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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目的旨在針對故宮 E 學園英文版數位學習網站，進行可使用性之初探研究。研究者選

取一門以英文建置、屬於數位典藏轉換為學習資源之數位學習課程，依據研究者發展之「網站可

使用性與內容品質評量表」，採方便取樣邀請來自臺灣兩所大學以及日本一所大學計三校之學生為

受試者，對該課程網站進行可使用性與滿意度評估。研究結果發現使用者對於故宮 E 學園數位學

習網站之呈現畫面有極高的滿意度，進一步檢視不同學校的差異，發現在網站可使用性方面，僅

有系統性能與導覽設計受到就讀學校的影響，而系統性能的滿意度差異主要發生在台灣與日本的

學生之間。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與受試者對故宮 E 學園網站的意見，提出網站在功能與設

計方面之修正建議，並希望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 

The purpose of this pilot usability study is to explore user satisfaction of 

National Palace Museum (NPM) e-learning English website by evaluating its usability 

and e-learning content. Twenty six student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of Taiwan and 

故宮 E學園英文版數位學習網站之可使
用性研究 

A Pilot Usability Study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learning English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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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have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subjects ar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the images shown on the screen and the overall reactions to the NPM e-

learning English website.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satisfaction toward 

the system capability among Japanese and Taiwanese students.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NPM e-learning website, and hope to contribute to further 

study on related issues. 

 
【關鍵詞 Keyword】 

 數位學習網站評鑑；故宮 E 學園；可使用性；數位典藏 
 E-learning Website Evaluation；NPM E-Learning；Usability；Digital Archive 

 
壹、前言 

隨著資訊科技發展，網際網路與人

類生活已密不可分，全球資訊網

（WWW）的興起更徹底的改變了人們

的學習模式，無論在學校正式教育或非

正規的學習活動中，網路工具已逐漸成

為各類學習中不可獲缺之應用（註

1）；從學校正規教育、企業教育訓練或

組織學習、開放教育、推廣教育、或是

非正式的成人教育等，其學習方式皆受

到網路發展的影響而有所改變，透過各

式電子化媒體與資訊網路科技來實施教

與學，已然形成趨勢，全世界的人皆能

夠跨越時間與空間進行學習。 
另一方面，數位典藏是資訊社會與

文化全球化時代，國家文化與資訊競爭

力發展的百年事業。隨著資訊網路科技

的發展，全世界先進國家在過去十餘年

中莫不致力於數位典藏工程，積極將國

家文物進行數位化並轉換精緻文化成果

成為數位文化資產。國內自民國 91 年

1 月 1 日即正式成立「數位典藏國家型

科技計畫」，希望透過建立國家數位典

藏，促進人文與社會、產業與經濟之發

展。而自民國 97 年起，數位典藏國家

型科技計畫邁入第二期，與「數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整合為「數位典藏與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Taiwan e-
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ELDAP），除了將延續第一期的方

向，未來更將透過永續經營「臺灣數位

典藏」的方式呈現臺灣語言、生物與文

化的多樣性，以及加強推廣典藏成果應

用、國際交流合作，縮減數位落差，落

實數位典藏資訊的知識化與社會化，進

一步提升國家競爭力。該計畫希望達

成：(1)呈現臺灣文化與自然多樣性；

(2)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產業、教

育、研究與社會發展；以及(3)推動典

藏成果國際化、建立國際合作網路之願

景。而透過典藏與學習平台的整合，期

待能創造更具競爭力的數位內容成果，

將豐富的文化內容擴大其對國內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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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而能達到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終極

效益（註 2）。 
數位典藏一直是各種學習背後豐富

的資源，在第一期民國 91 年推動的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中，即規

劃了屬於典藏資源轉換的「故宮文物數

位學習計畫」，其中的一項重要成果：

「故宮 E 學園數位學習網站」（註 3），
主要目的即希望藉由將文物數位化的方

式，使故宮博物院中珍貴的中華文化館

藏能透過數位學習網站進行傳遞，使民

眾更容易接近與認識珍貴的典藏，並喚

起民眾對於國家文化歷史資產的認識與

利用，進一步促進人文、社會、產業與

經濟的發展。 
儘管在過去近十年當中，政府致力

推動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但根據數位

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的分析，臺

灣的數位學習教材在內容上仍有加強的

必要性（註 4）。另一方面，作為展示

數位學習教材內容的網站是否具有良好

的可使用性（Usability），能讓瀏覽者

快速上手、方便操作，也非常重要。此

外，故宮博物院擁有豐富的文化資產，

一向為世界各國所推崇，為了讓其他國

家也能分享故宮典藏的文化之美，因

此，故宮 E 學園的數位學習網站也陸

續推出英文版課程網站，希望以具備教

育性的數位學習內容將珍貴的文化資源

推廣給全世界。 
為瞭解使用者、包括國外的瀏覽

者，對於故宮 E 學園的網站與數位學

習內容的看法，本研究嘗試檢驗故宮 E

學園之英文版網站之可使用性，選取其

中一門數位學習課程網站為研究對象，

讓使用者評估網站之可使用性與網站內

容的滿意度。期望透過研究結果能了解

使用者對該網站的看法，以及網站的有

用性、易用性與使用滿意度等評估，並

提出對此類網站內容與設計上的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博物館網站與與數位學習 
在開放學習的概念下，由專業領域

中具代表性的機構、組織或單位所建置

的網站，或是結合相關專業領域知識與

實務經驗的專業網站，對於教與學的應

用來說，往往可成為相當實用的資源

（註 5），許多博物館所建置之學習網

站即為示例。這些高品質的網路資源除

了可以作為課堂外的教材或學習經驗之

外，更可做為多元的教育應用。透過這

些網站，學習者可依個人不同的學習需

求進行資源本位學習（Resource-based 
Learning）。 

所謂資源本位學習是指藉由設計有

力的整合資源學習環境，以學習者為中

心，讓學習者運用資源、主動學習，以

培養學習者具備尋找、分析、評鑑、使

用和創造資源的能力，而能進一步解決

問題以及學習如何學習。換句話說，資

源本位學習需要學習者主動使用各式資

源，且資源的設計與提供必須與教學目

的互相配合（註 6）。因此，數位學習

網站所提供的內容不僅可以應用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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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中，網站內容所提供之知識以及

資訊對於學習者進行數位學習的影響也

很大。 
針對數位學習教材之內容通常有兩

派看法，對於從資訊系統角度切入的學

者而言，他們認為數位學習教材是由許

多各自獨立的數位學習單元所建構的集

合體，整合了每一個單元以提供學習者

結構化的知識。而另一種說法則是來自

於教學設計的觀點，此觀點認為數位學

習教材除了一般內容如技能與觀念的提

供之外，同時也需要提供學習者使用資

訊科技的技巧與觀念（註 7）。國外許

多博物館網站除了提供基本典藏資訊

外，通常會建置不同程度的數位教學資

源，其教材內容多半會由典藏資訊加以

延伸，以資源本位學習之原理加以設

計，同時提供多元的呈現方式，方便教

師選用以輔助教學，或作為學生之自學

教材。 
二、可使用性研究 

介面是使用者看、聽或接觸一個系

統時可見的一部份；人們在使用電腦系

統時，會透過介面與電腦溝通。而從人

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的角度來看，可使用性（Usability）是

其核心概念，指的是容易使用與有效性

（註 8）。過去學者對可使用性各有定

義，根據 ISO 9211-11 定義（註 9），可

使用性是指產品能夠提供特定使用者獲

得所指定之內容，以達成使用者本身預

訂之目標的程度，也就是系統所提供的

功能與使用者藉由溝通、理解、記憶存

取與問題解決以促進認知理解上的程

度，一般可分為效能（Efficiency）、有

效性（ Effectiveness ）以及滿意度

（Satisfaction）三個面向，藉此了解使

用者是否能妥善使用系統的功能（註

10）。Shneiderman & Plaisant 指出評估

可使用性的指標分別為（註 11）：(1)系
統執行速度：使用者使用系統完成一個

標準作業所需要的時間；(2)使用者學

習時間：一般的使用者需要花費多少時

間來學習與某項工作任務相關的系統運

作 ； (3) 記 憶 維 持 （ retention over 
time）：使用者在使用過一小時、一

天、甚或一個月後，對於系統的操作有

印象、還記得如何使用的程度；(4)使
用錯誤率：使用者進行系統操作時會產

生的錯誤類型與錯誤次數；(5)主觀滿

意度（Subjective Satisfaction）：使用者

對於介面的各方面與整體的喜好程度。 
由以上分析可知，可使用性並不是

一個單一面向的人機介面概念，而是由

多元的特性所組成，其中最主要的五項

特性分別為：易學性（Learnability）、
使用效能、易記性（Memorability）、低

錯誤率（Error）以及主觀滿意度（註

10）。而在這五項特性中，滿意度與可

使用性評估息息相關。所謂的滿意度是

指個體本身對於自身行為以及獲得所需

求的物品、行為等而產生的愉悅感受

（註 12），也是個體在特定情境中對於

某些因素所產生之感受與行為的整合

（註 13）。由人機介面的角度來看，使

用者的滿意度通常是指使用者與電腦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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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經驗中，所有影響因素之總和（註

14）；也就是說，使用者的滿意度會受

到人機互動過程所影響。 
為了進一步了解使用者對系統的滿

意度，過去研究者曾發展出許多方法與

工具用以測量系統的可使用性，如：回

溯式測試（Retrospective testing）、遠端

測試（Remote testing）、教練法（Coaching 
method）、放聲思考（Thinking-aloud）、
問卷法（Questionnaires）等（註 10）。
其中，問卷法是最常被用來進行可使用

性的檢測方式，好處是可以獲得使用者

主觀的意見，方便實施並且可以反覆使

用。而無論應用何種方式進行介面評

估，經過可使用性的檢測之後，其最終

目的都是要達到完成友善使用者介面設

計、改進系統使用效益的目標。 
三、數位學習網站評鑑 

觀察過去對於網站評鑑的研究或實

務作法多以評估網頁設計、網站內容、

圖片以，及搜尋引擎的配置為主（註

15），而較缺乏對網站可使用性的評

鑑。也就是說，數位學習網站的可使用

性與教學效能，如：應用教學網站於實

務教學的能力、使用者與網站提供的數

位學習教材之互動等，在過去研究中極

少被關注。 
過去的研究曾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對

數位學習網站進行評鑑，學者也提出許

多數位學習網站的評鑑指標，如

Webster 與 Hackley（註 16）認為數位

學習網站中影響使用者滿意度之因素，

主要有：使用科技之品質、教學者的態

度、教學方式以及學習者掌握科技的能

力。Shee and Wang（註 17）認為從資

訊系統角度來看，數位學習網站應以邏

輯性的安排來幫助使用者理解，以提升

滿意度。Doll 和 Torkzadeh（註 18）則

將使用者對系統可使用性的滿意度評估

分為系統內容（Content）、正確性

（Accuracy)、訊息編排方式（Format）、
易用性（ Ease of use ）與即時性

（Timeliness ）五個面向；而 Chin, 
Diehl 和 Norman（註 19）則將系統可

使用性分為對系統的整體反應（Overall 
reaction to the system）、畫面（Screen）、
專門術語與系統訊息（Terminology and 
System Information ）、系統易學性

（Learning）以及系統效能（System 
Capabilities）等面向。 

在數位學習網站之整體評鑑方面，

Correia & Dias（註 20）提出可由三個

層面共 12 項指標來進行評鑑。第一個

層 面 是 網 站 內 容 ， 包 括 可 信 度

（Credibility）、清楚與簡潔（Clearness 
and Succinctness ）、正確與完備性

（Accuracy and Coverage）、即時性

（Currency）等五項指標。第二個層面

為 教 學 設 計 ， 包 括 教 學 目 標

（ Instructional Objective）、學習機會

（ Practice Opportunities ）、 回 饋

（Feedback）等三項指標。第三個層面

則為介面設計，主要是將網站當作為一

個媒介來進行評鑑，評鑑指標包括設計

與版面配置（Design and Layout）、一

致性（Consistency）、資訊架構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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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導覽（Navigation）與

視覺效果（Visual Appeal）等。而在國

內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下所成立的品質

認證中心（註 21）也針對數位教材的

內容提出數位教材認證規範，第二版規

範中分為四個層面共 15 項檢核指標，

在概念上與 Correia and Dias（註 20）
相近，但包含範圍較廣。第一個層面為

教材內容，包括正確性、內容組織與完

整性、明確與合適度三項指標。第二個

層面為學習導引，包括學習導引、操作

指引與求助功能、學習追蹤三項指標。

第三個層面為教學設計，包括教學目

標、教學呈現與展示、練習與形成性評

量、總結性評量、促進學習之策略、一

致性六項指標。第四個層面為教學媒

體，包括媒體設計與運用、介面設計、

媒體元素三項指標。這些評鑑指標除了

作為評鑑用途外，往往也成為設計者在

發展數位學習教材與網站時之重要參考

指標。 
如前所述，本研究所欲評估的「故

宮 E 學園數位學習網站」是由國立故

宮博物館所監製，其目的在利用網路媒

介來促使民眾可進一步瞭解珍貴的文化

資產，因此其網站應該具有高度可使用

性，讓瀏覽者能了解並滿意其網站內

容、資訊編排方式與訊息一致性等。另

一方面，故宮 E 學園數位學習網站可

被視為網頁式教學（Webpage-based 
Instruction）之應用，因此，本研究嘗

試從可使用性的角度了解使用者對故宮

E 學園網站的評估，以及使用者對於利

用故宮 E 學園數位學習網站進行學習

的過程中，對於該網站數位內容的滿意

度。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目的旨在針對故宮 E 學園

英文版數位學習網站進行可使用性之初

探研究。研究者選取一門以英文建置、

屬於數位典藏轉換為學習資源之數位學

習課程：「Caring for Collectible Objects」，
依據研究者自行發展之「網站可使用性

與內容品質評量表」，採方便取樣邀請

來自臺灣兩所大學以及日本一所大學計

三校之學生為受試者，對該課程網站進

行可使用性與滿意度評估。 
該課程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物

品具有保存的價值，為了不讓這些歷史

文物受到存放環境的影響而被破壞，因

此，了解如何保存文物的方法，建立正

確 的觀念相當重要。「 Caring for 
Collectible Objects」這個課程即透過模

擬的環境，為學習者說明文物保存的正

確觀念，明白人為疏失與惡劣環境對文

物保存造成的影響，並舉例說明溫度、

溼度、使用圖釘或釘書針等工具、紫外

線等人為環境因素對文物的損害，以建

立學習者在保存或搬運文物的過程中應

有的正確態度與行為。除此之外，本課

程也藉由情境模擬的方式來讓學習者了

解參觀文物展覽時的正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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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選擇「Caring for Collectible 
Objects」此門以英文建置的數位學習

課程做為評鑑對象，乃因在故宮在發展

數位學習、建置「故宮 E 學園」的一

項重要目標為將文化資產國際化，因

此，除了中文課程網站外，英文課程網

站才是能讓國外瀏覽者進行學習的主要

課程。另一方面，在故宮 E 學園所提

供的各項課程中，有些內容較多，需要

較長的時間才能瀏覽完畢，然而本研究

目的是要進行網站的可使用性評估，在

此類可使用性的研究中，對於受試者在

瀏覽網站與問卷填答所需要的時間，往

往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註 22），因

此，研究中讓受試者完整瀏覽一個課

程，所需要之時間不宜過長，故本研究

最後選擇內容相對較少、且具備文化資

產推廣內涵的「Caring for Collectible 
Objects」課程作為研究主體，讓受試

者進行瀏覽評估。 
此外，本研究採方便取樣，在一門

國際遠距課程中，以志願招募方式，邀

請來自臺灣兩所大學以及日本一所大學

共計三校的修課學生參與研究，作為本

研究的受試者，對所選取的課程網站進

行可使用性與滿意度評估。研究方法為

可使用性研究（Usability Study），由研

究者指定受試者瀏覽網站的任務，並給

予研究者自行發展之「網站可使用性與

內容品質評量表」，讓受試者對網站進

行評估並填答。 

 
 

 

圖一：故宮E學園英文版首頁 

（資料來源：故宮 E 學園，上網日期：2007 年 9 月 16 日，檢自：<http://elearning.np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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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Caring for collectible objects課程頁面 

（資料來源：故宮 E 學園，上網日期：2007 年 9 月 16 日，檢自：<http://elearning.npm.gov.tw/>） 

 

二、研究工具 
在網站可使用性方面，本研究採用

Chin et al.（註 19）所提出的可使用性

問卷中之指標，將可使用性分為呈現畫

面、專門術語與系統資訊、系統性能與

整體評價四個面向。在學習內容方面，

本研究則採用品質認證中心（註 21）
所提出之數位教材認證規範，以教材內

容、導覽設計、教學設計、教學媒體共

四個層面作為評鑑重點。研究者綜合前

述問卷與規範，選取適當題項，編修成

「網站可使用性與內容品質評量表」作

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詳細內容說明如

下。 
「網站可使用性與內容品質評量

表」主要包含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網

站可使用性評估，包括四個面向，分別

為：(1)呈現畫面（Image shown on the 
screen），即瀏覽網站時，於瀏覽器中所

呈現之畫面是否明確、訊息的安排是否

清楚妥當、畫面構成是否易於理解等；

(2)專門術語與系統資訊（Terminology and 
System Information），即瀏覽網站時，

網站中使用的專門詞彙或指示詞語是否

前後一致、是否易於理解、以及專門詞

彙或指示語出現時是否能幫助使用者解

決在瀏覽中所遇到的問題等；(3)系統

性能（System Capabilities），即瀏覽網

站時，網站內容呈現的速度、開啟網站

中超連結的速度等； (4) 整體評價

（Overall Reaction to the System），即

瀏覽網站後，使用者對於網站整體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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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滿意程度。其中呈現畫面共有 6
題，專門術語與系統資訊有 7 題，系統

性能則有 3 題，皆採用李克氏量尺

（Likert Scale）的方式，讓受試者圈選

對該題敘述之同意程度，0 代表非常不

同意，9 為非常同意。至於整體評價的

部份則有兩個題項，第一題讓受試者對

整個系統評分，分數為 1 到 10 分，第

二題為開放題，讓受試者寫出他們對系

統的看法與意見。 
第二部份為網站內容評估，包含四

個面向：(1)教材內容（Content），即

故宮 E 學園數位學習網站所提供的教

材是否和其訂定的學習目標一致；(2)
網站導覽（Navigation），即網站使用

說明是否清楚、學習教材的指示或引導

是否能讓使用者在短時間之內即可學會

如何使用網站進行學習等；(3)教學設

計（Instructional Design），即網站提

供的學習內容是否容易理解、在學習結

束後是否有適切的學習評量等；(4)教
學媒體（Instructional Media），即網站

中所提供的影音圖像等多媒體內容是否

和學習教材的內容相符、能否幫助使用

者理解學習內容等。其中教材內容有 3
題，網站導覽有 7 題，教學設計有 8
題，教學媒體有 6 題，同樣採用李克氏

量尺的方式，讓受試者圈選對該題敘述

之同意程度，0 代表非常不同意，9 為

非常同意。 
第三部份為受試者背景資訊之調

查，包括：年齡、性別、就讀科系，以

及使用故宮E學園數位學習網站之經驗。 

此外，由於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了解

國內外使用者對於故宮 E 學園英文版

網站之看法，邀請受試者為來自臺灣與

日本的大學生，且皆選修同一門以英文

授課之遠距課程，確定可以瀏覽英文網

站並能夠瞭解網站與問卷內容，因此，

施測問卷以英文撰寫，與網站內容在語

言上也具一致性。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實施過程為研究者提供任務

與流程說明之指導語，受試者依據指示

自行操作並完成研究任務。首先，受試

者必須先依指導語上網連結到故宮 E
學園的首頁，點選英文版進入課程選

單，接著選擇「Caring for Collectible 
Objects」課程，然後開始進詳細的瀏

覽（參見圖一、二）。其次，在瀏覽完

該課程主要內容之後，受試者必須在網

站上進行該課程所設計之線上測驗。最

後，在完成上述所有課程瀏覽與測驗等

操作任務後，受試者再依據瀏覽與操作

網站過程的經驗，填答本研究提供之

「網站可使用性與內容品質評量表」中

所有的問題，然後繳交給研究者以結束

任務。平均每一位受試者所經歷之整個

實驗過程需約 60～70 分鐘。 

肆、研究結果 

一、受試者背景資料 
本研究最後共徵得 26 名志願參加

實驗的國內外學生，男性 14 名，女性

12 名；其中 8 位受試者來自日本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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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K 大學），在臺灣學生部份，有

8 位受試者來自 T 大學，10 位受試者

來自 C 大學。而 26 位受試者的就學年

級分佈方面，大學生共 14 位，研究生

共 12 位（參見表一）。 

表一：受試者背景 

項目 次數 
(人) 

百分比 
(%) 

性別   
  女生 12 46.15 
  男生 14 53.85 
就讀學校   
  日本—K 大學 8 30.76 
  臺灣—T 大學 8 30.76 
  臺灣—C 大學 10 38.48 
年級   
  大一大二 7 26.92 
  大三大四 7 26.92 
  研究所以上 12 46.15 
N=26 

 
二、信度分析 

由於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為研究

者依據文獻資料（註 19，註 21）修改

編製而成，為瞭解此自編量表是否具有

適當信度，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來檢

驗研究工具的內部一致性，所得分量表

與整體量表信度結果如表二所示。由表

中可見，可使用性與網站內容、以及全

量表之 α值達理想程度，量表具有合適

的信度水準。 
 

表二：問卷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 

項目 信度(Cronbach’s α) 
可使用性 0.703 
網站內容 0.661 
整體 0.800 

 
三、網站滿意度評估結果 

本研究之受試者對故宮 E 學園網

站之滿意度評鑑結果如下表三所示。由

表中可知，受試者對故宮 E 學園網站

的整體滿意度相當高，平均數為 7.27
分（滿分 10 分）。但是若分別就系統可

使用性與網站內容來看，使用者對系統

性能的滿意度偏低，平均數僅 12.96 分

（滿分 27 分）。 

表三：故宮E學園網站之滿意度評鑑結果 

項目 樣本數 
平均數 
(滿分) 

標準差

系統可使用性   
 呈現畫面 26 39.88(54) 6.860
 專門術語與系統資訊 26 43.46(63) 5.757
 系統性能 26 12.96(27) 4.142
 整體評價 26 7.27(10) 0.962
網站整體內容   
 教材內容 26 16.65(27) 2.331
 導覽設計 26 43.46(63) 5.486
 教學設計 26 48.31(72) 5.577
 教學媒體 26 38.42(63) 7.500

 
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受試者對網站可

使用性與內容滿意度的是否會因就讀學

校不同而產生差異，由於受試者僅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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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此採用無母數統計分析中的

Kruskal-Walis 法進行比較，分析結果如

表四所示。從可使用性方面來看，就讀

學校對受試者在故宮 E 學園的滿意度

影響，僅在系統性能部份達顯著

（p=.021），即不同學校的受試者對系

統性能的滿意度是有差異的，其中 T
大學的受試者對故宮 E 學園的系統性

能滿意度最高（平均數 17.06），C 大學

的受試者居次（15.60），而日本的 K 大

學受試者滿意度最低（7.31）。而在網

站整體內容部份，不同學校受試者對網

站導覽設計項目的滿意度亦有顯著差

異，對導覽設計最滿意者為 C 大學受

試 者 （ 16.25 ）， 其 次 為 T 大 學

（15.63），而最不滿意度的仍為日本的

K 大學受試者（7.94）。尤其 K 大學受

試者無論在系統性能或導覽設計的滿意

度評分都不到臺灣兩所大學受試者評分

的一半，滿意度差異極大。 

表四：就讀學校對滿意度之K-W法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測量面向 K-W值 顯著值 比較

系統可使用性    
 呈現畫面 .539 .764*  
 專門術語與系統資訊 .322 .851*  
 系統性能 7.773 .021* T>C>K
 整體評價 .936 .626*  
網站整體內容    
 教材內容 .538 .764*  
 導覽設計 6.180 .046* C>T>K
 教學設計 3.307 .191*  

就讀學校 

 教學媒體 .613 .736*  
*p<.05 

另一方面，本研究使用無母數統計

方法中的 Mann-Whitney 法分析受試者

性別對網站可使用性與整體內容滿意度

之影響，結果如表五所示。由表中可

見，無論在系統可使用性、或是網站整

體內容之各面向滿意度皆不受性別的影

響。 

表五：性別對滿意度之M-W法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測量面向 M-W 值 顯著值

系統可使用性   

 呈現畫面 -1.706 .088
 專門術語與系統資訊 -0.464 .642

 系統性能 -1.135 .285
 整體評價 -1.541 .125

網站整體內容   
 教材內容 -0.314 .605

 導覽設計 -0.284 .756
 教學設計 -0.930 .436

性別 

 教學媒體 -1.548 .116

 
伍、結果討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結果以及受試者對網

站的看法與建議，以下針對故宮 E 學

園網站之系統可使用性與網站內容設計

兩部份分別進行討論，最後提出相關建

議與結論。 
一、系統可使用性方面 
呈現畫面 

受試者對於故宮 E 學園之呈現畫

面多感到滿意。大多數受試者認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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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呈現的畫面，以及畫面之構成是清

楚的，對於呈現畫面的配色也感到滿

意，並且認為畫面所呈現的資訊內容可

讓使用者了解目前所進行的課程（參見

圖三、圖四）。 
 

 

圖三：整體呈現畫面 

 

圖四：呈現畫面：輔助功能列 

專門術語與系統資訊 
專門術語與系統資訊部份主要強調

在網站上呈現專門術語以及如何使用系

統等資訊都必須很清楚，讓使用者能夠

了解其意義；此外，還必須兼顧資訊內

容與使用介面的一致性（註 18，註

19）。雖然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對故

宮 E 學園網站之專門術語與系統資訊

還算滿意，但是實際觀察網站仍可發現

在系統資訊上的不一致。如圖五所示，

上圖中當受試者瀏覽內容切換至

Chapter 2 時，最上方呈現的標題仍停

留在 Chapter 1 的內容。另一個主要的

資 訊 前 後 不 一 致 的 情 形 出 現 在

「Keyword」的部分，下圖中當使用者

按下主畫面中的「Keyword」後，新開

啟視窗之內容卻顯示「深度知識」的中

文，對於內容為英文的課程網站，如此

資訊前後的不一致，會讓使用者感到困

惑，甚至引起使用上的不愉快。 
 

 

圖五：系統資訊不一致 

另一方面，本研究中部份受試者對

網站的滿意度雖高，但他們對網站內容

所使用的詞彙卻感到困惑，並認為網站

使用之詞彙過於困難。Nielsen 曾指

出，在設計、架構網站的過程中，應該

考慮到使用者的經驗，若使用者已經習

慣某些存在網站當中特定的詞彙或術

語，不應該嘗試改變這些已被使用者接

受的詞彙（註 23），可見專業術語以及

系統資訊的一致性是相當重要的。而在

專業術語的使用上，因為文物保存與文

物本身有其專有名詞的特殊性，因此，

部份辭彙對一般使用者來說可能過於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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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而此課程既然設定為對一般大眾推

廣的課程，在設計上更應嘗試轉換表達

方式，使用較為一般淺白的辭彙讓使用

者能理解內容。 
系統性能 

綜合受試者於開放題中所填寫的意

見，分析後可發現受試者對於故宮 E
學園網站的系統性能普遍感到不滿意的

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在本研究實驗中

指 定 受 試 者 瀏 覽 的 「 Caring for 
Collectible Objects」之課程內容，無法

在 Internet Explore（IE）以外的瀏覽器

中開啟，但是，總課程選單的頁面以及

首頁等內容卻可使用 IE 以外的瀏覽器

進行瀏覽，因此，造成受試者在瀏覽與

評估網站時的使用問題。本實驗中所募

集志願參加實驗的日本大學生除了使用

IE 外，平時更常使用的瀏覽器尚有

FireFox、Opera 等，而因為在瀏覽指定

課程時，原常用的瀏覽器無法開啟課程

內容而需轉換，因此，對於系統性能非

常不滿意，而與台灣學生有顯著差異。

研究者檢查故宮 E 學園網站中，還有

其他課程內容亦無法於 FireFox 與

Opera 等瀏覽器中開啟，而有些課程甚

至以 IE 及 FireFox 等瀏覽器皆無法順

利瀏覽閱讀。 
根據 W3Schools（註 24）於西元

2007 年 11 月間的統計調查結果顯示，

一般民眾對 IE（包含 IE5、IE6、IE7）
的使用率約佔 56%，也就是說，其他

各種非 IE 的瀏覽器之加總使用率亦接

近一半。基本上，一個具良好可使用性

的網站，應該要能夠適應各種瀏覽環

境，倘若只針對使用 IE 瀏覽器的使用

者進行設計，對其他使用者來說是相當

不友善的。而故宮 E 學園作為重要的

國家文物資產學習網站，除了有些網站

內容無法使用 IE 以外的瀏覽器開啟

外，一般網站使用 IE 與 Firefox 進行瀏

覽所看到的畫面甚至有所差異（參見圖

六、七），但卻未在網站上註明建議的

瀏覽環境，這些都是亟待改進的項目。 
 

 

圖六：使用IE瀏覽器顯示畫面 

 

圖七：使用FireFox瀏覽器顯示畫面 

整體評價 
儘管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對故

宮 E 學園網站的評價偏向滿意與正向

肯定，不過大多數的受試者針對網站的

可使用性以及網站內容仍提出許多可進

一步改善的看法與建議。因此，根據研

究結果，在故宮 E 學園網站之可使用

性方面，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1. 故宮 E 學園屬於專業機構所建構

之網站，其網站內容應讓使用者在

不同的瀏覽環境中，如使用 IE、
FireFox、Opera 等瀏覽器皆可順利

瀏覽。 
2. 建立名詞索引，並適當轉換教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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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讓瀏覽者在遇到生難字詞與

不熟悉的概念時，能夠盡快查詢並

解決問題，或者在內容方面使用一

般民眾可瞭解的詞彙來做說明。 
3. 維持名詞、專業術語等資訊內容的

一致性，避免瀏覽者產生困惑與不

愉快的使用經驗。 
二、網站整體內容方面 
學習內容 

本研究讓受試者評鑑故宮 E 學園

網站學習內容之正確性、內容結構清楚

明確與完整度，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

的受試者對於故宮 E 學園的數位學習

內容還算滿意，但是有部份受試者指

出，在「Caring for Collectible Objects」
課程中，角色的英語腔調不標準，內容

過於鬆散，且文物之專有名詞不易理

解。 
導覽設計 

在評鑑網站是否提供學習導引以及

操作上的說明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

受試者對導覽設計的滿意度略高於數位

學習內容。故宮 E 學園在課程選單以

及正式課程內容的網頁中皆有顯示路徑

（Path），讓瀏覽者可以了解目前在網

站中所處的位置（參見圖八）。然而，

課程內容的路徑顯示卻有前後不一致的

情況（參見圖五圖）。 
在網路世界中，使用者與電腦系統

最基本的互動就是「點選」超連結，因

此，讓使用者了解目前瀏覽頁面的位置

是相當重要的（註 23）。此外，故宮 E
學園網站內容以及資訊量都相當龐大，

因此建立完整的網站架構與適當正確的

路徑標示，讓使用者可以正確找尋所需

要的資訊更顯其重要。 
 

 

圖八：路徑導覽設計 

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的評鑑主要在檢驗教材是

否具備好的內容組織且能有效幫助學

習，以及是否提供測驗或評量，幫助檢

視學習者在瀏覽課程後的學習成果。研

究結果指出，受試者對故宮 E 學園教

學設計的滿意度為略偏滿意。不過受試

者也提出建議，認為在課程開始前，應

提供學習者有關該課程的簡單說明與圖

像或生難詞彙說明，讓學習者可以預先

了解課程的內容架構。另外，部份受試

者也提出，雖然課程分為三個章節，且

每個章節的內容頗豐富，但因教材設計

缺乏與學習者的互動性，學習者只能被

動地瀏覽內容進行學習，因此，在需要

長時間才能瀏覽完課程內容的狀況下，

對學習者來說更是相當吃力，往往無法

有耐心並完整地將課程內容瀏覽完畢。 
教學媒體 

教學媒體評鑑主要分為媒體介面設

計與媒體元素等面向。研究結果顯示，

受試者對教學媒體的滿意度和數位學習

內容相近，受試者對故宮 E 學園之教

學媒體呈現還算滿意。但受試者也指

出，在媒體呈現方面，教材中每個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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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後部份，畫面上僅顯示「 the 
Chapter End」，卻沒有可以接續下一章

節的按鈕（參見圖九），會產生學習程

序上的疑問，此為不適當的設計。此

外，影片播放功能列的按鈕排列設計與

大多數受試者過去的習慣不相符，因

此，在切換時容易造成使用上的困惑

（參見圖十）。 
 

 

圖九：缺乏章節切換按鈕 

 
圖十：播放、暫停、再生按鈕的呈現排列方式缺

乏一致性 

根據上述結果分析以及受試者之看

法，本研究針對故宮 E 學園之網站整

體內容方面，提出下列建議： 
1. 材內容應基於教學策略與教學理

論，依照教學設計原則進行有系統

的安排，確保能促進學習成效。 
2. 供 導 覽 輔 助 設 計 （ Navigation 

Assistant），幫助學習者在學習過

程中能了解自己的學習路徑，並能

及時解決問題。 
3. 立即時學習支援系統，以幫助學習

者在使用故宮 E 學園數位學習網

站所提供的教材進行學習的過程

中，能隨時查詢或延伸學習，促進

學習者能更有效率地進行學習。 
4. 強學習者與教材的互動設計，讓學

習者能更深度涉入（Engage）在學

習活動中，提高學習興趣以及學習

者可以主動學習的程度。 

陸、結語 

故宮 E 學園網站提供了豐富而詳

細的資源，是國家重要的歷史博物與文

化資產，理應適當轉換成有效的教學與

學習資源，透過數位型式作為傳播媒

介，讓一般大眾，包括國內外人士都能

了解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以及文物保存

的內涵。本研究透過實際對大學生進行

網站使用的研究，希望作為一個故宮 E
學園可使用性之系統化先導性研究。根

據本研究結果，建議故宮 E 學園需重

視網站的內容設計與網站本身的可使用

性設計，以期提供使用者具良好互動性

的學習教材，增加使用者在瀏覽過程中

的動機與興趣，並應進一步使豐富的典

藏內容能夠有效轉換為有用的數位學習

資源。此外，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系統化

的研究，在本研究所發展的工具基礎與

研究發現上，做擴大使用者研究，貢獻

於數位典藏與學習科技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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