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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知識經濟時代將數位學習視為提升國家

知識競爭力的重要策略，在數位學習國家型計畫的

引導下，產學官界積極投入數位學習的研究發展，

目前數位學習各主題的發展百家齊放，若能找出或

建立數位學習的顯學主題與未來發展趨勢，持續投

入資源與深入研究，才能強化數位學習領域的深度

與廣度。 

由於期刊論文的發表，顯示一個學術領域的研

究活力，期刊論文主題篇數的多寡將適切反映該領

域之研究趨勢（朱則剛、王國聰，2002）。期刊論

文因其具有即時性的特色，可反應當時的研究現

象，是研究者發表的重要媒介（Ali，1985）。所以

一個學術領域的發展，除了需要具有完整的理論基

礎之外，該領域從業人員的運用與持續研究，才能

實際強化該學科領域之成長，而期刊是學者最常發

表論文的途徑，更是學術發展的重要指標(徐敏

珠，2011)。 

因此，本研究以國內期刊於 1992 年至 2011 年

之間所發表之 331 篇數位學習論文為主體，以

Khan(2001)的分類架構為基礎，發現這 20 年來台

灣數位學習發表主題以「教學」、「科技」、「介面」

為主，佔全部 8 成；研究發現期刊收錄論文篇數呈

現長尾現象，顯示作者投稿的期刊非常分散，有 6
成的期刊僅收入 2 篇以下的數位學習領域論文；進

一步分析核心期刊及其收錄主題，「教學科技與媒

體」以教學和介面為主，「教育資料與圖書館學」

以教學、科技、倫理為主，「科學教育學刊」是教

學、介面、科技等主題，「課程與教學」則偏重收

錄教學的研究主題論文。希望本研究分析所得之國

內數位學習研究焦點的演進與發展趨勢，得以成為

後續研究者選取研究議題及發表園地之參考。 

關鍵詞：數位學習、分類架構、主題趨勢 
 
一、研究背景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0年中小企業白皮書調查

報告顯示，未來台灣的人力將以內需、ECFA、陸

客三引擎，帶動十大產業人力需求成長，而雲端、

綠能產業的新兩兆產業也將帶動新一波人力需

求。根據經濟部工業局 2010 年推動的「重點產業

2011～2013 年專業人才供需調查」，針對半導體、

影像顯示、資訊服務、數位內容、機械、塑膠、紡

織、設計等 8 項產業具大專以上學歷的重要專業

人才需求趨勢分析未來 3 年大專以上人力的供給

與需求概況，以數位內容產業顯示「人才不足」的

情況較為明顯，因此，如何提升人才素質，仍有待

努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1)。 
    經濟部工業局自 2003 年推動「數位學習國家

型科技計畫」到現在已發展為整合型的「數位典藏

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目前我國上網人口

比例位居世界前茅。電子化政府、電子商務、寬頻

固網、網路教學、網路醫療等也一一推動，學術界

與研究單位在資料庫技術、資訊檢索技術、語言處

理技術、網路技術、多媒體處理與表達技術等皆有

相當基礎，民間企業不論是資訊技術、電子商務服

務技術，也都日漸完善，整個發展數位典藏與數位

學習所需的基礎建設已經相當成熟(經濟部工業

局，2008)。從台灣網路資訊中心針對網路使用於

2012 年 3 月所做的調查也可得知，個人整體接觸

網路時間為「10 年以上」之百分比有逐年成長趨

勢（台灣網路資訊中心，2012） 
另外、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2010)的世界

經濟論壇全球競爭力排名成果報告指出，我國在

「高等教育與訓練」項目排名 11，顯見我國推動

科技發展已具成效，在國際上頗具競爭潛能。在經

濟部工業局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中也指出，隨著資訊與通訊科技的蓬勃發展，數位

學習已被視為提昇教育品質、營造優質學習環境、

解除學習時空限制、改善教學資源管理的有效途

徑。 
    近年來透過政府政策的推動，加上軟硬體基礎

設施普及化的建置，以及網路使用度的逐年持續成

長，各家學者對數位學習領域也紛紛提出不同的研

究主題與方向，讓整個數位學習的研究氛圍格外熱

絡。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對數位學習的探討，進

行相關領域的分析，能從歷年來已發表的主要期刊

論文，客觀的將研究者的研究主題、研究類型、研

究方法、研究對象或研究學科以及投稿的期刊類別

等提供適切的方向，也希望能透過本數位學習領域

的研究，探討並窺探出台灣數位學習領域的縮影。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文獻探討共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分

是內容分析，第二部分是數位學習，第三部分是

Khan 數位學習主題架構。 



（一）、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亦稱資訊分析

（information analysis）或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在許多領域的研究，常需透過文獻獲得

資料，因此內容分析研究法便有其價值與採用的必

要，該法與史學家使用的歷史研究法類似，唯後者

以探討較遙遠的過去記錄為主，而內容分析主要在

解釋其特定時間某現象的狀態，或在某段期間內該

現象的發展情形(王文科，1990)。是以、諸凡信件、

日記、報章雜誌、實況新聞報導、會議紀錄、影片

及電視或廣播節目等，都是內容分析的素材(張紹

勳，2001)。在許多領域的研究，常需透過文獻獲

得資料，因此內容分析研究法便有其價值與採用的

必要，該法與史學家使用的歷史研究法類似，惟後

者以探討較遙遠的過去的紀錄為主，而內容分析主

要在解釋某特定時間某現象的狀態，或在某段期間

內該現象的發展情形(王文科、王智弘，2008)。 

因為內容分析法是一種社會研究法，適於透過

各種社會人造事實來研究人類的傳播行為，研究者

不僅可用其研究傳播過程，還可用來研究其他層面

的社會行為，常用的內容分析法的分析單元，包括

傳播的各種元素，如：字、段落、書本等，所以、

量化或質化技術，兩者都適合於內容分析資料的詮

釋(Earl Babbie、劉鶴群等譯，2010)。因內容分析

係有關探究一個訊息或情報的深層意義和結構，訊

息也許包括在書面文件中，也許包括在通信廣播、

電影、電視、或在觀察到人類實際行為中，其目的

是為揭露隱藏的主題，概念以及訊息內容的指標，

而內容分析的應用，其最初的發展是一個量化的過

程，如次數計算，重覆現象的直方圖等，所以，內

容分析不只是一種測量的策略，它也是一種觀察情

報的策略(McKernan James、蔡清田主譯，2004)。 

（二）、數位學習 

數位學習即是以網路為學習基礎的學習，定義

上除了有 Web-based learning (WBL) 外，還有

Web-Based Instruction (WBI) 、 Internet-Based 
Training (IBT) 、 Web-Based Training (WBT) 、
Distributed Learning (DL)、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 (ADL)、Online Learning (OL)、e- Learning
等（Khan, 2001）。其中 e-learning 即電子化學習，

現今大多翻譯為「數位學習」，數位學習的起源可

回溯至較早期的「遠距教學」，由於近年來資訊科

技突飛猛進的發展，數位學習的呈現方式也越來越

多元化，從早期的「函授遠距教學課程」以文字為

媒介，至媒體產生後以錄音帶、錄影帶、電視為教

學媒介，到近幾年以電腦、網路、CD-ROM、

DVD-ROM 乃至行動數位學習、互動電視學習等作

為教育的傳播媒介，不但加快學習的面向及腳步，

也改變了傳統教學方式(沈旭豐，2008)。 

關於「e-learning」一詞的翻譯，目前有三種不

同的譯法：網路化學習、電子化學習和數位化學

習，按上述定義，e-learning 本來是指網路化學習

（強調基於網際網路的學習），但在實際應用中，

有時又把基於多媒體資料的數位化學習也包括在

e-learning 的範疇，由於電子化學習的概念過於廣

泛，所以把 e-learning 翻譯成數位化學習是比較適

當的（何克抗，2003）。 

（三）、Khan 數位學習主題架構 

本研究是進行數位學習論文的內容分析，其中

研究主題是分析的類目之一，因此本研究將參考

Khan(2001)的數位學習架構所區分的教學層面、科

技層面、介面設計層面、評鑑層面、管理層面、資

源支援層面、倫理層面以及制度層面等八個層面，

如圖 1，做為後續內容分析類目研究主題的參考依

據。 

 
圖 1：A Framework for E-Learning 
資料來源：Badrul H Khan (2001)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做為研究方法並蒐集數

位學習領域的期刊為研究對象，在台灣地區數位學

習領域的搜尋，根據「行動學習」、「網路學習」、「無

所不在的學習」、「網路教學」、「遠距教學」、「遠距

學習」、「數位學習」、「線上教學」、「線上學習」、

「CBT(Computer-based train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Distance 
Education Learning」、「Distributed Learning」、
「e-Learning」、「M-Learning」、「Mobile learning」、
「Network-Based Learning」、「Online Instruction」、
「 Online Learning 」、「 Technology -based 
learning」、「Ubiquitous」、「u-learning」、「Web Based 
Instruction」、「Web Based Training」以及「Hybrid 
online learning」等十七個主要的中英文關鍵字，利

用國家圖書館的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所收錄的

期刊論文做為主要的搜尋範圍，進行期刊論文的檢

索，並以國科會自 1994 年至 2004 年獎助之優良期

刊、社會學門專業期刊排序研究、國內管理學專業

期刊評比排序、國內教育學門學術期刊評比研究、

教育學門國際期刊評比之研究、以及台灣社會科學

引文索引資料庫（TSSCI）所收錄之期刊名單，與

關鍵字進行進階比對，篩選分析研究的期刊論文。 



 
四、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國內期刊於 1992年至 2011年之間所

發表之 331 篇數位學習期刊論文為分析主體，將分

別從研究主題架構、論文累計成長趨勢、核心期刊

的刊名與核心期刊的發表作者等四個方向進行分

析結果的說明。 

（一）、1992 年至 2011 年期刊論文累計成長趨勢 

自 1990 年底網際網路快速興起後，拓展了電

腦科技在教育環境上的應用範圍與應用層次(楊玉

麟，2006)，本研究也發現，數位學習自從在 1992
年發表了第 1 篇的研究後，至 1996 年才又受到重

視而又增加了 3 篇的期刊論文發表，之後在 2003
年因受到經濟部工業局的「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

畫」政策推動影響，所發表的期刊論文數量最多為

37 篇(11.2%)，於 2008 年又受到政府推動整合型的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政策帶

動影響，當年度在期刊論文的發表數量也達 31 篇

(9.4%)顯然政策的推動對帶領研究的方向有一定

程度的影響。 

針對數位學習期刊論文的各個年度與累計發

表數量分析得知，自 2001 年以後，平均每年的發

表數量大約為 25 篇，可見數位學習的研究已引起

越來越多的學者重視，各年度的期刊論文發表數量

與累計數量如下圖 2 所示。 

 
圖 2：1992 年至 2011 年期刊論文累計趨勢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研究主題架構分布 

本研究主題以 Khan(2001)的分類架構為基

礎，共區分為八類，分別是「教學層面」、「科技層

面」、「介面設計層面」、「評鑑層面」、「管理層面」、

「倫理層面」、「制度層面」以及「資源支援層面」。 

研究發現在「教學」189 篇(57.1%)所佔的比例

最多，顯然大部份學者在進行數位學習領域研究

時，會從教學層面進行研究探討，其次則為「科技」

46 篇(13.9%)，再者為「介面」29 篇(8.8%)，總計

此三類的期刊論文發表，約佔全部論文的 8 成，各

研究主題架構數量分布如下圖 3 所示。 

 
圖 3：數位學習研究主題架構分布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三）、核心期刊的刊名 

本研究以國科會自1994年至2004年獎助之優

良期刊、社會學門專業期刊排序研究、國內管理學

專業期刊評比排序、國內教育學門學術期刊評比研

究、教育學門國際期刊評比之研究、以及台灣社會

科學引文索引資料庫（TSSCI）所收錄之期刊名單

為主要的論文期刊研究範圍，經分析統計後，共有

65 種不同的期刊，其中以「教學科技與媒體」所

收錄有關數位學習領域的期刊論文最多，有 77 篇

佔 23.3%，其次則為「教育資料與圖書館學」，共

收錄 27 篇佔 8.2%。 

由研究分析得知，前 5 大收錄數位學習領域的

期刊，收錄總篇數為 154 篇，佔全部期刊論文數量

的 46.5%，顯然這 5 種期刊，與數位學習的研究有

直接的影響，並將研究分析後影響數位學習研究的

前 10 大核心期刊條列如表 1所示。 

表 1：前 10 大核心期刊統計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 

 
（四）、核心期刊的發表作者 

本研究的 331 篇期刊論文中，總計發表的作者

數量為 713 位，其中以 2 位作者共同發表的最多，

為 124 篇佔 37.5%，其次為個人發表，為 110 篇佔

33.2%，第三名則為 3 位作者一同發表，為 61 篇佔

18.4%，如圖 4。 

進一步分析歷年來學者在數位學習領域發表

的論文統計數得知，以岳修平發表的 11 篇最多，

其次為陳年興與張基成的 8 篇，再者為鍾鼎與王宗

松的 6 篇排名第三，從上述數字，可知這幾位學者



於數位學習領域上之重要貢獻。 

 
圖 4：核心期刊作者共同發表數量統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五、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自 2012 年 4 月開始以國家圖書館的臺

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所收錄的期刊論文進行中文

數位學習領域相關關鍵字篩選，其中共收集到 331
篇與數位學習有關之期刊論文，並就每篇期刊論文

進行研究主題、成長趨勢、核心期刊等分析。 

以內容分析法進行研究，除根據每篇期刊論文

內容予以分類，將分類後的期刊論文分析，透過交

叉分析與比對，將篩選將取得的文件進行量化的分

類，並將以數值或圖表呈現分析的結果，讓數位學

習領域未來的成長趨勢更具圖像說明。結果發現在

主題架構的分類上，主要的研究主題為「教學層

面」，顯然大部份的學者仍以數位學習結合教學的

研究為主要的探討方向。 

也透過此分析方法，觀察期刊論文的分布現

象，也從中觀察到各數位學習領域中最具代表的核

心期刊，分別是「教學科技與媒體」、「教育資料與

圖書館學」、「科學教育學刊」、「課程與教學」以及

「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等 5 種期刊。讓後續對數

位學者有興趣者，能有效的送出研究內容，並能順

利發表。 

藉由內容分析的結果，判讀數位學習之發展過

程，期望能對未來的研究者提供論文發表的建議，

也能為未來對數位學習有興趣的研究者提供研究

的發展趨勢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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