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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基於成就動機理論，輔以亞東技術學院教材編纂與教具製作補助計畫，
完成 1 個數位內容成果網站之教材製作；另外，學生亦自創數位內容 22 案。本
研究之自學教材製作目的為使學生對學習成效有感，以多媒體基礎論述，引導學
生應用業界常用多媒體技術創新製作數位內容，並藉由分組共好分式，激發學生
創意並明確清楚數位內容及其產業之範疇與趨勢，瞭解未來就業市場脈動，增加
未來就業競爭力。
關鍵字：教材編纂、成就動機理論、數位內容創新與應用

一、 緒論
因應資訊科技不斷推陳出新，資訊相關工作內容更迭頻繁，得培養學生具備
職場的競爭力，才能符合企業界的需要。對資訊管理系學生而言，除了培養優質
的電腦工程師及資訊技術人才外，因應資訊科技跳躍式發展趨勢，同時因社會文
化方式之改變，職業生涯的變化，電腦數位化的發展之因素，以致專業電腦工程
師與數位化人才的需求大增，諸如程式設計師、數位內容創作與設計、多媒體應
用等市場上需求殷切，在力求專業與經營品質下，如何以合適教具或教材，增強
學生學習動機，進而培育優質的資訊相關人才，方是本研究之動機亦是教學實務
上所關切之事。

二、 學理基礎
研究者至亞東技術學院任職僅 1 年多，這段期間觀察學生學習行為，可能對
未來就業市場較無信心，擔心無法頂尖或國立大學之學生競爭，造成學習動機低
落。故為增強或啟發學生強烈的學習動機，研究者任教課程「數位內容創新與應
用」之教材以「成就動機理論」為基礎，進行編纂與製作。
成就動機理論 [1] [2] [3](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是由美國著名心理
學家大衛 ·麥 克利蘭(David McClelland)和約翰·威廉·阿特金森 (John William
Atkinson)以默瑞(H.A.murrary) [1]提出的成就需要的理論為基礎發展而成的理論。
其中，大衛·麥克利蘭(David McClelland)的成就動機理論又稱三種需要理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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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Needs Theory)，人在不同程度上由以下三種需要來影響其行為：
1. 成就需要(Need for achievement)：希望做得最好、爭取成功的需要。
2. 權力需要(Need for power)：不受他人控制、影響或控制他人的需要。
3. 親和需要(Need for affiliation)：建立友好親密的人際關係的需要。
對以上三種需要分別施以不同的激勵措施：
(1) 需要高度成就的現實主義者：及時給與其工作績效的明確反饋信息，使
其了解自己是否有所進步；為其設立具有適度挑戰性的目標，避免為其
設置特別容易或特別難的任務。
(2) 為權力需要者設立具有競爭性和體現較高地位的工作場合和情境。
(3) 為親和需要者設立合作而不是競爭的工作環境。
「數位內容創新與應用」是資訊管理系大四生須修習的專業核心必修課程，
該課程過往授課方式大部分是採用課堂講授方式，常會流於多媒體相關軟體講解
及操作練習，而上網查詢其它大專院校數位內容之課綱亦僅止於聊備一格，其教
學成效值得檢討。
有鑑於此，為提升學習效果，增進學生的職場情境體驗，磨鍊對服務對象的
瞭解及增進對創新資訊科技及數位內容吸收之能力，乃結合亞東技術學院教材編
纂及教具製作補助計畫，將「數位內容創新與應用」這門課納入該計畫中，讓學
生將課堂使用之教材實際運用於畢業專題及資訊相關課程中，以期達到教學相長
之最佳目的。

三、 教學內容與方法設計
然而，坊間教科書皆一式的介紹多媒體概論與實務應用，已不合乎時宜，研
究者初次教授本科目，於網路上及坊間詢問與瀏覽，但無數位內容合適之教材，
故而自編教材，重點著重於當前熱門技術議題及數位內容發展趨勢(如圖 1 所示)，
包括微電影、網路直播、虛擬實境(VR, Virtual Reality)及擴增實境(AR, Augmented
Reality)作業指導常見問題與處理技巧；及多媒體現況、數位內容產業現況與未來
職場人才人力之需求預測，這是資訊管理系學生未來畢業進入職場後最缺乏的知
識及技巧。「數位內容創新與應用」課程運用教材編纂及教具製作補助計畫的資
源，並應用研究者過往在業界服務十餘載經驗進行教材編製，除課堂教授外，要
求修課學生以 team 或 group 方式於課後時間完成指定作業與畢業專題相關產出，
使其修課學生能夠學中做，做中學。藉由群體(team)或團體(group)聚其心，合其
力，從中建立友好親密的人際關係，達成親和需要。
另外，課程評分方式，採用同儕互評方式。受評一方，則能激勵團隊之間希
望做得最好、爭取成功之企圖心，符合成就需要；批判一方，因不受教師及其它
團隊控制與影響，給予他組之分數而滿足權力需要。「數位內容創新與應用」教
材編製立基於成就動機理論，確實蒐集相關資訊，予以編製教材成檔案，以作為
系資管系學生修習該課程之實用教材。

四、 成果貢獻

2

在量化貢獻方面，完成 1 個自學教材網站(如圖 1 所示)，該網站具 6 個教學
單元，及 22 案學生自創數位內容(如圖 2 及圖 3 所示)。

圖 1 數位學習單元教材範例圖

圖 2 學生自創數位內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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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學生自創數位內容(二)
在質化方面，透過本研究之設計使修課學生明確清楚數位內容及其產業之範
疇與趨勢，瞭解未來就業市場脈動；另外，修課學生透過設計之教材自學與反覆
復習，及團隊合作一同參與專題過程，體會「從中學，學中做」之精神，增加未
來工作競爭力。

五、 研究限制與結論
期初原訂教學內容主要參照「解析！多媒體概論與實務應用」教科書章節而
訂，徧重在多媒體軟體講解與操作練習，例如：文字多媒體、影像媒體、影像媒
體、音訊媒體、視訊媒體、網頁媒體、動畫媒體等，再搭配微電影及網路直播做
為前述各項媒體之整合與應用，如圖 4 所示。。
然而，對資訊管理系大四生而言，在「解析！多媒體概論與實務應用」一書
中的媒體相關工具，已在大一至大三的其它課程中修習過，若在「數位內容創新
與應用」再次教授，恐面對以下情境：
1. 修課學生反彈，因相關課程已修習過，覺得無趣或認為教師未用心於教
材編製工作上。
2. 該教科書之內容與習題，與過去所學相異甚大，而質欵教材內容有用性
或一致性。
3. 修課學生沒有成就感，缺乏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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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前兩個月，依研究者授課時之觀察修課學生學習情形，著實與上述情境
吻合，主要反應在學生上課出席率及期中的教學評量填寫率上，僅 18%上。在教
材相關問項上，例如：提供完整的教學大綱、課程安排具系統性、教學內容份量
適當及教材難易適中，所獲得平均分數不到 4 分。在學習成效的問項中，例如：
我的學習態度認真、我的出席率很高、課程內容理解程度，屬客觀問題—課程內
容理解程度平均分數高於 4 分，徧主觀問題—我的學習態度認真、我的出席率很
高平均分數雖高於 4 分，仍有學生填答 3 分，但實際情形，尤以出席率為甚，是
低於 3 分的。
自開學第 2 個月起，幸有教材編纂及教具製作補助計畫資源及研究助理協
助，重新審視課程教材。特別加入 AR、VR、電子書及數位學習教製作課程，也
增加實作課程並透過分組方式完成，提升修課學生參與感，進而藉由課程參與以
及同儕激勵，更提升學生自我的成就感。課整後課程課綱，如圖 5 所示。

圖 4 原課程課綱

圖 5 受計畫補助後之課綱

在期末的學習評量上，有關教材的相關評量項目(如圖 6 所示)，例如：教學
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運用多元教學方法、教學表達清晰易於瞭解、善用視聽媒
體和教具，分別獲得 4.41、4.46、4.43、4.57，平均分數約 4.59 高於系平均 4.31
全校平均 4.08。這個分數也反應出一項事情，就是在教材教具製作工作上，學生
期末的滿意度是高於期中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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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教材相關學習評量
最後，本研究期程僅一個學期，學生學習評量成績亦能作為參考，在研究的
嚴謹性仍有欠缺及完整亦不足，但足以證明對研究者自身在教學實務上的成效。
期望未來能有充足的研究資料或長時間的觀察記錄分析，進而發表一篇具學術性
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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