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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論文題目 

探討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對中學教師的工作壓力 

 

2. 摘要 

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電腦的使用日漸普及。科技的發展讓資訊及

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成為了學習的新趨勢，教師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資源

和特性實行不同的教學活動，增加課堂互動性，營造了一個多元化的學習

環境。言而，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過程中，教師面臨的教學問題和

負擔亦相對增加。因此，本研究將採用質與量混合研究方法，以立意抽樣

的方式，選取五位中學教師進行面對面的訪談；以及以非機率抽樣的方

式，向五十名中學教師派發問卷，目的是了解中學教師將資訊及通訊科技

輔助教學的情況，並深入探討中學教師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過

程中所需面臨的工作壓力、其對應的策略，以及所需的教學資源和支援。 

 

3. 研究背景 

隨著時代進步，資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日常生活中使用電腦的機會

大增。不論在研習、工作、學習以至娛樂方面，也離不開網絡和電腦。

Jonassen (1996)指出隨着科技發展與演變，教育學者由不斷地學習科技

(learning from technology)的理念演變成透過資訊科技學習(learning through 

technology)和與資訊科技共同學習的理念(learning with technology)。由此可

見，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成為了學習和教學的新趨勢。 

另外，根據《施政方針：一九九八年施政報告》，政府將致力推行和

發展資訊科技教育，以及制定資訊科技學習的五年策略。“期望確保政



TAMWAIKWAN  HONPROJECT 
 

 5 

府、資訊科技界、學校、教師、家長以至整個社會攜手一起合作，讓學生

在未來數年，能借助資訊科技獲得最大裨益”（教育統籌局，1998）。顯

而易見，香港政府日益着重和重視資訊科技教育。 

如今，中小學大部分課堂都會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協助教學，可見，

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會逐漸成為學習和教學的新趨勢。“以往我們會

透過兩個的媒介和管道接收和傳遞知識，包括在書本裏吸取知識，以及透

過教師直接傳收知識。”（Clark, J.L., Scarino, A., & Brownell, J. A., 1997）。

可是，資訊科技的發展和演變，使得人們可從其他途徑吸取知識。Dewey

（1963）指出教師將其個人經驗和資訊科技充分運用於教學，可促使學生

有效地掌握課堂上所學習的知識，更能啟發學生於課後透過資訊科技的設

備追求更多的知識。 

言而，現時有很多不同的因素阻礙中學教師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

教學，本研究將會帶出以下三項關鍵貢獻，如下： 

1. 學校支援不足令中學教師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有所卻步，

因而提高了教師的工作壓力。 

2. 教師的資訊素養不足夠會影響使用科技輔助教學的成效，因而增加

教師的工作壓力。 

3. 使用科技融入教學，增加教師的教學工作，因而對教師造成壓力。 

 

4. 定義 

4.1 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 

“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是指教師將資訊科技應用於制定課程目標、

設計教材以及教學活動，使資訊及通訊科技成為教師不可缺失的學習工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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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工具”（王全世，2001）。王曉璿（2002）認為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

學除了可以令學生的學習變得更多元化和個別化外，更可以增加教學活動的

趣味性，以及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生的學習效果更為提升。王緒溢

（2002）資訊科技輔助教學與傳統的教學比較，運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教

學模式更為活潑，能喚起和啟發新的學習方法，教師更能有效引導學生思考

和學習。即是說，教師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能協助學生在課堂中

吸取知識和啟發他們思考。 

4.2 工作壓力 

根據張德聰（民 81）指出最早期，壓力是源自工程學和物理學上所使

用的名詞，它是指物體受到外界力量的影響，而產生一種抗力。隨著時間

和社會的轉變，壓力已受訓不同研究者的關注，例如心理學家、生理學

家、醫學家和教育家等。“壓力是指在身體或情緒上對環境所存在的威脅

反應”（Steer, 1994）。藍采風（民 79）指出工作壓力是任何與工作有關係

的事情或事件所引起壓力的反應。香港心理衛生會指出，工作壓力是人們

的工作量超出了他們個人所能負擔的能力時所出現的負面反應。“工作壓

力是人們自覺無法勝任或認為工作環境惡劣”（李穎明，2014）。即是說工

作壓力，是人們在工作上感到威脅時或遇到難題時，所產生的內心感受。 

 

4.3 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是指檢索以及尋獲資訊、確認資訊、組織和整理資訊、使

用和創造資訊，以及評估的能力”（張臺隆，2004）。根據 McClure

（1994）認為資訊素養四大方向，包括傳統素養（traditional literacy），人們

需具備寫、讀和運算的能力；網絡素養（network literacy），人們需具備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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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處理、檢索和評估網絡資源的能力；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人們

需具備分析、解讀和製作非文字的媒體的能力；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人們需具備使用電腦硬體和軟體的能力。張基成，王秋錳

（2008）研究指出教師知能越佳者，他們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愈頻繁，

學生的學習環境更具互動性。具體而言，教師若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

教學，其需具備足夠的資訊素養能力。 

 

5. 研究問題 

由於教師運用資訊科學輔助教學所成形的工作壓力分別來自「個人」和

「學校」兩方面，故此，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中學教師的教學工作對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對其造成多大

的工作壓力？ 

2. 中學教師的資訊素養對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對其造成多大

的工作壓力？ 

3. 學校的支援對中學教師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對其造成多大

的工作壓力？ 

 

問題一，為了探討中學教師的教學工作量，例如需要重新設定課程目

標、設計教材和教學活動等等，對他們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時

候，會否對他們構成工作壓力。 

 

問題二，為了探討中學教師的資訊素養高或低，例如網絡素養、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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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電腦素養和傳統素養，對他們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過程

中，會否對他們構成工作壓力。 

 

問題三，為了探討學校對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支援多或少，例

如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相關進修研習活動、網絡和電腦設備等，對中學教

師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會否對其造成工作壓力。 

 

6. 相關文獻回顧 

謝陸兆平（1997）指出，早於十年前，即使教學硬件和軟件的資源不是很

充足的情況下，普遍教師仍然認為電腦及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軟件和硬件能夠

提升教學環境和質素，並認同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產品較能照顧學生和教學的

需要。 

資訊科技發展急速的時代改變了以往傳統的教學模式，資訊科技輔助教學

成為了教學的新趨勢。然而，這新趨勢為教師帶來了不少工作壓力。胡秋帆、

岳修平和張玨（2012）研究指出，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過程中，會受

到個人背景（任教年資和任教科目等）、自身的資訊素養（電腦的知能）和應用

資訊科技的方式與程度的影響，因而產生不同程度的工作壓力，例如教師自身

的資訊素養較低，其負擔和面臨的困難亦較多，從而工作壓力增加，影響教學

品質。 

Charles（2012）也指出，教師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受三個方面影

響—個人方面、技術水平方面和學校方面。個人方面包括教師對資訊科技輔助

教學的態度、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技術平方面包括教師使用電腦的能力和利

用電腦設計教材的能力等；學校方面包括學校提供的教學環境、硬體和軟體設



TAMWAIKWAN  HONPROJECT 
 

 9 

備的支援。教師的態度正面以及學校提供充足的支援，除了能提高課堂活動性

和學生的學習成效外，也能降低教師因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而產生的工作壓

力。 

另外，教師的個人背景（如職務、每週使用電腦的平均時數和最近與資訊

相關的研習時數等）、教師知能（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知能和對資訊科技輔助教學

的自學學習的能力等）、教師的態度（教師對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意願、動

機和信念等）、學校環境（學校的支持和支援以及學生的態度等）和外在環境

（政府政策）越佳者，他們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有着愈頻繁的傾向，

使得課堂更生動有趣，因而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提高學生的學習氣氛

（張基成和王秋錳，2008）。 

總括而言，時代的轉變改變了傳統的教學模式，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

的新模式。雖然這新模式能增加教學的互動性和趣味性，協助學生學習，提高

教學效能（溫明正，2000）。可是，也為教師們帶來了不少工作壓力，如製作教

材時間、設計教學活動和追趕課程進度等等。 

 

7. 研究方法 

本研究會使用質與量的混合研究方法，以立意抽樣的方式，在實習學校

（衛理中學）選取五位中學教師，分別是任教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化

學和地理的教師進行面對面的訪談（附錄三），深入探討了解中學教師將資訊及

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情況，以及中學教師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過程

中所需面臨的工作壓力、其對應的策略，以及所需的教學資源和支援。 

另外，本研究亦會使用非機率抽樣的方式，向二十名中學教師隨機派發問

卷（附錄一），以了解中學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時遇到的困難、負擔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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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壓力。 

透過是次研究以深入了解和明白中學教師利用資訊及通訊科學輔助教學時

遇到的問題、工作壓力和負責。  

 

圖表（一）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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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析及討論 

本文章是根據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各種研究方法和工具，並針對各個樣本

結果加以統計和分析，作出以下相關的討論。 

 

8.1 個人基本資料分析 

有效的樣本個人基本資料分析表如表格（一），受訪者中，男性教師佔總樣

本 50 百分比；女性教師佔總樣本 50 百分比。 

另外，根據個人基本資料分析表如表格（二），受訪者中「曾受過電腦資訊

科技教育訓練時數」方面，以參加過 11 小時以上為最多，依次為 8－10 小時，

5－7 小時，2－4 小時，而受訪者中沒有中學教師未曾參加過電腦資訊科技教育

訓練。這顯示出大多數受訪者皆認為資訊科技教育訓練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其次，依據個人基本資料分析表如表格（三），「每週使用電腦的平均時數」方

面，以使用 21 小時以上為最多，佔 70 百分比，依次為 16－20 小時，11－15 小

時，6－10 小時。可見大部分受訪者每週花較多時數在使用電腦方面。最後，

根據個人基本資料分析表如表格（四），「曾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方

面，所有受訪者曾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可見中學教師會使用資訊及

通訊科技融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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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有效的樣本個人基本資料分析表-性別 

表格（二）有效的樣本個人基本資料分析表-受電腦資訊教育訓練的時數 

表格（三）有效的樣本個人基本資料分析表-每週使用電腦的平均時數 

表格（四）有效的樣本個人基本資料分析表-曾運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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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實施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對中學教師的工作壓力因素分析 

現在分別以「教師的資訊素養」、「教師態度」及「學校支援」，這三個層面

來分析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對中學教師的工作壓力，並將這三個層面

作一個重要性排序。 

問卷題目中，共分為以上三個方面，每題題目根據受訪者的同意程度分為

五個程度，包括「非常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

並根據次序給予五分至一分，故此每題所得的平均數應介乎一分至五分之間。

透過這些數據，我可以深入探討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對中學教師的工

作壓力，以及他們遇到的困難。 

8.2.1  教師的資訊素養層面 

表格（五）為教師的資訊素養層面分析表，根據圖表可發現以下三

點，如下： 

8.2.1.1 無法善用網上的免費教學平台 

第四題（我不會使用網上的免費平台如 Kahoot, App Inventor, 

Nearpod等，製作數碼教材，以促進課堂的互動性。）的平均數為五題

之中最高為3.20，可見大多數中學教師不知道和清楚網絡上提供了不

少網上免費教學平台，如Kahoot、App Inventor和Nearpod等。即使有部

分中學教師知道有這些網上免費教學平台，但是他們卻不了解和明白

如何使用和操作，如製作數碼教材，以促進課堂的互動性。 

8.2.1.2 缺乏利用多媒體軟件的相關知識 

第五題（我不會使用多媒體軟件，如PhotoImpact，Dreamweaver，

Flash，PowerPoint和Photoshop等）和資料庫系統，製作及設計互動性的

教材）的平均數是五題題目中第二高為2.85。由此可見，教師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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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方面，他們普遍對多媒體軟件的製作、使用和操作的知識不足，

如網頁設計軟件Dreamweaver、動畫製作軟件Flash和相片編輯軟件

Photoshop和資料庫系統等，以製作和設計互動性的教材。 

8.2.1.3 能掌握教學所需的軟件和硬體設備 

根據表格（五），第三題（我不會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所

需的硬體和軟體設備，如投影機、掃瞄器、Word、Excel 和 

PowerPoint等）的平均數為1.90是五條題目中最低；標準差為1.410是五

條題目中最高。可見受訪者中，普遍能充分掌握和操作使用資訊及通

訊科技輔助教學所需的基本硬體和軟體設備，如投影機、掃瞄器和

Microsoft Office軟件，以編制數碼教材，提高課堂的互動性，引起學生

的學習動機。 

 

 

 

表格（五）「教師的資訊素養」層面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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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格（六）的題目相關性結果，發現題目一與題目三的相關性是最大

為 0.925，並依據結果製作了圖表（二）－教師的資訊素養與使用資訊輔助教學

的相關性。總括依據圖表（二），題目一與題目三呈現正相關性，即是教師若不

熟悉電腦的應用和操作，相對他們也不會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基本所

需的硬體和軟件設備，包括掃瞄器、投影機和 Microsoft Office 軟件等。 

 

 

 

 

 

 

 

表格（六）各題目之相關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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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教師態度層面 

表格（七）為教師態度層面分析表，根據圖表可發現以下三點，如

下： 

8.2.2.1 增加教學準備工作 

第六題（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增加了教學準備工作，如

設計和製定教材和教學活動，從而增加了工作壓力。）的平均數為

3.60是六題中最高。由此可見，大部分中學教師認為利用資訊及通訊

科技輔助教學會增加其教學準備工作，例如編定教案、製作教材和設

計教學活動，因而對他們造成工作壓力。 

圖表（二）教師的資訊素養與使用資訊輔助教學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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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2 影響教學進度 

第三題（課程時間緊迫，若使用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

會影響教學進度，因而增加工作壓力。）的平均數為六題題目中第二

高為3.30。可見，大部分中學教師認為中學的課程時間緊迫，往往需

要與學生進行補課才能追趕得上進度，若使用新的教學方法，如運用

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教師除了需編制新教材外，學生還需要時

間適應，因而影響教學進度，對他們造成工作壓力。 

8.2.2.3 增加額外工作量 

  第五題（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增加了額外工作，如參加

資訊 科技輔助教學的進修活動等，因而增加了工作壓力。）的平均數為

3.15是六題題目中第三高。因而可知，多數中學教師認為使用資訊及通

訊科技輔助教學會增加其額外工作量，包括在課餘時間到校外或校內參

與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研習和進修活動等。由於，教師不僅履行教

育工作和使命，他們還需要執行學校行政工作，因此利用新的教學方

法，如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會增加他們的工作壓力。 

 

 

 

表格（七）「教師態度」層面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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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格（八）的題目之間的相關性結果，發現題目五與題目六的相關性

是最大為 0.828，並依據結果製作了圖表（三）－教師的態度與其工作壓力的相

關性（1）。總括依圖表（三）的結果，題目五和六呈現正相關性，即是若教師

認為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會增加其額外工作量，如參與研習和研討會，相

對他們也會覺得增加其教學工作，如籌備工作、編制教案和設計課堂活動等。

另外，依表格（八）製作了圖表（四）－教師的態度與其工作壓力的相關性

（2）。可見，題目一和二呈現正相關性，即是學校所提供的教學設備不足，如

投影機、電腦和平板電腦等，相對學校對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支援也不

足夠，從而令中學教師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感到負擔，對他們造成工

作壓力。 

 

 

 

 

 

表格（八）各題目之相關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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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三）教師的態度與其工作壓力的相關性（1） 

圖表（四）教師的態度與其工作壓力的相關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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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學校支援層面 

表格（九）為學校支援層面的分析表，根據圖表可得出以下三點，如

下： 

8.2.3.1 未能解決設備即時問題 

第六題（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時候，電腦的硬體或軟體設備

出現問題，學校不能立刻解決。）的平均數為3.50是五條題目中最

高。可以見得，大部分中學教師都認為學校所提供的硬體和軟體設備

出現即時問題時，學校不能立刻對他們作支援和解決，除了令他們運

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時有所卻步，更對他們造成工作壓力。 

8.2.3.2 理念不清楚 

第一題（學校推行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理念不清楚。）的平均數

為3.15是五條題目中第二高。可見，大部分教師認為其所任教的學校

推行和執行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理念不清楚和清晰，如學校在

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發展方向和校方所提供的設備和支援等，以

導致他們不知如何推行科技融入教育，促進課堂互動性，從而提高學

生的學習動機和效能。 

8.2.3.3 缺乏提供進修研習管道 

第三題（學校未能提供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相關教師進修活

動。）的平數是五題目中第三高為3.10。由此可見，大部分教師認為

學校未能提供相應的資訊及通訊輔助教學的培訓和課程。若校方想推

行資訊及通訊輔助教學，應向教師提供相關的進修活動、訓練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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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好讓他們更容易掌握運用科技融入教育，如編制教案和設計教

材，提高課堂氣氛，促進與學生的互動性，因而增加他們學習動機。 

 

 

  根據表格（十）的題目之間的相關性結果，見得題目二和三的相關性

是最大為 0.970，並依照結果製作了圖表（五）－學校的資訊科技支援與教師使

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相關性（1）。總括圖表(五)的結果，題目二和題目三呈

現正相關性，即是校方不能向中學教師提供與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相關

進修課程，相對校方亦不會向他們提供科技融入教學的研習管道。另外，根據

表格（十）製作了圖表（六）－學校的資訊科技支援與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輔助

教學的相關性（2）。可見，題目五和六呈現正相關性，即是教師在運用科技融

入教學遇到硬體和軟體故障時，通常等待校方指示，但校方往往未能即時為教

師解決問題，相對校方為中學教師安排的電腦相關的進修活動對他們幫助不

大，教師不能透過進修活動上學過和掌握的知識來解決科技輔助教學出現的問

題。 

 
 

表格（九）「學校支援」層面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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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十）各題目之相關性分析 

圖表（五）學校的資訊科技支援與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相關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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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實施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對中學教師的工作壓力的解決方法分析 

中學教師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時，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難和

壓力。根據以上的問題，訪問了五位中學教師的意見，並得出以下三項改

善方法和策略，如下： 

8.3.1 教師的資訊素養 

8.3.1.1 多參與進修課程和研習 

隨着科技急速發展，教師往往需要與時並進，使用資訊及通

訊科技輔助教學。受訪者一指出，部分教師們對運用資訊科技輔

助教學卻步的最大原因是校方提供的相關科技融入教學的進修和

研習甚少，教師缺乏相關方面的知識，如編制、設計教材和透過

網上免費平台建立討論區等，因而令他們難以利用科技融入教

圖表（六）學校的資訊科技支援與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相關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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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受訪者二更指出，即使校方提供了相關科技融入教學的進修

課程，但是缺乏了真正實踐的機會，教師只懂理論，對資訊及通

訊科技輔助教學的幫助不大。故此，教師應該多留意、參與和報

名政府所提供與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相關訓練和課程，以

提升他們資訊素養，對其運用科技輔助教學也事半功倍。 

8.3.1.2 自我增值，提升其資訊素養 

除了多參與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相關訓練和課程外，

教師還應進行自我增值。受訪者一提及，教師亦可以在閒餘時間

透過瀏覽網絡上不同與科技輔助教的資訊和網站，提升自我的資

訊素養，因而改善其教與學的方法，提高教學效能。受訪者三指

出，人生尤如坐過山車似的，是需要不斷接受挑戰和難關。特別

教師這個職業，需要不斷自我增值。 

8.3.2  教師的備課時間 

8.3.2.1 教師間互相分享教學資源 

大部分受訪者指出，大部分中學教師不僅要教導學生，照顧

學生的需要外，他們還需執行學校行政工作。再者，受訪者四更

指出，他們工作量十分多，甚至備課的時間也不足夠。故此，教

師之間應互相分享自己編制、設計和製作的教學資源，以及共享

在網絡上找到的有用資源。從而，減輕中學教師在運用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時遇到的問題和困難。另外，教師們亦可在午飯時間，

互相交流心得，這定必事半功倍。 

8.3.2.2 整合教學資源 

若果教學資源整合妥當，教師們相對地可迅速搜尋得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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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資料，從而減省他們準備教材和備課時間。故校方應委

派人手，如教學助理，作整合和分類各科目的教學資源，並儲存

到一個位置可供各個科目的教師存取、修改和刪除。好讓教師專

注於如何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以提升課堂學習氣氛及

學生的學習動機。 

8.3.3  學校支援 

8.3.3.1 擴充電腦資源設備 

受訪者五指出，校方基本上為各個課室提供了一些基本軟體

和硬體設備，如投影機、電腦、揚聲器和屏幕等。但是往往電腦

的版本過舊、揚聲器損壞和屏幕損壞等，這些即時問題阻礙教師

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導致他們避免使用這些設備進行

教學，以免阻礙教學進度。因此，校方除了應定時檢查各課室的

軟體和硬體設備，以確保它們可正常運作外，校方更應為使用電

腦設備而遇到問題和困難的教師，提供即時支援和幫助，以讓教

師可安心繼續和全面運用科技融入教學，減低他們的工作壓力。 

其次，校方可以擴充電腦資源設備，因教師們對設備的需

要，來選擇購置哪些設備，如硬件或多媒體軟件等，否則訂購一

些比較冷門和不切合學生需要的軟件和設備，以免造成浪費。 

8.3.3.2 安排電腦教室的使用 

事實上，在電腦教室進行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是最好不

過。因為電腦教室中的設備最齊全，相對少遇到設備上運作問

題，所以校方應盡量安排電腦教室使用的時間表，好讓教師根據

時間表預約電腦教室上課。再者，受訪者二指出，校方應在午飯

時間及放學時間開放電腦教室，讓學生使用電腦，熟習和適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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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腦模式，有助教師推動科技融入教學的發展。 

8.3.3.3 整理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書籍 

受訪者二提及，在校內圖書館較難找到有關資訊及通訊科技

的書籍，以供參考和利用。故此，校方可以委派人手去整理圖書

館內的書籍，分門別類排放，並製作清單，好讓使用者方便使用

和借閱，如教師和學生。再者，校方亦可參考大學的做法－設立

網上圖書館。除了讓使用者可安在家中搜尋需要的書籍外，更方

面管理人員管理。 

9. 結論與建議 

9.1 結論 

綜合以上的研究討論及結果，可總結得出以下的結論： 

9.1.1  增加中學教師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工作壓力因素，說

明如下： 

在學校支援層面上，普遍受訪者認為校方推行的運用資訊及

通訊科技輔助教學的理念不清楚是影響其工作壓力最大。由於教

師對相關發展方向不清晰，以導致他們不知如何推行科技融入教

育。其次，當電腦設備出現問題，校方往往未能即時解決，以導

致教師對科技融入教學有所卻步。最後，校方推行科技輔助教

學，同時缺乏為教師提供進修及研習管道，讓教師感到無助和乏

力，因而增加其工作壓力。 

在教師的資訊素養層面上，大部分受訪者缺乏利用多媒體的

相關知識，以編制教案、製作教材和設計教學活動等，使他們運

動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時會遇到不同的問題和困難，因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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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他們的工作壓力。再者，普遍教師不知道和不清楚網上提供了

不少免費教學資源，如免費討論區、免費問答平台和免費冪頁設

計平台等，令他們利用科技融入教學時有所局限，從而影響教師

們的工作壓力。 

在教師態度層面上，普遍受訪者認為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

助教學，不但增加其教學準備工作，如編定教案、製作教材和設

計教學活動等，而且更增加教師的額外工作量，例如在課餘時間

到校外或校內參與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研習和進修活動等。 

因此利用新的教學方法，如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會增

加中學教師的工作壓力。再者，大部分指出利用科技融入教學，

會影響教學進度。由於課程時間緊迫，往往需要與學生進行補課

才能追趕得上進度，若使用新的教學方法，教師除了需編制新教

材外，學生還需要時間適應，因而影響教學進度，對他們造成工

作壓力。 

9.1.2  學校的支援不足是最影響中學教師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

的工作壓力 

學校的支援不足是最影響中學教師的工作壓力，其他依排序

為教師的資訊素養層面和教師態度層面。 

9.1.3  在解決和減低中學教師的工作壓力方面，可分為以下方面： 

在校方支援層面，校方可擴充和擴展電腦資源設備，以協助

他們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其次，校方應整理與資訊及

通訊科技相關的書籍，讓教師可以迅速尋找所需的書籍。最後，

校方應安排電腦教室的使用時間表，好讓教師根據時間表預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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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教室上課，以運用科技融入教學。 

在教師的資訊素養層面，教師應多參與進修課程和研習，以

及進行自我增值活動，因而改善其教與學的方法，如運用資訊及

通訊科技輔助教學，以提高教學效能及其資訊素養。 

在教師的態度層面，教師之間應互相分享自己編制、設計和

製作的教學資源，以及共享在網絡上找到的有用資源。從而，減

輕中學教師在使用科技輔助教學時遇到的問題和困難。 

9.2 建議 

9.2.1  教師方面 

教師應該進行自我增值，積極補充自已不足的資訊能力，例

如他們可以在閒餘時間透過瀏覽網絡上不同與科技輔助教學的資

訊和網站，提升自我的資訊素養，以應用於科技輔助教學上。其

次，教師亦應向校方提出增加有關科技輔助教學的課程和研習，

讓他們可以更能掌握如何運用科技輔助教學，如透過多媒體編

制、設計教材和透過網上免費平台建立討論區等。另外，教師之

間可以互相交流心得及互相分享教學資源，如分享自己編制、設

計和製作的教學資源和共享在網絡上找到的有用資源。從而，減

輕他們在運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時遇到的問題和困難。 

9.2.2  學校方面 

校方應該定期檢查各個課室的基本軟體和硬體設備，如投影

機、電腦、揚聲器和屏幕等。由於這些電腦的版本過舊、揚聲器損

壞和屏幕損壞等，這些即時問題會阻礙教師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

助教學，以及阻礙教學的進度。故此，校方除了應定期作檢查，確



TAMWAIKWAN  HONPROJECT 
 

 29 

保它們可正常運作外，更應委派人手協助和支援使用電腦設備而遇

到問題和困難的教師，好讓他們可安心運用科技融入教學，減低他

們的工作壓力。其次，校方應擴展電腦資源設備以配合所推行的科

技融入教學，例如因應教師們對設備的需要，來選擇購置哪些設

備，如硬件或多媒體軟件等，以提高他們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

教學的教學效能，及減低教師遇到困難時的工作壓力。再者，校方

應委派人手整理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書籍，分門別類排放，並

製作清單，好讓教師方便使用和借閱，以幫助和協助他們運用科技

融入教學。 

9.2.3  政府方面 

政府可撥款給予學校推行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讓學校自

行分配資源，如添置新教學設備（平板電腦）、多媒體軟件和硬件

等，以切合教師在運用科技輔助教學的真正需要，有助減低他們利

用科技融入教學的困難和工作壓力。其次，政府可以更改課程要

求，由於現時各課課程時間緊迫，教師往往需要追趕教學進度，而

未能有充分的時間準備運用科技輔助教學的教材，更上教師又擔心

使用新的教學法，學生需要時間適應，因而阻礙教學進度。故此，

若政府能對課程作出相應的調整，教師有更充分的時間準備，運用

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教學必定能事半功倍。最後，政府可以建立一

個網上平台，為教師提供一個互相分享資源的平台，減低他們設計

教材和備課時間，因而減低他們的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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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研究時間表 

工作事項 日期（月份/年份） 

提交研究計劃書 4/2016 

設計研究方法製定問卷和訪問稿 6/2016 – 7/2016 

進行研究 10/2016 – 11/2016 

蒐集數據和資料 12/2016 – 1/2016 

分析數據和資料結果 1/2017 - 2/2017 

討論分析結果 2/2017 – 3/2017 

編寫研究報告 3/2017 – 4/2017 

匯報研究結果 5/5/2017 

提交研究報告 12/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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