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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學生獲得知識的來源不再只是侷限於教科書或課堂
上。有鑑於此，教育部從1962年起便開始在校園中極力推動資訊教育，以培養提升學生
與教師之資訊素養。此外，各縣市教育局也針對教師不斷舉辦與資訊科技有關的研習，
希望藉此提升教師的資訊應用能力，更期望教師能將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上，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成效。經過多年的努力，雖然校園中已充實了不少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然而，
教師應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上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真有提升的效果呢？引發了學者的
極力關注。雖然過去有很多專家學者已探討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上的成效，但鮮少研究
從涉入度的角度出發來探討資訊科技涉入度、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和學生學習成效之間的
關係。因此，本研究以資訊科技採用意圖為中介變數，以探討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
生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的資訊科技涉入度不但會正向影響其資訊
科技應用在教學上的意圖，也會對學生的學習成效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本研究更進
一步發現，教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生的學習成效之間具有顯
著的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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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has enabled students to gain
knowledge from myriad of sources—not just from textbooks or school. In view of the abov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been promoting information education in schools since 1962 in
order to enhanc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Besides, there have been
relevant seminars for teachers hel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s that aim to upgrade the
application of IT capability of the teachers. Hopefully, teachers can apply IT to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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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fter many years, al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structure on campuses. However, scholars focus on whether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derives from the teachers who apply IT on class. Abundant
discussion has been made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IT on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Bu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IT involvement, IT adoption inten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involvement have not yet been thoroughly discussed. Hence, this
research uses the IT adoption intention as a mediate variabl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T involvement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T
involvement has positively affects not only on IT adoption intention but also on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urthermore, the IT adoption intention is an obvious mediator effect on the IT
involvement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Keywords: Involve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Intenti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一、前言
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得學生獲得知識的來源不再只是侷限於教科書或課堂
上。許多專家學者更認為資訊科技已為傳統的教學方式帶來新的面貌[3][58][59]。換言
之，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與普及，已使得傳統的教學方式無法滿足學生的需求，教師在
教學上若不注入資訊科技的新元素，將無法應付現今的教育環境。因此，教育部為了提
昇國家競爭力與科技實力，從 1997 年開始便陸續推動長達十年的「資訊教育基礎建設
計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整合全國資訊教育軟體和教材資源，以提供全國師生共享教
學資源，並使資源互相流通[6]。
教育部更進一步於 2001 年 5 月提出「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其中提到建設中小
學資訊教育基礎環境、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學、設立各領域學習資源網站、教材全面上
網、教師資訊基礎素養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技能之培訓…等。同時，為了配合「中小學
資訊教育總藍圖」的推動，教育部自 2002 年開始，在中小學成立「資訊種子學校」，
並利用資訊科技讓學生嚐試更多元的學習方式，藉以增加其學習興趣，提昇教學品質。
此外，世界各國也有鑑於資訊教育的重要，紛紛在資訊教育方面投入相當多的心力和經
費[68]，例如：中國大陸在 2010 年提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主要
以優質教育資源數位化及共享為改革和發展的原則；歐盟則在 2010 年提倡教育與訓練
整合，推動歐洲「數位雙子學校」、提倡教師訓練；美國於 2011 年宣佈「改變美國教
育：科技帶動學習(Transforming American Education: Learning Powered by Technology)」
的國家科技教育計畫；其他如日本、加拿大、澳洲等也都致力於資訊教育的發展[38]，
其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提升國家競爭力。
然而，現今資訊科技軟硬體設備雖然比以前充足，但是教師是否能有效地善用這些
資源，進而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使學生達到預期的學習成效，是值得大家關切的。換
言之，教師是否具備應用多媒體教材與學生互動，或是將教材內容數位化的能力，進而
在教學上產生更多的創意和熱情，實在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因此，本研究擬探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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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訊科技的涉入度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並以資訊科技採用意圖為中介變數，探討
資訊科技的採用意願在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習成效之間所扮演的中介效果，並進一步提
出具體建議以供各級教育單位教學上的參考。
二、文獻探討
1. 涉入度
(1) 涉入度的定義
關於涉入的研究最早可以溯及美國兩位學者 Sherif 與 Cantril 於 1947 年在他們的論
文中提到「自我涉入」的概念 ，其主要是用來預測一個人是否會因為他人的地位或角
色之差異而影響到個人對某件事物的接受程度[78][80]。繼 Sherif 與 Cantril 兩位學者之
後，Krugman 於 1967 年提出「低涉入的消費者行為」研究，涉入理論才逐漸受到學者
們的重視[69]。
涉入理論應用的範圍很廣，所以學者對涉入的定義也因切入點的不同而有差別。例
如：Mitchell[73]指出涉入度是一種影響個人心理層面的變數，它是個人在特殊情境或刺
激下所激發的驅力或關心程度。Celsi 與 Olson[54]認為涉入度是個人在特定的時間和情
境下，對於某項事物攸關程度之感受。Andrews 等人[46]將涉入度視為個人內心的一種
波動狀態，它含有強弱、方向及持續等特性，它主導著個人對外在刺激的回應態度。由
上述學者的論點，可以發現他們都是從心理層面來定義涉入度的，因此涉入度可以說是
個人在特殊情境下，因外在事物的刺激所激發出來的一種心理反應。而 Blackwell 等人
[51]則認為涉入度是指知覺個人的重要程度，是個人在特定的情境中受事物刺激所激起
的興趣。
(2) 涉入度的類型
涉入度從本質上可區分為情境涉入、持久涉入與反應涉入等三種類型[65]。其中，
情境涉入(Situational Involvement)意指個人受到特定的情境刺激時，對某種事物產生了
暫時性的關切，而所謂的暫時性是指這種關切會因為刺激的消失或目標的完成而恢復原
本的狀態；持續涉入(Enduring Involvement)是指個人對事物的關切具有持續性的。其涉
入程度是由個人內在特質和舊有的知識、經驗所形成的，這種持續性的關切並不會隨著
情境的消失而改變；反應涉入(Response Involvement)是由情境涉入與持久涉入結合而產
生對某事物的心理反應稱為反應涉入。反應涉入說明了個人對於決策處理的認知過程及
行為過程是具有相當之複雜性及廣泛性的。
Zaichkowsky[86]則觀察個人對某事物涉入時的行為表現，將涉入度依據其對象的不
同而分為廣告涉入(Advertisement Involvement)、產品涉入(Product Involvement)與購買決
策涉入(Purchase Involvement)三類。其中，廣告涉入度係指消費者對於廣告資訊的認知、
反應程度或廣告資訊處理的速度。換言之，亦即消費者接觸到廣告資訊時，對廣告資訊
的關心度或接觸廣告情境的心理狀態。產品涉入度是消費者基於對某個產品感知其對於
自身的需求、價值及重要性所產生的長期興趣。產品涉入可視為是一種持續性的、不容
易受到外在因素所改變的一種消費者涉入度。購買決策涉入度是指消費者在購買活動當
下的關注程度，它包含選擇產品時，個人價值及利益程度的反應。購買決策涉入度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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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產品涉入的影響，當消費者對產品涉入度較高時，其購買決策的涉入度也相對提高。
(3) 涉入度的衡量
Laurent 與 Kapferer[70]認為影響涉入度的因素非常複雜，且這些影響因素之間亦相
互牽引，因此不能僅使用單一構面來衡量涉入度。他們更進一步提出了消費者涉入量表
(Comsumer Involvement Profile, CIP)，以產品重要性(Importance)、愉悅性(Pleasure)、象
徵性(Sign)、購買風險性(Risk Consequence)與誤購可能性(Risk Probability)等五個構面來
衡量涉入度。其中，產品重要性是指消費者知覺產品愈重要，則其涉入度也會愈高；產
品愉悅性是指消費者對產品所提供之愉悅感受度愈高，則其產品涉入度也會愈高；產品
象徵性意指消費者對產品所提供之身分地位或個人的象徵價值愈高，則其產品涉入度也
會愈高；購買風險性為消費者購買產品時若知覺購買風險的負面影響愈高，則其產品涉
入度也會愈高；誤購可能性：消費者認為可能會誤購的機率愈高，則其產品涉入度也會
愈高。Zaichkowsky[86]則以涉入度的定義為基礎，發展出個人涉入量表(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Scale, PII)。此量表由二十道題目所構成，每道題目均使用兩極化
的形容詞，在語意上，也皆符合對涉入的定義。
(4) 涉入度之相關研究
Zaichkowsky[86]指出個人對於某事物涉入程度的高低會隨著個人因素 (Person
Factors)、情境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及產品刺激因素(Object or Stimulus Factors)的不同
而有所變化。其中，個人因素包含個人內在需要、重要性、興趣及價值觀等，這些都是
影響涉入度的重要因素；情境因素係指涉入度是經由某種刺激或情境所引起的。因此，
情境也是影響涉入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相同的產品可能會因為情境的差異而使消費
者產生不同的涉入度；產品刺激因素係指產品的差異性、溝通型態及溝通來源。除了上
述三項因素之外，Andrews 等人[46]更進一步指出涉入度也會受到涉入能力、涉入機會
所影響。其中涉入能力是指消費者所擁有的產品使用經驗及產品的先備知識，同時，消
費者可能因為缺乏產品使用經驗或知識而產生較高的風險認知，因而提昇其對該產品的
涉入度。而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涉入機會則可能受到媒體類型或其它干擾因素的存在與否
所限制。在涉入度與其它變數之間的研究則包括有 Castaneda[53]探討涉入度與購物方面
的關係發現涉入度愈高，其購物滿意度或忠誠度也愈高。Gainer[62]則以涉入度為中介
變數，探討性別和表演藝術涉入度的關係，他並指出性別和表演藝術涉入度兩者之間有
顯著的正相關。
由上述文獻可知，涉入度的高低會影響個人的最終決策，高涉入度者會積極尋找該
事物的相關資訊，並綜合舊有的經驗與知識來決定其意向或決策；反之，低涉入度者對
於該事物就比較不會深入去探索、判斷與決策[17][76][87]。
2. 資訊科技採用意圖
(1) 行為意圖
「行為意圖 (Behavioral Intention)」一詞最早出現在Fishbein與Ajzen[60] 所提出的理
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Fishbei與Ajzen的理性行為理論之主要目
的是用來瞭解並預測人類的行為。他們認為個人的行為表現決定於個人的行為意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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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行為意圖又可能受到個人的主觀規範(Subjection Norm)和個人態度(Attitude)所影響。
他們更進一步指出行為意圖是預測使用者使用行為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使用者對於資訊
系統之使用行為，亦可以從行為意圖來預測得知。Schifter與Ajzen[79]在行為意圖的影響
因素中加入了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PBC)，並進一步提出了計畫行為
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Schifter與Ajzen的計畫行為理論認為個人所擁有
控制行為之資源以及能否控制行為的信念，都會影響行為意圖對行為表現的預測。吳玫
瑩與林怡君[8]更進一步表示行為意圖是一個人願意採取某種特定行為的強度或頻率。
Folkes[61]認為行為意圖是個人主觀認為其未來可能採取行動的意向。然而，Davis
等人[57]卻認為個人的主觀規範對採用意圖的影響並不大。同年Davis[56]更進一步提出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他認為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會
影響使用者採用科技的態度，而科技採用態度又會影響使用者採用科技的意圖，進而影
響採用的行為。後來有許多學者證實了科技接受模式不但具有良好的解釋能力，其理論
模型更具有簡潔的特質[14][72][82][84]。
Baker與Crompton[47]認為個人的行為是可以從意圖預測出來的，因此，若能對意圖
實施適當的測量，則所獲得的結果會很接近實際的行為。而有關使用意圖的衡量構面，
Karahanna等人[67]在比較資訊科技採用前後的效益時提出以「未来6個月内，我打算在
我的工作中採用Windows」和「在未来6個月中，我打算在我的工作中試驗或經常使用
Windows」等兩個衡量問項來衡量使用者對於資訊科技採用的意圖。Venkatesh等人[85]
在研究使用者接受資訊科技的程度時則以「在未來幾個月中，我打算使用該系統」、「我
預測我會在未來幾個月中使用該系統」、「在未來幾個月中，我計劃使用該系統」等三
個題項來衡量使用資訊系統的行為意圖。李靜宜與柯皓仁[16]衡量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
統的使用意願時則使用「我未來會經常使用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我有意願在未
來(3個月內)使用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我相當依賴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我
會推薦他人去使用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等四個題項來衡量使用者使用電子資源整合
查詢系統的意願。
目前國內外對於行為意圖的相關研究有很多，例如：許多學者研究行為意向，都一
致證實行為意向確實是衡量一個人執行某特定行為的重要指標[57][64][66][67]。亦有許
多學者研究證實，若能提升使用者對於資訊科技的知覺行為(有用性和易用性)及使用態
度，則可增強使用者的對資訊系統的使用意圖。然而，行為意圖能有效預測實際使用行
為，這項論點除了在過去的TRA模式、TPB模式以及TAM模式中獲得證實外，亦有不少
學者的研究結果支持了這項結果[8][21][25]。另外，Venkatesh等人[85]認為採用新資訊
系統的績效期望也會對行為意圖產生正向的影響。而Moore與Benbasat[74]和Karahanna
等人[67]的研究結果顯示資訊科技的相容性、人際效用、易用性、有用性等均會對使用
行為造成影響。
由以上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認為資訊科技採用意圖係指教師於教學歷程中採用與
教學相關之資訊科技軟硬體設備進行輔助教學活動的意圖，且本研究認為教師應用資訊
科技於教學上，是可以用資訊科技採用意圖來預測的。因此，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發展
出資訊科技採用意圖的問項來預測教師資訊科技的採用行為。
(2) 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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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有鑑於資訊科技對於教育之重要，因此針對教師應用資訊科技於教學方面做
了很多相關的研究。例如：過去許多學者研究指出國內資訊科技無法落實在教學上的主
要因素很多，包含資訊科技軟硬體設備不足、學校缺乏可供諮詢的專業資訊科技人員、
教師資訊素養不夠、上課時間不足、學生學習的問題及課程適用性的問題等[33][39][45]。
何志中[5]與林依潔[18]研究指出性別、教育程度與接受專業訓練的情形，對教師在採用
網路資訊行為上均有顯著的差異。根據美國教育部於2000年所調查之教師使用資訊科技
的報告顯示，教師在課程中採用資訊科技的主要障礙為電腦設備不足、缺乏教材準備的
時間以及缺乏教育訓練。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缺乏技術支援。雖然一位專職的
資訊教師(computer coordinator)可以幫助一般教師解決電腦軟硬體方面的問題。然而，
資訊教師大部分的時間仍需用在一般的教學工作上，所以他能夠協助一般教師的時間實
在非常有限[50]。另外，在有關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方面，過去
學者大都認為使用資訊科技教學相對於傳統教學在認知與情意方面，較有助於提昇學生
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12][31][35]。
綜合上述相關文獻探討可知資訊科技應用於教育上已多年，而以往的研究者大部分
都在探討資訊科技與教學成效的關係或資訊科技在教學上使用的困難，較少研究者去探
討教師在資訊科技方面的涉入度問題。因此，本研究將針對資訊科技涉入度與資訊科技
採用意圖進行相關研究，以供未來學校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與資訊科技採用時之參考依
據。
3.學習成效
(1) 學習成效的定義
學習是指經由某種活動或經驗而促使人的行為產生持久性或改變的歷程[23]。學習
也是一種建構和改變心理模式的過程[71][81]。而學習成效則是學習者經由學習活動後，
所成就的某種技能或知識的程度[27]。更有學者認為學習成效是指教學活動結束之後，
學習者在知識、技能及態度上的改變[20][77]。Wager[1]認為學習成效是指教師教學所期
望得到的成效，也可以說是教師期待學習者能夠達成的目標，而且他認為學習成效可以
發展成為成績評比的依據，也可以反映教學設計的優劣，更重要的是學習成效可以讓學
生了解老師對此次教學活動的期待。李堅萍[15]認為學習成效是指學習者達成認知
(cognitive)、情意(affective)與心理動作(psychomotor)三個學習目標的程度。蕭克昌[40]
認為學習成效是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達成教學目標的程度，教學者以科學方法和工具來
評估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藉此了解學習者在知識、技能及態度等方面的改變，以做為改
進教學品質或課程設計的參考。
(2) 學習成效的衡量
美國教育學者Bloom[52]依照教學目標將學習成效分為認知、情意及技能三大領域。
郭生玉[26]將Bloom的分類做了更進一步地說明。首先他認為學習成效在認知方面是指
學習者先備知識的轉變或當下所學知識的留存，其內容又分為知識、理解、應用、分析、
綜合、評鑑等六個層次，知識是屬於最低層的能力，評鑑則是層次最高的能力。教學者
可以透過成就評量來測得學生學習的成效，也可藉此診斷學生的學習困難；其次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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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在情意方面主要包含態度、興趣、理想、欣賞和適應方式等五項教學目標，而
其層次由低而高又分為接受、反應、價值判斷、價值組織和價值的性格化等，其評鑑的
方式則有觀察法、自陳量表法及友伴互評法；最後在技能方面他認為學習成效是指動作
技能的學習行為，例如：運動技能、樂器操作、舞蹈、演說…等能力，而其行為表現可
分為觀察、準備、模仿、表現、熟練、創意等六個層次，這些能力可以由實作測驗測得
學習者的熟練程度。
學習成效是教學者所關心的重要議題，然而教學者如何去衡量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呢？
許多專家學者對此提出了他們的見解。Tough[83]指出學生參與學習活動的動機和結果可
以用學習滿意度來解釋，它是一種對學習活動的感覺或態度，因此學習滿意度可以當作
衡量學習成效的指標。Baldwin與Ford[48]在研究中發現，大多數的研究者在衡量學習者
學習後的行為改變時，都採用自我評估方式。孫仲山、李德純[22]針對職業訓練學員學
習成效的影響因素做研究，他們使用自行編製的「學習層次職業訓練成效自評量表」，
來瞭解學習者對於職訓單位所提供的學習內容之理解與熟稔程度。李堅萍[15]在相關研
究中，以學習者在學習陶藝課程中的認知成績、技能成績與情意成績，作為衡量整體學
習成效的表現。馮兆康、潘麗卿、陳敏郎[32]於相關研究中使用的學習成效量表包括學
習態度、動機志趣、學習方式、活動表現、學習滿意、人際關係等六個衡量構面。朱彩
馨與彭虹綾[4]綜合過去相關學者所提出衡量學習成效之指標後，以學習成就、學習績效、
學習自我評估、課堂評估、滿意度、自我效能、參與程度、學習興趣、學習態度以及電
腦焦慮等十個構面來衡量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3) 學習成效的相關研究
近年來學者對於學習成效的研究相當多。而在這個資訊化的時代，師生之間的教學
模式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因此引發不少學者針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
係做研究。例如羅希哲等人[44]針對概念構圖融入電腦輔助教學法之學習成效及態度做
研究，結果發現概念構圖融入電腦輔助教學法對於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態度及學習成
就都有顯著的提升；黃孟儒[34]針對社會領域使用教學網站做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學生
在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方面，參與教學網站活動的學生高於接受傳統教學的學生；楊秀
滿[36]研究採用資訊科技教學對學生數學學習成效及學習興趣轉變的影響，結果發現教
師採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後，學生對數學的學習興趣有顯著改變，而在學習成效方面，
研究結果顯示採用資訊科技教學對中等程度的學生而言，其數學學習成效比其他程度的
學生有較顯著的差異。
此外，也有學者針對某種資訊媒體與學習成效的關係做研究，例如余泰魁[7]針對科
技媒介學習環境之學習成效做比較研究，結果發現無論學生或企業員工，在「社會影響
對參與動機」與「熟悉度對學習成效」這兩條路徑值並不顯著，但社會影響、參與動機
及自我效能等對學習成效均呈顯著相關；顏菀廷等人[43]研究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創新
合作學習模式對國小數學科學習成效與動機之影響，結果發現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創新
合作學習模式對學習成效和學習動機均有顯著的提升；另外，朱彩馨與彭虹綾[4]以科技
中介合作學習的架構為基礎，來探討資訊科技與教學策略如何透過學習者的心理因素之
影響，再去影響學習成效。他們發現在科技中介合作學習的環境中，影響學習成效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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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心理因素為結果預期、目標認同與自我效能。其中，學習者的自我效能心理因素對學
習成效最具解釋力，而科技中介所強調的合作學習，並非一開始就有立竿見影的學習效
果，它必須隨著學習經驗的累積方能產生較高的學習成績與滿意度。
由上述文獻探討可知，學習成效是學習者在經過學習活動後，所增加或增強的知識、
技能或情意的程度，且此程度會因為個人、環境或教學活動設計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而
學生的學習成效主要可區分為認知、情意及技能等三種。認知性的學習成效是指學習者
經過學習活動後，經評量測驗所測量出來的學習成績。而情意方面的學習成效是指學習
者經過學習活動後所表現出來的態度、興趣、欣賞等相關程度。至於技能方面的學習成
效則是指操作性技能的相關程度，例如：打字速度、運動技能熟練度、畫圖能力高低…
等。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可知，資訊科技促使教育環境產生極大的變革，無論是教師的教
學模式或是學生的學習方法，都與資訊科技密不可分。有鑒於此，本研究擬探討教師的
資訊科技涉入度對其資訊科技採用意圖與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以期研究的結果可以作
為教師課程活動設計之參考，進而以提供學生更多元、更優質的學習環境，以提升學校
的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架構與假說
由於過去的研究大多是將涉入度應用在消費者行為方面的研究，較少將涉入度引用
到資訊科技的採用上。因此，本研究將涉入度概念引用到資訊科技的採用上，以探討教
師在資訊科技的涉入度對其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和學生學習成效上的影響。本研究並進一
步探討資訊科技採用意圖是否會對教師在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
產生中介作用。以了解教師對資訊科技的涉入度與採用意圖對於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是
否有幫助？其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
H4

H2

資訊科技
涉入度

資訊科技
採用意圖

H1

H3

學習成效

圖一：研究架構
Goldsmith與Emmert[63]認為涉入度是消費者的一種內在心理狀態，它會受到消費者
對事物的心理認知所影響，當消費者感受到該事物的重要程度高時，就會多花時間去了
解該事物，如此其涉入度就相對提高。Zaichkowsky[86]認為隨著涉入度的不同，消費者
對於處理資訊的動機與尋求資訊之方式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將涉入度的看法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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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對資訊科技的採用上，並認為當教師知覺資訊科技在教學上的重要程度愈高時，
教師就會花愈多時間去了解學習資訊科技相關的軟硬體技能，如此教師對教學相關的資
訊科技的涉入度就會提高。本研究更進一步認為教師對教學相關的資訊科技產品的涉入
度若提昇將可能會影響教師採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意願或行為。另外，教師資訊素養
愈好，其教學創新能力及教學效能就愈佳，尤其是在資訊融入教學能力方面更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13][41]。因此，本研究認為教師對資訊科技的涉入程度愈高，則教師在教學
上採用資訊科技的意願也會相對提高。此外，教師對資訊科技的涉入度會影響教師本身
的資訊素養，進而影響教師的教學創新能力，而教師教學創新能力更是影響學生學習成
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認為教師對資訊科技的涉入程度愈高，則學生的學習
成效也會愈高。故而本研究提出以下兩個假設：
假設H1：教師資訊科技的涉入度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顯著的影響。
假設H2：教師資訊科技的涉入度對資訊科技採用的意圖有顯著的影響。
資訊科技將文字、圖像、聲音與動畫等功能整合並融入教材，使教材相對傳統教學
而言，呈現更具多元化、活潑化；而網路通訊的發達更讓學習情境打破了時空的限制，
讓教學者可以遠距教學、即時線上直播，更可以隨時隨地錄製教學活動並適時重播。學
習者不但可以選擇自己適合的時間地點做學習，甚至可依照自己的程度自行控制學習進
度或不斷地重複練習。彭富源[30]更指出資訊科技不僅提供學習者可自行建構適合自己
的學習環境外，它更使學習活動變得生動活潑。此外，教師藉由資訊科技虛擬實境的輔
助更可以將抽象難知的事物或定理加以具體化的呈現，使學生更容易理解抽象難懂的知
識。由此可知，資訊科技在教與學兩方面不僅帶來的多元性與便利性，更對整體的教學
活動和學習環境有莫大的助益。因此，本研究認為教師採用資訊科技的意願愈高，那麼
教師應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上的可能性會愈高，對於學生未來的學習成效亦會有所影響故
而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H3：教師採用資訊科技的意圖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顯著的影響。
資訊科技的採用會因個人差異、組織因素、系統特性、任務及環境等而有所差異，
換言之，性別、年齡、使用電腦的能力、使用者對資訊系統的熟悉度、對資訊科技知覺
有用性、易用性…等，都是影響資訊科技採用意願的重要因素[2][9]。這表示教師對資
訊科技的涉入程度會影響教師使用資訊科技的意願與能力。再者，根據以往的文獻顯示，
教師採用資訊科技於教學應用上，對學生的學習動機、態度、信心及知能等各方面的學
習成效都有正向的顯著影響[28][37]。因此，本研究認為隨著資訊科技不斷創新，教師
若能懂得將資訊科技資源，應用在教學上，必能提供學生更多元、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42]。也就是說，教師的資訊科技涉入度愈高，那麼教師應用
資訊科技於教學上的意願也會愈高，進而影響未來學生的學習成效。故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說：
假設 H4：教師採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上的意圖對於教師的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生的學習
成效上具有顯著的中介作用。
2. 研究變數定義與問項設計
茲將本研究之研究變數的定義整理並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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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科技涉入度：本研究定義的資訊科技涉入度是指教師在特定情境中對於與教學
相關之資訊科技軟硬體設備的關心程度。本研究擬以Zaichkowsky[86]所提出的個人
涉入量表(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Scale, PII)為依據，並參考陳曉萍、汪曼穎
[29]所設計的問卷來發展本研究之問項。
(2) 資訊科技採用意圖：本研究定義的資訊科技採用意圖是指教師於教學歷程中採用與
教學相關之資訊科技軟硬體設備進行輔助教學活動的意圖。而衡量構面則是根據
Karahanna等人[67]及Venkatesh等人[85]所提出的資訊科技使用行為意圖來設計發展
本研究之問項。
(3) 學習成效：本研究定義學習成效是學習者在經過學習活動的過程之後，所增加或增
強的知識或情意的程度。在衡量變數方面，由於本研究主要以國中教師為調查對象
(非技職專科學校教師)，所以問卷問項發展將不考慮技能的構面，而僅著重在認知
與情意部分。而問項的發展擇參考 Bloom[52]所提出來的認知與情意等兩大構面，
並參考張基成與徐郁昇[24]、吳維慈與高震峰[11]、羅希哲等人[44]等國內幾位研究
者所使用的問項來發展設計本研究之問卷問項。
本研究的問卷設計主要包含資訊科技涉入度、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學習成效及個人
背景資料等四個部分。其中，資訊科技涉入度共有 10 個問項；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共有 4
個問項；學習成效共有 8 個問項；個人背景資料則共有 10 個問項。而問卷的衡量尺度
則採用李克特七點量表，茲將各構面的衡量問項整理如附錄一所示。
3. 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以高雄市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而抽樣方式係採便利抽樣，並以不記名方式
進行。抽樣架構係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0 年 4 月 8 日頒佈，並於 102 年 7 月 31 日
修訂之「高雄市國民中學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人員每週授課節數編排要點」，將學校規
模分為 5 類，即 51 班(含)以上、41-50 班、31-40 班、13-30 班、12 班(含)以下 (高雄
市政府教育局 100 年 4 月 8 日高市四維教中字第 1000020267 號函訂)。同時，依據高雄
市教育局 102 年 11 月 12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高雄市公私立國中共 98 所，其中公立國
中 89 所，占 90.8%，私立國中 9 所，占 9.2%。本研究依照此比例來分配樣本數，以求
其更符合母體的分配情形。茲將學校按其規模、學校數、所占之比例及預計抽取的樣本
數，整理如表一所示。
四、資料分析
本章主要以 SPSS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之統計分析軟體來進行資
料分析與說明。首先針對樣本資料作敘述性統計，其次針對資訊科技涉入度、資訊科技
採用意圖與學習成效進行信效度分析，最後以迴歸分析來驗證本研究之假說。本研究問
卷發放時間為 102 年 11 月 18 日~102 年 12 月 2 日。問卷總共發出 250 份，回收了 237
份問卷，扣除填答過於集中或不完整之無效問卷 9 份後，本研究之實際有效問卷為 228
份，有效回收率達 91.2%。
1. 敘述統計分析
回覆問卷的樣本資料中，在性別的分佈上以女性居多佔 65.8%，而男性則為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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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齡的分佈上，以 34~43 歲最多，佔 40.8%；其次 24~33 歲為 35.5%； 44~53 歲，佔
20.6%；23 歲(含)以下，佔 1.8%；54 歲(含)以上，佔 1.3%。在婚姻情形分佈上，已婚佔
56.6%；未婚佔 42.5%；其他則佔 0.9%。在教育程度分佈上，則以碩士學歷最多，共佔
47.4%；其次是一般大學學士及師範院校學士，各佔 28.1%及 23.7%；再其次是專科學歷
佔 0.9%。在學校類別方面，公立學校佔 91.7%，而私立學校佔 8.3%。至於學校所在位
置，以鄉鎮區域最多，佔 59.2%；而都會區及偏遠地區各佔 36%及 4.8%。在學校規模分
布上，以 13~30 班最多，佔 26.8%，其次為 12 班(含)以下佔 25.4%，其餘依次為 51 班(含)
以上佔 21.5%、31~40 班佔 14.5%、41~50 班佔 11.8%；。在教師職務的分布上，以級任
導師最多，佔 52.2%；其餘依次為專任教師 25.4%、教師兼行政 21.1%。教師授課領域
的分布，以語文領域 35.1%最多；其次為數學領域 18%、自然領域 14.9%、社會領域 11.8%、
綜合領域 11.4%、健體領域 4.4%、藝文領域 4.4%。服務年資的分布以 16(含)年以上最
多，佔 22.4%；其次為 3 年(含)以下 21.9%；其餘依次為 7~9 年 16.2%、4~6 年 15.4%、
10~12 年 12.7%、13~15 年 11.4%。

學校規模

表一：高雄市學校規模與抽樣分配表
市立(90.8%)
私立(9.2%)
在私立中 抽樣
在市立中 抽樣
學校數
學校數
所占比例 人數
所占比例 人數

12 班(含)以下
13~30 班
31~40 班
41~50 班
51 班(含)以上

21
24
13
10
21

23.6
27.0
14.6
11.2
23.6

54
61
33
25
54

5
3
0
1
0

55.6
33.3
0.0
11.1
0.0

13
8
0
2
0

合計

89

100.0

227

9

100.0

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信效度檢定
(一)、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 (item analysis) 主要目的在於檢驗量表問項的堪用程度，它是測量整體信
效度的基礎。一般而言，問項的分項對總項之相關係數應達 0.3 以上，即符合統計的顯
著水準[19]。本研究之項目分析結果如表 4.5 所示。在資訊科技涉入度的問項部分，分
項對總項之相關係數皆大於 0.752；在資訊科技採用意圖部分的分項對總項之相關係數
皆大於 0.898。在學習成效部分的子構面—認知學習成效、情意學習成效等二個構面的
分項對總項之相關係數皆大於 0.671。綜合上述分析可知，本研究所針對資訊科技涉入
度、資訊科技採用意圖與學習成效所設計之測量項目是適合的。
(二)、因素分析
由於本研究是根據相關文獻探討後，再自行發展的問卷。因此，本研究以因素分析
來進一步分析樣本資料。在進行因素分析之前，本研究先對樣本資料進行因素分析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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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檢視，以判斷本研究所蒐集的樣本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將各構面分
析結果整理如表三所示，在 Bartlett 的球型檢定部分，各變項之相關係數檢定結果 P 值
均小於 0.05，顯示各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皆呈顯著相關，而各變數之 KMO 值均大於 0.866，
顯示本研究所回收之樣本資料很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表二：各構面之項目分析
構面

因素

資訊科技涉入度
資訊科技採用意圖
學習成效

認知
情意

題項
IN1-5
IN6-10
AD1-4
LN1-3
LN4-8

分項對總項之相關係數
0.754 ; 0.820 ; 0.778 ; 0.802 ; 0.791
0.766 ; 0.820 ; 0.842 ; 0.709 ; 0.752
0.904 ; 0.898 ; 0.941 ; 0.926
0.726 ; 0.703 ; 0.702
0.671 ; 0.811 ; 0.793 ; 0.709 ; 0.821

表三：KMO 與 Bartlett 檢定結果
項目名稱

KMO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Bartlett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自由度

顯著性

資訊科技涉入度

0.926

2115.244

45

0.000**

資訊科技採用意圖
學習成效
**p < 0.01.

0.876
0.866

1163.506
1392.039

6
28

0.000**
0.000**

在因素個數的選取原則上，本研究以因素特徵值(eignvalue)須大於 1；最大變異數
轉軸法(varmax)旋轉之後，選取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7 者；最大因素負荷量與次大
因素負荷量之差大於 0.3 者與共同性(communality)須大於 0.5 等原則進行[10]。根據這些
原則，本研究將未達上述標準之問項先予以刪除，其中資訊科技涉入度與資訊科技採用
意圖的題項皆符合標準，所以未刪除任何題項。而在學習成效構面，LN05 和 LN06 兩
題因為最大因素負荷量與次大因素負荷量之差沒有大於 0.3 者，故予以刪除。而 LN04
因為原屬於情意構面卻跑題至認知構面，故予以刪除。
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值來衡量各構面的內部一致性，其數值愈高表示各構面之
間的相關程度愈強。Cronbach’s α 要大於或等於 0.7，否則應該拒絕[75]。Cuieford[55]
表示 Cronbach’s α > 0.7 為高度相關，0.7 > Cronbach’s α > 0.35 為中度相關，若 Cronbach’s
α < 0.35 則為低度相關。因此，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 0.7、分項對總項的相關係數
(item-to-total correlations) > 0.35 為判定的標準。本研究將修正後各構面之分項對總項之
相關係數、Cronbach’s α 值與總體信度分析結果，整理如表四所示。由表四可知，本研
究各構面問項皆已具有相當良好的信效度。
3. 相關分析
(一)、資訊科技涉入度與資訊科技採用意圖
由表五可得知，資訊科技涉入度與資訊科技採用意圖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0.595*** (p
< 0.01)，顯示兩變數間具有非常顯著的中度正相關。這表示教師資訊科技的涉入程度愈
高，其在教學上採用資訊科技的意圖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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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修改後各構面之信效度值
構面

衡量
變數

資訊科技涉入度
資訊科技採用意圖
認知
學習成效
情意

編號
IN1-5
IN6-10
AD1-4
LN1-3
LN7-8

分項對總項之相關係數
0.754 ; 0.820 ; 0.778 ; 0.802 ; 0.791
0.766 ; 0.820 ; 0.842 ; 0.709 ; 0.752
0.904 ; 0.898 ; 0.941 ; 0.926
0.774;0.734;0.769;
0.839;0.839

Cronbachs’s α

總體信度
分析

0.946

0.946

0.967
0.871
0.909

0.967
0.856

(二)、資訊科技採用意圖與學習成效
由表五可得知，資訊科技採用意圖與認知學習成效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0.515*** (p <
0.01)，顯示兩變數間具有非常顯著的中度正相關。這表示教師在教學上採用資訊科技的
意圖愈高，學生的認知學習成效也會愈高。資訊科技採用意圖與情意學習成效之間的相
關係數為 0.313*** (p < 0.01) ，顯示兩變數間具有非常顯著的中度正相關，這表示教師
在教學上採用資訊科技的意圖愈高，學生的情意學習成效也會愈高。資訊科技採用意圖
與學習成效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0.477*** (p < 0.01) ，顯示兩變數間具有非常顯著的中度
正相關。整體而言，教師在教學上採用資訊科技的意圖愈高，學生的學習成效也會愈高。
(三)、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習成效
由表五可得知，資訊科技涉入度與認知學習成效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0.519*** (p <
0.01)，顯示資訊科技涉入度對認知學習成效之間具有顯著的中度正相關。這表示教師資
訊科技的涉入度愈高，學生的認知學習成效也會愈高。而資訊科技涉入度與情意學習成
效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0.402*** (p < 0.01) ，顯示兩變數間具有非常顯著的中度正相關，
這表示教師資訊科技的涉入度愈高，學生的情意學習成效也會愈高。資訊科技涉入度與
學習成效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0.529*** (p < 0.01) ，顯示兩變數間具有非常顯著的中度正
相關。整體而言，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愈高，學生的學習成效也會愈高。
4. 迴歸分析
(一)、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由表六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資訊科技涉入度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之正向影響 (調
整後的R2= 0.277，F= 87.982，D-W值= 1.959；標準化係數Beta之估計值為0.529，t= 9.380，
P= 0.000)。這代表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愈高時，學生的學習成效也就愈高。就整條迴歸
估計方程式Y= 1.895+0.609X1來說 (Y代表學習成效；X1代表資訊科技涉入度)，教師資
訊科技涉入度對學生學習成效具有相當不錯的解釋能力。
由於資訊科技涉入度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檢定資訊
科技涉入度對學習成效的各個子構面的影響。由表七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資訊科技涉
入度對認知學習成效具有顯著之正向影響 (調整後的R2= 0.266，F= 83.295，D-W值=
1.985；標準化係數Beta之估計值為0.519，t= 9.127，P= 0.000)。這代表教師資訊科技涉
入度愈高時，學生的情意學習成效也就愈高。就整條迴歸估計方程式Y1= 2.133+0.584X1
來說 (Y1代表認知學習成效；X1代表資訊科技涉入度)，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對學生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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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具有相當不錯的解釋能力。
表五：資訊科技涉入度、資訊科技採用意圖與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
資訊科技涉 資訊科技採
入度
用意圖
資訊科技涉
入度
資訊科技採
用意圖

Pearson 相關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相關

認知
學習成效

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相關

情意
學習成效

認知
學習成效

情意
學習成效

1

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相關

學習成效

學習
成效

顯著性 (雙尾)

.595***

1

.000
.529***

.477***

1

.000

.000

.519***

.515***

.879***

.000

.000

.000

.402***

.313***

.866***

.523***

.000

.000

.000

.000

1
1

***在顯著水準為 p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表六：資訊科技涉入度對學習成效之簡單迴歸
變數
(常數)
資訊科技涉入度
R²
F
P
Adj. R²
D-W 值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之估計值
1.895
.609

學習成效
標準化係數之
標準誤
Beta 分配
.397
.065
.529
0.280
87.982
0.000
0.277
1.959

t

顯著性

4.777
9.380

.000
.000

由表七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資訊科技涉入度對情意學習成效具有顯著之正向影響
(調整後的R2= 0.158，F= 43.601，D-W值= 1.899；標準化係數Beta之估計值為0.402，t=
6.603，P= 0.000)。這代表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愈高時，學生的情意學習成效也就愈高。
就整條迴歸估計方程式Y2= 1.539+0.648X1來說 (Y2代表情意學習成效；X1代表資訊科技
涉入度)，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對學生的情意學習成效具有相當不錯的解釋能力。
由於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對學生的整體學習成效、認知學習成效及情意學習成效都
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研究假說H1獲得支持。
H1：教師資訊科技的涉入度對學生學習成效有顯著的影響。
(二)、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對資訊科技採用意圖的影響
由表八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資訊科技涉入度對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具有顯著之正向
影響 (調整後的R2= 0.352，F= 102.078，D-W值= 1.967；標準化係數Beta之估計值為0.595，
t= 11.139，P= 0.000)。這代表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愈高時，其對資訊科技採用的意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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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愈高。就整條迴歸估計方程式X2= -0.799+1.026X1來說 (X2代表資訊科技採用意圖；
X1代表資訊科技涉入度)，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對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具有相當不錯的解
釋能力。由於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對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研
究假說H2獲得支持。
H2：教師資訊科技的涉入度對資訊科技採用的意圖有顯著的影響。
表七：資訊科技涉入度對認知與情意學習成效之簡單迴歸
變數
(常數)
資訊科技涉入度
R²
F
P
Adj. R²
D-W 值

變數
(常數)
資訊科技涉入度
R²
F
P
Adj. R²
D-W 值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之估計值
2.133
.584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之估計值
1.539
.648

認知學習成效
標準化係數之
標準誤
Beta 分配
.391
.064
.519
0.269
83.295
0.000
0.266
1.955
情意學習成效
標準化係數之
標準誤
Beta 分配
.599
.098
.402
0.162
43.601
0.000
0.158
1.899

t

顯著性

5.459
9.127

.000
.000

t

顯著性

2.569
6.603

.011
.000

表八：資訊科技涉入度對資訊科技採用意圖之簡單迴歸
變數
(常數)
資訊科技涉入度
R²
F
P
Adj. R²
D-W 值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之估計值
-.799
1.026

資訊科技採用意圖
標準化係數之
標準誤
Beta 分配
.563
.092
.595
0.354
102.078
0.000
0.352
1.967

t

顯著性

-1.421
11.139

.157
.000

(三)、教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由表九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教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生學習成效具有顯著之
正向影響(調整後的R2= 0.224，F= 66.614，D-W值= 1.845；標準化係數Beta之估計值為
0.477，t= 8.162，P= 0.000)。這代表教師資訊科技採用的意圖愈高時，其學生學習成效
也就愈高。就整條迴歸估計方程式Y=3.864+0.319 X2來說 (Y代表學生學習成效；X2代表
教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教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生學習成效具有相當不錯的解釋
能力。
由於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檢定
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習成效的各個子構面的影響。在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習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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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構面方面，由表十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認知學習成效具有顯著
之正向影響 (調整後的R2= 0.262，F= 81.479，D-W值= 1.899；標準化係數Beta之估計值
為0.515，t= 9.027，P= 0.000)。這代表教師資訊科技採用的意圖愈高時，學生的認知學
習成效也就愈高。就整條迴歸估計方程式Y1= 3.852+0.336X2來說 (Y1代表認知學習成效；
X2代表資訊科技採用)，教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生認知學習成效具有相當不錯的解
釋能力。
表九：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習成效的影響之簡單迴歸
未標準化係數
變數
Beta 之估計值
(常數)
3.864
資訊科技採用意圖
.319
R²
F
P
Adj. R²
D-W 值

標準誤
.217
.039

學習成效
標準化係數之
Beta 分配
.477
0.228
66.614
0.000
0.224
1.845

t

顯著性

17.802
8.162

.000
.000

由表十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資訊科技涉入度對情意學習成效具有顯著之正向影響
(調整後的R2= 0.094，F= 24.582，D-W值= 1.813；標準化係數Beta之估計值為0.313，t=
4.958，P= 0.000)。這代表教師資訊科技採用的意圖愈高時，學生的情意學習成效也就愈
高。就整條迴歸估計方程式Y2= 3.881+0.293X2來說 (Y2代表情意學習成效；X2代表資訊
科技採用意圖)，教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生的情意學習成效具有相當不錯的解釋能
力。
由於教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生的整體學習成效、認知學習成效及情意學習成效
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研究假說H3獲得支持。
H3：教師採用資訊科技的意圖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顯著的影響。
(四)、教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習成效之中介效果檢驗
資訊科技涉入度與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習成效之複迴歸分析結果如表十一所示，
由表十一可知，資訊科技涉入度與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習成效具有顯著之正向影響
(調整後的R2= 0.315，F= 53.150，D-W值= 1.924；標準化係數Beta之估計值為分別為0.380
與0.251，t值分別為5.557與3.670，P皆為0.000)。這代表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與教師資訊
科 技 採 用的 意圖 愈 高時 ， 學 生的 學習 成 效 也 就 愈 高。 就整 條 迴歸 估 計 方程 式 Y=
2.029+0.437X1+0.168X2來說 (Y代表學習成效；X1代表資訊科技涉入度； X2代表資訊科
技採用意圖)，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與教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生的學習成效具有相
當不錯的解釋能力。
Baron與Kenny[49]對中介變數的判定提出了四個準則：(1)自變數對依變數具有顯著
的效果。(2)自變數對中介變數具有顯著的效果。(3)中介變數對依變數具有顯著的效果。
(4)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的顯著效果，會因為中介變數的介入而減弱，甚至變成不顯著的
情形。本研究根據這四個準則，並使用簡單線性迴歸及複迴歸分析來判定資訊科技採用
意圖對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習成效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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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認知與情意學習成效之簡單迴歸
變數
(常數)
資訊科技採用意圖
R²
F
P
Adj. R²
D-W 值

變數
(常數)
資訊科技採用意圖
R²
F
P
Adj. R²
D-W 值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之估計值
3.852
.336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之估計值
3.881
.293

認知學習成效
標準化係數之
標準誤
Beta 分配
.207
.037
.515
0.265
81.479
0.000
0.262
1.899
情意學習成效
標準化係數之
標準誤
Beta 分配
.328
.059
.313
0.098
24.582
0.000
0.094
1.813

t

顯著性

18.618
9.027

.000
.000

t

顯著性

11.828
4.958

.000
.000

表十一：資訊科技涉入度與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習成效之多元迴歸
學習成效
變數
(常數)
資訊科技涉入度
資訊科技採用意圖
R²
F
P
Adj. R²
D-W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之估計值
2.029
.437
.168

標準誤
.388
.079
.046

標準化係數之
Beta 分配
.380
.251
0.321
53.150
0.000
0.315
1.924

t

顯著性

VIF

5.230
5.557
3.670

.000
.000
.000

1.549
1.549

由表六的資訊科技涉入度對學習成效的迴歸分析可知，資訊科技涉入度對學習成效
的影響達顯著水準 (R2=0.280，Beta=0.529，P= 0.000)。由表八的資訊科技涉入度對資
訊科技採用意圖的迴歸分析可知，資訊科技涉入度對資訊科技採用意圖的影響達顯著水
準 (R2=0.354，Beta=0.595，P= 0.000)。由表九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習成效的迴歸分
析可知，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達顯著水準(R2=0.228，Beta=0.477，
P= 0.000)。而由表十一的資訊科技涉入度與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習成效的複迴歸分析
結果顯示，資訊科技涉入度與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生學習成效的的影響皆達顯著水準
(R2=0.321，P= 0.000)。由以上分析可知，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在置
入資訊科技採用意圖之變數後並無共線性問題(VIF值=1.549 < 5)，且其迴歸係數由未加
入中介變數前的0.529降為加入中介變數後的0.380，這表示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生
學習成效之間的影響關係會因為加入教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而減弱，但仍然達顯著水準。
由此可知，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具有部分中介的
效果。因此本研究假說H4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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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教師採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上的意圖對於教師的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生的學習成效
上具有顯著的中介作用。
綜合以上相關與迴歸分析結果可知，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對學生的學習成效具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這表示教師資訊科技涉入的程度愈高，學生的學習成效表現就愈好。而
教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生的學習成效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表示教師在教學上
採用資訊科技的意圖愈高，學生的學習成效表現也會愈好。因此，教師若想要有效提升
學生的學習成效，則在教學上應用資訊科技是不可或缺的。綜合上述，本研究之假説皆
已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五、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探討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以及資訊科技採用
意圖在它們之間所扮演的中介效果。本研究首先根據先前的相關文獻，依序推導出本研
究的架構以及各個衡量構面之量表；其次，本研究以高雄市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並以
紙本問卷方式進行問卷調查，總共回收了 228 份有效問卷；接著，本研究以敘述性統計
來了解樣本之分佈情況，並以項目分析和因素分析來進行問卷的信效度分析。最後，本
研究以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來深入探討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習成效之間的影響效果以
及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習成效之間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與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對學生的學習成效具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本研究更進一步發現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與資訊科技採用意圖
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子構面─認知學習成效及情意學習成效也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由
此可見，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的程度與採用的意圖愈高，則學生的學習成效無論在認知
方面或情意方面也都會愈高。此外，教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在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與學
生學習成效之間，具有顯著的部分中介效果。這表示若教師將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的
意圖愈高，則愈能正向影響學生之學習成效。
2. 建議
資訊科技儼然已成為教學環境中所不可或缺的一環。雖然教育當局已在校園中實施
資訊教育多年，但可能礙於經費問題，使得學校中之資訊科技相關設備仍顯不足。若要
使教師對資訊科技的應用更積極，教育當局就必須想辦法讓學校內之資訊科技設備更加
充實，使教師在資訊科技使用上不虞饋乏。此外，本研究發現教師資訊科技涉入度對教
師資訊科技採用意圖與學生學習成效均具有顯著影響。因此，本研究建議教育當局應建
立獎勵制度，鼓勵教師從事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的研究，並廣泛蒐集教師應用資訊科技
於教學的成功案例，然後將這些研究成果及成功案例廣為宣導，如此便能提升教師對資
訊科技的涉入度，進而提升教師於教學上採用資訊科技的意圖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本
研究更建議學校與教師都必須深切地體認傳統講述教學方式已無法完全應付當今多元
學習的教育環境。因此，教師應該主動調整教學模式，而學校亦應配合教師的改變給予
鼓勵與支援，以期進一步提升教師應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上的意願。由於資訊科技的蓬勃
發展，使得當今教育環境已大為改變，教師在教學上必須注入新的元素─資訊科技，如
此方能使本身的教學不斷創新，進而提升教學品質，而學生的學習也能因此更多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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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效。同時，本研究建議學校應定期辦理資訊科技相關研習，以增進教師資訊科技應
用的能力。
由於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故僅能以受測者所填答的情形來瞭解教師目前的資
訊科技涉入及採用意圖。再者，本研究僅以高雄市的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因此研究結
果可能受到侷限。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能輔以訪談及觀察法等方式，並擴大研究範圍
與研究對象，以期研究結果更加周延。在學習成效部份，為恐國中生對於自我的學習成
效評估力有未逮，故而將學生之學習成效亦交由老師來評估，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
採用實驗法來比較對照學生之學習成效。此外，不同類型的資訊科技設備對學生的學習
成效也許有不同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不同類型的資訊科技設
備來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以增進研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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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資訊科技涉入度的問項
研究構面

資訊科技
涉入度

編號

問

項

IN01

資訊科技在教學上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IN 02

資訊科技在教學上對我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IN 03

資訊科技在教學上對我來說是很有用的。

IN 04

資訊科技在教學上對我來說是很有價值的。

IN 05

資訊科技在教學上對我來說是很有益處的。

IN 06

資訊科技在教學上對我來說是很有趣的。

IN 07

資訊科技在教學上對我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

IN 08

資訊科技在教學上能滿足我個人的需求。

IN 09
IN 10

資訊科技在教學上能讓我感到很興奮。
資訊科技帶給我很大的樂趣。

二、資訊科技採用意圖的問項
研究構面

資訊科技
採用意願

編號

問

項

AD01

我打算在未來的六個月中採用資訊科技來輔助我的教學。

AD02

我打算在未来六個月中嘗試經常使用資訊科技來輔助我的教學。

AD03

我預測我在未來六個月中將使用資訊科技來輔助我的教學。

AD04

我計劃在未來六個月中使用資訊科技來輔助我的教學。

三、學習成效的問項
研究構面

認知

編號

問

LN01

我認為將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對學生的知識增長有幫助。

LN02

LN04

我認為將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對學生的知識保留有幫助。
我認為將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對學生在課程內容的瞭解上有幫
助。
我認為將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對學生學習興趣的提升上有幫助。

LN05

我認為將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對學生思考的激發上有幫助。

LN06

我認為將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對學生的問題與討論上有幫助。

LN07

我認為將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能增進學生彼此之間的互動。

LN08

我認為將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能增進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互動。

LN03

情意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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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背景資料
個人資料

個人
背景資料

編號
1
2
3

問
項
性別
年齡
婚姻狀況

4
5
6

教育程度
任教學校的類別
任教學校所屬的區域

7

教學校的規模

8
9
10

職務
授課的領域
服務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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