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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資訊能力之操作評量試題建置 

 

研究生：陳育豐                      指導教授：周  倩  博士 

 

國立交通大學理學院網路學習學程碩士班 

摘要 

 

資訊操作能力是資訊能力中的一環，有鑑於資訊操作能力的重要但卻評量不易，因

此本研究的目的即在尋求操作評量線上檢測的解決方案。 

 

本研究以Macromedia Captivate 為試題之發展工具，並根據相關文獻資料與參考專家

的意見，針對九年一貫資訊教育議題中操作能力之相關能力指標，設計操作評量試題共

28 題。配合資料庫的使用，可以紀錄受試者測驗的過程與結果，作為學生學習診斷與教

師改進教學策略之參考。利用網路的快速與方便，不但節省許多時間，也降低了操作評

量的困難。 

 

研究者同時以任教之五年級學生 221 人為對象，實施操作評量線上檢測。測驗結束

之後，再從所收集的資料中，利用各種統計方法分析試題的優劣與測驗的結果。全體受

試者測驗之平均數為 102 分，通過率為 79.70%，屬中上程度。研究結果顯示，試題具有

良好的效度，測驗結果也有相當良好的信度。惟因研究對象之同質性高，所得之統計結

果僅供本教師教學上之參考，無法推論至其他學校之五年級學生。但本研究之邏輯、模

式與精神，足供有興趣之教學者參考。 

 

根據研究結果，建議將操作評量列為線上檢測的項目之一，或針對不同的對象、地

區、學校再實施檢測。未來研究可以發展題庫或自學性教材、可以繼續設計第四學習階

段之操作評量試題、也可以與學習管理系統結合，做好學習教材與操作評量的有效管理。 

 

關鍵字：資訊能力、資訊教育、能力指標、操作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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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Simulat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Items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aiwa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Student：Yuh-Feng Chen                 Advisor：Chien Chou, Ph.D. 

 
Degree Program of E-Learning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mpetence of performance on computer operation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therefore, assessing students’ performance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arning. However, since assessing one’s 
performance on computer operations is not only difficult for teachers to conduct in classrooms, 
but also very time-consuming and labor-intensive, seeking easy and efficient ways to conduct 
assessment becomes a researchable issu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 feasible solution for assessing students’ 
performance on computer operations. The solution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simulated 
assessment system and related test items in the Web environment. This study used 
Macromedia Captivate as the major development tool, and connected the system to a database 
which kept tracks of students’ test processes and results. Based on Grade 1-9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Competence Indicators, reviewed literatures, and experts’ opinions, 
this study designed and developed 28 simulated performance test items for fifth graders.  

 
This study invited 221 fifth graders to try this system and test items. The results of the 

trial were further analyzed, including students’ average scores, the difficulty, discriminability 
for each item, and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for the whole test. It is found that the system is 
feasible and easy to use, and the test items are valid and reliable. By taking advantages of the 
Internet’s convenience and fast speed, this system not only decreases teachers’ difficulties to 
conduct the assessment, increases the efficiency of test results collection, but also serves as a 
diagnosis tool for teachers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we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competence indicators, 

simulat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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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1.1  研究背景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快速變遷、急遽發展的年代，造就這種變革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資

訊與科技所帶來的空前進步。資訊科技（Informatiom Technology）是上世紀末期發展最

迅速的科技之一，其發展狀況常被用來衡量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程度，也成為一個國家競

爭力的指標（何榮桂，2001）。從經濟與科技的全球性競爭來看，IT可說是台灣的命脈

，發展「資訊教育」才有「創意台灣」（何榮桂，2002）。此外，二十一世紀也可說是

知識經濟的社會，亦是資訊化的社會。知識經濟帶給人類數位機會和增加財富的益處。

知識經濟以「知識」為核心、以「科技」為手段、以「成長」為目的，運用資訊科技成

為世界各國知識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吳清山，2002）。故掌握資訊與科技便掌握了未

來！資訊能力可以說是每一位國民必備的重要基本能力之一，因此，如何培養每個國民

具備資訊知識與應用的能力，已成為各國資訊教育發展的重點。 

 

如同黃義良、陳長士（2002）所言，當我們的社會邁入「知識經濟型社會」時，學

校是引導學生生產與管理關鍵知識的重要場所，知識經濟以資訊科技為手段，故學校應

擔負起培育 e世代公民的重責大任。教育部於九十學年度起實施九年一貫課程，便將「

運用科技與資訊」列為十大基本能力之一，而十大基本能力也是九年一貫課程的最高目

標。在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資訊教育」是課程的六大重要議題之一，意即各學習領

域應使用資訊科技為輔助學習工具，以擴展各領域的學習。因此，所有的學生均需習得

基本資訊知識、技能與學習素養，以為各領域應用資訊的基礎（教育部，2003）。故擁

有資訊能力是資訊融入教學成功的必備條件之一。 

 

我國自民國 87 年政府實施「擴大內需」方案，許多學校開始實施「資訊課」或「

電腦課」課程，課程的內容與實施的年段由各校自行決定，沒有固定規則可循。九年一

貫課程實施之後，資訊教育的重要性更加凸顯，雖然沒有正式設為一個「科目」，但根

據課程綱要指示，學校應配合各領域課程綱要之內容及進度，安排適當節數進行資訊實

習。國民小學階段從三年級至六年級也都有各自的資訊學習內涵。至此，資訊教育的內

容與方向有了可遵循的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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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雖詳細列舉核心目標與分段能力指標，但在實際教學時卻

不像語文、數學、自然等領域有審定版的教科書可供選用，而是由任課教師選用坊間出

版的教科書或者使用自編教材。坊間教材大都以教授某一種軟體為目標，未必與能力指

標做良好的整合；自編教材如果沒有妥善規劃，也可能陷入這樣的窠臼。資訊能力如此

重要，但教學者要如何檢視學生能力指標是否達成？因此，資訊能力的評量便成為一個

非常重要的課題。 

 

資訊能力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包含知識、情意與技能，而評量的方式也日漸多元

，相對於不同性質的能力，應採取不同的評量方法。目前常見的是非題、選擇題線上檢

測已行之有年，如雲林縣學生資訊能力檢測網（http://bsd01.ylc.edu.tw/exam/）、台南縣

學生資訊能力檢測網（http://163.26.200.19）等，在軟體技術方面已相當的完善，不僅可

以快速收集評量結果並作分析與報告，同時也能給予學習者適當之回饋。只是這種等同

於電腦化的紙筆測驗，仍有許多測量不到的能力，操作能力其中便是其中一項。 

  

操作能力雖然並不等於資訊基本能力（陳麗如，2001），但也是資訊基本能力的一

環，是學習者將知識實作為結果的一項重要能力。然而要實施這類測量卻存在相當多的

困難，因為要實際觀察每位學生的操作過程將耗費大量的人力與時間，測驗對象數目太

多時，目標常難以達成。由於軟硬體科技的進步，以及許多陸續被開發出來的新技術，

使得在線上檢測操作能力逐漸變為容易。本研究即在尋找一個線上操作能力檢測的可行

方案，同時根據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所列之相關能力指標來設計試題，希望藉此能幫助

教師快速瞭解學生的資訊操作能力。 

 

1.2  研究目的 

基於資訊能力的重要性，以及為了便於評量學生之資訊操作能力，本研究之主要目

的如下： 

 

1. 建置簡便之檢測平台（可以紀錄操作過程、測驗結果、所需時間）。 

2. 建立資訊操作評量試題並分析之。 

3. 幫助教師檢測學生是否達成資訊操作的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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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步驟與章節配置 

根據上述之研究背景與目的，本研究欲採取之研究步驟如下： 

 

1. 蒐集文獻：瞭解專家學者在資訊能力與評量方面的觀點與看法，同時也瞭解目前

資訊能力檢測之現況。 

2. 訪問專家：藉由訪問專家以歸納哪些資訊操作能力是重要的，以及是否符合資訊

能力指標。 

3. 製作試題：根據專家提供之意見，修改與設計資訊操作能力之評量試題。 

4. 線上檢測：將製作完成之試題讓受試者在線上實際操作。 

5. 資料分析：將所收集之測驗結果，做各種的統計與分析。 

6. 檢視結果：解釋資料分析之結果與討論相關問題。 

7. 未來展望：歸納本研究之結論並提出對未來研究之展望與建議。 

 

論文之寫作，除依研究之步驟記錄過程，亦將同質之內容歸結於各章節中。各章節

之內容大要如下，研究步驟與各章節之相關配置如圖 1： 

 

1. 第一章：陳述研究之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步驟、章節配置、研究之範圍與限制。 

2. 第二章：探討資訊能力與評量之相關文獻，以及資訊能力線上檢測之現況。 

3. 第三章：敘述本研究使用之方法與資訊能力評量試題發展、製作、施測之過程。 

4. 第四章：呈現研究的結果並作分析與討論。 

5. 第五章：提出本研究之結論、未來發展與建議。 
 

 
圖 1 研究步驟與論文章節配置 

研究背景 
與目的 

蒐集 
文獻 

訪問

專家

製作

試題

線上

檢測

資料

分析

檢視 
結果 

未來

展望

第一章 
緒論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4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因個人能力、物力、時間之限制，研究無法廣泛、深入與面面俱到，因此有如下之

範圍與限制： 

 

1. 資訊能力範圍相當廣泛，且教師可以教授的教材內容自由度也非常高。依規定

各校可視學生資訊素養程度，彈性調整學習內涵之內容與授課順序。有些縣市

尚訂有各自的教材內容或細項能力指標。因此測量用的題目無法全面適用所有

學生，僅以研究者所任教之國小五年級為對象、以教師自編測驗為研究範圍。

但教師若要測量學生的操作技能，可以參考這個邏輯與模式，自行設計試題套

用即可。 

 

2. 本研究發展之試題所模擬的操作環境為WindowsXP，研究者所服務學校的電腦

教室皆使用此作業系統，對於未接觸此系統之使用者可能會感覺無法適應。 

 

3. 開發工具本身也是一種限制，本研究所採之開發工具為Macromedia Captivate，

此軟體雖然是非常優良的教材展示工具，也可以幫助教師快速建立試題，能設

計的評量試題類型也很多，缺點是所模擬的操作環境仍然不能百分之百的真實

，如無法使用滑鼠右鍵、未支援滑鼠拖曳之功能等，希望這些缺點在未來的版

本可以獲得改善。 

 

4. 研究者服務的學校位處於新竹科學園區，所接觸的學生其社經背景比較特殊、

同質性較高，因此研究結果較無法推論至其他地區學校之五年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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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之目的在於匯集專家學者在資訊能力與評量方面的觀點與看法，同時

也瞭解目前資訊能力檢測之現況，共分五節，2.1 節探討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的資訊能

力指標，2.2 節探討資訊能力的評量方法，2.3 節探討線上檢測的發展，2.4 節舉例說明

目前台灣學生線上資訊能力檢測之現況，2.5節為本章結語。 
 

2.1  資訊能力指標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已將資訊教育的宗旨詳細載明於其中（教育部，2003：19），茲

摘錄如下： 

 

資訊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資訊擷取、應用與分析的能力，使學生具備正確資訊學習態度，

包括創造思考、問題解決、主動學習、溝通合作與終身學習的能力。同時建立學生的校園資

訊倫理及網路智慧財產權等正確觀念，學習善用資訊科技，以培養懷抱科技時代的人文情懷，

尊重自己及關懷他人，具有健全社會價值觀與開闊世界觀的國民。 

 

由此可見，資訊教育不僅是知識的教育，同時也是技能與情意的全人教育。 

  

學生應具備什麼樣的資訊能力？資訊能力的條件相當多樣化，可包括軟硬體的基本

認識、電腦系統、倫理道德等必需之技能（Csapo, 2002）。運用資訊的基本能力，不僅

僅是懂得如何蒐集及應用資訊，更應是對資訊科技的範疇、內涵和發展具有相當的認識

，並能有效地使用電腦的軟硬體設施來進行資訊的搜尋、處理、建檔及傳遞等作業，進

而將其應用於生活、工作、學習上的基本素養能力（鄧育泙，2003）。在九年一貫課程

綱要中規劃了五個核心能力，希望藉由「資訊科技概念的認知」、「資訊科技的使用」

、「資料的處理與分析」、「網際網路的認識與應用」、以及「資訊科技與人文素養的

統整」這五個核心能力，在認知、情意、技能上培養學生達成以下之教育目標（教育部

，2003：19）： 
 

1.奠定學生使用資訊的知識與技能。 

2.導引學生了解資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3.增進學生利用各種資訊技能，進行資料的搜尋、處理、分析、展示與應用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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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養學生以資訊知能做為擴展學習與溝通的習慣。 

5.導引學生了解資訊倫理、電腦使用安全及資訊相關法律等相關議題。 

6.培養學生正確使用網路的態度，善用網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培養合作、主動學習的能力。 

7.開展學生資訊科技與人文素養的統整能力，應用資訊科技提升人文關懷、促進團隊和諧。 

 

為了達成這些目標，從這五個核心能力中又發展出許多的「能力指標」。「能力指

標」是九年一貫課程目標的一個替代詞，是課程發展、教學和實施評量的依據（盧雪梅

，2001）。「能力指標」是所有指標使用者（如教科書編輯者、教師、學生、家長、行

政人員、測驗發展者等）的共同語言；是各校課程和教學品質重要的監控機制，也是保

障學生學習品質的重要機制（盧雪梅，2004）。能力指標的目的，一方面在將課程目標

具體化，另一方面，也在發展基本學力測驗，做為學校評量學習成效及升學的依據（吳

毓瑩，2001）。九年一貫課程將國民中小學之資訊教育做了一併的規劃，將九年劃分為

四個學習階段，第一階段為一、二年級、第二階段為三、四年級、第三階段為五、六年

級、第四階段為七至九年級。除第一階段未安排資訊技能的學習外，其餘各學習階段皆

訂有分段能力指標。其中，第一個數字代表課程核心能力序號，第二個數字代表學習階

段序號，第三個數字代表能力指標之流水號，例如 1-2-3 表示第一個核心能力（資訊科

技概念的認知），在第二學習階段時（小學三、四年級），所需達成的第三項能力指標

。九年一貫資訊教育分段能力指標如表 1，共二十七項（教育部，2003：21-22）： 

 

表 1 九年一貫資訊教育分段能力指標 

階段 編號 能  力  指  標 

1-2-1 了解資訊科技在人類生活之應用。 

1-2-2 正確規劃使用電腦時間及與電腦螢幕安全距離等，以維護身體健康。

1-2-3 教導學生注意軟硬體的保養、備份資料等資訊安全概念。 

2-2-1 了解電腦教室（或教室電腦）的使用規範。 

2-2-2 
熟悉視窗環境軟體的操作、磁碟的使用、電腦檔案的管理、以及電腦

輔助教學應用軟體的操作等。 

2-2-3 認識鍵盤、特殊鍵的使用，會英文輸入與一種中文輸入。 

3-2-1 
能進行編輯、列印的設定，並能結合文字、圖畫等完成文稿的編輯。

盡量使用自由軟體。 

4-2-1 能進行網路基本功能的操作。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 
三 
、 
四 
年 
級 
︶ 5-2-1 認識網路規範，了解網路虛擬特性，並懂得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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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九年一貫資訊教育分段能力指標（續） 

階段 編號 能  力  指  標 

3-3-1 能利用繪圖軟體創作並列印出作品。盡量使用自由軟體。 

4-3-1 了解電腦網路概念及其功能。 

4-3-2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4-3-3 能利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料。 

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可行的解決方法。 

5-3-1 了解與實踐資訊倫理，遵守網路上應有的道德與禮儀。 

5-3-2 認識網路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律，不侵犯智財權。 

5-3-3 認識網路隱私權相關法律，保護個人及他人隱私。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 
五 
、 
六 
年 
級 
︶ 

5-3-4 

善用網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了解過度使用電腦遊戲、bbs、網路

交友對身心的影響；辨識網路世界的虛擬與真實，避免網路沉迷。 

2-4-1 
認識電腦硬體、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有應用自由軟體的概

念。 

2-4-2 

 

了解多媒體電腦相關設備，以及圖形、影像、文字、動畫、語音的整

合應用。 

2-4-3 認識程式語言、了解其功能與應用，有開放規格、自由軟體的概念。

3-4-1 能利用軟體工具進行圖表製作。盡量使用自由軟體。 

3-4-2 能利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盡量使用自由軟體。 

4-4-1 
能利用網際網路、多媒體光碟、影碟等進行資料蒐集，並結合已學過

的軟體進行資料整理與分析。 

5-4-1 了解網路犯罪型態，避免誤觸法網及受害。 

5-4-2 適時應用資訊科技，透過網路培養合作學習、主動學習的能力。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 
七 
至 
九 
年 
級 
︶ 

5-4-3 
建立科技為增進整體人類福祉的正確觀念，善用資訊科技作為關心他

人及其他族群的利器。 

資料來源：出自教育部（2003：21-22） 

 

由以上的資訊能力指標看來，我國資訊教育的宗旨已轉化為具體的學習目標，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有可依循的方向。然而，達成資訊能力指標所需學習的時間相當長，內

容廣度也很大，如何完成這些能力的教學與評量便成了教學中的一項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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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訊能力的評量 

評量在學習過程中是不可或缺的一種活動，古今中外皆然。對於不同的時機與目的

，可運用不同種類的評量方式。在學校裡，評量的主要功能在於幫助教師瞭解學生的起

點行為、教學效果與學生的學習困難，同時也增進學生瞭解教學目標，激發學生的學習

動機並增進其自我瞭解（簡正鎰，2000）。也就是說，評量也可作為教師改進教學、修

正課程設計的參考（單文經，1998）。總而言之，評量是教學的一部份，目的在促進教

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彭森明，1996），同時評量能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有意義的

回饋，幫助學生更有效的學習，也提供教師關於學生「如何學習？」與「學習到什麼？

」等有用的訊息（Sanchis, 2001）。 

  

依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學習成就評量指標與方法手冊所示，能力指標的評量方

法約略區分為三類（教育部，2004）： 

 

1. 選擇式反應測驗題：包含選擇題、是非題、配合題等。 

2. 建構式反應測驗題：包含填充題、限制反應題、擴展反應題等。 

3. 實作評量：包含口語、展演、書面、視覺、學習檔案等。 

  

其中，傳統的評量方式（如是非題、選擇題、填充題等）一般被認為只能測量一些

較低階的認知技能（Robles & Braathen, 2002），或被認為偏重在一些片斷、不連接之知

識與技能的認知與瞭解，缺乏學生對整體知識的組合與應用，以及實際應用的考量。彭

森明（1996）認為，長久應用這種評量下來將可能影響教學不正常的發展，使學習和生

活脫節，學生無法有效地將所學所知運用到解決實際問題上，也使學生缺乏高度思考、

分析、判斷與組合能力的訓練與培育。然而傳統的評量也絕非一無是處，有些基礎但重

要的知識，只需透過簡單程序即可達成檢測的目的，所以傳統評量仍然受到普遍的運用

，如學校的定期考試、學力測驗等。近來資訊科技的進步，傳統的紙筆測驗可移至電腦

上實施，利用電腦的高效率，可將繁複的成績統計與分析處理等工作，更快速的完成。 

  

不同於傳統評量，實作評量多用來測量心理性肌肉運動的領域，例如在動作技巧上

的操作或用能力證明工作與任務的完成（Robles & Braathen, 2002）。實作評量是一種依

據觀察和專業判斷來評量受試者成就的評量方式。與傳統評量方式相比，實作評量強調

將知識與瞭解轉換成具體的行動成果，故實作評量的測量標的正是學生展現具體行動與

成果的能力（簡正鎰，2000）。換句話說，實作評量不只是瞭解「學生知道什麼？」，

還要瞭解「學生能做什麼？」，學生需利用高層次的解題能力來解決實作所評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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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長柏（2002）認為教學與實作評量密切配合將使教師更能瞭解學生的學習優勢及問

題、掌握學生真正的能力及進步情形、使老師在教學上作適當的調整來幫助學生學習。

李虎雄、張敏雪（1999）指出實作評量的目的對學生而言是瞭解學習的狀況，以求學生

的自我成長；對教師而言，可以與教學配合，提供教師教學上的回饋；其強調多元化能

力的培養，由知識導向轉為能力導向，以適應未來社會的變遷。陳文典（2000）認為實

作評量比較能信實地表現出學生處理問題過程中的想法和解決問題的情形。單文經（

1998：49）提出實作評量的四項特性： 

 

1.以真實世界的情境呈現或激發學生的實作表現。 

2.特別強調與教學活動的密切關聯。 

3.能反映學科核心的知識、技能與情意。 

4.分數的核計不只是針對學生學習過程和結果的精熟予以量化，還應確實記載學生完成功課

或解決問題的詳細步驟，並且掌握其推理運作的進展。 

  

由此觀之，實作評量有獨特的效益與意義，能測量到較多面向的能力，可以彌補傳

統評量之不足，值得教學者加以採用。但是，實作評量也有其困難之處，如試題難製作

、正確客觀的評分規範常有困難、費功夫與時間、信度與穩定度的評估問題等（彭森明

，1996）。李虎雄、張敏雪（1998）認為實作評量側重個人的能力表現，評量時以個人

為單位進行，施行上較花費時間及金錢，可能會影響教師的實施意願。 

  

總之，評量的方法眾多，每一種方法都有各自的優點與缺點，有各自不同的功能與

使用時機。近年來，教學評量趨勢已由強調紙筆測驗逐漸走向多元化評量。多元化的評

量不只是評量方式多元化，評量內容、評量過程、評量人員、評量標準亦需多元化（賴

清標等，2003）。楊思偉等（1999）認為學生的學習是在教師、學生和教學活動互動下

所產生的結果，評量也應採用整體的、多元的、動態的方式來進行，才能真正瞭解學生

學習的情形。因此，面對形形色色的評量方式，教師應善加調和運用，站在幫助學生的

立場，以謀求學生最大效益為主要考量。 

 

至於資訊教育如何實施「多元化評量」？依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之「建議評量方式」

，分別有下列不同評量方式與功用（教育部，2003：34）： 

 

1. 簡單口頭問答：教師針對上課重點發問，以了解學生對所學概念的學習情形。 

2. 課堂觀察：觀察內容包括操作情形、教室使用規範遵守情形、以及智慧有價等倫理議題之

實踐等，藉此教師可看出學生對所學概念實行的能力，也可掌握學生技能操作

的學習狀況，作為教學策略調整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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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  告：透過學生（個人或小組）針對某個主題的簡報，可了解學生對該主題的掌握與

統整的能力。 

4. 操作評量：藉由實地的操作，教師可了解學生操作技能的實際學習情形。 

5. 專題報告：藉由個人或小組的專題研究，教師可了解學生針對問題解決之規劃、協調與執

行能力，同時可了解學生利用資訊技能進行研究的情形。 

6. 歷程檔案：藉由展示蒐集的資料及整理的結果，可了解學生對問題的認識程度以及歸納能

力。 

 

本研究主要著眼於第四項「操作評量」這個範圍，操作評量（或稱模擬的實作測驗

）只是眾多評量方式中的一種，如儀器的使用、製作模型、急救技術等，它可以做為教

師實施多元化評量之參考。操作評量是實作評量的一種，強調正確的程序，通常學生需

在模擬的情境下，完成與真實作業相同的動作（陳英豪、吳裕益，2003），適用於確定

的目標而非語言文字所能區別的項目（陳文典，1998）。但是資訊教師若要藉由學生實

地的操作電腦，以瞭解學生資訊操作技能的實際學習情形，將耗用大量的時間，因此本

研究的目的之一便是將操作技能嘗試用線上檢測的方式，以節省時間與人力。 

 

2.3  線上測驗的發展 

隨著網際網路的普及發達與超媒體的特性，e-Learning 已成為一股銳不可檔的趨勢

。教師在預定的教學目標下建置 Web 上的學習內容，方便學生在網際網路上以非線性

及交互參考的方式瀏覽課程；另一方面，為了瞭解學生學習的成就與障礙，進行測驗以

評量學習成果也是 e-Learning的重要一環（林敏慧、陳慶帆，2003）。 

  

全球資訊網（WWW）廣泛運用之後，在全球資訊網進行測驗已成為國內外目前的

研究發展趨勢，且以全球資訊網為發展平台的線上測驗系統能得到最多的技術支援（李

連順，2000）。利用網站的快速與便利有助於教師對學生評量的進行，因為透過網際網

路，可將學生的測驗結果做成記錄與報告（Balajthy, 2002），更有效的評估學生的認知

；在傳統的教室裡，當教師發問問題，通常只有一個或少數學生能夠回答，教師不知道

是否其他學生已瞭解正確的概念，除非教師主動地與每一個學生一樣地互動。當一個問

題置放在線上，每一個學生都能做出回應，教師能夠知道學生停留在一個問題所花費的

時間與學生所做的選擇，而且教師可以經常的審視這些訊息以改善教學設計（Robles & 

Braathe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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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his（2001：105-106）提出線上評量具有的許多優點： 

 

1.節省課堂時間。 

2.施測次數可以較頻繁。 

3.教師可以感知全班的學習進展，不至於只有部分學生在回答老師提出的問題。 

4.激發學生依照教材進度進行學習。 

5.教師使用評量結果澄清需要再澄清的觀念。 

6.電腦對任務的評分給學生立即的回饋，此可用來引導學生學習，且對將來正規考試有更好

的準備度。 

7.教師容易收集資料作更進一步的分析，瞭解學生進步的狀況與作為課程修正的依據。  

 

由上觀之，測驗電腦化可以簡化測驗的程序、降低施測成本、提高測驗的可信度、

提供更精確的測量結果（林敏慧、陳慶帆，2003）。不同於早期單機模式的電腦測驗，

透過網路的即時性與方便性，線上檢測更可收大規模施測之效，節省許多時間，對教師

與學生有莫大的助益。 

 

2.4  學生線上資訊能力檢測現況 

為了瞭解學生資訊能力的程度為何，目前已有部分縣市建置了資訊能力檢測的題庫

或線上檢測平台，有些網站還可以讓學生預先練習一下試題，模擬實際檢測的狀況，茲

舉台北縣、雲林縣、台南縣之相關網站為例，分別說明如下。 

 

1. 台北縣政府教育局學習評量題庫 （http://src.tpc.edu.tw/6.htm，如圖 2） 

 

該網站有選擇題與術科（實作題）兩大類試題可供下載，目前有國小（第二、第三

學習階段）選擇題題庫 216題（如圖 3），術科 4大題組（一個題組內含數量不等的小

題目，如圖 4），國中（第四學習階段）選擇題題庫 165題，術科 2大題組（簡報與試

算表）。選擇題題庫依能力指標妥善分類，是其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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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北縣政府教育局學習評量題庫網站 

 

 

圖 3 台北縣政府教育局學習評量題庫--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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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台北縣政府教育局學習評量題庫--術科測驗 

 
2. 雲林縣學生資訊能力檢測網 （http://bsd01.ylc.edu.tw/exam/index.php，如圖 5） 
 

此網站內容包含雲林縣資訊教育課程之規劃與資訊能力護照學習題庫。依三、四、

五、六、七年級建置有學科與術科試題。總計有國小選擇題 470題（如圖 6），實作題

18題（如圖 7）；國中選擇題 185題，實作題 2大題組（簡報與試算表）。選擇題命題

除了依能力指標做分類外，另有配合課程增訂的細項能力指標。這些細項能力指標是根

據課程綱要中的能力指標再進一步延伸與擴展而來。網站內設有「學生練習專區」，學

生可以進行線上的選擇題模擬測驗（如圖 8），交卷後立即公布成績與解答（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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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雲林縣學生資訊能力檢測網 

 

圖 6 雲林縣學生資訊能力檢測網--選擇題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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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雲林縣學生資訊能力檢測網—實作題 

 

圖 8 雲林縣學生資訊能力檢測網—學生練習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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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雲林縣學生資訊能力檢測網—練習成績與解答 

 

3.台南縣學生資訊檢測網 （http://163.26.200.19/index.php，如圖 10） 

 

本網站內容依難度將國小分為「新手級」、「高手級」，國中分為「玩家級」、「

設計級」。總計國小有選擇題 410 題（如圖 11），實作題 22 大題組（如圖 12）。學

生必須先通過術科檢核（由各校自行辦理，將實作資料製成光碟，送交教網中心存查）

再進行線上檢測。亦設有「學生練習專區」（如圖 13），學生可以進行線上模擬測驗

，題目類型為選擇題，交卷後立即公布成績與解答（如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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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台南縣學生資訊檢測網 

 

圖 11 台南縣學生資訊檢測網—選擇題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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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台南縣學生資訊檢測網—實作題 

 

圖 13 台南縣學生資訊檢測網—學生練習專區 



 19

 

圖 14 台南縣學生資訊檢測網—練習成績與解答 

 

綜合以上網站觀之，三大網站皆建置選擇題與實作題之題庫，也各有特點。題庫中

之試題，因各縣市課程之規劃不盡相同，不見得移到別的縣市也可以適用。例如台南縣

使用自由軟體 OpenOffice 做為文書處理的工具，這類試題在其他縣市使用 Microsoft 

Office的學生可能就無法完成。由此可見，教材的內容，只要依循能力指標，各縣市可

以自由地調整，沒有一定的標準。也因此要尋找一個十全十美的題庫，做為全國施測的

標準內容可能是不容易的。 

 

至於實際的操作評量，以上三大網站都未建置這方面的試題。但電腦的操作技能也

是評量資訊能力的一個重要指摽之一，學生操作滑鼠、鍵盤、使用各類軟體與各種操作

技巧也應該進行評量。然而，教師欲在同一時間評量所有學生的操作情形相當不易。如

果可以在線上模擬出實際的狀況來評量學生的操作狀況，同時利用網路與電腦來紀錄過

程、收集資料與統計評量結果，如同線上測驗是非題或選擇題一樣，便可以快速瞭解學

生的學習情形。因此，如何建置相關的操作評量試題，以線上檢測的方式實施評量並記

錄過程與結果，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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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結語 

資訊教育的目的在培育一個健全的 e世代公民，會處理資訊與應用資訊，具科技知

能也具人文素養，有正確的人生觀與寬闊的世界觀。資訊能力指標的發展讓資訊教育的

目標具體化，使教育人員與學生有共同遵循的方向，提升資訊能力與競爭力。 

 

為了瞭解學生的能力，必須透過評量。評量是教學的一部份，但並非教學的最終目

的，而是一個有系統的過程與工具，用來有效的評量學習效果（林敏慧、陳慶帆，2003

）。每一種評量方法各有優缺，皆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重點是教學者應能善用多元

化的評量方式，幫助瞭解學生學習的困難或不足之處，發掘學生的優點特長，評量的目

的絕非僅僅是分個高下而已，尤其是針對年紀越小的學習者。從這個角度來看，評量應

視為教學者與學習者的輔助工具。 

 

在資訊教育的領域中，回顧現有之線上檢測系統，如台北縣、雲林縣、台南縣之線

上題庫或檢測網站，未來還有可以進步的空間，為學習者提供更好的學習輔助。線上操

作能力檢測可彌補紙筆測驗及一般線上能力檢測的不足，幫助教師評量學生不同面向的

能力。利用網路的快速與方便，可節省收集與處理資料之時間、清楚地記錄學生學習過

程並診斷其不成功的原因，而資訊操作能力的評量線上化是本研究的最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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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章說明本研究過程所採用之方法，共分 5節，3.1節紀錄專家訪談及結果，3.2節

簡述研究實施之對象，3.3節簡介操作評量試題之製作方法，3.4節簡介線上檢測過程，

3.5節說明研究結果之分析方法。 

 

3.1  專家訪談及結果 

資訊能力指標如表 1所列之二十七項，範圍包含了知識、情意與技能的學習，本研

究的重點為操作能力的評量，故選取其中適合國民小學階段操作評量項目之能力指標六

項，茲摘錄如下： 

 

2-2-2 熟悉視窗環境軟體的操作、磁碟的使用、電腦檔案的管理、以及電腦輔助教

學應用軟體的操作等。 

3-2-1 能進行編輯、列印的設定，並能結合文字、圖畫等完成文稿的編輯。盡量使

用自由軟體。 

3-3-1 能利用繪圖軟體創作並列印出作品。盡量使用自由軟體。 

4-2-1 能進行網路基本功能的操作。 

4-3-2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4-3-3 能利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料。 

 

資訊能力操作評量試題即依此六項能力指標為方向，設計基本試題（尚未加上文字

修飾或答題說明），並建立訪問表格以進行專家訪談。 

 

3.1.1專家訪談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包含教授 2 人（E1、E2），國小資訊任課教師 5 人（T1、T2、

T3、T4、T5）。兩位教授分別任職於國立交通大學與國立新竹師範學院，是資訊領域

的專家。五位國小教師皆為各校之資訊課任課教師，熟悉國民小學資訊教育與相關的學

習教材與內容，資料簡介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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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專家訪談資料簡介 

編號 性別 經歷背景 教學專長 訪問日期、地點與方式 
E1 男 國立交通大學 

資工系教授 
網路教學平台系統、多

媒體編輯系統等 
6/21 交通大學 
面對面訪談 

E2 男 國立新竹師範學院 
初等教育系教授 

教育實習 
資訊科學 

6/22 新竹師院 
面對面訪談 

T1 男 台北市博愛國小 
資訊組長 

資訊 6/18 交通大學 
面對面訪談 

T2 男 台北市天母國小 
資訊組長 

資訊 6/18 交通大學 
面對面訪談 

T3 男 新竹縣田寮國小 
資訊聯絡人 

資訊 6/18 交通大學 
面對面訪談 

T4 女 新竹市龍山國小 
自然與資訊教師 

自然與生活科技 
資訊 

6/18 交通大學 
面對面訪談 

T5 女 新竹市關東國小 
資訊組長 

資訊 6/18 交通大學 
面對面訪談 

 

本研究採專家訪談，目的乃為了收集專家與國小資訊任課教師對操作能力、試題重

要性、試題是否符合能力指標的看法，也訪問目前資訊任課教師通常如何評量學生之操

作技能，及評量操作技能之實施困難。訪談的方法採用結構性訪問法，訪問的實施依據

研究者預先擬定之訪問表格逐一進行，受訪者需針對 26 個問題從能力指標符合程度勾

選「非常符合」、「稍微符合」、「稍不符合」或「非常不符合」；從試題的重要性程

度勾選「非常重要」、「稍微重要」、「稍不重要」或「非常不重要」。訪問表格如附

錄一。 

 

3.1.2訪談結果 

經實際訪問專家與國小資訊任課教師對操作能力之看法、試題之重要性、是否符合

能力指標等，獲得以下結果： 

 

1.大多數受訪者認為操作技能為「非常重要」（E1、E2、T3、T4、T5），少數受訪者

認為操作技能僅是「稍微重要」（T1、T2），但沒有受訪者認為操作技能不重要。如

節 1.1中所述，操作能力並不等於全部的資訊能力，但受訪者一般認為操作能力很重

要的原因在於：若學生沒有具備基本的操作能力，更遑論會具有優良的資訊能力與進

行更高階的學習，或應用於其他領域中。因此操作能力是擁有優良資訊能力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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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小資訊任課教師通常如何評量學生的操作技能？大部分教師所採取的方式為「經常

巡視每位學生操作狀況」（T1、T2、T3、T4、T5）或「隨堂抽測幾位學生，實際檢

視操作技能」（T1、T2、T3、T4），少數是「由學生繳交之作品優劣來判斷」（T1

、T2），最少是「普測」（T5）。經再追問受訪者 T5如何實施普測？T5教師回答：

由教師同時對所有學生發佈一個動作指令，再觀察全班學生的達成狀況。例如老師對

學生說：「開啟瀏覽器」，之後便逐一觀察學生動作是否完成，所有學生皆完成動作

之後，再繼續下一個指令之動作。 

 

3.訪問教師評量操作技能有何實施之困難？大部分教師認為最困難的是「耗時」（T1、

T2、T3、T4、T5）、「難以實際瞭解所有之操作過程」（T1、T3、T4、T5）與「任

教班級或學生人數太多」（T1、T2、T4、T5）。 

 

4.訪問國小資訊任課教師根據能力指標，哪些試題是重要的操作技能，與能力指標的符

合程度為何。統計結果顯示 95.4%的試題被認為是「非常符合能力指標」或「稍微符

合能力指標」；94.6%試題皆被認為是「重要的」或「稍微重要的」。 

 

5.針對能力指標 3-3-1—「能利用繪圖軟體創作並列印出作品」，原本研究者設計的試題

為「使用小畫家處理圖形，將圖案轉換方向」與「使用小畫家將 .bmp 檔存成 .gif

檔」。有受訪者（T5）認為，「小畫家」並非完善的繪圖軟體，或者對五年級學生而

言太過於簡單。如此設計是因為研究者的研究對象皆尚未接觸過較高階的繪圖軟體，

計畫於六年級才會實施。研究者認為這兩個試題並非繪圖軟體之核心能力（如操作各

種繪圖工具），以目前的開發工具，比較容易模擬滑鼠點擊（單擊或雙擊）的動作及

點擊後之結果，比較難模擬特殊型態之操作動作，如繪圖工具中的噴漆、灌漿等。要

在一個模擬的環境中，擁有與實際繪圖軟體相同型態的操作功能，困難度太高，目前

無法實現。因此，考量這些因素之後，決定刪除與此能力指標相關的試題。 

 

根據實際訪問專家與國小資訊任課教師的結果，試題的能力指標範圍刪除了 3-3-1

，改為五項（2-2-2、3-2-1、4-2-1、4-3-2、4-3-3），依此設計符合平時使用情境的操作

評量試題共 28 題，受試者完成所有題目共需 128 個步驟。有一些題目可以屬於不同的

能力指標，例如，題目 19「利用 FTP軟體上傳、下載檔案」可以屬於能力指標 4-2-1（

能進行網路基本功能的操作），也可以屬於能力指標 4-3-2（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

圖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為了測驗結束後統計資料之方便，重新設計試題時便將每

一題歸類至主要的能力指標。如上例，FTP軟體主要用來做檔案之傳輸，能力指標歸類

為 4-3-2比歸類為 4-2-1 來得貼切。設計完成之資訊操作能力評量試題請參考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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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實施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立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園區實中）國小部

五年級的學生，園區實中位於新竹科學園區內，學生的來源絕大部分是服務於科學園區

、清大、交大、工研院等人員之子女，學生家庭背景同質性高。該校五年級有七個班級

，學生共 234人，其中男生 120人，女生 114人。扣除缺席未參與施測者，實際人數共

221人，其中男生 113人，女生 108人。這些學生除少數的轉學生以外，絕大部分從三

年級至五年級的資訊課，皆由研究者擔任授課，意即大部分的學生對即將施測的內容都

曾經接觸過。 

 

施測時間為期末考結束之後、放暑假之前，也就是於 94 年 6月 23日到 29日之間，

利用資訊課或用借課方式，一次一個班級於電腦教室進行。為了收集所有受試者對每一

個問題的作答情形，對於測驗時間並未加以限制，因此每位受試者皆有充裕時間仔細思

考解題的方法。 

 

本研究之資訊操作能力評量因為學生的同質性太高，教學內容亦受限於教師自編教

材，故測驗結果僅提供教師在教學上的參考，但是因為受測學生無法代表新竹市或全台

灣之五年級學生，故無法推論測驗結果至其他學校之同年級學生。因本研究以建置資訊

操作能力之線上檢測平台為首要目的，受試者之測驗成績僅供統計與試題分析之用，不

列入資訊學期成績中。 

 

3.3  操作評量試題製作 

操作評量試題之製作採用 Macromedia Captivate 1.0中文版為主要工具（如圖 15）。

此軟體可以將操作過程錄製下來作為線上教材，並能偵測當時情境自動加上相關動作的

提示文字，諸如滑鼠做了何種動作、鍵盤或畫面中那個按鈕被按下、某一項目被選取、

視窗開關狀況等、還可以加上圖片與聲音，可謂相當便利。另一個特色是此軟體也可以

編製電腦試題，如是非、選擇、填充、問答、配對、Likert式試題，作為線上測驗。其

優點為試題製作快速、測驗編製者免撰寫程式語言即可產生互動效果、能記錄測驗過程

與測驗結果、設計好的試題可直接發佈為網頁（.htm與 .swf檔）。所得成品之 .swf檔

與Macromedia Flash發佈後的 .swf檔是相同的，在網路上非常普及與盛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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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Macromedia Captivate 1.0中文版介面 

 

研究者主要利用此軟體來製作操作評量試題，這類試題需要相當多的畫面與互動，

而 Captivate 比起純粹使用 Flash軟體來製作更方便、更省時省力。因其可免除製作為數

龐大的元件，以及為達互動效果需撰寫 ActionScript 程式之耗時與困難。對服務於國小

的基層教師而言，一些資訊教師並非科班出身，對於專業領域或許仍有困難存在，

Captivate可以解決許多這方面的困擾。因此，Captivate是可用的現成工具，不需每位資

訊教師都去開發新軟體。 

 

操作評量試題的製作是先將操作過程錄製下來，可以是靜態或動態，再於錄製的畫

面中加上自訂的滑鼠點擊感應範圍，以偵測受測者是否點擊至正確位置（包含單擊或雙

擊滑鼠左鍵），用此來模擬實際操作電腦的狀況（如圖 16）。畫面中也可以要求受測

者輸入中、英文以模擬需要輸入文字的情況；也可製作按鈕或文字方塊作提示用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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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試題製作之環境 

 

根據實際訪問專家與國小資訊任課教師的結果，評量試題所欲檢測的能力指標改為

五項（2-2-2、3-2-1、4-2-1、4-3-2、4-3-3），依此設計符合平時使用情境的操作評量試

題共28題，受試者完成所有題目共需128個步驟（參考附錄二）。為了符合實際的應用

情況與使用情境，試題的順序經過特殊編排，例如先請受試者連上某一個網站、接著下

載檔案、然後將下載檔案解壓縮、最後執行解壓縮後的程式等。過程力求流暢與類似故

事之情節發展。因為題目數量頗多，如果所有題目全部集合在一起，將會造成檔案過大

傳輸不易或不小心操作失誤需從頭做起；分散太過又增加傳送結果的次數，徒增困擾。

因此最後將所有步驟切分為五大題。第一題偏重視窗的操作、第二題偏重檔案的管理、

第三、四題屬網路的應用、第五題則是電子郵件的使用。以教師的需求而言，自行命題

為完全依照教師上課的教學內容來編制試題，此種方式較能符合教師的需求（李連順，

2000），但不見得適用其他學校學生的學習狀況。 

 

測驗結果包含作答情形、受試者的答案正確或錯誤、得分狀況、以及每一步驟所花

費之時間等，都有詳細的紀錄。但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收集每一個受試者的測驗結果與

紀錄。Captivate預設是由電子郵件寄送一個純文字格式的記錄檔案至設定好的郵件信箱

（如圖 17）。只不過當測驗人數太多時仍將會產生困擾，教師若要一一下載並打開電

子郵件，再集合所有資料作統計分析，這又是一件費時費力的工作。因此研究者參考

Mushen（2005）所設計的程式，作了部分的修改，將測驗結果的資料送至伺服器中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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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庫，如此便可以克服此一困難與缺點，快速獲得測驗之結果與記錄。修改原設計者程

式的原因乃為配合值得推薦使用、既免費又穩定的 Linux作業系統與 MySQL資料庫。

程式設計部分可以參考附錄三。（Mushen, 2005） 

 

 
圖 17 以電子郵件傳送結果 

 

3.4  線上檢測過程 

試題製作完成後，即上傳至伺服器。伺服器採用 RedHat Linux 9.0，內建MySQL資
料庫。也可採用WindowsXP，然後再安裝免費的Appserv 2.4.0以上版本，如此WindowsXP
也可以升級為網頁伺服器，同時MySQL資料庫也一併安裝完成，不但免費，且快速又

方便。受試者只需使用瀏覽器（IE6.0）連上試題放置的位置，即可開始時施測驗（如圖 
18）。但要注意的是，瀏覽器必須更新 Flash player 至 7.0版本，同時必須將瀏覽器「封
鎖快顯」之勾選狀態取消。「封鎖快顯」位於瀏覽器之「工具」功能表→「網際網路選

項」→「隱私權」項下，預設為勾選狀態，此會抑制彈出（Popup）視窗的出現，導致
試題評量結果之傳送受阻。 

 
研究者以任教之國小五年級七個班級學生 221人為對象實施測驗，測驗前先告知學

生測驗注意事項，由於學生第一次接受線上操作評量檢測，因此教師額外做了一題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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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小試題，並親自示範試題操作與傳送結果。 
 

 

圖 18 資訊操作能力模擬測驗網站主畫面 

 
每一大題的第一個畫面會要求學生輸入班級座號（如圖 19），這個題目沒有標準

答案，故不在分數計算範圍內。因為無身份認證機制，為防止學生輸入錯誤資料，輔以

隱藏欄位紀錄傳送測驗結果之電腦 IP位址，有需要時可以作為確認之用。未來比較好

的做法是使用帳號與密碼作為身份認證，登入成功後才開始實施測驗，但 Captivate 尚
未提供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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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輸入班級座號 

 
實際施測時，題目以文字方塊的方式一直顯示在螢幕上方，一則防止學生操作過程

中忘記題目，二則給予必要之指引，如要求連上哪個網站、作何動作等。Captivate設計
的教材或試題原本可以讓使用者往前或往後翻閱試題，也可以在試題答對時立即給予回

饋、答錯時做出提示，全部作答完畢評分之後還能檢閱所有試題，回顧所有答對或答錯

的題目。但研究者認為此次測驗的主要目的在於收集資料，測驗過程不打算提供過多回

饋的訊息，因此，為防止過度的干擾，決定關閉這些功能。為了收集所有受試者每題的

答題狀況，答題的時間並未加以限制，使其有充裕的時間思考與作答。 
 
在測驗的過程中，雖然學生不能往前翻閱試題，但依狀況之不同，每一步驟有 2～3

次答錯的機會，通常如果按了滑鼠，但卻沒有任何反應動作或畫面出現，大多是做了錯

誤的決策，必須再思考解決的辦法。 
 
在解題的方法上，有一些問題平時有多種解決的方法，例如，「複製檔案」這個動

作的方法至少有四種之多：可以按工具列上的按鈕、可以用組合鍵 Ctrl+C、可以按滑鼠

右鍵，待出現快顯功能表後選取需要的功能、也可以使用下拉式功能表。為了減少出題

的難度，不得已做了限制。滑鼠右鍵受限於軟體本身，原本就無法使用。組合鍵於試題

製作時即關閉該功能，也告知學生不可使用。其餘視狀況用按鈕、圖片、文字方塊予以

遮蔽，使解決問題的途徑只剩一種，如只能使用工具列上的按鈕或只能使用下拉式功能

表。至於這樣的限制是否影響學生的測驗結果仍需再進一步深究。 
 
茲舉二個小題為例，第一題為利用瀏覽器連線至圖書館查詢書籍，並檢視查詢結

果，如圖 20～圖 25；第二題從指定的位置找到圖片，插入至文件中，如圖 26～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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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查詢圖書館資料題第一步：輸入網址 

 

圖 21 查詢圖書館資料題第二步：進入中文面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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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查詢圖書館資料題第三步：按「館藏查詢」超連結 

 
圖 23 查詢圖書館資料題第四步：輸入查詢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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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查詢圖書館資料題第五步：查詢結果 

 
圖 25 查詢圖書館資料題第六步：檢視查詢結果 



 33

 
圖 26 插入圖片題第一步：按插入圖片按鈕 

 
圖 27 插入圖片題第二步：按「瀏覽」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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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插入圖片題第三步：雙按 pic資料夾 

 
圖 29 插入圖片題第四步：選取指定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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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插入圖片題第五步：按「開啟」按鈕 

 
圖 31 插入圖片題第六步：動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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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大題測驗結束之後，會顯示簡略的結果報告，包括答對的題數與答對的比率等

（如圖 32）。但詳細的過程記錄必須透過傳送的動作將資料送至伺服器中。受試者按

下傳送按鈕後會出現一個彈出視窗（如圖 33），這個動作主要是為了將詳細資料透過

表單（form）轉送至資料庫。表面上顯示相同的結果報告，實際上隱含了眾多的訊息，

包含受試者每一步驟的作答結果、答案正確與否、每一步驟所花費之時間等。經過再一

次的確認動作，資料便儲存至伺服器的資料庫中了。 
 

 

圖 32 測驗結果之得分情形 

 
傳送過程如果順利，則告知「成功」（如圖 34），該視窗第三行之後的訊息是作

為教師必要時檢視傳送結果之用，受試者不需看到；為防止對受試者的干擾，未來可以

改為與底色相同顏色的字，正常情況下看不見，有需要時，對這些訊息作反白之處理即

可，或在第二行與第三行之間插入十幾行之空白行，教師拖曳捲軸便可以檢視這些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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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準備將資料儲存至伺服器中 

 
圖 34 傳送成功 

 
有一些狀況將導致接收的資料有誤，例如測試者快速的一直按滑鼠、系統效能或網

路傳輸品質不佳。接收的資料若不正確，計算出的結果也會出錯（如圖 35），資料庫

將拒絕接受這筆紀錄，會要求受試者重新傳送（如圖 36）。  
 

 
圖 35 接收之資料不正確 

 
圖 36 要求新傳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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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分析方法 

操作試題完成測驗之後，資料即傳送至伺服器中。將資料取出後，透過 Excel與 SPSS

統計軟體進行統計分析。分析這些變項的目的是希望瞭解試題的優劣，作為再次修正的

參考。也藉此瞭解學生最感困難的部分為何？哪些試題花費較多的時間？主要分析項目

如下： 

 

1. 難易度 

以受試者通過的百分比表示難度，題目越容易，通過的百分比越高。 

P = 
N
R  

P代表試題難度，N為全體受試者之人數，R為答對該題的人數。例如 P=.80代表某

一個題目有 80%的受試者答對。 

 

2. 鑑別度 

將全體受試者測驗分數最高之 27%的人分為高分組，最低之 27%的人分為低分組，

以高分組過的百分比減去低分組通過的百分比來計算鑑別度。 

D = 
N

RR LH −  

D代表鑑別力指數，RH 代表高分組答對的人數，RL代表低分組答對的人數，N代表

高分組或低分組的人數。 

 

3. 效度 

一個測驗的效度越高，表示其越能測量所欲測量的特質，也就是測驗實現其本身功

能的程度越高（郭生玉，1990）。而效度的考驗方法有很多種，本研究以專家效度、

內容效度與效標關聯效度來分析測驗的效度。 

 

4. 信度 

以 Cronbach α計算測驗結果的信度， 

α = ⎟
⎟
⎠

⎞
⎜
⎜
⎝

⎛
−⎟

⎠
⎞

⎜
⎝
⎛

−
∑

2

2

1
1 S

S
n

n i  

α 為估計的信度，n為題數，Si
2為每一個題目分數的變異數，S2為測驗總分的變異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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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均耗費時間 

利用算數平均數計算每一步驟作答所花費之平均時間（從題目出現至按滑鼠或完成

文字輸入後按確定鍵），以了解哪些步驟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全部測驗共需多少

時間。 

 

6. 能力指標達成情形 

計算每大題平均分數以觀察學生能力指標之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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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旨在對資訊操作能力評量的結果進行量化分析與討論。全章共分九節：4.1 節

為評量結果之基本統計描述，4.2節為試題之難度分析，4.3節為試題的鑑別度分析，4.4

節試題效度分析，4.5 測驗結果的信度分析，4.6 節分析測驗平均耗費時間，4.7 節探討

資訊能力指標的達成情形。 

 

4.1  評量結果之基本統計描述 

研究者以任教之國民小學五年級七個班級 221位學生為對象，實施資訊操作能力線

上檢測，測驗結果如表 3，學生所獲之平均分數為 102分，以滿分 128分計算得分率為

79.70%，標準差 15.53，最低分 45分，最高分 125分，全距 80。 

 

表 3 測驗結果統計 

個數 平均數 中位數 眾數 標準差 變異數 範圍 最小值 最大值 

221 102 104 100 15.53 241.22 80 45 125 

 

根據以上之統計資料繪製測驗結果分數分配圖（如圖 37），圖中顯示測驗分數集

中在較高分的一端（負偏分配）。從測驗結果的整體平均數來看，受試者的操作能力約

屬於中上程度。從測驗結果分數分配圖來看，圖形呈現高狹峰之負偏分配，而非常態分

配。主要原因是因為資訊操作能力之評量屬於精熟測驗，目的在於瞭解學生之操作技能

是否精熟，區分學生程度之高低並不是本測驗之主要目的，故沒有必要讓學生的得分呈

常態分配（陳英豪、吳裕益，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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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測驗結果分數分配 

 

4.2  試題難度分析 

難度分析主要目的為瞭解測驗題目之難易程度，通常以受試者通過的百分比表示難

度，題目越容易，通過的百分比越高。換句話說，難度指數越接近 1.00（100%），表

示題目越容易。全部試題 128個步驟之難度分析如表 4。 

 

在一般情形下，難度指數越接近 1.00 或 .00，就越無法區分受試者間能力的差異；

越接近 .50 區別力越高（陳英豪、吳裕益，2003）。在本次測驗中可以發現，確實有一

些步驟之難度指數達 1.00，表示所有受試者在這個步驟都得分。觀察這些步驟的特性，

皆屬於非常簡單的步驟，大都是要求受試者用滑鼠按一下「確定」、「繼續」或諸如此

類的按鈕。雖然如此，卻不能因此而將此步驟刪除，因操作過程是一連串步驟的集合，

刪除其這些步驟將使整個操作流程失去連貫性，令操作者感覺不自然與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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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難度、鑑別力與耗時一覽 

題號 步      驟 難度 鑑別力 耗時（秒）

1.雙按 IE圖示 0.92 0.14 17 

2.按網址列 0.95 0.03 3 

3.輸入網址 0.94 -0.02 14 

4.按教學檔案超連結 0.93 0.10 5 

5.按 Editplus2.zip超連結 0.83 0.29 6 

6.按儲存 0.66 0.54 4 

7.按儲存於… 0.79 0.29 5 

8.按本機磁碟 D 0.90 0.15 3 

9.按儲存 0.90 0.19 3 

1 

10.按關閉 0.78 0.31 7 

11.雙按檔案總管 0.95 0.08 11 

12.按我的電腦 0.93 0.19 6 

13.按本機磁碟 D 0.95 0.05 6 

14.雙按 Editplus2.zip 0.95 0.08 7 

15.按解壓縮 0.98 0.03 2 

16.按本機磁碟 C 0.90 0.20 4 

17.按解壓縮 0.97 0.10 2 

2 

18.按 x關閉軟體 0.94 0.10 5 

19.按本機磁碟 C 0.95 0.10 7 

20.按 Editplus資料夾 0.48 0.42 12 3 

21.雙按 Editplus.exe 0.90 0.24 5 

22.雙按 FrontpageExpress.exe 0.90 0.22 10 

23.按執行 0.95 -0.02 3 

24.按確定 0.94 0.10 3 
4 

25.按確定 0.97 0.08 3 

5 26.雙按 FrontpageExpress圖示 0.76 0.31 7 

27.按光碟機（E:） 0.96 0.08 10 

28.雙按 setup.exe 0.32 0.54 14 

29.按繼續 0.98 0.03 3 

30.按繼續 1.00 0.02 2 

31.按好了 1.00 0.02 1 

6 

32.雙按音樂家圖示 0.94 0.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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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難度、鑑別力與耗時一覽（續） 

題號 步      驟 難度 鑑別力 耗時（秒）

33.按本機磁碟 D 0.95 0.03 8 

34.按檔案功能表 0.37 0.42 13 

35.按新增 0.88 0.25 2 

36.按資料夾 0.96 0.10 1 

7 

37.輸入 mydoc 0.98 0.03 15 

38.按 5x40校慶海報.doc 0.86 0.24 14 

39.按編輯功能表 0.59 0.47 8 

40.按複製 0.93 0.12 3 

41.按本機磁碟 D 0.86 0.36 5 

42.按 mydoc資料夾 0.58 0.59 10 

43.按編輯功能表 0.70 0.56 5 

8 

44.按貼上 0.83 0.36 2 

45.按檔案功能表 0.31 0.42 10 

46.按重新命名 0.82 0.31 4 9 

47.輸入 myposter.doc 0.92 0.03 28 

48.按網址列 0.89 0.14 9 

49.輸入網址 0.80 0.12 42 

50.按中文超連結 0.99 0.03 5 

51.按館藏查詢 0.93 0.12 9 

52.輸入伊索寓言、按查詢 0.44 0.14 56 

10 

53.按 6之超連結 0.94 0.14 11 

54.輸入網址 0.68 0.19 37 

55.輸入台北動物園、按找網頁 0.78 0.20 36 11 

56.按台北動物園超連結 0.85 0.25 14 

57.按我的最愛功能表 0.85 0.31 7 

58.按加到我的最愛 0.97 0.10 2 12 

59.按確定 0.96 0.08 3 

60.輸入國王企鵝、按搜尋 0.78 0.20 26 
13 

61.按國王企鵝超連結 0.98 0.05 8 

62.按檔案功能表 0.60 0.61 20 

63.按另存新檔 0.76 0.32 9 14 

64.按儲存於… 0.90 0.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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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難度、鑑別力與耗時一覽（續） 

題號 步      驟 難度 鑑別力 耗時（秒）

65.按本機磁碟 D 0.93 0.22 2 

66.雙按 data資料夾 0.84 0.41 7 14 

67.按儲存 0.92 0.22 5 

68.按檔案功能表 0.84 0.31 9 

69.按列印 0.93 0.25 3 15 

70.按列印 0.94 0.15 4 

71.按工具功能表 0.15 0.42 20 

72.按網際網路選項 0.50 0.53 8 

73.輸入網址 0.74 0.24 34 
16 

74.按工具列上的首頁鈕 0.60 0.76 9 

75.按工具列的儲存鈕 0.60 0.69 15 

76.按存成檔案 0.47 0.47 13 

77.雙按我的網站資料夾 0.62 0.51 11 
17 

78.輸入 index.htm、按儲存 0.74 0.22 21 

79.按工具列上的插入圖片鈕 0.59 0.83 13 

80按瀏覽. 0.72 0.53 4 

81.雙按 pic資料夾 0.77 0.53 5 

82.按 lily01.jpg 0.86 0.42 5 

18 

83.按開啟 0.90 0.27 1 

84.按工具列上的超連結鈕 0.67 0.76 13 
19 

85.輸入 photo.htm、按確定 0.72 0.25 34 

86.按工具列上的站台管理員按鈕 0.22 0.41 23 

87.按新增 0.77 0.46 7 

88.輸入 myweb 0.84 0.24 19 

89.輸入 140.126.246.8 0.92 0.12 12 

90.輸入 stu999 0.96 0.08 11 

91.輸入 abc2468 0.92 0.12 15 

92.按連線 0.95 0.15 5 

20 

93.按確定 0.95 0.08 3 

94.按磁碟機位置 0.74 0.46 10 

95.按本機磁碟 D 0.93 0.15 2 21 

96.雙按我的網站資料夾 0.78 0.3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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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難度、鑑別力與耗時一覽（續） 

題號 步      驟 難度 鑑別力 耗時（秒）

97.雙按 public_html資料夾 0.37 0.42 12 
21 

98.按工具列上的上傳鈕 0.67 0.37 8 

99.按網址列 0.98 0.07 5 
22 

100.輸入 140.126.246.8/~stu999/ 0.07 0.20 20 

101.輸入 stu999 0.99 0.02 16 

102.輸入密碼、按登入 0.96 0.05 13 

103.按我的信箱超連結 0.96 0.12 4 
23 

104.按收信 0.48 0.75 11 

105.勾選信件 0.86 0.37 9 
24 

106.按刪除郵件 0.86 0.32 4 

107.按郵件主旨欄 0.56 0.63 12 

108.按轉寄信件 0.85 0.44 7 

109.輸入信箱位址 0.73 0.25 46 

110.按寄送郵件 0.61 0.64 16 

25 

111.按確定 0.99 0.03 1 

112.按郵件主旨欄 0.59 0.66 13 

113.按 rabbit.jpg圖示 0.60 0.71 9 

114.按進行 0.69 0.66 6 

115.按儲存 0.79 0.53 3 

116.按儲存 0.93 0.14 5 

26 

117.按關閉 0.74 0.53 3 

118.按回覆作者 0.75 0.58 7 

119.按寄送郵件 0.81 0.44 10 27 

120.按確定 0.87 0.25 1 

121.按寫信 0.72 0.69 14 

122.輸入信箱位址 0.70 0.29 56 

123.輸入生日快樂 0.79 0.29 43 

124.按瀏覽 0.55 0.80 9 

125.按生日卡片.doc 0.84 0.44 6 

126.按開啟 0.91 0.24 2 

127.按寄送郵件 0.87 0.49 6 

28 

128.按確定 1.00 0.0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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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不適宜以每題所有步驟難易度之平均數代表某題之難易度，因每一題所需

之步驟數目不一，有可能眾多難度指數高的步驟與某一低難度指數平均之後的結果拉高

了此一低難度步驟的指數，稀釋的結果將會模糊焦點。例如第 6題（步驟 27～32），六

個步驟的平均數為 .87，難度指數算高（或者說題目算是相當容易），而事實上步驟 28

為 .32，只有 32%受試者在這個步驟得分。 

 

操作測驗是幫助教師瞭解學生的困難點所在，從表 4之難度指數資料裡，可以幫助

教師找到學生學習的弱點或教師教學的盲點。教師可以針對學生覺得較難的部分加以說

明或讓學生重複練習，甚至改變教學方法或教學內容。例如第 16題第一步驟（步驟 71

）難度為.15，通過率為 15%，表示這個步驟只有 15%的學生得分。通過率為何如此低

的原因，研究者猜測可能的原因為學生不瞭解題意或不常使用這個功能而已經忘記，教

師可以針對此驟再加以說明與做示範等補救教學。 

 

一般來說，難度以.50 最適宜，但為了增加做測驗的動機和統計的理由，一般的測

驗試題難度應以.20至.80的範圍為選擇標準（引自陳英豪、吳裕益，2003）。如果本測

驗也依此標準來選擇試題，未來有一些題目可以刪除，如第 2題（8個步驟難度皆在.90

以上）、第 4題（4個步驟難度皆在.90以上）、第 12題（3個步驟難度皆在.85以上）

、第 15題（3個步驟難度皆在.84以上）、第 24題（2個步驟難度皆在.86以上），這

些題目表示至少有 84%之學生可以通過；而第 22題，2個步驟難度皆在.20~.80範圍外

，代表步驟若不是太過於容易，就是太過於困難。教師可視測驗使用時機，如診斷教學

、期末考、或有考試時間長短之限制時，優先刪除這些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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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試題鑑別度分析 

鑑別度分析代表題目區分學生能力高下的程度。本研究測驗結果之鑑別度採內部一

致性之分析方式，以 221位受試者之分數高低排序，前 27%為高分組（114分以上），

後 27%為低分組（94分以下），各為 59人，以高分組通過的百分比減去低分組通過的

百分比來計算鑑別度。全部試題 128個步驟之鑑別度分析如表 4。 

 

雖然鑑別度指數越高代表鑑別度越好，但在本測驗中，鑑別度低並不見得就可以刪

除該步驟，道理與難易度分析一樣，有的步驟只需受試者用滑鼠按一下「確定」，難度

低，每一位受試者皆可達成，相對鑑別度也就低，但刪除該步驟將使操作流程失去連貫

性。至於鑑別度指數為負值者有第 3 與 23 步驟，但因此兩步驟皆屬難度低者，不論高

分組或低分組，絕大部分之受試者都過關，此屬可接受之現象。 

 

依據測驗學者伊博（引自陳英豪、吳裕益，2003）提出的評鑑標準，如下表 5。鑑

別度越高越好（指數越大越好），但一般可接受的最低標準在 .25以上。 

 

表 5 鑑別度評鑑標準 

鑑別指數 試題評鑑 

.40以上 非常優良 

.30～.39 良好，但有時需修改 

.20～.29 尚可，但需要修改 

.19以下 劣，須淘汰或修改 

 

若本測驗依鑑別度指數.25 為最低標準來選擇試題，未來有一些題目可以刪除，如

第 2題（8個步驟鑑別度皆在.20以下）、第 10題（6個步驟鑑別度皆在.14以下）、第

13題（2個步驟鑑別度皆在.20以下）、第 22題（2個步驟鑑別度皆在.20以下）。教師

可視測驗使用時機，如診斷教學、期末考、或有考試時間長短之限制時，優先刪除這些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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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試題效度分析 

效度是指一個測驗在使用目的上的有效性。本測驗所使用之試題在初步選定後，經

訪問數位專家學者與國小資訊任課教師，綜合整體意見，再對試題加以修改或刪除，形

成最後之線上操作能力檢測試題，因此本研究試題可說具有良好的專家效度。 

  

編製測驗時，教師如果想要判斷測驗的內容是否和課程內容、教學目標符合一致，

最常採用的方法為依據教學內容與教學目標所建立的雙向細目表（郭生玉，1990）。依

據細目表來編製測驗，所編製的測驗越是符合細目表各細格所佔的比重，則內容效度越

高（陳英豪、吳裕益，2003）。本研究之操作評量試題是以教材內容（包含 Windows

基本操作、檔案管理、網路應用、電子郵件）與能力指標（2-2-2、3-2-1、4-2-1、4-3-2、

4-3-3）為依據設計雙向細目表，相關能力指標如下列，雙向細目表如表 6，格子中的數

字代表出題的題數，空格代表未出此類題目。從教材內容來看以網路應用類題目最多；

從能力指標來看以 4-2-1（能進行網路基本功能的操作）題目最多。 

 

2-2-2 熟悉視窗環境軟體的操作、磁碟的使用、電腦檔案的管理、以及電腦輔助教

學應用軟體的操作等。 

3-2-1 能進行編輯、列印的設定，並能結合文字、圖畫等完成文稿的編輯。盡量使

用自由軟體。 

4-2-1 能進行網路基本功能的操作。 

4-3-2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4-3-3 能利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料。 

 

表 6 雙向細目表 

能力指標 

教材內容 
2-2-2 3-2-1 4-2-1 4-3-2 4-3-3 合計 

Windows基本操作 5 . . . . 5 

檔案管理 3 . . . . 3 

網路應用 1 2 7 3 1 14 

電子郵件 . . 6 . . 6 

合計 9 2 13 3 1 28 
 
除了以上兩種方法，研究者利用測驗結果與受測者五年級上下學期資訊平均成績，

以效標關聯效度之同時效度考驗方法，將資訊成績作為效標，計算兩者的相關係數，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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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r=.447，p<.01。效標關聯效度是指在某種測量工具上所得分數與外在效標之間的關係

，若兩者相關高，則表示效標關聯效度高；同時效度係指根據測驗與目前某種效標相關

的程度（王文科、王智弘，2004）。以樣本數 221所得之相關係數.447，已是可接受的
數值，表示操作評量與資訊成績有相關，測驗結果具有效標關聯效度。從操作評量與資

訊成績之交叉散布圖（如圖 38），也可以大概看出操作評量與資訊成績有正相關，且

大部分操作評量分數高的受測者其資訊成績也高。 
 

 

圖 38 操作評量與資訊成績之相關 

 

4.5  測驗結果信度分析 

信度是指測驗結果的一致性和穩定性，本研究之操作評量試題以 Cronbach α計算測

驗結果的信度。這種信度估計方法的優點是只需實施一次測驗，主要以受試者對所有題

目反應的一致性為根據，來分析題目間的一致性（引自郭生玉，1990）。 

 

經過計算，本研究操作能力評量之 α 值為 .907，一般來說，α<0.35，屬低信度；

0.35<α<0.70，屬中信度；α>0.70，屬高信度。因此，從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之測驗結果

具有很高的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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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測驗平均耗費時間 

利用 Captivate所製作的試題會自動紀錄受試者的答題耗費時間，可用於速度的測

驗。 

 

從測驗結果所收集的資料中，計算出每一步驟花費時間之平均數，如表 4。全部測

驗時間統計表如表 7。每一步驟之作答時間平均花費 10.55秒鐘，最少只需 1秒鐘，最

多需要 56秒，半數的步驟在 7秒內就可以完成，全部測驗平均完成時間 1351秒，約 22.5

分鐘。 

 

表 7 全部測驗時間統計 

個數 平均數 中位數 眾數 標準差 變異數 範圍 最小值 最大值 總和 

128 10.55 7 5 10.61 112.56 55 1 56 1351 

 

本研究實施測驗時並未限制學生的答題時間，因此學生可以從容不迫仔細思考解題

的方法，同時本研究亦將每位學生每一步驟所花費時間紀錄下來，可以用來瞭解哪些步

驟學生花費較多時間，哪些步驟學生可以很快的完成。 

 

為何有些題目會用掉比較多的時間，從表面上來看，大部分花比較多時間的步驟都

用在做文字的輸入，原因可能是研究者平時並未特別要求學生的輸入速度，大部分學生

輸入速度皆相當緩慢。另外的原因，花費時間也許與難度有一些相關性，有可能題目太

難無法完成，因此佔用較長的時間，可以再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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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能力指標達成情形 

為了瞭解能力指標之達成情形，根據所收集資料計算 28 題之每題平均通過率，也

依能力指標之不同，計算每一能力指標之通過率（如表 8）。本研究所使用的能力指標

如下列： 

 

2-2-2  熟悉視窗環境軟體的操作、磁碟的使用、電腦檔案的管理、以及電腦輔助教

學應用軟體的操作等。 

3-2-1  能進行編輯、列印的設定，並能結合文字、圖畫等完成文稿的編輯。盡量使

用自由軟體。 

4-2-1  能進行網路基本功能的操作。 

4-3-2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4-3-3  能利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料。 

 

表 8 能力指標通過率一覽 

能力指標 
題目

序號
題目內容大要 

通過率 

（每題） 

通過率 

（能力指標）

2 檔案解壓縮 95% 
3 執行解壓縮後的軟體 78% 
4 安裝 Frontpage_Express 94% 
5 執行 Frontpage_Express 76% 
6 安裝光碟中的軟體 87% 
7 在 D碟建立資料夾 83% 
8 複製檔案 77% 
9 檔案更名 68% 

2-2-2 

17 存檔 61% 

80% 
 

18 插入圖片 77% 
3-2-1 

19 加上超連結 70% 
73% 

1 用瀏覽器從網站下載檔案 86% 
12 將網站加入我的最愛 92% 
14 儲存網頁 82% 
15 網頁列印 90% 
16 更換瀏覽器的首頁 50% 
20 設定檔案傳輸的主機位置、帳號、密碼 82% 

4-2-1 

22 觀看上傳的首頁 5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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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能力指標通過率一覽（續） 

能力指標 
題目

序號
題目內容大要 

通過率 

（每題） 

通過率 

（能力指標）

23 到信箱中檢查是否有郵件 85% 
24 刪除廣告郵件 86% 
25 轉寄郵件 75% 
26 儲存附加檔案 72% 
27 回電子郵件 81% 

4-2-1 

28 寄電子郵件含附件 80% 

78% 

10 使用網路到學校圖書館查資料 83% 
11 利用搜尋引擎 YAHOO 來搜尋網站 77% 4-3-2 
21 檔案上傳 70% 

77% 

4-3-3 13 搜尋資料 88% 88% 

 

根據上面所得數據，繪製每題通過率之長條圖（如圖 39）與每項能力指標通過率

之長條圖（如圖 40）。五種花色分別代表五種不同的能力指標，從能力指標與通過率

之統計圖或統計表中可以知道能力指標的達成情形，測驗結果部分題目通過率偏低，如

第 16題 50%、第 17題 61% 、第 22題 53%，其中第 17題屬於能力指標 2-2-2（熟悉視

窗環境軟體的操作、磁碟的使用、電腦檔案的管理、以及電腦輔助教學應用軟體的操作

等），第 16、22題屬能力指標 4-2-1（能進行網路基本功能的操作）。而以能力指標與

通過率來看（如圖 40），最低的是 3-2-1項（能進行編輯、列印的設定，並能結合文字、

圖畫等完成文稿的編輯）。以上之現象，可作為教學者改進教學策略之參考。 

 

 

圖 39 能力指標與通過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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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能力指標與通過率（2） 

 

除了整體的能力指標達成情形，教師也可以從測驗結果的資料來細看某一步驟學生

不成功的原因，舉寄發電子郵件輸入信箱位址為例，將測驗結果依正確與錯誤作分類，

即可知道大部分學生未能成功的原因為何（如圖 41）。教師如果平時要一一發掘每一

位同學的錯誤之處，是相當費時費力的，而從所收集的資料可以輕易發現學生錯誤的類

型，如信箱位址輸入錯誤（如受試者 5103、5105、5116）、缺少「@」符號（如受試者

5134）、多輸入了空白字元（如受試者 5327）、或收件人寫「小華」而非信箱位址等（如

受試者 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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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各種操作錯誤之情況（W：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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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建立資訊能力之操作評量試題，並以實際線上檢測的方式來評量學生的

資訊操作能力，如此可以快速瞭解學生操作的結果是否成功，並藉由操作紀錄更進一步

瞭解學生操作不成功之原因與問題所在。本研究以國立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小

部五年級 221位學生進行資訊操作能力線上檢測，從收集之資料做試題之分析與探討學

生之操作能力。本章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彙整研究結論，共分二節，5.1節為結論，5.2

節則提出研究建議與未來發展。 

 

5.1  結論 

根據研究目的達成以下結論： 
 

1.資訊操作能力線上檢測有了更進一步的發展 

 

本研究之目的一為建置簡便之檢測平台，研究者認為資訊能力的評量方法有很多

種，現階段可以用於線上檢測的評量方法多以是非題和選擇題居多，少有操作評量而且

無法紀錄受試者的操作過程，但是因為「過程」非常重要，瞭解受試者的操作過程是操

作評量的內涵與精神，同時也是提供教師作為教學診斷的重要參考。 

 

既然我們都認為操作能力相當重要，但教師要逐一評量每位學生的操作能力卻相當

困難。拜軟體技術進步之賜，提供了良好的試題發展工具，配合資料庫的使用，本研究

建置了一個簡便的檢測平台，符合國內外研究以全球資訊網進行測驗之發展趨勢（李連

順，2000）。如此，不僅可以馬上從電腦的報告得知測驗結果，也可以紀錄學生的操作

過程和所花費的時間，教師可以審視這些訊息以改善教學設計（Robles & Braathen, 2002

）。利用網路的快速便捷，資訊操作能力線上檢測可較一般操作評量之實施節省時間與

降低困難。 

 

總而言之，資訊能力包含廣泛，需要比較多元化的評量方式，幫助教師瞭解學生資

訊能力，輔助學生的學習。林敏慧、陳慶帆（2003）認為進行測驗以評量學生學習成果

也是 e-Learning重要的一環，而本研究研發之資訊操作能力線上檢測提供教學者一個新

的評量模式與新的嘗試，並達成研究目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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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可以快速完成資訊操作評量試題之建置與分析 

 

本研究之目的二為建立資訊操作評量試題並作試題之分析，研究者認為資訊操作評

量試題的建置比一般是非題、選擇題類型的試題花費較多的時間，難度相對也比較高，

但本研究因為有良好的工具作為輔助，減低了許多的困難，順利完成研究目的二之試題

建置。資訊操作能力線上檢測有其優點，從整體的效益來看，還是值得教師花時間製作

此類試題，以評量學生的資訊操作能力，如同楊思偉等（1999）認為評量應採用多元的、

動態的方式，才能真正瞭解學生的學習情形。而且因為軟硬體的技術不斷進步，未來在

試題的製作與效率應有更好的進展。 

 

本研究之資訊操作評量採用線上檢測的方式，除了可以快速得知學生的測驗結果報

告，透過資料庫的資料收集，可以進一步作各種的分析，包含試題的難度、鑑別度，測

驗結果的信度等，經由科學方法的計算，會比人為的估計來得正確且精準。 

 

3.學生資訊操作之能力指標達成情形良好 

 

本研究之目的三是藉由資訊操作評量線上檢測之結果，幫助教師瞭解學生是否達成

資訊操作的能力指標。研究者認為利用電腦的快速運算可以使學生資訊操作能力的評估

更精確，統計結果提供教師對學生操作能力的整體狀況有大致上的瞭解，教師可以知悉

學生的普遍程度及學生學習的難處。教師透過檢視資訊能力指標的達成狀況，可以瞭解

哪些學習內容學生已達精熟，哪些學習內容仍有待加強，對教師與學生而言，能力指標

是課程和教學品質重要的監控機制，也是保障學生學習品質的重要機制（盧雪梅，

2004）。整體看來，本研究中受測之五年級學生的表現約在中上程度，能力指標的達成

情形尚稱良好，但仍有進步與改善的空間，需要教師與學生更進一步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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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與未來發展 

本研究依研究之目的與結論提出以下建議，提供有興趣者未來發展之參考。 

5.2.1 建議 

1.建議將操作評量列為線上檢測的項目之一 

 

資訊操作能力是學生必備的資訊能力之一，但台灣目前在這方面的檢測仍相當缺

乏。建議將資訊能力操作評量線上檢測，與目前常見之線上檢測配合（是非題、選擇題

類型），不僅可以增加評量的廣度，也可使教師更瞭解學生的資訊能力狀況，對教師或

學生皆有很大之助益。 

 

2.經常檢視資訊能力的內涵，並發展相關之資訊操作能力評量試題 

 

資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里，軟硬體的進步今非昔比，資訊領域方面的學習內涵並非

恆久不變，操作的模式與方法也非固定不改。本研究只是提供一種發展模式作為範例，

但並非表示此系統與試題已經完備，因此教學者或測驗編製者應時時檢視資訊能力的學

習內涵，求新求變，以配合教學現況。 

 

3.測驗不同的對象、地區、學校，以檢測操作評量試題之信度、效度等特性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民小學五年級學生，且因受試學生背景比較特殊，同質性

高，因此測驗的結果缺乏代表性，應再測驗不同的年級（如四年級或六年級）或測驗不

同地區和學校的學生，以了解不同年級或不同地區學生之資訊操作能力的發展情形為

何，並檢驗試題是否良好，以及資訊操作評量試題是否能真正檢測出學生所應具備的資

訊操作能力。 

 

4.建議測試不同的電腦軟硬體環境與修改使用者介面 

 

本研究之測驗所採用的環境為微軟 WindowsXP，並配合微軟瀏覽器 IE 6.0 與

Macromedia Flash Player 7.0，但其他的作業系統版本如Windows 98/Me/2000，或自由軟

體之作業系統，或其他種類之瀏覽器並未加以測試，無法確定運作狀況為何。另外，測

試所用之硬體狀況也需加以考量，如電腦的效能、網路頻寬等，皆會影響測驗的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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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測驗前需要作好測試的工作。 

 

另一方面，測驗試題之使用者介面也建議做一些修改。本研究之資訊操作評量試題

是透過瀏覽器來實施線上檢測，試題之中恰巧有些題目會使用到瀏覽器之操作，形成內

外兩層瀏覽器（如圖 42）。教師雖已告知學生所有操作過程皆在瀏覽器的內容顯示區

進行，但仍有一些學生會逾越這個範圍，例如受試者原本應在模擬的瀏覽器畫面中輸入

網址，但卻輸入在真實的瀏覽器畫面中，如此將導致測驗無法進行。因此，建議改用

javascript控制瀏覽器視窗勿出現干擾之工具列或功能表（如圖 43）。 

 

 

圖 42 原本之使用者介面 

 

圖 43 修改後之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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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開發工具仍需改進 

 

對製作試題而言，Captivate是相當優秀的工具，減輕許多試題製作上的負擔，但此

工具仍然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如增加滑鼠右鍵的功能、增加滑鼠拖曳的功能、測驗

結果的傳送方法與效率等。未來除了期望該軟體可以持續更新版本、加強功能外，教師

亦可尋找其他更好的工具取代，或藉助其他軟體彌補 Captivate 的缺失，相輔相成使用

，以求最大之效益。 

 

6.依難度不同計分，難度較高的題目給予較高的權值 

 

本研究試題所有步驟之配分皆為一分，未來每一步驟之計分可以根據難度不同有不

同之計分權重，而不是每一步驟都是一分。但是每一步驟應給予多少分，值得再進一步

探討。 

 

5.2.2 未來發展 

1.未來可發展題庫或自學性教材 

 

本研究呈現試題的方式比較類似總結性測驗，測驗結果未提供每步驟或每題之回饋

，也未提供全部試題之整體診斷及回饋，主要目的為選取較具代表性的試題以評量學生

第二、第三學習階段資訊操作能力是否精熟。未來，教師可以製作更多的試題，發展成

為題庫、可以設計具回饋功能的試題，也可以利用開發工具本身的便利性，製作線上教

材，提供學生自我學習之用，發揮網路學習 e-Learning的功能。 

 

2.未來可與學習管理系統結合，做好教材與評量之有效管理 

 

本研究中的評量試題是針對研究者的學生所設計，缺點是並非每所學校之學生皆適

用。由於各縣市可以發展自己的資訊學習教材與內容，因此各縣市自行發展的評量試題

，不見得可以完全相互轉移使用。未來可以建立學習素材庫與題庫，配合學習管理系統

將學習素材與評量試題作妥善管理，教師或學生可以根據自己需要，搜尋適合的教材，

系統自動提供適合於學習者教材的評量試題，除了免除評量內容不適用之困擾，也能達

成彼此之資源共享，亦可作為各級人士自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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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來可繼續設計第四學習階段之資訊操作評量試題 

 

本研究目前之資訊操作評量試題僅設計第二、三學習階段，未來可以繼續針對能力

指標設計第四學習階段的資訊操作能力評量試題，例如各類型光碟製作、光碟燒錄、作

業系統與各種軟體之環境設定、基本程式語言之學習等。 

 

4.線上即時分析，方便教師立即瞭解施測結果 

 

透過資料庫雖然可以快速收集到評量的結果，但統計分析的工作目前仍需另外處

理，未來可以將統計分析的工作直接交由資料庫程式來處理。如此，測驗完畢便立即將

所有統計結果與分析資料做成報告，並以網頁的方式呈現，在速度與效率上又可加快許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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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訪問表格 
您好： 
我的研究是國民小學資訊能力之操作評量試題建置，目的是希望透過線上檢測瞭解學生

電腦的操作技能，諸如視窗操作、檔案管理、使用瀏覽器、搜尋資料、檔案傳輸、收發

電子郵件……。藉此訪問您對操作能力的看法並協助檢視試題是否符合能力指標及其重

要性。非常感謝您提供的任何意見！ 
國立交通大學網路學習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周倩 教授 
研究生  陳育豐 

 

1.在資訊能力中，請問您對操作技能之重要程度看法為何？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2.請問您通常如何評量學生之操作技能？(可複選) 

□隨堂抽測幾位學生，實際檢視操作技能 

□普測 

□經常巡視每位學生操作狀況 

□由學生繳交之作品優劣來判斷 

□其他﹍﹍﹍﹍﹍﹍﹍﹍﹍﹍﹍﹍﹍﹍﹍﹍﹍﹍﹍ 

3.在評量操作技能時，有何實施之困難？(可複選) 
□耗時 

□任教班級或學生人數太多 

□難以實際瞭解所有之操作過程 

□其他﹍﹍﹍﹍﹍﹍﹍﹍﹍﹍﹍﹍﹍﹍﹍﹍﹍﹍﹍ 

4.以下的操作評量試題是針對能力指標所設計，請勾選試題與能力指標的符合程度以及
重要性。如果您有其他任何意見，可以填寫在備註欄中。 

 

※以下為本研究將用於操作評量的能力指標： 

建議實施學年 能力指標 第二學習階段（三、四年級） 

三 2-2-2 
熟悉視窗環境軟體的操作、磁碟的使用、電腦檔案的管理、

以及電腦輔助教學應用軟體的操作等。 

四 3-2-1 
能進行編輯、列印的設定，並能結合文字、圖畫等完成文稿

的編輯。盡量使用自由軟體。 

四 4-2-1 能進行網路基本功能的操作。 

五 3-3-1 能利用繪圖軟體創作並列印出作品。盡量使用自由軟體。 

五 4-3-2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五 4-3-3 能利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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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能力操作評量試題： 
序

號 
題目 能力指標 能力指標符合

程度 
重要性 備註

1 安裝一個小軟體

(*.exe或
setup.exe)，過程使用
預設值即可。 
 

2-2-2熟悉視窗環境
軟體的操作、磁碟的

使用、電腦檔案的管

理、以及電腦輔助教

學應用軟體的操作

等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2-2-2 
同上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2 找到軟碟、硬碟、光

碟機中的一個檔案 
開啟文件、圖檔、聲

音檔、視訊檔 
4-3-3能利用資訊科

技媒體等搜尋需要

的資料。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3 執行某一個應用軟

體 
(FrontpageExpress、
CuteFTP、非常好
色、快樂音樂

家……) 

2-2-2熟悉視窗環境
軟體的操作、磁碟的

使用、電腦檔案的管

理、以及電腦輔助教

學應用軟體的操作

等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4 解壓縮 .zip 檔至指
定位置 

2-2-2 
同上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5 建立資料夾

(d:\mydoc) 
2-2-2 
同上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6 重新命名檔案、資料

夾 
2-2-2熟悉視窗環境
軟體的操作、磁碟的

使用、電腦檔案的管

理、以及電腦輔助教

學應用軟體的操作

等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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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題目 能力指標 能力指標符合

程度 
重要性 備註

7 刪除檔案、資料夾、

清理資源回收桶 
2-2-2 
同上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8 檔案或資料夾之剪

下、複製，貼上至指

定位置 

2-2-2 
同上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9 將作品檔案儲存至

指定位置(A：、D：) 
2-2-2 
同上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10 利用搜尋功能尋找

電腦或光碟中的某

一檔案 

2-2-2 
同上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4-2-1能進行網路基

本功能的操作。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11 以瀏覽器連到某一

網站、網址(如
YAHOO、學校圖書
館、自己放網頁的地

方) 4-3-2能找到合適的
網站資源、圖書館資

源及檔案傳輸等。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4-2-1能進行網路基

本功能的操作。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12 以瀏覽器下載、上傳

檔案 

4-3-2能找到合適的
網站資源、圖書館資

源及檔案傳輸等。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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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題目 能力指標 能力指標符合

程度 
重要性 備註

13 搜尋網站(台北動物

園)， 
將喜歡的網站加到

「我的最愛」 

4-2-1能進行網路基

本功能的操作。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14 儲存網頁內容至指

定資料夾 
4-2-1能進行網路基

本功能的操作。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 非常不重

要 
 

 

15 設定瀏覽器首頁 
 

4-2-1能進行網路基

本功能的操作。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4-2-1能進行網路基

本功能的操作。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16 使用搜尋引擎查詢

資料(查詢某種植
物、動物……) 

4-3-3能利用資訊科

技媒體等搜尋需要

的資料。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17 列印搜尋所得之資

料 
3-2-1能進行編輯、

列印的設定，並能結

合文字、圖畫等完成

文稿的編輯。盡量使

用自由軟體。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4-2-1能進行網路基

本功能的操作。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18 FTP站台設定(位
址、帳號、密碼)與
連線 

4-3-2能找到合適的
網站資源、圖書館資

源及檔案傳輸等。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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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題目 能力指標 能力指標符合

程度 
重要性 備

註 
4-2-1能進行網路基

本功能的操作。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19 利用 FTP軟體上
傳、下載檔案 
 

4-3-2能找到合適的
網站資源、圖書館資

源及檔案傳輸等。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20 寄信 
寄信(含附加檔案) 

4-2-1能進行網路基

本功能的操作。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21 收信、轉寄、刪除信

件 
4-2-1能進行網路基

本功能的操作。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22 儲存信件之附加檔

案 
4-2-1能進行網路基

本功能的操作。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23 網頁製作：插入圖片 3-2-1能進行編輯、

列印的設定，並能結

合文字、圖畫等完成

文稿的編輯。盡量使

用自由軟體。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24 網頁製作：設定超連

結 
3-2-1能進行編輯、

列印的設定，並能結

合文字、圖畫等完成

文稿的編輯。盡量使

用自由軟體。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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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題目 能力指標 能力指標符合

程度 
重要性 備

註 
25 使用小畫家處理圖

形(圖案轉換方
向……) 

3-3-1能利用繪圖軟

體創作並列印出作

品。盡量使用自由軟

體。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26 使用小畫家，將.bmp 
存成 .gif 

3-3-1能利用繪圖軟

體創作並列印出作

品。盡量使用自由軟

體。 

□非常符合 
□稍微符合 
□稍不符合 
□非常不符合

□非常重要 
□稍微重要 
□稍不重要 
□非常不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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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資訊操作能力評量試題 

序號 問題 步驟 能力指標

1 [第一大題] 
問題 1： 
用瀏覽器從網站下載檔案。 
(1)先連線到 140.126.246.8 
(2)到「教學檔案」頁面 
(3)下載 EditPlus2.zip 至 D碟 

1.雙按 IE圖示 
2.按網址列 
3.輸入網址 
4.按教學檔案超連結 
5.按 Editplus2.zip超連結 
6.按儲存 
7.按儲存於… 
8.按本機磁碟 D 
9.按儲存 
10.按關閉 

4-2-1 

2 [第一大題] 
問題 2： 
找到下載至 D碟中的 Editplus2.zip，再
解壓縮至 C碟。 
解壓縮完成，按「x」關閉解壓縮軟體。

11.雙按檔案總管 
12.按我的電腦 
13.按本機磁碟 D 
14.雙按 Editplus2.zip 
15.按解壓縮 
16.按本機磁碟 C 
17.按解壓縮 
18.按 x關閉軟體 

2-2-2 

3 [第一大題] 
問題 3： 
找到 C碟解壓縮後的 Editplus2資料

夾，執行 editplus.exe 

19.按本機磁碟 C 
20.按 Editplus資料夾 
21.雙按 Editplus.exe 

2-2-2 

4 [第一大題] 
問題 4： 
安裝 Frontpage_Express.exe，使用預設
值即可。 

22.雙按
FrontpageExpress.exe 

23.按執行 
24.按確定 
25.按確定 

2-2-2 

5 [第一大題] 
問題 5： 
執行 Frontpage_Express.exe。 

26.雙按 FrontpageExpress
圖示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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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步驟 能力指標

6 [第一大題] 
問題 6： 
小明買了一份「快樂音樂家」軟體，光

碟已放入光碟機(E:)中，請幫忙小明安
裝。(安裝過程使用預設值即可。) 

27.按光碟機(E:) 
28.雙按 setup.exe 
29.按繼續 
30.按繼續 
31.按好了 
32.雙按音樂家圖示 

2-2-2 

7 [第二大題] 
問題 1： 
請在 D碟建立一個資料夾，名為 
mydoc 。 

33.按本機磁碟 D 
34.按檔案功能表 
35.按新增 
36.按資料夾 
37.輸入 mydoc 

2-2-2 

8 [第二大題] 
問題 2： 
複製 C碟 5x40校慶海報.doc 至 
d:\mydoc 中。 

38.按 5x40校慶海報.doc 
39.按編輯功能表 
40.按複製 
41.按本機磁碟 D 
42.按 mydoc資料夾 
43.按編輯功能表 
44.按貼上 

2-2-2 

9 [第二大題] 
問題 3： 
請將 5x40校慶海報.doc 更改檔名為 
myposter.doc 

45.按檔案功能表 
46.按重新命名 
47.輸入 myposter.doc 

2-2-2 

10 [第三大題] 
問題 1： 
如何使用網路到學校圖書館查資料？ 
(1)連線到圖書館 lib.nehs.hc.edu.tw 
(2)進入「中文」查詢頁面 
(3)進入「館藏查詢」 
(4)以書刊名「伊索寓言」進行檢索。 
(5)結果出來了！查詢編號第 6本「伊索

寓言」之書籍狀況。 

48.按網址列 
49.輸入網址 
50.按中文超連結 
51.按館藏查詢 
52.輸入伊索寓言、按查詢 
53.按 6之超連結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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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步驟 能力指標

11 [第三大題] 
問題 2： 
利用搜尋引擎 YAHOO 來搜尋網站。 
(1)連線至 tw.yahoo.com 
(2)搜尋「台北動物園」首頁 

54.輸入網址 
55.輸入台北動物園、按找

網頁 
56.按台北動物園超連結 

4-3-2 

12 [第三大題] 
問題 3： 
將「台北動物園」網站加入我的最愛。

57.按我的最愛功能表 
58.按加到我的最愛 
59.按確定 

4-2-1 

13 [第三大題] 
問題 4： 
利用搜尋引擎搜尋有關「國王企鵝」資

料。 

60.輸入國王企鵝、按搜尋 
61.按國王企鵝超連結 

4-3-3 

14 [第三大題] 
問題 5： 
覺得這一頁很好，想儲存網頁並放在

d:\data  

62.按檔案功能表 
63.按另存新檔 
64.按儲存於… 
65.按本機磁碟 D 
66.雙按 data資料夾 
67.按儲存 

4-2-1 

15 [第三大題] 
問題 6： 
想把網頁列印下來參考，要如何做？ 

68.按檔案功能表 
69.按列印 
70.按列印 

4-2-1 

16 [第三大題] 
問題 7： 
想把瀏覽器的首頁換成

www.google.com.tw 要如何設定？ 
設定完畢，試試首頁是否已換成新的設

定？ 

71.按工具功能表 
72.按網際網路選項 
73.輸入網址 
74.按工具列上的首頁鈕 

4-2-1 

17 [第四大題] 
問題 8： 
將未命名的首頁存檔為 index.htm 存
在 d:\我的網站 下 
(操作時，請使用工具列上的按鈕。) 

75.按工具列的儲存鈕 
76.按存成檔案 
77.雙按我的網站資料夾 
78.輸入 index.htm、按儲存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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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步驟 能力指標

18 [第四大題] 
問題 9： 
插入一張圖片，圖片位置在 
d:\我的網站\pic\lily01.jpg 
(操作時，請使用工具列上的按鈕。) 

79.按工具列上的插入圖片

鈕 
80按瀏覽. 
81.雙按 pic資料夾 
82.按 lily01.jpg 
83.按開啟 

3-2-1 

19 [第四大題] 
問題 10： 
將「蓮之寫真」加上超連結，連結的網

頁是「我的網站」內的 photo.htm 
(操作時，請使用工具列上的按鈕。) 

84.按工具列上的超連結鈕 
85.輸入 photo.htm、按確定 

3-2-1 

20 [第四大題] 
問題 11： 
利用站台管理員設定檔案傳輸的主機

位置、帳號、密碼 
(1)站台標籤：myweb 
(2)輸入主機位址：140.126.246.8 
(3)輸入帳號：stu999 
(4)輸入密碼：abc2468 
(5)輸入完成後，連線至主機。 
(6)按「確定」登入。 

86.按工具列上的站台管理

員按鈕 
87.按新增 
88.輸入 myweb 
89.輸入 140.126.246.8 
90.輸入 stu999 
91.輸入 abc2468 
92.按連線 
93.按確定 

4-2-1 

21 [第四大題] 
問題 12： 
將 d:\我的網站 下的所有檔案上傳至
主機 public_html 資料夾中 
(1)進入 d:\我的網站 
(2)進入遠端主機 public_html 資料夾 
(3)上傳檔案(請使用工具按鈕) 

94.按磁碟機位置 
95.按本機磁碟 D 
96.雙按我的網站資料夾 
97.雙按public_html資料夾 
98.按工具列上的上傳鈕 

4-3-2 

22 [第四大題] 
問題 13： 
連線至網站 140.126.246.8 觀賞使用者
stu999 上傳的首頁。 

99.按網址列 
100.輸入
140.126.246.8/~stu999/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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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步驟 能力指標

23 [第五大題] 
問題 1： 
請到信箱中，檢查是否有郵件？ 
(1)會員登入(帳號：stu999  密碼：
abc2468) 
(2)到信箱中，檢查是否有郵件？ 

101.輸入 stu999 
102.輸入密碼、按登入 
103.按我的信箱超連結 
104.按收信 

4-2-1 

24 [第五大題] 
問題 2： 
不想要研磨咖啡這封廣告郵件，如何刪

除？ 

105.勾選信件 
106.按刪除郵件 

4-2-1 

25 [第五大題] 
問題 3： 
閱讀敦煌英語教學電子雜誌，並轉寄給

mary@ms.nehs.hc.edu.tw 

107.按郵件主旨欄 
108.按轉寄信件 
109.輸入信箱位址 
110.按寄送郵件 
111.按確定 

4-2-1 

26 [第五大題] 
問題 4： 
朋友小張寄來一封附加檔案的郵件，請

將附加檔案儲存至 D碟。 

112.按郵件主旨欄 
113.按 rabbit.jpg圖示 
114.按進行 
115.按儲存 
116.按儲存 
117.按關閉 

4-2-1 

27 [第五大題] 
問題 5： 
回一封郵件，謝謝小張送的照片。 

118.按回覆作者 
119.按寄送郵件 
120.按確定 

4-2-1 

28 [第五大題] 
問題 6： 
寄一封電子郵件給小華：

john@ms.nehs.hc.edu.tw  
主旨：生日快樂。 
(連同 d:\生日卡片.doc 也附在郵件中。)

121.按寫信 
122.輸入信箱位址 
123.輸入生日快樂 
124.按瀏覽 
125.按生日卡片.doc 
126.按開啟 
127.按寄送郵件 
128.按確定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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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相關程式 
 
1. 修改 *.htm，將 Captivate發佈後之 .htm 中的函數 function sendMail() 置換如下： 
 
function sendMail() 
{ 
 
 // strip the word Core Data out of the results 
 var stripCoreData = gstrEmailBody.replace("Core Data", ""); 
 // remove the double quotes 
 var stripQuotes = stripCoreData; 
 while(stripQuotes.indexOf("\"") !=-1){ 
 stripQuotes=stripQuotes.replace("\"", ""); 
 } 
 // turn results into an array to access single items 
 var results_array = stripQuotes.split(","); 
 
 // assign variables 
 var RawScore = results_array[7]; 
 var MaxScore = results_array[8]; 
 var MinScore = results_array[9]; 
 var Accuracy = RawScore/MaxScore; 
 Accuracy = Accuracy*100; 
 Accuracy = Accuracy.toFixed(2); 
 
var an0= results_array[25];  //受試者的答案 
var ox0= results_array[26];  //受試者答案正確或錯誤 
var ti0= results_array[28];   //每一步驟所花費之時間 
var an1= results_array[34];   
var ox1= results_array[35]; 
var ti1= results_array[37]; 
．  //每一步驟產生之資料由 9個陣列元素來記錄，本研究只取其中最有價值的 3個。 
．  //視題數需要增加陣列元素的數量 
．   
// write html for popup window 
var html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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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head><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title>Results</title></head><body>" + 
"<form Name='form1' method='post' action='test.php'>" + //傳資料至資料庫用的 PHP程式 
"<table cellspacing=1 cellpadding=4 border=0 align=center><tr><td 
bgcolor='#9900CC'><strong>得  分：</strong></td>" + 
"<td align='left' bgcolor='#CC99FF'>" + RawScore + "</td></tr>"+ 
"<tr><td bgcolor='#9900CC'><strong>滿  分：</strong></td>"+ 
"<td align='left' bgcolor='#CC99FF'>" + MaxScore+ "</td></tr>" + 
"<tr><td bgcolor='#9900CC'><strong>得分比率：</strong></td>" + 
"<td align='left' bgcolor='#CC99FF'>" + Accuracy + "%</td></tr>" + 
//"<tr><td bgcolor='#336699'><strong>Your Name:</strong></td><td align='left' 
bgcolor='#6699cc'><input type='text' Name='name'></td></tr>" + "<tr><td 
bgcolor='#336699'><strong>Email Address:</strong></td><td align='left' 
bgcolor='#6699cc'><input type='text' Name='email'></td></tr>" + "<tr><td 
bgcolor='#336699'>" + 
"<input type='hidden' value='TEST01' name='test'>" + 
"<input type='hidden' value='" + MaxScore + "' name='total'>" + 
"<input type='hidden' value='" + RawScore + "' name='correct'>" + 
"<input type='hidden' value='" + Accuracy + "' name='accuracy'>" + 
 
"<input type='hidden' value='" + an0 + "' name='an0'>" + 
"<input type='hidden' value='" + ox0 + "' name='ox0'>" + 
"<input type='hidden' value='" + ti0 + "' name='ti0'>" + 
"<input type='hidden' value='" + an1 + "' name='an1'>" + 
"<input type='hidden' value='" + ox1 + "' name='ox1'>" + 
"<input type='hidden' value='" + ti1 + "' name='ti1'>" + 
"<input type='hidden' value='" + an2 + "' name='an2'>" + 
"<input type='hidden' value='" + ox2 + "' name='ox2'>" + 
． 
．  //視題數需要增加隱藏欄位的數量 
．   
"<tr><td align='left' bgcolor='#CCFF66' colspan=2><center><input type='submit' 
name='Submit' value='確定'></center></td></tr></table><br>" + 
"<font size=4 color=red>★請注意：右欄三格所顯示的如果不是數字，請通知老師！

</font><br>" + 
"<font size=4 color=blue>★如果正常顯示，請按確定！</font><br>" + 
"</form></body></html>" 
 
// function for the popup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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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launchwin(htmlString){ 
    newwin = window.open("","flashcamwin","height=300,width=325,scrollbars=1"); 
    newwin.document.open(); 
    newwin.document.write(htmlString); 
    newwin.document.close(); 
} 
 
// launch the window 
    launchwin(htmlString); 
 
} 
 
 
2. 傳資料至資料庫用的 PHP程式，但資料庫應事先建立存放資料的各種欄位。 
 
<?php 
$hostname_scoreDBLK = "localhost"; 
$database_scoreDBLK = "score_db"; //連結之資料庫名稱 
$username_scoreDBLK = "xxxxxx"; //管理者帳號 
$password_scoreDBLK = "xxxxxx"; //管理者密碼 
$scoreDBLK = mysql_pconnect($hostname_scoreDBLK, $username_scoreDBLK, 
$password_scoreDBLK) or trigger_error(mysql_error(),E_USER_ERROR);  
 
mysql_select_db($database_scoreDBLK, $scoreDBLK); 
$query_Recordset1 = "SELECT * FROM result_tb"; //資料表名稱 result_tb 
$Recordset1 = mysql_query($query_Recordset1, $scoreDBLK) or die(mysql_error()); 
$row_Recordset1 = mysql_fetch_assoc($Recordset1); 
$totalRows_Recordset1 = mysql_num_rows($Recordset1); 
?>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title> test </title> 
</head> 
 
<body> 
<?php  
$ip=$_SERVER['REMOTE_ADDR']; 
$test=$_POS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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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_POST['total']; 
$correct=$_POST['correct']; 
$accuracy=$_POST['accuracy']; 
 
$an0=$_POST['an0']; 
$ox0=$_POST['ox0']; 
$ti0=$_POST['ti0'];   
$an1=$_POST['an1']; 
$ox1=$_POST['ox1']; 
$ti1=$_POST['ti1']; 
． 
．  //接收資料，視題數需要增加數量 
．   
 
//小視窗顯示結果 
if ($accuracy=='NaN') 
 echo "<font size=5 color=red>Retry!!</font><br>"; 
else {  
    echo "<font size=4 color=blue>Successful!!<br>Press [X] to close the small window!! 
</font><br>"; 
 
echo "gcn=".$an0."<br>"; 
echo "ip=".$ip."<br>"; 
echo "test=".$test."<br>"; 
echo "total=".$total."<br>"; 
echo "correct=".$correct."<br>"; 
echo "accuracy=".$accuracy."<br>"; 
echo "an0=".$an0."<br>"; 
echo "ox0=".$ox0."<br>"; 
echo "ti0=".$ti0."<br>"; 
echo "an1=".$an1."<br>"; 
echo "ox1=".$ox1."<br>"; 
echo "ti1=".$ti1."<br>"; 
． 
．  //結果報告，視題數需要增加數量 
．   
 
mysql_query("INSERT result_tb SET gcn='$an0',  
an0='$a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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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0='$ox0', 
ti0='$ti0', 
an1='$an1', 
ox1='$ox1', 
ti1='$ti1', 
． 
．  //儲存至資料庫，視題數需要增加數量 
．   
 
test='$test', ip='$ip',total='$total', correct='$correct', accuracy='$accuracy'"); 
} 
?> 
 
</body> 
</html> 
<?php 
mysql_free_result($Recordset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