否 

55 

207 

27.55 

26.30 

3.41 

2.92 
2.70** 

易用認知 
（1）是 

（2）否 

55 

207 

19.02 

18.29 

2.35 

2.41 
2.01* 

使用滿意度 
（1）是 

（2）否 

55 

207 

37.40 

35.48 

3.99 

4.13 
3.09** 

使用意願 
（1）是 

（2）否 

55 

207 

13.73 

13.06 

2.34 

2.23 
1.94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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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者參加過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或研習活動 

與否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之差異分析 

本項以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5-35 所示。曾經

參加過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或研習活動的使用者，

在「有用認知」（t=2.97，p＜0.01.）、「使用滿意度」（t=3.10，p＜0.01.）

及「使用意願」（t=2.62，p＜0.01.）層面上達到顯著差異，且曾經參加

過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或研習活動的使用者得分顯

著高於未參加過的。 

表 5-35：使用者參加過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或研習

活動與否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 t 考驗分析

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是否參加過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有用認知 
（1）是 

（2）否 

83 

179 

27.36 

26.16 

3.22 

2.92 
2.97** 

易用認知 
（1）是 

（2）否 

83 

179 

18.83 

18.26 

2.46 

2.37 
1.83 

使用滿意度 
（1）是 

（2）否 

83 

179 

37.04 

35.35 

4.19 

4.06 
3.10** 

使用意願 
（1）是 

（2）否 

83 

179 

13.73 

12.96 

2.28 

2.23 
2.62** 

**p＜0.01. 

四、不同使用頻率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之差

異分析 

本項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5-36 所示。

不同使用頻率的使用者在「有用認知」（F=14.35，p＜0.001.）、「易用認

知」（F=11.73，p＜0.001.）、「使用滿意度」（F=6.40，p＜0.01.）及「使

用意願」（F=11.11，p＜0.001.）層面上皆達到顯著差異，經由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在「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

願」四個層面上，經常使用及偶而使用的教師得分均顯著高於很少使用的

教師。 

表 5-36：不同使用頻率使用者的接受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使用頻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有用認知 

（1）經常使用 

（2）偶而使用 

（3）很少使用 

29 

144 

89 

28.38 

26.98 

25.30 

3.53 

2.44 

3.35 

15.51*** 
1＞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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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36：不同使用頻率使用者的接受度之變異數分析摘要表（N＝262） 

層面名稱 使用頻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易用認知 

（1）經常使用 

（2）偶而使用 

（3）很少使用 

29 

144 

89 

19.31 

18.85 

17.48 

2.59 

2.09 

2.55 

11.97*** 
1＞3 

2＞3 

使用滿意度 

（1）經常使用 

（2）偶而使用 

（3）很少使用 

29 

144 

89 

38.07 

36.17 

34.71 

4.37 

3.87 

4.25 

8.30*** 
1＞3 

2＞3 

使用意願 

（1）經常使用 

（2）偶而使用 

（3）很少使用 

29 

144 

89 

14.45 

13.49 

12.33 

2.10 

2.01 

2.43 

13.34*** 
1＞3 

2＞3 

***p＜0.001. 

第六節  各研究構面之間的相關分析與預測分析 

（一）「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之間的

相關分析 

表 5-37 是各研究構面之間的相關情形，其相關係數皆達 0.001 顯著

水準。就各研究構面之相關而言，相關係數介於 0.533~0.658 之間，顯示

「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四構面之間均

有顯著正相關。可知「有用認知」及「易用認知」程度愈高，則「使用滿

意度」及「使用意願」也愈高。 

表 5-37：各研究構面間相關分析摘要表 

構面/信度 有用認知 易用認知 使用滿意度 使用意願 

有用認知 

（0.868） 
1 - - - 

易用認知 

（0.871） 
0.603*** 1 - - 

使用滿意度 

（0.896） 
0.658*** 0.612*** 1 - 

使用意願 

（0.813） 
0.533*** 0.552*** 0.641*** 1 

***p＜0.001. 

 



- 98 - 

（二）「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之間的

預測分析 

以多元迴歸分析瞭解「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

用意願」之間有何預測力，茲分別敘述如下： 

1.「易用認知」對「有用認知」之預測分析 

由表 5-38 可知，「易用認知」對「有用認知」具有顯著預測能力

（p＜0.001.），在β係數方面，其為正值（β=0.77），可見「易用認

知」程度愈高，「有用認知」程度也就愈高。 

表 5-38：「易用認知」對「有用認知」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數 R R2 
R2 

增加量 
F 

標準化 

β係數 

變異數膨 

脹係數 

（VIF） 

條件 

指數 

（CI） 

易用認知 0.60 0.36 0.36 148.90*** 0.77 1.00 15.40 

***p＜0.001. 

2.「有用認知」、「易用認知」對「使用滿意度」之預測分析 

由表 5-39 可知，對「使用滿意度」具有預測功能的變項（「有用

認知」、「易用認知」），均達顯著水準（p＜0.001.），在β係數方面，

全部為正值，可見「有用認知」與「易用認知」程度愈高，「使用滿

意度」也就愈高。 

表 5-39：「有用認知」、「易用認知」對「使用滿意度」之多元迴歸分析摘 

要表 

選出的變項

順序 
R R2 

R2 

增加量 
F 

標準化 

β係數 

變異數膨 

脹係數 

（VIF） 

條件 

指數 

（CI） 

有用認知 0.66 0.43 0.43 197.99*** 0.45 1.57 18.82 

易用認知 0.71 0.50 0.07 132.34*** 0.34 1.57 23.27 

***p＜0.001. 

3.「有用認知」、「易用認知」對「使用意願」之預測分析 

由表 5-40 可知，對「使用意願」具有預測功能的變項（「有用認

知」、「易用認知」），均達顯著水準（p＜0.001.），在β係數方面，全

部為正值，可見「有用認知」與「易用認知」程度愈高，「使用意願」

也就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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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0：「有用認知」、「易用認知」對「使用意願」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 

表 

選出的變項

順序 
R R2 

R2 

增加量 
F 

標準化 

β係數 

變異數膨 

脹係數 

（VIF） 

條件 

指數 

（CI） 

易用認知 0.55 0.31 0.31 113.99*** 0.36 1.57 18.82 

有用認知 0.61 0.37 0.06 75.29*** 0.31 1.57 23.27 

***p＜0.001. 

4.「使用滿意度」對「使用意願」之預測分析 

由表 5-41 可知，「使用滿意度」對「使用意願」具有顯著預測能

力（p＜0.001.），在β係數方面，其為正值（β=0.64），可見「使用

滿意度」愈高，「使用意願」也就愈高。 

表 5-41：「使用滿意度」對「使用意願」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數 R R2 
R2 

增加量 
F 

標準化 

β係數 

變異數膨 

脹係數 

（VIF） 

條件 

指數 

（CI） 

使用滿意度 0.64 0.41 0.41 181.68*** 0.64 1.00 17.31 

***p＜0.001. 

第七節  綜合討論 

本節根據前述之研究發現，做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本研究以次數分

配、百分等級來分析桃園縣國小教師的背景資料、網路資訊搜尋行為以及

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現況，並以平均數、標準差來分析

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

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同時運用相關的統計方法來分析探討不同背

景變項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之差異情

形，並探討「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之

間的相關性與預測作用。結果分述如下： 

一、教師網路資訊搜尋行為 

綜合第二節分析結果可知，教師會因工作或非工作的需求而上網，其

中有高達 91.7％的教師表示，其上網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尋找教學資源。此

外，有超過半數（50.3％）的教師表示，每天會花 30 分鐘~1 個小時上網

尋找教學資源，可見絕大多數教師經常透過網路尋找教學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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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網路上尋找到所需的教學資源後，主要的用途是作為教學的輔

助工具以及延伸課程教材，並取得多元型態的教學資訊，期能在教學時，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而增加學生的學習效果。 

此外，造成教師使用網路教學資源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教育體制

或是行政規範才改變的（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的政策佔 17.9％、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的實施佔 6.9％、教師分級制度即將來臨佔 3.3％），大多數的教師

是因為網路教學資源數量豐富、形式多樣且方便使用，最主要的是能使教

師的教學更多元化，活潑化而致力於增加自己的資訊能力，以符合數位時

代的潮流與趨勢。 

二、有近半數的教師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綜合第三節分析結果可知，有高達 48.5％的教師未曾使用過「教育部

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其中包含 27.5％的教師表示不知道有「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存在，21％的教師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但未曾使用過。 

在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教師中，有 74.3％的

教師表示其未曾使用的主要原因乃是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

瞭解程度不足，46.8％的教師表示平時的的教學工作繁忙，根本無暇使

用，另外，也有 36.7％的教師表示，其在教學時習慣使用教科書廠商所提

供之教學資源。 

由此可知，「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與行銷工作實有待

加強，需讓大多數的教師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存在，並

瞭解「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建置的主要目的。此外，「時間因素」

與「使用習慣」亦是影響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與否的

重要原因。 

三、學校公文宣達是教師取得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訊息來

源的主要管道 

40.4％的教師取得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訊息來源都是

依靠「學校公文宣達」，顯示「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與行

銷政略大多是靠公文傳遞的。另外，有 37.9％的教師表示，是經由同事或

朋友的介紹，才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顯示教師間的互動、

對話、相互支援、資源交流以及經驗傳授，對於教師專業成長有積極的影

響。除此之外，網路上瀏覽或搜尋到以及透過研習或進修得知，亦是教師

取得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訊息的管道。但整體來看，各種

取得訊息管道的比例均低於 50％。另一方面，參加過有關「教育部數位教

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或研習活動的教師，比例上更僅低至 16.9％，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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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在整個推廣與行銷上的成效非常不理想。 

四、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屬中上程度 

在「有用認知」及「易用認知」層面上，平均得分為 3.79 分及 3.69

分（均＞3.5 分），代表使用者大致上認為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對其教學工作是有幫助的，學習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是容易的，不需要花費很多的心力，同時，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所需的教學

資源。 

在「使用意願」層面上，持續使用（3.68）及推薦他人使用（3.51）

的子層面，平均得分均＞3.5 分，代表使用者大致上願意持續並推薦他人

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但在優先考慮使用「教育部數位教

學資源入口網」子層面平均得分僅 3.28 分，每個授課單元都會使用「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子層面上更低至 2.78 分，因此，除了需有效

突顯「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價值，使教師在尋找教學資源時會

優先考慮外，亦需減少「時間因素」影響使用者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的意願。 

在「使用滿意度」上，整體平均得分為 3.59 分（＞3.5），使用者大

致上對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是給予接近滿意的評價，無論

是教學資源的豐富性（3.53）、多樣性（3.53），亦或是內容的正確性

（3.71），使用者多是感到接近滿意的，唯教學資源的新穎性（3.21），多

數使用者並未表達滿意之意，探究其原因，發現近期上傳至「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教學資源件數不如以往，以致於新穎性較為不足，此

部分需鼓勵教師持續分享新的教學資源，方能提高滿意度。 

五、不同背景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之差異情形 

綜合第四節分析結果可知，不同背景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的接受度（「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

願」）達顯著差異。不同背景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

受度之差異情形整理如表 5-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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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不同背景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之差異

分析表 

 有用認知 易用認知 使用滿意度 使用意願 

性别  ˇ  ˇ 

年齡     

最高學歷 ˇ ˇ ˇ ˇ 

教學年資 ˇ  ˇ ˇ 

擔任職務     

學校規模    ˇ 

學校區域     

教學資訊設備 ˇ    

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ˇ ˇ ˇ  

參加過有關「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推

廣或研習活動 

ˇ  ˇ ˇ 

使用的頻率 ˇ ˇ ˇ ˇ 

由表 5-42 可知，背景變項中的最高學歷以及使用的頻率對於接受度

（「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有很大的影

響，而性別、教學年資、學校規模、教學資訊設備、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以及參加過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推廣或研習活動等

變項，同樣對研究構面（「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

用意願」）有一定的影響力。茲就各變項說明如下： 

（一）男性教師在「易用認知」與「使用意願」上，顯著高於女性教師。

探究其原因，可能是男性教師在資訊素養能力來得比女性教師高，

對於「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也較易學習，因此，有

較高的意願持續使用並推薦他人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 

（二）擁有碩士學歷的教師在「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

與「使用意願」上，顯著高於擁有學士學歷的教師，此與擁有碩士

學歷的教師，受過完整的研究訓練，在研究的過程中需自主學習並

大量的參閱文獻，所以養成搜尋網站資源的習慣有關，因此明顯優

於其他學歷的教師。但現今教育的環境丕變，教師仍應以更積極的

態度，規劃專業成長為宜。 

（三）教學年資在 21 年以上的教師在「有用認知」、「使用滿意度」與「使

用意願」上，顯著高於其他年資的教師。對於這些已屆退的資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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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而言，表示其認定是有用的，才會吸引他們去使用，為豐富與補

充教學內容、配合課程需要，教師在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的意願與滿意度上就會較其他教學年資低的教師偏向較高一

點。 

（四）學校規模小的教師，在「使用意願」上，顯著低於學校規模大的教

師。探究其原因，學校應辦的事務不會因學校規模小而減少，於是

教師的平均工作量大，導致教師因工作繁忙，對於使用「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意願自然不高。 

（五）教學資訊設備具有電子白板的教師在「有用認知」上，顯著高於沒

有電子白板的教師。電子白板是近幾年來新的教學資源設備，使用

電子白板的教師，需有更多的教學資源來輔助電子白板的使用，教

師因而更瞭解網路教學資源對其教學工作的重要性，於是，其對「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認知來得比一般教師高。 

（六）有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在「有用認知」、「易用認知」與

「使用滿意度」上，顯著高於未參與過的教師。教師組具有共同目

的的的社群或合作團隊，成員可以透過專業對話、經驗交流、分享

資訊、楷模學習來擴展專業知能，致力於促進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

成效。社群或團隊成員在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時可

以互相支持、協助，如此可以減低使用上的障礙，並藉由社群間的

互動，消除使用時的陌生感，對資訊素養與教師專業的提升亦有幫

助。若能由少數人的互動，進而形成多數人的互動，產生愛用者族

群，則族群之間的互動自然形成文化，自能形成使用風氣。 

（七）參加過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推廣或研習活動的教師，

其在「有用認知」、「使用滿意度」與「使用意願」上，顯著高於未

參加過的教師。顯示透過舉辦推廣或研習活動，可以讓教師對「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有更一步的瞭解，教師知道使用「教育

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對其教學工作是有幫助的，自然會提高教

師的「使用滿意度」與「使用意願」。 

（八）經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教師，其在「有用認知」、

「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與「使用意願」上，顯著高於不經常

使用的教師。由此可知，吸引及鼓勵教師上網取用教學資源，會增

加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認知」，多使用

也會降低使用上的困難度，進而提升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入口網」的「使用滿意度」與「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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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之間的相

關性 

「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四構面的

相關係數介於 0.53~0.66 之間，並達顯著水準（p＜0.001.），表示彼此間

具有正相關。即當教師認為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會提升他

的工作效率，對教學工作是有幫助的，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時不需要花費很多的心力，很容易搜尋到所需的教學資源，則其對「教育

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滿意度」與「使用意願」也會愈高。 

七、「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之間的預

測作用 

（一）「易用認知」對「有用認知」具有預測力。當教師對「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易用認知」程度愈高，其對「教育部數位教

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認知」程度也愈高。 

（二）「有用認知」、「易用認知」對「使用滿意度」具有預測力。當教師

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認知」、「易用認知」程

度愈高，其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滿意度也愈高。 

（三）「有用認知」、「易用認知」對「使用意願」具有預測力。當教師對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認知」、「易用認知」程度

愈高，則愈願意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四）「使用滿意度」對「使用意願」具有預測力。當教師對「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有愈高的使用滿意度，其愈願意使用「教育部

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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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數位時代教學資源網站的意義與內涵，並進一步瞭解

國小教師教學需求、國小教師網路資訊搜尋行為，以及探討桃園縣國小教

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情形。綜合訪談與問

卷調查結果，研究者歸納以下幾項重要觀點，再針對整個研究歷程及研究

結論與發現，提出具體可行之改進建議。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

結論，說明本研究訪談與問卷調查之結果；第二節為研究建議，針對調查

現象之問題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第三節為後續研究建議，提出後續研究

項目，作為後續擴大或延續研究之參考與比較。 

第一節  結論 

一、數位時代教學資源網站的意涵 

教學資源網站係利用網際網路的功能與特性，根據教學者的需求，收

錄與統整相關數位化的教學資源，並進行系統的分類與管理，所建置的一

個虛擬網路資源中心。教學資源網站設置的功能包括：（1）提供網站作為

整合、流通、分享教材與數位教學資源的平台。（2）進行系統的分類與管

理。（3）使教師可以檢索、瀏覽、取用、應用與分享豐富的數位教學資源。

（4）幫助教師融入其教學，以活化教學與資源分享。 

教學資源網站所提供的教學資源類型眾多，分析及歸納符合教師教學

需求的教學資源類型應包括：（1）教學設計。（2）教學活動。（3）教材。

（4）學習單。（5）素材。教學資源網站的內容必須要能簡單的實行，並

且要有完整的教學法以及符合成本效益，最重要的是提供有效的教學品

質。 

教學資源網站是教學資源的知識倉儲，教師在網站透過學習互動進而

達到知識的分享。除了讓教師們共享教學資源外，其所引發教師在教學上

的相互交流、對話、論證，即是知識分享的過程。教師樂於將有意義的教

學知識來分享，提供有用的教學資源來共享，有助於專業成長的提升及專

業地位的重建，更是增進教學品質的有利途徑。 

二、國小教師教學強烈需要豐富的教學資源與提升資訊素養 

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場所與工具已不再侷限傳

統的教室與教科書，教師搭配黑板書寫課本內容的方式已無法達到其「教

學需求的滿足」，國小教師在教學上的需求相較於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

本研究從受訪者的意見中，歸納出國小教師教學需求主要是：（1）充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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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媒體資訊設備，營造優質 e 化教學環境。（2）多元的九年一貫課程，渴

望完整且內容豐富的教學資源。（3）資訊能力的精進與資訊素養的提升。

（4）教學資源著作權與智財權觀念的加強。（5）整合教學資源網絡，且

能合理、安心使用教學資源的網路分享平台。（6）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三、國小教師因教學工作上的需求，產生網路資訊搜尋行為 

由研究結果得知，國小教師主要會因為教學工作上的需求，而產生網

路資訊搜尋以及網路資訊使用行為，在國小教師的網路資訊行為中，國小

教師上網的主要目的乃是尋找教學資源。 

此外，造成國小教師使用網路教學資源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教育

體制或是行政規範才改變的，而是因為網路教學資源數量豐富、形式多樣

且方便使用，可以讓國小教師的教學更多元化，活潑化，以符合數位時代

的潮流與趨勢。國小教師藉由網路取得多元型態的教學資訊，同時將網路

教學資源作為教學的輔助工具以及延伸課程教材，期能在教學時，引起學

生的學習動機，進而增加學生的學習效果。 

四、只有半數的國小教師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整體的

使用率不高 

由研究結果得知，只有近 51.5％的桃園縣國小教師使用過「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且多數使用過的教師，其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的頻率與時間，並未呈現頻繁的狀況，可見得桃園縣國小教師

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整體的使用率尚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五、「瞭解程度不足」、「時間因素」以及「使用習慣」是影響國小教師未

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主要原因 

另有將近半數的桃園縣國小教師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其中包含近三成的教師表示不知道有「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經由研究結果得知，桃園縣國小教師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

資源入口網」的原因，主要是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瞭解程度

不足，另外，教學工作繁忙無暇使用以及在教學時習慣使用教科書廠商所

提供之教學資源，也是影響的原因之一。由此可知，除了「時間因素」及

「使用習慣」會影響國小教師是否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之

外，最重要的還是因為整個推廣與行銷做得不夠，導致教師對「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不夠瞭解，因而造成教師未曾使用過的關鍵因素。 

另外，由得知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訊息管道來看，

主要來自「學校公文宣達」、「同事或朋友的介紹」、「網路上搜尋或瀏覽到」

以及透過「研習或進修」。然而，桃園縣國小教師透過這些管道得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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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訊息之比例卻非常低。因此，也可更加

確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與行銷工作實有待加強。 

六、國小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最主要是為了快速取得

教學資源 

教師所面臨的問題並非教學資源的不足，而是在面對網路上眾多的教

學資源時，是否能得到自己所需的關鍵資料。教學資源網站是教師取得教

學題材與資訊的重要來源，為使教師方便取用教學資源並共享教學資源，

國內陸續建置了許多的教學資源網站。然而，教學資源的數量雖然充足，

但卻不易找到，教師們流連於各網站之間尋找教學資源，時常無法有效、

快速的得到自己所需的關鍵資料，總是陷於資訊迷宮內不得其門而入，導

致無功而返，更遑論創發或整合出豐富適切的教材。「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整合各縣市網路教學資源，提供最正確、完整的教學資源，使

教師可迅速搜尋到所需要的教學資源。能夠快速取得教學資源，乃是國小

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最主要的目的。 

此外，為了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教師需尋求更多的教學資源，用來

延伸課程教材，充實教學內容。多元的教學時代，帶給教師更多的挑戰與

壓力，教師需藉著觀摩其他教師的教學設計，啟發教師新的教學觀念，從

中學習對教材不同的詮釋技巧，作為自己在教學設計上的借鏡，改變教師

的教學方法，以增加學生的學習成效。以上所述，亦是國小教師使用「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主要的目的之一。經由本研究歸納：國小教師

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主要目的如下：（1）快速取得教學

資源。（2）延伸課程教材，充實教學內容。（3）觀摩教學設計，啟發教師

新的教學觀念。（4）確認教學內容的正確性，以確保教學品質。（5）利用

學習單輔助教學，強化學生學習。 

七、除了「教學資源」之外，國小教師很少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所提供的內容、功能與服務 

就目前桃園縣國小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現況加

以分析，可以得知國小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幾乎只聚

焦於教學資源的搜尋，其它的內容、功能與服務，使用的少之又少。因使

用「教育社群」的教師不多，教師無法在此有效進行對話、互動，於是教

師間彼此的經驗交流與知識分享無法熱絡，因此也降低對教師教學專業成

長的助益，實為可惜。 

八、使用的資源類型與使用方式 

在搜尋教學資源時，教師較常透過國中小目錄、最新教學資源、熱門

教學資源等分類，去瀏覽教學資源，並從中找到所需的關鍵資源，由於「教



- 108 -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分類明確，符合教師的需求，因此，教師可

以很容易找到所需的教學資源。另外，多數教師使用簡易檢索（直接輸入

關鍵字）的方式搜尋教學資源，使用進階搜尋功能的教師明顯不多。 

九年一貫課綱內的領域與議題，「國語文」、「環境教育」及「性別平

等教育」是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最常搜尋的項目，另

外，教師也表示，一些近期受重視與討論的議題，如閱讀教育、品格教育

等，也是他們平時較常搜尋的項目，但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中「教學資源」的議題分類，除了九年一貫所列之七大議題外，因無其他

議題分類，導致此部分的教學資源較不易搜尋。 

至於資源類型的部分，「素材」、「教學設計」、「教學活動」、「學習單」、

「教材」五種類型都有半數的教師表示較常搜尋，另外，在格式的部分，

則以「文件」、「圖片/相片」以及「影片」為主。 

九、國小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接受度屬中上程度 

（一）國小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認知」、「易用

認知」程度尚可，仍有改善空間 

在「有用認知」層面上，因只有少部份的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

資源入口網」的「教育社群」功能，使得在運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可以讓教師有更多的經驗與知識分享，提升教學專業的子層面上，

獲得較低的分數。 

在「易用認知」層面上，由於教學資源呈現的簡目格式未盡詳細，使

得教師需花費較多的時間檢視搜尋到的教學資源是否符合自己教學上的

使用，因此也大大降低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易用認

知」程度。 

（二）國小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覺得普通滿意，未達優

良 

由於教學資源的新穎性不足，以及教師較少藉由教育社群與其他教師

互動、對話，減低了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助益，也因此使得整體的滿意度未

達優良。 

（三）國小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意願並不強烈 

部分教師因平時的工作繁忙，教學時會直接使用教科書商所提供的教

學資源，此外，多數使用者表示無過於充裕的時間，可以每個授課單元都

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因此，也直接影響教師使用「教育

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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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對國小教師的教學工作有幫助 

整體來說，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認知」、

「易用認知」持正向的態度，使用上也有不錯的滿意度，因此使得教師願

意持續並推薦他人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另外，綜合教師

的意見，可知「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價值在於使用它對教學工

作有很大的幫助，其幫助歸納如下：（1）減少搜尋教學資源的時間與精力。

（2）縮短備課時間，增進教學準備工作效率。（3）激發教學創意，提升

教學品質。（4）合法、合理及安心的使用教學資源。（5）教學資源分類方

式明確，符合教師需求。（6）教學資源品質較為穩定，不會參差不齊。 

十一、有年齡等六個不同變項對於教師是否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入口網」有顯著差異 

年齡、最高學歷、教學年資、教學資訊設備、參與教師學習社群及參

加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或研習活動等六個變項，對

於教師是否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有顯著差異。 

十二、有性別等八個不同變項在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

接受度上有顯著差異 

（一）男性教師在「易用認知」及「使用意願」上顯著高於女性教師。 

（二）擁有碩士學歷者在「有用認知」、「易性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

用意願」上皆顯著高於學士學歷者。 

（三）在「有用認知」上，教學年資 21 年以上的教師顯著高於其他年資

的教師；在「使用滿意度」上，教學年資 21 年以上的教師顯著高

於教學年資 6~10 年、11~15 年的教師；在「使用意願」上，教學年

資 21 年以上的教師顯著高於 6~10 的教師。 

（四）學校規模為 49 班（含）以上及 25~48 班的教師，在「使用意願」

上顯著高於 12 班（含）以下的教師。 

（五）教學資訊設備配置有電子白板者在「有用認知」上顯著高於沒有配

置電子白板者。 

（六）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在「有用認知」、「易用認知」及「使

用滿意度」上顯著高於未參與過的。 

（七）參加過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或研習活動的教

師在「有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上顯著高於未參

加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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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使用頻率為經常使用及偶而使用的教師在「有用認知」、「易性認

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上皆顯著高於佷少使用的教師。 

十三、「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之間存

在顯著正相關 

「有用認知」、「易用認知」程度越高，則「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

願」也越高。 

十四、「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滿意度」及「使用意願」之間具

有顯著預測作用 

（一）「易用認知」對「有用認知」具有顯著預測作用。 

（二）「有用認知」、「易用認知」對「使用滿意度」具有顯著預測作用。 

（三）「有用認知」、「易用認知」對「使用意願」具有顯著預測作用。 

（四）「使用滿意度」對「使用意願」具有顯著預測作用。 

第二節  建議 

一、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之相關建議 

（一）網站連結的速度與品質需更穩定 

一個網站的連結速度與品質，會決定使用者再次瀏覽的意願，好用的

網站，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素在於是否能夠很順暢的瀏覽網站內容。所

以，首先要確保「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連結速度與品質的穩定，

不要讓教師常遇到瀏覽速度過慢，甚至連不上網站的情形發生，而降低教

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意願。 

（二）加強網站的管理與教學資源內容的審查 

其次，「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已經將許多的教學資源網站整

合起來，使教師能更便利取得豐富且多樣的教學資源，在教學資源數量增

加的同時，更需確保教學資源的品質與可用性，教學資源是否還確實存

在，以供教師連結或下載使用，亦會影響教師是否持續使用的因素之一。

另外，網站的管理要即時，對於使用者反應的問題，應儘速回應與處理，

提升服務的品質。倘若教師提報的問題未能於短時間內獲得回應或改善，

或是教學資源常有無法連結或無法下載使用的狀況發生，久而久之，自然

會影響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意願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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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資源簡目格式欄位宜再詳細，以利教師初步篩選所需的教學資

源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簡目格式欄位看似簡潔扼要，但缺

少「適用年級」、「檔案類型」等欄位，教師無法立即判斷是否符合其教學

上的使用，需每一個都點選開來看完整段文字說明，才知道是否為自己所

需，使得教師在搜尋教學資源時，得花費較多的時間。若能將教學資源簡

目格式欄位的設計再詳細些，以利教師初步篩選教學資源，減少使用的時

間，才能提高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滿意度與意願。 

（四）整合教科書商網站，讓教師可用的教學資源更加多元 

在九年一貫一綱多本的教育政策下，教科書有著許多不同的版本，教

師在教學時，會因應版本的需要，至教科書商的網站尋找相關的教學資

源。因此，教育行政機關應與教科書商建立合作機制，開放部分智慧財產

權，將各個教科書商自行研發的數位化教學資源，整合到「教育部數位教

學資源入口網」中，讓教師有更多元的教學資源可使用。 

（五）加強「教育社群」的經營管理，以提升網站的價值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建置的目的，除了讓教師能便利取得

教學資源外，也希望能夠提供一個虛擬的網路社群環境，讓教師可以在此

進行互動、經驗交流與知識分享。但就目前桃園縣國小教師使用「教育部

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現況來看，大多數的教師只停留在下載及檢視別

人分享的教學資源而已，在使用教育社群進行交流與互動上，明顯不是很

熱絡，實為可惜。教師們有可以討論的地方，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經驗

的交流與分享，是教師們所缺乏的部分，由於平時上課時間較為忙碌，所

以更需要一個社群環境來幫助教師們解決一些會遇到的問題與困難。因

此，有效規劃經營管理「教育社群」，提升「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的價值，也會影響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使用的意願與滿

意度。 

二、對教育部之相關建議 

（一）積極落實多元管道的推廣與行銷 

網站的價值，在於人們知道這個網站的存在，並且願意持續去使用。

本研究發現有將近半數的教師不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

網」，甚至不知道有此入口網的存在，由此可知，教育行政機關對「教育

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宣傳不彰。一個政令的宣導或政策的推行，最

直接的方法就是行文各校，以公文方式函知縣內所屬各校，鼓勵教師善加

運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來輔助教學。教育行政機關應透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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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管道，例如：將舉辦推廣說明會的區域擴及各鄉鎮，以利各地老師

能就近參與；各縣市每年於教師甄試後，對新進教師進行職前訓練，將「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相關訊息納入其中，引領新進教師瞭解「教育

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建置的目的，有助於其於正式教學時用來輔助教

學；於各校網站首頁掛設連結 Banner，也可以提高網站的能見度；不定期

舉辦各項有獎活動，增加網站的知名度，積極落實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的推廣與行銷。 

（二）培訓各校種子教師或推動小組 

由教育行政機關主導，負責培訓各校種子教師或推動小組，透過種子

教師或推動小組對各校教師進行經驗分享，進一步支持、協助教師使用「教

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來輔助教學，讓有意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

源入口網」的教師能在最無障礙的情況下，進行新的嘗試。 

三、對學校之相關建議 

（一）充實教學資訊設備 

由本研究中可得知，教室內的教學資訊設備建置有電子白板者，使用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意願較高。這也表示充實新穎的教學資

訊設備，會影響教師運用網路教學資源於課程與教學的意願。現今的教學

環境，班班有電腦、網路以及單槍投影機已是基本的配置，其對是否會運

用網路教學資源已無太大影響。近年來，桃園縣教育局大力推動電子白板

融入教學，由研究中可知，目前桃園縣已有三成多的教師表示教室中配備

有電子白板，使用電子白板的教師，需有更多的教學資源來輔助電子白板

的使用，教師因而更瞭解網路教學資源對其教學工作的重要性。所以，應

盡可能充實更加完善的教學資訊設備，營建更加優質的 e 化教學環境，才

能讓教師充分發揮其創意，提升教學效能。 

（二）減輕教師工作負擔以加強改善教學工作 

從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的工作繁忙，是導致教師無暇使用「教育部數

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主因之一。國小教師多是包班制，工作繁瑣且多，

除了教學之外，還要處理班級事務，以及協助學校辦理各項活動業務，可

說是包羅萬象。故若能減輕教師工作負擔，減少不必要的活動辦理，讓教

師有更多的時間運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輔助教學，應用其豐

富、多元且實用的教學資源，以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效果。101 學

年度開始，國小班級導師的授課節數減少 4 節，若能再簡化校內活動及行

政程序，應可讓教師有更充份的時間可茲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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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辦理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研習活動 

學校可將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研習，規劃進教師週

三研習活動中，邀請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教師，於研

習活動中，進行經驗與心得的分享，並介紹「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的應用，以增加教師對於「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接受度而更願意

運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來輔助教學，進而提升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的效果。  

四、對教師之相關建議 

（一）善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並持續參與教學資源的建置 

讓教學呈現更豐富的面貌，教師能否善用教學資源，則攸關其成效。

本研究得知，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教師，普遍認為運

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對其教學工作是有幫助的，因此，國小

教師應善加運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來輔助教學，以提升教師

教學及學生學習的效果。另外，「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是否持續

有豐富且新穎的教學資源可以使用，亦是影響教師是否願意繼續使用的重

要因素，因此，教師應持續將自己所設計的數位化教學資源，上傳分享給

其他教師使用，靠教師們更多的分工合作，以及彼此經驗交流與資源共享

情境下，創造更豐富的教學資源，形成友善的資源共享環境。 

（二）持續的進修，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 

在本研究中可得知，教師學歷為碩士者，其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入口網」的「有用認知」、「易用認知」、「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都持

較高的評價，代表參與進修，除了可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外，因其在研

究的過程中需自主學習並大量的參閱文獻，同時養成搜尋網站資源的習

慣。故應多鼓勵教師在課餘時間參與進修，不斷充實自我的知能，才能站

在時代的前端，嘉惠更多的孩子。 

（三）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相互協助、共同合作 

在一個開放的學校文化中成立學習型組織，鼓勵教師研發教材與彼此

分享教學的經驗與心得，以教師同儕團體的力量共同合作、相互協助，會

比單打獨的效益更佳。而在有問題時，有教師學習社群的成員可以相互協

助、支援，並且共商對策，避免擔心、緊張。當教師在運用「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網」輔助教學時，可以減低使用上的障礙，並藉由社群間的

互動，消除使用時的陌生感，相信可以提高教師們的自信及運用「教育部

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輔助教學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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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的對象擴及不同區域或族群 

（一）本研究是透過桃園縣國小教師進行分層抽樣之調查，未來可進行全

面性之問卷普查的方式，或透過各行政區、各校進行「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比較與分析之研究。 

（二）本研究僅以桃園縣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因而在研究結果的推論

上，將僅限於桃園縣國小教師。未來可進一步將研究區域擴及其他

縣市的小學，以作區域性的比較，或是將教師的族群擴及到國中以

上的教師，來比較不同教學階段教師間的差異情形。更進一步瞭解

不同使用者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看法與建議，以提

供「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改進與發展之參考。 

二、增加研究的變項 

本研究僅以教師個人背景數項來探討桃園縣國小教師對「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情形。然而，根據文獻資料得知，影響

教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因素，尚可能有「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系統特性」、學校組織制度（組織效能、組織文化

等）、教師的人格特質、成就動機、教師的資訊素養等方面，這些都值得

深入探討，列入未來研究影響「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

受度之自變項，使研究更為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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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大綱 

「國小教師教學需求與『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經驗」訪談問卷 

一、請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學經歷與教學工作經驗。 

二、隨著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的發達以及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身處於數位時

代的教師，您在教學上有哪些需求？為什麼？ 

三、請問您是如何得知「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這個網站？ 

四、請問您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主要目的為何？ 

五、請問您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中教學資源的分類方式有何看法？ 

六、請問您比較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搜尋哪些方面的教學資源？  

七、請問您在教學上如何應用搜尋到的教學資源？ 

八、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對您的教學工作是否有所幫助？為什麼？ 

九、您對於「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有何具體的建議？ 

十、您對於「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還有哪些其它的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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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調查問卷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調查問卷 

親愛的老師，您好： 

本問卷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瞭解桃園縣國小教師的網路資訊搜尋行為，並探討桃園縣

國小教師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與接受度。您只需依照您的感受與想法

填答即可，無所謂對或錯的標準答案，您的寶貴意見將是本研究重要的資料。您所填答的

各項資料，僅作為學術研究的統計分析之用，絕不用做其他用途，對外絕對保密，敬請放

心填答。在此，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因為您的填寫，將使本研究更有價值，謝謝您！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王梅玲  教授 

研 究 生：袁正良  謹致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https://isp.moe.edu.tw） 

 

【第一部分】國小教師的網路資訊搜尋行為 

1.請問您上網的主要目的為何？（複選題） 

□尋找教學資源  □休閒娛樂  □掌握新聞脈動  □收發電子信件  □獲取新知        

□處理公務      □尋找個人進修研究資料 

□使用 Blog 或社群網站維持、擴展人際關係 

□利用線上數位學習課程，充實教學專業知識 

□其他：                                 

2.請問您每天花多少時間在網路上搜尋教學資源？ 

□少於 30分鐘   □ 30 分鐘~1 小時以下   □ 1~2 小時以下   □ 2 小時以上 

3.請問您使用網路教學資源的主要用途有哪些？（複選題） 

□作為教學的輔助工具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增加學生學習效果 

□取得多元型態的教學資訊      □延伸課程教材          □協助教師瞭解課程內容 

□確定教學內容的正確性        □觀摩教學設計，啟發教師新的教學觀念 

□作為學生學習成就評量的工具  □其他：                                 

4.您認為造成教師使用網路教學資源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複選題） 

□數位時代的潮流與趨勢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的政策  □網路教學資源方便使用 

□網路教學資源數量豐富  □網路教學資源形式多樣    □使教學更多元化、活潑化 

□教師分級制度即將來臨  □可以提升教師的教學專業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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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現況 

5.請問您知道「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嗎？ 

 □知道    □不知道（若您選擇不知道，請跳答第 45 題。） 

6.請問您是透過何種管道得知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訊息？（複選題） 

□學校公告    □學校網頁設有連結    □縣教育局網頁    □同事或朋友的介紹 

□研習或進修  □報章雜誌或電視報導  □網路上瀏覽或搜尋到 

□書商教科書光碟的網站連結          □其他：                             

7.請問您是否曾經參加過有關「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推廣或研習活動？ 

 □是    □否 

8.請問您是否曾經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是    □否（若您選擇否，請跳答第 44 題。） 

9.請問您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頻率為何？ 

   □經常使用    □偶而使用    □很少使用 

10.請問您平均每次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約花費多少時間？ 

   □ 20 分鐘以下    □ 20~40 分鐘    □ 40~60 分鐘    □ 60 分鐘以上 

11.請問您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哪些內容、功能與服務？（複選題） 

   □教學資源   □教育社群   □創用 CC   □資料統計   □管理專區   □上傳資料  

□我的首頁   □工具下載   □RSS 訂閱 

12.您比較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哪些檢索或分類瀏覽方式尋找教學資源？ 

（複選題） 

   □簡易檢索（關鍵字搜尋）  □進階搜尋       □熱門標籤（動態標籤雲） 

□精選主題   □縣市特輯   □最新教學資源   □熱門教學資源   □國中小目錄 

13.您比較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搜尋哪些領域的教學資源？（複選題） 

   □國語文   □英語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  □數學  □社會  □生活      

□綜合活動 □藝術與人文      □自然與生活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 

14.您比較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搜尋哪些議題的教學資源？（複選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家政教育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其他：                                 

15.您比較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搜尋哪些資源類型的教學資源？（複選題） 

   □教學設計   □教學活動   □教材   □學習單   □素材 

16 您比較常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搜尋哪些檔案格式的教學資源？（複選題） 

   □文件   □圖片/相片   □聲音   □影片   □網頁   □flash 

17 您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中「教育社群」功能的哪個項目？（複選題） 

   □不曾使用 

  □班級網頁  □教育書籤  □教育 Wiki  □知識 Cool  □心靈打氣站  □教師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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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有用、易用認知 

【有用認知】 

運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可以……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8.節省教師蒐集教學資源的時間與精力。 □ □ □ □ □ 

19.提供教師數量豐富的教學資源，豐富教學內容。 □ □ □ □ □ 

20.增加教師教學的多元性、活潑性，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 □ □ □ □ 

21.合法、合理及安心的使用搜尋到的教學資源。 □ □ □ □ □ 

22.減少教師的備課時間，讓教學工作更輕鬆。 □ □ □ □ □ 

23.增進教師的教學效率，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 □ □ □ □ □ 

24.讓教師有更多的經驗交流與知識分享，提升教師教學專業。 □ □ □ □ □ 

【易用認知】 
25.學習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不需要花費很多的心力。 □ □ □ □ □ 

26.熟練「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操作方式是容易的。 □ □ □ □ □ 

27.透過入口網的分類瀏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所需的教學資源。 □ □ □ □ □ 

28.在入口網中，可以很容易的檢索到所需的教學資源。 □ □ □ □ □ 

29.整體來說，入口網的各項功能提示都很明確，使用上很容易。  □ □ □ □ □ 

 

【第四部分】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意願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0.尋找教學資源時，我會優先考慮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 □ □ □ □ 

31.我會持續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 □ □ □ □ 

32.每個授課單元我都會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 □ □ □ □ 

33.我會推薦同事或朋友使用「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 □ □ □ □ 

 

【第五部分】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使用滿意度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尚
可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34.教學資源數量的豐富性，我感到…… □ □ □ □ □ 

35.教學資源種類的多樣性，我感到…… □ □ □ □ □ 

36.教學資源內容的正確性較高，我感到…… □ □ □ □ □ 

37.教學資源內容的新穎性，我感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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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尚
可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38.使用者可以便利取用教學資源，我感到…… □ □ □ □ □ 

39.教學資源皆有明確的著作權標示，降低引用時的疑慮，我感到…… □ □ □ □ □ 

40.藉由教育社群的互動、對話，對教師的專業成長有所助益，我感到…… □ □ □ □ □ 

41.「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網站規劃清楚，我感到…… □ □ □ □ □ 

42.「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美工設計、版面編排，我感到…… □ □ □ □ □ 

43.整體來說，對於「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我感到…… □ □ □ □ □ 

【第六部分】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原因 

44.請問您未曾使用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原因為何？（複選題） 

□教學工作繁忙，無暇使用          □對於運用網路資源融入教學沒有興趣 

□教室內的教學資訊設備不夠完善    □習慣使用教科書廠商所提供之教學資源 

□本身資訊能力或運用網路資源融入教學的能力不足 

□對「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的瞭解程度不足 

□其他：                                                                 

【第七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45.性    別：□男性  □女性 

46.年    齡：□20~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47.最高學歷：□學士  □碩士  □博士 

48.教學年資：□5年以內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1 年以上 

49.擔任職務：□低年級導師  □中年級導師  □高年級導師  □科任（含行政人員） 

50.任教科目：（複選題） 

□國語  □閩南語  □客家語  □英語  □數學  □社會  □綜合  □生活  □資訊      

□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      □自然與生活科技 

51.學校規模：□12班（含）以下  □13~24 班  □25~48 班  □49 班（含）以上 

52.學校區域：□市區  □鄉鎮  □偏遠 

53.任教班級教室（或專科教室）具有哪些教學資訊設備？（複選題） 

□電腦  □網路  □單槍投影機  □電子白板  □IRS 即時反饋系統   

□其他：                     

54.是否曾經參與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是。名稱：                                                   

□否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