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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研究者目前已完成學習內容跨媒體之適性發行平台-以印刷教育應用
為例（106－2622－S－003－001－CC2）之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計畫
，發現目前行動學習教材少有針對特別科目製作，且教材訊息不具
連貫性，使取得資訊記憶困難，也難以進行整體性學習。與此同時
，科技亦改變印刷專業實務之本質，在校所學無法與產業有效聯結
，因而產生學用落差則是我國產業界普遍反映目前國內技職教育培
養之學生的最大問題。因此如何透過學習教材輔助學生具備其能力
，以期所學能減少與產業界之落差更是刻不容緩之事。
有鑑於此，本次研究之重點將接續先前計畫所發展完成的，一套以
產業實務為導向之印刷專業課程，應用行動學習app，並以輔助學習
方式進行教學實驗，以提升技術型高中設計相關科系學生印刷專業
實務能力，減少學生與產業界之落差。
本研究透過準實驗之研究，探討「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app對學
生印刷專業實務能力學習之成效，以及學生在學習自我效能、自主
學習態度與使用意願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印刷專業課程」行動
學習app對於學生印刷專業實務能力具有一定之學習成效，學生在學
習自我效能、自主學習態度與使用意願之關係上，亦認為app學習內
容能輔助其學習，也有使用之必要性，而且具有一定之學習成效。
整體而言，本研究之「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app對於輔助技術型
高中設計相關類科學生印刷專業實務能力具有一定程度之適用性。

中文關鍵詞： 行動學習app、印刷專業課程、專業實務能力、教材內容設計

英 文 摘 要 ： Researchers have now successively completed the Cross-media
publishing platform for learning content - A Case Study in
printe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106－2622－S－003－001－CC2)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nt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ject, found
that the current mobile learning materials rare for the
special subject, and the information of the learning
materials are not coherent,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moriz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learn as a whole. At the
same ti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so change the essence
of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t is the biggest
problem that students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aiwan cannot effectively link with industry. So how to
help students through the learning materials have the
ability to learn and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 industri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educators.
For this reason, the study will follow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 of a set of industrial competencies -oriented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urse, the use of mobile learning
app to aided learning approach to teaching experiments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n
design department in technical senior high school to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 industries.
This study will used semi-experimental to disscuss the
learning effect of mobile learning app of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urse,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dent’s learning self-efficacy, self-
regulation learning and willingness to us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mobile learning app has certain
learning effect on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of
print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dent’s
learning self-efficacy, self-regulation learning and
willingness to use are considers that the content of app
can help them to study, it’s also have using necessary,
and it has a certain learning effect.
As a whole, this study use of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urse
mobile learning app to aided learning to enhance the design
department in technical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t has a certain
applicable.

英文關鍵詞： mobile learning app,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urse,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teaching materials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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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者目前已完成學習內容跨媒體之適性發行平台-以印刷教育應用為例（106－2622－S－

003－001－CC2）之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計畫，發現目前行動學習教材少有針對特別科目製作，

且教材訊息不具連貫性，使取得資訊記憶困難，也難以進行整體性學習。與此同時，科技亦改

變印刷專業實務之本質，在校所學無法與產業有效聯結，因而產生學用落差則是我國產業界普

遍反映目前國內技職教育培養之學生的最大問題。因此如何透過學習教材輔助學生具備其能

力，以期所學能減少與產業界之落差更是刻不容緩之事。 

有鑑於此，本次研究之重點將接續先前計畫所發展完成的，一套以產業實務為導向之印刷

專業課程，應用行動學習 app，並以輔助學習方式進行教學實驗，以提升技術型高中設計相關科

系學生印刷專業實務能力，減少學生與產業界之落差。 

本研究透過準實驗之研究，探討「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對學生印刷專業實務能力

學習之成效，以及學生在學習自我效能、自主學習態度與使用意願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印

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對於學生印刷專業實務能力具有一定之學習成效，學生在學習自我

效能、自主學習態度與使用意願之關係上，亦認為 app 學習內容能輔助其學習，也有使用之必

要性，而且具有一定之學習成效。 

整體而言，本研究之「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對於輔助技術型高中設計相關類科學

生印刷專業實務能力具有一定程度之適用性。 

關鍵字：行動學習 app、印刷專業課程、專業實務能力、教材內容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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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ers have now successively completed the Cross-media publishing platform for learning 

content - A Case Study in printe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106－2622－S－003－001－CC2)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nt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ject, found that the current mobile 

learning materials rare for the special subject, and the information of the learning materials are not 

coherent,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moriz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learn as a whole. At the same ti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so change the essence of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t is the biggest 

problem that students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aiwan cannot effectively link with 

industry. So how to help students through the learning materials have the ability to learn and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 industri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educators. 

For this reason, the study will follow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 of a set of industrial competencies 

-oriented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urse, the use of mobile learning app to aided learning approach to 

teaching experiments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n design department 

in technical senior high school to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 industries. 

This study will used semi-experimental to disscuss the learning effect of mobile learning app of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urse,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dent’s learning self-efficacy, self-regulation learning and 

willingness to us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mobile learning app has certain learning effect on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of print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dent’s learning 

self-efficacy, self-regulation learning and willingness to use are considers that the content of app can 

help them to study, it’s also have using necessary, and it has a certain learning effect. 

As a whole, this study use of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urse mobile learning app to aided learning to 

enhance the design department in technical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t has a certain applicable. 

Keywords: mobile learning app, printing professional course,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teaching materials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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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科技進步與發展，使教育與學習有更多可能及發揮。以數位學習而言，Connolly、

MacArthur、Stansfield 與 McLellan（2007）認為網際網路作為一種新的傳播媒介，改變了生活諸

多面向，也由於政府與社會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展，加上應用靈活性較高之教育需求與日俱

增，已從邊緣的教育方式發展到被普遍接受，且能替代傳統面對面的教育方式。 

數位學習是一種利用資訊與通訊科技並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學習的方式（方瑀紳、李隆盛，

2014）。隨著行動裝置普及與無線網路速率提升，數位學習也逐漸從電腦輔助的遠距學習（distance 

learning）轉為行動裝置輔助的行動學習（李漢岳、楊介銘、宋曜廷，2017）。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所提出之行動學習政策指導方針，認為行動學習包括單獨或與其他資訊和通訊技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相結合之行動技術（mobile technology）使用，

以便隨時隨地學習。陳祺祐與林弘昌（2007）亦認為學習者透過行動裝置能夠更即時地掌握需

要之資訊，且自行選擇學習地點，藉由行動性、立即性地回饋來增加學習便利性，使其不受空

間與時間之限制。 

行動學習雖具有「擴大教育範圍及公平性」、「幫助身心障礙者學習」、「促進個人化學習」、

「提供立即回饋與測量」、「支持情境式學習」與「改善溝通與管理」等特有優勢（UNESCO, 

2013）。但行動學習的「教材設計困難」、「學習缺乏連貫性」、「行動裝置畫素與解析度不足」與

「行動裝置成本高昂」都為其劣勢（陳祺祐、林弘昌，2007）。 

綜上所述，可以瞭解行動裝置普及與無線網路速率提升，行動學習儼然成為趨勢，但在劣

勢部分仍有改進空間，除去行動裝置之軟硬體配備及價格問題（隨著科技發展而有所修正），主

要劣勢為教材設計困難及學習缺乏連貫性。與此同時，科技也正在改變職業的本質（Gordon, 

2009）。在校所學之內容無法與產業有效聯結，因而產生學用落差則是我國產業界普遍反映目前

國內技職教育培養之學生的最大問題（王聖閔，2015；楊怡姿，2017）。如何透過學習教材輔助

學習者具備其能力，以期學習者所學能減少與產業界之落差，則是進行特別科目行動學習教材

製作及發展教材之整體性的重點。 

有鑑於此，為深入瞭解技術型高中設計相關類科學生學習「印刷專業實務能力」之成效，

本次研究將應用剛完成之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MOST 106－2622－S－003－001－CC2）所發

展之「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進行輔助式學習之教學實驗，用以分析本課程對學生「印

刷專業實務能力」之學習成效，並瞭解學生對輔助式行動學習 app 之接受度，透過行動學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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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依自己學習的速度安排學習進度，達到輔助學生具備其能力之目

標。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應用「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以進行教學實驗並評估學習成效，進而提

升技術型高中設計相關類科學生印刷專業實務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具體目的分述如下： 

一、探討「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對學生印刷專業實務能力之學習成效。 

二、探討「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學習成效與學習自我效能及行為意圖之關係。 

三、評估「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對輔助印刷專業實務學習之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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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行動學習 app 教材內容發展之現況 
一、行動學習 app 發展之現況 

時至今日，隨著行動技術普及，手機價格持續下降，即使在學校、圖書和電腦都缺乏的地

區，也有越來越多人可能擁有與知道如何使用行動裝置（UNESCO, 2013）。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6）在「105 年持有手機民眾數位機會調查報告」中指出，目前國人使用手機上網比率已超

過電腦上網率，從 100 年的 35.6%大幅提升至 105 年的 83.1%，最常使用的上網設備也以手機的

60.8%為最高比率，另外在 app 使用率也高達 84.3%，這些數據都顯示手機上網及使用 app 已是

目前行動裝置之趨勢。 

手機持有率提升，學習者對於數位學習方式亦隨之改變，需要不斷學習和更新知識。人們

往往會不斷地專注於提高自己的技能，所以提供一個全面的行動學習環境是具有吸引力的，而

行動學習 app 則是能針對許多現有之數位學習內容進行修改以符合行動學習環境（Leung & Chan, 

2003）。 

國內學者張菀珍與葉榮木（2014）將行動學習 app 應用於輔助大學生情緒管理學習成效與

評量之探究，以數位學習教材、即時通訊及互動論壇等功能模組，結合數位學習平台連結智慧

型手機，將其發展為多媒體行動學習系統。林呈彥與姚經政（2017）則將行動學習 app 作為教

學工具，提供學習者即時討論平台，並搭配設計之教學流程，以實作課程進行教學。 

國外學者 Hobert、Pilarski、Decker 與 Schumann（2015）透過設計與發展學習內容應用行動

學習 app 輔助學習者進行自然科學內容及實地考察學習，利用學習內容與學習者間交互影響，

引發學習者自學並發現問題及可能解決方法。Edith Guerrero、Augusto Jaramillo 與 Augusto 

Meneses（2016）則將行動學習 app 應用於教導學生化學定性分析之研究，不僅減少了實驗所需

的時間，也促進學生間相互合作，更能透過行動技術學習基礎科學知識。 

綜觀過去研究，應用行動 app 進行學習之方式眾多，除了將既有數位教材內容轉為行動裝

置可運行內容之外，也能搭配數位學習平台、即時通訊、互動論壇及實境應用等。Robisch、

Kirsininkas 與 Wang（2015）則針對目前所使用之行動學習 app 類型進行分析，依照學習方式可

分為：(1)適性化學習；(2)遊戲式學習；(3)影片課程學習；(4)互動式學習；(5)透過社群媒體工具

學習；(6)數位教科書學習；(7)互動及預先適性測驗學習。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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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行動學習 app 學習方式說明表 
學習方式 說明 
適性化學習 採用適性化科技以符合每個學生的知識和技

能，進行個性化課程設計。 

遊戲式學習 以遊戲為基礎進行學習。 
研究中指出對於 K-6 年級（中學階段）的學生

非常有學習效果。 

影片課程學習 透過影片講授課程進行學習。 
如果學生有看不懂的地方，可以針對不瞭解的

片段重複播放。 

互動式學習 利用識字卡及演練問題輔助學生互相學習。 

透過社群媒體工具學習 教師和學生可以透過社群媒體工具的應用，進

行合作及分享彼此的想法、知識與經驗。 

數位教科書學習 透過不同於傳統教科書的學習內容，提升學習

內容互動性及吸引力，讓學生能沉浸在閱讀與

學習體驗之中。 

互動及預先適性測驗學習 透過預先的適性測驗及互動，使學習內容能更

吸引學生，進而學習更多的學習內容。 

資料來源：修改自 Robisch et al. (2015). Extending Cloud Computing and Learning for Mobility. 
Proceedings of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pp. 94). 

因此，行動學習 app 所包括類型相當多元，且需要透過學習方式進行設計與發展，在充分

瞭解學習者之學科背景及可能使用目的後，才能對應其能力並因應學習者之需求完成行動學習

app。 

二、行動學習教材內容發展之現況 

數位學習隨著時代趨勢而持續改變，教材內容呈現亦隨之修改調整，從學習內容電子化以

光碟方式呈現（Computer Based Training, CBT），到學習內容以網頁瀏覽方式呈現（Web Based 

Training, WBT），再以多媒體（multimedia）呈現而轉為數位內容以供學習者學習，而後進入了

行動學習的時代（何榮桂、林燕珍，2011；李鎮宇、吳欣蓉、郭慧中，2011）。 

全球學習聯盟（IMS GLOBAL Learning Consortium）指出教材內容可透過學習設計規範

（Learning Design specification, LD）進行發展（IMS, 2001）。學習設計規範是指：「教學學習過

程之描述，它遵循特定教學策略或實踐，為特定學習目標於特定背景或學科領域內之目標群體

進行每個學習單元的學習（Gómez, Zervas, Sampson, & Fabregat, 2014）。」它允許並支援跨平台

學習設計之轉換及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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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2002）將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 LO）定義為可用於學習、教育和訓練之任何數

位或非數位實體資源。林珊如與蕭雅鴻（2012）亦針對學習物件屬性定義進行歸納，包括：(1)

重複使用性；(2)持續性；(3)粒度（granularity）；(4)獨立自足（stand-alone）。透過這些學習物件

聯結而發展成學習內容設計架構，以行動學習而言，架構的內容組成可分為五種類型（Paulins, 

Balina, & Arhipova, 2015）。如圖 2-1 所示。 

 
圖 2-1 行動學習之學習物件類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Paulins et al. (2015). Learning Content Development Methodology for Mobile 
Devices.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43(Supplement C), 148. 

行動學習具有動態性、即時性、合作與獨立性及廣泛性，因此在知識管理和學習社群層面

也持續變動，連帶影響了教材內容之設計與發展（Leung & Chan, 2003）。行動學習雖可以不受

環境及時間限制進行學習，但科技本身不會影響學習，而是其所裝載之學習教材內容的設計與

教學策略才會影響學習者學習（王子華、楊凱悌，2015；Mayer, 2003）。陳祺祐與林弘昌（2007）

透過行動裝置應用方式及課程內容設計進行分類，以說明行動學習教材內容發展是隨其而產生

變化。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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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行動裝置應用方式及課程內容設計與教材內容發展對照表 
行動裝置應用方式及課程內容設計 教材內容發展 
內文感知行動教材呈現 教材內容的設計會依據行動裝置的種類自動調

整呈現方式。例如文字及圖片自動調整大小，

影片自動調整解析度以符合行動裝置。 

應用行動裝置無線網路功能學習 教材內容應用無線通訊技術，使學習者能根據

學習需求，隨時上網取得最新學習資訊。 

應用行動裝置輔助課程 教材內容配合課程之需求設計輔助學習軟體，

經由行動裝置輔助學習者加強對課程的理解與

記憶，並可將課程移至戶外。 

應用行動裝置及探測儀器進行 
探索教學 

教材內容應用行動裝置外接各種探測儀器，例

如麥克風和攝影機等，讓學習者探索及進行環

境的紀錄與觀察。 

應用行動裝置合作學習 教材內容應用無線通訊技術，讓學習者之間互

相交換信息、共同解決問題與分享新知。 

應用行動裝置 GPS 系統探索學習 教材內容透過 GPS 功能來得知學習者目前位

置，並根據位置來判斷其周遭情境，主動給予

學習者適當資訊。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祺祐、林弘昌（2007）。行動學習在教育上的應用與分析。生活科技教育月

刊，40（5），33-34。 

Wu、May 與 Yang（2015）則根據數位學習內容開發規劃表單，透過學習平台架構導入企業

資源規劃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進行操作技能訓練教材內容發展。數位學習

內容開發人員（如教師）可以透過使用數位學習內容開發規劃表單為課程中每個主題準備課程

規劃。 

根據資料整理發現，以教材內容發展之呈現形式而言，會隨著數位學習形態改變而將內容

轉化為符合行動裝置之呈現形式；以教材內容發展之內涵架構而言，則以學習物件為概念，進

而發展架構用以組織教材內容。 



 

7 

第二節 行動學習 app 教材內容製作之工作流程 
一、數位教材內容之發展模式 

數位教材內容為透過使用電腦資訊科技工具編輯之教材進行輔助教學，或是讓學習者自學

之學習內容，而隨著科技進步，教材內容形式更為多元，但進行數位教材內容設計與發展的同

時，應該要檢視是否依循學習理論與教學設計模式進行（何榮桂、林燕珍，2011）。 

在學習理論方面，Mayer（2003）認為學習者可以進行主動學習（例如：選擇、組織和整合

的過程），即使使用教材不支援實作（例如：教科書和插圖、動畫和敘述）。而如何在學習者主

動認知過程中進行準備與引導學習者，使其建構有意義之內在想法和陳述，則需透過認知理論

（cognitive theory）所發展之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架構（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進行說明。如圖 2-2 所示。 

 
圖 2-2 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架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Mayer (2003). The promise of multimedia learning: using the same instructional 
design methods across different media.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13(2), 129. 

而 Al-Samarraie、Teo 與 Abbas（2013）則聚焦於認知心理學觀點，基於學習者對學習內容

之專注程度會直接影響到反應結果的層次為前提，透過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將有助於個人

思考技能之組織及發展，且數位教材內容應以認知教學設計理論（cognitive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ories）為概念，才能進行組織結構化的表達及呈現。 

在教學設計模式方面，Muruganantham（2015）認為數位教材內容要能使學習者獲得成效是

取決於有效之結構，而數位教材內容發展應包括五個層面：(1)分析（Analysis）；(2)設計（Design）；

(3)發展（Development）；(4)實施（Implement）；(5)評估（Evaluation）。 

國內學者何榮桂與林燕珍（2011）以 ADDIE 模式進行高中美術學科數位教材之規劃、製作

與應用。Hsu、Lee、Turton 與 Cheng（2014）以共享架構為概念基礎，亦採用 ADDIE 模式發展

線上進修教育課程（online continuing education curriculum）。國外學者 Hess 與 Greer（2016）則

分享了一則個案，關於一支圖書館團隊如何將 ADDIE 模式導入線上資訊素養課程，並透過合作

進行教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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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數位教材內容之發展模式可分為：(1)學習理論；(2)教學設計模式。學習理論方面是以

認知理論、後設認知與認知教學設計理論為基礎，透過學習者主動認知之過程，使其建構有意

義的內在想法並進行組織結構化的表達及呈現。教學設計模式方面，本研究則聚焦於 ADDIE 模

式，根據資料整理發現其應用方式多元且使用廣泛，透過各個層面之間的運行並與教學設計連

結，可以符合許多不同之教學內容設計架構。 

二、行動學習 app 教材內容製作之工作流程 

Paulins 等人（2015）認為設計和開發適合行動裝置之學習內容，對於研究人員和教育工作

者可能會感到困難，因此在開發過程中，必須利用各種學習資源。在大多數情況下，教材內容

開發人員已經擁有一些學習物件資源，但是行動學習存在多種形式，因此有必要重新設計現有

內容或準備新內容（何榮桂、林燕珍，2011；李鎮宇等人，2011；林珊如、蕭雅鴻，2012；Paulins 

et al., 2015）。 

顧大維與黃永欣（2011）透過快速數位學習（Rapid e-Learning）之製作模式結合 Bloom 認

知與技能教育目標，將教學目標和資源進行分析後，經由目標分類擬出可行之內容呈現形式，

並找出適合之工具製作教材，進而發展出快速數位學習工具選擇與教材製作流程。 

Ravi、Banoor、Jignesh 與 Nawfal（2016）亦認為快速數位學習是一個簡單的方法。將傳統

教材內容轉換為數位教材內容，並根據不同教學目標與預期結果，使用不同方法來進行快速數

位學習之課程內容。而他們所選用的是由模里西斯大學（University of Mauritius）所提出之快速

數位學習教材製作流程。如圖 2-3 所示。 

 

圖 2-3 模里西斯大學快速數位學習教材製作流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Ravi et al. (2016). Interactive Materials Development using the Rapid e-Learning 
Method-Examples from the Field. Proceedings of the Pan-Commonwealth Forum 8 (PCF8). 

根據資料整理發現，行動學習 app 教材內容製作之工作流程可分為：(1)決定 app 類型；(2)

教材內容進行分析與分類；(3)發展輔助元素與其他細項；(4)透過專家認證或實施教學實驗，共

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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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印刷專業課程需求之教材內容 

一、印刷專業教育之發展現況 

我國早期印刷專業教育之發展，高級職業學校僅有工藝群的印刷科，而國內高職印刷科僅

北、中、南各一間，分別為大安高工（民國四十五年設立）、台中高工（民國五十七年設立）、

高雄高工（民國五十二年設立）。民國九十年，由高雄高工提出印刷科正名為圖文傳播科之計畫。

民國九十一年，高雄高工通過正名計畫，將印刷科改為圖文傳播科並融入設計相關課程，而大

安高工和台中高工亦跟進改為圖文傳播科（施欽閔，2008）。 

在教育目標方面，目前由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所擬之「十二年國教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群科課程綱要－設計群（草案）」，將群科能力類目取消並改為「設計群核心能力」及「科專

業能力」；在教學綱要部分，則將圖文傳播科部訂必修專業及實習科目拆為：(1)專業科目 5 門；

(2)實習科目 20 門，共計二十五門科目，且於實習科目之下再細分為「群共同修習科目」及「技

能領域修習科目」。在技能領域科目修習部分則包括六大領域，分別為：(1)平面設計技能領域；

(2)立體造形技能領域；(3)數位成型技能領域；(4)數位影音技能領域；(5)互動媒體技能領域；(6)

空間設計技能領域。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十二年國教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必修專業及實習科目對照表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群共同修習科目 群共同修習科目 技能領域修習科目 
(1)設計概論 (1)繪畫基礎實習 

平面設計技

能領域 

(7)圖文編排實習 
(2)色彩原理 (2)表現技法實習 (8)基礎攝影實習 
(3)造形原理 (3)基本設計實習 (9)印刷與設計實務 
(4)創意潛能開發 
(5)設計與生活美學 

(4)基礎圖學實習 
(5)電腦向量繪圖實習 
(6)數位影像處理實習 

立體造形技

能領域 

(10)立體造形設計 
實習 

(11)立體造形實作 

數位成型技

能領域 

(12)電腦輔助設計 
實習 

  (13)數位成型實務 
  

數位影音技

能領域 

(14)數位與商業攝影 
實習 

  (15)影音製作實習 
  (16)影音剪輯實習 
  互動媒體技

能領域 
(17)網頁設計實習 

  (18)動畫製作實習 
  

空間設計技

能領域 

(19)室內設計與製圖 
實作 

  (20)室內裝修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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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設計群各科皆要參照技能領域適用對照表，並修習符合之技能領域科目。 
資料來源：修改自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十二年國教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綱要－設

計群（草案）。 

根據資料整理發現，隨著時代、科技及教育三者間交互影響，印刷專業課程亦隨之修改，

從傳統操作技術走向數位設計整合。印刷科正名為圖文傳播科之後，從原先獨立技術取向逐漸

以整合能力取向為教育目標；人才養成也從訓練印刷設備操作及印製實用技能之基層技術人

才，轉為需具備設計群共同核心能力之設計相關產業初級技術人才為培育目標。 

二、印刷專業課程教材內容之內涵 

專業教育可以透過不同方式定義，如果以教育目標定義，那會是一種不同層次的教育，即

人們獲得某一職業或專業之資格；如果以教育機構類型定義，即是指職業學校、大學及學院中

所獲得之教育（Tarasova & Sarkisov, 2008）。 

根據上述定義，印刷專業教育即獲得印刷實務相關專業資格，亦指在印刷實務相關之職業

學校、大學及學院中所獲得的教育。因此，印刷專業課程之教材內容應與印刷實務有所關聯。

印研中心（2016）指出目前印刷產業所使用之印刷版式有：(1)平版；(2)凸版（含柔版）；(3)凹

版；(4)網版；(5)數位；(6)複合版式。而針對每種版式，印刷製程皆包括：(1)印前製程（Pre-press）；

(2)印刷製程（Press）；(3)印刷後加工製程（Post-press）三大領域，以及原稿製作、印刷生產、

後製加工等工作內涵（Barnes, 2015）。 

Al-Radaideh（2013）提出當印刷技術教育導入平面設計學習時，學生才能獲得技術理解，

印刷技術教育必須提供專業的教學及實務課程，且不僅是學科具體內容，還包括如何處理印刷

製程之實務，進而加強學生對印刷品質、設計、構圖和媒體操作之能力。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所擬之「十二年國教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綱要－設計群（草案）」中，印刷與設計實務

（Graphic Arts and Design Practices）教學大綱提到之教學目標有： 

(一)了解印刷理論與設計實務概念。 

(二)應用印刷的五大要素於設計中。 

(三)應用印後加工方法與材質於設計中。 

(四)成為具有印刷及設計實務經驗之專業人才。 

印刷與設計實務之教學內容有：(1)印刷概說；(2)印刷發展史；(3)印刷五大要素與三大領域；

(4)印刷版式原理；(5)掃描、過網原理；(6)彩色複製技術；(7)製版技法；(8)拼版；(9)印後加工；

(10)認識印刷用紙；(11)印刷正稿製作；(12)數位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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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整理發現，除了學科知識為印刷專業課程之必須外，印刷製程處理及實務技能應

用同樣是印刷專業課程之重點，而在「十二年國教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綱要－設計群

（草案）」中，印刷與設計實務教學目標亦提及理論理解結合實務應用，進而使學生成為具有印

刷及設計實務經驗之專才。因此，印刷專業課程教材內容之內涵應包括：(1)印刷相關知識理解；

(2)印刷製程處理；(3)印刷相關實務應用。 

第四節 學習成效之因素構面 

由於行動學習之重要性，許多研究者進而透過理論模型或框架對行動學習平台上之新興教

育技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Zhong, Xie, & Wang, 2019）。回顧 2014～2018 之行動學習相關文獻，

Zhong 等人（2019）提出相關之研究問題，諸如：影響面向、學習成效等。Fu 與 Hwang（2018）

於其行動技術輔助學習之趨勢研究中，針對回顧之相關文獻進行編碼，整理後之編碼包括：科

技接受模式、使用行為意圖、態度、動機、自我效能等。透過前述，可瞭解行動學習之研究趨

勢常以理論模型或框架探討學習成效，而其中之因素構面，除既有理論模型或框架之構面外，

亦會加入其他構面，透過修改之理論模型或框架，探討學習成效是否與過往研究有所差異。 

周君倚與陸洛（2014）以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探討數位學

習系統之使用態度，並於研究中加入成長需求作為調節變項，將既有之科技接受模型修改，研

究結果為數位學習系統能有效提升使用者的正向態度與使用意願。胡央志（2014）探討高職工

業類科教師集體效能對學習成效之影響及探討學生學習成效其中介效果，並驗證高職工業類科

教師集體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模式，其研究結果為學生學習自我效能（Learning Self-Efficacy, 

LSE）對學習成效具正向影響，而學生學習自我效能對學習成效具有中介效果。Lu、Huang、Huang

與 Yang（2017）之研究則應用學習分析於 MOOCs 中，以提高學生之學習成效及參與程度，進

而實現共同合作之設計課程，其中提到學習態度（Self-Regulation Learning, SRL）亦對於學生學

習成效有影響，而研究結果亦支持其理論假設。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以科技接受模式做為基礎理論模型，並加入學習成效、學習自我效能、

自主學習態度變項，提出本研究欲探討目的之假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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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本計畫之研究目的，研究架構規劃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旨在以「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透過輔助學習之方式進行教學實驗，以提升

技術型高中設計相關科系學生印刷專業實務能力。茲將研究方法與對象分述如下： 

本研究進行之「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教學實驗及成效評估，其具體方法如下： 

一、準實驗研究法： 

為瞭解本研究所發展出之「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之實際輔助學習成效，所採用之

研究方法為準實驗研究法不等組前後測設計。研究樣本之選取，本研究採便利抽樣，因受限於

時間及學生意願，主要選擇能配合本研究教學實驗時間及有意願參與之學校。本研究選擇技術

型高中之設計群學生作為教學實驗對象，以臺北市私立泰北高中廣告設計科之高二學生為主，

教學實驗進行 8 週，每週 2 節課，共計 16 堂課。 

由於高二學生，在高一階段已修畢「基礎圖文複製實習」之課程，在印刷專業實務能力上

已有一定之概念，較能比較其學習成效。本研究將以「印刷設計實務」相關專業課程進行教學

實驗，以評估學生對「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之適用性。 

本研究將同類科之兩班學生分為實驗組（n = 34）及對照組（n = 29）（兩班之授課教師為同

一人），請老師按照平常教學方式進行授課，其中實驗組除平常教學授課學習之餘，亦給予「印

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作為課後複習之輔助工具，讓學生於課堂或課後時間自由閱讀行動

學習 app 之課程內容，控制組則維持平常教學授課學習，不提供「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使用。並在本研究之實驗法進行之前，先對兩班學生施以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前測（O1），

檢定其能力之一致性再進行實驗。實驗組接受使用「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之實驗處理

（X），待 8 週之課程結束後，進行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後測（O2、O3），後測則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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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所學之課程內容是否能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及是否能與實

作技能有所連結，故測驗內容除了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之外，亦包括印刷專業技能測驗，

以比較兩組學生之學習成效，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教學實驗前後測對照表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O1 X O2 
對照組 O1  O3 

註：O1＝學生接受「印刷專業實務能力」前測；O2＝實驗組學生接受「印刷專業實務能力」後

測；O3＝控制組學生接受「印刷專業實務能力」後測；X=實驗組接受使用「印刷專業課程」行

動學習 app 之實驗處理 

(1)實驗目的：應用「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進行輔助學習，分析學生對於「印刷專業實

務能力」之學習成效。 

(2)自變項：有∕無使用「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進行輔助學習。 

(3)依變項：「印刷專業實務能力」之學習成效。 

二、問卷調查： 

為探討學生對輔助學習導向之「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的學習成效與學習自我效能

及行為意圖之關係，本研究將於教學實驗完成後，編製「『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學習成

效與學習自我效能及使用意願」結構式調查問卷，對參與本實驗之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以收集

所需之量化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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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為達研究目的，本計畫之實行過程中，會使用到研究工具之用途詳述如后，如表 3-2 所示。 

表 3-2 
研究工具與研究目的、對象關聯表 

研究工具 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研究對象 

「印刷專業課程」行

動學習 app 

教學實驗與 
成效評估 

1.「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對學生

印刷專業實務能力之學習成效如何？ 

2.「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學習成

效與學習自我效能及行為意圖之關係

為何？ 

3.「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對輔助

印刷專業實務學習之適用性如何？ 

設計群 
高二學生 

學習成效評量 

「印刷專業課程」行

動學習 app 學習成效

與學習自我效能及使

用意願調查問卷 

 
一、「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本研究應用剛完成之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計畫(MOST 106－2622－S－003－001－CC2)所

發展出之行動學習 app，並製作印刷教育課程內容供其應用，以進行教學實驗。學生透過行動裝

置下載並安裝 app，於行動裝置上進行輔助學習，並依照學生學習的能力，由學生自行安排學習

進度。 

二、學習成效評量 

本研究依據「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之課程內容，並參酌印前製程、圖文組版之試

題題庫，加以修改後編製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兩份，分別為前測及後測使用，用以評量

學生之學習成效。 

（一）前測之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 

測驗試題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印前（7 題）、印刷（9 題）、印後加工（9 題），共計 25 題

（每題 4 分，滿分為 100 分）。透過庫李（Kuder-Richardson formula 20, KR20）係數進行信度檢

測，分析後所得之 KR20 係數為 0.69。故本測驗試題之內部一致性考驗結果可靠，能將之作為

正式測驗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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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測之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 

同前測測驗試題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印前（6 題）、印刷（7 題）、印後加工（7 題），共計

20 題（每題 5 分，滿分為 100 分）。同樣透過庫李係數進行信度檢測，分析後所得之 KR20 係數

為 0.74。故本測驗試題之內部一致性考驗結果可靠，能將之作為正式測驗試題。 

（三）印刷專業技能測驗 

以課堂實作技能表現之評分為主，課堂實作項目為攝影手工書（滿分為 100 分）。 

三、「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學習成效與學習自我效能及使用意願調查問卷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所提出之假設模型變項，編製「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學習成效

與學習自我效能及使用意願調查問卷乙份，用以瞭解學生對「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之學

習成效與學習自我效能及使用意願之關係。 

調查問卷之因素構面包括：學習成效、學習自我效能、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

度、自主學習態度、使用意願。各因素構面之題項參照包括：余民寧與李昭鋆（2018）、林蔚芳、

游錦雲、李慧純與金樹人（2014）、廖信、羅偉誠與柯亭羽（2018）、Lin 與 Tsai（2013）、Lu 等

人（2017）、Wang 與 Tsai（2016）等人之研究調查問卷。 

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印刷專業實務能力之學習成效 

本研究於教學實驗結束後，依據所收集之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與印刷專業技能測驗

資料，以 SPSS.22 套裝軟體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及共變數分

析（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並以分析所得之結果比較實驗組學生與對照組學生在印

刷專業實務能力之學習成效。 

二、「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學習成效與學習自我效能及行為意圖之關係 

本研究於教學實驗結束後，為探討學生對輔助學習導向之「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學習成效與學習自我效能及行為意圖之關係，編製「『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學習成效

與學習自我效能及行為意圖」結構式調查問卷，對參與本實驗之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以收集所

需之量化分析資料。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填答者共 34 位。調查問卷於回收後，以 SmartPLS（v. 3.2.7）作爲結構

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析之統計工具，利用偏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因研究樣本數較小，若使用 PLS-SEM 可以不受常態分配及

樣本數之限制，為符合基於模型之檢定力分析，最小樣本數建議範圍為 N=30～1000（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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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透過結構方程模型之建立，以探討「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學習成效與學習自我

效能及行為意圖之關係，如圖 3-2 所示。 

 
圖 3-2 學習成效與自我效能及行為意圖之探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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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將依以下步驟進行： 
 ◆ 本研究之實驗法進行之前，先對兩班學生

施以「印刷專業實務能力」前測，再進行

實驗。 

◆ 進行 8 週之準實驗研究，以不等組前後測

設計之方式，選擇修習「印刷設計實務」

之專業實習課程學生為實驗對象。 

◆ 待 8 週之教學實驗結束後，進行「印刷專

業實務能力」後測，以比較兩組學生學習

成效之差異情形 

◆ 利用「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學習

成效與學習自我效能及行為意圖調查問

卷，針對實驗組學生進行問卷發放。 

◆ 根據學生之學習成效及問卷反饋意見，評

估「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對輔助

印刷專業實務學習之適用性，並提出後續

建議。 

 

實施「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輔助學習之實驗 

探討「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對學生印刷專業實務能力之

學習成效 

探討「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學習成效與學習自我效能及

行為意圖之關係 

評估「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對輔助印刷專業實務學習之

適用性 



 

18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針對應用「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輔助技術型高中設計相關類科學生印刷專業實務

能力之教學實驗研究結果，本研究透過學習成效評量及調查問卷，將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後，將

從印刷專業實務能力之學習成效及「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學習成效與學習自我效能及

行為意圖之關係，兩方面所得之研究結果，來評估學生對「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對輔

助印刷專業實務學習之適用性。本章共分為二節，依序為學習成效評量資料分析與討論及調查

問卷資料分析與討論，所得結果分述如下。 

  第一節 學習成效評量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將學習成效評量所得之資料進行分析整理，分別就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及印

刷專業技能測驗兩部分進行探討。 

一、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之分析結果 

本研究於教學實驗實施前，為確認實驗組及對照組兩組學生之起點能力均等性，先對兩組

學生進行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前測。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顯示實驗組及對照組之

總分平均得分有顯著差異（t(63) = -2.86, p < .01），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前測成績之 T 檢定分析表 

 實驗組 
(n =35) 

 對照組 
(n = 30) 

  95% CI 
Cohen's d 

 M SD  M SD t p LL UL 
成績 
總分 48.46 14.865 

 
60.53 19.161 -2.859 .006** -3.635 -20.518 0.709 

註：CI = 信賴區間；LL = 下限；UL = 上限。 
*p < .05. **p < .01。 

因前測之結果為顯著差異，顯示兩組之起點能力不一樣。為確保兩組之可比較性，本研究

採用李漢岳、楊介銘與宋曜廷（2017）提及：以前測為共變量進行共變數分析予以調整，來探

討兩組學生後測之差異情形。 

依共變數分析之原理，須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分析結果顯示，兩組學生之印

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前測成績（共變量）與後測成績（依變項）之間的關係，並不因組別

（自變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的基本假設，如表 4-2 所示。 



 

19 

表 4-2 
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果摘要表（N＝65）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別×前測成績 306.827 1 306.827 1.161 
誤差 16,124.232 61 264.332  
總和 238,750.000 65   
 

在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的基本假設下，本研究進行共變數分析。以印刷專業知識學習

成效評量前測成績作為共變量的條件下，結果顯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之後測成績達顯著差

異，F（1, 62）＝ 10.617，p < .01，且實驗組（調整後平均數＝ 64.01）在後測成績顯著高於對

照組（調整後平均數＝ 49.99），組別（η2＝0.119）之兩組間差異亦達到中效果量，顯示在排除

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前測成績（共變量）之影響後，尚能解釋實驗組學生在後測成績平

均得分總變異量的 12%，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表 
 前測  後測  調整後後測    
 M SD  M SD  M SE  F η2 

實驗組 
(n =35) 48.46 14.865  60.71 20.727  64.01a 2.833  

10.617** 0.119 
對照組 
(n =30) 60.53 19.161  53.83 16.799  49.99a 3.074  

註：η2＝0.01 為小效果量，0.06 為中效果量，0.14 為大效果量（Cohen，1988）。 
*p < .05. **p < .01。 

然而，本研究在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的部分，亦含括印前、印刷、印後加工三個部

分。因此，將以共變數分析作進一步的探討，藉以更清楚地瞭解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於印刷專

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之三個部分中，兩組學生後測之差異情形。 

以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前測成績（印前、印刷、印後加工）作為共變量的條件下，

結果顯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之後測成績僅「印刷」及「印後加工」兩部分達顯著差異，印刷

部分為 F（1, 62）＝ 8.773，p < .01；印後加工部分為 F（1, 62）＝ 5.144，p < .05，印前部分則

沒有差異。且實驗組調整後之平均數皆高於對照組，在印刷及印後加工部分，組別（η2＝0.091, 

0.074）之兩組間差異亦達到中效果量，顯示在排除學習成效評量前測成績（共變量）之影響後，

尚能解釋實驗組學生在後測成績「印刷」及「印後加工」平均得分總變異量的 9%及 7%，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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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印前、印刷、印後加工）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表 

  前測  後測  調整後後測    
  M SD  M SD  M SE  F η2 
實驗組 
(n =35) 

印前 
14.51 5.664  19.71 7.270  20.776a 1.176  

2.533 0.033 
對照組 
(n =30) 19.07 6.863  19.17 7.552  17.928a 1.276  

實驗組 
(n =35) 

印刷 
19.54 6.563  17.71 9.021  18.955a 1.100  

8.773** 0.091 
對照組 
(n =30) 23.73 7.714  15.50 6.067  14.052a 1.192  

實驗組 
(n =35) 印後 

加工 

14.40 6.450  23.29 9.621  23.711a 1.489  
5.144* 0.074 

對照組 
(n =30) 17.73 8.183  19.17 7.887  18.671a 1.611  

註：η2＝0.01 為小效果量，0.06 為中效果量，0.14 為大效果量（Cohen，1988）。 
*p < .05. **p < .01。 

根據上述印刷專業知識學習成效評量之分析結果可得知，本研究「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

習 app 輔助學生之教學實驗具有相當成效，實驗組顯著高於對照組。而在印前部分之分析結果

雖未達顯著，有可能之原因為印刷專業實務能力含括印前、印刷、印後加工三個部分，但在印

前部分，相較於印刷及印後加工，使用電腦繪圖軟體之操作比例較高，亦有較多電腦繪圖相關

知識，提及印刷相關之專業知識相對較少，因此有可能出現印前部分之分析未達顯著之結果。 

二、印刷專業技能測驗之分析結果 

本研究為瞭解「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所學之課程內容是否能與實作技能有所連結，

因此以課堂實作技能表現之評分為依據，課堂實作項目為攝影手工書，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

印刷專業技能測驗之分析。在課堂實作表現成績的部分，由於學生之課堂實作成品並沒有全部

繳齊，因此採用譚克平（2008）於「極端值判斷方法簡介」一文中提到之「標準化分數法」、「截

尾平均值法」及「Winsorized 平均值法」三種方法進行極端值之判斷。於刪除極端值後，再進行

獨立樣本 T 檢定，實驗組和對照組有顯著差異（實驗組優於對照組），使用三種方式之兩組間顯

著性皆為 p < .05。使用標準化分數法及 Winsorized 平均值法的部分，兩組間差異皆達到中效果

量；使用截尾平均值法的部分，兩組間差異則達到大效果量，如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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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印刷專業技能測驗之 T 檢定分析表 

 實驗組  對照組   95% CI Cohen's 
d 變項 M SD  M SD t p LL UL 

成績 A 66.09 35.115  63.79 31.145 .272 .786 -14.562 19.153 0.069 

成績 B 83.22 9.179  76.09 9.596 2.683 .010* 1.788 12.482 0.761 

成績 C 79.55 7.681  74.07 5.271 2.373 .024* .783 10.184 0.810 

成績 D 78.29 9.612  73.62 7.636 2.110 .039* .245 9.102 0.533 

註：CI = 信賴區間；LL = 下限；UL = 上限。 
*p < .05. **p < .01。 
Cohen's d＝0.2 為小效果量，0.5 為中效果量，0.8 為大效果量（Cohen, 1988）。 
成績 A = 未刪除極端值。（實驗組 n =34；對照組 n = 29） 
成績 B = 標準化分數法。（實驗組 n =27；對照組 n = 23） 
成績 C = 截尾平均值法。（實驗組 n =20；對照組 n = 15） 
成績 D = Winsorized 平均值法。（實驗組 n =34；對照組 n = 29） 

根據上述印刷專業技能測驗之分析結果可得知，本研究「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輔

助學生之教學實驗與學生實作技能之連結有顯著差異，相較於對照組學生，實驗組學生之課堂

實作技能表現較為理想。 

第二節 調查問卷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將調查問卷所得之資料進行分析整理，不同於 CB-SEM 具有各項獨立之適配度考驗

標準，PLS-SEM 不使用獨立之適配度考驗標準，它是以二階段驗證法，透過觀察各項數值是否

大於某值，藉此瞭解模型之適配度（Hair，2014）。二階段驗證法分為：測量模型估計及結構模

型估計，分析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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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測量模型估計 

根據 Hair（2014）所提出之測量模型估計規則，共有以下四點： 

（一）內部一致性信度：各構面組成信度值（composite reliability）或 Cronbach' s α 值大於

0.708。 

（二）指標信度：各構面因素負荷量值（outer loadings）須大於 0.708。 

（三）收斂效度：各構面之平均變異萃取值（AVE）須大於 0.50。 

（四）區別效度： 

1.各構面因素負荷量值須高於其他不同構面之因素負荷量值。 

2.各構面之平均變異萃取值之平方根值須大於其他不同構面下之相關係數。 

在內部一致性信度的部分，透過 PLS 之演算法，結果如表 4-6 所示。 

表 4-6 
調查問卷之內部一致性信度分析 

構面 Cronbach' s α 組成信度值 

學習成效（LO） .873 .913 

學習自我效能（LSE） .848 .888 

自主學習態度（SRL） .795 .847 

知覺有用性（PU） .891 .921 

知覺易用性（PEOU） .892 .920 

使用態度（ATU） .844 .889 

行為意圖（BI） .860 .899 

本調查問卷之整體 Cronbach' s α 值為.858，各構面 α 值介於.795～.892 之間；整體組成信度

值為.897，各構面組成信度值介於.847～.921 之間，顯示此調查問卷之各構面內部一致性信度相

當良好。 

在指標信度的部分，透過 PLS 之演算法，結果如表 4-7 所示。 

表 4-7 
調查問卷之指標信度分析 
構面 問卷題項 LO LSE SRL PU PEOU ATU BI 
學習成效（LO） 1. .864       

 2. .813       

 3. .831       

 4. .894       

學習自我效能（LSE） 1.  .54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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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問卷題項 LO LSE SRL PU PEOU ATU BI 

 2.  .800      

 3.  .714      

 4.  .826      

 5.  .821      

 6.  .798      

自主學習態度（SRL） 1.   .653     

 2.   .590     

 3.   .720     

 4.   .716     

 5.   .776     

 6.   .699     

知覺有用性（PU） 1.    .923    

 2.    .799    

 3.    .922    

 4.    .643    

 5.    .874    

知覺易用性（PEOU） 1.     .814   

 2.     .852   

 3.     .901   

 4.     .789   

 5.     .816   

使用態度（ATU） 1.      .665  

 2.      .903  

 3.      .825  

 4.      .726  

 5.      .787  

行為意圖（BI） 1.       .793 

 2.       .773 

 3.       .832 

 4.       .694 

 5.       .903 



 

24 

本調查問卷之各構面因素負荷量值皆大於.708，僅自主學習態度之因素負荷量值小於.708。

整體而言，仍能顯示此調查問卷具有良好之指標信度。 

在收斂效度的部分，透過 PLS 之演算法，結果如表 4-8 所示。 

表 4-8 
調查問卷之收斂效度分析 

構面 平均變異萃取值 

學習成效（LO） .724 

學習自我效能（LSE） .574 

自主學習態度（SRL） .483 

知覺有用性（PU） .704 

知覺易用性（PEOU） .698 

使用態度（ATU） .617 

行為意圖（BI） .643 

本調查問卷之各構面平均變異萃取值皆大於.50，僅自主學習態度之平均變異萃取值小

於.50。整體而言，仍能顯示此調查問卷具有良好之收斂效度。 

在區別效度的部分，透過 PLS 之演算法，結果如表 4-9 及表 4-10 所示。 

表 4-9 
調查問卷之區別效度分析（一） 
構面 LO LSE SRL PU PEOU ATU BI 

學習成效（LO） .864 .532 .588 .695 .455 .570 .573 

 .813 .533 .608 .687 .409 .429 .488 

 .831 .566 .313 .570 .347 .528 .553 

 .894 .608 .592 .741 .530 .669 .656 

學習自我效能（LSE） .471 .549 .457 .462 .401 .352 .369 

 .498 .800 .639 .654 .459 .574 .472 

 .329 .714 .302 .459 .228 .287 .206 

 .561 .826 .407 .550 .429 .416 .537 

 .523 .821 .163 .448 .468 .457 .406 

 .552 .798 .421 .670 .680 .651 .655 

自主學習態度（SRL） .279 .137 .653 .336 .302 .380 .240 

 .316 .227 .590 .410 .178 .282 .226 

 .320 .112 .720 .429 .351 .397 .326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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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LO LSE SRL PU PEOU ATU BI 

 .544 .521 .716 .596 .393 .459 .463 

 .527 .557 .776 .694 .227 .517 .497 

 .452 .446 .699 .508 .306 .531 .585 

知覺有用性（PU） .747 .700 .648 .923 .578 .596 .686 

 .705 .688 .564 .799 .372 .588 .668 

 .715 .760 .605 .922 .576 .575 .644 

 .390 .265 .541 .643 .351 .412 .472 

 .696 .561 .762 .874 .614 .791 .765 

知覺易用性（PEOU） .576 .591 .479 .646 .814 .717 .563 

 .468 .394 .349 .500 .852 .552 .469 

 .285 .451 .303 .481 .901 .512 .439 

 .242 .450 .221 .351 .789 .438 .381 

 .478 .615 .332 .475 .816 .578 .510 

使用態度（ATU） .441 .337 .444 .408 .404 .665 .460 

 .579 .591 .521 .708 .673 .903 .744 

 .386 .518 .458 .643 .668 .825 .709 

 .484 .440 .596 .414 .361 .726 .655 

 .663 .536 .508 .586 .529 .787 .713 

行為意圖（BI） .510 .343 .428 .467 .368 .641 .793 

 .382 .527 .350 .452 .298 .665 .773 

 .731 .646 .627 .848 .592 .723 .832 

 .319 .347 .381 .523 .367 .500 .694 

 .662 .547 .578 .776 .634 .814 .903 

表 4-10 
調查問卷之區別效度分析（二） 
構面 LO LSE SRL PU PEOU ATU BI 
學習成效（LO） .851       

學習自我效能（LSE） .659 .758      

自主學習態度（SRL） .615 .538 .695     

知覺有用性（PU） .791 .730 .747 .839    

知覺易用性（PEOU） .514 .614 .419 .605 .83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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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LO LSE SRL PU PEOU ATU BI 
使用態度（ATU） .649 .628 .636 .720 .689 .786  

行為意圖（BI） .670 .613 .600 .781 .579 .846 .802 

註：對角線為平均變異萃取值之平方根值，非對角線為各構面間之相關係數。 

本調查問卷之各構面因素負荷量值，皆高於其他不同構面之因素負荷量值，僅行為意圖構面

之因素負荷量值，有一項未高於其他不同構面。 

其次，各構面之平均變異萃取值之平方根值皆大於其他不同構面下之相關係數，僅自主學

習態度及使用態度之 AVE 平方根值小於其他構面之相關係數。整體而言，仍能顯示此調查問卷

具有良好之區別效度。 

綜合以上測量模型估計規則之驗證，顯示此結構方程模型，在第一階段之驗證結果符合估

計規則。 

二、結構模型估計 

根據 Hair（2014）所提出之結構模型估計規則，共有以下五點： 

（一）共線性估計：各構面之變異數膨脹因素值（VIF）須低於 5。 

（二）路徑係數估計：各構面之路徑係數值（t-value）須高於 1.96。 

（三）R 2值估計： 

1.各構面之 R 2值，分為 0.75（強）、0.50（中）及 0.25（弱）。 

2.亦可使用各構面之 R 2
adj值，以減少 R 2值估計之偏見與誤差。 

（四） f 2效果量估計： 

各構面之 f 2值，分為 0.35（強）、0.15（中）及 0.02（弱）。 

（五）預測相關估計： 

各構面之 Q 2值，分為 0.35（強）、0.15（中）及 0.02（弱）。 

在共線性估計的部分，透過 PLS 之演算法，結果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調查問卷之共線性估計分析 
構面 LO LSE SRL PU PEOU ATU BI 
學習成效（LO） － 1.000      

學習自我效能（LSE） 1.000 －  1.000 1.000   

自主學習態度（SRL）   － 1.578 1.578  1.678 

知覺有用性（PU）  1.000 1.578 －  1.578  

知覺易用性（PEOU）  1.000 1.578  － 1.57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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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LO LSE SRL PU PEOU ATU BI 
使用態度（ATU）    1.578 1.578 － 1.678 

行為意圖（BI）   1.678   1.678 － 

 

本調查問卷之各構面變異數膨脹因素值皆低於 5，顯示此調查問卷之各構面並無共線性之問題。 

在路徑係數估計的部分，由於 PLS 之演算法並沒有顯著性檢定之 p-value。因此，另透過

Bootstrapping 之演算法，以 Hair（2014）所建議之 5000 個樣本作為參數運算之依據與進行估計，

結果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調查問卷之路徑係數估計分析 

路徑 路徑係數值 p-value 
LO → LSE 7.186 *** .000 *** 
LSE → PU 9.136*** .000 *** 
LSE → PEOU 6.119*** .000 *** 
PU → ATU 3.570*** .000 *** 
PU → SRL 
 

5.299*** .000 *** 
PEOU → ATU 3.511*** .000 *** 
PEOU → SRL 
 

.342 .732 
ATU → BI 7.486*** .000 *** 
SRL → BI .830 .407 

註：***p < .001。 

本調查問卷之路徑係數分析結果，除了認知易用性對於自主學習態度及自主學習態度對於

行為意圖之路徑係數值未達 1.96 之外，其餘路徑係數值皆高於 1.96，顯示此調查問卷之路徑係

數僅認知易用性對於自主學習態度及自主學習態度對於行為意圖未達顯著，其餘路徑係數皆為

顯著。 

在 R 2值估計的部分，透過 PLS 之演算法，結果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調查問卷之 R 2值估計分析 

構面 R 2值 R 2
adj值 

學習自我效能（LSE） .435 .417 
自主學習態度（SRL） .559 .531 
知覺有用性（PU） .533 .518 
知覺易用性（PEOU） .378 .35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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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R 2值 R 2
adj值 

使用態度（ATU） .619 .594 
行為意圖（BI） .722 .704 

註：R 2值分為 0.75（強）、0.50（中）及 0.25（弱）。 

本調查問卷之各構面 R 2值介於.378～.722 之間；各構面之 R 2
adj值介於.358～.704 之間，顯

示此調查問卷之各構面 R 2值及 R 2
adj值介於 0.25（弱）至 0.50（中）之間。 

在 f 2效果量估計的部分，透過 PLS 之演算法，結果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調查問卷之 f 2效果量估計分析 
構面 LO LSE SRL PU PEOU ATU BI 

學習成效（LO） － .769      

學習自我效能（LSE） .769 －  1.139 .607   

自主學習態度（SRL）   － .871 .004  .024 

知覺有用性（PU）  1.139 .871 －  .380  

知覺易用性（PEOU）  .607 .004  － .266  

使用態度（ATU）    .380 .266 － 1.299 

行為意圖（BI）   .024   1.299 － 

註：f 2值分為 0.35（強）、0.15（中）及 0.02（弱）。 

本調查問卷之各構面 f 2效果量： 

1.在學習成效之構面下，與學習自我效能之效果量為.769，高於 0.35（強）效果量；在學習

自我效能之構面下，與學習成效、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三個構面之效果量分別為.769、

1.139、.607，皆高於 0.35（強）效果量；2.在自主學習態度之構面下，與知覺有用性之效果量為.871，

高於 0.35（強）效果量；與知覺易用性之效果量為.004，低於 0.02（低）效果量；與行為意圖之

效果量為.024，高於 0.02（低）效果量；3.在知覺有用性之構面下，與學習自我效能、自主學習

態度及使用態度三個構面之效果量分別為 1.139、.871、.380，皆高於 0.35（強）效果量；4.在知

覺易用性之構面下，與學習自我效能之效果量為.607，高於 0.35（強）效果量；與自主學習態度

之效果量為.004，低於 0.02（低）效果量；與使用態度之效果量為.266，高於 0.15（中）效果量；

5.在使用態度之構面下，與知覺有用性之效果量為.380，高於 0.35（強）效果量；與知覺易用性之

效果量為.266，高於 0.15（中）效果量；與行為意圖之效果量為 1.299，高於 0.35（強）效果量；

6.在行為意圖之構面下，與自主學習態度之效果量為.024，高於 0.02（低）效果量；與使用態度之

效果量為 1.299，高於 0.35（強）效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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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調查問卷之各構面 f 2效果量，僅自主學習態度構面與知覺易用性之效果量（或

知覺易用性構面與自主學習態度之效果量）未達 0.02（低）效果量。 

在預測相關估計的部分，透過 Blindfolding 之演算法，結果如表 4-15 所示。 

表 4-15 
調查問卷之預測相關估計分析 

構面 Q 2值 

學習自我效能（LSE） .211 

自主學習態度（SRL） .200 

知覺有用性（PU） .330 

知覺易用性（PEOU） .214 

使用態度（ATU） .328 

行為意圖（BI） .408 

註：Q 2值分為 0.35（強）、0.15（中）及 0.02（弱）。 

本調查問卷之各構面 Q 2值皆高於 0.15（中），僅行為意圖構面高於 0.35（強），顯示此調查

問卷之各構面預測相關皆有一定之預測準確性。 

綜合以上結構模型估計規則之驗證，顯示此結構方程模型，在第二階段之驗證結果符合估

計規則。 

透過驗證分析，可以將分析數值（路徑係數值、R 2值及 Q 2值）個別寫入結構方程模型圖，

在各構面之因素負荷量值皆大於.708 的情況下，僅能顯示對於分別構面之題項切合程度，所以

未將題項列入圖中討論，如圖 4-1 所示。 

 
圖 4-1 學習成效與自我效能及行為意圖探索模型對適用性之影響 

註：***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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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習成效（LO）構面對於學習自我效能（LSE）構面有 42%（R 2
adj）之

解釋能力，具有 21%（Q 2）之預測能力；學習自我效能（LSE）構面對於知覺有用性（PU）構

面有 52%之解釋能力，具有 33%之預測能力；學習自我效能（LSE）構面對於知覺易用性（PEOU）

構面有 36%之解釋能力，具有 21%之預測能力；知覺有用性（PU）構面與知覺易用性（PEOU）

構面對於使用態度（ATU）構面有 59%之解釋能力，具有 33%之預測能力；知覺有用性（PU）

構面與知覺易用性（PEOU）構面對於自主學習態度（SRL）構面有 53%之解釋能力，具有 20%

之預測能力；使用態度（ATU）構面與自主學習態度（SRL）構面對於行為意圖（BI）構面有

70%之解釋能力，具有 41%之預測能力。 

其次在模型之路徑係數部分，除了知覺易用性（PEOU）與自主學習態度（SRL）及自主學

習態度（SRL）與行為意圖（BI）之部分未達顯著外，其他路徑係數皆為顯著。 

綜上所述，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及實證資料統計分析結果，以學生對使用該行動學習 app

之「學習成效」、「學習自我效能」、「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四項變項，進而檢視學生

對行動學習 app 的「使用態度」、「自主學習態度」與「行為意圖」間之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學習成效（LO）與學習自我效能（LSE）之部分，可以說明學生認為在使用

行動學習 app 之後，對於學習印刷專業課程之相關知識內容，具有一定之學習成效；學習自我

效能（LSE）與知覺有用性（PU）、知覺易用性（PEOU）之部分，可以說明學生認為行動學習

app 之印刷專業課程相關知識內容能輔助其學習，並在操作 app 及閱讀內容上，並不會造成困難；

知覺有用性（PU）、知覺易用性（PEOU）與使用態度（ATU）之部分，可以說明學生認為 app

學習內容能輔助其學習，及操作與閱讀並不困難的前提之下，不會排斥使用行動學習 app 輔助

學習；知覺有用性（PU）、知覺易用性（PEOU）與自主學習態度（SRL）之部分，可以說明學

生並不會因為 app 學習內容能輔助其學習，及操作與閱讀並不困難，就因此而提升其自主學習

態度；使用態度（ATU）、自主學習態度（SRL）與行為意圖（BI）之部分，可以說明使用行動

學習 app 輔助學習，學生認為有其必要性，但就自主學習態度而言，學生認為自己並無法專注

於行動學習 app 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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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利用「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作為融入「印刷設計實務」專業實習課程教學

之輔助工具，綜合前面章節所述，並透過學習成效評量及調查問卷之資料統計分析，可歸納出

以下重要結論。 

一、「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對學生印刷專業實務能力之學習成效 

（一）兩組學生在起點能力上並不均等，實驗組學生之成效評量前測成績表現低於對照組

學生，但透過為期 8 週之教學實驗，實驗組學生後測成績明顯高於對照組學生，除了兩組學生

之總分平均得分已達到顯著之外，亦達到中效果量之影響程度。 

（二）實驗組學生之學習成效評量分析，雖然在印前的部分並未達到顯著，但在印刷及印

後加工部分，兩組學生之總分平均得分同樣達到顯著，也同為中效果量之影響程度，顯示在印

刷專業知識的部分，有一定之學習影響力。 

（三）實驗組學生之印刷專業技能測驗分析，兩組學生之總分平均得分有顯著差異，而且

兩組間亦達到中效果量至大效果量之影響程度，顯示在實務技能上有一定之學習影響力。 

二、「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學習成效與學習自我效能及行為意圖之關係 

（一）學習成效與學習自我效能關係之檢視，可以說明學生認為在使用行動學習 app 之後，

對於學習印刷專業課程之相關知識內容，具有一定之學習成效。 

（二）學習自我效能與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關係之檢視，可以說明學生認為行動學習

app 之印刷專業課程相關知識內容能輔助其學習，並在操作 app 及閱讀內容上，並不會造成困難。 

（三）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使用態度關係之檢視，可以說明學生認為 app 學習內容

能輔助其學習，及操作與閱讀並不困難的前提之下，不會排斥使用行動學習 app 輔助學習。 

（四）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自主學習態度關係之檢視，可以說明學生並不會因為 app

學習內容能輔助其學習，及操作與閱讀並不困難，就因此而提升其自主學習態度。 

（五）使用態度、自主學習態度與行為意圖關係之檢視，可以說明使用行動學習 app 輔助

學習，學生認為有其必要性，但就自主學習態度而言，學生認為自己並無法專注於行動學習 app

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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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對輔助印刷專業實務學習之適用性 

綜上所述，「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對於輔助技術型高中設計相關類科學生印刷專業

實務能力之學習，在印刷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的部分，皆有一定之學習影響力。實驗組學生亦

認為 app 學習內容能輔助其學習，也有使用之必要性，而且具有一定之學習成效。 

整體而言，本研究之「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對於輔助技術型高中設計相關類科學

生印刷專業實務能力具有一定程度之適用性。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透過應用「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輔助技術型高中設計相關類科學生印刷專

業實務能力之教學實驗，探討學習成效、學習成效與學習自我效能及行為意圖之關係及評估其

適用性，是以學習成效評量及調查問卷方式進行評估，對於「印刷專業課程」行動學習 app 之

適用性，應能透過更多不同理論及面向進行評估，以求得更完整之結果。 

在教學實驗部分，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之學習成效結果，在印刷專業知識及實務技能

的部分，皆有一定之學習影響力，但技術型高中印刷專業課程為產業需求科目，而且侷限於設

計群科之學生修習，因此本研究之成果雖然具參考價值，但不適用於其他類科。由於技術型高

中印刷專業教育包括多門課程，不同課程其所需之內容設計也有所不同，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

對其他印刷專業教育課程內容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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