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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開始，科技提供不同載體讓民眾使用，在閱讀習慣上也找到其他
滿足需求的替代方案，於是書籍出版形式漸漸跳脫傳統紙本出版，在平台、管道與媒體
日趨多樣化，數位出版遂成為人們閱讀與汲取知識的當代新趨勢。本研究旨在了解數位
出版相關科系之學生是否參與過在學實習，與其專業能力自我評量表現之差異。以問卷
調查的方式，了解相關科系學生對於專業能力自我評量之表現，並比對數位出版需具備
四項專業能力中，因為實習造成落差的項目， 分析現今學生參與實習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希望透過此分析促使學校思考現有習制度及相關資源是否符合業界要求，以供規劃課綱
或藉此改進教學重點，銜接產學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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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開始，科技提供不同載體讓民眾使用，在閱讀習慣上也找到其他
滿足需求的替代方案，於是書籍出版形式漸漸跳脫傳統紙本出版，平台、管道 與媒體日
趨多樣化，數位出版遂成為人們閱讀與汲取知識的當代新趨勢。
除了推行相關計畫外，各個學校也施行了學生的滿意度回饋機制。多數系所表示規
劃有具體實習成效評估機制，這或許也反映出目前國內大專院校對於教師教學回饋與教
學成效的重視。而本研究將了解我國大專院校校外實習之成效，以問卷調 查之方式對照
實習生與非實習生之學習成效差異，以及其他實習因素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二、研究問題
教育部於民國四十三（1954）年頒布「建教合作實施方案」，才真正的普遍推動了
實習制度（唐智，1986）。方案實施後，台灣依此逐步推廣建教合作方案，透過學校理
論與業界實務培育出優秀與專業的人才。但在台灣的實習制度上除了各校系所制定的規
範外與調查學生的滿意度回饋機制外，鮮少實際探討學生實習後實際相關能力成效。

三、研究目的
針對研究目的，探討數位出版相關科系之學生專業能力表現情形，依照探討的先後
順序，歸結出以下研究子問題：

（一）探究在學期間有實習經驗之學生，其專業能力自我評量與未有實習經驗學
生之差異。
（二）探究實習次數高低不同，與專業能力自我評量之關聯。
（三）探究參與實習時間長短不同，與專業能力自我評量之關聯。
（四）探究對實習單位滿意度，與專業能力自我評量之關聯。
（五）探究對實習成效自我評量，與專業能力自我評量之關聯。

四、研究重要性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黃英忠與南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副教
授黃培文（2003）指出學校規定學生到相關的職場實習，其目的是希望學生累積實務經
驗，使理論與實務能相互結合以加強未來就業的能力。故實習是否能達成預期成效對產
學銜接有相當的重要性。

2

五、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圖

六、研究假設
依上述研究目的，主要研究假設如下：

（一）北部地區有修過相關課程之大專院校學生是否有參加過在學實習，對專業
能力自我評量有顯著差異
（二）北部地區有修過相關課程並參與在學實習之大專院校學生，對其在學實習
次數高低不同，與專業能力自我評量有顯著相關。
（三）北部地區有修過相關課程並參與在學實習之大專院校學生，參與實習時間
長短不同，與專業能力自我評量有顯著差異。
（四）北部地區有修過相關課程並參與在學實習之大專院校學生，其對實習單位
滿意度，與專業能力自我評量有顯著相關。
（五）北部地區有修過相關課程並參與在學實習之大專院校學生，其對實習成效
自我評量，與專業能力自我評量有顯著相關。

七、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北部地區修習過數位出版相關課程之大專院校學生。
（二）研究限制：基於數位出版相關產業集中於北部地區，地域性資源較多，考
量研究便利性，故研究對象以該地區大專院校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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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位出版專業能力自我評量
即在本研究中，北部地區有修過數位出版相關課程之大專院校學生使用本研究之專
業能力評量問卷所得之自我評量，用以檢視學生自評之數位出版專業能力。其專業能力
包含四大構面，包括編輯企劃、內容製作、系統開發、整合發行。

貳、 文獻探討
一、數位出版
（一）數位出版之定義
數位出版為將圖像、字元、影像、語言等資料加以數位化並整合運用之技術、產品
或服務，更狹義來說從編、採、寫到印刷，皆以數位訊號傳送，並運用網際網路、資訊
科技、硬體設備等技術、版權管理機制，讓傳統出版在經營上產生改變，創造新的營運模。
其產品或服務包含圖像或文字之光碟出版品、電子書、電子雜誌、電子資料庫、電子化
出版、數位化流通、資訊加值服務等。

（二）數位出版之現況
近年行動載具普及，降低數位閱讀的門檻。電子書的閱讀和購買不再受限於特定載
具，有助增加數位閱讀人口，亦成為不可忽視的趨勢。根據國資圖電子書服務平台統計，
2014 年借閱電子書人次達 55,000 人，其中利用行動載具閱讀電子書的比例達到 50%，累
計近三年的行動閱讀人口成長 260%。

（三）數位出版產業人才之不足現況
隨著產業蓬勃發展，數位出版人才開始出現不足的現象，然依研究發現，數位出版
領域持續成長，但學校供給成長緩慢，出現數位出版人才不足的狀況，早期數位出版業
主要以代工為主，技術層面所需克服的部分較少，而隨著科技創新，產業主軸逐漸轉向
原創開發，故人才需求由初階技術人員轉向中高階的專業整合性人才，產業對於人才因
應環境快速變化之培訓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未來出版業都必須要有數位出版編輯的觀念。

二、實習
（一）實習之定義
以技術及職業教育為導向，且有明確教育訓練計畫之建教合作方案，不僅要求企業
機構在訓練時必須與學校密切聯繫，且應有負責教師連絡及現場指導員負責整體教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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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計畫之協調、執行、督導及有關學習評量之工作。

台灣在 2009 年實施由教育部主辦的「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此方案輔
導他們進入和學校建教合作之企業職場，在學制方面，公私立院校皆有系所將實習納入
正式課程或畢業門檻。臺灣大專院校初步建立了具體的實習成效評估機制並積極發展實
習單位滿意度問卷，以了解實習成效和促進產學界溝通，反應反映出目前臺灣大學校院
對於教師教學回饋與教學成效的重視。

三、小結
數位出版發展在現代來說是無可避免的趨勢，臺灣的數位出版產業在政府的扶植下
逐漸成長，但很多出版社態度仍是多作保留，其成熟度與其他發展較久的國家仍有落差。
隨著科技創新，產業對於人才因應環境快速變化之培訓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不少學者針
對數位出版所需能力進行探討，歸納出了數位出版從業人員專業能力四大構面提供參考。
然而學校對於數位出版人才卻出現了供給不足之狀態，人才培養成為迫切的課題，因而
出現了以實習制度的方式銜接產學。各國在實習制度上與時俱進也不斷地在進行修正，
而臺灣方面，優化學生品質銜接產業是目前學校與業界正在關注的課題。

參、 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法
本問卷以數位出版從業人員專業能力之研究（潘怡臻，2009）所提出的四大能力構
面與七大能力項目為基礎，列整出數位出版所需之專業能力自我評量問卷。

圖 3-1

問卷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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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SPSS 計軟體進行敘述性分析與推論性分析，包括信度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與雙變數相關性分析。

三、研究流程
收集相關內容資料加以彙整，建構出調查量表，在進行問卷調查，整合所有研究資
料驗證本研究之假設，最後進行研究總結與並提出建議。本研究之流程圖，如下圖 3-2。

圖 3-2

研究流程圖

四、信度分析
根據本研究對於數位出版專業能力自我評量，包含「編輯企劃」、「內容製作」、「系
統開發」、「整合發行」四大構面統計衡量內部一致性。結果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構面
編輯企劃
內容製作
系統開發
整合發行

Cronbach's alpha 問卷四構面信度分析

alpha 信度
(Cronbach’s Alpha)
.829
.905
.887
.868

項目個數
7
17
5
7

由上表可知，本問卷四構面之 alpha 信度係數皆大於 0.8，題目具有一致性。

肆、 分析與結果
問卷總計回收 244 份，其中不符合的施測對象樣本 8 份，有效樣本共計 236 份，調
查結果統計於本章進行敘述，並以 SPSS 針對本研究調查結果進行分析與檢定

一、描述性統計
（一）施測樣本之學校與科系
本研究施測樣本之學校與科系涵蓋 11 所大專院校、13 科系。

（二）施測樣本之參與在學實習比
6

施測樣本之是否參與在學實習比分別為，有實習 52 人；沒有實習 184 人。本研究樣

（三）施測樣本是否參與在學實習與四構面平均值與標準差
表 4-1

施測樣本是否參與在學實習與四構面平均值與標準差

請問您是否參與過數位出版相
關業界實習？
是
平均值
樣本數
標準差
否
平均值
樣本數
標準差

編輯企劃

內容製作

系統開發

整合發行

23.40109890
52
.604133065
3.15916149
184
.587840362

3.79298643
52
.643482872
3.43510230
184
.586594272

2.477
52
.9415
2.486
184
.9098

2.98351648
52
.769389278
2.87810559
184
.717715267

由上表可知不論是否參與實習，樣本在系統開發上平均得分皆低於其他構面。

（四）施測樣本之參與在學實習的次數分布
施測樣本在學實習的次數分為四個層級，分別為一次 43 人；兩次 5 人；三次 2 人；
四次以上 2 人。其中實習次數一次的人數為本研究樣本中最多數。

（五）施測樣本之參與在學實習的總時間分布
施測樣本在學實習的總時間分布分為五個層級，分別為一個月 16 人；兩個月 24 人；
兩個月至半年 5 人；半年至一年 2 人；一年以上 5 人。其中兩個月的人數為本研究樣本
中最多數，半年至一年的人數則為最少數。

（六）施測樣本之參與在學實習擔任職務分布
施測樣本參與在學實習擔任職務原設定選項加上其他填寫共有六個類別（可複選），
分別為文字編輯 25 人；美術編輯 34 人； 行銷人員 3 人；影片剪輯 1 人；文字校對 1 人；
Epub 製作 1 人。

（七）施測樣本之參與在學實習對實習單位滿意度分布
施測樣本參與在學實習對實習單位滿意度共有五種程度，分別為非常滿意 8 人；滿
意 20 人；普通 16 人；不滿意 7 人；非常不滿意 1 人。其中滿意的人數為本研究樣本中最
多數，非常不滿意的人數則為最少數。

（八）施測樣本之參與在學實習對學習成效自我評量分布
施測樣本參與在學實習對學習成效自我評量共有五種程度，分別為非常滿意 15 人；
滿意 20 人；普通 16 人；不滿意 1 人；非常不滿意 0 人。其中滿意的人數為樣本中最多數，
非常不滿意的人數則為最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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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獨立樣本 T 檢定
問卷結果首先對「是否有參與過數位出版相關在學實習」將樣本分成兩組，並將其
對於數位出版專業能力自我評量之編輯企劃、圖文製作、系統開發、整合發行四大構面
之各構面平均分數，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其中的差異。
問卷第一構面「編輯企劃」中的顯著性 =0.012<0.05，達到顯著水準，因此可知是
否有參與過數位出版相關在學實習對於編輯企劃能力有顯著的差異；問卷第二構面「內
容製作」中的顯著性 =0.001<0.05，達到顯著水準，因此可知是否有參與過數位出版相
關在學實習對於內容製作能力有顯著的差異；問卷第三構面「系統開發」中的顯著性
=0.952>0.05，未達顯著水準，因此可知是否有參與過數位出版相關在學實習對於系統開
發能力並無顯著差異；問卷第四構面「整合發行」中的顯著性 =0.379>0.05，未達顯著水準，
因此可知是否有參與過數位出版相關在學實習對於整合發行能力並無顯著差異。

( 二 )ONE WAY ANOVA 變異數分析
對「請問您參與數位出版相關實習的總時間長短？」與數位出版專業能力自我評量
之四大構面之各構面平均分數，以變異數分析分析其差異，結果顯示如表 4-7：
表 4-7

編輯企劃

內容製作

系統開發

整合發行

參與實習總時間長短與數位出版專業能力自我評量四構面之 ANOVA 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群組之間
在群組內
總和
群組之間
在群組內
總和
群組之間
在群組內
總和
群組之間
在群組內
總和

自由度
2.242
16.371
18.614
1.698
19.420
21.118
2.493
42.719
45.212
3.172
27.018
30.190

ANOVA N=52
平均值平方
4
47
51
4
47
51
4
47
51
4
47
51

F
.561
.348

顯著性
1.609

.188

.424
.413

1.027

.403

.623
.909

.686

.605

.793
.575

1.380

.255

由上表可知，「參與數位出版相關實習的總時間長短」與四構面之顯著性皆大於
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因此可知參與數位出版相關業界實習的總時間長短與數位出版專
業能力自我評量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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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由問卷分析可知，有參與過數位出版實習的學生，其編輯企劃、內容製作及整合發
行能力明顯較好，且學生對於實習單位的滿意度、學生自評實習對自身幫助和數位出版
專業能力自我評量亦呈正相關，均反映數位出版相關實習實務有所成效。此外，本研究
發現，無論有無參與實習之學生，在系統開發的能力均較低落，據上述研究結果與文獻
分析可知，由於學界已有傳統出版的基礎，在編輯企劃與內容製作及整合發行能力上，
產學銜接已有一定程度的整合規模，但系統開發能力相較之下，就算學校已有增進相關
技術知識的課程規劃，對於該對應部門較少有相關的課程進行整合訓練去銜接產學落差，
且學生於在學實習時亦較難接觸到該領域，故仍容易產生產學落差之人才不足之現況。

二、建議
（一）對學界與業界之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數位出版相關科系之學生無論有無實習，對「系統開發」的能力指
標上並沒有顯著差異，且能力指數呈現較低數值。建議學界課程規劃上可增加相關訓練，
並與業界實習相互配合，階段性的學習訓練，讓學生有較好的學習成效。此外也建議業
界可以讓學生多參與跨部門的討論，熟悉彼此間的運作模式，藉此訓練數位出版整合相
關人才。

（二）日後研究建議
本研究探討的研究對象為北部修習過數位出版課程學生，雖然北部數位相關科系與
產業較為集中，但其他地區仍有相關的課程，若擴及到全國，其代表性與完整性會更高。
也建議進行其他相關領域的實習對於學習成效影響之研究。除了數位出版，在其他相關
領域也有實行實習計畫，若能夠加強相關領域實習的政策與規範，讓該領域能夠健全實
習制度，對數位出版產業也有相輔相成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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