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0) 

1 

 

臺北市國小資訊教師運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之關注階層 

The Stages of Concern of Taipei’s elementary school computer 

teachers to use free software in computer graphic classes 

 

魏川祐 壽大衛 

Chuan-Yu Wei 

yeo@tp.edu.tw 

TA-WEI David Shou 

shou@tmue.edu.tw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摘要 
本研究目地在探討臺北市資訊課程使用自由軟體的現況，透過問卷調查，以了解臺

北市國小資訊教師使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之關注階層。所謂的「關注」指的是使用
者對於創新事物的感覺、態度、意見及反應等融合性的觀點。本研究將教師使用自由軟體
之關注依CBAM理論分為察覺關注、資訊關注、個人關注、管理關注、成效關注、合作關
注、調整關注等七個階層，並使用「關注階層量表」為研究工具，以臺北市國小資訊教師
為問卷調查對象，所得資料以SPSS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期能透過研究了解現階段臺北市國
小資訊教師使用自由軟體於教學之關注階層，用以評定教育改革推行時，參與人員的接受
度及反應。 

 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電腦教師運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之關注等級最高是在
成效階層，其次是資訊、調整、個人、管理、合作及察覺階層。 

 
 

關鍵字：自由軟體、關注階層、資訊教育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usage of free software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how Stages of Concern has been applied 

among Taipei elementary teachers and how they use free drawing software in teachings. The 

so-called "concern" refers to a user of a feeling which contains the innovations, attitudes, 

opinions and reactions such as an integration of points of views. This study focus on how 

teachers to use free software and in their seven stages of concerns divided based on CBAM 

theory, Awareness, Informational, Personal, Management, Consequence, Collaboration, 

Refocusing , and use the "concern level scale" as a research tool. The subjects a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 of Taipei cit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presented i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by SPSS software. Through this study we can understand what stage ar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of Taipei elementary school i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that the Soc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in Taipei are at Consequence stage, followed by 

the Refocusing, Collaboration, Information, Personal, Management and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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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資訊化社會的來臨，資訊應用成為現代人必備的能力，資訊教育全面的培養已成為 

必要條件。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明定各學習領域應使用資訊科技為輔助學習工 

具，並已有多項指標加入推行自由軟體的改革。 

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或稱開放原始碼軟體(Open Source Software)，不僅可以自網

路上合法免費取得，在技術上更享有一般市售軟體版權私有軟體所沒有的優勢。自由軟體

公開程式的原始碼，並鼓勵使用可複製、散布、研究、改良，所以軟體功能可以相互引用，

不用再浪費無謂的時間與精力重新開發。在校園運用自由軟體的方面，目前由教育部委辦，

中華民國自由軟體協會(SLAT)承辦的教育部校園自由軟體應用諮詢中心(OSSACC)，已在

全國中小學校園中，全力推動自由軟體的實際應用。 

國內校園使用自由軟體的概況已有諸多研究，研究顯示自由軟體運用於校園可分為 

系統管理與教學兩部分，本研究主要探討臺北市資訊教學使用自由軟體的現況，以電腦繪 

圖課程為例，透過問卷調查，探討臺北市電腦教師使用自由軟體教學之關注階層，了解第 

一線教師運用自由軟體進行教學的接受度及反應。並根據調查結果，提出適切的看法與建 

議，作為相關單位推行自由軟體於校園之參考。 

2. 關注階層 

關注階層是源自於 Hall 等人在 1974 年間所發展的「關注本位採用模式」，簡稱 CBAM  

(Concerns-Based Adoption Model)。此模式主要目的是在探討教師面對變革創新時所產生的 

動機、感覺、觀點、挫折及滿足等(王令宜、高熏芳，1995)。 

每個人對事物的關注程度會隨著個人的經驗、見識、看法、事物的急迫性或個人參 

與程度而有所變化，通常個人對某項事物的參與程度愈高，認同感會愈強，獲得的知識， 

能力愈多，則關注的強度也愈高(高熏芳，1993)。Fuller(1970)則提出四種不同的關注分類 

，分別為： 

(1)公共的關注(public concern)：是個人與他人共同分享的關注，最容易成為真實的問題並 

進而尋求他人協助。 

(2)私自的關注(private concern)：是指不與他人共享的關注，僅有自己了解他人無法知曉 

的關注。 

(3)不一致的關注(incongruent concern)：是指別人知道，但自己卻未察覺的關注。 

(4)未察覺的關注(unconscious concern)：是指個人潛意識中關注某一件事，但是自己與別人 

均無法察覺出來，等到某一個關鍵事情發生了才能察覺。 

 

在所有關注類型中，只有公共的關注能激發個人尋求助力的動機。換言之，想要推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Free+Software&field=KW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Stages+of+Concern&field=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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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運用自由軟體於資訊教育上，必須先獲得公共的關注，讓運用自由軟體於資訊教育上成

為推動者與教師共同關注的項目，才能進一步激發教師想要了解的動機。 

為幫助改革推動者了解變革的推動情形，並能藉由檢核結果診斷出參與變革者的需

求，以提供適當的回應與協助，CBAM 主要有三種測量工具，分別為：關注階層量表(Stages 

of Concern Questionnaire，簡稱 SoCQ)、採用層級晤談量表(Levels of Use Interview)和創新

形貌成分檢核(Innovation Configuration Component Check-list)。本研究採用關注階層量表。 

關注階層量表(Stages of Concern Questionnaire，簡稱 SoCQ)，為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

校區教師教育研發中心，Hall 等人於 1974 年間所研發的，目的是評量在學校推廣新制度

或新事物的過程中，教師對新事物之關注程度。關注階層量表包括三十五題，並組成七個

量表，分別測量七個不同的關注階層，如表 1 所示。 

表 1 CBAM 關注階層量表 

關注類型 階層 階層名稱 說明 

無關的關注 

(Unrelated 

concerns) 

 

 

 

 

自我關注 

(Self concerns) 

0 
察覺關注 

(Awareness) 

在此階層，個人對新事物僅有少許的關切
及涉入。 

1 

資訊關注 

(Informational) 

在此階層，個人對新事物有普通的認識，
且有興趣學習更多的細節。此時個人似乎
並不在意自己與新事物間的關係，只是對
使用新事物的一般特性、效益、要求等實
務方面感興趣。 

2 

個人關注 

(Personal) 

個人尚未肯定新課程對自己的要求，自己
能否應付該些要求，以及自己在實施新課
程時所扮演的角色。個人會考慮的問題包
括:回報、需要作出的決策、新課程與現存
學校結構的衝突、新課程與自己現在需要
承擔的責任之間的矛盾、新課程對自己及
同事在金錢和地位上之含義等。 

工作關注(Task 

concerns) 
3 

管理關注 

(Management) 

集中關注落實新課程的歷程和工作， 以及
使用資訊和資源之最佳方法。特別關注效
率、組織、管理、時間表和所需時間。 

影響關注 

(Impact concerns) 

4 

成效關注 

(Consequence) 

關注新課程對學生的影響。焦點放於新課
程的適切性、學生成績的評鑑，以及提升
學生學習成果的變革等。 

5 
合作關注 

(Collaboration) 

關心在實施新課程時，如何與其他人士協
調和合作。 

6 

調整關注 

(Refocusing) 

探討新課程更多普遍性優點，包括探討大
量改變或由另一新課程取代的可行性，個
人對其他新方案具有明確的想法。 

資料來源:Hall and Hord(1987) 

由表 1 可發現教師變革關注的發展，由無關注、自我關注以至對工作任務的關注，

進而關注變革對學生的影響。變革推動者對於教師在不同發展階層的關注情形應設法進行

了解，方能在變革過程中做好相關因應的對策與措施。運用自由軟體於教學對教師而言，

亦為一種創新變革，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調查臺北市教師使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

圖教學的關注階層，以作為推廣單位制訂政策之參考。 

 

 

3.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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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究臺北市電腦教師運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之關注階層，本研究採問卷調

查法，調查問卷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個人背景資料；第二部份則是測量教師運用自由

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之關注階層。第二部分係研究者參考 Hall 等人所發展的「關注階層量

表」(Hall, George & Rutherford, 1997)，並修訂自劉川曜(2009)之「教師資訊融入教學關注

階層量表」，經研究者修正編製而成 34 題之「運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關注階層量

表」，依 CBAM 理論分為察覺關注、資訊關注、個人關注、管理關注、成效關注、合作關

注、調整關注等七個階層，除資訊關注階層為四題外，其餘每一階層分量為五題。 

選項以李克特式 7 點量表計分，7 分代表非常符合，0 分代表完全無關，計分方式以

選「0」給零分，依此類推，得分越高表示研究對象自評該項的問題認同越高，反之則是

越低。教師在某階層帄均得分越高，表示該項關注越高，反之則是關注程度越低。本研究

施測對象為臺北市國小資訊教師，採立意抽樣的方式完成問卷調查。回收之問卷運用統計

軟體 SPSS 12 for windows 中文版進行統計分析。 

4. 研究結果與建議 

(1)臺北市資訊教師對運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關注現況分析 

本研究共發出 66 份問卷，採線上問卷方式進行填答，有效問卷 56 份，問卷回收率

84％。 

本研究係以受試者在量表上的帄均數據進行分析，藉以了解臺北市國小資訊教師運

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關注之現況。在關注階層量表的分析方面，臺北市國小資訊教

師運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關注階層的七個層面上，由表 2 及圖 1 可以看出，在七個

關注階層的帄均數中，以「成效關注」的帄均數最高，有 5.73 分，其次是「資訊關注」、

「調整關注」、「個人關注」、「合作關注」、「管理關注」、「察覺關注」。 

表 2 運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關注階層帄均數得分情形 

 

 

關注階層 人數 
該階層 

帄均分數 
題數 

每題帄

均得分 
標準差 

得分排

序 

察覺關注 56 12.7 5 2.53 6.16 7 

資訊關注 56 22.3 4 5.58 5.17 2 

個人關注 56 26.3 5 5.26 3.92 4 

管理關注 56 15.2 5 3.03 6.7 6 

成效關注 56 28.7 5 5.73 4.73 1 

合作關注 56 23.9 5 4.78 4.6 5 

調整關注 56 27.8 5 5.57 5.2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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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整體教師運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關注階層折線圖 

 

在臺北市國小資訊教師運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最高關注階層方面，次數是指

研究對象在量表上所得分最高之關注階層，因其七種階層並不互相排斥，每位研究對象皆

有可能於多項關注階層同時得到最高分數，故次數統計上可能出現大於研究對象人數。次

數統計如表 3，從表三的結果可以發現:最高關注階層在「成效」階層次數有 28 人，是所

有關注階層中人數最多的，「資訊」為次數第二高之關注階層，次數達 24 人。其餘階層次

數與前兩者差距較大，依序為「個人」階層，次數有 9 人。「調整」、「合作」階層各 3 人、

「察覺」階層有 2 人、「管理」階層次數為 0。 

表 3 運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關注之最高階層次數分配表 

關注階層 察覺 資訊 個人 管理 成效 合作 調整 合計 

次數 2 24 9 0 28 3 3 69 

百分比 2.9 34.8 13 0 40.6 4.3 4.3 100 

排序 6 2 3 7 1 4 4 ─ 

 

(2)建議 

目前臺北市國小資訊教師使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主要落在影響關注類型及自

我關注類型，顯示已有不少臺北市國小資訊教師已熟知並已經運用自由軟體於電腦教學，

且關注於學生的學習成效。排序第二的是資訊關注階段，卻也顯示仍有許多臺北市國小資

相
對
強
度(

百
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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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教師只是對自由軟體有普遍的認識，但尚未運用自由軟體於電腦教學上，此階層主要特

性是有興趣學習更多相關的細節。此時個人似乎並不在意自己與新事物間的關係，只是對

使用新事物的一般特性、效益、要求等實務方面感興趣。 

由本研究可知臺北市國小資訊教師使用自由軟體於電腦繪圖教學的關注階層主要落

在成效關注階層及資訊關注階層，根據王令宜、高熏芳(1995)對關注階層的說明，關注階

層在成效階層的意義乃是較為關心創新成效的影響;而關注在資訊階層的意義乃是對於創

新有基本的認識，也有進一步了解實質的細節。 

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首先建議教育主管單位及學校可舉辦繪圖類自由軟體相

關研習或教學發表會，讓資訊教師能了解他人運用自由軟體進行電腦繪圖教學的經驗、運

用的方式與效果，找出適當的機會讓教師能將自己與的技巧與他人分享，並能提供獎勵或

鼓勵有興趣的教師研發相關課程。另外根據本研究統計，仍有許多資訊教師對於運用自由

軟體教學仍是處於資訊關注階層，也就是尚未使用自由軟體於電腦課程中。這些部份可籍

由運用各種方式來散播資訊，例如開闢自由軟體運用於電腦教學相關的網路論壇，幫助教

師了解此種教學創新，藉此產生龐大的知識分享網絡。亦建議資訊教師可以主動的與校內

外相關人員進行合作，以取得更廣泛的資源，讓更多的非使用者提升到使用者進而成為愛

用者。 

 

 

5. 參考文獻 

(1)王令宜、高熏芳 (1995) 。關切階層量表在教學科技創新推廣上的運用。視聽教育雙月

刊，37，5-13。 

(2) 高熏芳 (1993) 。從「顧慮階層」的發展看教師的學習成長。視聽教育雙月刊， 34，

39-44。 

(3) 劉川曜 (2009) 。彰化縣國小自然領域教師資訊融入教學關注階層與使用層級之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4) Fuller, F. F. (1970). Personalized Education for Teachers: An introduction for teacher 

educators. Austin :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5)Hall, G. E., & Hord, S. M. (1987). Change in schools: Facilitating the process.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