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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倫理」教學實施成效之探討－ 

以中庸「知、思、行」為設計架構 

柯菁菁  陳協志  劉建人 
高苑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  高苑技術學院資訊傳播系  高苑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 

摘 要 
  資訊科技的發展為整體社會帶來相當多的便利，但相對的，也對社會帶來相

當大的衝擊。在新科技的誘惑下，資訊時代的道德議題儼然成為現今社會非常重

要的課題之一。為倡導正確的觀念，資訊倫理教育在網路社會規範尚未成形的現

階段中，更突顯了其重要性。 

  本研究針對修習「資訊倫理與社會」課程的學生，做學習前後的問卷調查，

進行差異比較。議題為資訊社會所衍生出來的有關資訊倫理相關議題，包含智慧

財產權、隱私權、資訊精確性、資訊存取權、資訊使用權、公共道德以及商業秘

密等議題。課程設計以儒家《中庸》之「知、思、行」學習進程為架構，並利用

教師講授、小組資料蒐集報告、小組討論、辯論以及情境演練等教學技巧，希望

達到知而後思，進而影響學生行為的目的。 

  本研究針對高苑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二技部的學生進行資訊倫理教育成效之

實證研究，在問卷問題設計上亦以《中庸》之「知、思、行」三方面來評估學生

之學習成效，其中有效樣本 101 份，樣本包含日間部 49 份以及進修部 52 份兩個

部別的學生。研究重點為以下三部份。第一部分：探討學生對於不同議題的認知

是否存在差異性；第二部份：則探討對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在「知」、「思」、「行」

三方面，學習前與學習後是否產生差異；第三部分：探討日間部與進修部學生的

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性差異。經由學生學習前後之差異比較，可顯示「資訊倫理」

教育之成效及可行性，並透過不同部別的差異表現，探究其原因，做為「資訊倫

理」教育之參考。 

關鍵詞：資訊倫理，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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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網際網路的發達，對現今的社會而言，無疑的是一項非常大的衝擊。科技的

進步加上社會環境的優渥，使得原有的社會價值觀與傳統的道德倫理受到很大的

威脅。法律是維持社會道德的最後一道防線，在法律制定的腳步往往跟不上科技

變化的時代，學校的教育可能是培養良好道德的最佳方案。 

  道德倫理是否可以透過教學來達到改變學生的目的呢？雖然引起了一些人會

質疑，但在Wright (1995)以及 Naisbitt & Aburdene (1990)的研究均指出教育對倫理

道德培養的重要性。透過學校教育可以達到潛移默化的影響，讓學生由瞭解倫理

相關課題、反省自身的行為、進而達到培養優良的道德行為。 

  本研究利用問卷設計瞭解學生對資訊社會主要的倫理議題（包含包含智慧財

產權、隱私權、資訊精確性、資訊存取權、資訊使用權、公共道德以及商業秘密）

的認知，並探討資訊倫理與社會的課程教學，是否有助於學生瞭解資訊道德倫理

的規範？是否能引發學生反省自身的行為？以及能否對學生的行為決策有顯著的

影響？透過對以上問題的瞭解，能提出對教學有用的參考資訊。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的結果，瞭解課程主題安排的重點，是否能達到倫理教

育的目標。利用問卷調查的結果，瞭解學生學習前及學習後，在認知、思想以及

行動上是否存在明顯的差異，以做為教學效益之參考；另外，針對日間部學生及

進修部學生檢定其在認知、思想及行動上的學習成果，是否存在顯著性的差異，

以做為日、夜間部教學的建議。 

貳、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科技的推陳出新，使得資訊倫理的議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原有法律及

道德規範無法約束及規避時，更突顯教育的重要性。本研究的課程設計參考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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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思、行」學習進程為主軸，將每個議題課程分為三部份，教師講授、小組

討論、情境演練。問卷的議題參考Mason (1986)所提出四項資訊時代較為顯著且重

要的倫理議題，此四項議題分別是隱私、資訊精確性、財產權及資訊擷取權，簡

稱 PAPA，另外參考 Chaney $ Simon (1994)所歸納出不道德電腦行為的六項課題，

合併成為本問卷主要的七項議題。 

  本研究希望透過教學設計及問卷調查的結果，探討以下三個主題：1.學生對於

不同的議題認知是否存在差異性，2.探討對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在「知」、「思」、「行」

三方面，在學習前與學習後是否產生差異，3.探討日間部與進修部學生的學習成效

是否有顯著性差異。玆將研究架構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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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Mason (1986)所提出四項資訊時代較為顯著且重要的倫理議題，及

Chaney $ Simon (1994)所歸納出不道德電腦行為的六項課題，合併成為本問卷主要

的七項議題，議題一：拷貝及使用具有版權的軟體（智慧財產權）；議題二：窺探

別人的電子郵件（隱私權）；議題三：任意使用別人已完成的電腦程式（資訊擷取

權）；議題四：資訊所有權的歸屬（資訊使用權）；議題五：使用網路公用資源的

行為規範；議題六：引用前一個工作單位所開發的軟體；議題七：網路上散佈不

實謠言。利用此七個議題衡量學生是否符合資訊社會的道德倫理指標。 

  中國儒家在「中庸」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透

過學習、思考之後，必能明辨道理而後執行。本研究將七個資訊社會主要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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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依變數定義為在認知上、在思考上、在行動上的道德表現，利用 Likert 式

的量表法，將問卷的項目分為「不同意」至「同意」七個等級，分數越高，代表

認同程度越高，越符合社會道的道德標準。本研究為回答以下三個主題，分別將

各假說設立如下： 

研究問題一：學生對於不同的議題認知是否存在差異性，將對立假說說明如下： 

      H11-1學習後學生對七項議題認知存在顯著性差異 

研究問題二：探討日間部與進修部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性差異，將對立假

說說明如下： 

      H12-1七項議題在「知」、「思」、「行」三方面，學生學習前後存在顯

著性差異 

研究問題三：探討對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在「知」、「思」、「行」三方面，在學習

後是否產生差異，將對立假說說明如下： 

      H13-1七項議題在「知」、「思」、「行」三方面，日間部與進修部學生

學習後存在顯著性差異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高苑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日間部以及進修部二技學生為調查對象，

在對資訊倫理與社會課程進行介紹後，於第二週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學生對資訊

倫理七項主要議題的認知、思考及行動的同意程度；在資訊倫理與社會課程結束

後，同樣的問卷題目再進行一次調查，以瞭解學習前後之差異。 

  本研究利用變異數分析檢定學習後，對資訊倫理七項議題的認知是否存在明

顯的差異。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檢定學習前後學生在認知、思考及行為是否存

在顯著性的差異；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檢定日間部學生與進修部學生在學習之

後，是否存在顯著性的差異。 

肆、研究結果 
  針對研究問題一進行資訊倫理七項議題在課程學習之後，對各議題的同意程

度是否存在顯著性的差異，利用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此七項議題，在 95%的

信賴水準之下並不完全相等，由資料顯示，在不盜拷有版權的部分（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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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意程度較低，另外對於未經同意下，任意使用他人的資訊，同意程度也是較

低的。這兩部分可以成為教學加強的部分。 

表 1 資訊倫理學習後，七項議題同意程度的差異性比較 

認  知 ANOVA  

平均數 F值 P值 

議題一- 4.3960 

議題二 4.5248 

議題三 4.5149 

議題四 4.3960 

議題五 4.7327 

議題六 4.7327 

議題七 4.7921 

3.472 ＊0.002 

        ＊P≦0.05 

 

  由研究問題二的結果發現，有關智慧財產權的議題，無論在認知、思考或行

動三方面，學習前與學習後在 95%的信賴水準下，有顯著性的差異存在；在認知

的改善部分，除了任意使用他人已完成的電腦程式及使用網路行為規範沒有顯著

性差異外，透過學習是有助於道德倫理的宣導，但在行為上的影響並不顯著。 

表 2 資訊倫理七項議題學習前後差異性比較 

認  知 思  考 行  動  

T值 P值 T值 P值 T值 P值 

議題一- -3.55 ＊0.00 -2.312 ＊0.02 -2.265 ＊0.02 

議題二 -3.54 ＊0.00 0.118 0.907 0.242 0.809 

議題三 -1.77 0.07 0.502 0.616 -0.239 0.811 

議題四 -2.525 ＊0.01 -1.03 0.312 1.00 0.316 

議題五 -1.139 0.256 0.543 0.587 0.569 0.570 

議題六 -3.230 ＊0.00 -0.917 0.360 -0.536 0.593 

議題七 -2.776 ＊0.00 1.306 0.193 -0.467 0.641 
          ＊P≦0.05 

    在研究問題三中發現，日間部與進修部學生在經過同樣的授課內容之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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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方面，均沒有顯著性的差異，而在思考方面，也僅有在議題三及議題六產生

顯著性的差異，而在行動方面，有議題一及議題六存在顯著性的差異，資料顯示，

日間部學生對於不盜拷具有版權的軟體及轉換工作不盜用原公司的資訊，同意的

程度明顯較進修部低。日間部學生大部份均缺乏職場的洗禮，在進入職場前，更

應再加強此兩項倫理議題之教育。 

表 3 資訊倫理七項議題學習後，日間部與進修部差異性比較 

認知 思考 行動  

T值 P值 T值 P值 T值 P值 

議題一- -0.67 0.502 -0.223 0.824 -3.928 ＊0.00 

議題二 -1.11 0.268 0.380 0.705 0.249 0.804 

議題三 -1.4 0.165 -2.158 ＊0.03 -1.391 1.67 

議題四 0.123 0.903 -0.389 0.689 -0.692 0.491 

議題五 0.833 0.407 1.872 0.06 0.722 0.472 

議題六 -0.809 0.420 -1.969 ＊0.05 -2.85 ＊0.00 

議題七 -1.75 0.862 -0.449 0.654 0.658 0.512 
     ＊P≦0.05 

伍、結論及建議 
  本研究利用課程設計，針對資訊社會的七項主要倫理道德議題進行研究，發

現學生對於尊重具版權的軟體的同意程度最低，另外對於尊重他人資訊的所有權

認同程度亦較低，由此可見學生在尊重他人智慧財產，使用者應付費的觀念較為

薄弱。雖然在學習前後的比較中，學習後對於行動方面的改變並不顯著，但透過

教育，的確有達到傳達正確觀念的效果，在日後的行為修正中，可能可以產生正

面的影響。在日間部與進修部教學後的同意程度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大部分並

不顯著，對於日間部與進修部採用同樣的教學內容，傳達道德倫理的觀念效果相

近。 

  由以上的研究果結果可歸納成以下幾點建議：1.加強智慧財產權宣導，尊重他

人智慧結晶。2.雖然在行動方面的表現，並沒有顯著性的差異，但學生對各項議題

的認知有明顯的差異，顯示資訊倫理的教育有其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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