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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師資培育生如何提升資訊素養並運用於教學上，是一項十分重要的課題。尤

其在未來上課的教學過程中，如能配合資訊科技，一定能發揮更大的效能。研究

發現透過網路有效地連結校內外資源，不僅學習者在學習上更具動機與效能，教

學者的教學成效也可能提高。  

本研究使用訪談法，訪談 10位師資培育生，從而了解師資培育生在資訊科

技教學之現況與態度以及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最後希望研究結果能提供師資培育

機構規劃資訊科技相關課程的參考，並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推廣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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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How to improve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apply it to teaching in the future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for teachers. As to the future teaching process in the classroom ,if we 
can cooperate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must be able to play a greater 
performance.    
   By effectively connecting the resources between in-school and off-school, not only 
the students learned with more motivation and efficiency, but also the teachers got 
possibly higher performance in teaching. 
  This study used interview method and interviewed 10 pre-service teachers to 
understand their attitude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Finally, we wish that the results can be 
references for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in designing the classes 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urthermore, offer the suggestions abou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bou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Keywords: Teacher training studen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into Instruction、 
          Information literacy、Teaching attitude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資訊科技在二十一世紀改變了人類的生活作息與習慣，隨著電腦、網路、智

慧型手機及媒體匯流，讓於人們都逃離不了資訊與科技，資訊科技也常被用來衡

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的指標，許多國家會把電腦列為國民教育的重要課程，甚至

有些國家把電腦程式語言也列為國民教育。 

    為落實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理念與目標，茲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

發展之主軸，以裨益各教育階段間的連貫以及各領域/科目間的統整。核心素養

主要應用於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的一般領域/科目，至於技術型、

綜合型、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則依其專業特性及群科特性進行發展，核心素養可

整合或彈性納入（教育部，2014）。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分

為三大面向：「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再細分為九大項

目：「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

德實踐與公民意識」、「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教育部，

2014）。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師資培育生，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態度與信念，以

及探究兩者之間的相關，最後希望研究結果能提供師資培育機構規劃資訊科技相

關課程的參考，並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推廣提出建議。 

二、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索師資培育生運用資訊科技素養現況。 

二、探索師資培育生運用資訊科技教學之態度。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師資培育生在資訊科技教學現況與態度，以及探究兩者之間

的相關作為文獻探討重點，蒐集國內相關文獻、國外相關資料，加以歸納、分析

與比較，為本研究之理論基礎及研擬調查工具與提出具體結論之依據。 

一、師資培育 

    一般而言，稱《師範教育法》時代的師資培育體制為「一元化師資培育」；

而《師資培育法》體制的時代為「多元化師資培育」（莊馥瑄，2011）。一元化師

資培育與多元化師資培育兩政策間的差異如表 1 所示： 

表 1一元與多元師資培育政策差異比較 

項目 一元化師資培育發展 多元化師資培育政策 

法源依據 師範教育法 師資培育法 

學費 免繳學費，以給予公費為原則。 以自費為主，兼採公費及助

學金。 

培育特性 計畫式 儲備式 

修業年限 1、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學生修業 4 

   年，另加實習 1年。  

2、師範專科學校分為 2年制及 5年   

   制：2年制者，修業年限 2年； 

   5年制者，修業年限 5年，均另加   

   實習 1年。 

大學部尌讀師範校院、師資

培育相關科系者依大學法

第 26條之修業年限規定。 

學歷 1、師範大學：大學 

2、師範專科學校：專科 

3、師範學院：大學（民國 76年始） 

皆需具備國內外大學以上

(包含大學)的學歷才可修

習師資培育學程。 

實習身分 占正式教師缺 舊制：實習教師(非學生也  

     非正式教師)  



新制：實習學生 

實習時間 1年 舊制：1年（當年 7月至 

      隔年 6月） 

新制：半年（當年 8月至   

     隔年 1月，或 2-7月） 

教師資格取得 修畢師範校院課程，分發進入學校實

習即為正式教師。 

舊制：修畢師範校院課程 

     或教育學程學分後，  

     實習及格即可取得合 

     格教師證。 

新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者，實習及格並通 

      過教師檢定才能取 

      得合格教師證。(要 

      取得正式教師資格 

      必通過教師甄試)。 

師資培育機構 1、政府設立的師範大學、師範學院、 

   師範專科學校 

2.公立教育學院及公立大學教育學

系 

1、政府設立的師範大學、 

   教育大學。  

2、設有教育院、系、所之 

   大學校院。 

3、設有師資培育中(2003 

   年 8月 1日以前為教育 

   學程中心)之大學校院。 

4、學士後師資班 

資料來源：修改自黃哲彬(2009)。「我國師資供需現況分析、問題成因暨策進」。

教育趨勢導報，32，2-3。 



二、國內職前師資培育的教育專業課程 

    在 1995年「師資培育法」通過後，台灣的師資培育由過去閉鎖型一元化師

資培育制走向多元化制度，將師資培育劃分成「職前教育」、「實習」、「在職進修」

三部分。而在「職前教育」上，規定「師資及其他教育人員之培育，由師範院校、

設有教育學院、系、所或 教育學程之大學院校實施之」（第 4條），上述規定消

除了師資職前課程須由師範生進入師院修讀 4年制課程之規定，使得一般大學在

學學生可以透過就讀學校教育院、系、所或小學師資培育課程之設立，修習教育

學分獲得擔任小學教師的基本資格（洪村瑞，2008）。 

1.國民小學（至少四十學分）師資培育課程科目及學分表如下所示 

    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

程及選修課程。 

    （1）教學基本學科課程，必修至少 10學分，至少修習 4各領域，並以非主

修領域 優先修習；各校課程規劃，應就領域均衡開設。  

    （2）教育基礎課程，應該至少 2科 4學分須包含教師專業倫理、十二年國

民基本教育及德智體群美五育之內涵。 

    （3）教育方法學課程，應該至少 5科 10學分。  

    （4）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應修至少 5科 10學分 ，其中教材教法必

修 3-4領域至少 8學分，教學實習、國語教材教法與數學教材教法為必修，至少

各 2學分。  

    （5）選修參考科目，由各校依其師資、條件及發展特色自行開設，自行規

劃。 

2.幼稚園（至少四十八學分，包括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三十二學分） 

     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學實習課程及教保

專業知能課程；其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應依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

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規定辦理。 



   （1）教育基本學科課程，應修至少 2科 4學分。 

   （2）教育基礎課程，應修至少 2科 4學分。 

   （3）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 2科 4學分。 

   （4）教育實習課程，應修至少 4學分。 

3. 特殊教育學程（至少四十學分） 

    一般教育專業課程、特殊教育共同專業課程、特殊教育各類組（身心障礙組

或資賦優異組）專業課程及特殊教育各類組（身心障礙組或資賦優異組）選修課

程。  

   （1）一般教育專業課程，應該至少 10學分。 

   （2）特殊教育共同專業課程，應該至少 10學分。 

   （3）特殊教育各類組專業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 

   （4）特殊教育各類組選修課程，由各校依特殊教育法之規定，就師資培育理

念、條件及特色自行規劃。 

三、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定義 

   知識的傳遞、儲存技術已經從書本演進到網路，隨手可得。資訊科技能力變

成是一種生活技能，資訊科技的培育須從被動教養演變成主動學習（邱忠賢，

2015）。周耘甄（2013）指出資訊科技是指網路、電腦等通訊設備技術及環境的

資料與訊息。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將資訊科技融入於課程目標、教材設計及教學活動

中，讓資訊科技成為教師一項不可或缺的教學與學習的工具，使得資訊科技的使

用成為在教室中教學活動的一部份，並且能延伸的是資訊科技為一個方法或一種

程序，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來尋找問題的解答（王全世，2000）。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意義，就是希望能創造建構主義式的學習環境，藉由科

技支援知識建構（Knowledge Constructi-on）、支援知識探索 （Knowledge 

Exploration）、支援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支援合作學習 （Collaborative 



Learbing）、支援反思學習（Learning by Reflection）（Jonassen,2000）。 

    教育部公布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增設「科技」 學習領

域，包括「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二必修科目，「資訊科技」在國中階段有

六學分，高中階段二學分，合計必修 8 學分；國小則未獨立設科，主要為融入

其它學習領域實施（教育部，2015）。因此「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老師來說是

一大挑戰，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要考慮的就是老師要如何應用資訊科技在教學中進

行，並且運用此種融入教學方式更容易達到自已的教學目標。 

四、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內涵 

    何謂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呢，係指教學者利用「資訊科技」作為媒介，蒐集教

學資料及教學內容傳達知識給學生並和學習者互動。 

    教學者可以藉由相關媒介把教材先錄音綠影方式，來播放給學習者聆聽、學

習，學習者可精熟教材的內容且可以隨時可以觀看。其次，教學者可改變過去的

教學模式，進行同步與非同步之教學。非同步教學係指將教材置於網路平臺，學

習者可以在任何的時間汲取知識與發表自我的意見，進一步獲得別人的意見，修

正自己的想法及培養自己批判思考的能力，亦可學習如何與他人溝通；同步教學

指訊息傳遞及接收者於同一時間內進行即時性互動（李珮瑜，2007）。而學習者

可以依自我需求做為調整，選擇一個適合自已的方式或速度來做學習。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方法及型態非常多元，過去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較偏向

單向式，現今已擴展是「多向式」和「雙向式」（李珮瑜、連采宜，2014）。 

    資訊科技在學習活動上具備下列幾項特色，來協助學習者做有效的學習，或

者提供傳統教學所無法達成的教學目標（Jonassen,2000） 

1、透過資訊科技輔助學習 者者進行觀念比較、資訊搜尋，以及作品 呈現的過

程，有利於知識之建構。 

2、透過資訊科技提供真實情境、問題解決過程，讓學習者經歷「從做中 

學」的知識學習。 



3、透過資訊科技傳播特質，提供合作學習討論，互動的機會。 

五、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是指具備資訊的知識與技能，能夠操作軟體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與工

作上，並對有效的資訊加以蒐集、整理、評鑑及利用資訊的能力。本研究係參考

教育部公佈之「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資訊教育五類核心資訊能力」及「國民

中小學教師資訊基本素養指標」提出有關教師資訊素養五個層面，其中包括「資

訊知能」、「資訊操作」、「資訊應用」、「資訊整合」、「資訊倫理」；分述如下： 

一、資訊知能  

認識電腦之基本軟、硬體、周邊設備，瞭解電腦的功能與應用的範圍。  

二、資訊操作  

熟悉套電腦軟體的操作使用，且會使用簡易維修以及正確管理檔案。 

三、資訊應用  

會運用電腦科技處理教學與行政上的事務，並能引導學生於學習上。  

四、資訊整合  

具備批判及選擇資訊的能力，利用電腦進行溝通、合作、研究及問題解決；並且

能夠利用電腦科技規劃終身學習的課程與活動。  

五、資訊倫理  

正確建立使用軟硬體的道德觀、平等觀、網路禮儀、隱私權、智慧財產權等觀念。 

六、教師應具備的資訊科技素養分析 

    資訊素養是一種概念用來表示個人對於資訊處理的能力，它也是一種工具、

一種技能，是現今資訊社會生活的必備基本能力。人人應有基本資訊素養，也是

未來資訊社會的基礎(吳美美，1996)。 

   「資訊素養」除了是解決問題的能力，更是指蒐集資訊、取得資訊、判斷評

鑑資訊與應用資訊的能力，也是培養自我導向、終身學習所必備的關鍵能力。(池

增輝、張菀珍，1999；郭麗玲，1998；陳昭珍，1999) 



    資訊素養的概念貣源 1970年代的美國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界。1989年美國圖

書館學會之「資訊素養總統委員會」(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將資訊素養列入美國國民日常生活必備技能，開啟推動資訊素養教育

先河(莊道明，2012)。 

   依據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LA)的定義，

資訊素養是指一個人具備覺知何時需要資訊，並能有效地搜索、評估和使用所需

資訊的能力(莊道明，2012)。 

    綜合上述文獻，在這個資訊發展瞬息萬變、一日千里的時代裡，人們若無法

蒐集及使用資訊，那麼幾乎尌如同文盲一般，由此可見，能協助我們處理大量資

訊的資訊素養益加彰顯其重要性。 

七、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分析 

    資訊科技的發達，使電腦成為人們交換訊息及生活中傳達的管道。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的策略指的是教師從事資訊科技雿入教學的方法、模式及方式，在教學

進行中有哪些資源可用，其可行性與效益如何， 每種不同的方法對教師角色定

位有何改變等（王文霖，2013）。 

    因此，教師為順應時代的潮流更應熟悉資訊網路的運用，使自己能夠廣泛的

吸收新知，以有能力引導學生進入更豐富多元化的領域，做統整與聯繫的學習， 

並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成效。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困難及障礙，找出相關之解決策略，並提出「目標-障

礙-對策架構」（Goal-Barrier-Solution Fremework,GBS）。GBS架構（如下圖

2-3-1）能說明教學者在應用資訊科技時，會有兩個層次的目標與產生出不同的

障礙（宋曜廷等人，2005）。 

 

 

 



 
圖 1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 GBS架構圖（李幸穎，2013）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要培養國民的資訊素養，無論使用何

種教學策略，都可以提高國民的資訊素養。把資訊科技素養範圍中的檢索及尋獲

資訊能力、確認資訊能力、使用及創造資訊能力、培養組織及整理資訊能力、評

估的五個面向。 

八、教學態度 

    「態度」是指個體對周遭的人事物所持有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的傾向，此傾

向可顯現在個體的外顯行為，但態度卻不限於外顯行為，而是除了外顯行為外，

還包括情感與認知（張春興，2000）。 

    教學態度是教師對與教學有關人、事、物與改念具有的一種持久而又一致的

行為或心理反應的傾向，其中包含認知層面、情感層面和行為傾向（曾怡寧，

2004）。 

教師必須轉變教學理念和思維方式，才能將封閉、僵化的教學轉向的開放的

（羅曉莉，2014）。教學是一種「複雜」而且需要「特別能力」的困難工作，它

的「複雜性」在於教師面對的是「人」，一個擁有個人獨特性及獨立思考能力的

學生，也因此造就了教學的複雜性及難以掌控性；而從事「人」的教育工作者，

須具備「特別能力」才能夠勝任這複雜且難以掌握的教學工作（Borich,2007）。 



參、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某國立教育大學師資培育生對資訊科技教學之現況與態度研究，旨

在探索某國立教育大學師資培育生運用資訊科技教學之現況及運用資訊科技教

學之態度，據提供師資培育教構規劃資訊科技相關課程的參考，並對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的推廣提出建議與參考。依據文獻探討進行相關資料蒐集、整理，建立研

究之理論基礎，再根據研究對象所做實際訪談法來蒐集資料，藉以比較並印證相

關之理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探討國小師資培育生資訊科技教學之現況與態度，以及探討兩者之

間相關；以個別訪談法來獲取研究所需資料，在訪談對象上，乃依選擇受訪者的

便利性與師資培育生個人意願來決定。做為本研究探討之依據。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某國立教育大學的學生有修教育學程的學生；以下是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為例 

一、培育類科 

1.幼兒園。 

2.國民小學。  

3.特殊教育學校(班)「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與資

賦優異」。 

    本研究個別訪談分別為：國民小學程 4名學生；特殊教育學程 4 名學生、幼

稚園師教育學程 1名學生，學前特殊教育學程 1名學生，共計 10 

名學生。 

    研究者在進行正試與訪談前，研究者會訪談之初稿，函請 2位與資訊科技與



教育相關領域學者專家來進行專家內容效度鑑定，再依據學者專家所給予回饋與

建議與指導教授討論修訂後，完成預式調查試題之編製。以確保訪談大綱具有信

度與效度，是否與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所關聯。 

四、研究理論 

一、本研究參與訪談學生，在資料整理與結果，將會以代號表示，以保護學生個 

    人資料之隱私。 

二、本研究訪談前，會事先徵詢受訪者同意，才會進行訪談，並說明訪談目的，    

    也會告知訪談對象其訪談內容僅做於學術研究。 

三、為保留訪談對象表達之完整性，在訪談前，會事先徵詢訪談者同意於訪談過 

    程中進行錄音，並完成逐字稿後，送交訪談對象進行確認，以示尊重，與確 

    保訪談內容之完整性。 

肆、研究結果分析 

    本研究所選擇的訪談對象皆為某國立教育大學擁有教育學程的教程生及師

資生，受訪者都是大學部升三年級以上的學生，共 10位受訪者，分為國小一般

教育學程為 4位受訪者；國小特殊教育學程為 4位受訪者；幼稚園一般學程為 1

位受訪者，幼稚園特殊教育學程 1位受訪者。訪談期間為民國 106年 7月 1日至

8月 31日，依照受訪者決定的時間與 10位受訪者採以個別訪談方式，每次訪談

時間平均為 60分鐘。10位受訪者基本資料整理，如下表 2：  

表 2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編號 性別 系所 年級 教育學程 

A1 男性 資科系 三 國小一般 

A2 男性 體育系 四 國小一般 

A3 女性 語創系 三 國小一般 

A4 女性 教傳所 碩三 國小一般 

B1 女性 教傳所 碩二 國小特教 



B2 女性 台文所 碩三 國小特教 

B3 女性 特教系 三 國小特教 

B4 男性 數設系 三 國小特教 

C1 女性 幼教系 三 學前 

D1 女性 幼教所 碩二 學前特教 

一、資訊科技教學現況 

(一)、師培專業科目的影響 

1、師培的課程中，是否有修關資訊相關課程有或沒有﹖ 

   有 4位(佔 40%)有修過修關資訊課程，有 2位(佔 20%)未來想修有關資訊課

程，沒有想修有關資訊課程有 4位(佔 20%)。 

2、有修過的話，覺得對您自行進行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有影響嗎﹖ 

    受訪者有五位有修過有關資訊課程，有 4位(A1、A4、B1、B4)(80%)，A1和

A4表示運用資訊融入教學，的確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專注力， BA表示師

培有開的有關資訊科技相關的課程，可以算得初階的，可能要隨時改變不一樣的

方式，若一層不變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話，可能會學生的學習動機，師培這可

以在資訊課程可以再多一點、廣一點和深一點，B1覺得資訊課技融入教學是有

影響的，認為在特教生方面，會更加吸引學生們的的注意且較能專注於老師的內

容，但希望是有互動性不是只有單老師一個在使用。有 1位(B2)(佔 20%)是沒有

影響的，對於特教班的學生是有效，但對於潛能班的學生比較沒有效果，因為課

程上的安排與進度關係。 

(二)、系上與有關師培專業課程相似的影響 

1、系所的課程(非教育學程)是否有資訊科技課程﹖ 

   受訪者中有 6位(A1、A4、B1、B3、、B4、D1)(佔 60%)在系所上有修過資訊

科技課程，A1、A4、B1、B4都認為教育學程的資訊課程，相關性太過少，若在

教學上使用，會無法讓學生引起動機，還好系所上的課程，這樣可以改變不一樣



有關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方法，有 4位(A2、A3、B2、C1)(佔 40%)受訪者系所上沒

有修過，因系所的課程安排，比較沒有相關的，再加上有時想誇系所修關，需要

重重關卡，因此打消修有關資訊科技的課程。 

二、資訊科技教學態度 

(一)、課程與教學 

1、如果您有試想過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嗎﹖ 

   受訪者中有 8位(A1、A3、A4、B1、B2、B3、B4、C1)(佔 80%)有想過將資訊

科技融入在教學上，在加上現今資訊科技十分發達，所以在教學可以把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上，有 1位(D1)(佔 10%)有想過但覺得也要看任教的學校是否有這樣設

備，曾經有到學校實習，教學者已經準備好教材要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才發

現學校的設備沒有夠齊全，所以要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前須要先看學校是否有

完善設備。有 1位(A2)(佔 10%)完全沒有想過要使用，因為受訪者對於資訊科技

是不太熟，所以不會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2、有試想過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否會覺得提升學習者學習動機嗎﹖ 

    受訪者中有 5位(A1、A4、B1、B3、B4)(佔 62.5%)認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會

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但要多元化，這樣才會讓學習者隨時充滿期待與學習動

力。而其中 B3受訪者因想要把教材與教法都融入資訊科技化，所以自已有訪間

的電腦補習班來進修與學習更深的一層，希望在教學上可以更加活躍與有動機，

使得孩子都會想上老師的課。B1受訪者覺得向台大葉丙成把教材設計的

PaGamO，貼近學習者的心與符合當下流行的話題，必能提升學習者很大的學習動

機及提高學習興趣，有 3位(A3、B2、C1)(0.375%)認為現在資訊科太過普及，所

以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年紀較小的學習者來說是有用的，較大的學習者來說興致

缺缺。 

3、是否有想過若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上，能提高活潑氛圍嗎﹖ 

   受訪者中有 8位(A1、A3、A4、B1、B2、B3、B4、C1)(佔 80%)A1、A4、B1、



B4都認為會提高活潑氛圍，但雙向互動會提高比較多一點，且每節課或是每課

文都會有一個小遊戲來進行，若只是單向的融入會比較無趣。有 2位(A2、D1)(佔

20%)認為不一定會提高活潑氛圍，要看教師教學的模式。 

(二)、自我定位 

1、對於「老師」的印象為何﹖ 

    A1：瞭解學習者的需求與需要。A2：需要有耐心、愛心及細心，且隨時隨地

都保有教育熱誠與衝進。A3：可以輔助、協助學習者困難和增進學習者的知識。

A4：有教育愛、有耐心、自信、教育專業並且隨時都要 HOLD的學生。B1：傳道

授業解惑，老師不是只會教學，還會要教學生如何做人做事道理。B2：耐心、專

業，且能提早的瞭解學習者需要的是甚麼，與需要怎樣的幫助。 B3：愛心、耐

心與專業知識，隨時隨地都得要充電與瞭解近期的教育改革。B4：是一位是學習

者的貴人，而不是當一個懶人。C1：是一位教學習者品性勝過於知識。D1：要讓

學習者隨時都在進步。 

2、對於自已在教育這條路上的期許是﹖ 

   A1：要當一位公平、盡責及熱誠的老師。A2：任何一件事都能冷靜、耐心及

有專業知識來教導學習者，來解惑學習者。A3：要當一位陪伴學習者成長，讓學

習者感受到老師的溫暖與熱誠。A4：能成為教學與生活教育上都能有所貢獻的老

師。B1：是亦師也是亦友，讓學習者對老師沒有任何距離，但該尊重老師也會尊

重。B2：能冷靜、耐心、盡責及熱誠，並且能真正幫助學習者。B3：愛心、耐心、

及求上進的心，且陪伴學習者一點一點的成長與進步。B4：用愛用心來感染學習

著的心。C1：除了教育專業之外，也讓學習者天天來上學是快樂的。D1：用行動

來影響學習者的生命。 

3、你覺得自已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上是屬於被動嗎﹖ 

   受訪者中有 4位(佔 40%)(A2、B2、C1、D1)屬於被動的，擔心在教學上無法

順利地流暢，有 6位(佔 60%)(A1、A3、A4、B1、B3、B4)屬於主動的，認為每次

每次會更好，學習者再學習動機也會越來越提高。 



4、承上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屬於學校請你用，你才會使用嗎﹖ 

   在被動使用受訪者中有 4位(佔 100%)會因學校請老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才會使用。 

五、結語 

    根據本研究訪談結果發現，系所不同，在教育學程的課程設計上也會有所不

同。這是因為每個系所都有其著重的科目與技能，如：在課程設計上，語創系所

著重於「語文師資組」與「文學創作組」相關的課程，而特教系所著重於以身障

類的課程，其次再輔以資優組、學障組、情障組、自閉症、聽語障組、多重障礙

與病弱組等方面的師資訓練課程。而資訊科學系(所)以培養高科技資訊科學人才

為主要的教育目標，教學發展方向為網路與通訊、計算機系統、智慧型科技三大

教學方向。這些不同系所所重視的課程設計核心不同，因此對資訊科技教學的現

況與態度也不一樣。 

    本研究建議師培中心在課程上的安排需要多樣化，在資訊科技相關課程提供

較多選擇，如：現今 3D 列印十分發達，師培中心，可以開設基礎 3D Max相關

課程，以及一些有關資訊科技互動教材與設計課程，如：人機介面設計、數位互

動設計、數位影像技法……等等。時代一直在變化，未來新的課綱，對資訊科技

領域更加重視，在課程與教學上，教學者與被教學者皆需要與時俱進，為學習帶

來更高的成效。 

    在後續發展階段，會使用問卷調查再一步進行研究，進行正式研究前，研究

者會請專家針對問卷調查內容及訪談大綱進行檢核，確保問卷調查內容及訪談大

綱設計之問題與研究目的是否有關聯，另外，為避免研究者本身的觀點會影響研

究結果，本研究將會採用三角交叉檢定法來確保研究資料的信效度。希望能讓未

來老師在教學上可以更加活躍更加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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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談提綱 

研究

問題 

研究方向 答案 

 題目 答案 

資訊

科技

教學

現況 

師培專業課目的影響 師培的課程中，是否有

修關資訊相關課程？

有或沒有 

 

 如果有修過的話，覺

得對您自行進行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有影響

嗎?(簡單舉例) 

 

系上與有關師培專業

課程相似的影響 

系所的課程(非教育學

程)是否有資訊科技課

程? 

 

 

覺得課程對自行進行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有影響嗎?請

簡單舉例 

 

資訊

科技

教學

態度 

課程與教學 如果您有嘗試過將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您覺

得能提高學生的學習

動機嗎? 請簡單舉例 

 

能提高活潑氛圍嗎? 

請簡單舉例 

 

自我定位 1. 對於「老師」的印

象為何? 

 

2. 對於自己在教育這

條路上的期許是? 

 

3. 您覺得自己在「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

上是被動的嗎? 

 

4. 「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是屬於學校請

你用，你才會使用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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