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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lanning and setting up of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al Web
(CBEW) for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Digital Logic” course. This study wa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aspects: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職「數位邏輯」能
力本位教學網站規畫及建置之適切性。研
究內容主要在探討：(一) 如何運用能力本
位課程發展策略編製高職電機科「數位邏
輯」能力本位網路教材。(二)比較傳統教學
與能力本位教學網站教學對電機科學生於
數位邏輯課程學習之影響。(三) 瞭解學習
者及專家對於能力本位教學網站進行「數
位邏輯」教學之看法。本研究採不等組前
測─後測之準實驗設計。

1. How to utilize the developing strategy of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al course to
compil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Digital
Logic” course. 2. To compar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strategy and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al Web strategy
on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Digital Logic”
course. 3. To understand the opinions of
learners and experts on “Digital Logic”
course Teaching through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al web.

本研究首先發展「數位邏輯」能力本
位網路教材，接著建置能力本位教學網站
，實施七週二十一小時的實驗教學，最後
考驗學習成就差異性及進行專家和學習者
的教學系統評估。本研究所獲得的研究發
現與研究結論可分為六個方面進行說明：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of
disparate group pretest and posttest was used
(一)、能力本位教材網路的建置與規畫。
for the study.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al
(二)、教學過程的觀察結果。
materials for “Digital Logic” course, and then
(三)、兩組學生參與學習成就測驗的結果。 set up the ability-based teaching web. Next,
both groups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al
(四)、學習者對於能力本位網路教學系統的 teaching for twenty-one hours within seven
weeks. At last, both groups were tested to
評估。
see the diversity of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五)、專家評對於能力本位網路教學系統的
the evaluation for teaching system of experts
評估。
and learners was proceeded.
(六)、學習者對於能力本位網路教學系統的
The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of this
滿意度。
study were listed as follows:
最後，針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以作
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1. The planning and setting up of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al Web
teaching materials.

關鍵詞：能力本位教育、數位邏輯、遠距
教學、網路教材

2. The observation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cess.

Abstr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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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電腦、網路通信及視聽多媒體
等科技，在數位化的基礎上緊密結合為一
體，形成了資訊科技，許多教育工作者積
極努力，利用資訊科技，發展出一個在網
路上的教學環境，例如遠距教學、網路教
室以及虛擬學習社區等。網際網路配合知
識爆炸引起終身學習的發展，架構在資訊
網路上的教學情境，儼然形成一波教學科
技最新的發展趨勢。

3. The result of the achievement teats for
both groups.
4. The learners’ evaluation of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al web
teaching system.
5. The experts’ evaluation of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al web
teaching system.
6. The learners’ satisfaction of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al web
teaching system.

(二)、遠距教學對於學習型態的改變與未
來趨勢

Finally,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as
references for the follow-up studies.

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之下，加上資訊科
技的進步生活化，利用電腦網路所進行的
遠距教學，已普遍成為各界研究發展的重
點，電腦網路應用在教育上成為未來主要
的學習方式之一。教育部於民國七十九年
建立 TANET，為網路資訊教育開創先機，
而因應資訊時代的來臨，接著於八十二年
規畫改善各級學校資訊教學計畫及電腦輔
助教學發展及推廣計畫，自課程、設備、
師資、教材等方面著手，近年來接著規畫
遠距教學中程發展計畫、社會資訊基本建
設人才培訓計畫、社會教育資訊網等工程
，八十七年十月執行資訊教育基礎建設擴
大內需方案，目前所有中小學皆完成網路
電腦教室（陳立祥，1999）。Goeller（1998
）指出網路教學可能會徹底改變人們學習
以及企業訓練的模式。網路已成為現今傳
播知識最重要的途徑，教育工作者必須善
用工具，才能讓教學成效事半功倍。

Keywor ds: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al,
Digital
Logic,
Distance
Education,
Web-based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二、緣由與目的
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透過網路
的連接，學習者可以依自己的興趣、喜愛
，選擇自己想要學習的內容，以達到適性
學習的目的。
(一)、能力本位教育的發展潮流
能力本位教育依職業的實際需求進行
能力分析，編製能力本位課程，鼓勵學生
以自學自評的方式完成訓練，並透過學後
評量來確認學習成效，由於成效顯著，所
以能力本位教學為先進國家肯定之最有效
訓練方式，目前世界各國皆爭相實施以提
高國家競爭力。

遠距教學是結合資訊與通訊技術，不
侷限於教室課堂上的教學活動，而是將整
個教學活動擴展至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
領域。遠距教學提供學習者一個不需要與
老師面對面的學習途徑，教師對教學系統
、學生對教學系統、教師對學生等三方面
都須建置互動的機制。Krause（1994）認
為全球資訊網的瀏覽器操作容易、全球資
訊網可快速的連結想看的內容、生動有的
多媒體操作介面以及撰寫首頁非常容易，
所以受到大眾的歡迎。由於網際網路具有
豐富的資源，再加上具有資訊開放及容易
整合的特性，所以利用網際網路發展遠距

提供學習者適性化的教材，必須考量
教材內容的深淺難易，能力本位教材可以
提供給不同能力的學生難易度適合的教材
，進而達成適性化教材內容的目的。同時
，藉由所建構教材的特性及能力本位的學
習模式，可以讓學習的過程當做學習成就
的重要依據。能力本位教育除具有明確之
教育與訓練目標外，同時強調教學過程，
在其教學過程中，強調學生個別差異的存
在，注意學生學習經驗的累積，學生成就
的範圍以及學習速度與學習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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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是目前教育界教學研究的熱門主題
（Robert, 1998）。

(四)、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背景及動機，本研究針對
高職「數位邏輯」課程進行規劃及建置
，研究目的敘述如下：

遠距教學系統平台的研發多為學術研
究機構所建置，其中絕大多數的平台可說
是架構在 Unix 作業系統的環境，這樣的操
作環境對一般有心想製作非同步教材的教
學者具有一定的門檻（夏明義，2000）。
而近年來隨著寬頻網路的建立，網路傳輸
速率的提昇、網頁設計技巧的發展，網路
教學的環境也漸趨成熟。

1. 運用能力本位課程發展策略編製高職
「數位邏輯」能力本位網路教材。
2. 建置非同步遠距教學平台，規劃高職
「數位邏輯」能力本位教學網站。
3. 比較傳統教學與網際網路能力本位教
學方式對於高職「數位邏輯」學習成
就之影響。

(三)、因應高職課程的改變
教育部在民國 87 年 9 月以後，陸續公
布高職工業、商業、農業、家事、海事水
產、醫護、藝術等七類及一般科目課程標
準，共計六十四科別、一千餘科目，並於
八十九學年度開始實施。教育部為了因應
社會的脈動與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重新
修訂高職課程標準，然而高職新課程與舊
課程變動幅度相當大，有些專業科目消失
，相對的同時產生新的課程，而在授課總
節數減少的情況之下，學生的專業基本能
力是否能夠保持一定的水準？學生升上四
技二專後，是否有足夠的能力銜接課程？
這對於目前高職學生及老師都是一項嚴厲
的挑戰。

4. 瞭解專家與學習者對於網際網路能力
本位教學策略進行「數位邏輯」教學
之看法。
5. 將研究所獲得的結論，提出具體建議，
以供未來設置能力本位教學網站時之
參考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了發展符合高職電機科「數
位邏輯」課程能力本位網路教材，並瞭解
所發展之「數位邏輯」能力本位課程網路
教材，透過非同步遠距教學的方式探討對
電機科學生學習之影響，本研究以國立台
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電機科二年級修習「
數位邏輯實習」課程學生為對象，實施教
學實驗研究。為達研究目的，首先選定非
同步遠距教學系統平台，然後依能力本位
課程發展策略發展「數位邏輯」課程之能
力本位網路教材，透過實驗教學方式以蒐
集本網路教材教學之相關資訊，探討能力
本位網路教材對於學生學習的影響，本研
究的理論架構，如圖 1 所示。

高職新課程與舊課程最主要的差異為
專業科目的節數滅少，其中衝擊最大的是
實習課，由於實習課的上課時數由以往的
八小時，縮減至目前的三小時，對於上課
的深度及廣度都變得很難要求。專業科目
及實習課程時數減少之後，授課教材的內
容及學生的能力要求也隨之調整，但學生
未來就業或升學時，其受到的能力要求，
卻不會因而降低。利用遠距教學方式進行
教學，可以打破老師與學生在教學過程中
所受到的限制，許多學校實施學年學分制
之後，學校最頭痛的問題是學生補修的問
題，而也有許多學校利用遠距教學的方式
讓學生補修，所以利用遠距教學實施教學
，對於目前實施新課程及學年學分制而衍
生的問題，提供另一個解決問題的途徑。

1. 控制變項
(1).學生專業能力：指一年級電機科學生專業
基礎科目：基本電學、電工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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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制 變 項

自 變 項

學學後看法。

依 變 項

(1)學習成就量表：學習成就測驗。

學生專業基礎能力
1.基本電學
2.電工實習

(2)單元學後量表：包括基本邏輯閘單元
及組合邏輯單元學後量表。

學習成效
教學策略
教師教學能力
1.專業知識
2.教學經驗

教學與評量
1.教學內容
2.評量工具

控制組：傳統教學
實驗組：能力本位
網站教學

(一)學習成就
測驗
(二)能力本位
教學學後
看法

(3)系統評估表：包括數位邏輯課程學習
者及專家評估表。
(二)、能力本位教學策略發展流程圖

質的研究
觀察教學過程

在研究的過程中，以文獻探討之結論
，作為教材發展、教學系統選用以及教材
轉置至教學網站的參考依據。教學網站建
置完成後，即進行專家評估，經由專家意
見修正教材內容後，隨即進行實驗教學，
並觀察整個教學過程。俟網路教材教學完
成後，再經過學習者評估，進而完成整個
研究的結論與報告，以作為未來建置網路
教材時之參考，網際網路能力本位教學策
略發展流程圖，如圖 2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2).教師教學能力：指任課教師擔任「數
位邏輯實習」課程之教學能力，包括
專業知識及教學經驗，在實驗過程加
以控制。本研究由同一位教師擔任兩
組教學工作，故兩組授課教師之專業
知識與教學經驗沒有差異。
(3).教學與評量：指「數位邏輯」課程的
教學進度與評量工具。此由實驗過程
中兩組學生採相同的學習單元進度與
評量工具。

相關文獻
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能力本位網站教學對
高職電機科學生「數位邏輯實習」課程學
習成效之影響。本研究架構之自變項為教
學策略，採用準實驗設計將學生樣本分為
實驗組及控制組進行教學。各組之教學方
式如下所述：

課程系統
發展及教
材分析

課程內涵

部頒課程標準

2. 自變項

能力本位教
育理論

教學網站建置
探討

網路學習理
論探討

確立課程目標

專家訪談

發展能力目錄

發展教材及評量試題

能力本位教學網站規劃與建置
網站建置

(1)控制組：採用一般傳統之講述教學，
實施過程為講解學習單元電路之功
能分析、動作順序、元件介紹、電路
圖分析與實際接線練習。

專家評估檢核

實施教學

(2)實驗組：採用能力本位教學網站進行
教學，實施過程中透過非同步遠距教
學的方式，學生上網自行學習與練習
自教學網站內的所呈現的網路教材
，老師從旁引導學生學習或協助學生
解決學習過程的疑惑。

線上單元教學

線上單元評量

觀
察
試
教
過
程

後測(控制組及實驗組)

系統評估
與最佳化
之建構

學習者評估檢核

謀求改進之策並修正系統修正

提供高職設置能力本位教學網站之參考

3. 依變項
主要探討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數
位邏輯實習」課程學習成就、能力本位教

圖 2 網際網路能力本位教學策略發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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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修正

實
驗
教
學
前測(控制組與實驗組)

、研究工具、及網站系統評估表，根據專
家及任課教師所提出意見與建議進行修正
。

(三)、研究實施
1. 準備工作
針對現有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能力
本位教學相關理論及高職新課程實施的情
形進行文獻探討，加以分析、統整，整理
、歸納，以形成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及研究
架構。

6. 建置與測試教學網站
將所發展的能力本位線上教材、單元
測驗題目及參考資料，建置於電腦資料庫
，並與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平台結合，將
網路教材透過瀏覽器呈現出來，以進行非
同步遠端的測試、修正與檢討，非同步遠
距教學系統之教師管理環境及學生學習環
境，如圖 4、圖 5 所示。建置完成後邀請專
家學者從網站功能、使用者介面以及教材
編製策略對本系統進行評估，並予修正。

2. 選擇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
依能力本位課程教學的特性及教學需
求，選擇適合能力本位教學的非同步遠距
教學系統，以作為高職「數位邏輯」教學
網站建置的平台，如圖 3 所示。

圖 3 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登入畫面
圖 4 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 - 教師管理環境

3. 發展能力本位網路教材
依能力本位教育的課程發展理論，並
參照高職電機科「數位邏輯實習」課程的
課程目標，發展高職「數位邏輯」課程，
擬定各單元之具體學習目標，並依學習目
標進行各單元能力本位網路教材之發展。
4. 發展各式量表及系統評估表
針對數位邏輯教學內容及能力本位教
學網站系統，發展專業基礎能力量表、基
本邏輯及組合邏輯各單元學後測驗量表、
學習成就量表，專家系統評估表以及學生
學後評估表。

圖 5 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 - 學生學習環境

5. 能力本位教材與研究工具之發展

7. 實施試教與評量

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及「數位邏輯」課程之
資深任課教師，編製課程能力分析、單元
學後測驗量表、學習成就量表、能力本位
線上教材審查。並透過專家會議審查教材

配合學校課程的實施，進行網路教材
的試教，透過網際網路，學習者遠端登入
能力本位教學系統，進行「數位邏輯實習
」課程之學習，經由一連串反覆的網路學

6

習、評量過程，除了對教學系統進行試教
，並蒐集資料進行統計考驗，以瞭解能力
本位網路教材對於學生學習的影響。

(三)、由表 3 看出共變數分析的結果，在剔
除「專業基礎能力（前測分數）之影響」
的共變量後，兩種教學方式在學習成就學
科測驗（學科後測）上達到顯著的差異（
F= 7.78, p = .009）
。

8. 學習者學後評估
試教結束之後，請學習者對本教學網
站進行學後評估，填答者分別從「極為同
意」、「同意」、「無意見」、「不同意
」、「極不同意」五個選項加以勾選，從
學習者的觀點提出具體的意見與建議，藉
以瞭解學習者對能力本位教學網站的滿意
程度及具體看法，藉以探討本能力本位網
路教材的適切性及修正意見，作為未來建
置之參考。

表 3 兩種教學在後測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組別）

（誤差）

0.89

組合邏輯後測

0.87

整體學習成效後測

0.85

傳統教學
能力本位教
學網站教學

人數 平均數
16
17

48.82
46.82

標準差
7.91

2077.47

7.78**

8010.83

30

267.03

x = 4.06、數位邏輯課程內容 x = 4.06、單
元測驗 x = 3.85、整體 x = 4.01。其中遠距
教學系統、 數位邏輯課程內容介於同意與
非常同意之間，而單元測驗介於無意見與
同意之間。
表 4 實驗組學生在能力本位教學網站系統
評估表中各向度之平均數及標準差

t值
0.615

10.82

7

人 數
N

題
數

遠距教學系統

17

數位邏輯課
程內容

項

表 2 專業基礎能力前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別

1

由表 4 得知，學生經能力本位教學網站學
習後，對於評估表中遠距教學系統、 數位
邏輯課程內容及單元測驗等三個向度以及
整體表現的平均數分別為遠距教學系統

(二)、表 2 之資料顯示，為各組學生在專
業基礎能力（前測）量表中所得的描述性
資料，t 值為 0.615，p>.05，未達顯著水準
。即兩組學生接受專業基礎能力測驗的平
均數未達顯著差異水準；換言之，兩組學
生在基本電學和電工實習課程之基本概念
、基本元件相關知識工具之使用及電路實
驗等基本背景能力並無顯著差異。

組

2077.47

(四)、根據文獻探討及專家意見將此評估表
分為遠距教學系統、數位邏輯課程內容及
單元測驗三個向度。在題目部分除了次數
分配的統計外，也將各題轉成 Likerts 五點
量表計分方式，即選「非常同意」給 5 分
、
「同意」給 4 分、
「無意見」給 3 分、
「不
同意」給 2 分、
「非常不同意」給 1 分，以
計算每一個問題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希望
藉此更清楚的顯示學習者評估的情形。

KR-20 信 度 係 數

基本邏輯閘後測

F值

**:p<.01

表 1 評量工具之信度

0.77

MS

組內

(一)、本研究使用之評量工具依據雙向細目
表編製測驗，編製過程中酌取專家意見，
不同單元教材依其重要性，給予不同的比
重。測驗量表採庫李信度(KR-20)分析，所
得之信度，如表 1 所示：

基礎專業能力前測

df

組間

四、資料分析與結果

評量工具

SS

目

平 均 數 標準差

x

SD

7

4.06

0.26

17

9

4.06

0.16

單元測驗

17

5

3.85

0.20

整

17

21

4.01

0.22

體

(五)、由表 5 得知，專家針對能力本位教學
網站評估表中教學內容、教材品質、教學
互動、能力本位教學策略應用及遠距學習
系統等五個向度以及整體表現的平均數分

表現偏低，顯示學生此部份的專業基礎
能力不足。
3.參與研究學生在各單元學後評量之術
科相關題目的得分表現，普遍不佳，
顯示高職電機科學生對於術科的操作
能力較為薄弱。

別為教學內容 x = 4.57、教材品質 x = 4.08
、教學互動 x = 4.74、能力本位教學策略應
用 x = 4.27、遠距學習系統 x = 4.38、整體

4.學生登出、入的平均次數頻繁，顯示部
份學生進行網站學習時，對於網路教
材的注意力無法持久，探究其原因可
能缺乏活潑生動的介面及網路傳輸的
速度慢以致學生無耐心等待。

x = 4.36。由以上統計結果得知教材品質傾
向於同意，而教學內容、教學互動、能力
本位教學策略應用及遠距學習系統介於同
意與非常同意之間。
表 5 專家在能力本位教學網站系統評估表
中各向度之平均數及標準差
人 數

平均數

5.整個學習過程中的每一個學習單元第
一次測驗分數與每一個學習單元最後
一次測驗分數，兩者之間達顯著差異
，顯示學習者學習過程是有進步的。

N

題
數

教學內容

8

7

4.57

0.22

教材品質

8

11

4.08

0.42

教學互動

8

7

4.74

0.15

6.整個學習過程中，每週有一個小時的時
間進行線上討論，發現學生參與線上
討論的情形並不踴躍，顯示學生不善
利用網路資源進行學習。

能力本位教學
策略應用

8

12

4.27

0.43

7.整理學習者所提供綜合意見，發現：

遠距學習系統

8

5

4.38

0.25

整

8

42

4.36

0.40

項

目

體

x

標準
差 SD

(1)透過網路教學系統可以幫助數位邏
輯課程的學習。
(2)網路教學應該注意網路頻寬的限制
，以免造成系統不穩或教學不暢順
的情況。

五、結果與討論

(3)學習目標清晰、單元分類清楚，可以
幫助學習。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依研究資料分析、試教過程觀
察獲致幾個重要的研究發現，以下分成網
站教材發展、學習成就考驗、學習者評估
、專家評估及試教過程觀察五個方面來加
以描述：

(4)教學評量應立即給予學習者回饋，可
以增強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8.整理學習者所提供綜合意見，發現：
(1)定義的措詞必須嚴謹。。

1.編寫能力本位網路教材時，發現某些「
數位邏輯」專業名詞的定義與解釋，
不同版本教科書的解釋各有不同，導
致部份任課老師對於教材中某些專業
名詞定義、說明的意見紛歧，顯示目
前部份高職教科書的內容有些模糊不
清。

(2)利用方塊圖說明講解，並搭配動畫
、圖片的呈現，可增加學生學習的
效果。
(3)教學網頁的背景不可太炫麗，以免
影響閱讀效果。
(4)對於解答或是重點部份，重覆加以
說明，或標示出重點，可增加學生
的學習效果。

2.由學生表現於專業基礎能力量表（前測
）中發現，基本電學、電工實習的成績
8

3. 「能力本位教學網站」教學對於「數位
邏輯」課程學習成就之影響

(5)活潑的系統操作介面，可吸引與提
高學生上線學習之動機。

利用能力本位教學網站進行教學，對
於「數位邏輯」實習課程學習成就測驗能
1. 運用能力本位課程發展策略編製高職電
力之表現上顯著優於傳統實習課程教學方
機科「數位邏輯」課程之能力本位網路教
式。教學過程中實驗組以能力本位教學網
材
站進行實驗處理，控制組則採一般傳統教
能力本位課程發展策略是一套具有系 學方式處理，經七週之教學實驗後，對全
統架構的課程發展策略，本研究從課程目 體樣本實施「數位邏輯」課程學習成就測
標的擬定、能力目錄的發展、具體學習目 驗，結果發現實驗組優於控制組。透過能
標的訂定到最後的教材的編寫，皆遵循著 力本位教學網站進行教學，對於「數位邏
能力本位課程發展策略。
輯」學習成就能力之表現上顯著優於一般
本研究發展之能力目錄分為十七項學 傳統實習課程教學方式。此與王平會於
習職責，分別為電壓的供給調整、實驗儀 1991 年針對公共職業訓練中心機械與傢俱
器接線方法及測試、邏輯電路輸出狀態測 板金能力本位訓練網路教材與傳統職業訓
試、邏輯狀態的輸入調整、基本邏輯閘功 練教材進行比較，發現能力本位訓練網路
能實驗、使用 CMOS 與 TTL 的特性比較、 教材在學員學習成效上與傳統職業訓練教
AND－OR 電路實驗、OR－AND 電路實驗 材有顯著差異，與本研究結果相符。
、AND－OR－NOT 電路實驗、半加法器
4. 專家學者對能力本位網路持正向看法
、全加法器、半減法器、全減法器、編碼/
專家學者對於教學內容、教材品質二
解碼器實驗、多工/解多工實驗、比較器電
個向度及其它相關選項之評估結果傾向於
路實驗以及數位邏輯應用製作等十七項學
同意與非常同意之間，顯示專家學者對於
習職責，並依學習職責發展學習任務，本
本研究所發展的高職電機科「數位邏輯」
網路教材總計發展五十五項學習任務。
課程能力本位網路教材，持肯定的態度。
2. 能力本位教學網站單元學習評量結果反 對於教材呈現的部份，則認為可利用方塊
映學生學習歷程
圖說明講解，並搭配動畫及圖片，以增加
網路學習中老師必須確實掌握學生學 學生學習的效果。對於教學系統教學互動
習的狀態與進度，才能對學生學習的過程 、教學策略的應用與遠距教學系統三個向
提出適當的回饋，進而調整或規畫未來學 度，皆傾向於同意與非常同意之間，顯示
生學習的內容。而學習歷程檔案收集學生 專家對於本研究所發展的高職電機科「數
的學習表現，並鼓勵學生培養自己的技能 位邏輯」課程能力本位網路教材，持肯定
，讓學生對自己的學習行為負責，進而達 的態度。
(二)、結論與討論

到教學與評量的目標（Robert & Norman,
2000）
。本研究建置的能力本位教學網站建
有各單元測驗評量區、互動討論區、學習
資源分享區以及教室管理區，並將整個學
習過程建立學習歷程檔案，老師及學生皆
能取得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學生藉由課程
學習及引導，進入單元評量進行測驗，測
驗成績可反映學生的學習狀態，老師及學
生藉此瞭解學習是否達到精熟，而學生可
以掌握自己的學習進度，砥勵自己對學習
行為負責，以達到能力本位教學的目的。

5. 學習者滿意高職數位邏輯課程能力本位
教學網站的學習
學習者整體上對於教學系統的評估，
介於同意與非常同意之間，其中「數位邏
輯」課程內容之評估結果亦介於同意與非
常同意之間，顯示學習者對於本研究所發
展的高職電機科「數位邏輯」課程能力本
位網路教材，持肯定的態度。
另外學生對於整體高職「數位邏輯」
課程教學網站的滿意度呈滿意狀態，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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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七項未達滿意程度，但也很接近滿
意程度，若加以改善並且採用白話流利的
用詞、增加解答與回饋、選擇較簡單的題
目、詳細的參考資料及其它相關的參考網
址，可增加學生的滿意度。

資料事先燒錄成光碟，以供學生學
習。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1. 進行教學實驗時，可增加「數位邏輯」
理論課程及其他相關變項的探討

(三)、建議及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試教階段，僅採單因子之研究
設計，對於可能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其它
因素未能進一步探討。例如目前高職對於
「數位邏輯」課程及「數位邏輯實習」課
1. 觀察學生的學習過程中發現大部份的學 程實施的方式不盡相同，部份學校採同一
生都很認真在學習，但仍有部份學生 學期開課，部份學校採上、下學期開課，
對於網站學習較不適應，以致於注意 而「數位邏輯」課程對於「數位邏輯實習」
力不夠集中，對於學習效果大打折 課程的學習成就是否會造成影響，必須加
扣，故宜增加教學系統的圖片、動畫、 以探討。其它諸如智力、性別、邏輯思考
音視訊效果，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能力等相關變項，亦須加以考量，故建議
未來可進行多因子的研究設計，以進一步
2 能力本位教學網站教學對學生於「數位
探討其它相關因素對於學生學習能力本位
邏輯」課程之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
教材的影響。
能力本位教學網站教學，由於課程的
學習目標具體，且學生可經由網站不 2. 增加試教的對象及彈性調整試教時間，
以瞭解能力本位教材的適切性
斷練習，所以學生的知識習得較為熟
練，故能力本位教學網站教學值得在
本實驗過程中，僅選定國立台中高級
「數位邏輯」課程教學推廣。
工業學校電機科 17 名學生為實驗對象，在
根據整個研究發現與結論，針對「能
力本位教學網站」規劃及建置研究，提出
本研究建議：

統計分析上略嫌不足，無法推估或分析全
體高職電機科學生學習「數位邏輯」課程
之成效。能力本位教材主要精神是適合個
別化的學習需求，故固定的試教時間對於
學習進度較緩慢的同學而言，較看不出效
(1)網際網路能力本位教學發展策略可
果。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增加研究樣本及
作為高職新課程建置網站教學之教
彈性調整試教的時間，以進一步探討教材
材發展的理論基礎。
的適切性。
(2)分析相關課程的課程大綱、教學目
3. 因應高中職社區化，利用網際網路能力
標、教學內容、相關知識及技能，
本位教學策略發展課程，提供學生另
以獲得該課程之能力目錄，並訂
一個學習的管道
定具體的學習目標。
高中職社區化是教育部對於後期中等
(3)網站的教材內容以知識性的領域
教育的改革重點，主張高中職應互相作教
為主，並提供相關網站的連結，關
學支援，並進行策略聯盟，其最重要的目
於實作部份可利用影音串流技
的在於資源整合，調整各類科並加強校際
術，將實作的影像傳送到學習者面
間資源的整合與共享。針對相關課程的整
前。
合與共享，最重要的是如何發展課程以及
(4)網路教學時常會受到網路頻寬的
如何提供給學生進行學習。建議未來研
限制，造成學習者的興趣低落，故 究，可針對本研究所提網際網路能力本位
可於系統建置完善之後，可將系統 教學策略，作為學校或校際間進行專業課

3. 統整學習者及專家對本教學網站的意見
及本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供未來建置能力本位教學網站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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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展的依據，並透過教育部所編列的經
費預算，配合職業學校現有設備開設單元
工場或成立技術教學中心，提供學生另一
個學習的管道。

，456-461。
孫春在（1995）。超媒體網路與遠距合作
式電腦輔助學習。教學科技與媒體，
21，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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