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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際網路的興起逐漸地改變企業組織或個人的學習型態，藉由資訊科技，知識的學習不再

受限於時間與空間的藩離，許多企業已開始運用網路學習來促進組織的知識分享與創新。因

此，本文將針對醫療機構的網路學習議題進行探討，分析醫療機構的網路學習方式對醫療人員

網路學習成效的影響，以及探討採用不同的學習評量方式時，醫療機構必須強化何種網路學習

方式，以獲得較良好的學習成效。本論文將網路學習方式分成多媒體線上課程、多元化課程與

多種溝通方式課程等三種方式，將學習評量方式分成線上測驗、書面報告、填答問卷與同儕互

評等四種方式。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方式，以南部地區某醫療機構之醫療人員為研究對象，來

進行研究分析。根據問卷調查與資料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的網路學習方式對於網路學習成

效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響效果，其中以多元化課程影響最大；網路學習評量方式對於網路學

習方式與網路學習成效之關係具有顯著干擾效果。透過本研究結果，期許能提供醫療機構於規

畫網路學習機制時之參考依據，以建構出符合理想的網路學習環境，達到最佳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醫療機構，網路學習，網路學習方式，學習評量方式，網路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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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ce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changed learning styles for both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learning is no longer restricted by 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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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nterprises have begun to employ e-learning to improve sharing and

innovation of knowledg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e-learning in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e of e-learning modes on performance. The study also examined, under different

evaluation criteria, which e-learning mode(s) should be reinforced in a health-care institution to

increase learning performance. E-learning modes were categorized into multimedia online learning,

versatile learning and multi-channel communication-based learning.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included an online test, a hard-copy test, a questionnaire and an evaluation by peers. Health-care

personnel currently working in an institution in Southern Taiwan were surveyed.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an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 that all of the e-learning modes exhibi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arning performance, among which versatile learning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had significant disturb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arning modes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On the basis of these results,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can devise better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their e-learning systems.

Key Words: health-care institution, e-learning, e-learning modes, evaluation criteria, e-learning

performance

一、前言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引發一場學習革命，「終身學習」

在這知識競爭的紀元裏，已變成是必須且重要的，企業的知

識吸收與應用能力已成為經營成功與否的關鍵。Nonaka and

Takeuchi（1995）曾研究本田、松下、佳能等知名公司的成

功秘訣，結果發現其關鍵皆在於管理新知以創造成功的方

法；亦即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在於藉由取得外來技

術或知識，結合組織本身的既有知識及創造力，以充分運用

新技術、新產品、與新管理方式的能力。因此，在未來的企

業經營環境，真正的贏家將是善用學習資源進行終身學習者

（Barnett, 1999）。

然而，企業為了要提供一個可以讓員工能夠持續不斷地

學習的良好環境，往往必須耗費相當的資源；而隨著網路資

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已提供企業一個具備低成本、即時性、

便利性及彈性等優點的學習環境建構工具（Gasco, Llopis, &

Gonzalez, 2004; Wilson, 2004）。因此，有愈來愈多企業開始

建構網路學習（e-learning）環境；而且隨著網際網路技術之

成熟與應用的普及化，更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故企業

建構網路學習是必然的趨勢（Burns, 2005; Macpherson,

Homan, & Wilkinson, 2005）。此外，為協助企業推動網路學

習，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2002 年通過「數位學習國家

型科技計畫」的構想，預計五年內投入四十億元進行此項計

畫；而經建會擬訂的「挑戰 2008」六年國發計畫，也將數

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列入「數位台灣計畫」中。

雖然網路學習可以克服時間及空間的問題，但也有其實

施上的限制與障礙，畢竟網路學習並不是萬無一失，企業在

建構網路學習時，仍需仔細衡量公司本身的條件；因此，了

解哪些因素會影響企業網路學習的建構，怎樣做才是最適

當，才能使網路學習實施成效最佳，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Govindasamy, 2002）。企業於發展網路學習時，除了成本

的考量與系統的建置之外，網路學習課程的製作往往才是真

正困難的部分（Zhang & Zhou, 2003），故企業在導入網路學

習系統時，必須針對其網路學習方式進行妥善地評估及分

析。至於傳統的教育訓練與網路學習是否有共同存在的必要

性，則須視企業學習活動內容的合適性而定（Svensson,

Ellstrom, & Aberg, 2004）。因此，探討企業如何設計與發展

適當的網路學習方式以提昇網路學習成效是一個值得研究

的議題。

而隨著人民健康意識的抬頭，對於醫療人員專業服務品

質的要求也日益提昇。為了民眾的健康，行政院衛生署即規

定醫療從業人員必須持續接受教育，並要求修滿規定學分，

才能繼續執業 （行政院衛生署，2003）。一般而言，國內許

多醫療人員的學習方式，不外乎是參加醫學會、年會、學會、

學術研討會，演講或課堂實體教育等訓練課程。然而目前在

美國，可以透過網路學習進行教育學分的取得，此方法可讓

忙碌的醫療從業人員隨時隨地進行課程的學習。由於醫療從

業人員的工作時間不定，且業務量大，所以須選擇具有彈性

的課程，讓自己閒暇之餘有機會進修學習；再加上醫療新知

不斷的衝擊，所以立即性、彈性高且快速的學習方式對醫療

產業極為重要。而網路學習可不限時間地點，隨時隨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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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可說是最方便的學習工具。此外，依照目前台灣醫療

產業的走向，主要是朝向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的型態發展，

因為這類型的醫院有較完善的醫療設備與足夠的資金，可提

供較健全的醫療服務（王俊文、葉德豐、陳紫郎，1999）。

醫療機構的管理與一般製造業不同，醫療產業屬於知識

密集的產業，故有系統地運用網路學習來做好知識管理，將

有助於醫療從業人員的成長，以及提昇醫療機構的水平。雖

然有關網路學習的研究議題相當多，尤其是針對學校網路教

學運用之研究，然而學校的學習環境與醫療機構之學習環境

並不完全相同（Beer et al., 2002）。學校一般學生之學習主要

著重在基本知識之培養，其學習環境與時間也比較固定與單

純；而醫療從業人員之學習，則著重在專業新知的吸收，且

由於工作環境關係，其學習環境與時間往往較不固定，故有

必要特別針對醫療人員之網路學習進行探討。而目前亦有許

多針對醫療機構如何運用網路學習來提昇其醫療人員的專

業能力之研究（Beer et al., 2002; Howard, Levine, Davis, &

Peek, 2003; Lesley, Oermann, Vander Wal, 2004; Young,

2003）；然而國內之相關研究仍不多見（林漢瓊，2003）。有

鑒於此，本研究將針對醫療機構的網路學習進行探討，以提

供醫療機構於規劃網路學習系統時之參考。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希望達成以下之研究目的：

1. 探討不同的網路學習課程方式對於醫療人員網路學習成

效之影響。

2. 探討網路學習課程方式對於網路學習成效之影響，是否

會因網路學習評量方式不同而有所差異。

二、文獻探討

底下將針對網路學習、網路學習方式、學習評量方式、

學習成效，以及彼此關係之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一）網路學習

網路學習就其字面上的定義來說，是一種利用電腦透過

網際網路來學習的方式（Rosenberg, 2001），國內一般稱為

電子學習、線上學習、網路學習、網路化訓練、或數位學習

等 （曹世亮，2001；黃貝玲，2001；鄒景平，2000）。經建

會人力規劃處（2001）對網路學習下的定義為：「網路學習

是指運用網路促成的學習，包括：學習內容的製作、傳遞與

擷取、學習經驗的管理及學習社群的交流等。」林聰儒（2000）

指出網路學習就是利用網際網路來傳遞課程，加上超媒體輔

助設計的課程教材，提供一個具有個人化、即時性與兼具同

步式與非同步式的學習環境。網路學習跟一般傳統學習最大

的不同點在於教師與學生並非面對面，而學習也可以不受固

定時間或空間的限制。網路學習對於學習者而言，具備時間

與空間的彈性、成本與時間的節省、自我調整步調的學習、

以及合作學習的環境等優點（Alavi & Leidner, 2001; Beam &

Cameron, 1998; Hiltz & Wellman, 1997）。網路學習與傳統學

習方式之差別如表 1 所示。

Rosenberg（2001）認為網路學習是利用網際網路的技

術傳遞一系列能夠增進知識與績效的解決方案，並必須具備

下列三個基本要件：

1. 網路化：有利於即時獲取最新資訊，並更新、傳遞、分

享與儲存知識。

2. 應用電腦及網路技術：目的在於快速且正確地將學習課

程傳遞予終端使用者。

3. 屬於遠距學習的一種：包含傳統學習方式以外的其他學

習方式，但遠距學習不一定就是指網路學習。

（二）網路學習方式

網路學習的方法與工具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不斷

的進步，由於目前醫療體系在網路學習方面，並無一完整有

系統的課程方式，故本文參考許多有關網路學習方式之研究

（吳明隆，1998；李業成，2001；姜榮哲，2001；張基成、

表 1. 網路學習與傳統學習方式的比較

學習方式

比較構面
傳統學習方式 網路學習

教材

1. 制式教材

2. 更新速度慢

3. 眾人集合於同一地點

的學習方式，提供大

量資料，是否符合個

人需求不得而知。

1. 個人化教材

2. 更即時、快速

3. Just-in-Time 的學習方

式，提供個人所需資

訊。

成本

集合教師及學生於同一

地點，徒增旅費及機會成

本

1. 國際化規模，相對成

本較低

2. 虛擬學習可降低旅費

資訊擷取 限定在固定時間內進行 快速達成，無時間限制

績效衡量
不易衡量 藉資訊科技衡量受訓結

果

學習彈性
即時性的訓練較難達成 1. 快速達成

2. 持續進行

互動性 較差 較佳

重心
以授課者為重心

（instructor-centric）

以學習者為重心

（learner-centric）

註：資料來源：欒斌、羅凱揚（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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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宣蔚，2000；盧宜玲，2001；Collis & Strijker, 2001; Gasco

et al., 2004; Govindasamy, 2002; Hiltz & Wellman, 1997;

Macpherson et al., 2005; Piotrow, Khan, Lozare & Khan, 2000;

Svensson et al., 2004; Zhang & Zhou, 2003），歸納出「多媒體

線上課程」、「多元化課程」及「多種溝通方式課程」等構面，

分別說明如下。

1. 多媒體線上課程

學習的課程方式如果只是一成不變，將會降低學習效

果，現今網際網路的技術進步，為了加強學習者的興趣，可

於網路學習過程中，運用多媒體技術，加上如動畫、影像等

內容，可提昇教育訓練之成效（Zhang & Zhou, 2003）。盧宜

玲（2001）認為理想的網路學習課程除了課程內容外，應善

加利用多媒體，可以提昇網路學習教材製作效果。張基成和

唐宣蔚（2000）與李業成（2001）也提出網路學習應具備線

上課程區，利用本文或多媒體提供非循序的教材內容，學習

者可以動態學習有興趣的課程內容，設計符合個人化的教

材。

2. 多元化課程

吳明隆（1998）認為一個完整的網路學習環境設計包

括：多元化的學習資源、個人化的學習環境、合作式的學習

方式、建構式的學習理念、多人化的學習參與、豐富化的學

習內容、導向式的學習指示、跨文化的學習素材、全球化的

學習方式、彈性化的學習時間、人性化的學習環境、簡易化

的操作介面、多樣化的學習機制。於規劃網路學習時，必須

針對所欲訓練或學習課程的特性，分析評估是否適合進行網

路學習；網路學習有時必須搭配實體教學，方能提昇學習成

效（Gasco et al., 2004; Svensson et al., 2004）。

3. 多種溝通方式課程

姜榮哲（2001）認為科技的使用將影響組織的溝通型

態，經由電子郵件、電子佈告欄、視訊會議、傳真等，提供

多樣化的溝通管道。網路學習不但能創造出個人的便利性，

線上溝通的立即性也能提供另一種共同學習的環境。常見的

線上溝通方式如下：

（1）同步討論區：可利用視訊的方式進行同步性的學習。

（2）非同步討論區：係利用網路論壇或佈告欄的方式如

BBS 站，進行非同步的溝通。

（3）新知公佈欄：可提供有關教育訓練方面的新知。

（4）個人信箱區：屬個別式的溝通與討論管道。

（5）訓練資源連結區：採超連結的方式獲取與教育訓練有

關的資源及資訊。

（6）常見問題與解答區：運用此方式溝通可減少重複性的

問題產生。

（三）學習評量方式

評量是一種價值評斷的歷程，透過持續性地蒐集多方面

的資料來評量學習者的學習效果，評量的結果更能作為課程

以及教學方法改善的依據（廖培瑜，2002）。姜榮哲（2001）

認為教學與評量可以說是學習活動一體的兩面，一個好的學

習模式，需要一個評量機制，以利學習者與授課者進行學習

活動。所以，一個好的學習系統必須具備一個好的評量機

制。所謂好的評量機制，是在評量的規劃與運用上，依學習

者情況做適當的調整。而傳統的評量方式是以考試成績作為

判斷學習成效的標準，但事實上，學習是一種動態的行為，

需要用不同的評量方式來衡量及發掘最適的學習方式，僅參

考考試成績並無太大意義。在學習評量方式上，謝銘勲

（2002）提出五個主要功能：

1. 瞭解學生潛能與學習成就，以判斷學生努力的程度；

2. 診斷學生學習的困難，作為補助教學及個別輔導的依據；

3. 獲得學生進步的情況，可引發學習的動機；

4. 可幫助學生瞭解如何改變或發展自己的行為；

5. 可提供學生資料，做為進一步決定的基礎。

在了解學習評量方式的功能後，可知單純地依據傳統評

量方式是不夠的。最常見的評量工具是用紙筆測驗，這是一

個最簡單且快速檢測學習結果的方式；但其評量結果的正確

性有時令人質疑，須靠不同的評量方式來彌補其不足之處。

在企業界內，最常採行課後問卷調查或考試兩種方式來衡量

學習成效，然而當學習加上網路之後，在評量方式上就要有

所調整，才不會產生學習上的缺口。本研究將網路學習評量

方式分成「線上測驗」、「書面報告」、「填答問卷」及「同儕

互評」等四種類型（莊雅婷，2001；廖培瑜，2002；謝銘勲，

2002；劉旨峰，2002；簡茂發，1999；Govindasamy, 2002;

Macpherson et al., 2005）。

所謂線上測驗，是藉由管理系統記錄學習者網路學習的

狀況，以方便教學者進行分析與評估，此評量方式具方便性

與即時性。再者，由於線上測驗並非全面性的方式，傳統的

書面報告、填寫問卷仍有其效果。最後，在同儕互評的方式

上，是透過學生們的互評，並提出建議，以作為教學者參考

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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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是判斷學習成果的指標，其結果乃是為了讓學

習者知道自己的學習狀況，並作為學習者與授課者改善的依

據。李淑娟（1992）認為學習成效係指受訓者對學習課程的

學習，以及所做的行為改變對組織的貢獻。林麗惠（2000）

也指出學習成效的重要性如下：

1. 學習成效可以證實學習成果對於組織目標達成之貢獻，

並提供訓練部門繼續存在的理由；

2. 學習成效可以作為判定學習活動是否繼續辦理之依據。

Hudspeth（1997）認為網路學習環境的設計及良好的學

習環境，可以讓網路學習者感到學習的內容是富有挑戰性

的，且是個人的興趣經驗所在，也可增加其學習的驅動力。

網路學習課程方式將教學過程透過資訊系統之運用，以傳達

並展開課程，能提昇網路學習成效，對組織之學習與競爭力

會有所助益；由此可知，學習課程透過資訊科技的使用，對

網路學習成效將有所影響（Carville & Mitchell, 2000; Gross,

1998）。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網路學習方式會影響網路學習成效。

H1a：運用多媒體線上課程可提昇網路學習成效。

H1b：運用多元化課程可提昇網路學習成效。

H1c：運用多種溝通方式課程可提昇網路學習成效。

教學與評量是一體兩面，只有教學活動而無評量，則學

習成效與影響將無從得知，課程的設計、教材的發展以及學

習活動的安排亦無所依據。McDermott（1987）也提到訓練

成效是經由評估所決定的。所以不管是傳統式的學習、網路

學習，都希望能夠針對學習者的能力，加以協助使其有效地

學習。但是如何來評定學習者的能力，所使用評量的方式就

顯得非常的重要。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2：網路學習評量方式會影響網路學習方式與學習成效之

關係。

H2a：線上測驗評量方式會影響網路學習方式與學習成

效之關係。

H2b：書面報告評量方式會影響網路學習方式與學習成

效之關係。

H2c：填答問卷評量方式會影響網路學習方式與學習成

效之關係。

H2d：同儕互評評量方式會影響網路學習方式與學習成

效之關係。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結果可知在網路學習過程中，網路學

習方式對網路學習成效應該有所影響；此外，學習成效評量

在教學活動過程中確有其關鍵性的功能，透過評量的機制，

企業得以了解網路學習的成效以及學習者是否已達成所預

定學習的目標，據此也可改善網路學習活動的缺失。因此，

本研究擬進一步探討不同的學習評量的方式，對於網路學習

方式影響網路學習成效的程度是否有所不同，並將網路學習

評量方式視為一干擾變項。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南部地區某醫學中心之醫療人員為研究對

象，針對網路學習方式、學習評量方式與醫療人員網路學習

成效之關係，進行問卷調查。由於該醫學中心已進行網路學

習環境之建置，該醫學中心大部分從業人員均已具備網路學

習的經驗，故受訪者的填答意見應具有參考價值。根據醫療

法規定，所謂醫療從業人員，基本上可分為以下四類：

1. 醫師：指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證書之人員。

2. 護理人員：指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護理師、護

士、助產士證書之人員。

3. 醫事技術人員：指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藥師、

醫事檢驗師，及其他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

4. 行政人員：指醫院內除醫事人員之外的其他所有工作人

員。

在問卷設計方面，本研究問卷主要分成四大部分，包

括：填答者基本資料、網路學習方式、學習評量方式、與網

路學習成效。共 43 題。問卷中之各問項，除填答者基本資

料之外，其餘均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進行衡量，而各問

項的計分方式，則是由醫療從業人員對各問項的同意程度，

依照「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

網路學習成效

網路學習評量方式
1. 線上測驗 2. 書面報告
3. 填答問卷 4. 同儕互評

網路學習方式
1. 多媒體線上課程
2. 多元化課程
3. 多種溝通方式課程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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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順序，分別給予 1、2、3、4、5 分的分數。

於探討網路學習方式對於學習成效之影響時，本研究將

「多媒體線上課程」定義為透過線上課程區，利用本文或多

媒體提供非循序的教材內容，學習者可以隨時隨地學習有興

趣的課程內容；其教學活動之設計為將課程完全利用圖片、

動畫、以及各種教學、演講、醫療照護過程影片等方式於教

學網站呈現教學內容，提供學員視覺與聽覺的學習效果，並

可自行調整學習進度。將「多元化課程」定義為結合網路線

上學習與實體學習的授課方式，實體學習包括專題演講、教

室授課等方式；其教學活動之設計為將課程分成網路線上自

行學習課程以及授課者面對面教授課程兩大部份，前者可讓

學員透過網路自行閱讀與下載課程內容，後者則讓學員能透

過與授課者面對面的互動進行課程內容討論。將「多種溝通

方式課程」定義為透過討論區、電子郵件、或佈告欄等方式，

讓學員與授課者能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的學習方式；其教學

活動設計為將線上或實體課程內容的討論利用線上討論

區、電子郵件或線上佈告欄等溝通方式進行，讓學員可以針

對課程內容發表個人意見，並與授課者或其他學員能進行即

時或非即時的集體討論。

至於「網路學習成效」之衡量，鑑於醫療人員的學習主

要著重在專業能力的提昇，並是否能有效地運於醫療工作，

不像一般學校的學習可運用學科成績的高低來衡量其學習

成效。因此，本研究主要由受訪者根據其接受網路學習之

後，對於本身專業能力的提昇以及工作效率的提昇是否有顯

著的幫助來填答，較著重受訪者的「學習感受」。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係針對南部地區某醫學中心的醫療從業人員發

放問卷，共發出 1,000 份問卷，總計回收 630 份，扣除填答

不全之問卷，有效問卷共 606 份，有效回收率為 60.6%。茲

將所有回收之有效樣本的基本資料整理如表 2 所示。

本研究所探討之醫療機構已開始進行網路學習環境之

建置，於回收的有效樣本中，發現所有受訪人員均已有網路

學習經驗，根據問卷回收結果發現，有 23% 的受訪者主要

透過多媒體線上課程方式來進行網路學習，61% 的受訪者

主要透過多元化課程方式來進行網路學習，16% 的受訪者

主要透過多種溝通方式來進行網路學習。由此可知，該機構

之醫療從業人員的網路學習方式主要還是結合網路線上學

表 2. 樣本之個人基本資料

項目 類型 樣本數（人） 百分比（%）

男 256 42.2
性別

女 350 57.8

24 歲（含）以下 28 4.6

25~34 歲 378 62.4

35~44 歲 156 25.7

45~54 歲 38 6.3

年齡

55 歲（含）以上 6 1.0

高中職（含）以下 34 5.6

大專（學）院校 540 89.1教育程度

研究所（含）以上 32 5.3

未婚 272 44.9
婚姻狀況

已婚 334 55.1

1 年（含）以下 72 11.9

2~5 年 220 36.3

6~10 年 200 33.0
年資

10 年（含）以上 114 18.8

行政 156 25.7

護理 110 18.2

醫師 112 18.5

服務單位

性質

醫技 228 37.6

一般員工 520 85.8

基層主管 62 10.2

中階主管 16 2.6
在院內層級

高階主管 8 1.4

註：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習與實體學習的多元化課程方式。

此外，本研究得出整體問卷與個別構面的Cronbach’s α

的整體信度均達 0.8 以上，如表 3 所示，符合 Nunally（1978）

及 Wortzel（1979）有關具高信度之判斷準則，Cronbach’s α

值大於 0.7，由此可知，本研究問卷中的問項均具有高度的

內部一致性。

（二）研究假設之統計分析

1. 網路學習方式對網路學習成效之影響

本研究以複迴歸分析來探討網路學習方式對網路學習

成效之影響，以各網路學習方式構面為自變項，而依變項為

網路學習成效，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由表 4 可知，網

路學習方式對於網路學習成效的確有顯著的影響，多媒體線

上課程、多元化課程、多種溝通方式課程對於網路學習成效

均有顯著正向影響。因此，研究假設 H1 成立。其中，又以

多元化課程的效果較佳。由於多元化課程的標準化廻歸係

數，大於多媒體線上課程及多種溝通方式課程的標準化迴歸

係數，顯示多元化課程的網路學習方式對網路學習成效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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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問卷信度分析結果

構面 Cronbach’s α值

多媒體線上課程 0.86

多元化課程 0.90
網路學習

方式
多種溝通方式課程 0.95

0.91

線上測驗 0.92

書面報告 0.91

填答問卷 0.83

網路學習

評量方式

同儕互評 0.85

0.86

網路學習成效 0.86

整體問卷 0.88

註：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網路學習方式與網路學習成效之迴歸分析結果
（標準化迴歸係數）

樣本數
多媒體線上

課程
多元化課程

多種溝通方
式課程

網路學習
成效

606 0.284＊＊ 0.331＊＊ 0.245＊＊

註：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表示 p-value 值 < 0.01。整體 R2為 0.51，F 為 103.689

昇程度大於其他二種學習課程方式。因此，當醫療機構在規

劃網路學習系統，可以透過多元化的課程規劃，搭配實體學

習環境，應可提昇醫療人員的網路學習成效。

2. 網路學習評量方式對網路學習方式與學習成效關係之干

擾影響

為分析網路學習評量方式的干擾效果，以了解不同網路

學習評量方式，對於醫療機構所採用之網路學習方式與網路

學習成效之關係是否產生不同程度的干擾影響。本研究將網

路學習評量方式分成線上測驗、書面報告、填答問卷、同儕

互評等四項，並在不同網路學習評量方式的條件下，分別進

行迴歸分析。以網路學習方式為自變項，網路學習成效為依

變項，並以網路學習評量方式為干擾變項，分項所做之迴歸

分析結果整理如表 5 所示。

從表 5 的標準迴歸係數可知，採用線上測驗的評量方式

時，多媒體線上課程與多元化課程均對網路學習成效有顯著

的影響；而採用書面報告與填答問卷的評量方式時，則只有

多元化課程對網路學習成效有顯著影響；若採用同儕互評的

評量方式，則只有多種溝通方式課程對網路學習成效有顯著

影響。若與前面研究假設 H1 之迴歸係數相比較，可發現表

4 與表 5 兩種迴歸分析之顯著結果並不相同，亦即網路學習

評量方式對於網路學習課程方式與網路學習成效之關係有

干擾影響。因此，研究假設 H2 成立。

表 5. 干擾效果下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多媒體線上課程 多元化課程 多種溝通方式課程

線上

測驗
0.447＊＊ 0.455＊＊ 0.176

書面

報告
0.087 0.223＊＊ 0.005

填答

問卷
0.112 0.330＊＊ 0.123

同儕

互評

學

習

成

效

-0.032 0.063 0.205＊＊

註：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表示 p-value 值 < 0.01

就線上測驗的學習者而言，這類型的評量方式，除了注

重多媒體線上課程外，也更重視多元化課程。因為從表 5

可得知，多元化課程的標準迴歸係數大於多媒體線上課程的

標準迴歸係數。因此，對於線上測驗評量方式的學習者而

言，多元化課程方式對學習成效的影響力大於多媒體線上課

程方式的影響力。因為喜好這種評量方式的學習者，注重方

便性、即時性及學習式、情境式，正符合多元化課程方式之

性質，以幫助其在學習課程上的效益，故相較於多媒體線上

課程方式而言，應更能提高這類評量方式學習者之學習成

效。至於多種溝通方式效果，在採線上測驗評量方式下，對

學習者之學習成效無顯著影響，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學習者在

此種學習方式下，較費時費力，因學習者必須互評與討論，

無法滿足其便利性。

就填答問卷及書面報告評量方式之學習者而言，多元化

課程方式的效果顯著，也就是說對於填答問卷與書面報告評

量方式之學習者，在各種學習課程方式中，以採用多元化課

程方式對學習成效有明顯提昇的效果，而多媒體線上課程與

多種溝通方式課程的效果不顯著。此可能是因為課程多元

化，係為了因應不同學習理論的需求，而線上測驗較不那麼

地感受到其學習成效，故而須採傳統填答問卷及書面報告評

量方式。就同儕互評之學習者而言，對該項評量方式，僅多

種溝通方式課程的效果顯著，可能是因為這類型評量方式首

重學習者相互討論、互評及建議，與多種溝通方式課程內容

相符。

此外，本文研究假設 H2 係從不同評量方式之學習者來

進行比較，但若從個別學習方式進行比較，其在何種評量方

式下較為適用時，本研究亦有另外之發現如下。

首先，當醫療機構採多媒體線上課程方式來作為網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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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課程方式時，在這四種評量方式間，只有對線上測驗方式

的學習者有顯著的影響效果，其他如書面報告、填答問卷及

同儕互評等評量方式的學習者並無顯著的影響效果。表示線

上測驗方式的學習者對醫療機構所提供的多媒體線上課程

方式，將產生更高且正向的學習成效反應，然而此種多媒體

線上課程學習方式對採書面報告、填答問卷及同儕互評等評

量方式的學習者之學習成效並無顯著提昇效果。本研究認為

主要的可能原因是因為多媒體線上課程學習方式本身具備

線上課程區，利用本文或多媒體提供非循序的教材內容，學

習者可以動態學習有興趣的課程內容，設計符合個人化的教

材，故其評量方式對採線上測驗方式之學習者，其學習成效

的提昇應有顯著強化的效果。至於其他三種評量方式，可能

與其課程內容較不適合，故對其學習成效的提昇並無強化的

效果。

另外，以多種溝通方式學習課程的效果而言，只有對同

儕互評評量方式的學習者有顯著的影響效果，其他三種評量

方式的學習者並無顯著的影響效果。顯示採同儕互評方式的

學習者對醫療機構所提供的多種溝通方式學習課程，也將產

生更高且正向的學習成效反應，至於另外其他三種評量方式

的學習者，在此多種溝通方式學習課程下對學習成效並無顯

著提昇效果。本研究認為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多種溝通方式學

習課程內容本身較注重在互動討論互評與建議，故配合此同

儕互評評量方式，其學習成效的提昇應有顯著強化的效果。

至於其他三種評量方式，可能無法像多種溝通方式課程一

樣，互動性強度不大，較不適多種溝通方式課程。因此，對

其學習成效的提昇並無強化的效果。

最後，從表 5 中可得知，線上測驗、書面報告及填答問

卷等評量方式，在多元化學習課程學習方式上對網路學習成

效皆有顯著的影響，也就是當採用多元化課程方式進行網路

教學時，不論採何種評量方式（即線上測驗、書面報告及填

答問卷等），對學習成效的提昇均有顯著影響。

五、結論

醫療機構屬於知識密集的產業，有系統地做好知識管

理，將有助於醫療從業人員的成長，以及提昇醫療機構的水

平。網際網路的普及化，使得網路學習將成為日後的趨勢，

尤其對於忙碌的醫療從業人員，如何快速的吸收新知且不斷

的學習，導入網路學習是必要的，但要如何實施及採行哪種

學習方式並配合何種評量方式，將是醫療機構所要面臨的一

大難題。本研究主要是以南部某家醫學中心為研究對象，探

討醫療機構的網路學習方式對於醫療人員網路學習成效的

影響，及網路學習評量方式對於網路學習方式與網路學習成

效關係之影響。藉由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結果可發現，不同

的網路學習方式對於網路學習成效具有不同程度的顯著影

響效果，多媒體線上課程、多元化課程、多種溝通方式課程

對網路學習成效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尤其以多元化課程最

為顯著。因此，醫療機構日後若要實施網路學習時，可運用

這三類學習課程方式，並可以多元化課程為優先。此外，網

路學習評量方式對於網路學習課程方式與網路學習成效之

關係具有顯著干擾效果。多媒體線上課程只受到線上測驗之

影響，多種溝通方式課程也只受到同儕互評之影響，但多元

化課程方式則均受到線上測驗、書面報告和填寫問卷之影

響。透過研究結果，本研究期許能提供醫療機構在規畫網路

學習機制時之參考依據，以建構出符合理想的網路學習環

境，達到最佳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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