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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討會緣起 

教育傳播與科技標記並見證每個時代重要的使命與責任。從視聽媒體到網路科技，科技回應

大眾學習的需求，提升教育與傳播的效率，大眾透過教育傳播與科技，從事各種發現與創造，形

塑每個時代獨特而必要的社會意義與價值：紙筆書籍實現了溝通與傳遞，讓創新與想法能夠快速

地散布；電影動畫重現情境與時間，讓體會與理解更加深刻；網路與雲端科技消弭時空與距離，

讓互動與合作跨越各種藩籬，讓現在的夢想成為未來的願景與可能。從視覺教育運動、視聽教育

運動、數位學習運動到近年開放教育運動的興起，教學媒體與學習科技近一百二十年的發展歷史

中，統整包羅了教育、傳播與科技等學科專業，實現於各級學校教育、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等多

元化學習場域，更創造了無數卓著的理論、實務、策略、工具與方法，在學校、企業、政府等各

種教育機構發揮持續且深遠的影響力。 

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TAECT)成立逾半世紀，為全國各大專院校教育科技、資訊科技、傳播科技等相關系所之教授暨

研究人員，以及中小學教學現場的教師同仁，所組成之教育學術團體。以推動教育傳播暨科技研

究與發展為職志，歷年皆辦理教育科技相關主題之學術研討會，著有成效。本年度學術研討會主

題為「教育傳播科技改變未來」(ECT Transforms the Future)為主題，期望匯聚本會會員在各領域

的成果與貢獻，擴大交流與研討，並發展未來教育、傳播與科技的願景與可能。 

二、 研討會目的 

本年度學術研討會主題為「開放教育環境下的教育傳播與科技」(ECT for Open Education)為

主題，探討在傳播管道與傳播體系開放的教育環境中，教育傳播與科技的理論、實務、策略、工

具與方法如何改變，期望匯聚本會會員在學校、企業、政府等各種領域的成果與貢獻，擴大交流

與研討，發揮教育傳播與科技持續且深遠的影響力與願景。具體目的概述如下： 

1. 探討開放教育環境中，教育傳播與科技之角色與定位、未來發展及應用趨勢，以及創新教學方

法對中小學教育、技職教育、高等教育、師資培育、社會教育、成人與繼續教育，及學生學習

競爭力與國家產業競爭力的影響。 



2. 中小學教育、技職教育、高等教育、師資培育、社會教育及成人與繼續教育為因應上述影響，

應採取何種具體措施，俾利教學及學習成效提升。 

3. 基於以上的研討，希望針對中小學教育、技職教育、高等教育、師資培育、社會教育及成人與

繼續教育課程改革及教學創新的可行作法，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 

4. 增進國內外教育傳播與科技學界、國中小學教育、技職教育、高等教育、師資培育、社會教育

及成人與繼續教育實務界，以及數位科技產業界交流的機會，擴大理論與實務的互動，促使新

科技、新媒體與教學資源的結合，以確實增進各級學生學習的成效。 

5. 強化國際學術對話，邀請國內外從事開放教育研究之學者專家，由教育、播與科技面向，分享

研究成果與經驗。 

三、 研討會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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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增實境教材對國小五年級學生故事創作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Applying Augmented Reality for Elementary Fifth-Grade 

Students’ Story Creation 
 

江怡嬋、崔夢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lokiava@hotmail.com、mptsuei@tea.ntue.edu.tw 

 
【摘要】本研究探討擴增實境教材對國小五年級的故事創作成效之影響，本實驗採準實驗研究法，一班

為實驗組以擴增實境教材搭配故事創作教學，另一班為控制組以圖片教材搭配故事創作教學，並以故事

創共識評量表進行故事創作前後測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擴增實境比圖片教材更能激發學生故事作品

中創作的情感面向。 

【關鍵詞】 擴增實境、故事創作、創造思考教學、學習成效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applying augmented reality for elementary 5th 

grade students’ story creation. The research used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 One class was the 

experiment group, who used augmented reality for story creation teaching. The other class was the control 

group, who used pictures for story creation teaching. story creation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were conducted 

through story creation consensual assessment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 finds that the augmented reality 

more than pictures can inspire emotionality of students' stories. 

Keywords: augmented reality, story creation, creativity instruction, learning performance 

 

1. 前言  

兒童創作故事除了可以表達自身的想法與情感，還可以整合兒童的想像、觀察、組織、判斷等能力

（汪淑玲，2012）。兒童受其經驗限制，常使得他們在寫作時中遭遇困難，因此需要教師提供鷹架，來

鍛鍊寫作的能力（周琇媚，2009）。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技術近年來被普遍應用在教育應用之中。許多 AR 融入教學的研究

發現，AR 也能幫助兒童學習國語文領域之學習。幫助兒童提升國語文的學習動機與興趣，延長專注時間，

促進學童在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等等方面的學習成效（丁宣與，2015；余玟錚，2015；汪智萍，2014；

楊佳穎，2014），也能提升兒童的創造力、想像力與空間領悟力等（劉佩奇，2014）。但上述研究大多

單純運用 AR 做為教材去直接融入國語文的教學，缺乏教學策略的配合。應用教學媒體也需配合教學策

略，方能更加有效的提升學習之成效（陳啟雄、詹政達、陳兵誠，2012）。 

創造思考教學策略融入寫作教學可以增進寫作能力，激發學生的創造力。研究發現創造思考教學策

略可以提升寫作的內容與學生的學習態度（陳自培，2005）。但運用創造思考教學策略，如心智圖法時，

需要教師循序漸進的引導，而選擇的故事題材最好是學生較為熟悉的，才易於整理並加以模仿（蔡岱倫，

2013）。因此若是在故事寫作之前，先讓學生理解其故事發展的邏輯，對學生書寫故事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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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指出，故事結構教學有助於國小學生理解故事、增進寫作技巧。進行故事結構教學可以提

升學生的閱讀理解（張菀庭 2013；何玉棻 2010），且經過故事結構分析後進行寫作教學，可以使學生組

織結構完整，且內容豐富有條理的文章（張菀庭，2013；何玉棻，2010）。故事結構教學提供了完整的

架構模式，在故事創作時只要循著故事結構的模式，即組成一個具備故事主題、角色、情境、開始、過

程、結局等等結構的故事，只要再加以引導修辭技巧，就可以使學生達到良好的寫作效果（張菀庭，2013）。 

因此本研究製作 AR 教材，並結合創造思考及故事結構之教學策略，在故事創作教學中，經由故事

結構與創造思考教學的引導，比較運用圖片教材與 AR 教材對國小高年級的故事創作成效之影響。 

2. 文獻探討  

2.1.擴增實境應用於語文領域之實徵研究 

AR 已有許多應用於學校的實驗，AR 的應用也越來越簡便，許多研究者也在致力於如化學、生物、

物理、數學或其他學科的教學之中，採用 AR 教材去引導學生(Lee, 2012)。 

余玟錚（2015）運用手持式 AR 教材，研究兩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兼閱讀障礙學生的識字學習成效

影響，結果發現學生在識字學習的「見字讀音」、「看詞寫字」與「選字填句」方面具立即與維持成效，

且 AR 教材能夠增進學生學習的動機。 

汪智萍（2014）開發一套 AR 動畫繪本，內容包括傳統的印刷書籍，以及同步的行動 AR 動畫。選定

某國小二年級學生實施閱讀課程教學。研究結果發現，進行 AR 動畫繪本課程的學生，在學習動機及閱

讀理解能力表現均為良好。 

楊佳穎（2014）採用閱讀紙本與 AR 繪本兩組進行差異比較，探討兒童閱讀模式與認知表現是否會

因為繪本加入 AR 而改變。經結果分析後發現，AR 繪本可加強學生的閱讀理解成效，也能夠吸引兒童的

注意力與好奇心。但有些兒童本身就有閱讀的習慣，更習慣閱讀紙本，忽略 AR 互動環節，若 AR 能搭

配好繪本，透過老師或紙本上的引導，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劉佩奇（2014）研究 6 至 8 歲的幼童，結果顯示閱讀 AR 立體繪本有助於提升幼童整體創造力，對

於創造力中的靈活性、獨創性、精進性、敏感性皆有顯著影響。此外，繪本中的 AR 內容能有效引起幼

童較強烈的刺激，且繪本中互動性立體結構亦能提升兒童的興趣，並將其影響性展現於繪畫創造力表現。 

丁宣與（2015）探討運用 AR 結合看圖寫作對於國小四年級學生的寫作態度及寫作表現之影響。研

究結果發現，總體而言 AR 可以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與寫作興趣、動機。但無顯著差異，探討可能原因

是因為 AR 教材之引導需要增加、研究時程較為短促、寫作主題不一致或樣本數不夠多的緣故。 

故根據研究發現，AR 應用於語文領域教學，因教材的特殊性，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與專

注力。學習成效則因應用方式之不同，而有不同結果。 

2.2.國小故事創作教學實徵研究 

    一、故事結構提供故事寫作鷹架 

故事結構又稱故事文法(story grammar)，是由各種基模(schemes)組成(Rumelhart, 1980)。本研究之故

事結構包含：1.角色：包含主角與配角，角色具有其角色特質。2.情境：包含時間與地點，時間具有合理

性，地點具有其地點特色。3.故事問題：引發一連串故事的主要問題，通常是主角遭遇的困難，事件的

開端原因。4.故事經過：解決問題的過程。5.故事結局：故事最後的結果。 

何玉棻（2010）研究發現國小六年級學生在故事結構教學的過程中，透過教師講解、同學間討論，

能夠主動建構故事結構內容，增進閱讀理解。也透過故事結構學習，在寫作方面，創作結構完整，內容

有條理的文章，提升創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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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菀庭（2013）研究發現利用繪本進行故事結構教學，能夠提升國小三年級學生的學習興趣，並透

過教師講解與同儕討論的過程，能培養學生主動建構故事結構內容，增進閱讀理解。學生將故事結構運

用於寫作方面，能創作出結構組織完整且內容豐富有條理的作品。 

而本研究之故事結構與學生強調其鷹架的作用，用以提供學生寫作的思路，因此還需要搭配更多元

的寫作思考方式，去激發學生的創造能力，創作出超越框架的故事。 

    二、創造思考教學與故事創作 

本研究採用創造思考腦力激盪的方式，搭配心智圖法，進行本研究之故事創作教學，兩者運用於故

事創作教學階段，學生看過 AR 或圖片教材後，運用這兩種方法，進行故事的創意發想。 

    陳自培（2005）研究發現創思教學策略能夠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的圖畫故事書創作內容產生助益。學

生有高學習興趣。而創造思考技巧運用於教學中可以增進師生間的互動、促進學生主動思考學習並強化

創思能力。但運用創思教學法時，教師須規劃完善的課程與教學活動，並加強教師教學專業與省思能力。 

    蔡岱倫（2013）研究認為心智繪圖法應用於故事改寫應採循序漸進式教學，幫助學生熟練使用心智

繪圖法。而固定架構的模式，讓學生在寫作上無法發揮創意，且對於分段能力的進步則無顯著差異。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設計 

採用準實驗研究法，實驗組進行以 AR 融入故事創作教學之實驗處理，控制組以圖片教材融入故事

創作教學之實驗處理，在每次教學活動結束後進行故事創作評量，共計兩個單元，總計 12 節課，共為 6

周。研究對象皆為國小五年級學生，採便利取樣，實驗組共 27 人，男生為 14 人，女生為 13 人；控制組

共 25 人，男生為 13 人，女生為 12 人。但在前測之獨立樣本 t 檢定中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之初始故事

創作能力有顯著差異（p<.05），資料分析以「詹森－內曼」法（林清山，2003）與單因子共變數等排除

前測影響之統計方法進行修正。 

3.2. 研究工具 

    一、文化部繪本花園：本研究之文本教材取自於文化部「兒童文化館」網站。在本研究中，研究者

自行從該網站已有之繪本動畫中挑選出九篇較適合國小高年級認知程度，且適合激發創造想像之繪本動

畫，並由三位專家進行難易度檢核，從九篇繪本動畫之中，取難易度適中的四篇繪本動畫，前測第一篇

使用「艾蜜莉的玩具魔法」、第二篇使用「大鯨魚瑪莉蓮」、第三篇使用「蘇菲的傑作」、後測第四篇

使用「五百羅漢交通平安」來做為 AR 教材與圖片教材之角色與情境素材使用。 

  二、擴增實境教材：本研究之實驗組教材以 AR 的技術製作，先在 3D 模型製作的軟體 3D MAX 等

軟體建置模型，並製作相應動畫，如圖一中為飛機在空中搖晃，相應「八百羅漢交通平安」故事中的遭

遇亂流的情景，再運用 AR-media 擴增實境插件，轉換成可供平板掃描之 AR 教材，見圖 1、圖 2 範例。 

 

 
圖 1、AR 情境教材 

 
圖 2、 AR 角色教材 

 
 三、故事創作共識評量表：改編自 Amabile(1996)語文領域應用在詩作上的共識評量表(Consensual 

Assessment Technique, CAT)。將整個作品視為一項產品的方式進行評量，項目內容有「創造力」、「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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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主題的一致性」、「詞語的新穎程度」、「豐富的想像力」、「獨創的想法」、「複雜的表達」、

「情感性」、「清晰度」，與專家共同修正去除不適宜的項目，並新增一項「故事感」。評分以 1 至 5

分方式進行。本研究以前測第一篇故事創作進行評分，並以兩位皆兼具中文與教育科系背景，且具有國

小教師資格與教學經驗之評分者、一位國小教師，共三位評分者進行評分，其信度 Cronbach α係數為.95，

顯示具有良好之信度，組內平均者間相關係數 ICC(3, k)=.79，代表具有良好之評分者間信度。 

3.3. 教學流程 

一、故事結構教學活動（20 分）：教師根據範例示範如何分析故事結構，並帶領學生分析故事結構。 

二、故事創造思考教學活動（60 分）： 

（一）角色觀察描寫（20 分）：此活動實驗組根據 AR 角色教材，控制組則是根據圖片角色教材，

填寫角色描寫學習單，並經由腦力激盪的方式，發想出角色特色。 

（二）情境觀察描寫（20 分）：此活動實驗組根據 AR 情境教材，控制組則是根據圖片情境教材，

填寫情境描寫學習單，並經由腦力激盪的方式，發想出更多情境特色或改造情境。 

（三）故事心智圖（20 分）：學生發想出故事其他結構元素，並繪製成故事心智圖。 

三、故事創作活動（80 分）：兩組在完成故事心智圖與角色、情境觀察描寫學習單後，根據三者進

行故事創作，完成後進行組內分享。 

4. 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前測為共變數，後測為依變數。兩組之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有顯著差異（F=4.76,p=.034），

改以「詹森－內曼」法進行分析（林清山，2003），得出兩組迴歸相交點 X0=22.86，顯著差異點 XD =16.44

或 51.71（表 1）。故事創作共識評量表前測分數在 51.71 分以上者，控制組優於實驗組。而故事創作共

識評量表前測分數在 16.44 分以下者，其中控制組有 2 人(8%)，實驗組有 8 人(30%)，實驗組優於控制組，

在 16.44 分到 51.71 分之間則無顯著差異，其中控制組有 23 人(92%)，實驗組有 19 人(70 %)。因此，在

故事創作共識評量表方面，兩組大部分學生並無明顯差異。 

 
  表 1 

  兩組故事創作共識評量表前後測之詹森－內曼法分析摘要表(N=52) 

組別 N 
前測 後測 

截距 斜率 X0 XD 
M SD M SD 

控制組 25 22.81 5.88 24.13 6.14 6.59 .77 
22.89 

16.44 或

51.71 實驗組 27 19.59 4.73 23.36 4.58 18.41 .25 

 
依分項進行分析，各分項在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果，「詞語的新穎程度」、「豐富的想像力」、

「獨創的想法」、「複雜的表達」、「故事感」之迴歸係數無顯著差異(p>.05)以單因子共變數進行分析，

「創造力」、「喜愛」、「主題的一致性」、「情感性」、「清晰度」達顯著差異(p<.05)則以「詹森－

內曼」法進行分析。經共變數分析結果，兩組學生在「詞語的新穎程度」、「豐富的想像」、「獨創的

想法」、「複雜的表達」、「清晰度」項目上的表現並無顯著差異（表 2）。 

 
  表 2 

  兩組學生在共識評量表前後測項目表現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N=52) 

項目 控制組 實驗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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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D Ma M SD Ma 

詞語的新穎程度 2.07 .81 1.95 2.00 .51 2.11 .87 

豐富的想像力 2.57 .62 2.55 2.59 .56 2.63 .26 

獨創的想法 2.47 .57 2.43 2.31 .63 2.35 .21 

複雜的表達 2.36 .78 2.27 2.22 .56 2.30 .04 

故事感 2.49 .82 2.46 2.44 .64 2.48 .01 

 
「創造力」、「喜愛」、「主題的一致性」、「情感性」、「清晰度」詹森-內曼法分析如表 3： 

一、在創造力、喜愛、主題的一致性、清晰度，兩組大部分學生並無明顯差異。 

二、情感性：在 2.03 分以下者，控制組有 15 人(60%)，實驗組有 19 人(70%)，實驗組優於控制組。

在 2.03 分到 11.37 分之間則無顯著差異，控制組有 10 人(40%)，實驗組有 8 人(30%)。因此在情感性的表

現上，實驗組表現優於控制組。 

 
表 3 

兩組學生在共識評量表前後測項目表現之詹森－內曼法分析摘要表(N=52) 

項目 組別 
前測 後測 

斜率 截距 X0 XD 
M SD M SD 

創造力 
控制組 2.21 .73 2.71 .72 .65 1.26 

2.11 1.34 或 2.79 
實驗組 2.11 .61 2.64 .58 -.00 2.65 

喜愛 
控制組 2.13 .76 2.36 .88 .79 .67 

1.92 .98 或 2.68 
實驗組 1.86 .75 2.19 .57 .17 1.87 

主題的

一致性 

控制組 2.45 .52 2.51 .71 .75 .66 
2.65 2.04 或 11.98 

實驗組 1.93 .61 2.53 .48 .17 2.21 

情感性* 
控制組 2.31 .76 2.13 .75 .70 .52 

2.65 2.03 或 11.37 
實驗組 1.91 .56 2.20 .44 .23 1.75 

清晰度 
控制組 2.12 .52 2.45 .64 .80 .76 

1.83 -.38 或 2.52 
實驗組 1.89 .54 2.23 .51 .27 1.72 

 

5. 討論與結論 

    而經研究結果顯示，AR 教材對比圖片教材應用於故事創作教學在「情感性」的創造向度上有顯著差

異，其餘向度無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劉佩奇（2014）不同，其研究中顯示閱讀擴增實境立體繪本有

助於提升六到七歲幼童之創造力中的靈活性、獨創性、精進性、敏感性。本研究中使用 AR教材的學生，

相較圖片教材，較能在故事作品中呈現情感的深度，顯示 AR教材的立體性與真實環境的互動性，給予

角色、情境實體化，更貼近現實生活，相較平面的圖形，學生更能透過 AR教材想像出角色的情感，情

境給予的情緒氛圍，使學生更能代入角色、情境之中。但其他的向度則未有顯著影響，與丁宣與（2015）

研究結果相似，AR 與看圖寫作兩組都可以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但兩組之間的寫作表現並無顯著差異，

可能原因是需要增加 AR 教材之引導、增加研究時間或是擴大樣本數量，才能使研究結果更加貼近真實

情況。 

    而本研究受限於時間安排等因素，故只實行兩次故事創作教學，成效收穫有限，建議未來研究可以

延長實驗時間，增加教學節數或單元，以便更能清楚觀察出實驗差異。本研究中之 AR 教材受限於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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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與時間，未能呈現良好的互動性，AR 教材可以再加上聲音、文字回饋等回饋機制刺激學生的感官體

驗。本研究的故事創作是透過限制學生必須含有兩個情境與兩個角色來進行故事創作，以了解教材對創

作之影響，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嘗試更多種方向的故事創作研究。也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多運用故事作為媒

材，探討故事對國小學生的情意學習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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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生在國語文學習動機分析和學習行為影響之研究 

─以麥哲倫遊辭海桌遊為例 

許于仁 
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hsuyujen@mail.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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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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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茹婷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服務處 

ruby8478@gmail.com 
 

【摘要】 國語文是國小學童主要學習的科目之一，本研究團隊開發一款國語文學習桌遊─「麥哲倫遊

辭海」，開發這遊戲動機是我們發現大多小學都以教師講課、學生做題的方式來學習。我們希望從研究中

了解三件事，第一幫助玩家提高對於學習國語文的成效，第二藉由遊戲教材可以提升孩童們對於學習的

主動程度，三是比對受試者遊戲中的遊戲行為和學習行為是否有相關聯。研究以動機量表及學習成就進

行受測者分群，並在遊戲過程之中觀察孩童在遊玩過程中的學習行為。研究結果發現了孩童在不同的成

就和動機中在經過桌遊學習後有一定的提升，且在遊戲中的遊戲行為和學習行為是有相關性的。 

【關鍵字】 悅趣式學習、學習動機、學習行為、國語文學習成效 

 

Abstract: Chinese is one of the major subjects in primary school. Our experiment team developed a tabletop 

game - Magallanes’s Chinese Voyage. We found that students have their class in teacher’s presence and do the 

paper homework after class in most of the primary school. At first, we hoped to help game learner to enhance 

their learning effect in Chinese. Further, enhance’ children s leaning initiative by gaming teaching material. 

Grouped the learners by measuring scale of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observed children’s 

learning behavior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gaming. Research result indicated children in different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motivation both enhanced after tabletop game learning, and gaming behavior had connection 

with learning behavior i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gaming. 

Keywords: Gamed-based learning,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Behavior, Chinese Learning Effect 

 

1. 前言 

桌遊是透過實體遊戲、機制及各種不同的主題所組合而成的休閒娛樂，但是觀察目前仍在就學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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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孩童，上課的方式大多還是以學生對於單方面接收資訊的上課模式，學習成效真的會有預想的那

麼好嗎？而本研究要探討的桌遊是一款益智遊戲-「麥哲倫遊辭海」。麥哲倫遊辭海是一款由我們團隊開

發且為國語文學習的教學型桌遊。此外，麥哲倫遊辭海是設定給國小學生使用，我們從教育部課綱中挑

選出學生常使用的成語、形音義等測驗，及設計大量開放式題型讓玩家思考。本實驗的假設如下，第一

我們想要觀察學習成就高和學習動機高的受試者在學習成效也會有良好表現，二是學習成效低且學習動

機低在經過桌上遊戲學習之後學習成效會有提升，三是受試者的遊戲行為和他們的學習行為是有相關，

我們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能夠幫助小學六年級生對國語文產生興趣以及未來能夠自主學習，透過國語文

題目的回答，讓玩家學習國語文的知識，並讓他們反思他們所缺乏的知識部份，並根據他們在遊戲過程

中觀察遊戲行為，回頭比對他們在遊戲行為和學習行為上的關係，藉以觀察他們是否可以在遊戲學習表

現中出現不同的學習行為，而產生不同的學習成效。 

 

2. 文獻探討 

2.1 悅趣式學習 

遊戲為人生之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模式，遊戲形態多元且不分男女老少性別或種族等。(Freud, 1968; 

Erikson, 1963)。在認知方面，學者(Piaget, 1962)，對於孩童在學習中的反應中認為孩童遊戲的過程可以讓

其學習內涵更加的穩固(Piaget, 1962)。在社會文化的觀點中，孩童們透過遊戲和行動上面來促進他們對

於抽象思考的能力，也從遊戲的行為之中來實現對於某種腳色的認知和角色扮演 (Vygotsky, 1978)。有學

者歸納悅趣式學習可以吸引玩家的因素，分別為遊戲性、娛樂性、目標性、規則性、適性化、勝利感、

問題解決、社會互動性、圖像與情節性、人機互動性、競爭挑戰與衝突感、結果與回饋為 12 項因素(Prensky, 

M., 2001)。而遊戲是學習可以讓學習者在遊戲過程中吸收並釐清知識、將已經建構的知識更精緻化(Gros, 

2007)。 

以悅趣式學習為基底學習國語文，期望我們的目標年齡孩童可以在桌遊的遊玩過程中可以體驗到遊

戲中學習的樂趣，以故事情節為出發點，玩家扮演遊戲主角的方式吸引玩家，相互競爭和挑戰題目的模

式使他們更能投入遊戲中，也促進他們在該學科的學習興趣，希望能提高其對該學科的主動學習性和學

習動力。 

 

2.2 學習動機 

動機這部分一直都是教育上被廣泛研究的議題之一。動機可以被視為個人特質，亦可視個人的狀態

或是兩者兼有(朱敬之, 2011)。 

有學者認為學習動機是指教師引導學生進行並維持學習活動，之後使其達到教師的教學目標和完成

內在的心理歷程(張春興, 2007)。經過教師在設定教學的目標並利用各種不同的激勵方式，引領學生去對

學習上有所興趣，也同時刺激他們自發的學習行為。學習動機就是學生去追求課業上的意義和價值並且

嘗試自己去學習和追求學業和學習回饋的傾向(朱敬之, 2011)。 

學習動機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行為，也是決定一個學生在學習上的好壞因素(劉政宏, 2003)。在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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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學習教材之後，希望孩童在課餘的時間他們也可以主動自發地去學習，由內心產生的動力會讓學習

不再只是單調的事情，課業也不會是只有在書本上，可以以娛樂的方式來刺激他們對於學習的追求。 

 

2.3 學習行為 

多項的行為只要和學習相關，例如：學習方法、學習習慣、學習策略和學習態度等都稱為學習行為(張

錦鵬, 2002)。行為推及參與學習的行為，外在或是到心理上的活動(鄭增財, 1999)。 

學習行為和平時個人的行為和習慣息息相關，小動作或小細節都是會致使影響到個人學習的因素，

包含在閱讀題目上較沒有耐心、熱心幫助同儕等，我們在實驗的過程之中，觀察者們邊引導他們進行遊

戲學習並同時記錄他們的活動、情緒和行為，希望藉以來比對他們個別遊戲行為是否可以和學習行為可

以做連結，來提升他們在學科上的成效。 

 

3. 研究設計 

本實驗採準實驗研究法，我們想要探討學習動機、學習成就和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和影響，我們事

先調查受測者的成就傾向，並請受測者填寫學習動機問卷，根據成就傾向及學習動機問卷幫學生進行分

組，在開始遊戲之前，受測者填寫國語文程度問卷，完成後即可開始桌遊，同時我們也在一旁架設錄影

機做現場玩家遊玩的情況，並請他們在遊玩過程中，盡量和競爭者分享自己的題目，如此一來讓受測者

在非輪流到自己回合時依然可以有在解題的感覺，並且在解答後馬上給予回饋。學習動機題目是什麼應

該要說明或舉例，高低成就與高低動機是如何分的?是用平均數來分?若用平均數分妥當嗎? 

遊戲結束之後請受測者填寫後測問卷，分別為國語文程度問卷、桌遊之遊戲滿意度，並在實驗後對

受測者進行訪問，包括了解他們在遊戲過程中遭遇的困難，或是對於這遊戲中哪一個部分會最能讓自己

想要主動去遊玩，在哪個部份學習最多等等的問題。最後，觀察員以本研究所訂定的遊戲行為指標，與

該班級教師填寫受試者在平常時是否出現該學習行為進行對應，藉以來比對遊戲行為中在學習行為上是

否有相關。實驗流程圖如圖 1。 

 

 

TAECT 2016

9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台南地區國小五、六年級生，兩個年級混合進行實驗，並依照他們的學習動機和學習

成效高低分組，分別為高動機高成就、高動機低成就、低動機高成就、低動機低成就四組，使用四款相

同遊戲同時進行活動。共 36 人。 

3.2. 研究工具 

學習動機問卷 

問卷的來自(Wang, L. C., & Chen, M. P, 2010)的學習動機問卷共 6 題，分別有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的

題型，使用五點量表來測量，目的是要了解透過桌遊學習國文的方式，是否能夠提升國文學習動機。 

前後測成效：國語程度問卷 

本研究的國語文測驗題目經過國小教師的信度確認過後，隨機抽取題目並經過國小教師的難度調整

後作為本實驗的國語程度問卷的測驗，每一份問卷各 10 題，並且前後測題型相同，題型有字彙題、看圖

猜成語、成語接龍、唐詩說故事等多樣題型，藉此測驗玩家在遊玩前和遊玩後，是否有提升其對國語文

的學習成效。 

遊戲行為指標問卷 

根據本遊戲中玩家出現過的遊戲行為或觀察員所預設出現的遊戲行為作為指標，經過專家信度修正

和確認後，單以動作的描述做為問題問項，以五點量表的形式呈現，從一表示「沒有這個傾向出現」，至

五「有傾向出現」，一共 18題。在遊戲活動後由該班級教師對於孩童平常的認識和觀察員經過遊戲後的

觀察來填寫問卷。 

桌遊─「麥哲倫遊辭海」 

本研究自製的桌遊「麥哲倫遊辭海」，這款桌遊的配件有遊戲地圖、角色棋、事件卡牌、機會手牌、

題目卡牌、特殊藍色道具及三種地圖障礙物，為了能夠達成本次研究的三個研究目標，在遊戲機制中地

圖路線並非固定型態，根據障礙題目格的範圍中，受測者隨機排放不同障礙物，從中探討玩家在團隊合

作和小組競爭過程的討論及互動，並且除了本身遊戲題目卡的設計之外，整款桌遊也帶進故事情境幫助

玩家融入，並在事件卡牌中放入成語及事件故事元素，使玩家提高學習動機及興趣。 

 

圖 1、實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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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麥哲倫遊辭海桌遊設計 

遊戲發想 

麥哲倫遊辭海桌遊的最初是想要以古時常把篆文刻在龜殼上的意象表達出來，進而和國語文做出連

結，借用航海家麥哲倫為出發點，以奇幻故事的敘述方法，玩家在遊戲前有了代入感，增加遊戲投入的

程度。我們希望玩家可以在遊玩之中學習到一些國語文造字、造詞和成語的樂趣，把以前枯燥乏味的課

本轉變成大家可以同聚同樂的桌上遊戲。因此，本研究發展「麥哲倫遊辭海桌遊」，讓桌遊輔助國語文學

習。小學生可以在課堂除外的時間輕鬆的認識和學習國語文，玩家還可以利用不同卡牌幫助自己渡過關

卡，或是給敵人障礙使其無法順利完成遊戲。最後，我們修改了卡牌題目和事件卡，題目牌的題目難度

設定在該年級的程度，而事件卡增加一些故事情節來吸引玩家，讓這些道具可以符合該年紀學習和遊玩

的程度來完成這個桌遊。遊戲發想圖如圖 2。 

 

 

圖 2、遊戲發想圖 

 
 

 

遊戲介紹 

麥哲倫遊辭海這款桌遊主要是希望玩家可以藉由遊玩過程中學習國語文，及在競爭中利用不同卡牌

的內容和設定，經過重重障礙物後逃出龜島。希望玩家能夠在遊戲過程中體驗到學科變成遊戲的樂趣。

以下進行遊戲的詳細說明。 

遊戲的目標任務是在龜島棋盤上，藉由執骰子來行動，龜島棋盤為開放式地圖，玩家可以執完點數

後自由選擇上下左右的方向，通過不同的障礙物和地點可以抽不同的牌或是利用小道具來破解。玩家棋

子走到出口即可算是通關獲勝。 

遊戲情境塑造是在敘述麥哲倫在航海的過程中遇到暴風雨襲擊，而航海家麥哲倫的名字代表了我們

故事的主人翁，無法操控船隻的麥哲倫隨著大浪擱淺在一座小島上。島上盡是從未看過的奇異生物，同

時也存在許多陷阱和危機，為了要向世界宣傳這個島嶼的神奇，麥哲倫必須和其他也被暴風雨吹來的冒

險者競爭和爭取生存機會，在遊戲過程中，玩家扮演的就是麥哲倫這個角色，藉由接觸不同的障礙物來

獲取資源或破解陷阱。 

遊戲規則 

玩家分好組別之後，遊戲設置是將障礙物擺放完成便可開始遊戲，首先由第一位玩家執骰子決定步

數，以此類推。當玩家的棋子走到題目格或題目障礙物時，抽一張題目卡回答問題，回答正確且由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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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確認過之後即可繼續進行步數，反之停留；題目卡中有特殊題目卡，回答正確後可以拿到特殊藍

色道具，但相對特殊題目卡的題目難度比較高；玩家棋子走到事件障礙物時，抽取一張事件卡立即執行

上面的要求；當玩家遇到道具障礙時，使用特殊藍色道具來破解通關；而在小組的回合時可以使用機會

卡來陷害敵對或是幫助自己。在輪流執行步數後，先達終點者獲勝。遊戲流程圖如圖 3。 

 

 

圖 3、遊戲流程圖 
 

 

 

遊戲配件 

本遊戲的配件有，龜島棋盤、骰子、各類功能卡牌、障礙物、藍色道具、人物棋，龜島棋盤上面佈

滿不同顏色的格子，玩家隨機擺放障礙物在特定顏色的障礙物格子上，玩家棋子通過重重障礙之後到達

對角線的出口。骰子為該回合玩家的起始動作，執骰子決定步數之後即可行動。功能卡牌分為題目卡、

事件卡和機會卡。題目卡由不同題型組成，字彙題、看圖猜成語、成語接龍、看故事猜成語、唐詩說故

事等題型，多變題目跳脫以往考卷上死板板的題型，加入一些讓玩家可以自我創造故事的題型，刺激他

們的思考及增加遊戲樂趣。事件卡為玩家遭遇事故障礙物時抽取的卡牌，事件卡有代入情境的故事敘述

方式希望玩家可以在遊玩時能更加投入，玩家在看完故事後依照卡牌上的指示來行動。機會手牌為玩家

在遇到困難時可以挽回不利狀況的幫助手牌，例如在自己角色被其他玩家陷害時，利用手牌來幫自己度

過難關。障礙物分為題目障礙、事件障礙和道具障礙，依照玩家遭遇不同的障礙物來抽取卡牌或利用應

對道具(特殊藍色道具)來通過障礙。遊戲全景圖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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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麥哲倫遊辭海全景圖 

 

4. 研究討論 

本研究共收集到 36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 35份。 

本實驗主要探討成就和動機之間的關聯，和觀察受試者在接受實驗的學習國文情形並比對他們在遊

戲中表現的學習行為，分析該學習行為對於學習是否有正向或是負向的影響。 

4.1  假設一：學習成就高和學習動機高的受試者在學習成效也會有良好表現 

經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將學習動機和自我成就做為因子並討論其交互關係，受試者間效應項的檢定

顯示，成就和動機對於學習成效皆有顯著影響(F=92.62, p=.000 <.05)，但成就和動機之間的交互作用並沒

有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影響(p>.05)。表 1各以成就和動機為軸，各加入成就或動機因子，可以發現雖然沒

有交互效果但都有成長。研究者認為，如果今天動機高成就卻不高，成效會有影響，但只要經過引導和

修正學習方向，或許學習者會有不同的成果出現；而動機低成就高，如果再多加刺激學習欲望，或許在

學科上比較能有主動學習的良好情況發生。 

 

表 1 

成就與動機之學習效能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M SD df 平均值平方 F 

成就 51.25 15.438 1 9339.13 92.62*** 

動機 85.789 11.213 1 2698.85 26.77*** 

成就*動機 70.00 21.828 1 1.25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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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p<0.01 ***p<0.001 

 

4.2 假設二：學習成效低且學習動機低在經過桌上遊戲學習之後學習成效會有提升 

我們觀察個別因子對於學習成效的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異，經過兩次單因子變數分析後，從表 2可

以看到，分析結果有達到顯著水準(t=6.35,p<0.05), (t=5.67,p<0.05)，因此高成就和高動機的學生，其學習

成效有不錯的表現，而低成就低動機的學生在經過遊玩桌遊教材之後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研究結果呼應文獻探討，桌遊的目的為提升國文的學習成效，低成就低動機的受試者在之後的後測

上也有提升他們的成績，觀察者發現如果有答對的情況，受試者會比較樂意去抽題目卡並回答，研究者

認為可能在遊戲式學習上讓他們在學科上的問題解決產生興趣，且在同年齡的孩童當中會有比較心態，

如果自己的角色棋比其他組的還要前面時，會較多的成就感，在競爭機制中可以讓受試者對於學習上有

激勵的情形，進而在題目卡解題尋求讓自己超越對手的方法。 

 

表 2 

成就及動機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M SD df 平均值平方 F 

成就 70.00 21.828 1 10361.84 58.57*** 

動機 70.00 21.828 1 3705.89 9.79** 

**p<0.01 ***p<0.001 

 

4.3 假設三：受試者的遊戲行為和他們的學習行為是有相關 

遊戲結束後，比對平時的學習行為和遊戲中行為，以及訪問受試者對於遊戲感受。我們請該班級老

師幫我們填寫受試者的平時學習行為的五點量表，並同時也請觀察員填寫量表和訪問他們在當時引導遊

戲的狀況，以便比對他們在遊戲行為和學習行為上的關係。遊戲行為調查如表 3，共 18 項學習行為。  

  

圖 5 成就與動機對成就測驗的交互作用圖 圖 6 動機與成就對成就測驗的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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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習行為指標 

 導師 觀察員 

 平均 高成就高動

機 

高成就低動

機 

低成就高動

機 

低成就低動

機 

1.樂於接受挑戰 3.89 4 3 2 3 

2.答對時有成就感 4.43 5 4 4 4 

3.合作時能與同儕討論解決辦

法 

3.94 3 5 2 2 

4.能與同儕分工合作 4.09 4 4 2 3 

5.能偶爾讓步，讓組員發揮領導

能力 

4.31 2 3 2 3 

6.合作時喜歡控制他人，掌握主

導權 

2.26 1 4 4 2 

7.幫助落後的同學解決問題 3.43 4 5 2 1 

8.對於題目能夠詳細看完並解

答 

3.91 5 5 3 1 

9.遇到問題未多加思考就尋求

答案 

2.06 1 1 4 5 

10.過於熱心幫助同學解決問題 2.09 2 4 2 3 

11.樂於幫助同儕解決問題 3.40 4 4 2 3 

12.對於有競爭就會興致比較

高，還會刺激競爭者 

4.17 3 4 2 4 

13.對於"未學習之課程單元"抱

持好奇的態度 

3.63 3 4 2 1 

14.喜歡追根究底 3.34 2 2 3 1 

15.好勝心強，會因為落後同儕

太多而放棄競爭 

2.37 4 5 4 5 

16.在閱讀題目上較沒有耐心 2.51 1 1 4 5 

17.在解決問題上對自己較沒信

心 

2.80 2 1 4 5 

18.對於學習有些策略加速學習

進度 

3.83 4 4 3 1 

 

研究結果得知普遍國小孩童都可以和同儕和平相處，在「合作時能與同儕討論解決辦法」、「能與同

儕分工合作」等情況中少有互相有牴觸或藏私的情況，合作時候能夠偶爾讓步，讓另外一方發揮專才和

領導能力。在經過調查和觀察之後，不同的成就和動機的孩童有不同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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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成就和高動機組，雖然數值上不夠出眾，但經過觀察員 G3 表示「同學大部分喜歡接受未知挑戰，

實驗中喜歡抽取題目牌回答」，高動機同學在「幫助落後同學解答」會較主動幫忙，遇上不理解的問題或

是回答錯誤的問題會主動求知詢問解題方法，學習上會找出自己的學習策略來增加自己對於學習上的進

步。 

高成就低動機組中，受試者的在國語文上有一定程度，但觀察員 G4 表示「實驗中看起來有些人不太

熱絡也興致缺缺的樣子。」有時候還會出現其他組別在抽卡牌時，冷眼旁觀並不參與討論的情況。在「好

勝心強，會因為落後同儕太多而放棄競爭」的選項上，如果一直處於弱勢狀態的組別，就明顯不積極的

參與遊戲。 

而低成就高動機組，觀察員 G1 表示「很沉浸在遊戲裡面，但是有程度比較差的情況」， 「過於熱心

幫助同學解決問題」上，抽牌卡常有搶來搶去的情況發生，也會在別組遇上問題時，搶答的情況，也不

管回答的是正確還是不正確。但是在學習策略上，會嘗試去找出自己的學習方法，在表 3中數值和高成

就高動機有高數值的現象。 

最後低成就低動機組，而低成就低動機同學則是在閱讀題目上較沒有耐心，在實驗中，常出現不願

閱讀題目，受試者 P3：「我看不懂啦！換你來看」，互相推託或是直接詢問觀察員的情況，問題解決部分

上對於自己能力較沒有信心，就算答題正確了且再未給予回饋前會感到不確定和自我懷疑，答題錯誤時

也少有出現詢問觀察員正確的問題解決方法的情況出現。 

高成就受試者普遍在行為上「遇上題目能夠詳細看完再做回答」有比教師平均來的高，而低成就同

學在這方面則會有「遇到問題未多加思考就尋求答案」和「在閱讀題目上較沒有耐心」的傾向出現，研

究者認為在不同高低成就上，對於閱讀國語文的能力使他們有差異，程度本身較好者在閱讀上會比較有

耐心看完再解答，也可能是因為成就低者在學科上比較無法應付而比較有「在解決問題上對自己較沒信

心」的情形。但是多數同學經過這次遊戲式學習表現出喜愛和躍躍欲試，有些受試者對於不常在課本中

出現的開放式題目感到困擾，受試者 P5認為「沒有確定答案就覺得很奇怪」，這說明他們平常很少接觸

這方面的題目，沒有正確答案會讓他們手足無措，其中也有受試者 P9 表示「如果之後常常有這樣的學習

方式會讓他想要多去接觸該學科領域的內容」說明他們在實驗中認為這種方式對於刺激學習國語文有幫

助。在遊戲機制方面，有受試者認為「使用卡牌幫助或陷害別人，過程刺激又好玩」或「在贏過對方的

步數很有成就感又快樂」表示在遊戲過程中，使用機制內的手段競爭可以促使建立競爭心和自信。 

   

5. 結論 

本研究目的為提高對於學習國語文的成就和提升孩童的學習主動程度，國語文對於我們來說是母語，

熟知國語文的外型、構造、運用方法等都是必須的，我們根據該年齡的孩童設計的國文學科遊戲教材，

也是期望他們可以藉由別於從課本學習的方式來提升他們國語文的成效，因此，本研究在這點上獲得肯

定。第二是提升孩童的學習主動程度，知識是學無止境的且並不是隨時都會有像導師一樣的身分的引導

者在一旁督促學習，所以在這次研究裡我們幫助國小孩童提升主動學習性和利用遊戲式學習讓他們對該

科目產生學習興趣，培養他們在往後在各學科領域可以保有學習探索的能力。 

而後可以在結論看到孩童們在不同的學習動機和自我成就上在經過遊玩桌遊之後都有一定的提升，

孩童們也可以藉由遊戲式學習並和同儕的競爭和合作來刺激他們的對於知識有更深的獵取。從後續的觀

察和訪談中可以發現受試者在不同的動機和成就中有不同的學習方式，但是藉由遊戲學習可以促使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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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接觸不一樣的題型和別於一般的課堂的學習方法，促進他們對於學習上的主動性和自發性就是我們的

研究目的。最後本研究在樣本數量上稍顯不足但還是足以做二因子變異數的分析，樣本數不足上會顯得

差異性不夠強烈卻也可以窺探研究雛形，希望在往後研究延續上可以加強樣本個數的增加或利用其他的

研究方法來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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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社會性課程對國小自閉症學童情緒行為適應成效之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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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討數位社會性課程對國小自閉症學生其情緒行為適應之影響。本研究採個案研究

方式，研究對象為一名國小五年級自閉症學生，以為期十週，每週兩節課，共二十節課的數位社會性課

程介入教學。資料分析來源主要來自於教學觀察記錄、訪談導師、家長及同儕作及課程相關檔案文件。

研究結果顯示，數位社會性課程能增進國小自閉症學生的情緒行為適應能力。 

【關鍵詞】數位社會性課程、自閉症、情緒行為適應 

 
Abstract: The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gital social curriculum on emotional and behavior 

adjustment for an elementary school with autism. A case study methodology was primarily adopted. Research 

subject was a fifth grader with autism in a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The instructional intervention lasted for ten 

weeks, of which 20 lessons (two lessons weekly) in digital social curriculum were used in class. Data sources 

came form class observation, interviews with the parent, peers, the teacher, and curriculum-related document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digital social curriculum might boost the autism student’ emotional and behavior 

adjustment.   

Keywords: Digital social curriculum, Autism, Emotional and behavior adjustment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正常學童在使用社會性的社交技巧互動上，會利用自我回饋方式，來針對他人的表情、聲音、動作修

正自己言語或行為，並藉由觀察及模仿學習，使得許多較為隱喻和暗示性的行為能夠內化，且在適當時

機使用(盧玉真，2013)。然而，針對自閉症學童而言，由於天生的障礙與發展上的特殊性，諸如，缺少

眼神接觸、表情的冷漠、對人的動機缺乏等，較難以理解他人的表情和動作線索，及無法與人進行良性

的社交互動，以致經常造成同儕間的溝通衝突(王大延，2005)。 

   目前在學校的輔導措施層面上，多數仍採取傳統式的教學來輔助自閉症學童的社交能力，但教學效

果仍有限(Bernard-Optiz, Ross, Tuttas, 1990)。Hagiwar和 Myles(1999)在比較電腦數位化教學和傳統一般

教學對自閉症學生的學習效果後，提出數位化教學為輔助自閉症學童社交能力的良好教學策略。

Hagiwar 和 Myles 認為自閉症學童在日常生活中會避免與他人眼神接觸，但面對電腦數位化教學時，由

於降低內心的恐懼不安，學童則可較輕鬆自然學習。在曹雅茜和楊熾康(2009)的近期研究中，亦發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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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教學介入對於自閉症學童的正向影響成效。因此，就教學輔導成效而言，電腦數位化教學確實對自

閉症學童有極大的助益性。 

   數位社會性課程是國內第一套以特教專業團隊方式針對自閉症學童的情緒與社會技巧來研發的數位

化教學介入課程。課程學習單元是以自閉症學童所需要解讀的社交行為線索為主體，內容則是以多媒體

方式呈現，包含真實錄製的影片、幫助學習牽移的動畫媒體，以及可進行自我評量的回饋系統(張正

芬、林迺超、王鳳慈與羅祥妤，2012)。在實徵研究方面，莊彥怡(2014)使用此數位社會性課程對一名國

中自閉症學生進行教學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運用此數位社會性課程教學對自閉症學生的「口語攻

擊」、「動作攻擊」及「不認錯」等負向互動行為的認知態度發生轉變。林迺超、張正芬(2015)亦將數

位社會性課程導入輕症自閉症學童的故事重述能力，其研究發現學童的學習效果相當顯著。然而，在應

用研究層面上，數位社會化課程應用在小學的數量仍不多。 

   情緒行為適應是指個人面對情境變化時的自我控制能力(張春興，2002)。情緒行為適應的內涵包括

三種層次：(1)覺察自身情緒與同理他人、 (2)情緒管理與自我激勵、及(3)具有人際關係管理的策略。基

本上，情緒行為適應包含兩種能力：(1)對外界刺激具有情緒感受的能力；(2)具備傳達自己情緒感受的

能力(邱珮思，2006)。Howlin、Baron-Cohen 和 Hadwin(1999)認為自閉症學童可經由教學訓練提昇四種

情緒行為適應的向度：預測情緒、以情緒預測行為、從行為預測結果與對選擇的行為負責。在張正芬等

人(2012)所設計的數位社會性課程中，即針對此四大向度發展直接對應與關連的數位教材與評量。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數位社會性課程教學對國小自閉症學童情緒行為適

應能力的影響，根據此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a. 數位社會性課程介入後，對國小自閉症學童在「預測情緒」之成效為何?  

b. 數位社會性課程介入後，對國小自閉症學童在「以情緒預測行為」之成效為何?  

c. 數位社會性課程介入後，對國小自閉症學童在「從行為預測結果」之成效為何?  

d. 數位社會性課程介入後，對國小自閉症學童在「對選擇的行為負責」之成效為何?  

2. 文獻探討   

2.1 數位化教學運用於自閉症的理論基礎 
   聯合國文教組織(UNESCO)曾經發表一份白皮書，內容說明電腦數位化教學確實對特殊教育的學生有

極大的助益，不論是社交活動或是語言表達，數位化科技皆能激發特殊學生(如自閉症)的隱藏潛力

(UNESCO, 2006)。洪榮昭和劉明洲(1997)亦列舉七項電腦數位化教學對自閉症學童的有效性：1. 提升學

童的注意力與學習動機、2. 將不必要的刺激阻隔，只呈現重點、3.將核心概念皆析成結構化的小單元、

4. 依照學童學習風格調整學習步驟、5.提供預期反應的安全感、6.可依學童的特殊性進行先備能力建構、

及 7.特殊學生可依照電腦指示主動學習。 

   在實徵研究上，不少研究報告都提出電腦化數化教學對自閉症學童的正向結果。例如，黃銘智、劉嫚

妮、高鈺涵和黃肅純(2009)針對自閉症學生設計電腦數位化體感互動遊戲，探討學生的學習成效。研究

發現，透過投影機與視訊攝影機所提供的互動環境，學童看到自己身處數位遊戲中，可與虛擬物件進行

互動而感到新鮮有趣。於感覺統合練中使用，有效運用學生本身的肢體動作，完成遊戲中的任務，對刺

激學生相互協調性，有積極且正向的影響顯著強化注意力，在與他人共同遊戲的過程中，有助於增進人

際互動發展。Moore、Cheng、McGrath 和 Powell(2005)使用互動式數位軟體，教導自閉症者從臉部表情

辨別開心、氣憤、難過、害怕四種情緒，研究結果發現，藉由互動式數位軟體的協助，有九成的參與者

能正確辨識四種情緒之表情。 

TAECT 2016

19



2.2 自閉症學童情緒行為適應向度 
   本研究所採用的 Howlin等人(1999)提出的自閉症學童情緒行為適應向度： 

a. 預測情緒：訓練自閉症學生能依照相關情境、希望與信念等層次來進行合理且適切的推論，預測自己

即將產生之情緒，且能預測他人即將產生之情緒。 

b. 以情緒預測行為：訓練自閉症學生在面對他人情緒表現後預先知道對方可能會產生的行動，並進行適

切的回應。 

c. 從行為預測結果：訓練自閉症學生讓自己對行為產生時預先知道後果為何，並能夠進行更為合理的選

擇和修正。 

d. 對選擇的行為負責：讓自閉症兒童理解自己偏好的結果，就能訓練其對此選擇負責並接受，減少後 

續情緒失控的情況。 

2.3 數位社會性課程內容 
   張正芬(2011)以心智理論及與心智情緒教學理論為基礎，實際拍攝一系列真人演出的日常生活情境數

位影片，並發展具備情節與脈絡性的虛擬動畫，以及加上學習策略指引和情緒評量系統，架構出整體性

的數位社會性課程。數位社會性課程內容的編製原則包含螺旋式課程編排方式、情境式的設計、多樣的

選擇及多元的結果、固定流程及規則與活潑性及趣味性。課程特色具有真實錄影與虛擬動畫並用、以學

生日常生活情境及經驗為主、現代數位影音媒體播放之彈性、提供多種行為選擇、明確的行為歸納原則

與回饋模式、及視學生情況調整難易度(張正芬，2012)。目前在初步的實徵研究上已驗證數位社會性課

程對自閉症學童的正向助益(莊彥怡，2014；林迺超、張正芬，2015)。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設計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 Yin(2003)所提出的單一個案研究法做為本研究設計的基礎。個案研究法

主要透過觀察、訪談與文件分析等方法蒐集個案相關資料，幫助解決研究問題。Yin(2003)認為，執行個

案研究法的首要步驟為劃定個案研究的範圍(study context)，再者，擬定個案研究的情境主題(unit of 

analysis)。本研究的個案研究範圍鎖定在某國小五年級的班級，情境主題專注於某一位自閉症學童的情緒

行為適應。 

3.2 研究對象 
   小妮(化名)為國小普通班五年級女生，持有身心障礙自閉症中度手冊。個案的行為特徵為挫折忍受力

極低，遇到壓力即會情緒爆發，哭鬧不休至少半小時以上，並伴隨負向行為，例如:拉扯他人、摔桌椅、

在地上翻滾等。 個案不會主動與人有眼神接觸，且語言表達上，以單向簡單句型為主，對於他人的聲音、

表情動作的覺知相當敏銳，常常聯想到錯誤的情境使自己生氣。此外，個案十分熱愛影片與動畫，最喜

歡看著卡通或親子台的舞蹈節目一起唱跳，平時個案會不斷重複看過之廣告的台詞，並一人分飾多角來

說唱廣告。 

3.3 研究實施 
   本研究利用張正芬等人(2012)的數位社會性課程教學內容進行個案研究。教學課程為期十週，每週兩

節課，共二十節課。在課程內容上，本研究完全使用張正芬等人所發展與設計的教材。個案在學習完

「預測情緒」、「由情緒預測行為」、「由行為預測結果」及「對選擇的行為負責」四大向度後，會接

受數位社會性課程的電腦版評量，以瞭解學習成效。此外，本研究亦使用張正芬等人(2012)設計的情緒

行為檢核表評估個案在教學前後於四大向度的達成率，以佐證電腦版評量結果。本研究另依照自閉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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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學習風格及特殊性，對於學習環境、教學流程以及教學實施時間的固定性和結構性，挑選平日個案

熟悉的學習環境，故以「資源班教室」為教學地點。 

3.4 資料搜集 
   本研究主要利用下列方式搜集所需資料： 

a. 教學記錄(質性)：研究者將每次的教學活動採錄音記錄，並轉謄為逐字稿，作為文字記錄，以利後續

的資料分析。 

b. 訪談資料(質性)：針對個案的導師、家長和同儕分別進行教學前、教學中與教學後各自不同需求和目

的之訪談，藉多位參與者不同立場與不同情境的觀察，使本研究的成果更具效度。訪談大綱為數位社會

性課程中的四大向度。訪談內容透過錄音的方式，轉謄為逐字稿以利後續資料分析。 

c. 檔案文件(量化)：本研究使用張正芬等人(2012)設計的情緒行為檢核表與電腦化測驗搜集個案的學習成

效。情緒行為檢核表為五等量表設計，主要使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的情緒行為達成率。電腦化測驗為學習

者的量化評量資料，儲存於電腦中，此外，本研究另利用情緒行為 ABC觀察紀錄表搜集個案在學校生活

情緒爆發事件數量。前事(A)主要指行為發生之前，個案的週遭環境發生什麼事，行為(B)則具體的指出

個案問題行為發生的情況，後果(C)指行為發生後個案所承接的外來刺激。 

3.5 資料分析 
   在質性資料上，本研究利用潘淑滿(2003)所提出的「概念化的過程」(conceptualized process)來分析資

料，研究者從資料分析中，將一般性觀點逐步發展出具體的概念或主題，進而運用歸納、對照、比較方

式，將分析之概念逐步整合成主軸概念。在量化資料上，利用描述性統計檢驗個案在數位社會性課程中

的學習成效差異性。 

3.6 資料信實度 
   在質性資料上，本研究利用 Patton(2002)的三角驗證法增加質性資料信實度。主要比對檔案文件、訪

談內容與教學紀錄等不同來源資料，檢驗其一致性。此外，本研究的相關訪談內容轉謄為逐字稿後，亦

將交由研究參與者之受訪者確認資料的可靠性。在量化資料上，因本研究為單一個案，無法以因素分析

法考驗張正芬等人(2012)所設計的量表與電腦測驗卷，因此仍延用原作者在工具發展時的信效度。 

4. 研究結果  

4.1 質性資料 
   經由質性資料分析，下列呈現家長、導師與同儕的主軸概念。整體上，三種資料來源皆表達個案在情

緒行為適應上有良好的正向增長(因篇幅限制，不列文字稿)。 

a. 家長部份 

   家長認為數位社會性課程教學後，個案整體情緒行為表現有明顯的進步，包含在家裡對父親和姊姊正

處於何種情緒的情境預測，並且能夠因應父親和姊姊表達出來的情緒行為而產生對應的行為互動。在預

測情緒部分，家長表示現在個案對他人處在什麼情境裡會產生何種情緒都會主動說出來。在由情緒預測

行為部分，家長表示個案這個向度的學習十分有效，現在都知道哪種情緒會產生哪種行為，更難能可貴

的是，對同一個情緒可以產生的行為表達方式也有了多元的認知，不僅以單一的方式表達，其中最大的

進步乃為生氣情緒的表達，除了以往的大吼大叫和肢體攻擊以外，明顯頻率增加多了會請求老師的協助，

和清楚的表達自己正在生氣，或是自己會選擇出去散步走走。在由行為預測結果部分，家長表示現在個

案都十分瞭解自己的行為會帶來哪些後果，例如，個案現在回家後都會主動表示要先完成作業，因為他

知道沒有完成就不能看電腦的影片，而且在一些選擇上會以後果來考量。在對選擇的行為負責部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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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表示個案仍舊會反悔，不過態度上有進步，不會像以前很明顯的在一開始就給人不想遵守選擇之負責，

現在在選擇時，會比較考慮久一點，也能提早拒絕，大概是預測到自己做不到，所以就拒絕，研究者認

為，這也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 

b. 導師部份 

   對整體數位社會性課程教學後，個案情緒行為適應表現，導師給予肯定，並舉出個案進步最多的地方

為午休和彈性課等較為無結構性的課堂時，個案能夠安靜自處，不再像以前慌張或歇斯底里。在預測情

緒部分，導師表示個案現在會說出導師現在正處於哪種情緒，有時候會因一些情境的因素，說出某某某

快生氣了，或是某某某會難過等話，表示個案理解情境脈絡中情緒的部分。在由情緒預測行為部分，導

師表示個案對他人情緒行為預測有顯著的進步。導師若問個案開不開心，個案此時心情不錯時，就會回

應開心，並且以微笑和輕微搖著頭的方式回應導師。而導師覺得本課程有達到一開始討論的目標，即為

個案能夠對害怕和難過的情緒適度的反應，個案現在會以聲音加上一些手部肢體的變化來表達自己難過

或害怕，此外，個案也能以更多元的方式表達同一種情緒，導師認為個案現在表達生氣情緒時，不僅只

會用大吼大叫，更會適時的離開現場一下子來延緩和控制自己的情緒。在由行為預測結果部分，導師深

表讚許，認為個案除了以往被罵知道要乖以外，現在瞭解導師開心時會發生什麼事情，導師心情不好的

時候，個案會適時的詢問導師怎麼了，也知道自己做的行為會有什麼後果，例如：有一次個案在班上發

水果，忘了帶手套，導師提醒他，個案自己表示沒帶手套的話，同學會認為很髒，就不拿了，所以要帶

手套。在對選擇的行為負責部分，導師仍表示不是很瞭解，但有一次個案因請假沒有來學校，隔天居然

在母親的陪同下主動要求完成昨天未完成的掃地工作，且真的執行完畢，令導師十分驚訝。 

c. 同儕部份(篇幅有限，僅例舉一人) 

   同儕胡生認為個案在整體情緒行為表現上進步很多，包含現在比較能夠去看他人的表情，聽完他人說

完整段話，也會用適當的方式回應他人，而胡生最深感特別的地方即為個案比較沒有這麼常生氣了。在

整體預測情緒、由情緒預測行為、由行為預測結果和對選擇的行為負責問題後續評估分析後，理解胡生

對個案最滿意的部分為由情緒預測行為，認為個案現在能夠把喜、怒、哀、懼四情緒的理解和表達做得

很好，而最需要加強的部分為對選擇的行為負責，因為個案在資源班上課時仍會耍賴，沒有在聽到下課

鐘時立刻關掉獎勵的電腦影片。 

   經由以上三方質性資料互相驗證後可發現，在「預測情緒」、「從情緒預測行為」及「從行為預測結

果」方面，該個案在數位社會性課程教學介入後，明顯進步許多，然而，在「對選的行為負責」層面上

仍有加強的空間。 

4.2 量化資料 
   在電腦化測驗中，在預測情緒試題上，21題中答對 19題(答對率 90%)；在由情緒預測行為試題上，

12題全答對(答對率 100%)，在由行為預測結果試題上，9題中答對 7題(答對率 78%)，在對選擇的行為

負責試題上，4題中僅答對 1題(答對率 25%)。表 1與表 2分別列出教學前後在情緒行為檢核測驗及情緒

行為 ABC觀察紀錄上的結果。整體而言，個案在三大向度上都有顯著正向增長，唯獨「對選擇的行為負

責」向度表現較差。此外，個案在校的負向行為亦顯著降低(尤其是攻擊性的行為)。 

表 1 教學前後在情緒行為檢核測驗的結果 

向度 教學前通過率 教學後通過率 差異情形 

預測情緒 50% 100% +50% 
從情緒預測行為 25% 100% +75% 
從行為預測結果 14% 10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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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選擇的行為負責 50% 67% +17% 

表 2 教學前後在情緒行為 ABC觀察紀錄的結果 

項目 教學前三個月內(次) 教學後三個月內(次) 差異情形 

攻擊和破壞行為 

(如槌打物品) 
26 4 -22 

不服從不合作行為 

(如違抗老師命令) 
33 9 -24 

不適當社會行為 

(如公眾掀開衣服) 
21 10 -11 

消極退縮行為 

(如閃避或逃跑) 
5 1 -4 

怪異行為 

(如一直唸戲劇台詞) 
67 49 -18 

自傷行為 

(如反覆抓自己皮膚) 
7 2 -5 

情緒不穩行為 

(如上課大聲尖叫) 
9 3 -6 

   在整體層面上，由上述的質性與量化研究結果可證實電腦數位化教學對於自閉學童的正向影響性

(Hagiwar & Myles, 1999; Moore et al., 2005)以及數位社會性課程對自閉學童的有效性(張正芬等人，2012; 
林迺超、張正芬, 2015)。在細部層面上，不論是質性或是量化資料，個案在「對選擇的行為負責」的學

習成效表現不甚理想，其原因或許可推究於數位社會性課程內容與個案人格特質。因本研究直接採用張

正芬等人所發展的課程內容，或許數位社會性課程本身對於該項的影響性並不大，再者，「對選擇的行

為負責」屬認知層面較高的學習向度，或許個案本身所屬的認知概念在該向度已相當缺伐，本研究所使

用的數位社會性課程能影響的強度有所受限。此外，經由教學前後在情緒行為ABC觀察紀錄的結果可發

現，個案在攻擊行為上明顯降低許多，此結果與莊彥怡(2014)所得到的研究結果相同。 
 

5. 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數位社會性課程對國小自閉症學生其情緒行為適應之影響。經由質性與量化資料結

果發現，在「預測情緒」向度上，數位社會性課程能有效增進國小自閉症學童對愉悅情境的理解及他人

高興情緒的預測，也能對氣憤情境的理解及他人生氣情緒做出預測；在「由情緒預測行為」向度上，數

位社會性課程能有效增進國小自閉症學生對他人的高興情緒之正確解讀，並合理預測他人將產生之高興

的行為，並且能對自身的高興情緒有多元的行為反應；在「從行為預測結果」向度上，能有效增進國小

自閉症學生判斷行為結果和事件後果之好與壞，其中進步最多的為對情緒行為和行為結果(事件後果)之

關聯理解；在「對選擇的行為負責」向度上，成效雖較其它向度差，但仍正向提升國小自閉學童對於好

的情緒行為與不好情緒行為的判斷。最重要的結果在於數位社會性課程能有效降低國小自閉學童在正常

班級上的負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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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甲烷冰的生成及採樣技術」為主題進行能源科普教育知識之轉化，以及互動學習機

制之建置與評估。本研究首先透過故事發想、腳本設計、角色設計、互動設計、動畫製作及立體投影技

術，轉化能源科普教育之內容。並建置「甲烷冰之生成原理與能源轉化之動畫學習系統」，以及「甲烷冰

之知識核心與基礎結構認知立體投影學習系統」。經本研究於選定的國小及高中推廣學習的結果顯示，本

研究所發展的兩個甲烷冰能源科普教育推廣互動學習系統在系統使用與操作上均有其易用性，相對排除

因系統易用性不足而導致影響學習成效的因子。後續將導入 ARCS 動機設計與學習模式評估本研究所發
展系統之學習成效。 

【關鍵詞】甲烷冰、科普教育、情境動畫、立體浮空投影、系統易用性評估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 "Methane Ice formation and mining techniques" as the theme to transfer their 

associated knowledge to general science education based on storytelling, scenario design, character design, 

interaction design, animation and hologram projection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learning systems had been 

developed in this project. The first learning system is called "The Animation Learning System for Methane Ice 

Formation and Energy Transformation". The second learning system is called "The Hologram Projection 

Learning System for the Knowledge Kernel and Structure Recognition of Methane Ice". Two activities were hold 

to invit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learn the science of Methane Ice by using the 

two systems developed in this research.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ability of these two systems are 

very good to both elementary school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 get rid of the obstacle factors that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Methane Ice science learning been affected by unfriendly system design. Further 

learning achievement evaluation based on ARCS learning motivation model will be performed to show the 

affordance of the Methane Ice science learning mechanism proposed in this research. 

Keywords: Methane Ice, General Science Education, Scenario Animation, 3D Hologram Projection, System 

Usabilit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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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世界各國對於數位學習之定義廣泛且不盡相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為美國教育訓練發展學會

（American Society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TD）定義(Rossett, 2002)：「數位學習是學習者應用

數位媒介學習的過程」，這也是全球學者引用最普遍的定義。綜觀而言，許多人往往將數位學習與遠

距學習混淆，認為透過網路或得學習資訊就算是數位學習，事實上，數位學習應是利用各種科技媒

介連結學習資訊，讓學習者無論身處何種環境皆達到學習目標的一種方式。其科技媒介可以是輸出

端的硬體（如電腦、電視）、軟體，網路、廣播等傳播訊息的管道；而學習教材則包括文字、圖像等

各種形式；學習環境則包括但不限定於何處(Gros & Maina, 2015)。 

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以使用者為中心學習情境設計、動畫及立體投影互動技術應用、服務

設計、使用者經驗創造、數位內容媒材設計等方法，轉化綠色能源前瞻科技領域最新研發成果。透

過故事發想、腳本設計、角色設計、互動設計、動畫製作及立體投影技術，轉化能源科普教育之內

容。讓學習者能透過探索(Exploration)、實作(Experiment)、體驗(Experience)、增能(Empowerment)等

未來教室的學習情境，認知綠色能源前瞻科技創新研究成果的基本科技素養。 

 

2. 文獻回顧 
於科普教育推廣的數位學習中，教材與教學活動在數位學習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學

習者有很多時間是透過教材或是教學活動來進行學習，教材與教學活動的設計不僅受學習理論的影

響，而且和介面設計或多媒體設計的理論都有密切的關係(Lancor, 2015)。 

此外，當資訊科技逐漸融入教學之後，教學的型態必然會有重大的轉變(Dexter, Anderson, & 

Becker, 1999)，但若要真正改善教育型態，營造優質資訊教學環境，仍必須導入創新的方法與教材，

才能發揮功效。如何激起學習意願是目前科普教育一個重大的課題。對此，Keller(Keller, 1987)提出

了ARCS理論。ARCS理論讓教師可以快速釐清學生的動機並探討如何激起和延續這樣的動機。在科

普教學中，教室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增進學生學習動機的方法和策略(張靜儀, 2005)。 

本研究導入互動科技的應用，發展引導探索教學為主要的教學方法。本研究使用ARCS方式來

設計學習流程。A是Attention，主要是以圖像化和互動媒介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R是Relevance，讓

每個想要傳授的知識都套上相對應的角色，並透過內化知識讓角色有關聯性。為了吸引學生的注意

力，內容及教學的操作模式簡單易學，藉此建立學生的信心(Confidence)。最後我們藉由滿意度量化

Satisfaction來檢視成效。引導探索教學為一種引導學生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教學方法，是以學生的探究

活動為中心，教師從學習的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認清問題的所在，提出可能的假設，擬定可

行的解決方案，選擇合適的方案，驗證假設並獲致結論，經由問題解決的過程，讓學生體會到探究

的經驗，並在解題的過程中學習到技能。因此引導探索教學是以發現問題為起點，再以此問題進行

探究，並讓學生經由實際的參與，在探索的過程中學得解決問題的技巧。而在整合引導探索教學與

互動科技的應用下，將可提供未來科普教育推廣，更有效且有趣的學習情境與模式 (Anderson & 

Shattuck, 2012)。 

 

3. 研究方法與實驗設計 
本研究以「甲烷冰的生成及採樣技術」為主題，進行科普教育推廣知識之轉化，以及互動學習

系統之建置。其主要的內容為甲烷水合物成生條件及結構說明。首先將以以故事及動畫的製作，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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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甲烷冰的本質與特性。其次。則以角色設計及應用情境設計的方式，利用浮空投影及體感技術讓

學習者融入故事情境，並透過互動遊戲說明甲烷冰的生成原理及條件。而在科普教材的產出上，將

以動畫、3D 立體書、公仔、悅趣化學習遊戲為發展的目標，並導入自造者(Maker)的概念，製作教

學包，讓學習者能透過動手做的過程，加深學習的成效。 

本研究除了從科技部近年來的相關研究成果彙整科普教育的知識體系外，也透過對目前國高中之課

綱進行分析，而整理出科普課程的系統架構，本研究所將以跨領域的思維，整合甲烷冰能源在地球

科學領域在其生成原理、地質特性、以及資源應用的知識核心。另透過地理領域的導入，呈現其在

空間分佈的樣態。也帶入環境領域的能源開發、資源應用及節能減碳議題的整合。而在知識的呈現

與學習上，有別於一般教材的發展，本研究結合藝術與人文領域設計創作，以及公益推廣的思維，

發展具數位化、視覺化、操作性的學習內容。 

而在研究成果的分析上，主要是針對所發展系統的易用性評估測試，將於國小及高中進行應用

推廣後，以下列John Brooke所提出的系統易用性量表(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10個題目，以及其

量表分數之計算公式，為作為驗證的方法，評估所發展系統的易用性，以作為修正雛形同，及規劃

後續推廣活動之參考。 

本研究除了用系統易用性評估量表的回收結果進行基本的統計分析外，也將利用對應的計算方

法，算出每位受訪者對本研究所發展之互動學習系統易用性的綜合評量。並作為不同互動學習系統

之間易用性的比較。 

 
4. 實證研究結果與評估 

本研究主要著重於以「甲烷冰的生成及採樣技術」為主題進行能源科普教育知識之轉化，以及

互動學習機制之建置與評估。就如同圖1所示，本研究在教材設計上有別於傳統教材的發展，主要將

結合藝術與人文領域設計創作，以及科普教育推廣的思維，透過故事內容、場景與角色的設計，發

展具數位化、視覺化、操作性的學習內容。以下就針對本研究所發展的內容與研究之成果進行說明： 

4.1 甲烷冰之生成原理與能源轉化 
本研究於執行中，考量目前甲烷冰的生成及儲存主要在海底，是故創作具民間故事色彩的龍王

及龍宮作為學習故事的設計主軸。利用龍王在海底的故事情境，代表著甲烷冰跟龍王一樣，藏在深

海的地底下。而為呈現甲烷冰的外表所包含的水分子，便創作蝦兵及蟹將的角色。作為水分子的代

表化身。而透過故事描述，帶出甲烷冰的所處環境，生成方式，以及轉化能源的型態。 

依上述規劃，本研究針對研究主題所設記得角色內容如圖1所示： 

 

 
龍王：甲烷冰之化身，蝦兵及蟹將為水分子之化身 

圖 1本研究學習情境之角色設計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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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甲烷冰知識的內涵，以及上述的角色設計與故事的創作，本研究製作一部具故事性之動畫

呈現甲烷冰之生成原理。其主要的教案設計的原則如表2所示： 

 

表 2 

甲烷冰學習動畫教案設計 

教學主題 甲烷冰生成原理 
教學方式 主題動畫展示 
教學認知 從動畫的內容展示甲烷冰的相關知識，學生能了解甲烷冰為何。 
教學情意 由情境動畫為主，讓學生可在不同的教學媒體下，培養學習的樂趣 
教學技能 使學生看完動畫後，能夠對於甲烷冰有所瞭解，並且對於相關知識能有所理解與

闡述 
教學評估 利用系統易用性評估表(SUS)做評估，並規劃後續 ARCS學習問卷調查的內容。 

 

4.2甲烷冰之知識核心與基礎結構認知 
延續「甲烷冰之生成原理與能源轉化」透過故事動畫學習，此部份將以甲烷冰之知識核心與基

礎結構之學習，強化學習者對甲烷冰的認知。而為能呈現甲烷冰多樣態之化學特性，尤其是其冰晶

結構的內涵。本研究發展立體投影技術與內容，結合互動立體投影裝置之應用，讓學者了解甲烷冰

樣態之變化，以及其對應之化學結構變化。本研究與此部份發展的成果，整理如圖2所示： 

針對前述所發展的動畫以及立體投影裝置，本研究配合整合型研究之規劃，分別於台南市大文

國小，以及高雄市岡山農工職業學校進行教學推廣，如圖3及4所示。 

 

   
本研究發展之甲烷冰冰晶結構學習行動終端立體投影裝置 

圖 2甲烷冰之知識核心與基礎結構認知互動立體投影裝置發展成果 

 

  
圖 3高雄市岡山農工職業學校甲烷冰動畫以及

立體投影裝置學習推廣 
圖 4台南市大文國小甲烷冰動畫以及立體投影

裝置學習推廣 
 

推廣過程中，依據現場的觀察，國小生對於傳統式的教育推廣起初興致勃勃，後期就會開始感

到無趣。因課堂上有老師跟課，所以小朋友維持一定的上課秩序，但卻也透過姿體語言，出現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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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再聼"的訊息。但是當課程進行到了遊戲APP、甲烷冰之生成原理與能源轉化之動畫學習與甲烷

冰之知識核心與基礎結構認知立體投影學習時，國小生都瞬間聚精會神聆聽與操作。此觀察結果凸

顯了科普教育創新學習模式，包括悅趣化學習、操作示學習、以及資訊視覺設計的重要性。 

相對的，高中生對於甲烷冰知識內含的教育推廣比較感興趣，因其關聯到能源之生活應用，以

及甲烷冰會學冰晶結構化學知識之學習。而高中生在觀看甲烷冰具故事性之動畫學習甲烷冰之生成

原理與能源轉化後，部分的同學還會問及是否還有延續的第二部動畫影片。由此可知本研究，所製

作的動畫學習有其成效。而於高中推廣活動中則進一步帶入自造者(Maker)操作性學習的概念，讓高

中學生利用賽璐璐透明膠片製作簡易的行動終端立體投影裝置，而後才進行甲烷冰之知識核心與基

礎結構認知立體投影學習的內容。於過程中有部分同學於製作過程中，態度並不十分積極，所以並

未完成觀看內容所需之立體投影裝置。但看到其他同學完成並連結雲端觀看甲烷冰之知識核心與基

礎結構認知的立體投影內容後，便一直詢問是否能將未完成的裝置帶回家繼續完成。而完成的同學

在觀看過程中也會詢問是否有其他數位內容可繼續做學習體驗。 

於整體學習流程完成後，本研究也依據John Brooke所提出的系統易用性量表的問卷，針對國小

及高中學生做甲烷冰之生成原理與能源轉化之動畫學習，以及甲烷冰之知識核心與基礎結構認知立

體投影學習系統之易用性評估。並依所其計算公式算出個問卷之得分，並轉化成非常不好用、很不

好用、不好用、好用、很好用、非常好用等六個等級的分析，其推廣結果轉化之統計圖如圖5示： 

 

  
國小學童甲烷冰科普學習系統易用性評估 高中學生甲烷冰科普學習系統易用性評估 

圖 5國小學童及高中生甲烷冰科普學習系統易用性評估分析圖 

 
若依前述統計圖表的分析將系統區分為好用與不好用兩個分類，在甲烷冰之生成原理與能源轉

化之動畫學習系統上，總計有68％的國小學童認為好用，而有32％認為不好用。而相對於高中學生，

則總計有82％的學生認為好用，而有18％的學生認為不好用。這與研究預期動畫學習較適合國小學

童學習的假設有落差。本研究應該針對目前內容動畫設計的故事腳本與情境做進一步的檢討與分

析。 

而在甲烷冰之知識核心與基礎結構認知立體投影學習系統上，總計有73％的國小學童認為好用，

而有27％認為不好用。而相對於高中學生，則總計有64％的學生認為好用，而有36％的學生認為不

好用。分析高中學生認為不好用的原因應該包括起推廣過程中，導入自造者(Maker)的作法，要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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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行動手做建置的立體投影裝置。而因有些同學並未完成裝置之製作，是故影響其對系統易用性

的評估。然而，整體而言，本研究所發展的兩個甲烷冰科普學習系統在系統使用操作上均有其易用

性，相對排除因系統易用性不足而導致影響學習成效的因子。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任務導向型的科普推廣互動學習系統建置之研究，也是結合能源科技領域及互動科技

跨領域合作的先導研究。其將有助於能源科技領域研究成果的科普推廣與創新加值。研究成果顯示。

透過透過故事發想、腳本設計、角色設計、互動設計、動畫製作及互動科技的導入，除能創新科普

教材的創新發展外，整合引導探索教學與互動科技的應用下，將可提供未來科普教育推廣，更有效

且有趣的學習情境與模式。未來研究則會進一步聚焦於學習成效的評量，也將導入 ARCS 動機設計

與學習模式評估本研究所發展系統之學習成效，亦將針對畫面設計部分設計評估。另也將規劃整合

文創加值的轉換，利用所設計的角色、情境與科普內容，創新科普教育推廣的互動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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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生對於消防災害教育方式之學習滿意度研究 

Research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Satisfaction in Fire 

Disaster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Method 

 

許麗萍、李玫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 

liping@mail.tku.edu.tw、He9960@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學童對於婦宣宣導災害預防的學習滿意程度。以新北市鄧公國小學生研

究對象，研究工具為自編之問卷，有效樣本 58 份。研究結果發現：1.學生最喜歡上課使用實際操作的方

式，最不喜歡使用課本或紙本講義方式。2.有參加過災害的課程的學生對於上課使用實際操方式的喜歡

程度顯著高於沒有參加過消防災害的課程的學生。建議政府單位針對婦宣志工規劃之課程可加強實作方

面的技術或技巧訓練，及建立適時檢視宣導人員使用相關數位教材內容之更新情況。 

 

【關鍵詞】 資訊融入教學、實作教學、消防災害預防、婦女防火宣導、學習滿意度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atisfaction of primary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learning fire disaster education. The total of 58 vali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Dengkong Elementary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The major findings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Students prefer to use hands-on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don’t like to use textbooks or paper handouts. 2. Ther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ands-on 

learning activities between students who have ever and never participated in fire disaster education. Finally, 

suggestions based on findings were presented for the agency which hold the training courses for women fire 

prevention promotion team.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hands-on teaching, fire disaster education, women fire 

prevention promotion team, learning satisfaction 

 

1.前言 

臺灣從 40、50 年代農業型態的土角屋，發展到現在工商社會鋼筋水泥型的集合式住宅大樓，社會居

住型態的演變，政府機關及民眾是否已具備居住安全、意外災害的預防、管理及搶救的危機意識？從法

規面來看，消防法第 5 條(防火教育及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舉辦防火教育及宣導，並由機關、

學校、團體及大眾傳播機構協助推行」可知，政府部門結合人民團體、民間單位、慈善組織等熱心公益

之志工，成立防火宣導組織，實施教育訓練，協助深入社區、家庭進行防火宣導家戶訪視，更與學校攜

手宣導防火教育，從小扎根。 

在「預防重於搶救」的前提下，「內政部消防署」為健全公共安全防災體系、提升緊急救護服務、

積極推動各項消防專業系統與制度、強化消防救災效能，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自 1999 年起，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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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區婦女志工，招募具有熱心公益及服務熱忱的女性，藉助成員溫和、親切特性易貼近民眾的特性，

成立全國性社區婦女防火宣導組織，深入里民執行防火防災宣導工作(汪芃瑜，2013)。 

新北市社區婦女防火宣導隊自成立以來，定期每月於各社區、鄰里針對民眾家中用火、用電、避難

逃生及防震知識進行居家安全訪視，並至機關團體、學校及工廠等辦理防火宣導，將火災預防理念及知

識種子散播於全市每一角落。新北市婦女防火宣導隊目前有 25 個分隊，自 2006 年至 2015 年己完成居

家訪視戶數高達 20 萬戶以上，住宅火災自 2006 年 298 件，下降至 2015 年 34 件，下降比例達 88%(新

北市政府消防局，2016)。 

新北市淡水婦女防火宣導分隊(簡稱淡水婦宣)，現計有 23 位女性擔任婦宣志工，年齡層分佈在 44

歳至 63 歳之間，平均 55 歳。服勤年資從 2 年到 17 年，平均服務年資為 8 年。於 2014 及 2015 年連續

二年蟬聯評比為優等單位，表現優異。本研究以臺灣淡水地區鄧公國小四年級學生，對淡水婦宣在執行

消防及防災宣導時，運用紙本及資訊融入教學等方式(課本、紙本講義、PPT、動畫、影片等教學方式)，

在防災知識學習行為的建構滿意成效辦理研究。 

2.婦宣宣導課程 

新北市淡水婦女防火宣導分隊(簡稱淡水婦宣)，目前有 23 位女性擔任婦宣志工，年齡 44 歳至 63 歳

之間，平均 55 歳。服勤年資 2 到 17 年間，平均年資 8 年。有 18 個人是家管，2 位里長、2 位從商及 1

位公務人員。碩士以上 2 位，大學 3 位，高中職及國中 18 位。 

2.1.宣導課程內容 

防火宣導組織成員之訓練分為基本訓練、專長訓練、常年訓練及其他訓練，由消防局(或授權所屬機

關單位)辦理，除基本訓練課程由內政部消防署(以下簡稱消防署)訂定之外，其餘訓練課程由消防局(或授

權所屬機關單位)自行訂定。 

新北市消防局義消總隊第三大隊淡水社區婦女防火宣導隊 105 年度勤務計劃訓練課程內容包括家庭

逃生計劃、報案技巧、認識火災、居家訪視要領、消防栓操作和養護、公共場所防災逃生、核災安全、

濃煙逃生、住宅環境安全、防颱防災防震要領、緊急急救、認識一氧化碳、水上安全要領、用電安全、

避難逃生要領、認識土石流、CPR 及 AED 急救要領、墓地宣導要領、消防三寶介紹、爆竹煙火施放安

全、滅火器操作與保養、水災和海嘯以及用火安全等項目。 

2.2. 宣導課程實施方法 

宣導課程也是知識傳遞的一種，學生藉由淡水婦宣在各種場合執行宣導的機會，學習建構防火防災

的知識，淡水婦宣應用資訊融入教學及實作教學在宣導防災教育。依婦宣人員教學上課方式計有:課本或

紙本講義方式、電腦 PPT 教學方式(無影片)、PPT 影片投影方式、紙本及資訊融入混合方式及實作方式

等。 

資訊融入教學應用資訊科技多元的方式及快速傳達知識的特性，教師透過電腦軟體程式及網路的運

用，強化教學效果，提昇教學成效。資訊融入教學，主要內容包括意涵、軟體、設計與歷程以及成功的

主要關鍵；如教師營造真實情境讓學生能整合科技內容轉化成為知識(林進材，2015)。資訊融入教學的

方式包括(1)文書軟體(Microsoft Office)、(2)動晝影片、(3)網頁軟體以及(4)互動式電子白板(蕭英勵，20

09；林進材，2015)。電腦簡報展示、電腦輔助教學的軟體應用及網際網路資源的使用這三種方式之難度

較低，教師較常採用(張國恩，2001；陳慧玲，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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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婦宣應用實作教學方式，讓學生從經驗中學習(Learning through experiences)，從實例中學習(L

earning through example)，從實作中學習(Learning through doing)實際去做與教學有關的活動，實作是

學習中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邱貴發，1992；周儒、黃淑芬譯)。 

3.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以婦女防火宣導隊進行宣導之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小 104 學年度下學期四

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問卷內容參考相關文獻及婦宣宣導課程的實施方式編製，採李克特式(Likert type)

6 點量表，由受試者根據對自我的知覺情形針對問題勾選，「非常同意」給 6 分、「同意」給 5 分、「有

點同意」給 4 分、「有點不同意」給 3 分、「不同意」給 2 分、「非常不同意」給 1 分，分數愈高者，

表示滿意度愈高。問卷實施時間為 105 年 3 月 15 及 22 日，總計 58 份，回收率 100%，皆為有效問卷，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85。本研究使用 SPSS 19.0 for Windows 電腦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有效樣本資料

之統計分析，包括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以及獨立樣本 t 檢定。 

4.資料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之對象為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小 104學年度下學期四年級之 58位學生為研究對象，男 25位(4

3.1%)，女性 33 位(56.9%)。曾經上過消防知識課的學生有 46 位(85.2%)，沒有上過的有 8 位(14.8%)。學

生對於消防災害課程的瞭解程度平均數為 5.09 分，最喜歡上課使用實際操作的方式，最不喜歡上課使用

課本或紙本講義方式(詳表 1)。 

表 1 

各題項平均數摘要表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瞭解消防災害課程程度 5.09 1.03 

喜歡上課使用課本或紙本講義方式 4.59 1.33 

喜歡上課使用電腦 PPT 教學教導方式 5.29 .94 

喜歡上課使用影片教學方式 5.29 .92 

喜歡上課使用課本、紙本講義方式及 PPT 教學或影

片投影混合 
5.00 1.14 

喜歡上課使用實際操作的方式 5.52 .84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性別之差異情形發現，不同性別學生瞭解消防災害課程程度及各種上課

方式無顯著差異。然而，繼續考驗有參加過和沒有參加過消防災害的課程的學生對於上課使用實際操作

的方式時發現，兩組對於喜歡上課使用實際操作的方式的平均數各為 5.75與 4.88，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未達顯著(F=.32，p=.57>.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沒有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直與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達顯著，表示兩組學生對於喜歡上課使用實際操作的方式有顯著差異

(t(52)=-2.31，p=.03<.05)(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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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參加消防災害的課程經驗之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題項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瞭解消防災害課程程度 .11 .74 
有 5.16 1.02 

-.38 50 .71 
沒有 5.00 1.00 

喜歡上課使用課本或紙本講

義方式 
.06 .81 

有 4.59 1.34 
.07 52 .94 

沒有 4.62 1.41 

喜歡上課使用電腦 PPT 教學

教導方式 
.12 .73 

有 5.35 .948 
-.61 52 .55 

沒有 5.13 .991 

喜歡上課使用影片教學方式 .55 .46 
有 5.39 .86 

-1.18 52 .24 
沒有 5.00 .93 

喜歡上課使用課本、紙本講義

方式及 PPT 教學或影片投影

混合 

.17 .68 

有 4.89 1.16 

1.10 52 .28 沒有 5.38 1.06 

喜歡上課使用實際操作的方

式 
.32 .57 

有 5.75 .50 
-2.31 52 .03

*
 

沒有 4.88 .99 

*p<.05 

5.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學生對於婦宣宣導防災教育教學方法的看法，最喜歡使用實際操作的方式、其次是使用影片教學方

式與電腦 PPT 教學教導方式、接下來是使用課本、紙本講義方式及 PPT 教學或影片投影混合，最後是

使用課本或紙本講義方式。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喜歡實作教學的程度高於使用影片教學方式，因此，從

學習動機來看，採用實作教學，從學習金字塔光聽結束後只記得 5%、視聽可記得 10%、示範 30%、討

論 50%、做中學 75%、教別人 90%。由學生自己動手操作，有助於學生的理解及實際應用，即時性運用

到日常生活中，發揮防災教育的效果成效。 

學生是否曾經參加消防災害的課程對於「喜歡上課使用實際操作的方式」的同意程度有顯著差異，

可知參與過宣導課程的學生和沒有參與過的學生在感受方面有顯著的差異，表示參加過的學生才能體會

實作學習方式帶來的學習效果。 

5.2. 建議 

婦宣志工長期向小學生宣導消防防災的知識，在人力、時間及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在本研究中了解

以學校的實作是可發揮最大的效果，故當在課堂上講授消防的知識外，適時加入實作項目的操作，其效

果更佳。尤其婦女宣導隊的志工群之背景及學經歷不同，建議在對婦宣人員執行專訓時，可採淺顯易懂

的教學方式，強調實作方面的技術或技巧訓練，以達到婦宣志工執行宣導時的專業度。 

除了實作教學，學生喜歡使用影片教學方式與電腦 PPT 教學教導方式，這也是婦宣志工最常使用的

資訊融入教學方法。由於目前尚未建立適時檢視宣導人員使用相關數位教材內容之更新情況，為了避免

執行宣導時產生資訊落差情況，建議制定相關的宣導上課數位教材更新檢視機制及制度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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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境式教學策略對國小學童新興科技學習成效之初探---以「微藻生質

能源」為例 

Expl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Emer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en Elementary Students Learning through Different Situated Teaching 

Strategies --- Take Micro-Algal Biofuel as an Example 

 

邱進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研究所 

jamin.chiu@msa.hinet.net 

 

盧玉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yllu@tea.ntue.edu.tw 

 

【摘要】本研究以微藻生質能為題材，利用不同的情境式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童科學概念與論證能力，

並比較其成效差異。研究採前後測準實驗設計，研究對象為臺北市某國小五年級兩班共 40 位學生，一班

進行「情境式簡報講述教學」與另一班進行「情境式數位遊戲教學」，評量工具為經信、效度檢測的「科

學概念與論證能力」測驗。結果顯示：(一)兩組教學策略均可顯著提升學童「科學概念」的學習成效；

但兩者間成效無顯著差異；(二)接受情境式簡報講述教學學童「論證能力」的表現較佳。因此建議無先

備知識且短時程教學時，兩種策略均可用於提升概念學習，而培養論證能力，則採情境式簡報講述的學

習較佳。 

【關鍵詞】情境式簡報講述教學、情境式數位遊戲教學、科學概念、論證能力、微藻生質能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scientific concepts and argumentation ability of 

children relating to Micro-Algal Biofuel by using different situated teaching strategies—one is situated 

PowerPoint didactic teaching, the other is situated computer game teaching. A pre-posttest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used. The participants were forty 5th graders. The evaluation instruments have been proven with 

adequat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findings are (1) Both two strategie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children’s 

scientific concepts, but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2) Students receive PowerPoint didactic teaching 

have better argumentation ability; (3)For short courses and for students with less prior knowledge about the 

learning topics, the situated PowerPoint didactic teaching is more suitable for promoting students' learning of 

argumentation skills. 

Keywords: Situated Didactic Teaching Strategy, Situated Computer Game Teaching Strategy, Scientific 

Concepts, Argumentation Ability, Micro-Algal Biofuel. 

 

1. 研究主題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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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 e 化時代知識暴漲，學童獲得資訊的途徑多元且紛雜，若能妥善地將生活所接受資訊串聯到學

校學科，再經學童自身的記憶回想，內化成個人的學習經驗，應可獲得較佳的學習成效。科技是人類科

學發展的成果，也是人們為了解決問題，所發展出來的成果。新興科技更是當前專家或科學家們努力的

方向，以新興科技為題材，貼近學習者的生活，讓學習者理解科學發展的進程，及人們當前所陎臨的問

題，應會有助學生對新興科技的了解。於是本研究希望藉由微藻生質能源這項新興科技為題材，來初探

國小學童接受不同情境教學策略的學習成效。 

當學生先備知識不足，陎對陌生的學習時，需藉由外在的情境，以降低因學習所產生的認知負荷，

國外學者曾提出將真實世界中的活動發展成教學，可以達成情境學習的目標(Winn, 1993)，也有學者認為

電腦及網路多媒體可建構一個虛擬接近真實界的情境，藉由情境式數位遊戲的學習，可讓學童可以獲得

更佳的學習成效(Harley, 1993)，情境學習的真實情境是指 1.真實的工作環境；2.高度真實、虛擬或類似

的工作環境；3.錨式情境脈絡的環境(McLellan，1996）。雖然以授課者為主導的講述式教學，學習者較

無法掌控學習自主權，但礙於教育環境的其他考量，仍為主要的授課方式，但若能在教材中加入合適的

情境因素，是否能同樣地降低認知負荷進而提高學習成效，正是研究者想要探討的課題。 

國內學者的研究發現，在論證式教學的學習過程中，學生可以透過對科學語言的使用來增進對概念

的了解與使用(黃翎斐、胡瑞萍，2006)。國外學者(Nussbaum, 2002)認為「一位具有科學素養的公民才能

負起社會責任，針對爭議提出意見，並透過溝通、協調等論證過程解決問題，才能有效、積極的參與社

會活動。」由此可知，科學論證能力的學習同時也與科學學習息息相關，是以本研究同時探討科學論證

能力的影響。 

綜合上述可知，教師若選擇新興科技為題材教學時，運用不同的情境式教學策略，是否有不同的學

習成效應是值得探討。故本研究以「微藻生質能源」為學習內容，比較「簡報講述式教學」及「數位遊

戲教學」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期能以此研究提升學童的新興科技科學概念及論證能力。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前後測準實驗設計以不同的情境式教學策略自行研發媒材進行教學，簡報講述式學習組：

第 1,2 節課，教師以講述教學方式進行情境式簡報教學，第 3 節則以情境講述式進行論證教學；數位遊

戲學習組：第 1,2 節課，學童登入「遊易邦」數位遊戲系統，進行情境式數位遊戲學習，第 3 節則由授

課教師以情境講述式進行論證教學。研究之虛無假設為 H0：簡報講述學習組與數位遊戲學習組，其學習

成效無顯著差異。設顯著水準為.05。 

 

     表 1 

     實驗設計表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簡報講述學習組 O1 X1 O2 

數位遊戲學習組 O3 X2 O4 

 

各代號的意義說明如下：X1：簡報講述學習組實施情境式簡報講述教學。X2：數位遊戲學習組實施

情境式數位遊戲教學。O1、O3：表示實驗處理前科學概念與論證能力測驗的成績。 O2、O4：表示實驗

處理後科學概念與論證能力測驗的成績。 

2.2. 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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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教材以「微藻的認識」、「微藻的培育」、「微藻的處理」、「微藻的應用」等四個向度

為主，研究者再自編成具有高度真實、虛擬或類似與學童真實生活連結的學習環境的故事情境，最後再

分別編製成教學簡報及互動式數位遊戲，另外再根據 Osborne 等人  (Osborne, Erduran, Simon & 

Monk,2001) 依 Toulmin 所提對論證的架構為基礎，包含主張、證據、論述、理論、反證等向度製作成

論證簡報教材。二組教學的材料內容相同，惟簡報講述學習組是以簡報講述的方式進行教學，數位遊戲

教學組的學童則是在「遊易邦」數位遊戲上進行自主且互動式學習，二組均於第三節下課前 10 分鐘，再

輔以數位精熟學習教材「逗豆芽」，讓學童進行科學概念的精熟。 

2.3. 評量工具 

本研究的評量工具是由三位在職教師及一位科教碩士生，共同設計新能源議題與課題的評量題，根

據「微藻生質能源」科學概念，依雙向細目表編製 20題「微藻生質能源」的「科學概念」試題；論證部

份，則依 Toulmin 論證模式為基礎，採國小課程相關的「空氣與燃燒」為主題，編擬 5 題「論證能力」

試題。邀請執行科技部「微藻生質能源」計畫的領域專家三位給予專家審查，依審查意見修正，討論修

正後完成，使其具有內容效度以符合本研究需要，評量試卷並經 115位學生預試，得信度分析 KR20為.747。 

2.4.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瞭解學生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在「微藻生質能源」的科學概念及論證學習成效，以臺北

市某國小五年級二個班級每班各 20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一班為簡報講述學習組，另一班為數位遊戲

學習組，為便利取樣。為減少變異因子，研究過程中，皆未向學生標識實驗處理。 

2.5. 資料分析與處理 

主要為量的研究法，依據蒐集的「科學概念與論證能力」測驗前後測資料，以 SPSS 進行簡報講述學

習組與數位遊戲學習組前後測的 t檢定分析及共變數分析。 

3. 研究結果及討論 

研究者先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 2 組的「科學概念」及「論證能力」測驗前後測成績；再以前測

為共變數，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比較兩組「科學概念」及「論證能力」後測成績，共變

數分析步驟為 a.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b.共變數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3.1.「科學概念」成對樣本 t 檢定 

兩組的「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摘要如表 2 所示， 

 表 2 

 國小學童在「科學概念」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前測 後測 
t 值 自由度 顯著性(雙尾)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簡報講述學習組 9.50 3.02 14.65 2.37 -8.08 19 <.000
***
 

數位遊戲學習組 9.80 2.97 14.70 3.08 -7.42 19 <.000
***
 

*p<.05,**p<.01,***p<.000      

 

二組 t 檢定 p 值均小於.000***，顯示兩組前後測的表現均達顯著差異，表示二組學童經過教學後，

科學概念測驗成績明顯優於測驗前。 

3.2.「科學概念」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科學概念」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果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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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小學童在「科學概念」講述學習組與數位遊戲學習組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果摘要表 

來源 型 III 帄方和 df 帄均帄方和 F 顯著性 

組別 * 概念前測 2.810 1 2.810 .471 .497 

誤差 214.860 36 5.968   

 

由表 3中可知，二組同質性檢定的 F 值=.471，p值=.497>.05，未達顯著標準，接受虛無假設，表示

兩組迴歸線的斜率相同，共變項（前測分數）與依變項（後測分數）間的關係不會因為自變項各處理水

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符合共變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假定，可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其結果如表 4所示： 

 

表 4 

國小學童在「科學概念」講述學習組與數位遊戲學習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來源 型 III 帄方和 df 帄均帄方和 F 顯著性 

共變量(概念前測) 69.080 1 69.080 11.742 .002 

組間 .072 1 .072 .012 .912 

組內(誤差) 217.670 37 5.883   

總數 8901.000 40    

 

由表 4中得知，講述學習組與數位遊戲學習組組間因子的 F值=.012，p值=.912>.05，顯示兩組在「科

學概念」上的學習成效無顯著差異。 

3.3.「論證能力」成對樣本 t 檢定 

兩組在論證能力方陎的「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5所示： 

 

 表 5 

 國小學童在「論證能力」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前測 後測 
t 值 自由度 顯著性(雙尾)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簡報講述學習組 2.10 1.41 3.2 1.11 -2.98 19 .008<0.01
**
 

數位遊戲學習組 2.25 0.97 2.55 1.05 -1.10 19 .285 
*p<.05,**p<.01,***p<.000        

 

由表 5中得知，簡報講述學習組的 t 檢定 p 值=.008 <.01**，顯示該組前後測達顯著差異；數位遊戲

學習組的 t 檢定 p 值=.285>.05，顯示該組前後測無顯著差異，表示簡報講學習組學童經過教學後，論證

能力成績明顯優於測驗前。 

3.4.「論證能力」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論證能力」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國小學童在「論證能力」講述學習組與數位遊戲學習組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果摘要表 

來源 型 III 帄方和 df 帄均帄方和 F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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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 論證前測 .366 1 .366 .313 .579 

誤差 42.037 36 1.168   

 

由二組同質性檢定 F值為.313，p值為.579>.05，未達顯著標準，符合共變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假定，

可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國小學童在「論證能力」講述學習組與數位遊戲學習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來源 型 III 帄方和 df 帄均帄方和 F 顯著性 

共變量(論證前測) 1.747 1 1.747 1.524 .225 

組間 4.559 1 4.559 3.978 .053 

組內(誤差) 42.403 37 1.146   

總數 379.000 40    

 

由表 7 中得知，組間因子 F 值=3.978，p 值 =.053>.05)，顯示「論證能力」上，兩組學習成效上無

顯著差異。 

3.5. 答題分析 

由學生答題資料顯示，第 1、2、3 題屬微藻認識向度，二組學童教學前對於微藻並不熟悉，推測學

童經情境式教學後，因故事情境提高學習興趣，同時也降低了原先的認知負荷，所以後測結果有高答對

率的表現，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第 7 及 10題微藻認識向度的題目中呈現最高的進步題數。另外，「講述

學習組」在第 14 題及第 16題等布盧姆認知目標的知識型試題，後測時有 19名以上的學童答對，且進步

量也很高，推測該組學童對於不具先備知識的課程，經過教師的提示教學後，對微藻概念已有了確認與

回憶，因而有較好的表現。 

研究者比較兩組後測進步情形時發現，「數位遊戲組」在第 5、9、17 題的進步量高於「講述學習組」，

這 3 題同屬布盧姆認知目標的理解試題，反觀「講述學習組」僅在第 8 題高於「數位遊戲組」，推測學

童於學習時，因為數位遊戲學習需主動學習的特性，較易激發其思考，而能將知識概念進行推論、比較

及解釋，所以在理解題型上有較好的表現。 

第 18、19題試題內容較長且包含較多學童可能不懂的名詞，例如轉酯化作用，較類似科學閱讀題型，

研究者發現「數位遊戲組」在第 18，19 題中，不論進步量或後測答對的學童人數均較「講述學習組」優，

推測「數位遊戲組」具互動學習機制，讓學童陎對長篇難理解的內容時，可停頓思考，且系統有時更需

學習者按鍵回饋，因而增加學童學習樂趣，因而有較佳的表現。 

在「論證能力」測驗題方陎，「講述學習組」除第 2 題「證據」向度的題型外，進步題數方陎均高

於「數位遊戲組」，「講述學習組」因有教師講述說明，學童對於論證活動的進行，有較清楚的認識，

但由於學童尚未學習空氣與燃燒單元，對於相關科學概念還不是很熟悉，所以在「證據」向度的表現較

不佳。 

3.6. 研究討論 

研究結果發現，兩種策略均能提升學童的學習成效，但兩策略間沒有熟優熟劣的結果。依研究者課

室觀察發現，「講述學習組」於授課時，較專注教師重點提示而增加精熟，反觀「數位遊戲組」雖有自

主自學特點，卻無教師提綱契領，故不像「講述學習組」在知識型試題有較高答對題數表現，但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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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試題卻有較佳表現，同樣情形在「論證」學習上也類似，兩組均是首次接受論證教學且屬短時間教學，

「講述學習組」因而較能理解論證架構，後測成績也顯示「講述學習組」效果較佳。研究者也發現，「數

位遊戲組」在學習過程中，較急於完成遊戲，反而無法專注於課程重點。「數位遊戲組」屬自學式學習，

須閱讀遊戲上的文字敍述，不像「講述學習組」的學童是由教師講述，所以在科學閱讀的表現上優於講

述學習組。 

3.7. 結論 

總結本研究結果與討論可歸納為以下的結論： 

3.7.1. 講述式與數位遊戲策略均可顯著提升學童「科學概念」的學習成效；但兩者間成效無顯著差異 

經過不同策略教學後，兩組間無顯著差異，但兩組在科學概念前後測的表現均達顯著差異，表示教

師，若能在教學時選用適合的情境以增進學生學習的興趣，學童的學習成效有顯著進步。 

3.7.2. 針對不熟悉的課題以情境式講述式策略較能提升學童的知識型「科學概念」的學習成效，數位遊

戲策略較能提升學童的理解型「科學概念」與「科學閱讀」的學習成效 

對於無先備知識的課題，透過情境式的講述教學，重點提示增加學習熟悉度，較能提升知識型學習

效果；透過數位遊戲教學，互動自主的學習方式較能提升學童理解型學習與科學閱讀的學習效果。 

3.7.3. 短時程的教學以情境式講述式策略學童「論證能力」的表現較佳 

分析兩組在論證能力測驗部分的後測成績，發現並沒有顯著差異。但於短時程教學時，若以情境式

的講述教學，學習成效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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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教學現場的行動研究 

--教學者對網路學習曲線的觀察與省思 

宗靜萍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大眾傳播系助理教授 

ping@ouk.edu.tw 

【摘要】 

科技快速發展，網路已成為最受歡迎的遠距教學媒體。網路教學與傳統教學最大的差別是，學習

者每次登入網路課程平台時均會留下學習紀錄。對於身處異時、異地的網路教學與學習者而言，

課程平台中的學習紀錄，是教學者了解學習者網路學習行為的重要依據。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為了

解遠距學習者網路課程的學習行為，從 104學年度起，紀錄並分析每一位學習者網路課程的學習

行為，進而繪製出學習者個別化的網路學習曲線。本研究是從教學者的網路教學現場進行行動研

究，以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選修「傳播心理學」與「網路傳播」二門網路課程的 104位遠距學習

者為參與研究的對象，透過網路學習曲線觀察並分析其學習行為。研究發現: 1.網路學習行為有

性別差異；2.網路學習者常見的課程學習行為是，在同一時間內相繼打開數個課程視窗閱讀不同

單元課程；3.網路學習者課程閱讀時間，常超出課程表定時間。身為網路教學者的省思為：網路

學習曲線的產生是由學習者每次登錄課程後逐次累積而繪製出的曲線，是每位學習者學習過程的

縮影，更是教學者課程設計及學習成效評量的重要依據。尤其對授予學位的高等教育機構而言，

學習行為涉及學術價值與學習倫理的層面，未來教學者應將個別化學習曲線所提供的數據意義化

外，更應思考如何將課程設計及學習成效評量與學習曲線相結合，建構出網路課程的專屬模式。 

【關鍵詞】行動研究；網路學習；學習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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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一）研究動機 

    拜科技之賜網路教學者可以從網路課程平台的學習紀錄中，了解網路學習者的學習行為。尤

其是非同步網路課程的進行，教學者經由學習紀錄中了解學習者課程閱讀時間的長短、頻率的多

寡，習慣何時閱讀課程、是依課程進度學習或集中在某一時間大量閱讀多堂課程等行為，對於與

學習者身處異地的非同步網路教學者而言，課程平台提供的學習紀錄是了解學習者學習行為非常

重要的來源。學習是個複雜的行為，影響的因素眾多。但教學者在了解這些來自於課程平台的學

習記錄後，如何將這些與學習行為有關的統計資料，運用在課程設計與學習成效評量上，讓教與

學更有效率、更緊密結合。Marton（1998）認為最基本的學習方式，是可以透過觀察而獲得的。

就像科學家，透過一個科學的方法去觀察科學現象；律師經由一個與司法有關的方式，了解問題

的適法性；以及醫生經由各種儀器如 X光機等，才能深入了解病人的種種情況。Wang （2003）

針對網路學習的研究指出，網路學習除了形成一個能不斷創造有用的新議題，藉以吸引更多學習

者參與外，教學者更應投入行動研究，深入發現網路學習問題，隨時給予適當的引導。 

    在教學的過程中，不論是傳統的面對面教學或是透過媒體的遠距教學，教學者在進行課程設

計時，均需依照教學目標去設計學習目標，並選擇適合的作業類型或學習活動，藉以評量學習者

參與學習活動後，達成學習目標的程度。學習行為事涉教學目標的設定、學習目標達成及如何進

行學習評量三個不同的層面，彼此影響相互關連。本研究從行動研究的角度切入，將身為網路教

學者對教學現場的觀察與省思進行研究，試圖解析由學習紀錄繪製而成的學習曲線所呈現的學習

行為，進而思考如何從學習行為出發，發現能改變網路學習者網路課程學習態度與學習策略有效

之方法。         

（二）研究目的 

1.了解學習者網路課程的學習行為。 

 2.歸納學習者網路學習行為的樣態。 

3.重新思考如何改變網路學習態度及發現有效的學習策略。 

（三）名詞釋義 

1.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行動研究是由魯溫（K.Lewin）首先創用，教育學者陳伯璋認為，行動研究法是研究和行動結 

  合的一種研究方法；即情境的參與者（如教師）基於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與專家、學者或組 

織中的成員共同合作，將問題發展成研究主題，進行有系統的研究，講求實際問題解決的一 

  種研究方法。本研究者即為教學情境的行動者，透過觀察及反思的過程，希望能聚焦於學習曲 

  線上所觀察到的網路學習行為，進而思考如何應用在課程設計及學習成效評量上，以解決現存 

  學習行為中所觀察到的現象與問題。 

2.學習曲線（learning curve） 

本研究是指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網路課程平台中的「學習時數統計」。該資料產生的方式為，學

習者每登錄一次網路課程平台，就會留下一次學習記錄。記錄中會顯示每次登入、登出及停留

的時間，系統會根據登入、登出及停留的時間，自動繪製出學習者個別化的「學習曲線」，本

研究運用此「學習曲線」了解、分析及歸納學習者的網路課程學習行為。 

3.網路學習（web – based learning） 

  本研究是指 104學年度第 1學期選修「傳播心理學」與「網路傳播」二門網路課程的 104 

  位學習者網路課程的學習行為。 

二、文獻探討 
（一）為什麼需要了解學習者的網路學習行為 

    傳統的面對面授課方式，教學與學習活動同時在教室內進行，教學者無須經由任何工具輔助，

即能近距離觀察及了解學習者的學習行為。但當教學現場由教室轉變成網路時，教學與學習活動

不再同時在教室中進行，教學者需要藉由電腦與網路科技的協助，才能觀察及了解學習者的學習

行為。因此，在提升及重視學習成效的前提下，無論是傳統或網路教學，教學者首要之務就是要

能了解及掌握學習者的學習行為，唯有如此才能讓教學及學習活動的進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正式學制中，尤其是授予文憑的高等教育機構，教學者在課程進行之初，就需先透過機

構的公告系統，布告欄或官網公布每門課的授課大綱，教學者在其中除載明學習者應盡的義務

及透過學習預期能夠獲得的知識、技能等學習目標外，為了確保透過學習行為能達到學習目標，

教學者會設計各種短、中，長期的評量了解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試想如果學習者對自己學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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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等閒視之，無法依照授課大綱進行學習，或是以便宜行事的態度敷衍教學者，在網路教學中，

教學者無法藉由「雙眼」觀察學習者的各種行為，甚至因為資訊不足或錯誤無法確實了解學習

者的課程學習行為，自然無法達到課程設計之初的教學與學習目標。 

    Hagel 與 Armstrong(1996)認為網路學習環境與傳統在教室中的學習環境，差別在於網路

學習環境可以透過系統設計與學習者進行互動，進而得知其個別學習需求。學習者亦可以選擇

符合個人化的學習環境；由系統主動通知學習者相關即時的訊息。 

    在過去研究中，教學者多半採用學習成就測驗推估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忽略學習歷程的檢視

（邱英芳，2012），學習歷程在網路課程平台技術成熟的今日，教學者只要藉由課程平台中的「學

習統計時數」，即可清楚地了解個別學習者的學習歷程，其提供的資訊遠多於教學者「雙眼」觀

察所得。 

    為了瞭解學習成效，Kirkpatrik（2006）提出層次化的評鑑模型，將評鑑分為四個等級，等

級越高表示評鑑得越深入，如下圖。在第一個等級的評鑑是：評估學習者對於學習產生的反應。

例如：學習者是否喜歡學習的內容，或是否完成學習；第二個等級的評鑑是：評估學習者是否已

學到某些內容，例如：各類型的知識與技能。第二個等級的評鑑與第一個等級的評鑑差異在於，

第一個等級的評鑑中，學習者表示非常喜愛學習的內容，但無法證明學習者真正學得相關知識與

技能。本研究中關注的學習行為僅停留在第一、二個等級，強調學習者是否完成該學習的部分。

如果學習行為未完成，其他部分的評鑑都是不切實際。 

 

Kirkpatrik層次化的評鑑模型 

    

    評鑑的級別        評鑑的重點          評鑑的標的 

 

    第四級              結 果        學習成效對於機構產生的影響 

 

    第三級              表 現        學習者運用學習所得的成效 

     

    第二級              學 習        學習者得到那些知識 

 

    第一級              反 應        學習者對學學習的反應 

    

 

（二）學習行為與學習品質有關 

 

     網路學習具有無遠弗屆及無所不在的便利性，深受學習者的喜愛，但其學習品質與成效也

經常引起廣泛討論。由於成人學習者大多是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進行學習，課程設計雖然能完全

由學習者自行設定收看時間，遇到較困難的部分能反覆學習、但學習過程中的學習品質是很難量

化與觀察的。 

   大衛·申克（David Shenk）在《資訊超載:數位世界的綠色主張（data smog）》一書中提 

到:「資訊，一度既稀有又像魚子醬般的珍貴，現在則是既豐富又像馬鈴薯般的被認為理所當然。」

魚子醬是屬於富人的，馬鈴薯是留給窮人的（林宜靜、陳美岑譯，1998）。但曾幾何時網路科技

普及後，網路學習的便利性已成為成人遠距學習者的首選，當網路課程資源俯首即是時，好處是

學習者擁有快速又大量的學習資源，缺點是不再珍惜這些教學者精心設計製作的網路課程，學習

行為不再有紀律。更甚者是，網路學習者看中的是學習的便利性，忽略網路學習需要更大的自主

性。舉例來說大多數的人，在上網蒐集資料或撰寫報告時，不曾計算過透過滑鼠或觸控螢幕進行

「複製、貼上」動作的頻率及次數？其發生的機率就像看電視使用遙控器一般，多到無法記憶及

細數，甚至不認為這樣的動作有何不妥？但如果這樣的行為發生在網路學習上，學習者在登陸網

路課程平台後，以「複製、貼上」的動作在同一時間內連續開啟數個課程視窗閱讀課程，這樣的

課程學習行為絕對是教學者所不樂見，甚至擔憂。因為這種網路課程的學習行為，學習者不但沒

有學習動機，事實上也未進行學習，更談不上學習品質。在大多數情況下，學習者是在潛意識中

決定是做這些行為，這是各種情境力量作用的結果，教學者很難察覺到這些力量的存在

(Konnikova,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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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確保數位學習的品質，認證機制應運而生。大抵分為：教育認可（accreditation）與品

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兩種，希望藉此保障數位學習水準。而在網路課程多於過江之鯽

時，教學者及授予學位文憑、提供證明文件的機構，亦應思考如何建立品質保證機制。 

    英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簡稱 QAA）

每四年對英國所有公立大學進行教學品質評鑑。鑒於數位學習在高等教育蓬勃發展，QAA訂定遠

距教育認證規範<遠距學習品質保證指南 （Guidelines on the Quality Assurance of Distance 

Learning）>，包含六部分：（1）系統設計；（2）建立課程設計、批准與檢查的學術標準和品質

要求；（3）課程傳遞管理的品質保證和標準；（4）學生發展與支持；（5）學生交流和表達；（6）

學生評鑑。共二十餘個規準（precepts）與數十個概要指引（outline guidance），希望藉由這

些規範確保遠距學習的品質（王梅玲，2012）。 

（三）學習品質關乎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的是高低，是所有與教學事件有關的人都會關注的焦點。甚至被認為是教學或學

習的核心所在。學習成效的評量分為主觀及客觀二個面向，主觀的評量為學習者對學習的滿意程

度，客觀的評量為透過各種評量的工具評量學習者的學習表現（Motiwalla & Tello, 2000）。 

    歐盟對「學習成效」的定義為：「學習者在經過一段學習過程後，學到什麼、了解什麼，以

及能夠做什麼的描述」（Learning outcomes are statements of what a learner is expected to 

know, understand and/or be able to do at the end of a period of learning.）。成效（outcome）

的重點不在於學生的學業成績，而在學習歷程結束後學生真正獲得的能力。King和 Evans（1991）

指出，「成效為本教育」促使傳統上重視學科內容學習的課程發展方式，轉變為重視學生行為與

能力增長的課程發展方式（楊瑩，2011）。      

    學習成效被歸納成三種類型，包括知識成效、技術成效及態度成效。知識成效是指學生學習

後知道某知識之程度；技術成效是指學習後能做什麼；而態度成效則是看學生學習後對欲做之事

的企圖心或做人處事的態度。這三種類型中，態度是最難評估與教導的，也是學生學習成效中最

需努力的部分（黃淑玲，2013）。本研究中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即是，成人網路學習者的特性是具

有強烈的學習動機及自主性，加上「態度」是隱性的難以觀察，通常需要透過量表才能推估，因

此研究者希望經由「網路學習曲線」加以了解。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質性教師行動研究之研究法，以「傳播心理學」及「網路傳播」課程為研究情境，

選修該課程的學生為研究參與者，聚焦於網路課程的學習行為。透過網路課程平台中的「閱讀時

數統計」的功能分析網路學習者的學習次數、頻率、停留時間、是否同時間閱讀不同單元等學習

行為，以及教學研究者的自我反思與批判，進而探究以「網路學習曲線」建構「網路學習品質」

之教育價值及可行的因應策略。 

（一）研究設計 

    教學者教學行動研究是教學者以研究者與行動者的雙重身份，視學習者為研究的共同參與者，

藉由分析學習者對教學行動的回饋，以及學習者的學習歷程資料，針對自身的教學行動進行自我

反思與批判，化理論為實務，以建立符合其教學情境的實踐知識（Arhar, Holly,& Kasten, 2001; 

McNiff, 2002）。 

    Mckerman（1991）指出行動研究的理念有三個主要基本理念：第一、經歷真實情境的人，是

最好研究與探索的人。第二、人類行為深受其所發生之真實情境影響。第三、質的參與觀察者將

自我的感覺、對環境敘述，和個人的主觀價值列為首要研究。本研究因為是教學現場的研究， 

在教育情境中，主要的行動者即為教師，因此採用行動研究法，詮釋其所見之現象。 

  行動研究需系統化監督資料，對行動做真實可靠的描述並加以詮釋，以新的方法表徵研究。 

最後，能檢證行動研究成果並公開發表行動研究成果（McNiff, Lomax & Whitehead, 1996）。

因此，本研究透過網路課程平台中「閱讀時數統計」的功能，由學習系統中自動繪出每位成人網

路學習者專屬之「學習曲線」，針對此「學習曲線」研究其網路課程學習行為。 

（二）研究對象及研究進行時程 

    本研究透過高空大網路課程平台中的「學習時數統計」功能，統計並分析 104-1學期選修

「傳播心理學」及「網路傳播」二門網路課程的 104位學習者之「學習時數統計」，網路平台會

自動建構出每位網路學習者專屬之「學習曲線」，針對此「學習曲線」教學者能夠觀察及分析成

人學習者網路課程的學習行為。研究進行的時間從 104-1學期開始至學期結束。 

 （三）以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為對象進行研究的原因 

     研究者任教於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教學型態以網路課程為主。成人網路學習者較一般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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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具有強烈的學習動機及自主性，但在教學者看不見的另一端，學習者的自律與學習品質，一

直深受教學者的重視，尤其在觀察「學習曲線」後，更覺得對學習者網路學習行為進行行動研究

的重要性。本研究從網路課程平台中的「學習時數統計」資料中建構支持證據，並賦予意義，因

此，於研究嚴謹度上所考量的是資料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可靠性（credibility）和

對參與研究者的尊重（respect），以及反映出教學研究者的價值觀（Arhar et al., 2001）。 

 

四、研究結果及建議 

(一)研究結果 
1.網路學習行為有性別差異 

    以往研究顯示，女性在學習過程中，自律學習行為的比例高於男性。本研究結果獲得證實，  

從網路學習者的「學習曲線」中亦發現，女性自律學習行為比例高於男性。 

2.同一時間內開啟數個網路課程視窗，是學習者常見的網路學習方式  

    成人學習者因平日忙於工作、家庭，網路學習雖具有較大的時間彈性，但是仍然需要在教學

者規定的時間內完成課程的閱讀。在時間壓力下，網路學習者常見的課程學習方式是，在同一時

間內開啟數個課程視窗同時閱讀不同課程單元。 

3.網路課程閱讀時間，超出課程規劃時間 

    學習者對網路課程學習另一個常見的方式為，閱讀時間超出課程既定時間。亦即每課程單元

既定時間為 30分鐘，學習者閱讀課程的時間不僅超過 30分鐘，甚至經常達到 100多分鐘。 

（二）建議 

針對網路課程學習者及教學者的自我省思： 

針對網路課程學習者 

1.成為一位善用科技的學習者 

成人學習者的學習任務不僅只是獲得學科知識或技能，還必須透過學習如何，才能有效達成

教學者設定的教學目標。網路科技的發展提供學習者豐富的學習資源，學習者應善用課程中獲得

的知識與技能，讓自己成為一位善用科技的學習者。並能透過學習曲線進行自我學習行為的反思 

2.設定有意義的學習目標 

    成人學習者擁有強烈的學習動機與自主性，要成為高效能的網路學習者，課程學習之前必須

先設定有意義的學習目標，有意義的學習目標能幫助學習者維持學習動機及增強持續學習的動

能。 

3.提昇學習者的自覺與自省 
    自覺是學習者清楚知道自己為何學習，進而才能在學習過程中妥善分配現有的資源，在不足

之處尋求外在的協助。自省是學習者在透過學習曲線反思學習是否仍有不足及待改善之處。 

針對網路課程教學者 

    行動研究焦點不在於推論與詮釋一般化現象，而是聚焦於微觀教室現場之探究。研究者在

透過「學習曲線」觀察到網路學習者的行為，已重新思考現有的網路課程設計模式，該加入何種

元素才如何提升學習者發自內心想學的動機。在未來設計學習評量時，考慮採用由學習者彼此交

換同儕的「學習曲線」，採互評的方式對其同儕學習行為加以評量，藉由同儕壓力鼓勵學習者自

律且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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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視知覺觀察之數位學習應用系統 

Construction of E-Learning Application Systems for Visual Perception 

 
林宗翰 

國立台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boss221133@gmail.com 

 
【摘要】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與網路的擴展，突破了傳統教學的困境與技術，透過網際網路普及化，使

得師生間或同儕間的距離更為拉近許多，亦是廣泛應用和發展教學系統的重要因素。最近幾年4G的通訊

技術越來越為穩定，微學習（Micro Learning）和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的應用逐漸成熟，更加凸

顯出學習方式又更為進步許多，從過去單純化的行動學習（M-Learning），更進一步地演變及建構出學

習者能透過積少成多的方式進行學習，與學習環境更為精緻化的行動學習App（Mobile Learning 

Application）模式，讓學生的學習時間更為彈性，學習空間更為真實且貼近生活，使得學習的知識和技

能更加融入於生活經驗中。雖然行動學習較一般講述式教學能夠提升學生思考判斷、觀察辨識、資料分

析、資訊推理與解決複雜問題之處理能力，不過行動學習因顧及使用行動載具和學習內容，因而影響學

生視知覺的學習。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建置一套以漸進式提示為基礎之情境學習系統。本系統讓學生以

自主的學習方式主動觀察昆蟲偽裝圖片進行視知覺的學習和訓練，過程間相對地改善學生的學習注意力

及觀察力。然而，學生為了要突破觀察昆蟲偽裝的關卡，勢必需加以思考與整合認知上的觀念和知識，

協助學習者能藉由正確資訊（Right Information）以正確方式（Right Way）圈選出正確位置（Right Place），

達成數位學習觀察方面的成效。 

【關鍵詞】漸進提示策略、數位學習、視知覺、昆蟲偽裝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in the predicament and technology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shortens the 

distanc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distance among peers. In addition, it also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extensive use and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system. In recent years, 4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tabl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 Learning and Mobile Learning is 

more and more mature, which gives prominence to the advancement of study method; and the past simple 

M-Learning method evolves into the study methods that many a little makes a mickle and establishes the Mobile 

Learning Application model with more refined learning environment. Under such a learning model, students 

can enjoy more flexible learning time and the learning space tends to be more real and get close to real life, so 

that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btained can be thoroughly applied to the life experience. Compared with 

expositive teaching, mobile learning can improve students’ abilities of thinking, judgment, observation, 

identification, data analysis, information reasoning, and solving complex problems. However, since mobile 

learning gives consideration to the utilization of mobile devices and learning content, it influences students’ 

learning of visual perception. On that account,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set of contextual learning system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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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of gradual prompting. In this system, students adopt the independent study method to actively observe the 

insects camouflage pictures to learn and train visual percep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in order to pass the level, 

students must think about it and integrate their cognitive idea and knowledge, which can help them to take the 

right information to circle the right place in the right way, so as to achieve the observation effect in E-learning. 

Keywords: Graduated Prompting Strategy, E-Learning, Visual Perception, Insects Camouflage 

 

1.前言 

伴隨著資訊科技日新月異與網路基礎發展的快速進步，從過去傳統一對多的講授式教學方式，進而

轉變為電子白板或數位化教學，而科技的創新搭配課程內容的創意，逐漸轉換成多樣化的教學及多元化

的學習。此外，從2014年許多通訊業者開始如火如荼的展開推動3G轉換4G的通訊技術，這也表示上網的

速度已成為使用者嚮往的目標，也因為如此許多研究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及無所不在學習

（Ubiquitous Learning）的相關學者已將研究議題轉變到微學習（Micro Learning）和行動學習App（Mobile 

Learning Application）。在行動學習App學習的環境中，結合了雲端的運算技術（Cloud Computing），使

學習者透過行動裝置或學習輔助工具，隨時更新所要學習的物件及師生間所處之學習環境的互動性。然

而，在學習情境的變化中，隨時隨地能夠了解且獲得學習者各種學習的資訊與狀態，並提供給教學者或

研究者立即性（Immediacy）的回饋、協助與指引。如此一來，學習的環境將可不再受限於時間、空間與

地點，可以逐漸從傳統教室延伸到校園內之戶外，讓學生的學習時間更為彈性，學習空間更為真實且貼

近生活，使得學習的知識和技能更加融入於生活經驗中。 

由於行動學習其學習動機和興趣，趨使學生由被動式轉變為主被動式學習，雖然較一般講述式教學

能夠提升學生思考判斷、觀察辨識、資料分析、資訊推理與解決複雜問題之處理能力，不過行動學習因

顧及使用行動載具和學習內容，因而造成高分組的學生視覺專注力會有所提升，中低分組的學生則會有

所影響（Chih-Ming Chen, Yu-Ju Lin，2014）。因此，本研究將建置一套以漸進式提示為基礎之情境學習

系統，企望與四年級以上的國小學童結合自然學科領域之科目，藉以了解學生對於觀察昆蟲的注意力及

觀察力之變化。本系統讓學生以自主的學習方式主動觀察昆蟲偽裝圖片進行視知覺的學習和訓練，過程

間相對地改善學生的學習注意力及觀察力。然而，學生為了要突破觀察昆蟲偽裝的關卡，勢必需加以思

考與整合認知上的觀念和知識。不僅能夠達到學習的本質，亦可使內在與外在的學習動機被加以啟發出

來，藉此強化學生對專注力與注意力的判斷，彙整知識與認知的重點，故可協助學習上困難的阻礙，以

提升觀察學習方面的成效。 

2.文獻探討 

2.1.漸進提示策略（graduated prompting strategy） 

漸進式提示的學習方式就是一種逐步提供學習者選擇的機會，不會單純只要求或著重結果，而是以

學習者學習過程為主要重點，不僅提供充足的資訊，亦提供多元化的選擇機會，另外也會依循學習者的

學習蹤跡，逐步提供更適合學習者的選擇機會。過去的一些研究結果已指出以漸進的方式提供提示或學

習指導，能夠幫助潛在學生更確定自己的學習問題方向（Chu et al., 2010a；Tsai and Chou, 2002）。 

漸進提示策略是使用無提示、圖片提示、關鍵字提示或完整句提示等，其功能包含以下兩種特色：

（一）提示具有引導的作用意義，以幫助學習者透過提示來加以釐清廣義的觀念，並從中擷取精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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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藉此來引導學生學習的目標及目的。（二）提示是具有自我學習的功能，而廣泛的學習相關材料，

可以提供學習者更多元化的判斷選擇。（莊筱玉、黎瓊麗、林玫妙，2007）。 

學習者在漸進式提示的過程當中，能夠透過學習軌跡或路徑，逐步的了解自己本身的學習風格或狀

況，進而加以反思自我錯誤的地方，且審慎探討改進的方法。在學習階段結束過後，教學者提供正確的

知識與導正學習錯誤的觀念都是促使學習者反思行為產生的主要條件，亦可使學習者更加提升自我判斷

的能力（Solman & Wu, 1995；洪旭群、孫培真，2010）。 

2.2.昆蟲自我防衛的方法 

目前全世界種類和數量最多的動物是昆蟲，大約已超過 100 萬種。在生態系的食物鏈中昆蟲不僅是

主要的成員之一，也是使自然生態界維持平衡的重要角色。不過這些昆蟲都有許多天敵都在虎視眈眈的

等待覓食的時機，而這些天敵主要有：1.捕食性天敵主要包括椿象類、蜂類、蟻類、草蛉類、螳螂類及

虻類等，2.寄生性天敵分為卵寄生性天敵主要為赤眼卵寄生蜂科（Trichogrmmatidae）與跳小蜂科

（Encyrtidae），幼蟲寄生性天敵主要為姬蜂科（Ichneumonidae）、小繭蜂科（Braconidae）、粗腿小蜂科

（Chalcididae）及寄生蠅科（Tachinidae），及 3.微生物等（章加寶，2006、謝國村等，2007）。昆蟲為

了自身的安全與生命的保護，總是需要躲避天敵的侵襲與迫害，因此許多昆蟲都已演化或發展出各種自

衛的方式，包括偽裝、擬態、保護色、警戒色、刺毛、肉棘、釋放異味（臭角）、裝死、隱蔽等。以下將

依序說明每種躲避天敵的防衛方式：1.偽裝：昆蟲會以現在所處的位置模擬環境的顏色或物質，藉此來

加以隱藏於環境中。2.擬態：昆蟲會模擬成其他天敵較不喜愛覓食的物種，藉此使天敵難以區辨或警告

天敵自己是不可食的等。3.保護色：運用本身的體色與自然環境相近的色調來隱藏行蹤，是許多昆蟲避

免讓天敵侵害的保命方法。4.警戒色：自然界動、植物一種求生存的天賦，通常以豔麗的顏色或鮮明的

斑紋，表示我很危險（有毒或很難吃），來警告入侵者或掠食者。5.刺毛：有部分昆蟲會分泌或釋放毒液

攻擊人類或其他動物，藉此引起天敵產生疼痛或疾病，趁而逃走不過這都只是為求自保。6.假眼紋：在

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下，不少昆蟲逐漸演化出奇特的外觀，足以和牠們的天敵大玩欺敵保命的心理戰，

其中一項便是「假眼紋」。7.肉棘：大部分蛺蝶科的幼蟲，身上都長滿如刺一般的肉棘，型態看起來相當

猙獰可怕，以致讓天敵看到後自然沒了胃口。8.臭角：當受到威脅或騷擾劇烈時，頭部會抬高伸出一對

叉狀的臭角，且會散發出混雜著腐爛柑橘的腥味，藉此來加以驅退敵人。9.裝死：大多數昆蟲類中以甲

蟲擅長使用「裝死」這種法寶來加以擺脫天敵近身的攻擊，由於有堅硬的外殼，即使從高處摔下後四腳

朝天，也可保護著身體且安然無恙。10.隱蔽：以葉片捲曲自己之後，躲藏、棲息於其中，但總是會因探

出頭來啃食葉片時而暴露行蹤，待有風吹草動之當下，則會迅速的退回葉苞中把自己隱蔽起來。故有此

上述之偽裝防衛方式，昆蟲不僅能夠躲避天敵的覓食與攻擊，甚至於能隱藏自己的位置，以降低人類破

壞的機率，使得環境四周的食物鏈可以達到平衡。 

2.3.視知覺（visual perception）對於學習的影響 

視知覺（visual perception）主要分為視覺接收要素及視覺認知要素，當個體經由視覺刺激作用，將

外界所接收到的訊息整合處理視覺接收要素與視覺認知要素後，進而與認知和生活經驗相連結，才能形

成有用的功能性視覺，如：實體、字形、色彩等，給予辨別、組合、認知、分析、解釋的統整過程（Todd, 

1999；Schneck, 2001）。視知覺有問題的孩童可能會影響學習的效果，如：1.撰寫文字時會有上下左右顛

倒或翻轉之情況，例如數字6→9、b→d或p→q。2.閱讀文章或抄寫段落文字內容時會有跳行、漏字之情

形。3.立體空間概念不佳。4.看錯文字、字音字形拼讀錯誤、文法順序排列及標點符號使用錯誤。5.閱讀

時難以記住注音的形狀或文字的形狀。6.注音符號、字形辨別或認出寫字錯誤的地方會有困難。7.寫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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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時無法回憶起想撰寫的文字、數字及詞語的前後順序排列。因而使得閱讀、書寫、拼音、算數等課程

之表現會有不盡理想之狀況（陳宜男、劉奇鑫，2010）。 

每個人或個體的視知覺能力發展成熟速度不同，一般約莫從9歲時會發展速度會達到最高峰，對於職

能治療領域中，視知覺的相關要素包括形狀恆常（form constancy）、視覺完形（visual closure）、背景形

狀辨識（figure-ground）、空間位置（position in space）、深度知覺（depth perception）、地理空間定向

（topographic orientation）、視覺區辨（visual discrimination）、空間概念（Space concept）、物體完形（object 

closure）、視覺記憶（visual memory）和順序記憶（sequential memory）等，每種要素的發展並沒有單一

固定的順序、特定規則和相關性（Neistadt & Crepeau, 1998；Todd, 1999；Schneck, 2001）。以下將詳細描

述幾項孩童較為常見的視知覺要素：1.物體恆常：當一個物品或者是圖片，藉由一些外在的影響而使其

變大、變小、旋轉或稍微傾斜變形都能夠加以辨認出來。2.視覺完形：即為「見微知著」之意，透過看

到被遮蓋住物品的一小部分就可立即知道那個物體是什麼。若是視覺完形不佳的小孩，就可能無法將其

抄寫完成或等待老師離開，以致成為老師心中的問題學生。3.視覺區辨：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似物品擺

放在一起時，能夠分辨出物品之間不相同的地方。4.前景背景：可以在一堆相似的顏色或形狀中，找到

指定或想要的物品。5.視覺記憶：對於眼睛所看到的東西大部分都可記住，但許多視覺記憶不佳的孩子

要多記住一些新的生字或是背誦英文單字都充滿挑戰。 

了解上述視知覺要素在孩子學習過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應該要更加深入探究對視覺認知能力的理

解，如此一來孩子的學習潛能將可被在激發出來，也可改善孩子們不專心的因素，因此適度地發掘孩子

視覺學習，將可循序漸進地提升孩子的學習力及競爭力。 

Huang 與 Hanley（1997）的綜合性研究及 Hu 與 Catts（1998）的跨年段比較研究發現顯示：（一）

在學習文字前或初學識字階段時，都為視覺能力與識字能力顯著相關的時間點；（二）對學習中文識字重

要性的比較，則是視覺記憶能力高於視覺配對能力。另外，Siok 與 Fletcher（2001）亦針對跨年段的學

生進行相關之研究，比較聲韻覺識、視覺 能力、與讀字的關係，結果發現學生在一年級時，視覺序列記

憶能力與識字能力有顯著的相關性，從二至五年級的階段中聲韻覺識能力與讀字則開始有達到顯著的相

關性，而在一至五年級的階段學生視覺配對能力（Frostig）與識字能力則均無顯著的相關性。然而曾世

杰（2004）以控制年齡智力等因素進行相關後，發現五年級弱讀組及正常組的學童在中文真字及假字的

視覺區辨上並沒有差異。根據上述之研究的證據顯示視覺區辨這個變項上的能力差異至少不會影響識字

發展，不過對於觀察昆蟲偽裝方面之視覺區辨能力是否對學習有所影響值得加以探究。 

3.系統設計與規劃  

3.1.系統架構  

在數位學習環境架構下，學習者有自我判斷及自主學習的行動力，為了了解學生視知覺學習之情況，

實體學習媒介的應用將可避免外在因素的干擾，因此學習者有較充分及不受影響的學習自主掌控權。為

達到不讓學習者額外學習和操作上的困擾，本研究所建置一個以類遊戲式學習為基礎之個人化情境感知

學習系統，將學習環境轉化成不具壓迫性之實體環境，而在設計系統的過程中教師為學習者從中輔助之

角色，並藉此監控與協助整個學習活動之進行，而學生部分系統將以學生為中心，讓每位學習者透過個

人化情境教學之方式，在虛擬環境中應用數位學習物件進行觀察與互動，進而磨練出學習者個人之觀察

的細心度與經驗，且達成學習目標，並有效提升多元數位化學習活動之設計目的。本研究的學習平台之

網頁，應用了Microsoft Powerpoint、小畫家及 Adobe flash CS6，並依以下（如圖一）之流程圖之規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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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設計教學平台之工具： 

 

 
圖一、系統流程圖 

 
3.2.教學平台中的各環境所使用之工具 

（一）Microsoft Powerpoint：本工具的應用是將所收集到資料彙整後，製作成教學簡報之格式，使

學習者在操作介面時，如上課聽講學習一般，能夠較易融入於學習之中。 

（二）小畫家：本工具的應用主要是將簡報所呈現的畫面轉換成圖像檔，以便讓 Adobe Flash CS6

可以順利讀檔。 

（三）Adobe Flash CS6：本工具以此工具設計如同小畫家一般之功能，方便讓學習者操作時，不須

額外選擇讀取圖檔、切換畫筆的粗細大小及顏色，只要輕鬆動動滑鼠及鍵盤，即可將所辨識的偽裝圖片

儲存於自己指定的資料夾中，以便進行相關之研究。 

（四）Google或 IE瀏覽器：本工具的應用主要是要呈現以 Adobe Flash CS6所設計軟體之執行結果，

讓設計者及學習者能夠方便觀看學習之畫面。 

3.3.學習活動 

在數位化學習環境的平台中採用自主漸進式學習法，不僅能讓學習者在學習活動的過程中，主動觀

察和發現學習內容的重點及細節，且從中探究教學內容的資料意義，進而加以整理知識的思緒和建構，

才可有效的學會及學懂教學的內容。在設計本系統學習活動時，藉由融入情境與遊戲式教學法，使得學

習的環境不會過於拘謹，而是如同於室外輕鬆地觀察昆蟲的偽裝情況，如此一來學習者不但可以培養獨

立思考的能力，更可訓練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因此透過遊戲之特性的學習環境，可引起學習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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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趣和提升學習的動機，整體的學習活動更能兼顧到手眼協調及知識吸收的重要性。學習活動流程如

圖 2 所示。 

 

 
圖二、學習活動流程圖 

 

4.系統實作 

本系統之應用是以昆蟲類偽裝的圖片進行學習，課程內容主要教導學生認識昆蟲偽裝的方式及利用

身體構造來進行偽裝，整體課程活動之學習環境是以某國小電腦平台為主要之學習場所，在系統中有30

種昆蟲偽裝之圖片、30種文字說明及昆蟲為裝圖片與30種昆蟲原始及偽裝圖片，其昆蟲偽裝之學習環境

平台介面如圖三所示。而在本系統之活動課程設計上，主要分成三大部分：（1）從不同環境中觀察30種

昆蟲偽裝之方式及其所在地（2）透過文字說明的介紹更清楚該30種昆蟲偽裝及隱藏之方式，藉此觀察其

所在地（3）透過原始圖片的了解將可利用昆蟲之為行來加以觀察30種昆蟲偽裝之方式及其所在地，進而

達到深入了解與探索昆自我防衛之偽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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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教學系統介面 

當學習者一進入本教學系統時，系統會出現進入課程的首頁畫面，在此可以讓學習者練習及熟悉此

介面系統的操作，其登入畫面如圖三所示。課程近似限時找錯誤遊戲，在一開始只會給予單一張昆蟲偽

裝之圖片（如圖四所示），當圈選完昆蟲偽裝之位置後，則會對學習者進行該昆尋找之困難度的問卷調

查（如圖五所示）。之後則將進入下一張文字說明與昆蟲偽裝之圖片（如圖六所示），爾後一樣也會對

學習者進行問卷之調查（如圖七所示）。再來則進入至原始及偽裝之圖片（如圖八所示），最後一樣地

仍需要學習者進行問卷之調查（如圖九所示）。由於本課程是以辨識昆蟲偽裝之位置為主要核心，因此

每位學生都必須完成此項課程所設計之全部圖片活動，直至結束之畫面（如圖十所示）才能結束該系列

之教學活動。 

 

  
圖三、觀察昆蟲偽裝之學習環境平台介面 圖四、單一昆蟲偽裝圖片 

  
圖五、單一昆蟲偽裝問卷圈選 圖六、文字說明及昆蟲偽裝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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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文字說明及昆蟲偽裝問卷圈選 圖八、昆蟲原始及偽裝圖片 

  
圖九、昆蟲原始及偽裝問卷圈選 圖十、觀察昆蟲偽裝結束之介面 

 
4.2.教學設備與情境 

本系統主要之硬體設備除了建置「猜猜我在哪裡-偽裝高手」的學習平台外，尚須基本的桌上型電腦、

筆電型電腦或行動載具。然而，此系統的應用情境近似小畫家之功能（如圖十一〜十四所示），且又類

似限時找錯誤之遊戲，但前提是學生本身對於使用電腦上，需要有一些基本能力的操作能力，如：如何

開啟網頁、如何利用小畫家來進行繪畫及儲存資料如何變更檔案名稱等，如此一來學生透過本系統實際

於進行辨識昆蟲偽裝之相關課程，才不至於太過於感到陌生，甚至於會認為與平時之學習情境有些雷同

之感受。配合該系統的學習過程，將藉此深入了解每位學生視知覺差異的研究。在整個學習結束後，學

習者已將根據所觀察到的昆蟲偽裝位置之圈選結果儲存於代表自己的資料夾中，此相關歷程記錄也可提

供教師作為教學成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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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學習者圈選昆蟲偽裝之位置 圖十二、學習者清除圈選昆蟲偽裝之位置 

  
圖十三、學習者儲存圈選昆蟲偽裝之位置 圖十四、學習者個人資料夾全部儲存資料 

 

5.結論與未來工作 

本研究建置一套以圖片引導式學習為基礎之視覺辨識學習系統，並以網頁的方式呈現本研究之學習

觀察系統，藉由透過熟悉的互動介面可掌握到學習者、學習物件及學習系統間相互融合與互動之關聯性，

並在適當的時機提供學習者最學習過程上的資訊與幫助，降低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困難與挫折，藉此

加以提升學習觀察昆蟲偽裝的動機與興趣，以達成提升視覺區辨能力之目的。然而，後續要進行的重點

工作項目是提供更完善的功能提升以及使用者學習成效之分析與驗證，尤其是了解學習者運用本學習系

統進行學習時，其視覺區辨能力是否有顯著性的改變。另外，未來的學習研究對象可能也會提高至大學

非昆蟲系與昆蟲系的學生來進行探討，一方面是想了解昆蟲系的學生對於非昆蟲系的學生來說，是否視

覺辨識能力會較有顯著之差異；另一方面是想探究隨著學生的年紀提升，視覺辨識的注意和觀察能力是

否也會相對地有所不一樣。此外，針對給予各種不同的資訊來加以分析，將可更清楚與掌握學習者更多

的學習行為及模式，故亦是可深入探討之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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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檢視大學生在使用運動 App – Music Run 與自行挑選的音樂於快走/慢跑時，對其運動

後情緒與成效的影響。實驗於 2015年 10月至 2016年 1 月期間，共招募 38名北部大學生進行。運用

App記錄參與者運動資料及運動後回饋資料於雲端資料庫。分析結果顯示參與者在快走／慢跑初階及慢

跑高階運動強度下，對音樂的感知程度愈強時，運動的成效愈佳，在快走／慢跑的中階運動強度下，參

與者對音樂的感知程度愈強，會覺得該次運動愈簡單。 

【關鍵詞】 運動 App、音樂、音樂感知程度、成效、運動後情緒 

 

Abstract: This quantitative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amine college students’ workout mood and their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when they adopted Music Run app & music in their jogging/running.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from Oct., 2015 to Jan., 2016.  38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heir workout activities and feedbacks 

which were collected in the Music Run app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sul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could run/jog better if they felt the music inspired them under low and vigorous intensity mode. 

Moreover, they could feel less tired if they felt the music inspired them under moderated intensity mode. 

Keywords: fitness app, music, pump-up levels of music, performance, workout m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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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主題與動機  

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與其日益增強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選擇更多符合個人需求的服務。尤其搭配可

隨時自雲端下載更新的 App（Application，行動應用程式），使用者也能夠使用其功能進行更多任務。以

本研究所關注的主題：運動 App 來說，從以下三個指標，就可以發現其潛力：第一，根據國家發展委員

會 (2015)的報告指出，台灣民眾在 2015 年的調查結果中，已顯示約有 91.6%的使用者持有智慧型手機，

尤其以 20-29 歲的年青人使用時間最長；第二，在教育部體育署於 2015 年的調查，台灣民眾平日最常進

行的運動項目中，以走路/散步（42.4%）及慢跑（27.8%）的活動分居前二名，在大學生的運動習慣調查

中，這二項運動也在前二名；第三，目前手機系統最大的兩大陣營：iOS 與 Andriod 所提供的健康與運動

類 App，光在過去兩年就已經超過 165,000 個，單在 iOS 的成長量，就是 2013 年的兩倍(K. Terry, 2015)。

因此，可以發現運動或健身 App 的市場在台灣是具有潛力及競爭性的。 

 

以大專學校來說，目前體育課的排課大約一周 2 小時，要符合教育部體育署所要求的每週至少三次，

每次 30 分鐘，每週共 150 分鐘的運動量要求，除了學生們自行努力外，研究團隊也想運用目前流行的手

機運動 App，讓學生可以記錄自己的運動時間，也可以運動得有趣及有效率。然而，如何讓快走/慢跑有

趣又有效率?引發了研究團隊的研究動機。 

 

在學術研究上，學者也開始檢視健康與運動類 App 是否具有其宣稱之效果，例如學者 Payne, Lister, 

West, and Bernhardt (2015)檢視 2007 到 2014 年間，所有以英文撰寫有關使用智慧型手機上運動或健身

App 所進行的健康促進相關實驗研究，結論出目前大眾對於運動或健身 App 接受度高，也反應出目前社

會對於維持個人健康體能的重視，而這些 App 也對運動行為的改變或是健康促進有初步的成果展現。然

而，Payne et al.也指出若干問題，包含： 

(1). 這些運動或健身 App 非常少有經過實驗介入，並驗證其對行為提升有效果。目前所進行的實證研究，

也多屬於小樣本的研究居多。Modave et al. (2015)針對坊間最常被下載的 30 個 iOS 免費運動或健身

軟體進行調查。研究團隊採用以美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所提供

的運動指導方針(Pescatello, 2014)以及自定的評分方式為其運動 App 進行評分。研究結論指出只有

一個運動或健身 App 達到符合該指導方針的要求的 1/2 標準，也警告使用不正確的運動或健身 App

可能會對使用者(尤其初學者)造成傷害； 

(2). 使用現成或是特別為實驗設計的 App 會產生不同的結果。Payne et al. (2015)舉例在實驗使用卡洛里

計算 App 來控制體重的研究，在文獻檢視中，十件報告有體重降低的案例中，只有一件達到顯著。

他們發現可能是因為 App 本身簡化了訊息，或是未使用具效度的工具，導致使用者無法透過 App 進

行正確的自我管理的工作。 

(3). 目前坊間的運動 App 因為隱私問題，無法將參與者的運用資料提供給研究單位使用，因此，為了進

行實驗內容變數的細部內容比較，許多研究單位採用自行開發的 App 進行實驗，在無形中也產生了

研究此項領域的研究門檻。 

 

因此，這個研究領域需要更多的實證資料，讓使用者可以在眾多健康及運動 App 中，找到真正可以

協助自己提升健康效能的服務或產品。本研究所採用的 Music Run App，為研究團隊依 Green and Kre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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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所提出的 Precede-Proceed Model 所設計，並有實證研究確認其設計符合使用者需求，然而，該次研

究發現使用者更喜歡個人所選擇的音樂，因此，本研究與前次研究的差異為，音樂來源從研究團隊與

KKBOX 合作規劃的音樂選單，改為由使用者自行選擇所要的音樂。 

 

運動與音樂之間的相關研究已有許多，為取得嚴謹的測量資料以及受限於測量的設備，大部份的研

究多在實驗室內進行，較少有實際場域上的研究。在這些研究成果中，音樂對於運動者的影響主要包含：

提升專注力、正向情緒反應，甚至平時的工作表現(P. C. Terry, Karageorghis, Saha, & D’Auria, 2012)，在

運動效能影響方面，因所採用的實驗方式或是研究對象差異，結論以正向或不顯著居多，例如使用者在

室內跑步機運動時，Karageorghis and Jones (2014)的研究顯示參與者偏好 123-131bpm(beats per minute)的

音樂節奏，此外音樂可以降低運動者約 10%的疲憊感受。另外，音樂對中強度以下跑步影響力高於高強

度跑步。另外，在 Bigliassi, Leon-Dominguez, Buzzachera, Barreto-Silva, and Altimari (2015)的研究中，他

們針對 15 位男性長跑選手進行 30 週的實驗，研究結果呈現在音樂可以協助跑者在 5 公里的慢跑實驗中

加快 5%的速度。此研究也指出，音樂可以降低運動者的疲憊感受，並加速跑後復原。 

 

目前上述研究大多在國外實行，在台灣的大專院校實施下，結果是否相符?因此，本研究擬自行開發

一套運動 App-Music Run App，並招募台灣北部某大專院校學生為實驗對象，研究目的為探討學生使用

此 App 於日常快走/慢跑時，音樂對於參與者的運動情緒及效能影響。相關研究問題如下: 

(1). 參與者的運動音樂喜好為何? 

(2). 參與者在使用 Music Run App 於不同強度慢跑/快走時，對音樂的感受程度與對運動後的情緒是否有

所關聯? 

(3). 參與者在使用 Music Run App 於不同強度慢跑/快走時，對音樂的感受程度與運動效能是否有所關聯?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實驗期間為104年10月至105年1月，於台灣北部某大學招募參與者，共38名學生參與實驗，

男女比為4:6。研究以量化為主。研究流程如下: 

(1). 參與者於實驗前後皆填寫使用者運動、音樂喜好的問卷，以取得參與者的基本體能與對運動、音樂

喜好資料。 

(2). 參與者需安裝研究團隊所開發的 Music Run App，並安裝至少 20 首歌曲於手機中，並將音樂分類進

入快、中、慢三個速度類別中，分類方式可以依照參與者的個人感知，不需依音樂本身的速度。 

(3). 在參與實驗期間，參與者可以選擇運動類型(快走/慢跑)、地點(室外)、強度(初階/中階/高階)、以及

音樂(本機音樂/無)方式運動。 

 

 研究工具主要包含使用者所擁有的智慧型手機、研究團隊所開發的運動 App-Music Run App、以及

收集使用者運動、音樂喜好的問卷一份。詳述如下： 

 

(1). 智慧型手機：因運動 App 必與安裝在使用者的智慧型手機上，因此，為了取得系統間相近的數據，

研究團隊限定使用者所安裝 Music Run App 手機，在系統上必須是 iOS 5S 或是 Andorid 4.0 以上的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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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p-Music Run App：此為研究團隊所開發之運動 App，包含 iOS 及 Android 版本，雖然 Music Run 

App 的介面在兩個系統上相同，但因兩個系統在導覽操作上，仍有各自系統的習慣，因此在設計上，

仍以各自系統習慣的導覽方式進行。在資料收集方面，使用者每次運動結束後，除收集他們的運動

方式、里程、時間、速度、卡路里外，也讓使用者依該次運動狀況回饋（如圖 1）運動狀況及音樂的

感受。此外，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中所探討的成效，是以使用者每次的運動時間、速度、距離（公里

數）來衡量；音樂的感知程度則以他們對該次運動所聆聽到的運動音樂感受為主；使用者的情緒則

以使用者在每次運動後填寫對該次運動後的感覺（圖 1 中的圖 1.1 運動難度及 1.3 運動後心情）分

數來評量。在統計分析時，我們將使用者回饋轉為五點量表方式計分，並將本次運動難度以及運動

後心情指數反向計分，因此，當使用者的分數愈高，代表他的正向情緒愈高，或對音樂的感受愈好。 

(3). MusicRun App 的運動強度設計：本研究依學者 Karageorghis, Terry, Lane, Bishop, and Priest (2012)建

議，將慢歌用在前後協助使用者快走/慢跑前後的暖身及降溫，中間的音樂節奏則以速度轉快的多寡

來建立，因此，運動強度愈強，代表運動期間節奏轉快的次數愈多（如表 1）。 

(4). 運動、音樂喜好問卷：為本研究團隊所製作之問卷，除基本手機、使用網路方式之基本題項外，主

要詢問使用者平常與運動時的聽音樂習慣，以及平時運動習慣等，問卷在實驗前、後施放，使用者

可以選擇填寫紙本或是網路問卷。收集答案包含單選、複選、及李斯克特五點量表。 

研究發表在此次發表將著重在量化結果的初步分享，分析以 Spss 22 版進行，統計方法包含描述性統

計與相關分析等。 

 

表 1 

運動強度設定 

運動強度 音樂長度 第一及最後一首歌 中間歌曲編排順序 

初階 Over 30 Min.  S  M,M,M,F  

中階 Over 45 Min.  S  F,M,M  

高階  Over 60 Min.  S  M,F  

註: S=慢板，M=中板，F=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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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運動難度回饋 1.2 對該次運動音樂的感覺 1.3 對該次運動後的心情指數 

圖 1、 Music Run App 回饋擷圖 

3.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次實驗共有 38 名學生參與，男女比為 4:6，使用 Android 的使用者為多數，與使用 iOS 使用者的

比例約為 7:3，其他詳細資料如表 2。 

 

表 2 

實驗成員基本資料  

性別 男性 (N=14) 女性 (N=24) 

 身高 (cm) 體重 (kg) 身高 (cm) 體重 (kg) 

M 170.93 66.57 160.08 59.46 

SD 13.11 5.38 7.47 7.51 

Minimum 160 50 147 48 

Maximum 177 96 178 77 

 

在使用者的運動習慣與音樂聆聽習慣上，大約 87%的參與者平時有聽手機音樂的習慣，手機所播放

的音樂儲存主要是存在手機中(佔 79%)，在慢跑時會聽音樂的參與者大約只有六成(61%)左右。在音樂節

奏的選擇上，有近四成(37%)的參與者平常喜歡聆聽快節奏的音樂，但在慢跑時，喜歡聆聽快節奏音樂的

參與者則成長至六成(61%)，慢節奏的音樂在平時約有三成(32%)的參與者喜歡聆聽，但在運動時會喜歡

聽慢節奏音樂的參與者則降至不到一成(5%)。在喜歡的音樂類型上，無論是快走或慢跑，參與者認為所

聆聽的音樂必須要具備的前三名元素依次是：有歌詞、節奏明顯、以及節奏很快。然而在比例上，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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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這些參與者雖然也認為節奏很快重要，但是沒有慢跑時的要求高，也比慢跑時更注意音樂本身是否

是自己喜歡的風格類型，以及歌曲內容是否激勵人心。 

 

在使用者的運動表現與運動音樂、運動情緒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以相關係數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初步

結果顯示，當使用者健走時，大多選擇以初階或中階的強度方式運動，高階選擇人數非常少，無法以統

計進行進一步分析。在選擇初階強度時，使用者的音樂感覺與運動時數呈輕度正相關(r=.27, p<.05)，並與

運動難度呈現輕度負相關(r = -.22, p<.05)`，代表當他覺得運動時所聆聽的音樂愈興奮，他可以走得更久，

同時也覺得運動的難度較高（詳見表 3）。然而，使用者在運動後的心情指數也與運動難度呈現輕度正相

關(r=.37, p<.01)，代表使用者如果覺得運動後愈愉悅，也會認為該次的運動比較簡單。當使用者在選擇中

階強度快走時，他對音樂的感覺與運動難度呈現輕度正關(r = -.26, p<.05)，代表參與者對當次運動音樂的

感受愈強，愈覺得運動難度愈低。同時，使用者運動後的心情指數也與運動難度呈現輕度正相關(r=.25, 

p<.05)，代表使用者如果覺得對該次運動後感覺愈愉悅，也會認為該次的運動比較簡單。詳見表 4。 

 

表3 

室外運動健走強度初階組之相關分析 

相關 

 距離 速度 運動時數 運動難度 音樂的感覺 

音樂的感覺 .18 -.05 .27* -.22*  

運動後的心情指數 -.01 .08 .01 .37** .00 

N=87；採用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分析，*. 代表相關性在.05 層上顯著（雙尾），**代表相關性在 .01 

層上顯著（雙尾）。 

 

表 4 

室外運動健走強度中階組之相關分析 

相關 

 距離 速度 運動時數 運動難度 音樂的感覺 

音樂的感覺 -.02 -.07 .01 .26*  

運動後的心情指數 .08 -.11 .17 .25* .20 

N=87；採用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分析，*. 代表相關性在.05 層上顯著（雙尾），**代表相關性在 .01 

層上顯著（雙尾）。 

 

在慢跑部份，當使用者在選擇初階及高強度慢跑時，運動成效與對該次音樂的感受有顯著的中度正

相關(詳見表 5 與表 7)，然而在初階強度時，使用者對該次運動音樂的感受，也與快走相同，與運動難度

呈現顯著負相關(r=.55, p<.01)，並且達到中度。這也代表參與者對音樂的感受愈強，可以在初階及高階強

度時提升部份運動成效。但在初階時，會對運動難度產生負面感受，中階時又轉為正面，詳見表 5 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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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室外運動慢跑強度初階組 

相關 

 距離 速度 運動時數 運動難度 音樂的感覺 

音樂的感覺 .59** .42** .41** -.55**  

運動後的心情指數 -.29* -.33* -.12 .61** -.21 

N=47；採用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分析，*. 代表相關性在.05 層上顯著（雙尾），**代表相關性在 .01 

層上顯著（雙尾）。 

 

表6 

室外運動慢跑強度中階組 

相關 

 距離 速度 運動時數 運動難度 音樂的感覺 

音樂的感覺 .00 .06 -.02 .09  

運動後的心情指數 .13 -.05 .14 .29* -.03 

N=75；採用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分析，*. 代表相關性在.05 層上顯著（雙尾）。 

 

表7 

室外運動慢跑強度高階組 

相關 

 距離 速度 運動時數 運動難度 音樂的感覺 

音樂的感覺 .41** .41** .04 -.23  

運動後的心情指數 -.22 -.29 .02 .21 -.19 

N=39；採用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分析，**代表相關性在 .01 層上顯著（雙尾）。 

 

 從研究結果初步的分析發現，台灣的大學學生平時與運動時聆聽的音樂喜好有一些不同，快走與慢

跑時的音樂也有細微的差距，這比學者 Karageorghis et al. (2012)的運動音樂類似，但進一步提供慢跑與

快走中對於音樂聆聽喜好的差異分析。當使用者採用 Music Run App 裡所編排的運動音樂強度運動，對

於使用者的運動成效上，在部份強度中呈現顯著關聯，這與 Bigliassi et al. (2015)的研究結果中，音樂可

以提升使用者的速度類似，但降低使用者疲憊感受並沒有在這次的研究成果中看到一致的關聯度，在快

走或慢跑時，低階強度的音樂與使用者對運動難度的感受會產生與中度強度顯著相反的關聯，是目前研

究團隊較難理解的結果，也因目前台灣實際場域運動 App 的研究文獻較少，需要更多實證研究，尤其如

可加入質化分析，應可對此現象提供更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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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繪本創作與應用研究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otion-Sensing Interactive Picture Book  

 
【摘要】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兒童使用者對於體感繪本的科技接受度。本研究探討互動設計、科技

接受度及視覺設計的相關文獻，應用體感技術，創作適合兒童閱讀的體感繪本作為研究素材。透過觀察

記錄與訪談的質性研究途徑，分析兒童個案對於本研究之體感繪本的接受度，以了解體感繪本創作的價

值性，及其對於熟知數位產品使用者的適用性。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創作之體感繪本能增進使用者的

閱讀興趣，並提高使用者對繪本內容的參與度及互動性。 

【關鍵詞】電子繪本、視覺美感、互動設計、科技接受度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the particular 
motion-sensing interactive picture book.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served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for 

data collec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motion-sensing interactive picture book could promote children’s 

reading interests,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content.  

Keywords: e-picture books, visual aesthetics, interactive design, technology acceptance 

 

1. 前言  

電子繪本憑藉數位技術的輔助與特性，能提供傳統紙本繪本不易達到的互動性與遊戲性成效。以數

位產品互動性為探討主題的互動整合設計研究，多藉由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及量化統計分析，進行功能面

向的評價與探究，包括操作效能、內容豐富性與有用性，及使用便利性，以獲得數位產品的使用者滿意

度與使用性評估（Lavie & Tractinsky，2004）；但上述的研究趨勢與研究途徑，促使數位設計與互動設

計領域的實證性研究，容易忽略視覺感官經驗或人性化層面的微觀探究（Lavie & Tractinsky，2004）。

近年數位設計領域的相關研究進一步發現，感性及有吸引力的視覺設計元素，能顯著提升使用者對產品

呈現內容的好感度與使用意願（Hausman & Siekpe，2009；李偉暄，2013）。影響電子繪本的使用性與

滿意度，除了上述的視覺美感因素之外，使用者對於數位技術的主觀信念也是值得關注的影響因子，研

究證實 Davis（1986）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可用以有效地檢視個

體採用數位技術與相關產品的決定性因素（Hausman & Siekpe，2009；李偉暄，2013）；其中，TAM 主

張的「知覺有用」與「知覺易用」兩個主觀信念，被上述學者認定為可用以預測與詮釋個體對互動介面

的接受度與實際使用狀況。值得留意的是研究進而證實，使用者對於數位技術與相關產品的熟悉度，會

關係到知覺有用與知覺易用對該項技術或產品接受度的影響程度（Flavian et al.，2006）。 

有鑒於近年使用電子繪本的兒童使用者對互動整合設計的產品操作已不陌生，運用 TAM 主張的知覺

有用與知覺易用的概念，探討兒童對體感繪本的接受度與採用行為，應有其研究的價值與重要性，藉此

探究歷程，能加以探析知覺易用與知覺有用對於熟稔電子繪本操作的兒童，在體感繪本的接受程度與實

際使用，是否有差異性或持續性的關鍵影響。本研究旨在透過視覺設計要素與科技接受度的分析面向，

探究兒童個案願意使用體感繪本的關鍵因素，並聚焦個案使用體感繪本的視覺感官經驗分析。根據研究

目的，本研究藉由觀察記錄與訪談途徑，探討個案使用者對於本研究創作之體感繪本的使用滿意度。 

2.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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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互動設計之特性 

互動設計之創作與產品，應具備有效、簡便與享受三大特性（葉謹睿，2010）。由於互動設計的本

質與特性在於，使用者依循自身的認知和經驗來接收詮釋訊息，在參與及互動的歷程中，憑藉對當下情

境或狀態的臆測，推斷下一步採用的步驟和反應（葉謹睿，2010）。就互動設計的介面功能操控型式探

討，觸控、點選，或非接觸式感應等不同操作模式，將引導觀眾在參與作品，以及對作品形式與意義進

行轉化的歷程中，呈現不同程度的回應（林珮淳、范銀霞，2004）。具備互動特性的電子繪本，呈現媒

介隨著多媒體技術的發展而變得多樣化，但現今電子繪本的操控功能，多藉由螢幕介面的碰觸或滑鼠點

選，較少採用非觸控的感應技術進行操作；倘若電子繪本設計，能加以應用非接觸式的感應操作模式，

應能讓觀眾與繪本內容建立新關係，並達到不同程度的互動效果。 

2.2視覺設計之要素 

電子繪本介面上的視覺設計元素不只影響到操作模式，更關係到閱讀資訊的形式與效果。不論紙本

版面或數位內容的介面設計，具備視覺美感的圖文編排有助於增進閱讀效率、舒適度，並提高使用者滿

意度（洪敬惠，2001）。構成視覺設計的兩大主要元素是文字與圖像，其中，圖像不僅是外型、色彩與

材質的綜合視覺表現，更被視為視覺設計的重點（蘇素如，2008）。從認知心理學的觀點來探討視覺設

計，歐上晉（2003）將視覺處理視為訊息轉換的動態歷程；人類透過視覺，會選擇注意個體認為有意義

或重要的訊息，再將受到注意的訊息進行存取與記憶，並透過新舊經驗的交互作用，最終達成學習行為。

為了清楚且有效地達到視覺傳達的互動效果，構成視覺設計的元素必須具備以下基本要件：可視性、注

視性、記憶性、確定性、造型性及時代性（陳俊宏、楊東民，2014）。由此觀之，進行電子繪本設計時，

宜先行了解使用者的先備經驗與認知狀態，排除使用者陌生的視覺設計，讓電子繪本能在使用者視覺處

理的訊息轉換動態歷程中，傳達明確的訊息。 

2.3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Davis（1986）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被證實為可有效地檢視、

解釋與預測個體採用數位技術與科技產品的影響因素（Hausman & Siekpe，2009；李偉暄，2013）。TAM

理論架構強調，主觀信念中的「知覺有用」與「知覺易用」會決定性地影響個體實際使用數位技術與其

相關產品的程度與結果（Davis，1986）。Davis（1986）將「知覺有用」定義為個體相信使用一特定系

統有助於其當下的行為表現或工作績效的程度；「知覺易用」則是個體相信使用一特定系統的容易程度。

知覺有用與知覺易用會影響個體對數位科技的使用態度，使用態度進而會影響個體的行為意圖，行為意

圖將決定個體對數位科技的實際使用程度與結果；其中，知覺有用與知覺易用受制於外部變數，例如：

數位科技本身的特性與其的使用情境（Davis et al.，1989）。重要的是，Davis及應用 TAM 進行科技接

受度相關研究的學者發現，當個體對一項新興數位技術與其相關產品感到陌生時，「知覺易用」對實際

使用與接受度的影響程度會高於「知覺有用」的影響；但是當個體對一特定數位技術與其相關產品感到

熟悉時，「知覺有用」對實際使用與接受度的影響力會高於「知覺易用」的影響（Davis et al.，1992；

Kaplan et al.，2007）。然而，TAM 僅就知覺有用與知覺易用兩個面向探討個體的科技使用與接受度，可

能忽略其他決定性因素的潛在影響力（Hausman & Siekpe，2009；Legris et al.，2003）。綜合上述，學者

雖普遍接受，知覺有用與知覺易用兩者皆能用以詮釋及預測個體對數位技術與相關產品的實際使用與接

受度；但透過研究發現，學者同時認知到相較於知覺易用的影響力，知覺有用在個體對數位技術與相關

產品逐漸熟悉的狀態下，可能發揮更大影響力決定了實際使用與接受度。 

3.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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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體感繪本創作與設計 

本研究創作之體感繪本，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主要使用對象，故事內容主軸與情境，主要取材自格

林童話作發想，並融入拾金不昧的故事情節與體感互動遊藝；故事內容角色，以三頭身比例的造型呈現，

藉此營造出兒童接受度較高的卡通人物風格；體感繪本的介面以簡單明瞭為主，文字規劃採用適合螢幕

呈現的非襯線體字型，以提高文字的易讀性與辨識度，繪本中所有文字附上注音，以便兒童能自行操作

閱讀；體感繪本內容的色彩規劃，為了降低使用者的視覺負荷，故事場景、主角、元件與文字用色皆採

用柔和暖色系；體感繪本的圖文版面配置方面，由於多數使用者的閱讀與視覺動線為左向右，本研究設

計之體感繪本將主畫面配置於視窗左側，體感按鈕等操控功能設置於視窗右側。使用者操作時，視窗右

下角呈現使用者的動作示意圖，藉此提示使用者達成正確動作。視窗右上角的體感按鈕，分別設置操作

繪本閱讀的主要功能，包括：前往下一頁、返回上一頁、回首頁，使用者的手掌對準按鈕持續兩秒，即

可依按鈕選項更換頁面。 

3.2研究設計、對象與途徑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熟悉互動整合設計產品操作方式的兒童，對於體感繪本的使用性與接受

度。依研究目的，邀請兩位符合上述條件之國小高年級學童，擔任本研究中操作體感電子繪本的研究對

象，並藉由觀察與訪談途徑進行個案研究的資料蒐集。第一階段進行觀察法，研究者以摘要式客觀記載

研究對象彼此重複頻率高的操作行為，在取得研究對象的同意之下，同時運用攝影機輔助觀察記錄，以

確保研究觀察歷程資料的完整性與準確性。第二階段進行訪談，以獲取更深入的受訪者視覺感官的經驗

描述資料。訪談內容除了聚焦於知覺有用、知覺易用與介面視覺設計的議題之外，請個案進一步說明在

第一階段觀察過程被記載的視覺移動軌跡與操作行為背後的促發因素或動機，藉此交叉比對研究對象對

於本研究之體感繪本介面設計與趣味性的認知與詮釋。 

4. 研究發現 

根據觀察與訪談資料，熟悉互動整合設計產品操作模式的兩位兒童使用者，在科技接受模式的結果

分析中，反應出知覺易用性比知覺有用性更能影響使用滿意度與接受度；此研究結果難以支持科技接受

度的相關研究，例如：Kaplan et al.（2007）指出，當個體對數位技術產品感到熟悉時，「知覺有用」對

實際使用與接受度的影響力會高於「知覺易用」的影響力。此研究結果未能全然支持相關研究的潛在原

因在於，使用者對於互動整合設計產品的操作模式與習慣，可能無法全面應用於體感式的互動設計產品。

但個案表示，體感技術融入繪本的操作，不僅能提升閱讀的便利性、易用性，也激發個案的閱讀興趣。

個案使用者的訪談資料顯示，本研究發展的體感繪本故事情境遊戲，由於激發使用者閱讀的樂趣，因此

提升使用者對故事內容的參與度；此外，體感繪本中的故事場景與人物角色，繪製風格對使用者具備視

覺吸引力，能增進使用者對體感繪本的接受度與滿意度；此研究發現，支持國外的相關研究：互動整合

設計的介面與版面編排美感程度，可激發使用者正面的情緒感知，以及對該設計的接受度（Tractinsky et 

al.，2000）；本研究發現也呼應學者的建議，互動設計作品應具備有效、簡便與享受三大特性（葉謹睿，

2010）。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再次凸顯出相關學者所倡導的設計概念：進行電子繪本的介面設計時，宜納入視覺設計

提倡的版面編排、字體與圖像設計之考量，不僅有助於引導使用者閱讀內容、強化視覺焦點，更能提升

介面設計的整體美感，進而提升使用者的使用性與接受度。本研究結果也顯示，以兒童為對象的電子繪

本，可適切地設計遊戲式的故事情境，以增進兒童對繪本內容的閱讀樂趣。此外，本研究發現，兒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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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對於相關互動設計產品的操作，可能難以全面應用到體感繪本的操作模式，而影響接受度的研究結

果，但受限於時間與經費的考量，本研究僅邀請少數兒童使用者進行實驗研究，建議未來可擴大研究對

象的樣本量與研究時間，加以探究科技接受度模式的理論在體感繪本設計的適用性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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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遊戲式學習融入高職商業概論課程對學習成效及學習感受之影響，研究者依遊

戲特性結合教學目標，自行設計一大富翁遊戲類型的桌遊「行銷達人」，將行銷組合的概念融入遊戲情境

中，以提升學習者策略思考及將理論應用之能力。本研究以高職商業經營科三年級 14 位學生為研究對

象，學生以小組方式完成桌遊後，接受成就測驗。經由統計分析學習成效前後測與綜整學習感受訪談後，

了解學生使用遊戲式學習的情形。研究結果顯示：(一)遊戲式學習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二)遊戲式學習

對學生的學習感受均產生正向影響。本研究可提供未來遊戲化學習的設計參考。 

【關鍵詞】 遊戲式學習、商業概論、高職教育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ame-based learning on Introduction of business in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A monopoly type of board game “Marketing expert”, was designed in align with 

the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The study focused on 14 third-grade Business Management majored 

students in a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Data collection includes class observation, students 
interviews, achievement test results and feedback.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1) Game-based learning enhanced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2) Game-based learning presents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This study results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learning game design. 

Keywords: Game-Based Learning, Introduction of Business, Vocational Education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順應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計畫實施的主要理念，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群科課程綱要研修著

重以學生為學習主體，期許教師於教材教法的編選實施能配合時代發展，依循課程綱要並顧及學生程度

需求。課程內容儘量與現實生活相結合，讓學生將所學知能應用於實際生活中，洞察生活中之各種問題，

以進行反思及發展解決之道，以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使學生樂於學習且有效學習(教育部，2016)。 

    為增進學習成效，教師應深入了解如何激勵學生學習動機，使其更加投入於學習活動。近年來許多

研究顯示，結合遊戲的趣味性以及沈浸感等遊戲性於各種學科知識中，對於學習可帶來的正面教育效果

(Prensky,2001)。教學性的遊戲能加強已經教過的技能、觀念和資訊，並高度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動機，

活絡課堂氣氛，並較能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進而達成更有效的學習(徐右任、簡淑真，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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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即以研究者自行設計發展之商業概論課程遊戲，將課程內容融入於模擬商業實境的「行銷達

人─大富翁遊戲」，學生經由情境角色扮演及任務目標的達成完成學習。本研究的目的以前實驗研究方

式了解學習者應用遊戲式學習融入商業概論課程學習成效及學習感受。 

2. 文獻探討  

2.1. 商業概論課程探究 

    商業概論課程之教學目標在於引導學生瞭解商業管理的基本觀念，為高職商管群學生必修的專業科

目及升學考科。然而，近年來，因應升學考試需求及受限課程進度，商業概論課程之教學方式仍偏重傳

統講述式教學法，教學以教師為中心，學生單向接收教師的知識傳授，忽略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動性，

影響學生創造思考能力之學習與發展。此外，就研究者在商業概論教學現場十年教學經驗觀察，高職學

生普遍認為商業概論課程單調乏味、內容繁瑣，對於商業概論的學習動機不高，因缺乏理論與實務結合

之經驗，學生為了應付考試一味的記憶背誦而缺乏理解，以致多數學生無法將課程內容觀念內化為長期

記憶，學習成效不彰。有鑑於此，調整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提升學生理論與實務經驗之結合，

讓學生透過做中學、學中做以達成有意義的學習，為現今商業概論教育現場所需努力之方向與課題。 

    近年來，逐漸有研究者透過多元教學策略融入商業概論課程，以改善商業概論課程傳統講述式教學

之缺失。楊喬涵(2008)應用專題導向學習策略，配合商業概論課程教學內容，讓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進行

商家實地探究活動，經由專題導向學習，學生對商業環境的了解及學生學習興趣均有所提升，但對於學

生課堂上學習態度及問題解決部分則未達研究者所期望的效果；鍾美倫(2005)的研究指出接受創造思考

教學法的實驗組學生其創造思考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均未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實驗組學生的商概成績

亦未優於控制組學生；鍾和興(2011)的研究指出將資訊融入商業概論課程教學，對於學習成就及學習態

度皆無顯著影響。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可得知，學生對於多元教學策略融入商業概論課程接受程度高且具

正向效果，唯對於學習成效尚未達成顯著影響，除此之外，遊戲式學習已廣泛應用在中小學教育中，但

是在高職的商概教學中，甚少有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將藉由遊戲式學習的挑戰性及趣味性，融入商

業概論課程，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透過大富翁桌上遊戲所提供之商業情境模擬及任務目標的追求，

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與深度思考之能力，並加以探究遊戲式學習對學習成效與感受之影響。 

2.2. 遊戲式學習 

遊戲在教育史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概念，Wozny (1985)表示遊戲應用於課堂中以喚起學習興趣及緩

解課程的乏味已行之有年且廣受歡迎，近年來教育遊戲在各領域均得以證實比傳統教學方式更可強化學

習成效，且對於高層次思考能力及互動表現上均更具正向影響(Prensky,2001；黃永和，2012；廖遠光，

2009)。有效結合教學目標的遊戲式學習，將對學生的學習動機有所提升，進而引導學生更自發性的學習。 

    就廣泛的定義而言，遊戲是有效激發學習活力的泉源，教學遊戲不只可以提高學習興趣、強化練習，

也具有活動體驗、鷹架支持與情境模擬的效果(黃永和，2012)。Prensky (2001)認為遊戲式學習的學習活

動包含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學習知識，或在挑戰過程中獲得成就。遊戲式學習不只提供了主題相關的知

識，更結合了知識與遊戲的連結，以提升學生投入的動機。   

    Prensky(2001)將玩樂(play)分為自然性的玩樂和組織性的玩樂兩種，並表示組織性的玩樂才是遊戲，

遊戲異於一般玩樂之處乃在於遊戲具有規則與遊戲目標。其主張遊戲具有六項關鍵性的組成因素，包括  

(1)規則、(2)目標和主體、(3)結果和回饋、(4)衝突/競賽/挑戰/阻力、(5)互動及(6)圖像和情節性。 

遊戲式學習有別於一般遊戲，其須同時兼顧遊戲與教學特性。遊戲式學習是透過遊戲的方式讓學習者感

受到挑戰性及趣味性，教師有計畫的將學習目標融入教學遊戲中，提供學習者選擇與決策的機會，使學

習者主動參與挑戰活動，提升學習興趣，進而從遊戲中獲取概念性的知識，並從中培養思考決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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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合作溝通等能力。遊戲化學習是一種學習者可以在遊戲中解決問題並挑戰層層關卡，學習者能從

過程中得到成就感，運用遊戲進行學習的方法，同時兼顧遊戲的趣味和教育意義 (劉怡妙，2015)。 

    整體而言，遊戲式學習可透過規則的制定與學習者對遊戲目標的追求引起學習動機，本研究將進行

的大富翁遊戲，更可透過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使學習者融入遊戲的情節性，並透過同組間的同儕合作及

各組間的競爭性增加學習者對遊戲回饋及結果的期待感。由此觀之，遊戲式學習具有誘導學習者更主動

自發性的參與學習，並經由趣味、探索、競爭與合作的遊戲歷程中獲得認知、情意和技能的建構與發展。

因此，遊戲式學習中，遊戲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對於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及學習成

就之增強與提升均有相當的作用。 

    近年來，遊戲式學習的教學模式普遍應用於各領域，多數教學遊戲將評量測驗內容以遊戲方式呈現，

透過生動活潑的動畫遊戲降低學習者對測驗的排斥感，此種教學遊戲僅需人機互動即可進行，使用時機

多用於課後複習或學習者自律學習，雖透過遊戲的趣味性達到複習及多元評量的成效，然而對於同儕溝

通互動及策略思考能力未能提供充分學習機會。Treher(2011)指出，團隊導向的桌遊可建立人際溝通技

巧，避免學習者在面對艱難問題時孤軍奮戰的感受，遊戲參與者透過面對面接觸一起回答問題、釐清概

念及解決任務，合作的力量顯而易見。綜觀教育現場，桌遊融入教學普遍應用於國文、英文、數學、自

然、社會、生活科技等領域，舉例而言，吳曉亮(2005)透過環遊科技大富翁強化學生基本生活科技的知

識及概念。唯上述桌上遊戲融入教學大多是透過遊戲過程針對學習知識內容進行精熟學習，較少針對問

題解決、策略應用層面之學習，故本研究除了課程內容融入遊戲以達成精熟學習外，將針對大富翁遊戲

模擬商業情境，結合問題解決及策略應用以達成任務之特質，融入商業概論教學，探究其對學習的影響。 

3.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以大富翁遊戲融入商業概論課程為主題，使用單組前後測實驗法，了解高職學生利用桌遊輔

助商業概念與策略應用的成效及學習感受。 

3.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新北市某高職商業經營科三年級學生共 14 名，男女比例平均。施測學生依照學期總成

績，每 7 人一組，平均分配成兩組(G-A、G-B)進行遊戲式學習。各組均由一名學生自願擔任銀行角色，

負責記錄各小隊的收支並協助操作出題 APP 及掌握遊戲流程。其餘學生再自由分成三小隊，每小隊兩人。

參與實驗的學生起點行為如下表。 

 
表 1 

研究樣本性別、成績分佈程度 

G-A (焦點組)  G-B 

組別 學生 

性別 成績  

組別 學生 

性別 成績 

男生 女生 
高於 

平均值 
介於 

平均值 

低於 

平均值 
 男生 女生 

高於 

平均值 
介於 

平均值 

低於 

平均值 

G-A-1 
S1  ◎ ◎    

G-B-1 
S8 ◎    ◎ 

S2 ◎   ◎   S9  ◎ ◎   

G-A-2 
S3 ◎  ◎    

G-B-2 
S10  ◎  ◎  

S4  ◎   ◎  S11 ◎  ◎   

G-A-3 
S5  ◎  ◎   

G-B-3 
S12  ◎   ◎ 

S6 ◎    ◎  S13 ◎   ◎  

銀行 A S7 ◎  ◎    銀行 B S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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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實驗過程 

兩組學生在該班級教室接受四節課的行銷組合單元課程講述式教學後，再分別於閱覽室進行 120 分

鐘的桌遊。教師於遊戲過程中注意班級秩序，並充分掌握遊戲進度和時間，以利學習進度與教學目標的

達成。14 名學生在遊戲前接受學習成效前測，兩組學生各花 120 分鐘完成遊戲。在教學實驗後，學生立

即接受學習成效後測，及焦點組學生訪談，以瞭解遊戲式學習對學生學習態度是否有所提升。  

3.3. 研究工具 

3.3.1 行銷達人─大富翁遊戲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行銷達人─大富翁遊戲」以大富翁遊戲為設計藍本，由研究者自行設計完成，

模擬現實生活中的商業交易環境，並於遊戲設計中稍作調整，學習者可透過通路的購置，搭配產品卡、

推廣卡的使用來提高收入，遊戲設計機制與概念如下： 

(1) 遊戲圈數：遊戲圈數以行銷管理觀念中的產品生命週期的四個週期呈現，每圈 36 格，除了機會、命   

   運(各 4 格)、市場(3 格)等機制外，結合樹林地區學生所熟悉的零售商設置共 24 格通路，其中包含便 

   利商店、量販店、專賣店等各種零售型態，融入商業基本概念，越接近市場的通路格訂價越高。 

(2) 遊戲卡片：卡片分成產品卡及推廣卡，產品卡依據產品特性分成五種等級總計 50 張；推廣卡融合 18 

   種推廣策略總計 40 張，不同功能的推廣卡吸引消費者前往消費的程度也將有所不同。 

(3) 機會、命運機制：機會和命運的題目均來自行銷組合單元的知識概念。 

   機會題型為難易度較低的基本題型，協助學生建立成就感，學生答對機會題型可隨機獲得行銷獎金、 

   產品卡或推廣卡，題目透過 Kahoot!軟體以隨機的方式呈現；命運題型為進階題型，以增加遊戲的挑 

   戰性，學生答對命運題型可免除遊戲安排的各種阻礙，如：經營策略失當損失 2000元。 

(4) 獲勝方式：各小隊完整走完產品生命週期的四個時期時遊戲結束，遊戲結束時額外針對學生所使用 

   的產品卡頒發「產品多元化」、購置通路最多的「地產大亨」及通路集中的「商店群聚效應」額外頒 

   發獎金，最終行銷基金最高者為贏家，該小隊予以平時成績加分。 

期許透過此遊戲設計達成學習者不同層次的有效學習：遊戲內容結合課程知識，衡量學生程度給予 

學生適度且合理的挑戰性，學生需應用課堂所學內容回答問題以提升自身致勝籌碼，達到精熟學習。此

外，遊戲過程中，加入需結合所學知識概念加以應用的策略思考層面。遊戲中透過推廣卡融入 18 種推廣

策略，推廣活動需透過不同功效的推廣卡搭配行銷預算進行，而在產品生命週期的各個不同週期有其適

合的推廣方式，若推廣卡使用時機錯誤，不但無法達成推廣效果，還會因此損失行銷預算。希望透過各

種推廣卡的應用，提升學生策略思考能力，並降低機運對遊戲勝負結果的影響性，讓遊戲的勝負結果能

夠建立在學習者的不同的策略應用之上。 

3.3.2 學習成效測驗 

    本研究測量工具「行銷組合學習成效測驗」為研究者自行編製而成，測驗範圍為商業概論行銷管理

課程行銷組合單元，題目類型以行銷組合單元重要概念知識為主，在完成測驗卷之設計後請三位專家進

行評估並提供修改建議，以避免題意不清造成混淆或是錯誤的情況發生，並經由鑑別度分析將鑑別度低

於.25 的題項刪除後，實施學習成效測驗。測驗題目共 25 題單選題，每題 4分，總分 100分。 

3.3.3 學習感受訪談 

訪談大綱以「學生在遊戲中認知概念之融入與策略應用」、「小組合作學習的互動與運作狀況」、

和「遊戲式學習的學習興趣及專注力」等面向擬定。期許透過焦點組半結構式訪談，深入了解學生在遊

戲過程中的學習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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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學習成效測驗成果 

    本研究以新北市高職商業經營科三年級 14 位學生為樣本，進行學習成效前後測分析，經實驗所獲得

的資料，以 SPSS22.0 進行資料分析與彙整，以瞭解學習者在接受遊戲式教學之後，是否在學習成效上獲 

得提升或產生差異。14 位學生在遊戲式教學介入商業概論學習之前，前測平均分數為 61.43，標準差為

14.73；遊戲式教學介入商業概論學習之後，後測平均成績 70.36，標準差 18.02。將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

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t=-2.794、p =.015<.05 達到顯著差異水準，顯示學生後測成績顯著高於前測成績，

實驗組學生在遊戲式教學下可有效提昇高職學生商業概論的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前後測成績成對樣本 t

檢定如表 2 所示。 

 

表 2 

實驗組學習成效前後測成績成對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前測 後測 
t 檢定 自由度 顯著性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61.43 14.73 70.36 18.02 -2.794 13 .015* 

 

4.2. 學習感受訪談結果 

    為了深入了解學生經過遊戲式學習後的學習感受，本研究於實驗後，對焦點組學生進行訪談，多數

學生對於遊戲式學習呈現正向感受，歸納如下： 

(1)遊戲式學習有助提升學生行銷策略應用之能力 

S1：這遊戲加深我對促銷活動的概念，促銷有很多種，想賺錢的話要先捨得花。我們這組對於推廣卡的 

    使用完全不手軟，一開始感覺我們資金最少，但到了最後兩圈我們就開始等著收錢了! 

S2：有些行銷預算花的時候會很掙扎，很怕把錢花光而破產，可是後面賺錢的時候就覺得還好我們有用 

    推廣卡。 

S5：我有提供意見決定推廣卡的使用時間，阻止隊員不要用錯推廣卡，不然我們就跟藍隊一樣虧大了！ 

S6：可以透過遊戲了解每一種廣告的正確使用時機，像藍隊到了「成熟期」才用告知性廣告的推廣卡， 

所以行銷預算全部損失了!根本賠了夫人又折兵! 

(2)遊戲式學習有效強化小組間合作學習及同儕互動 

S1：我們這組有專業分工，我負責回答問題，S2負責想該怎樣才能拿到最大的利益，很好玩！ 

S4：我們很有默契，買地跟用卡的想法都很接近，合作愉快！ 

S5：回答問題的時候，有人一起確定答案感覺比較有信心！ 

S6: 答題的時候有人跟我一起討論，會比較肯定我們選擇的答案，不過有時候我們答案不一樣那表示我們對   

    於這部分內容還不夠熟。 

(3)遊戲式學習顯著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專注力 

S2：我覺得這樣的課程很有趣也更加深記得課本上的重點。 

S4：原本以為行銷組合很困難，但是透過玩遊戲讓我覺得課程變好玩，對於行銷課程產生了更大的興趣。 

S6：我覺得遊戲式學習很適合我，因為我上課會分心，可是玩遊戲的時候很專心，因為不能輸！ 

S7：透過遊戲互動感覺課程內容變得更有趣。 

TAECT 2016

74



5. 結論與建議 

    透過訪談結果顯示，遊戲式學習的趣味性可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增進學習動機。此外，藉由遊戲

的挑戰性，更能增加學生對任務達成的驅動力。學生透過策略思考及應用，達成更高層次的學習成效。

遊戲式學習可活絡班級氣氛，透過合作學習增加同儕間之互動，增進人際溝通及情感交流。學生透過遊

戲式學習任務之達成，從而建立學習自信心，面對挑戰躍躍欲試，學習動機得以維持。此次實驗結果，

所有同學對遊戲式學習均給予正面評價，量化的學習成效也有顯著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均

具有顯著的影響。舉例而言，商業概論成績低於平均的 S4 及 S6 同學，均透過遊戲的過程降低學習焦慮，

尤其 S6 同學玩遊戲時全神貫注、認真答題，其所展現的學習動機與平日上課表現判若兩人。 

    研究者透過本次實驗流程觀察及學生訪談發現部分待改善問題：雖在遊戲前已進行遊戲規則之說

明，但學生第一次接觸遊戲版圖，對於遊戲的摸索與適應使得學生無法立刻進入狀況，可在遊戲前先進

行試玩，讓學生更了解遊戲的玩法與規則。其二，在遊戲進行期間，班級氣氛活絡，教師宜留心遊戲進

行時之秩序掌控。研究者將針對以上幾點於下次實驗時進行修正，並藉由本研究結果，提供後續教學者

和研究者在研究策略和教學方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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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團隊導向學習」是運用課前預習、課堂多數時間強調實作討論之有效教學策略，引導學生高

層次思考，使學習具深度與廣度。本研究藉由此模式融入高職經濟課程，期能提升高職生經濟課程之學

習成效。本研究採準實驗法，以不等組前、後測設計進行實驗。研究樣本取自新北市某高職三年級共 39

名學生，一組為實驗組採團隊導向學習，另一組為控制組採小組討論學習，兩組學生均實施學習成效前、

後測與訪談，以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學習成效顯著高於控制組學生。訪談結

果亦可得知團隊導向學習具提升學習效果並產生正向影響之特質。 

【關鍵詞】 團隊導向學習、高職經濟課程 

 
Abstract: “Team-based learning” is an effective instructional strategy that enhances studen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higher-level thinking.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learning effect of team-based learning method for 

Economics in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39 students from a vocational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eam-based learning is us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group of discuss 

learning is exercised in control group. Statistics analysis shows that team-based learning has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s on achievement test than control groups. Besides, through interview, students in TBL group reflect 

positive feedback.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eam-based learning has better result for enh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Keywords:  Team-based learning, Economics course, Vocational education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全球競爭化的時代，多國教育革新轉向培養學生多元能力。順應此趨勢，高職商業與管理課程綱

要之研修，亦以自發、互動、共好為基礎設計，期盼教師配合課綱實施，提升專業成長、研發創新教材

教法改進教學及技巧，以培育學生具備務實致用及終身學習能力(教育部，2015)。商業教育中經濟課程

乃必修基礎課程，在合理經濟假設下，建立完整經濟思維並善加活用於日常生活，藉以分析並解釋社會

經濟現象，是商業類學生必備知能。然而，經濟概念眾多，學習實屬不易，再者，學科內容易受限為升

學考科，故多數教師使用傳統講述方式授課，較難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團隊導向學習」改變教師單向

傳授知識之模式，轉而以學生為主，著重高層次思考能力，將班級學生分成多個團隊小組，設定明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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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規劃架構，以思考、討論、分享、發表等多元方式學習並解決問題，其具系統性完整學習步驟，運用

課前準備評量、課中團隊討論進行學習任務，促使學生自負學習責任亦做到自行學習、批判性思考，且

將習得知識加以活用解決應用題型，藉此提升問題解決能力之餘也使學習具深度與廣度，強化學生間互

動合作學習亦提供檢測預習成效。故本研究使用團隊導向學習融入高職經濟課程，期望學生透過此法可

從多面向、多元觀點自發學習知識，協助學生提升經濟課程學習成效外，對於自學思辨、溝通協調、應

用知識解決問題等多元能力亦可培養並得以展現。  

2. 文獻探討 

2.1.經濟課程探究 

  經濟學為研究理性個體如何做決定之社會科學，且是高職商管群學生必修科目亦是升學考科。經濟

課程為配合升學考試所採取教學方式，往往以聽教師講解的被動學習為主，雖高職學生處於思想創造萌

發階段，仍框限於考試領導教學的體制，也因此將影響學生於 Bloom學習分類中的高層次知識理解、分

析、評鑑、創造之能力，更阻礙學生對問題或經濟現況深度思考、批判、運用及討論之機會。根據學習

金字塔理論，其受限於學習方式而致知識留存率不佳，更缺乏應變、問題解決等能力。也因此研究者分

析應改變經濟課程授課方式，將生活化且實用的經濟課程得以跳脫傳統框架，改變既往教學模式轉而以

學習者為中心，此一轉變將成為經濟教育教師之重要課題。 

  許多教育研究者在高職經濟學教學應用不同的教學法，例如應用合作學習法於高職經濟學對於學習

成效、班級氣氛皆優於傳統講述教學法(馮美惠，2005)；問題導向學習法之應用，可提升學生個人平時

成績但對月考成績影響較不明顯(黃妍綾，2012)。相關研究內容多針對經濟知識理解程度進行探究，較

少針對習得知識之應用、分析高層次學習，故本研究使用團隊導向學習模式融入經濟課程，藉由團隊導

向學習完整步驟：個人預習教學影片、學習評量之團隊辯正討論與應用所學課程概念，反思、討論、回

饋應用題型或討論案例，以強化學生 Bloom學習分類中高層級之學習，探究對學習成效與感受之影響。 

2.2.團隊導向學習 

    傳統講授方式僅由教師講解傳授知識予學生，由教師單向授予知識，較難得知學生學習狀況，但課

堂上乃由教師及學生共同組成，目前教育理念的課堂教學革新，已由教師為中心進入由學生為中心(張奕

華、吳權威，2014)，而團隊導向學習即是著重以學習者為中心、從課前至課後一整體系統教學策略，改

變整體課程設計，課堂時間著重於應用知識而非吸收新知(史美瑤，2012)。由於團隊導向學習法課程知

識應用在課堂上完成，故教師有充裕時間參與學習討論過程並即時回饋，其特質為：1. 著重分組團隊討

論上課模式。2. 課程核心乃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問題。3. 以學生為中心，將學習主動權交還學生。4. 教

師最大功能在於引導學生學習並促進團隊動力。5. 增加學生自學與思考時間。 

  「團隊導向學習」教學設計時包含二項目的：增加團隊成員向心力及學生可充分了解課程內容，課

程進行時以團隊分組模式為主，分組過程須透明化且小組成員背景多元、異質性分組，如此可使小組討

論過程中得以發揮不同專長，共同腦力激盪，以多方面向思考問題。其可分為三階段進行學習：個人預

習、學習評量與應用活動 (Michaelsen, Davidson, & Major, 2014)。第一階段：個人預習 (Advanced 

Assignment)，學生此階段工作即是課前完成指定閱讀作業，具備先備知識以利課程進行團隊討論活動。

第二階段：學習評量(Readiness Assurance)，先進行個人準備度測驗，得到個人成績，接下來整組成員針

對題目進行溝通討論，達成共識後選出正確答案得到團隊成績，此階段目的乃讓學生了解、運用課前預

讀獲得知識，後再藉辯正討論及教師講解回饋，以加深課程知識理解。第三階段：課堂應用(Application)，

教師設計具挑戰性問題或討論案例，引導學生運用預習及第一、二階段獲得知識解決問題，故團隊導向

學習是一具系統且有完整實施步驟的學習模式。 

TAECT 2016

77



  傳統教學學生為被動接受知識，而教師受限時間僅檢視學習成果，較難於學習過程提供回饋，師生

互動不足，學生專注度亦無法提升。而團隊導向學習之知識應用於課堂進行時完成，故教師有較充裕時

間參與學習討論過程外，藉由討論亦可提升學生學習參與度。團隊導向學習法除著重團隊討論外，亦設

計應用題練習運用，因此可使學生應用所學知識，再根據 Bloom學習分類理論，由於團隊導向學習鼓勵

課前預習、課中團隊討論、批判思考、辯證練習並應用知識，故成為 Bloom學習分類理論中較高層級學

習方式(Walters,2013)。國內學者將團隊導向學習運用於預立醫療自主計畫繼續教育之教學，以參與研討

會方式得知參與醫護人員對課程了解程度提高，由原先 65.7%提升至 86.6%(謝至鎠、黃家琪、王英偉，

2012)。亦有研究探討對護理導論課程之影響，結果顯示：對於護理系一年級學生，10 週課程活動發現對

於學生學業成績表現有顯著改善情形(劉淑如、蔡淑玲、劉秀珍、鄭靜瑜，2015)。文獻中亦可得知團隊

導向學習可增強團隊溝通能力，進而強化學習動機並帶動學習成效(Lai, Chen, & Tsai,2006)；另可運用知

識、主動學習、增加互動並有效溝通，且學習成效有所提升(Simonson,2014)。此外其有助於個人自我學

習並轉化學生為主學習模式、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問題，與傳統式教學相比，具高度活動參與、正向學習

態度(Parmelee, DeStephen, & Borges,2009)，在學習成效上表現更好且可長時間保留知識。 

  研究者歸納相關文獻發現，使用團隊導向學習可發展學習核心能力，對教師而言可發展設計：不同

層次考題能力及提升學生高層次學習能力之教學策略，對學生而言：可提升團隊合作、自主學習、批判

思考、問題解決等多元關鍵能力，故是兼顧多元面向的方法。唯較少研究針對高職商業類課程，故本研

究乃以團隊導向學習融入高職經濟學課程，探究學習感受及其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3. 研究設計與方法 

3.1.研究架構 

 

 

 

 

 

 

 

 

 

 

 

 
圖 1、研究架構圖 

 
3.2.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學習成效上採準實驗研究法之不等組前、後測設計，實驗教學 2週，內容為「市場結構」、

「廠商收益」單元，對象為新北市某高職三年級二組共 39 名學生，實驗組學生共 20 名（男生 8 名、女

生 12 名）使用團隊導向學習，控制組學生共 19名（男生 7名、女生 12 名）進行小組討論學習。 

3.3.研究設計     

  由於經濟學乃商業群科專業課程，學生均無先備概念，故使用互動性強又可讓學生暢所欲言的團隊

導向學習模式，改變學生原先認為經濟乃枯燥無趣之刻板印象，實驗教學流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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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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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實驗教學教程 

教學流程 實驗組(團隊導向學習) 控制組(小組討論學習) 

課前 觀看課程影片 預習課本內容 

教學 

(時間：50 分鐘) 

1.實施個人測驗，得到個人成績(5分鐘) 

2.實施團體測驗，分組討論達成共識(15 分鐘) 

3.學生針對答案進行申訴辯正(5分鐘) 

4.活用知識以小組討論解決應用題(25分鐘) 

1.教師針對課程進行教學

講解(25分鐘) 

2.分組討論、上台發表並

完成學習單(25分鐘) 

評量 紙筆測驗、小組同儕互評 紙筆測驗、小組同儕互評 

3.4.研究工具   

1. 課程單元錄製影片：考量學生專注度與課後時間運用等問題，故市場結構與廠商收益單元各設計 30

分鐘影片，拆成三段，每段影片 10分鐘，避免造成學生認知負荷，以利學生學習。 

2. 單元課程學習單：依據各單元教學目標、內容、流程設計學習單，學生經由學習單了解課程脈絡及

重點，而教師可知學生對於學習重點和課程內容之理解程度。 

3. 單元個人團體測驗及應用題：課堂上進行三項評量：個人、團體測驗及應用題討論，以了解學生預

習及理解程度，各單元個人及團體測驗題目約 8-10題，研究者以刺激學生批判思考能力與預習內容

為依據設計題目，應用題則多設計時事生活化試題，例如：風災對於市場收益影響，強化學生運用

知識解決問題能力，題目與選項內容、敘述、難易度皆依專家建議進行修正、審題後實施於課程中。 

4. 教學活動團隊回饋單：本研究採分組團隊學習模式，故是否可發揮團隊討論效能相當重要，小組成

員透過回饋單記錄團隊溝通、討論情形、各成員貢獻程度等，協助學習者改善團隊溝通討論之技能。 

5. ZUVIO APP：團體測驗時利用 ZUVIO 雲端即時反饋系統答題，教師透過後台即時統計結果，了解學

生答題與學習狀況，透過此一互動 APP 提升學習專注力與團隊活動參與感，並活絡課堂討論氣氛。 

6. 學習成效測驗：題型為四選一單選題，包含市場結構、特徵收益比較等內容，原 30 題，經鑑別度分

析與專家審核，刪除鑑別度指數低於.25 以下題目或題意不清等題目，以 25題選擇題為正式試題。  

研究工具均經三位通過教育部認證之經濟教學合格老師審核、評估及修改。將自行錄製教學影片放

網路上，再由學生於課前搭配學習單自行觀看。於課堂上進行個人準備度測驗，再異質分組討論，使用

ZUVIO APP 答題，研究者針對概念不清、錯誤率高題目進行說明。最後由學習成效前後測成績得知學習

成效與差異情形，再由團隊回饋單了解各組成員是否可發揮團隊討論效能，後續協助改善討論技能。 

  本研究使用研究工具質量兼俱，研究工具使用時機與目的如表 2所示。 

表 2 

研究工具一覽表 

研究工具 

使用時機 使用目的 

課程前 單元前 課程中 單元後 課程後 
多元能

力提升 

教學 

修正 

1.課程單元錄製影片 ◎ ◎    ◎  

2.單元課程學習單  ◎  ◎  ◎  

3.單元個人團體測驗及應用題   ◎   ◎  

4.教學活動團隊回饋單     ◎  ◎ 

5.ZUVIO APP   ◎   ◎ ◎ 

6.學習成效測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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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資料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22.0 來進行經濟課程學習成效資料的分析，以前測為共變項，後測為依變項，比較

實驗組和控制組在依變項上的組間差異，以了解學習者在學習成效上是否獲得提升。 

4. 研究結果 

4.1.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習成效結果 
本研究探討「團隊導向學習」對於高職學生經濟課程之學習成效影響，實驗組與控制組分別接受團

隊導向學習與小組討論學習後，學習成效前後測成績如表 3，從表中資料可知：實驗組與控制組後測成

績均高於前測成績。 

表 3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習成效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摘要表 

組別 人數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驗組 20 55.80 8.36 73.80 6.93 

 控制組 19 52.00 10.91 62.32 8.98 

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前，須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實驗組與控制組依據共變數(前測成

績)預測依變數(學習成效)所得迴歸係數要相等，本研究組別*前測成績之 F值統計量為=1.277，p=.266>.05，

未達顯著水準，符合共變數分析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假定，因此可採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從表中資料可知：排除前測(共變數)對後測(依變數)的影響，自

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效果檢定達到顯著差異(F=48.161，p=.000<.05)。顯示經過實驗處理後，實驗組與控

制組學生在學習成效後測得分有顯著的差異，且觀察表 3 之後測平均數，實驗組後測平均數為 73.80，控

制組後測平均數為 62.32，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經過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排除前測成績影響之後，實驗組後

測平均數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平均數，顯示團隊導向學習在高職經濟學的學習成效優於小組討論學習。 

表 4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習成效後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4.2. 訪談結果 

  為了解學生學習感受故針對焦點組進行訪談，學生對於團隊導向學習具正向感受，說明如下： 

 1.團隊導向學習融入經濟課程，改變學生對經濟課程無趣之刻板印象。 
  s1(實驗組，男)：之前覺得經濟一直講很無聊，沒想到這次換上課方式，所以我有參與討論，還不錯耶。 

 s3(實驗組，男)：跟大家一起討論很有趣！大家都還蠻厲害的，討論的時候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看法。 

 s4(實驗組，女)：希望老師改變上課方式，感覺很有挑戰，沒想到經濟可以那麼靈活，應用題很生活化。 

 2.團隊共同討論、分享意見，有利於學習並增進溝通技巧。 
 s2(控制組，女)：聽老師上課，我更喜歡討論，我發現能言善道的同學好多，討論後我更懂市場結構。 

  s5(控制組，女)：雖然我不喜歡上台，但被同學要求發言，所以上課時，我也勇敢說感想，得到同組同學認同，

我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 

 s6(實驗組，男)：我們組還真是臥虎藏龍，討論時頭頭是道，雖有些是歪理被老師糾正，因為一開始就要考試

之後又要小組討論，所以我在家除了看影片外還看了二次課本，所以最後考試時考得很不錯。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713.070 1 713.070 48.161 .000* 

在群組內 533.013 36 14.806   

總計 185072.00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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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訪談可知，學生認為團隊導向學習可改變自身學習型態，原習慣老師講、學生聽的模式，經此

次經驗後了解自主學習與預習之重要，事先了解課程內容，再經課堂與同儕討論，更可加深學習印象，

亦使上課變有趣，除此之外，團隊導向學習模式，有助於活用知識，由於課堂時間，多用於與同儕討論，

針對問題提出不同觀點想法，彼此腦力激盪，增進團隊溝通能力之餘，藉由討論更可加深課程與生活經

驗連結並活用知識，因此對於團隊導向學習模式具正向學習感受。 

5. 結論 

實驗結果可知，團隊導向學習可增加學習持續性，提升學習成效外，亦具正向學習感受。此學習法

有別於傳統教學模式，於課堂內強調確認學生知識概念進而使學生靈活運用知識，課堂外則要求學生預

作課程準備且擴大所學進行深度學習，也因此團隊導向學習可提供多元學習機會。運用個人、小組學習、

立即回饋等學習順序，經由小組討論溝通促進經驗交流、學習參與度及人際有效溝通，在自負學習責任

及團隊責任時，保持批判性思考、養成自主學習習慣，並得以運用所學於課堂或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之

技能。團隊導向學習運用於經濟課程是新嘗試，仍有進步空間，提出淺見供後續研究參考：1.學生習慣

傳統講述方式，部分學生對於討論、上台報告產生壓力，故老師除課前充分溝通，課堂進行時可彈性調

整各組回饋方式，例如：全組共同上台回饋減輕壓力；2.應用題目之設計可使用題組，由淺入深、循序

漸進帶動學生討論學習，再視學習狀況提升題目深廣度。研究者欲藉由本研究結果，提供高職商業類教

師不同教學方法，而其於學習成效之改變結果，可供後續教學者和研究者在研究策略與教學方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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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communication, the imaginative capacity for designing proper extension service and 
related activities are necessary for the practitioners, who can be deemed as designers for their practical works. 
Prior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at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can stimulate the imaginative capacity of designers, yet 
little scientific evidence was provided to illuminate how this stimulation works. For filling the gap described 
above, this study employed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on imaginative capacity of students from the agriculture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participants were 7 highly imaginative students; the visual stimuli were artworks of 3 well-known artists. 
Through the EEG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for different imaginative capacity indicators, different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triggered different types of brainwave patterns, and the imaginative stimulations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mostly reflected on the cerebral activities in their right hemispheres.  
Keywords: agriculture communication, designer, electroencephalography, imaginative capacity stimulation.  
 
1. Introduction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Comparatively, agriculture is the most influenced industry under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nowadays. 
Facing the constantly dynamic change, numerous scholars (e.g., Intarachaimas, 2012) of agriculture education 
hav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t of imaginative capacity. Compared to other fields of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communication students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creative imagination and 
innovative design. As the practitioner of agriculture communication shall participate in extension services and 
conduct activity design, they need abundant creative ideas, which are also the requirements on designers 
(Leeuwis, 2004).  

Liang et al. (2013) indicated that imaginative capacity includes 10 indicators: (1) novelty is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create uncommon ideas; (2) productivity is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productively generate 
ideas; (3) sensibility is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evoke feelings during the creative process; (4) intuition is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generate immediate associations with the goal; (5) concentration is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formulate ideas through focus; (6) effectiveness is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generate 
effective ideas about the goal; (7) dialectics is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seek improvement by logically 
analyzing ideas; (8) exploration is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explore the unknown; (9) crystallization is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express abstract ideas using concrete examples; and (10) transferability is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perform tasks by transforming what they know across multiple fields of knowledge.  

For stimulating the imagination, Malaga (2000) indicated that pictures rather than text or combinations of 
both evokes creativity.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that visual stimulation enhance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which are later analogised, combined, or transformed into design resolutions during the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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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ly at the early stages of ideation and conception formulations (Casakin & Goldschmidt, 2000). 
Goldschmidt and Smolkov (2006) conducted experiments to analyze the pictorial influences on designer 
creativity, an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such influences largely depends on design problems.  

The studies on distant analogies and the right hemisphere functions are the most relevant areas to 
imagination research. Some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right hemisphere is more activated when processing the task 
of distant analogies (Bowden & Jung-Beeman, 2003; Howard-Jones, Blakemore, Samuel, Summers, & Claxton, 
2005), and some other studies revealed that less creative people have less active right hemispheres while highly 
creative people have active both hemispheres (Carlsson, Wendt, & Risberg, 2000; Martindale & Mines, 1975). 
For the brainwave research, Kounios et al. (2006) indicated that when people manage to make insightful 
solutions to solve problems, different α waves (8–13 Hz) can be detected. Studies on certain cortical regions 
showed that highly creative people have especially active frontal lobe (Carlsson et al., 2000).  

The current study, using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on imaginative capacity, was conducted here according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brainwave patterns caused by the stimulation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on the imaginative capacity 
of agriculture communication students.  
 
2.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participants were 7 students qualified with: (1) being a student from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communication; (2)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design-oriented courses such as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applied photography; and (3) having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instructors on highly imaginative capacities. 
The materials were 20 groups of visual stimuli consisting of 20 realistic artworks of Jean-François Millet, 20 
abstract artworks of Pablo Picasso, and 20 surrealistic artworks of Joan Miró. Every group had three artworks 
from each artist. These materials were used to provide visual stimuli during the experiment focusing on the 
imaginative-capacity indicators. 

For the tools, the researchers used Wireless EEG (WEEG) to detect changes in different electronic signals 
generated by cerebral cortex activities. The WEEG system used in the study was the 32-channel WEEG system 
developed by Brain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he system has solved the problem that 
the participants must be tied to a computer and cannot move free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he 
10 indicators,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with different questions during the experiment. These 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presented with PowerPoint slides made by the researchers previously.  

 
3.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For the novelty indicator, the ICA of α, β and γ brainwave showed in Figure 1 was basically coincident 
with the results of channel analysis and showed the key activation of α and γ brainwaves at the frontal cortex. 
Some of the results were similar to previous studies, such as the activation of right frontotemporal lobe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new ideas (Kaufman, 2012), but some were not. Sandkühler and Bhattacharya 
(2008) indicated that the activations of right temporal and right parietal lobes contribute to distant analogies, 
while the present study found that the activation of parietal and temporal lobes are helpful to distant analogies.  

For the productivity indicator, the ICA of α, β and γ brainwave showed in Figure 2 was different from the 
results of channel analysis. It showed the key activation of all three types of brainwaves at right prefrontal lobe, 
and the activation of α brainwave also at the left temporoparietal lobe. The results were in line with the findings 
that the activation of right prefrontal lobe was conducive to generating creative ideas (Kowatari et al., 2009) and 
showed the function of left temporoparietal lobe on generating divergent imagination.  

For the sensibility indicator, the ICA results showed in Figure 3 wa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hannel analysis. It showed the key activation of α brainwave at the frontal and left temporoparietal lobes, and 
the activation of β and γ brainwaves at the temporal and parietal lobes. Several studies indicated that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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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think about the actions or emotions of others, their frontal and right parietal lobes would be activated 
(e.g., Decety & Sommerville, 2006). Rogenmoser and others (2016) found that, when people are processing 
particular emotions, their prefrontal, frontal, parietal, and temporal lobes would be activated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intuition indicator, the ICA distributions showed in Figure 4 was different from the results of 
channel analysis. It showed that these brainwaves were activated at the right temporal and occipital lobes. In this 
study, the participant imagination was stimulated by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so the result was presumed to be 
relevant to their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and visual response (Brandenburg & Sachse, 2012; Fishbein, 2002). 
While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is related to the brain activities at temporal lobe (Blanke & Arzy, 2005), and the 
visual response is related to the brain activities at occipital lobe (Schwartz et al., 2005).  

For the concentration indicator, the ICA results showed in Figure 5 was coincident with those of channel 
analysis and showed the key activation of all three types of brainwaves at the parietal and prefrontal lobes. 
Previous studies indicated that human visual attention and follow-up actions are highly related to the activation 
of parietal lobe (Bisley & Goldberg, 2010). Parietal lobe is the region where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 is 
located. PCC monitors the internal activities of brain,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tinuous concentrations. 
According to Leech, Braga, and Sharp (2012), the intense interaction between PCC and frontoparietal lobe 
controls human cognitions and influences the performance in actions which require concentrations.  

For the effectiveness indicator, the ICA results showed in Figure 6 wa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hannel 
analysis. It showed that the α, β, and γ brainwaves mainly activate at the prefrontal, right frontal, right parietal, 
right temporal, and left temporoparietal lobes. The prefrontal lobe controls the complex cognitive human 
behaviors such as making plans and decisions. Such behaviors can extract useful information and generate 
proper ideas (Miller, Freedman, & Wallis, 2002). Frontoparietal lobe is the region wher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is located. ACC has the function of regulating human attention and emotions, and it helps people 
to response to external changes properly and to make decisions flexibly.  

For the dialectics indicator, the ICA results showed in Figure 7 were coincident with those of channel 
analysis and show the activation of brainwaves at the parietal lobe and part of the occipital lobe. This cognitive 
behavior can be perceived as a kind of rational mind exploration that activates the occipital lobe (Mellet, 
Tzourio, Denis, & Mazoyer, 1995). Fransson and Marrelec (2008) indicated that the PCC is the hub of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at the parietal lobe, and it plays the key role in bridging. The PCC locates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temporal lobes, and also between prefrontal and parietal lobes. Leech and Sharp (2014) found that 
PCC processes highly divergent information and enforces the concentrations to provide conscious awareness.  

For the exploration indicator, the ICA results showed in Figure 8 wa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hannel 
analysis. It showed the key activation of α brainwave at the right parietal and occipital lobes, and the activation 
of γ brainwave at the right prefrontal lobe. These results are coincid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e.g., Dietrich, 
2004; Mellet et al., 1995), indicating that mental exploration activities cause the activation of the right occipital 
lobe. Zanto and Gazzaley (2013) indicated that the right frontal lobe has several flexible hubs connecting with 
surrounding neural networks. Such connections are systematic and structured, helping knowledge transfer.  

For the crystallization indicator, the ICA results showed in Figure 9 were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hannel analysis. The ICA showed the key activation at the temporal lobe (particularly the right temporoparietal 
lobe). The result once again confirmed the potential functions of the right parietal and right temporal lobes 
(Sandkühler & Bhattacharya, 2008). Zanto and Gazzaley (2013) indicated that the functional connection at the 
right frontoparietal lobe helps to generate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ideas. For the result, the regions where three 
brainwaves are detected activated are outspreaded around the center at the right temporal lobe.  

For the transferability indicator, the ICA results showed in Figure 10 are different from the results of 
channel analysis. It showed the activation at the frontal (especially the right frontal), parietal, and temporal lobes. 
The practice of such ability is related to long-term memory and experience transfer which are controlled by 
hippocampus, and it also relates to mental simulations. Decety and Sommerville (2006) indicated that the 

TAECT 2016

84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Blanke%20O%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5632275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Arzy%20S%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5632275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Bisley%20JW%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0192813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Goldberg%20ME%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0192813


temporal lobe plays the critical role as the action organizer during mental simulations. Such findings have been 
supported by numerous studies (e.g., Fink et al., 2009; Schwab, Benedek, Papousek, Weiss, & Finket, 2014).  

 

Figure 1: The channel analyses and ICA of α, β and γ 

distribution for the novelty indicator 

Figure 2: The channel analyses and ICA of α, β and γ 

distribution for the productivity indicator 

Figure 3: The channel analyses and ICA of α, β and γ 

distribution for the sensibility indicator 

Figure 4: The channel analyses and ICA of α, β and γ 

distribution for the intuition indicator 

Figure 5: The channel analyses and ICA of α, β and γ 

distribution for the concentration indicator 

Figure 6: The channel analyses and ICA of α, β and γ 

distribution for the effectiveness indicator 

Figure 7: The channel analyses and ICA of α, β and γ 

distribution for the dialectics indicator 

Figure 8: The channel analyses and ICA of α, β and γ 

distribution for the exploration indicator 

Figure 9: The channel analyses and ICA of α, β and γ 

distribution for the crystallization indicator 

Figure 10: The channel analyses and ICA of α, β and γ 

distribution for the transferability indicator 

 
4.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activation of prefrontal, frontal, frontotemporal, and right temporal 
lobes (β wave) can trigger the novelty indicator; (2) the activation of right prefrontal and left temporoparietal 
lobes can trigger the productivity indicator; (3) the activation of temporal and frontal lobes (α wave) and parietal 
lobe (β and γ waves) can trigger the sensibility indicator; (4) the activation of right temporal and occipital lobes 
can trigger the intuition indicator; (5) the activation of parietal and prefrontal lobes can trigger the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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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 (6) the activation of frontal, right frontal, right temporal, and left temporoparietal lobes can trigger the 
effectiveness indicator; (7) the activation of parietal lobe and part of the occipital lobes can trigger the dialectics 
indicator; (8) the activation of right frontoparietal and occipital lobes (α wave) and prefrontal lobe (γ wave) can 
trigger the exploration indicator; (9) the activation of temporal and left frontal lobe (γ wave) can trigger the 
crystallization indicator; (10) the activation of frontal, parietal, and temporal lobes can trigger the transferability 
indicator. It wa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brainwave activities, corresponded to the influences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on the ten indicators of imaginative capacity, were detected at the right hemisphere.  

Comparing with previous studies, EEG provides stronger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research on imaginative 
capacity. The results of this fundamental research can be referred by future applied studies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s. Despite this, several research limitations and unexplored topics should be acknowledged. First, the 
32-channel WEEG used in this study is still a prototype. Further improvements must be made on the 
compatibility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Second, although the ICA was conduct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annel analyses and the ICA have not been studied. In the future, with more developed software and hardware, 
further convincible evidence could be provided. Third, because agriculture communication is only a kind of 
communication design, relevant fields can be conducted on students, who major in video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architecture design, product design, and engineering 
design,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professional fields. Fourth, the research targets are students 
rather than professional practitioners. Therefore, similar studies can be conducted on experts of communication 
designs in the future. Finally, besides the well-known artworks u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re are lots of visual 
stimuli, or even videos, three-dimensional objects, spatial displays that can be used for stimulating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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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離線安全快速產生個別差異試卷與快速輔助批改系統 

Fast Correct Papers Aid System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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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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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雖然目前資訊技術進步，有許多電腦輔助系統可以在電腦進行學生能力評估，但是紙筆測驗仍

然是必要的，電腦測驗系統目前仍受限於技術，出題方式需要直覺式的選擇、填空與配合題將才能自動

批改與給分，這種情形很容易造成出題的限制，本論文提出以電腦產生每位學生不同題目的方法，搭配

完美加密方式，讓批改者可以很容易與快速進行閱卷，可以解決預防作弊的困擾，也可以實現出不同程

度學生可以不同題目在同一環境評比，仍可快速閱卷，本論文亦建置此系統模型，驗證其可行性。 

【關鍵詞】 個別差異、閱卷、離線測驗、視覺密碼學、數位學習 

 
Abstract: Nowaday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ances fast, there are many computer-aided- system 
invented. Many systems created to help teachers to evaluate student’s ability. Although computer is very popular, 

test in hand is still necessary.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assign student questions individually because it is not 

easy to check the answers. This is paper proposes a system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Based on visual 

cryptography scheme, teachers can check the correct answer easy. The rough evaluation of this system also 

presented in the end of this paper. 

Keywords: individual testing, correct paper, offline testing, visual cryptography, e learning 

 

1. 前言  

測驗是檢驗學習成果很重要的工具，因此，目前在學校都會定時舉辦測驗，近年來，電腦輔助測驗

與電腦附註命題系統日漸增加與快速進步，已經可以對於單選、複選、配合與填空題型進行自動批改，

並且很有成效，惟目前大都必須是學生操作電腦進行測驗，對於學習與測驗環境仍有侷限，線上行測驗

會有很多成本在頻寬維護、硬體建置、防弊措施需要執行，在特定領域可能不適合使用線上測驗，所以

紙筆測驗仍然是不可完全替代的，但是傳統紙筆測驗會有考卷印製和手工批改的問題，如同線上測驗，

現在的印表技術已經有能力產生每位學生有不同的試卷，但是紙筆測驗如果產生每位學生都不同的考卷，

會造成批改者相當大的負擔，全班單一試卷雖然對於能力評估公平，但是對於個別差異的評估，並不易

達成，且容易造成舞弊的情形，因此，本研究提出可以在試卷上產生完美不可破解的符號，藉由本研究

所提出之簡易工具，可以在批改時快速得到正確答案，以便快速評分。 

本論文其他部分在第二段會說明相關背景知識，第三段說明提出架構，第四段說明系統內容，第五

段提出實驗內容，最後討論與結論。 

2. 相關知識  

在介紹本文的系統前，本段將說明相關技術，包括視覺密碼學與自動產生題目方法，以下分別說明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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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視覺密碼學 

視覺密碼學是 Shamir 於 1994 年提出，是完美加密方法，可以離線進行解碼，如圖 1 所示，主要是

有多張投影片，如果持有者擁有投影片數量低於門檻值，將不會洩漏任何資訊，但是如果蒐集到足夠多

的投影片，就可以還原出原始訊息，也已經被證明是完美的加密方法，持有單張投影片無法被破解，為

簡化說明，以下以(2,2)影像分享為例，先定義如圖 2 之視覺密碼學產生矩陣，原始圖形分為六種圖形，

對原始影像進行逐點掃描，如圖 3 所示，如果此像素為黑色，將目的影像相對位置選擇任意一組圖形畫

於兩個不同的投影片，如果為白色，則使用相同圖形畫於相對應之位置，全圖都加密後即可產生視覺密

碼。 

 
(2,2) 視覺密碼編碼方法： 

輸入：二維機密影像 I (x,y)大小為 W×H 

輸出：亂碼形式投影片 S1, S2，大小皆為 2W×2H 

1. 令 C 陣列為 {{1, 1, 0, 0}, {1, 0, 1, 0}, {1, 0, 0, 1}, {0, 1, 1, 0}, {0, 1, 0, 1}, {0, 0, 1, 1}} 

2. Cr 為2 × 2 陣列，𝐂𝐂r ∈ 𝐂𝐂，1 ≤ r ≤ 6 
3. 逐一讀取 I 的像素。 

4. 隨機選擇 r，其範圍 1 ≤ r ≤ 6。 

5. 若 I(x, y) 為黑色，則 S1(2x+i, 2y+j) =Cr(i,j)，S2(2x+i, 2y+j) =C6-r(i,j)，1 ≤ x ≤ W，1 ≤ y ≤ H 

6. 若 I(x, y) 為白色，則 S1(2x+i, 2y+j) =S2(2x+i, 2y+j)=Cr(i,j)。 

 
在 Shamir 之後，有許多學者進行相關研究，包括幾何變化產生多種訊息，存取架構研究，彩色

與灰階影像分享，Ahmad 的論文探討彩色的視覺密碼，利用 CMY 三種印刷色產生彩色的視覺密

碼，而 Lakshmeeswari 和 Goel 則將視覺密碼應用在資訊安全認證上。 

 

 
(a)                             (b)                           (c) 

             圖 1、視覺密碼學，(a)與(b)為單一亂碼型投影片，將(a)與(b)疊合將可以得到(c)。 

 

 

 

                 

                 

  (a)      (b)      (c)   
圖 2、（2,2）視覺密碼學產生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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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視覺密碼學圖形重疊結果 

 

2.2. 個別差異試卷製作 

個別差異試卷製作的目的主要有其二：一為防範作弊行為，二為依學生程度不同出題。目前常見系

統包括訊連的智慧大師、Moodle、元智大學 portal 的翻轉教室等，都有類似功能，但是這些工具都是線

上測驗而非離線測驗。 

 

3. 系統架構 

本論文提出系統可以自動產生個別化差異試卷，並且在試卷上產生特定無法辨識之符號，當學生測

驗完畢後，批改者可以利用本系統產生之投影片，疊合於試卷上，即可顯示出該試卷的答案，便於閱卷，

且只要一份投影片即可對大量差異試卷進行批改，系統架構如圖 3 所示，系統包括試題維護、試卷維護

與考卷產生共三部分，試題維護與目前與傳統線上測驗系統相同，可以進行題目的分類、管理；試卷管

理可以讓出題者選定要產生試題的範圍與數量，考卷產生則是可以依據出題者決定動態產生題目，並且

變更題目順序、變數符號、候選答案順序等，不同於傳統系統，會在考卷的特定位置出現亂碼型圖案，

配合本系統所產生的投影片，可以將答案顯示出來。操作流程如圖 4，使用者先選取需要的題目，候選

題目與出題數量，系統會選取題目，並且以本論文所提出方法產生相對應符號與對照投影片(圖 6(b)為一

例子)。 

原本的像素點 加密後圖像（一） 加密後圖像（二） 重疊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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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系統流程圖 

 

 
圖 4、系統架構圖 

4. 系統說明 

本論文提出架構基於元智大學學生系統加值，所以試卷產生方式如同元智大學之翻轉教室畫面，如

圖 5 所示，圖 5(a)為題目維護，圖 5(b)為試卷維護，圖 5(c)為考卷產生之操作畫面。 

 

   
(a)                               (b) 

 
(c) 

圖 5、系統畫面 

離線個別化出題
系統

題庫維護 測驗卷維護
測驗卷與輔助批

改工具產生

產生答案卡與試卷 用亂數表編排題目 使用者輸入題目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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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_______ 

學號: _______ 

寫出以下程式執行結果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74; 

   printf(“%d,%c,%o,%x”,a,a,a,a); 

   return 1; 

}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n=7; 

   for(int i=0;i<n;i++) 

   printf(“%d\n”,i*8); 

   return 1; 

} 

 

(a) 

 

 

   (b) 

 

姓名: _______ 

學號: _______ 

寫出以下程式執行結果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74; 

   printf(“%d,%c,%o,%x”,a,a,a,a); 

   return 1; 

}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n=7; 

   for(int i=0;i<n;i++) 

   printf(“%d\n”,i*8); 

   return 1;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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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_______ 

學號: _______ 

寫出以下程式執行結果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69; 

   printf(“%d,%c,%o,%x”,a,a,a,a); 

   return 1; 

}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n=5; 

   for(int i=0;i<n;i++) 

   printf(“%d\n”,i*8); 

   return 1; 

} 

 
 

(d) 
圖 6、試卷例子(填充題) 

使用者可以輕易產生個別化測驗卷，如圖 6 所示，圖 6(a)為產生的其中一張考卷，圖 6(b)為投影片，

圖 6(c)為疊合的結果。請注意每個人題目是不同的，但是都可以利用圖 6(b)疊合產生結果，圖 5(d)為另

一個例子。 

圖 7 為另一種類型之例子 

   

(a)                      (b)                    (c) 

圖 7、試卷例子(選擇題) 

使用者可以產生數學圖像題目，如正弦波圖、餘弦波圖等……，透過視覺密碼可以輕鬆的批改，如

圖 8所示。 

 
圖 8、數學圖像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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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的符號與投影片製作解說如下：利用(2,2)視覺密碼的基本六種圖形，如圖 2所示，讀取原

圖像素資料，若為白色則隨機選取一種圖形畫在兩張圖上，若為黑色則隨機選取一種圖形畫在第一張圖，

第二張圖則是畫上與第一張圖互補的圖形，如圖 2(a)為一組、圖 2(b)為一組、圖 2(c)為一組。則重疊

第一張圖與第二張圖即可看出原圖。 

5. 實驗結果 

在建置系統後，本系統經由少量除行的測試，以元智資傳系程式設計課程進行實驗，分析視覺密碼

產生效果對於疊合的影響與對考卷批改效能改善，如表 1 所示，可見有明顯的改善。針對考試的部分，

表 2 歸納出本系統與其他系統的差異性。 

 
表 1 

使用視覺密碼前後差異 

使用傳統批改方式 使用視覺密碼輔助批改 

80 份考卷約莫 250 分鐘 80 份考卷約莫 60 分鐘 

 

表 2 

與其他系統差異性 

系統名稱 功能 

智慧大師 ☐離線考試 ☑線上批改 ☐數學圖像題目 

Moodle  ☐離線考試 ☑線上批改 ☐數學圖像題目 

元智大學 portal 的翻轉教室 ☐離線考試 ☑線上批改 ☐數學圖像題目 

本系統 ☑離線考試 ☑離線批改 ☑數學圖像題目 

 

6. 討論與結論 

本論文提出結合視覺密碼學的技巧，產生可以解決如果以個別差異產生紙本考卷的批改問題，本系

統可以與現有系統結合，只要把答案與題號連結，就可以將題目以亂數排序。透過本系統可以快速地製

作 n 份個別差異試卷，且大幅降低考卷批改的時間與難度，不論是選擇題、簡答題亦或是圖像題，皆可

以視覺密碼的方式呈現答案，讓閱卷者可以以最直覺式的方式批改考卷。離線考試是本系統重點之一，

同時解決了傳統手工批改的困難度和線上考試的測驗環境設置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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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探究式資訊素養融入課程與問題解決能力之研究 

Elementary Inquiry-Based Integrated Information Literacy Curriculum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莊盛宇 1 林菁 2 
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s1013960, lingin}@mail.ncy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檢視探究式資訊素養融入課程是否能持續提升國小高年級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以

及是否與性別因素有關。研究對象為嘉義地區一班國小五年級學生(28 位)，他們從一年級起即持續接受

資訊素養課程，每學期進行一個與課程相關的探究任務。研究對象在五年級上學期接受前測，之後進行

二學期的課程，在五年級下學期接受中測；至六年級下學期課程完畢後再進行後測，共持續兩年。研究

工具為「新編問題解決測驗」。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三次測驗成績有顯著差異，表示資訊素養課程能持續

提升高年級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並且男女生表現類似，意即性別不是一個調節變項。 

【關鍵詞】 資訊素養、問題解決、性別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inquiry-based integrated information literacy 

curriculum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upper graders’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and whether it was gender 

related. The subjects were 28 fifth-grade students in the Chiayi area. They received the integrate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struction since grade one, and had an inquiry project involved subjects every semester. The 

instrument, titled New-Revised Problem Solving Test, was administered three times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quiry-based integrate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struction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upper grade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abilities and it was not related to gender factor. 

Keywo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Problem Solving, Gender 

 

1. 前言 

全世界因科技的蓬勃發展，使得國界距離縮短，彼此資訊流通迅速，網路更是加速了資訊的發展，

資訊爆炸的效應讓人們接收資訊時更加方便，但是也代表著找尋資訊、選擇資訊等能力越來越重要。因

此，如何從龐大的資訊中有效地找出自己所需的部分，是現今我們必須具備之能力和態度，這也是資訊

素養成為廿一世紀學習指標的重要原因（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AASL], 2009；Bruce, 

2008）。而如何將龐大資訊轉變為對個人有意義的知識，以做出決斷來解決問題更是格外重要。 

許多學者發現應從國小階段，經由循序漸進的課程來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AASL, 2009；Grassian & 

Kaplowitz, 2009；Thomas, Crow & Franklin, 2011)，因為資訊素養的教導可提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Crockett、Jukes 與 Churches（2011）強調學生若能將提問、取得、分析、應用和評估等資訊素養技巧熟

練且內化，即可有效的解決真實生活中的問題。許多研究也發現問題導向或是探究式教學有助於提升學

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蘇秀玲、謝秀月，2006；吳秀娟、潘裕豐，2007；楊坤原、陳建樺、張賴妙理，2011；

Chen, Chen & Ma, 2014)。另外，許多研究也發現性別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有相關(蕭敏華，2012；何

政賢，2016；吳坤銓，1997；劉永泰，2011；陳雅紋，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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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近年與一所國小的資訊素養團隊共同開發一至六年級探究式資訊素養融入課程，採用

Super3 和 Big6 模式，將主題探究任務融入每學期的資訊素養課程中，並逐年評量其成效。本研究繼續此

檢視工作，旨在探討這群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及其相關調節變項。其細部待答問題如下：一、探究式資

訊素養融入課程是否會持續提升高年級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二、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是否會因性別不

同而有差異？ 

2. 文獻探討 

2.1. 資訊素養的內涵與教學 

資訊素養是指一個人具備尋找、組織、評估、利用和創造各種資訊的能力和態度（AASL, 2009）。

在現今廿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下更是必備能力。科技的進步也代表著取得知識的難度大幅降低，隨之而

來的就是如何判斷這些知識有無幫助以及應用知識在各領域的問題解決上，以便成為真正有效的知識資

本，而非只是吸收了一堆知識「書本」而不會運用。培養學習者如何在廿一世紀生存的關鍵能力如問題

解決能力、批判思考能力等，即是此知識經濟時代所需重視的課題（Griffin, Care & McGaw, 2012）。 

由於資訊的來源並非唯一，所以必須知道為何、何時及如何使用各種不同的資訊工具，並對所獲取

的資訊作出批判性思考，最後才可能用於解決問題。教育部（2002）公布的《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

揭示了問題解決能力正是未來公民的基本能力，雖然國內外的教育方針所強調的方向不盡相同，但是在

發展學習者的問題解決能力的潮流卻是一致的。如香港學校課程學習領域中所擬訂的學生「學會學習」

的九種共通能力當中，問題解決能力就是其中一項(許明輝，2003)。另外，由澳洲、芬蘭、新加坡、美

國等先進國家成立的「廿一世紀技能評量及教學方案」（Assessment and Teaching of Twenty-First Century 

Skills Project, ATC21S），亦提出廿一世紀公民所需要的十項能力中，問題解決正是新世代所需要強調的

能力之一（Griffin et al., 2012）。 

資訊素養並非一蹴可幾，而是需要慢慢培養。就好像寫作一樣，要透過不斷練習，取得經驗以後，

才會做得好。而經驗的累積，正是透過對資料的搜尋、選取、評估而獲得。在澳洲暨紐西蘭資訊素養學

會（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Framework, ANZIIL）所訂定的高等教育資訊素養標

準即注重資訊使用對於經濟、社會和法律的各項影響（Bundy, 2004），代表資訊使用等資訊素養能力可

解決、應用至各領域的問題上。研究者曾探討之前研發的資訊素養課程成效，發現可幫助國小一至四年

級學生記憶和理解學科的知識及概念，並提升其資訊素養(林菁、顏仁德、黃財尉，2014)。因此，本研

究欲探討的重點在檢驗高年級探究式資訊素養融入課程是否可繼續提升學生之問題解決能力。 

2.2. 問題解決的內涵與教學 

2.2.1. 問題解決的定義 

問題解決就是尋找方法以解決問題，使學生能走出問題的迷宮。Kahney（1986）指出「問題解決」

是利用已學過的知識技能去滿足情境的需要，以獲得解答的過程。這就如同人們遇到環境或情境衍生的

問題時，會盡力嘗試找出解決方法。鄭昭明（1993）提出「問題」是指兩個狀態的衝突與差異，一個是

現狀（present state），另一個是我們想要達到的狀態，即目的狀態（goal state），而解決問題的思考歷

程就是一個目標導向的歷程。而張春興(2001)認為「問題解決」是指在面對問題時，綜合運用知識技能，

企圖達到某一目標，以解決目標的思維活動歷程。此外，Mayer(1992)認為「問題解決」是從已知敘述到

目標敘述的移動過程，而問題解決的思考是朝向某種目標的系列運作。綜合上述，問題解決可定義為：

個人遭遇情境中的問題時，運用其自身的經驗、先備知識、個別技能和所蒐集的相關資訊，提出有效可

行的解決方法來完成目標。 

2.2.2. 培養問題解決能力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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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問題解決是一段達成目標的過程，為了讓學生能完成目標，除了提供學生專業的知識外，同時

也要能提供學生探究教學等機會與環境，讓他們能培養問題解決能力。所以在教學歷程中，教師應利用

適宜的學習情境，引導學生運用提問、搜尋、選取、分析、應用和評估等資訊素養能力，並從一系列過

程中獲取知識與經驗來培養問題解決能力。許多研究皆顯示透過問題導向或是探究式教學等課程的引導

比傳統講述教學，更能提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例如蘇秀玲和謝秀月(2006)發現透過科學遊戲融入自

然科教學的方式比一般傳統教學更能提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吳秀娟、潘裕豐(2007)融入問題解決策

略來編擬課程教學活動，發現也能提升國小四年級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楊坤原、陳建樺和張賴妙理等

人(2011)研究發現以問題導向為學習的課程能促進國小四年級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Chen, Chen 和

Ma(2014)選取國中七年級的兩個班級學生並將其分組，實驗組採 Big6 模式融入教學，控制組則以傳統

講述法教學，結果發現 Big6 模式融入教學對於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有顯著影響。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可

知，教師所設計的探究式教學或是以問題導向設計的課程，能夠提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2.3. 性別與問題解決能力之相關研究 

過往的研究顯示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與性別有關聯，其中蕭敏華(2012)研究國小四到六年級學生的

問題解決能力的表現，發現女生優於男生。何政賢(2016)則研究國中七到八年級學生發現，在問題解決

能力的表現上，女生也優於男生。而吳坤銓(1997)研究國小四與六年級的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的表現，

結果卻發現男生之問題解決能力優於女生。另外，以劉永泰(2011)研究國小四年級的學生在自然科的問

題解決表現上，發現性別對於問題解決能力並無差異。陳雅紋(2014)探討國小四年級數學成就與問題解

決能力，也發現學生性別與問題解決能力沒有差異。綜合上述，可以得知性別與問題解決能力的相關研

究結果仍然莫衷一是，尚無一個統一的方向或結論，需要更深入的實證研究來探究此議題。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單組前、後測設計，本班學生在五年級上學期教學前接受前測，之後進行二學期的資訊素

養課程，在六年級下學期的課程完畢後接受後測；但為了解學生學習持續進步的趨勢，而增加一次測驗

在五年級下學期時進行中測，形成前、中、後三次測驗。研究時間共持續兩年。本研究希望知道學生在

接受五、六年級資訊素養課程的過程中，他們的問題解決能力表現是否有持續進步，並檢視此能力是否

和學生性別有關。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嘉義地區的小小國小(化名)為研究現場，研究對象為五年級一個班級(約 28 人，男生 13 位、

女生 15 位)。此國小從 2005 年開始，自一年級起教授資訊素養融入課程，且每學期皆有一次主題探究任

務，解決與課程主題相關的問題；截至四年級為止，研究對象已進行過 7 個探究任務。根據五年級上學

期開學前測的表現，對照「新編問題解決測驗」的四年級常模百分等級發現，男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表現

水準達到同年級常模團體的 68%，女生達到同年級常模團體的 69%；此資料顯示該班學生的問題解決程

度比同儕較優。 

3.3. 資訊素養課程內容 

小小國小的探究式資訊素養融入課程內容包括資訊素養歷程層面的主題探究任務和資訊素養範圍層

面的圖書館素養、圖像媒體素養和電腦網路素養等三大素養。其中主題探究任務每學年上、下學期各進

行一次，分別以 Super3 和 Big6 模式為架構，透過定義問題、尋找策略、取得資訊、使用資訊、統整資

訊、評估等六個步驟，來培養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以五年級探究主題為例，包括「爭議性人物」和「新

聞小記者」，他們是以當學期的國語和社會領域單元為探究主題讓活用資訊素養課程學到的相關知能，

來解決探究問題。例如：在「爭議性人物」主題中，學生運用國語課程中教導有關議論文的知識(包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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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論據、論證的定義)，透過資訊素養課程強調的探究模式，探究一位有爭議性的人物，最後完成一篇

有自己論點的議論文，藉此加深、加廣學生的學科知識與提升其問題解決能力。 

3.4.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詹秀美與吳武典（2007）編製的「新編問題解決測驗」做為測量工具。測驗包含六大題，

每一大題有一段問題情境描述和二至三個與情境敘述相關的開放性問題，共計十五個開放性問題，每題

分數 0~2 分。此測驗的評分者信度是 Pearson=.93，重測信度如下：全測驗.86、有效性向度.87、變通性

向度.82。此測驗常模樣本共計 1283 名學生，使用的對象為四至七年級學生，符合本次研究對象之年齡。 

3.5. 資料蒐集 

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方法是測驗法。測驗規準是根據「新編問題解決測驗」之原規準，再依照學生的

答題內容，酌量增加至原規準中。 

3.6.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數據分析，包含描述性統計、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及二因子重複

量數變異數分析等。 

4. 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資訊素養課程與問題解決能力 

本研究為了解資訊素養課程是否會持續提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所以將三次測驗的成績進行描述

性統計以及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表 1 呈現的是三次測驗的敘述統計值。檢視表 1 的平均數，可

以得知後測高於中測，中測高於前測，顯示資訊素養課程的教學能持續提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表 1 

三次測驗之敘述統計摘要表 

測驗別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前測 64.07 29.119 28 
中測 82.25 17.627 28 
後測 94.71 8.877 28 
 

 

圖 1、三次測驗之趨勢圖 

 

圖 1 是三次測驗的成績變化趨勢，表 2 則是三次測驗的原始平均與「新編問題解決測驗」常模百分

等級之對照。分析圖 1 和表 2 的結果發現，男女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呈現進步趨勢，而且比同儕表現水

準較優。另外，從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F 值為 36.120(p=.000)，達到顯著水準，代

表三次測驗的結果有顯著差異，其效果值 η2 為.581，屬於高效果值，有實質意義。此研究結果呼應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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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學習內容設計為問題導向或是探究式課程的教學模式，就能提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蘇秀玲、謝秀

月，2006；吳秀娟、潘裕豐，2007；楊坤原、陳建樺、張賴妙理，2011；Chen, Chen & Ma, 2014)。 

 

表 2 

三次測驗與常模百分等級對照表 

測驗別 前測     中測 後測 

    性別 原始平均 四年級常模 原始平均 五年級常模 原始平均 六年級常模 

男(13 人) 76 68% 92 80% 117 97% 

女(15 人) 83 69% 111 94% 127 99% 

 

4.2. 性別對於問題解決能力的調節效果 

為檢驗在資訊素養課程中，性別對於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是否是一個調節變項，本研究以測驗別及

性別為自變項，進行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並檢驗測驗別與性別的交互作用是否達到顯著。表 3

是三次測驗與性別的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的結果。依表 4 結果顯示，性別與測驗別的交互作用 F

值為.767(p=.470)，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性別對於問題解決能力沒有顯著差異，可得知性別對於問題解決

能力來說，不是一個中介變項。本研究與劉永泰(2011)和陳雅紋(2014)的研究結果類似，都發現性別沒

有顯著影響。 

 

表 3 

測驗別與性別之交互作用考驗摘要表 

SV SS df MS F p η2 

測驗別 13194.144 2 6597.072 30.730 .000 .542 
測驗別*性別 329.334 2 164.667 .767 .470 .029 
誤差 11163.166 52 214.676    

α =.05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探究式資訊素養融入課程的教學中，國小高年級學生能持續提升問題解決能力。

而問題解決能力既然是廿一世紀公民的基本能力，教學者就應該適時且充分使用學習情境，讓學習者能

加以運用課程中所學知識，來解決與該課程領域相關之主題探究任務的問題。本研究呼應只要透過問題

導向或是探究式教學等課程的引導，就能提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蘇秀玲、謝秀月，2006；吳秀娟、潘

裕豐，2007；楊坤原、陳建樺、張賴妙理，2011；Chen, Chen & Ma, 2014)。至於性別方面，本研究發現

國小高年級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表現沒有顯著差異，表示男女學生在經過同樣的資訊素養融入式課程的

教導後，都可以持續提升問題解決能力。此研究與吳坤銓(1997)、蕭敏華(2012)以及何政賢(2016)發現

的性別有顯著影響的結果不同，而是與劉永泰(2011)和陳雅紋(2014)的結論類似，因此可得知不論性別，

男女學生都能適應資訊素養課程的教學而沒有差異。故可將此研究結果延伸應用至其他課程上，透過融

入式資訊素養知能的輔助，來培養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以便解決與該領域科目之相關主題探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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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學習者無論男女，只要能持續接受探究式資訊素養融入課程，男女雙方的問題解決能力皆能

持續成長與進步。 

5.2. 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發現，提出下列三點建議做為未來有關此領域教學和研究的參考。 

一、 只要持之以恆地教導學生融入式資訊素養的知能，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就可穩定成長與進步。 

二、 對於問題解決能力來說，只要持續修習資訊素養課程，國小高年級男女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均可以

提升。 

三、 本研究無對照組設置，但因持續達兩年之久，恐有學生自然成長或是被其他課程的教學所影響之疑

慮。故未來的研究可加入對照組，以排除上述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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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趣化學習融入大學英文口語溝通課程之協同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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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發展悅趣化學習融入大學英文溝通課程之教學行動方案，及評估大學生英語口說

能力的表現。本研究採協同行動研究法，與嘉義地區一所大學的外文系老師協同教學，參與的學生為

18 位大學生。研究者設計系列桌遊遊戲融入英文溝通訓練課程中，共進行一學期；本研究只以其中的

「我是誰」遊戲做深入分析。研究工具使用「全民英檢中級口說能力測驗」、觀察與深度訪談。研究結

果發現將桌遊遊戲融入大學英文溝通課程中是一可行的方案，大學生的英文口語溝通能力有顯著的進

步。對於此融入課程，研究者提出二項建議。 

【關鍵字】悅趣化學習、英文口語溝通、大學英文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a program of integrating Game-based learning (GBL) into English 

communication instruction and evaluate students’ spoken ability.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was chosen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collaborates with a college teacher from a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in Chiayi area. 18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s designed a series of board games integrated into the 

English communication course for one semester. Among the games, only "Who am I" was taken in-depth analysis. 

Data collection includes speaking ability tes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tegrated board games into the instruction can be a practical project, and the college students’ spoken ability 

have a significant progress. Two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vided. 

Keywords: game-based learning, English communication, college English 

1. 前言 
 英語是世界的共通語言，透過使用英語，不僅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也能促進資訊的流通。

雖然英語的重要性日益突顯，但台灣英語力不如鄰近亞洲國家是個不爭的事實。不少大學為了提升學生

的英語力，設定畢業門檻，期望學生能通過語言鑑定做為日後進入職場的競爭力。然而 ETS 多益測驗

（2016）公布的「2015 年台灣大型企業人才國際化及外語職能管理調查報告」顯示，大學人才培養和產

業需求出現落差。政大英文系教授陳超明（2010）為此提出大學的英語課程，應該依照能力而不是依照

文法認知來安排，語言應該是拿來運用的工具，除了需要多練習、多使用外，也應該參考學生的工作面、

生活面來訂定學習目標。 

 近來，隨著網路科技的盛行，學英文的管道更加多元，英文學習領域的研究也加入了悅趣化學習的

元素，遊戲成為學生學習英文的工具，可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學習，對新的課程產生熱情（Gee, 2004）。

但是這樣的想法是否也能落實在口語溝通課程上呢？爰此，悅趣化學習融入大學英文課程以提升學生口

語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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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目的有：一、發展悅趣化學習融入大學英文溝通課程之教學行動方案；二、探討大學生在此

課程中英文口語溝通能力的表現。 

2. 文獻探討 

2.1. 英語口語溝通 

語言的「能力」不能只以聽說讀寫等能力指標來呈現，在實際情形下被「使用」的狀況來判讀也十

分重要（何琦瑜、吳毓珍，2007）。Brown（2010）提出學習者的口說能力從初階到進階可分為五種，分

別是模仿類型、強化類型、短回覆類型、互動類型和延伸。模仿類型是指學生聽到英文時，具備覆誦的

能力；強化類型是學生在聽完問題後能夠說出制式的回答；短回覆類型則是更進一步的，讓學生能用短

暫的句子互相進行對話；互動類型是學生能夠在真實情境下使用英文對話，互動和短回覆不同的地方，

在於對話句子的長短和溝通的內容；最後則是前面四種能力的混用或是延伸。在英文學習領域中，許多

學者透過增加學生們使用英文的機會，來提升學習英文的成效。例如讓學生參與校外的服務學習活動，

在實際情形下使用英文和他人進行溝通（莊念青，2015）；為學生的英文閱讀課設計任務式教學活動，

讓學生實際運用閱讀技巧（Hu, 2010）；或是使用數位說故事來搭配英文課程，讓學生從一開始的繪本朗

讀練習，到最後能利用多媒體來呈現對於故事的看法（李筱倩，2015）。然而以桌遊為教材融入口語溝

通課程中，以提升大學生口說能力成效的研究仍然不多見。 

2.2. 悅趣化學習 

 悅趣化學習（Game-based learning，簡稱 GBL）是一種新的學習方式，使用者在遊戲的過程中很容

易沈浸其中，最終達到學習或教育的目的。當老師在教課時，使用不同於傳統教法，例如遊戲，來鼓勵

學生去玩樂和學習，便是潛移默化的學習（stealth learning）（Sharp，2012）。Burke（2014）亦提出遊戲

化（gamification）不只是將科技融入課程教材，還需要能激勵人們參與各種活動，以達成學習目標。因

此，悅趣化學習的特色應包含以下三點才能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讓玩家和遊戲產生互動、玩家在遊戲

過程中感到愉悅、讓玩家融入其中（Prensky，2001）。悅趣化學習在學科上的應用十分廣泛，許多學者

利用數位遊戲讓學生能夠在經驗中學習，例如 Salam, Hossain & Rahman,（2015）運用 TGT（團隊遊戲錦

標賽）融入孟加拉國中的數學課程，調查八年級的學生對數學表現和態度的影響。該研究以實驗組在課

堂上實施 TGT 活動，和對照組採用講述法相比，其結果顯示 TGT 實驗組學生比對照組學生取得更大的

學習成果。數位桌遊融入自然科學課程，讓國小學生在遊戲中學習海洋永續的概念，其結果顯示桌遊對

學生的創新學習模式能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但是學習興趣不受性別影響（盧姝如、朱慶雄、盧昉暄，

2013）。使用桌遊應用於英文教學上的研究不少，但是對象通常是以中學生為主，較少有研究著重大學

生口說能力的提升。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式與特色  

本研究以協同行動研究的方式進行（McNiff & Whitehead, 2010），研究者與協同行動老師合作，進

行一學期的研究。每次課堂教學後，研究者與協同的老師討論，使理論與實務能夠結合。當遭遇困難時，

我們一起進行教學方案的修改與省思。 
3.2. 研究現場與合作對象 

本研究現場是嘉義地區的嘉里大學（化名），校方為提升大學部學生英語文能力，規定大一至大二

上學期都要修英文課程。學生依中級 GEPT 的聽力與閱讀測驗之分數分成 A、B、C 三個程度。本研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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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學生是大二「英文溝通訓練（三）」課程中的 C4 程度，英文程度屬於最弱的程度。全班有 18 位學

生，8 位男生，10 位女生。上課時，學生大多選擇靠後的座位，乘老師不注意的時候在玩手機、打瞌睡，

只有少部分的學生會坐中間的位置認真聽講。上課時學生很活潑，但是英文聽力理解能力不足，導致老

師上課時無法使用英語授課，需要搭配中文講解才能讓學生聽懂並回應（研札 20160316）。 

研究者在研究所修過教育研究法、遊戲設計、質的研究、語言測驗與評量等課程，對於協同行動研

究稍有了解。在設計遊戲與規劃課程時，會與英文口語溝通的任課老師 Sunny 老師作討論與課後檢討。

Sunny 老師為協同研究老師，教學專長在英語教學、課程發展與設計、語言測驗與評量等領域。任教多

年，教學經驗豐富，與學生互動良好。上課時會使用 PPT 輔助上課，並透過自身的經驗引導學生學習。

研究者另有 Anna 學妹一起課室觀察，作為諍友提供另一方的意見。 

3.3 行動方案規劃 

 整個行動方案進行整學期共 18 週，研究者設計了四個遊戲，分散使用在各週課程中。本研究深入

探討使用遊戲「我是誰」在英語溝通課程上的運用與成效，此遊戲占了整學期的兩個禮拜，是根據 Brown

（2010）提出的「短回復類型」口說能力設計，著重加強學生使用簡單的句子互相回應，讓學生在猜單

字的過程中，加深對單字的印象與使用問句的熟練度。遊戲「我是誰」是使用 Player King「激智 PK 王」

設計的一款英語學習主題的桌遊。桌遊「激智 PK 王」中，包含藍寶牌共 21 張，代表子音字母；紅寶牌

有 20 張，代表母音字母。 

 第一次遊戲和第二次遊戲時間分別是是 3 月 30 日和 4 月 27 日。遊戲過程中，學生被分成 3 組，6

人一組要求組內合作。遊戲開始時，首先由研究者指定單字的主題，以球類運動為例。請每組組長發想

單字，例如：baseball，則按照子音母音順序，藍色代表子音，紅色代表母音，排出藍紅藍紅藍紅藍藍的

順序。接著組員使用 Wh-問句來猜測排出來的是哪個單字，例如：What size is it? 出題者回覆：It is bigger 

than a golf. 隊員重複詢問問題直到猜出單字為止，學生輪流出題，並選派一位同學紀錄遊戲過程中的單

字。過程中研究者及合作老師可以就學生不懂的單字做解釋。 

3.4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全民英檢中級能力分級檢定測驗」，測試研究對象在實驗前後的口語表達能力。本測

驗共有 12 題。根據研究者自訂的規準，每題 0 至 12 分，最高總分 144 分。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

數考驗得出信度為.914，評分者信度為.79。 

3.5 資料蒐集 

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方法包括以下三種：（一）參與觀察：研究者因為需要帶桌遊活動，僅能利用

DV 和錄音筆記錄教學現場，並於課後回顧影片，以記錄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反應以及同儕間的互動。

（二）訪談：研究者與學生和老師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受訪學生為全班 18 人，訪談時間約 20 分鐘。內

容著重於了解學生對於在課程中使用桌遊的感想與心得。（三）測驗：以「全民英檢中級能力分級檢定

測驗」朗文題庫了解學生口語溝通能力學習上的成效。 

3.6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質化資料整理為表 1，其來源和資料可互相佐證，以降低研究者的主觀偏見，提高研究的

可性度。研究者首先將所有訪談錄音謄寫成逐字稿，印出來互相比對，以了解所有參與者對課程的感受

與想法。量化的測驗資料以 SPSS 軟體進行相依樣本 t 檢定的統計分析。 

表 1  原始資料分類表 

資料代碼 代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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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討論 20151109 研究者與 Sunny 老師於 2015 年 11 月 09 日討論悅趣化融入課程教學設計 

錄影 20160330  2016 年 03 月 30 日上課錄影的轉譯內容。R 代表研究者，S 代表學生編號。 

A 友訪 20160330  研究者與 Anna 學妹於 2016 年 03 月 30 日使用 Line 討論上課狀況的內容 

研札 20160316 研究者於 2016 年 03 月 16 日所撰寫的觀察札記 

師建議 20160601  研究者與 Sunny 老師於 2016 年 06 月 01 日對整個課程的檢討與建議 

4. 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悅趣化學習融入大學英文溝通課程之教學行動方案內容 

 本研究設計的每個桌遊活動在整學期的課程中皆進行兩次實驗，因此分為兩次循環（如圖 1），並

敘述行動方案的設計、在課程上實施的過程和課程結束後的評估，來檢驗行動方案融入課程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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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行動研究流程循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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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第一循環（2016 年 03 月 30 日） 

4.1.1.1. 行動方案研究的設計 在與合作老師確定課文的內容後，研究者即進行悅趣化學習的課程設計。

考慮到 Sunny 老師希望遊戲設計：「……最好能用到課本的單字和句型，……這樣他們能夠練習上課教

的。」（師討論 20151109），研究者分析課文的「A favorite place」主題中使用到的單字和句型，運用「激

智 PK 牌」的子音卡（藍）、母音卡（紅）排出單字，讓學生知道單字的長度，以及子母音的排列位置，

並列出課本上使用到的句型放在學習單上，讓學生能夠盡量使用課本上的問句來解答。例如：單字 library，

出題學生拚出藍紅藍藍紅藍紅的順序後，其他學生則利用問句：「What can I see there?」來縮小答案範圍。

出題者可簡單回答「You can see books.」給予提示。出題學生能拼出 3 至 5 個單字得兩分，6 至 8 個單字

得 3 分，8 個單字以上得四分。遊戲目標是在時間內猜出最多單字和得分的組別勝利。 

4.1.1.2. 實施教學活動並蒐集資料 在桌遊活動開始前，研究者發給每組一張學習單，學習單上寫著遊戲

玩法以及範例問句，並請每組紀錄每一回猜測的單字和得分。因為學生是第一次進行遊戲，研究者先以

學生們最熟悉的球類運動為主題，再換成以地點為主題，示範的拼出藍紅藍藍紅藍紅（library）讓同學猜。

但是有同學沒有用英文問問題，直接猜答案，以下節錄影片內容： 

     S11:「老師它有什麼特色？」R:「用英文問我啊。」S12「special。What’s special?」 

     R:「There are a lot of books。」S12:「圖書館喔？」S13:「Library!」（錄影 20160330） 

接著研究者分別給每組一副卡牌，請同學記錄下每次排的單字，並由研究者下去觀察每個學生間組內的

互動。最後研究者發現，有些學生需要被監督才會進行遊戲，而且講話也多以中文進行，並沒有達到口

語溝通的目的。在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收回各組的學習單，蒐集學生使用的字彙，做為下一單元教學設

計的修正依據。 

4.1.1.3. 評估行動方案成效 第一次課程結束後，研究者與老師討論上課遇到的困難，認為學生的程度還

不足以擔任出題者，因為字彙量不夠，導致題目不能出太難，而太常太容易的單字又沒有挑戰性。之後

交由每組進行遊戲後，發現出題者在排完單字後，其他組員就直接猜出答案，並沒有照著一問一答的形

式進行活動，許多都是說出一個單字後就結束。並沒有達到研究者想要加強學生使用句型的目的。Sunny

老師提到「這活動是不錯，有讓他們練習（口說），但是他們運用到的都不是課本的單字。」（師討論 

20160330）。Anna 同學也補充：「他們很多還是都直接用中文。然後還有幾組很散慢，有點要用不用的，

或是到最後就都沒在用，等你走來他們才開始做。」（友訪 20160330）。除此之外，Sunny 老師也提到

在進行遊戲時，教室的秩序略顯雜亂，每組各自進行遊戲，每組的進度都不同，需要有一個人帶領（師

討論 20160330）。 

因此研究者發現，玩遊戲時需要有遊戲主持者（Game master，簡稱 GM）來講解遊戲規則，並在

玩家需要幫助時給予協助。由研究者擔任出題者，用子音、母音卡排出課本上的單字，讓每組派一人問

答問題，使每個組員都有使用到問句的機會。除此之外，教室的秩序也可以由研究者掌控，更進一步的

觀察每個學生的表現。 

4.1.2 第二循環（2015 年 03 月 30 日至 04 月 27 日） 

4.1.2.1. 設計行動方案研究 在評估完第一循環的課程行動方案後，研究者為了維持教室秩序與監督學生

遵守遊戲規範，在遊戲中擔任出題者，引導學生問問題。並參考第一階段課程實施後所獲得的意見和回

應作修正，使用單元「A prized possession」，把遊戲的重點改為運用課本上的問句。例如：研究者在台

上用卡牌擺出藍紅紅藍紅藍（guitar），學生需要使用問句來問，學生問「How will you use it?」老師回答：

「I can use it to play music.」。使用問句得兩分，猜對答案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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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實施教學活動並蒐集資料 經過第一次循環後，學生明顯對於使用遊戲來上課的熱誠提高。這次

研究者擔任 GM，把子音母音卡放在黑板上讓三組去猜，並把每組的計分板畫在黑板上。雖然學生還是

多少會用中文說單字，或是迸出一兩句單詞，但是在研究者的引導下，已經會注意使用完整句子，以下

節錄影片內容：  

    S2:「shape」R:「要講句子。」S4:「What shape is it?」R:「對。」S4:「那我搶到（分）了嗎?」  

    R:「嘿，有。」（錄影 20160427） 

在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收回各組的學習單，並記錄各組的得分給予獎勵。 

4.1.2.3. 評估行動方案成效 第二次課程結束後，研究者與諍友、老師討論後，都認為這次的遊戲很成功。

Anna 說：「第二次的遊戲中，學生顯得積極多了，學生比較敢開口講英文。」（A 友訪 20160627）Sunny

老師也注意到：「他們…還蠻願意參與的啦，遊戲活動還不錯，不過你在引導的時候沒有給他們一個課

前的上課訓練，不然你自己帶太累了。」（師訪 20160627）研究者發現這次改成小組競爭的方式，大家

對於參與遊戲顯得更積極。由研究者在前面帶，則可以確定每ㄧ個學生都有照規則玩、確實的用英文發

問。Sunny 老師提到的訓練學生，研究者認為可以從每組各選一個人，訓練來擔任各組的 GM，但是擔任

GM 的人需要堅持使用英文來回答問題，這樣的訓練才會更有幫助。 

4.2 學生在英文口語溝通課程的表現 

 教學前後，研究者使用全民英檢口說能力測驗作為前後測。至 18 週整個教學研究告一段落後，

前後測統計結果，顯示學生的「朗讀短文」、「回答問題」、「看圖回答問題」能力於教學實施後皆明

顯比教學實施前進步。本研究只著重討論遊戲「我是誰」，即對應學生「回答問題」的能力。根據口語

測驗前後測的成對樣本 t 檢定，在項目「回答問題」上，t=2.565 , p＜.05 達顯著，表示學生整體在問題上

有所進步。根據質化訪談資料，在增加學生回答問題的能力上，一同評分的 Betty 同學說：「有好一點耶，

之前的測驗好多空著的，後測有好一點了，至少有說」（B 友訪 20160501）。雖然許多學生表示測驗還

是好難聽不懂，但是已經能嘗試回答問題，並且使用完整的句子，讓學生們後測的成績有明顯的提升。  
5. 結論與建議 

5.1 悅趣化學習融入大學英文溝通課程之教學行動方案 

 研究者發展之悅趣化學習行動方案，將 Brown（2010）「短回覆」口語溝通類型的理論融入遊戲

中，配合課本的單字與句型，讓學生能夠反覆應用問句來進行口語溝通，達到練習的目的。 

5.2 大學生在此課程中英文口語溝通能力的表現  

 研究者訪問 18 位學生後，發現學生對於使用桌遊進行課程抱持著肯定的態度。從學生的口語能

力測驗成績發現：（一）學生藉由悅趣化學習活動練習，確實提升了英語口說的能力、溝通能力也比原

來進步了，在回答問題的積極度已有提升。（二）學生藉由悅趣化學習活動練習，強化了對單字的認識

及對句型的了解，有助於理解課文內容，並加深印象。  

5.3 實施此課程的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研究者提出兩點建議做為未來有關此領域教學和研究的參考： 

當學生的英文成就不高或是學習意願低落時，老師可以使用（一）利用遊戲提高學生的課程參與意願。

（二）學生在英文口語溝通課程的學習意願，可以藉由使用遊戲來讓學生練習問句，除此之外，適時的

改變教學策略，也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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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使用者對智慧型裝置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下載意願之研究 

A study of factors that influence users to download News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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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瞭解閱聽大眾對於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下載意願的現況。基於此目的，研究

者彙整相關研究、文章及書籍，修訂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之架構。研究變項以績效期望、努力期望、促

成條件，知覺娛樂為主，而依變項則是下載意願，干擾變項則是依據原理論架構，採用性別、年齡、使

用經驗及使用時間。以修訂之理論架構進行問卷設計，並檢驗其信度及效度，再經由項目分析與因素分

析進行題項篩選。最後以此問卷，於網路平台進行公布及推廣，期望能回收有效問卷 300 份。最後針對

問卷分析結果進行討論，進一步對行動應用程式之業者提出參考意見。 

【關鍵詞】行動載具、智慧型手機、傳播科技、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下載意願 

 
Abstract: The aims of this study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state of public's download intention for News Apps. 

Based on this, the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model was edited in literature as a basi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re performance expectancy, effort expectancy,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perceived 

playfulness, and dependent variable is download intention. The disturbance variable is follow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gender, age, experience, time of use was adopted. Questionnaire as research tool, the verification we 

follow the test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further to use item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as the basis for the 

deletion of items. The questionnaire will be distributed on the web platform, include Facebook, forum, BBS,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300 valid questionnaires can be recovered. As the expected result of this study, the 

performance expectancy, effort expectancy,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perceived playfulness could influence the 

behavior intention. 

Keywords: Mobile devices, smart phon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News Apps, download intention. 

 

1. 前言 

智慧型裝置徹底改變社會大眾的生活習慣，其中又以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為主（胡宗鳳、江文鉅，

2016）。2008 年由 iPhone 發表後所興起的市集(App Store)功能可以讓智慧型裝置自由地安裝各式各樣的

行動應用程式（何中文，2012）。現在不論是行政辦公、接受新知、分享資訊和休閒娛樂…等事務，皆

能依靠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即可完成。在 2013 年，國內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已達 51%，而使用者黏著度

更高達 81%。許多受訪者也表示，出門一定會攜帶智慧型手機，可見台灣民眾已經將智慧型手機視為日

常生活中的必要工具之一（楊又肇，2013）。最近，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5）調查提及，國內

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已達 73.4%，平板普及率達 32%，使用人口估計突破 16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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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市調機構 Canalys 對全球多個先進國家所做的調查發現，行動應用程式的消費市場已趨於

穩定發展。各家手機業者之行動應用程式安裝平台以蘋果公司的 App Store 營收最高，占總體約 74%。

而另一手機 Android 陣營的 Google Play 則是下載量最高，占總體 51%。各大平台/市集總下載數超過 130

億次，總營收超過 20 億美元。 

資策會（2014）的調查指出，台灣民眾最常使用三種類型的行動應用程式，分別是社交聊天類、行

動遊戲類、新聞雜誌類。顯現出國內民眾接受新聞資訊新知的方式，深深的受到智慧型裝置流行的影響。

其中，特別是針對新聞時事的接觸，由傳統的紙本為媒介，現已轉型為個人化隨身的智慧型裝置，在新

聞界所帶來相當大的衝擊，甚至有「紙媒將死」的說法出現。在英國，三十年歷史的獨立報決定將停止

紙本印刷，完全轉型為網路發行媒體的消息，也可以感受這一股全球新聞媒體界的數位化轉型浪潮（聯

合報，2016）。 

在此浪潮中資策會（2014）也表示，民眾普遍使用智慧型裝置的趨勢，必定會造成出版業的營運與

商業模式改變，也會加速新聞業投入行動閱讀的市場。也就是說，在未來閱聽大眾可能不再閱讀報紙或

觀看電視中的新聞頻道，但是仍然能隨時隨地透過智慧型裝置來接收新聞資訊。因為，閱聽大眾對新聞

資訊的需求一直存在，而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的流行，正是新聞不會消失轉而以其它型態或載體存在的

最佳證明。目前在台灣推出新聞類應用程式的眾多業者，都為了持續不斷吸引閱聽大眾，而在原本的文

字內容之外，提供如新聞圖片、新聞影片，甚至加入各式各樣的功能及服務（胡宗鳳、江文鉅，2016）。

近來更有引入公民新聞概念的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的問世，如 PeoPo 公民新聞。不禁令人好奇在新聞類

行動應用程式增加如此多內容、功能、服務之下，是否真的能讓閱聽大眾增加下載及使用的意願（李怡

叡，2015）。 

綜合上述，智慧型裝置之使用者對行動應用程式的需求量正快速增加。各類的行動應用程式也改變

使用者的各種生活習慣，進一步影響其消費習慣，並衝擊許多傳統產業。而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做為國

內閱聽大眾常用的類型，而其相關研究甚少。常見的是以單一層面，或是特定服務方式、某一新聞類行

動應用程式及廣告等，進行討論與研究。而本研究嘗試以下載意願的角度，找出影響閱聽大眾下載意願

的因素，一方面補足相關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藉由本研究讓新聞業者在開發新聞類行動應用

程式上獲得一些見解，並作為實際改善參考之用。 

2. 文獻探討  

2.1 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之意涵 

行動應用程式主要是由 Apps 一詞而來，是由 Applications 之縮寫 Apps 為其出處（何中文，2012）。

廣意的說，在電腦中各種軟體也稱為 Apps，其原意是指「應用程式」、「應用軟體」的意思。國內資策

會所屬的產業情報研究所對智慧型裝置的定義：智慧型裝置是指將資料傳輸功能內建於以語音為中心之

裝置，包含以下特徵：個人資訊管理、瀏覽及下載檔案、收發電子郵件與處理文件檔案；可使用觸控面

板、小型全功能鍵盤或智慧型點選單等多種輸入方法；螢幕大於 2 吋以上的顯示器；內建高階的嵌入式

微處理器與多工作業系統等等功能（王尹軒，2004）。 

在各家公司的販售平台之中，皆有對行動應用程式進行分類，以利閱聽大眾下載及搜尋。常見的分

類有，遊戲、社交、教育、新聞、通訊、金融、導航、體育、旅行…等，其中還有許多子類別。同時也

會提供排行榜以及各式的推薦機制。 

而隨著智慧型裝置的使用率增加以及應用層面更多元化的趨勢，行動應用程式也開始有了更多的變

化以及應用空間（鄭仁富、莊書怡，2012）。何苔麗、徐慧霞與章家誠（2012）將行動應用程式定義為：

可在智慧型裝置廠商的應用程式商店下載的各種具服務功能的小型應用程式。學者張筑婷（2012）對行

動應用程式定義是：由手機供應商或軟體開發商所設計的功能性應用軟體，使用者在購入手機時已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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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或是透過專屬市集以免費或付費方式下載取得。目前市場上因多樣智慧型裝置的興起，行動應用程

式可以在手機、平板電腦、穿戴裝置等不同裝置之中下載使用。因此在本研究中行動應用程式是指：軟

體開發商所製作的應用程式，能藉由上架的方式，發佈至各行動應用程式的平台，讓閱聽者以智慧型裝

置進行免費或付費的下載使用。 

而新聞類的行動應用程式，顧名思義即是提供新聞內容的相關服務為主的行動應用程式。研究者依

目前市場所見之類型歸納分為二種類型：（1）專屬型：由各家新聞媒體自行製作及發佈，如聯合報的「udn 

News」、中國時報的「中時電子報」等；（2）整合型：綜合共享多家新聞媒體的方式，例如：Google

推出的「Google Play 書報攤」、Flipboard 公司推出的「Flipboard」。而專屬型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多

為閱聽者自行下載；整合型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則部份為手機供應商協同開發或是與其它行動應用程

式業者一同合作，於手機出售時即內建在其中，也允許閱聽者自行下載，例如三星推出的數款手機即有

內建「Flipboard」可以使用。依據此二種類型的特色及研究主題，研究者以閱聽大眾自行下載的專屬型

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為主要調查標的。 

2.2 影響使用者行為意願之相關理論 

相關理論由本研究整理如下： 

2.2.1 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此理論是由 Fishbein 與 Ajzen（1975）所提出，此理

論由心理學觀點來探討及預測人類從事某特定行為之意圖。根據此理論，個人的信念與評價會影響其行

為與態度，而規範信念與順從動機會影響主觀的規範，「行為態度」與「主觀規範」則會影響「行為意

圖」，行為意圖會影響實際行為（Fishbein & Ajzen, 1975）。 

2.2.2 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此理論是由 Ajzen（1985）所提出。此理論是由理性

行為理論演變而來，理性行為理論主要用來預測和瞭解人類的行為。Ajzen 為了修正理性行為理論的缺

失，提出此理論。特別在態度與主觀規範之外，增列「個人對外在環境控制能力」的行為控制知覺變項，

指的是個人知覺到完成某一行為的容易或困難程度，也就是說，反應出個人過去經驗和所預期的阻礙。

此理論被大多學者認為是更完整的理論（黃品茲，2011）。 

2.2.3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Davis（1986）參考理性行為理論以及計畫行為理

論等相關理論之後，以資訊科技為基礎，提出科技接受模式。根據科技接受模式，知覺有用與知覺易用

會影響使用態度，使用態度則影響使用行為。「知覺有用」是指，使用者知覺某創新產品，將有助於工

作績效的程度；使用者知覺越有用，則態度越正面。「知覺易用」則是指，個人使用某創新產品時，不

需付出努力的程度；使用者知覺越容易學習，則使用態度越正面（Davis, 1989）。 

2.2.4 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UTAUT） Venkatesh, Morris, Davis, & Davis（2003）整理歷年來的相關研究

與探討其研究發現，過去經過實證的理論在不同的範疇中會具有不同的解釋能力。因此，將八大模型理

論做出整合，其中包括個人電腦使用模型（Model of PC Utilization）、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科技接受模型與計劃行為理論整合模型（Combined 

TAM and TPB）、科技接受模型、動機模型（Motivation Model）、創新擴散理論（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最後，提出一套 UTAUT，對於資訊科技如何被使

用者使用提供較完整的解釋。經過 Venkatesh 等人（2003）的研究發現，UTAUT 對於使用者的行為解釋

力高達 70%，其他的模型解釋力約在 17%至 42%間，UTAUT 則是遠超過之前的其它理論模型。 

由於 UTATU 是由理性行為理論、科技接受模式延伸而來，過去亦有研究者（張愛華、蕭丞傑，2012）

以此為基礎研究行動應用程式的使用意願，且它在行為意願上具良好解釋力（Venkatesh et al., 2003），

因此本研究以 UTAUT 為基礎，參考相關文獻後以此研究主題及特性進行修改做為主要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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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與假設 

由前述文獻可以得知，UTAUT 為過去行為意圖的相關理論所統整而成，在行為意願上有良好的解釋

力。因此，研究者以 UTAUT 為基礎，參考張愛華與蕭丞傑（2012）之研究結果，社會影響並未顯著影

響使用意願，研究者考量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於智慧型裝置之使用屬於較個人隱密的閱讀模式，並不類

似遊戲類或其它類型應用程式常有討論與交流之行為，故刪除社會影響；另一方面，在韓榮展（2011）

研究中顯示，娛樂性動機可影響下載行動應用程式的意願，因此「知覺娛樂」有相當程度會影響下載行

動應用程式。最後，依變項則為下載意願。調節變數則參考 UTAUT 將性別、年齡、經驗以及使用時間

納入。研究架構及假設如圖 1 所示。 

 

 

圖 1、研究架構與假設 

 

3.2 研究變項與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操作型定義如表 1，績效期望、努力期望、促成條件，均參考 Venkatesh 等人（2003）的定義，

輔以本研究之主題修訂而成。知覺娛樂參考（韓榮展，2011），下載意願參考 Fishbein 與 Ajzen （1975）

以及楊美雪、陳盈如（2015）修訂而成。 

 
表 1 

研究變項與操作型定義 

變項 操作型定義 

績效期望 個人認為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有助於生活的程度 

努力期望 個人認為下載與使用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的難易程度 

促成條件 個人認為自身能力及目前環境促進下載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的程度 

知覺娛樂 個人認為與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互動過程感受的娛樂程度 

下載意願 個人認為未來會下載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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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變項有四項，分別為性別、年齡、使用經驗、使用時間。性別指受測者之性別；年齡指受測者

之年齡；使用經驗指的是受測者使用行動應用程式的年資；使用時間指平均每日使用行動上網裝置的時

間。 

4. 研究對象與問卷設計 

4.1 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擬蒐集可以描述我國成年人口使用行動應用程式的現況，母體過於龐大，無法直接觀察。

因此研究者採用網路發放問卷進行調查，以反映出大型母體之特徵。與其他研究方法（如田野調查）相

比，調查研究雖然效度較弱，但信度較強（李美華、孔祥明、李明寰、林嘉娟、王婷玉、李承宇，2004）。

本研究以使用過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閱讀新聞內容的成年社會大眾做為研究對象，以便利取樣的方式，

同時考慮研究對象的多樣性，於國內以網路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預計以 Google Site 協作平台，將網路

問卷公告在與行動應用程式相關的網路社群與討論區，例如 Facebook 手機相關社群、Apple 蘋果專區、

Android 平台及手機版、PTT 的討論版中的手機話題區等。問卷公佈期間預估為六周，可回收有效問卷約

為 300 份。 

4.2 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根據研究假設，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設計問卷。分析路徑來驗證績效期望、努力期望、

促成條件及知覺娛樂等購面對於下載意願的影響，並分析性別、年齡、使用經驗、使用時間等干擾變數

對各假設路徑的干擾程度。主要參考 Venkatesh 等人（2003）的問卷題項，再輔以國內新聞類相關研究

的問卷題項進行修改。預計進行信度及效度之檢驗方式，再進一步以項目分析以及因素分析對問卷題項

做篩選。最後以檢驗修訂後的問卷進行發放並在回收之後分析結果。 

4.3 預期結果 

首先，期望能找出不同背景的使用者，對下載意願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其次，研究假設主要是對於

績效期望、努力期望、促成條件、知覺娛樂可正向影響下載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的意願。最後，期望能

找出影響使用者下載意願之要素，對未來新聞類行動應用程式的發展做出參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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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have become pervasively popular wi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ield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keep up with open education and e-learning fads, government specialists 

in charge of talent development need system changes to come up with a more adaptiv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lifelong learning strategy to meet all public servan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needs. This paper draws on 

research findings from both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MOOCs development in various contexts and 

analyses of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specialized in public sector training and e-learning to explore possibilities 

for MOOCs in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in Taiwan. In addition, key issues 

required of consideration while incorporating MOOCs into the existing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system of 

public sector are addressed. 
Keyword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public sector 
 
1. Background 

The term MOOCs, an acronym for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is the buzzword facilitating learning of 

all forms today. MOOCs that often enroll a very large number of learners have take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varied kinds by storm. In essence, MOOCs consist of organized events in which learners are time bound on a 

course of study around a topic with deadlines and a syllabus (Spector, 2014), and all materials and interactivity 

within MOOCs are generally facilitated online although some courses include in-person meetings of learners 

(Riel & Lawless, 2017). Since the first MOOC appeared in 2011, and the New York Times proclaimed 2012 as 

the “Year of the MOOCs” and also many considered 2014 as the “Year of the Corporate MOOCs” (Dodson, 

Kitburi, & Berge, 2015), the immediate success of MOOCs has generated much interest from both the 

enthusiastic supporters and determined opponents (Vardi, 2012). Supporters view MOOCs as a new approach to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hich are highly scalable, possibly raise educational levels around the world and reduce 

college or training costs, and may also change the way of accessing higher education, etc. On the other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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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 are suffering from high attrition rates and very low completion rates (Ye & Biswas, 2014), and also 

considered potentially disruptive for some pedagogical issues, such as learning assessment and limi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learners and faculty leading to a low level of learner’s engagement, and because they may 

change the business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omehow putting the small private college at the 

most risk (Lucas, 2014). While many benefits of MOOC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in studies during the past five 

years, much work still remains to be done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MOOCs’ goals aims at improving learning 

and increasing access of people who do not traditionally have the access to education or learning in need with 

the aids of technologies (Riel & Lawless, 2017).  

MOOCs represent a new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for not only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the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all sectors. Beyond educational contexts, researchers have also explored MOOCs 

as a means to promote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advance training (Overton & Dixon, 2014; Stephens, 2013; 

Stephens & Jones, 2014; Sanchez-Gordon, Calle-Jimenez, & Luján-Mora, 2015). The results are promising, and 

most revealed the great potential of MOOCs for providing professionals and lifelong learners with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access to well-known university courses at zero or low cost for acquiring new skills, pursuing 

knowledge and improving employability. Even not many present MOOC platform providers or MOOCs have 

customized their offerings to suit corporate training or specific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quirement like vast 

number of current college MOOCs, Savino (2014) has voiced positively that HR trainers may get their wish as 

MOOCs are further developed so that gradually there are a few such as Udemy working with companies or 

certain institutes to convert expert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to user-friendly courses. 

In Taiwan, the idea of MOOCs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the fields of formal education and corporate training 

around 2013,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of Taiwan initiated a four-year plan of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MOOCs in formal education also starting in February, 2013 (MOE, 2013). Since then five major 

MOOC platform providers, including Sharecourse, ewant, Taiwan LIFE, OpenEdu, and ProEra are set up and 

more than 152 college MOOCs have been offered mostly in Chinese by 2015 (Chen, 2015). According to Lin 

(2015), DeltaMOOCx run in March, 2015 is the first MOOC worldwide, which integrated educational resources 

from three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echnical and general senior high schools to create a series of 

MOOCs on automation mainly for colleg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OCs in 

formal education, MOOCs have been steadily gaining attention in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in Taiwan. While there are MOOC research and experimenting studies done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resulting 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MOOCs can help teachers and learners enjoy a greater 

e-learning experience, very few is concerned about MOOCs for public sector training in Taiwan. This paper thus 

looks at the possibilities of MOOCs for public servants’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to provide 

insight in the system changes of integrating MOOCs to successfully increase access to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for government employees who somehow might be excluded previously.                            

 
2. Methodology 

To addres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is research was designed to focus on the possibilities for MOOCs being 

integrated in the curren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ctor in Taiwan by interviewing e-lear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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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as well as HR-specialists and manager responsible for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e-learning at the Tale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for Local Government of 

Directorate-General of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of Taiwan. Nine interviewees were selected 

because they are currently involved in promoting MOOCs and e-learning for both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ctor in Taiwan. Furthermore, all selected interviewees except one 

professor were having at least 10 years of experiences in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of different levels. Consequently, the selected individuals all had ideas and expectations concerning 

MOOCs in rela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The organizations 

nine interviewees belong to include three national universities, three private universities, one e-learning/HR 

consultant corporate, and one public sector institute.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from March 2015 to September 2015, consisting of one 

focus group and several individual informal interviews that were lasted for, on average, 1.5 hours or so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interview guide developed for this study, the following themes or issues were 

addressed: (1) the public servants’ curren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2) the use of e-learning in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ctor, (3) the possibilities of using MOOCs in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4) 

the extent to which MOOCs are considered specific for the public sect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ll issues 

contained follow-up questions to obtain more useful information. The interviews were recorded, transcribed, 

and coded using NVivo 9. The transcripts were analyzed through iterative cycles, and particular quotations were 

utilized to represent statements in the findings. In addition, descriptive content analysis (Neuendorf, 2002) was 

used, and coding duties were also shared and peer debriefing sessions were held to ensure inter-coder agreement 

and avoid biases or assumptions made by the researcher. 

 
3. Findings        
3.1 From Higher Learning to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in Public Sector 

As MOOCs have already demonstrated an enormous global appetite for high-quality, college-level courses, 

i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answer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adopters who will make use of these 

MOOCs and how they will use them in order to achieve promising futures of massive open learning. According 

to a review of MOOCs-related literature (i.e. Dillahunt, Wang, & Teasley, 2014; Dodson & Berge, 2015; 

Fourrage, 2015; Nath, Karmakar, & Karmakar, 2014; Olsson, 2016; Sanchez-Gordon, Calle-Jimenez, & 

Luján-Mora, 2015; Savino, 2014; Sreeleakha & Manikandan, 2015)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MOOCs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a current driving force and having the potential to revolutionize higher education and also 

industry or corporate training because they provid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those comfortable with technology 

to interact with professors and trainers through lower cost alternatives.  

Likewise, MOOCs have already played a role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of public sector 

in many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Canada, South Korea, India, Australia, and 

Republic of Ecuador, etc. Additionall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anchez-Gordon, Calle-Jimenez, & Luján-Mora, 2015) have been using 

MOOCs to deliver the training for public sector or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their member countries sinc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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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nterviewed experts agreed that MOOCs have the potentials for professional learning of the public servants 

in Taiwan with some adjustments, such as the recognition of “learning hours” in MOOCs as for both 

“self-paced lifelong learning”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or training” of the public sector. It is said “the related 

regulation is necessarily adjusted to make MOOCs become one of the options for public servants when 

considering the pursuit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lso the “the guidelines of taking MOOCs are needed so 

it is clear to the public servants with interests in MOOCs what kind of credits or courses and how their learning 

can be officially recognized and included in their record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ior to MOOCs these 

abovementioned concerns have not materialized completely, despite the development of e-learning, e-mentoring, 

and personalized informal learning of any kinds. In Taiwan, and most other countries, the decrease in resources 

supporting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 public sector is obvious, even as the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crease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existing system has been successful at 

meeting such large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training needs, making MOOCs one of alternatives to change the 

whole training system to become more efficient. It is not surprising how the interviewees of this study seem so 

positive and supportive of the promise MOOCs possibly offer as their profession leads to the belief in the 

capability of exploiting technological and pedagogical innovations available, which enables any potential 

improvement in training effectiveness. 

Wh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actually take MOOCs are mostly educated and working adults, 

the question raised is if we sh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MOOCs directed towards traditional college students 

originally thought to target. Though two interviewees in charge of human resourc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 

public sector in Taiwan had not yet heard of MOOCs before the present study, once they had read a description, 

both were highly receptive to and positive about the potential use of MOOCs and roles MOOCs can play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In interviews, it was also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that highly specialized 

and technical aspects of running and developing MOOCs would be a problem to those responsible for training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institutions of public sector due to a lack of the related competences. Consequently, 

i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universities with the capabilities of developing MOOCs are able to occupy a specialized 

niche that caters to a specific kind of learner and further realize the real value of online education if taking 

advantage of it as pivotal to their long term strategies. 

 

3.2 Considerations of MOOCs for the Public Sect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  

Clearly, the large market outside the formal education may also demonstrate that MOOCs have been built 

around the right product, the undergraduate-level course, for adult learners. Similar to many occupations that 

require in-servic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mplying a perpetual need for ongoing training and learning and a 

potential market for MOOCs, public servants in Taiwan are also wit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thus, it is possible for those in charge to leverage MOOCs to support such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ims. All 

selected interviewees agre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ants needs to be flexible and MOOCs 

can fulfill that need. One noted “Seeing this new way of learning (MOOCs) in action and seeing what we can 

actually use them for in terms of making people (public servant) become more competent in doing their job 

better, and realizing that it is for me and not just the others…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ideas necessary to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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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Most interviewees also believe that it is feasible to integrate MOOCs into the existing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structure of public sector in Taiwan when the following points are properly considered: 

- A well-established professional learning map to serve as a study guide for taking MOOCs already 

available, like some interviewees’ saying “… We need to identify new ways to think about innovative 

online learning of MOOCs beyond merely online video presentations and watching. MOOCs can be an 

effective means to help augment more traditional instruction as well as to scal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students and learners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training specialists, instructional designers, and 

technical support team as a community to seek for solutions to the challenges at hand if we believe 

MOOCs are here to stay.” 

- A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transferability of course credits of MOOCs in order to meet the annu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quirement or the so-called “lifelong learning hours” since “providing some 

form of certification or accreditation to students or learners is absolutely beneficial to promoting more 

learning willingness and motives to take part in and also complete MOOCs. Some need external 

validation or accreditation of their learning, and some institutions or companies have rewards for 

various forms of certifications.”    

-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HR unites in public sector and the universities with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s 

in developing and offering MOOCs for “the massive scale of MOOCs requires additional human 

resources and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or learners’ online interactions, 

design effective online assessments, and proceed with learning analytics, etc. to realize the potential of 

MOOCs in terms of bringing personaliz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to action.” 

- “Openness” pertaining to MOOCs may reduce the inclination to give an online lecture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who are specialized in subjects mostly needed in public sector and have a long-term 

collaboration with HR units of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 A major concern about the assessment of learning outcomes combined with problems of unprepared 

and unmotivated learners, as being warned by one of the interviewed experts the challenge in MOOCs 

remains that “…perhaps the mostly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t problem of validating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preventing plagiarism as always argued in online education.” 

Despite the abovementioned concerns and some other warnings interviewed experts seem supportive to 

launch any attempt of using MOOCs for public sector training or professional learning by all means: 

“MOOCs have been a great opportunity to provide variety and content to public servants…We need to 

make the public sector in Taiwan aware of those opportunities to tailor learning to different topic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We are always looking for ways and options for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to engage in ongoing 

learning to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s. The training resources and access have been 

always limited in the public sector; it seems the HR specialists of public sector can be capable of 

delivering so much content. It is time to encourage people (public servants) to have their own 

exploratory learning experiences with the specific guidance.”       

Having said th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a great possibility of incorporating MOOCs in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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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public sector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ystem, to also offer a potential of improving public 

sector e-learning quality based on traditional approach of e-courseware almost lack of interactivity among 

teachers/lecturers, learners and other participants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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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食譜圖文配置比例對學習者認知負荷與閱讀理解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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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人們開始重視食育。知道自己每天吃了些什麼、食物來自什麼地方、如何生產、銷售

與烹調，不僅和個人健康相關，也對環境問題影響至深，且食安事件接連爆發，進而導致許多民眾都開

始下廚，食譜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本研究著重在食譜的圖文比例上，以 20 至 30歲、沒有做過甜點但對

做甜點有興趣者為研究對象，使用眼動儀實驗法及問卷來檢視何種圖文比例(以圖為主、以文為主、圖文

並重)之食譜產生較好的閱讀理解效果。結果發現： (1)不同食譜圖文比例對閱讀者理解程度沒有影響；

(2)閱讀不同圖文比例之食譜在圖片及文字所花費的時間皆有顯著差異；(3)三種食譜版式的閱讀圖片及

文字的凝視時間有差異。 

【關鍵詞】食譜、圖文比例、眼動、認知負荷、閱讀理解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eople start to concern about food education. Understanding what we eat daily and 

the process from farms to tables is not only associated to our personal health, but also the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food safety incidents broke out one after another, which led to people begin to cook at homes and make 

the importance of recipes to increas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icture/text ratio of recipe. Present study takes 

people who are between 20-30 years old and have no experience on making dessert but have interests in it. We 

use eye movement experiment and questionnaire to examine which kind of picture/text ratio (focus on picture, 

focus on text and focus both on picture and text) of recipe will cause better learning effect. The results are: (1) 

Different picture/text ratio of recipes have no effect on understanding；(2) There is a time difference in both 

picture and text between different picture/text ratio of recipe on understanding；(3) There are some time 

differences between picture and text among three kinds of recipes on understanding. 

Keywords: recipe, picture/text ratio, eye movement, cognitive load, performance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1. 研究動機  

近來，由於社會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加上新的傳播技術和越來越多的動物對待及環境倡議運動的發

展，導致大眾對農業的認知及意見有重大的轉變。(Irani and Doerfert, 2013)，從農比例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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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人口外移都市嚴重，造成民眾對農業的知識及了解隨著世代下滑、許多人不了解農業如何影響他們每

天的生活及貢獻(Telg and Irani, 2011)，意味著從農者及大眾間存在著「綠色鴻溝(green divide)」。 

而這樣的綠色鴻溝造成許多問題，如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系副教授張瑋琦指出，對加工食

品的偏好、食物浪費、食物價格的認定和肥胖、新陳代謝症候群等文明病，都是因為與土地疏離、缺乏

對食物的認識所造成的問題 (王暄茹，2015)。而近年來興起的食育活動就是欲解決人們與土地疏離、食

物不認識等的問題。全球許多國家都在推動食農教育，比如英國、美國及日本等國。2014年 9月，英國

政府正式將烹飪納入教育部的教學大綱，中小學生在畢業前必須學會 20道料理，顯示出「親手做料理」

已經成為實踐食農教育的一個方式，而且不只在學校，在家庭的場域中，提供食譜給予家庭及家長，也

成為食農教育很重要的推行手法。 

這股食農意識，隨著近年來食安問題層出不窮更日漸興盛。食安事件的爆發，進而導致民眾的用餐

習慣有所改變，超過六成的人增加了在家下廚的頻率，另外，有五成民眾因為食譜啟蒙，而開始首次下

廚(愛料理，2016)。且各種線上的食譜網站也蓬勃發展，例如台灣最大食譜社群網站 iCook 愛料理，於

2011年 11月正式上線，至目前已經累積超過 80,000 道網友上傳的食譜，會員數超過 120 萬，可見食

譜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食譜資訊主要有文字及圖像兩種元素呈現。人們處理圖片或文字時，會採取不同的方式，在過往的

圖文相關研究中，圖片的效果、如何有效配置圖片和文字，一直是學者探討的重點。Paivio於 1971年

研究名詞記憶能力表現中，發現具有形體的名詞較抽象名詞更容易喚起記憶，並提出雙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驗證人類具有語文及非語文兩種認知系統，認為圖像刺激可以產生影像碼與語文碼，

而單一文字刺激只能產生語文碼，加上影像碼後會有比較強的記憶痕跡，因而形成「圖優效果 picture 

superiority effect」，特別是用於具體概念學習之效果會更好（周珮儀，2015）。由於人們主要經由

視覺、聽覺感官去接收外界所傳達的訊息，並進行內在自我訊息處理，研究指出，相較純文字型的閱讀

內容來說，圖文並存的訊息設計更有助於學習者對於內容的理解及記憶，因此學習能產生較佳的學習，

學習成效比單碼教材好(Mayer, 2009)。食譜為程序性教材，教科書與食譜皆講究指示性說明，以讓閱讀

者理解步驟內容，過去許多學者以教科書為素材，探討學童對於圖像、文字及圖文比重的閱讀理解能力

（Hannus＆Hyona, 1999：游淑媚，2005 ）。在教學材料的設計上，不同教材的呈現與組織方式會對學

習者會造成不同程度的認知負荷，教材呈現方式與工作記憶最為直接，Sweller等人認為「有效的教學

設計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認知負荷」，Clark 與 Lyons 也認為「好的圖像設計可以降低認知負荷的承載」

(黃子瓔、計惠卿，2009)。 

    過去有大量的文獻探討純圖片、純文字效果的比較，也有研究發現圖文版面面積比例並不會影

響閱讀技巧已成熟的成年人的閱讀理解正確率（呂文耀，2008）。較少學者實際研究「圖文的資訊配置

比例」會產生何種不同效果，又更少研究著重在程序型食譜圖文配置比例上，且觀察現今食譜，大多都

是由文字及圖像一併組成，很少食譜由純文字或純圖片內容呈現，因此著實有探討何種圖文配置的比例

會產生最好的效果的必要，這樣文字及圖片不同的組成方式會對閱讀者造成不同的效果，因此本研究欲

瞭解文字與圖像不同訊息比重的組成對於使用者在閱讀食譜的效果差異。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方法: 準實驗研究法與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以「年齡介於 20 至 30 歲，沒有做過甜點但對做甜點有興趣者」做為研究對象，實施眼動儀

實驗及發放實體問卷，以人際延伸的方式招募受測者，施測日期為 2016 年 9 月 11 日、9 月 12 日、9 月

13 日共計三日。共招募到 37 位受測者，但扣除眼動儀校正失敗者以及資料儲存有問題，最終有效樣本

為 3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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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三種圖文比例(以圖為主、以文為主、圖文並重)食譜，使用準實驗研究法，將 30 位受測者分

組：10 位閱讀以文為主的食譜版式、10位閱讀以圖為主的食譜版式、10位則閱讀圖文並重的食譜版式，

並控制每組內受測的男女人數比例各半，藉此來探討這三組閱讀不同版式之食譜的受測者在認知負荷與

閱讀理解之不同。 

     前測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料及烹飪經驗與偏好兩個部分，前者基本資料內容包含性別、年齡、職業、

有無烹飪經驗，後者烹飪經驗與偏好包含多久烹飪經驗的時間、平均每週的烹飪次數、取得烹飪知識的

管道、閱讀食譜的習慣、閱讀食譜的偏好版式等題項。研究資料藉由眼動儀實驗，得到受測者對不同食

譜圖文比例之注意力及圖片、文字凝視時間資料；藉由 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測量食譜易用性與 Nasa-TLX

工作負荷六項因子量表測量認知負荷，獲得不同圖文比例之食譜的認知負荷、易用性；加上閱讀理解問

卷取得受測者的閱讀理解分數，測驗內容由選擇題、連連看及簡答題三部份所組成，包含食譜中基本概

念和步驟間流程，題型根據記憶型、圖文參照對應及回想三面向出題。圖一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圖 1、研究架構圖 

 

H1: 不同圖文比例之食譜的認知負荷有顯著差異 

H2: 不同圖文比例之食譜的易用性有顯著差異 

H3: 不同圖文比例之食譜對理解程度有顯著差異  

H4-1: 不同圖文比例之食譜在文字的注意力上有顯著差異 

H4-2: 不同圖文比例之食譜在圖片的注意力上有顯著差異 

2.2. 研究閱讀樣本設計 

    本研究使用 HTML、CSS及 JAVASCRIPT 三種程式語言架設網頁式「布朗尼食譜教學」作為主要實驗樣

本，內容以「訊息圖文比例」作為實驗操弄變項，主要分成「以文為主」、「以圖為主」、「圖文並重」

三種圖文版式，各安排十位受測者閱讀三種版式的食譜，受測者在不受時間控制下自由閱讀食譜，於結

束閱讀後填寫 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測量食譜易用性、Nasa-TLX工作負荷六項因子量表以及閱讀理解問

卷。三種版式圖示如下： 

2.2.1.以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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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以文為主圖例 

 

2.2.2以圖為主 

 

圖 3、以圖為主圖例 

2.2.3圖文並重 

  

圖、圖文並重圖例 

 

2.3. 分析方法 

    由於樣本數小(每組 10人)，且母群體分佈情況未明，可能不為常態分佈，加上實驗分成「以文為主」、

「以圖為主」及「圖文並重」三種食譜的版式，即有三個自變項的因子，又欲知曉各版式是不是會對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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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圖文凝視時間、認知的易用性、認知負荷及理解有顯著的影響，需要檢定各類別間平均數是否相等，

因此利用無母數分析方法中的 Kruskal-Wallis 檢定，來看這三個獨立樣本的各項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

異。 

3.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次實驗共回收有效問卷 30 份，男性 15位，女性 15 位。此 30 位受測者都為沒有做過甜點但對做甜

點有興趣者，但多數有其他烹飪經驗。毫無無烹飪經驗者有 2位，佔 7％；有烹飪經驗者有 28 位，佔 93

％。 

3.1. 不同食譜版式對閱讀者認知的易用性、認知負荷及閱讀理解沒有影響 

   最後顯示結果檢定統計量之漸近顯著性皆大於 0.05，顯示不同版式的食譜皆不會對受測者認知的易

用性、認知負荷及理解產生顯著的影響。檢視此研究結果，三項問卷皆無明顯差異的因素。 

3.2. 閱讀不同版式之食譜在圖片及文字所花費的時間皆有顯著差異 

     最後顯示結果檢定統計量之漸近顯著性皆小於 0.05，顯示不同版式「文字為主」、「圖片為主」、

「圖文並重」的食譜會對受測者凝視文字及圖片的時間皆產生顯著的影響。在「文字為主」與「圖文並

重」的食譜明顯可見受測者閱讀文字的時間長度高於圖片。 

3.3. 三種食譜版式中的圖片及文字凝視時間有部份有差異 

3.3.1. 以文為主的版式 圖片平均凝視時間為 19.141秒；文字平均凝視時間為 55.962 秒。 經過無母數

的相依樣本 T檢定後，發現以文為主的版式，顯著性等於 0.05，凝視圖片與文字的時間有明顯的差異。

閱讀者凝視文字的時間顯著大於凝視圖片的時間。 

3.3.2 .以圖為主的版式 圖片平均凝視時間為 42.107秒；文字平均凝視時間為 48.834 秒。 經過無母數

的相依樣本 T檢定後，發現以圖為主的版式，閱讀者凝視文字的時間和凝視圖片的時間，顯著性大於

0.05，並沒有顯著差異。 

3.3.3 .圖文並重的版式 圖片平均凝視時間為 39.467秒；文字平均凝視時間為 81.329秒。 經過無母數

的相依樣本 T檢定後，發現圖文並重的版式，閱讀者凝視文字的時間顯著大於凝視圖片的時間。 

3.4. 結論 

以文字為主的受測者普遍花費在閱讀文字的時間較圖片多。但以圖片為主的受測者在閱讀時間上，

文字與圖片的凝視時間無明顯差異。本研究亦發現圖文並重的版式，閱讀者凝視文字的時間顯著大於凝

視圖片的時間，而這個結果和許多文獻對應，比如 Hannus＆Hyona（1999）的實驗，以不同能力的十歲

學童閱讀六篇生物教科書的文本，每個文本包括三至六張圖片，包括相片或彩色、黑白繪製的圖。該研

究將文本分為文、圖、圖說(figure caption)、空白四個分析區，結果凝視時間總和是高能力學童(332.3 

秒)比低能力學童(272.3 秒)來得長，但分配在四區的時間比率則非常相似，文區的凝視時間最多，約佔

總時間的 0.81，其次是圖說約 0.12，圖區的凝視時間僅 0.6，顯示對於兒童而言，科學圖文閱讀理解仍

是文本主導。游淑媚（2005）研究結果也發現文字對學童理解教科書的意義不容小覷，個案對四種版本

教科書腐化部分原頁圖文解讀特徵有以文為主、或以圖為主。研究發現，以文為主多於以圖為主，學童

解讀生物腐化部分原頁圖文著重文字者佔多數。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也支持了著重文字的研究結

果，Hegarty、Carpenter＆Just（1991）記錄大學生讀圖文並置之滑輪系統時的眼動型態，發現科學圖

文閱讀中，受試者建構心智表徵主要是文本主導(text-directed)（引自：陳琪瑤、吳昭容，2012）。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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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結果顯示，不僅在於教科書、科學圖文閱讀中，食譜中的文字對於閱讀者還是吸引較多的注意

力，對於理解還是佔有其重要性。 

    本研究操作食譜圖文程序型記憶，從研究結果發現受測者有閱讀文字的偏好。而受測者在以圖片為

主的食譜上，對文字與圖片的凝視時間無明顯差異，但這個版式相較於以文為主及圖文並重的食譜，受

測者閱讀圖片的時間是最久的，這顯示出在文字能傳達充分的情況下，會選擇花費更多的時間閱讀文字，

但當受測者一旦發現從文字內容沒有足夠的資訊而相較下圖片傳遞的資訊較多時，才會選擇耗費較多時

間閱讀圖片。 

 從本實驗尚發現，程序型圖文訊息比例對於閱讀理解未有顯著影響。面對此實驗結果，分析可能是

閱讀的食譜素材難度較低，都是文字可以概括的資訊，因此步驟切割詳細，傳遞的資訊容易消化。加上

任務設計無特別難度，受測者只需要閱讀，普遍不需操作，因此認知負荷一致較低。閱讀測驗的題目大

多為記憶類型，食譜素材容易被記憶，分數沒有太大差異。再者，在此研究中也可能因為缺乏邏輯推論

的題型，看不出因受測者推論能力可能導致的差異。另外，受測者的烹飪背景中，毫無烹飪經驗者僅有

兩位，很可能在烹飪一事不論烹煮的類型都有其基本的通同性，也可能是造成因為素材簡單而閱讀理解

無差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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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探索與多元—鄭成功攻台學習網站設計與建置之反思 

Developing Exploration and Multi-viewpoints—Reflections of the design 

and building of the Koxinga websites 

 

徐式寬 
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skhsu@ntu.edu.tw 
 
【摘要】在十二年國教的目標中，培養學生主動學習與探索能力，以及世界觀與多元觀點是重要的目標。

但在中學的教學資源中，較少有支援教師或提供學生多元探索機會的教材。本研究便是希望嘗試以鼓勵

探索以及呈現多元觀點的視野的方式，設計了一份以鄭成功攻台為主題的歷史學習網站。網站的設計包

括了提供探索的元素與多元觀點的呈現。但是在與教師的設計討論中，發現學生在多元與探索的學習上

仍然需要許多的支持。因此修改後提供更多的架構與更明確的指引，以期逐漸地培養出學生能力。 

【關鍵詞】歷史科學習、教學網站、探索學習、教學媒體、中等教育 

 
Abstract: To develop student ability in self-exploration of the knowledge and hav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is 

important in the recent school reform in Taiwan. The design of the Koxinga history learning website was aiming 

to develop these abilities with embedded questions and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of different groups at the time 

around 1661 in the Tainan area. The suggestion from the teachers, however, suggested that students may need 

more support from the structure and clear guidance to avoid confusion and boredom. The reflection revealed the 

need for careful planning and longer process for developing such desired abilities.   

Keywords: history learning, learning websites, inquiry learn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econdary schools 

 

1. 研究背景與網站建置的目的 

在近年來的課程改革中，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探索的能力，以及多元的視角與觀點是重要的目的之

一。在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的總綱中所揭示的三個核心素養中，「自主行動」中包含了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在「社會參與」中有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而在「溝通互動」中有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教

育部，2014）。在中學的學科當中，比較常見到對於問題探索的教學主要多集中在自然科。但是在社會

科中則相對少見。在社會科當中，也包括在歷史科的學習當中，到底應該要教導學生如何自己探索，發

展出對於資料的理解甚至系統性的思考，是一個亟待被研究的問題（黃麗蓉、賴思儀、楊淑晴，2011）。

歷史科傳統上因為教科書較多為歷史知識，而教師的教學經常是採用講述法，故事線比較單一而少有多

種因素交叉比對的呈現，因此有許多學生會認為歷史是一個比較偏重「記憶」的課程（莊德仁，2014）。

許多學生可能會認為歷史上的許多人事地物都相當複雜，難以記憶。或許很少學生認為這些歷史的東西

比較難以推論，也因此可能對於歷史不感興趣。 
但是，為了要提升學生的歷史理解以及思考能力，甚至逐漸學習自己進行獨立的歷史脈絡（劉慧蘭，

2014），學生其實很需要多元的教材。尤其是能夠同時呈現多種歷史面貌的教材。本研究便是開發這樣

一個以鄭成功登台前的台灣的各個族群的樣貌與地理面貌的呈現的一個網站。 

TAECT 2016

128



2. 歷史教學數位資源 

數位資源在歷史教學上的運用有很多種類。可能最常見的是影片，尤其是紀錄片、電影、和電視劇

等，如許多教科書出版商會整理與各個教學主題相關的影片甚至自製動畫影片。此外，在網路影片平台

如 Youtube 和 vimeo 等，也可以找到許多個人收藏與他國的影片或頻道如國家地理頻道。在本土方面，

有電視台製作的如公視的台灣人民的歷史和民視的台灣演義，以及教師會自製教學影片（如家後之荷西

與明鄭(國際勢力的競逐).wmv）。近期也有動畫影片的台灣吧（https://taiwanbar.cc/）的台灣動畫史，以

詼諧趣味的觀點來介紹或批判某個階段的歷史。此外，歷史博物館也建立了許多的網站，提供了不同的

歷 史 時 期 的 小 短 片 等 教 學 資 源 ， 如 台 灣 歷 史 博 物 館 的 台 灣 歷 史 數 位 學 習 課 程

（http://e-learning.nmth.gov.tw/）。影片的資源雖然故事性強且情感豐富，但是內容通常具有一方及線性

的觀點，除非找到不同的觀點的素材比對，否則不容易產生討論及反思。此外，有些動畫影片年齡設得

比較小，在對話及人物的繪製上都比較適合小學生觀賞，不一定適合中學生使用。 

 除了影片之外，還有圖文的網站，例如收集了多人的歷史解釋與寫作的故事網站

（http://gushi.tw/）。還有蒐集了許多世界知名博物館的 Google arts & culture 計畫（https://www.google.com/ 
culturalinstitute/beta/），可以帶領觀眾近看歷史文物甚至親臨現場般地逛博物館。但是這些比較少是直接

為教育者設計的。此外，國內外有些學者會自製適合中學生的遊戲，如 3D 遊戲「臺灣史詩遊戲」（Shih, 

Hsu & Wang, 2013)，或與行動載具結合的桌遊如國中歷史大富翁（賴婷鈴、彭素貞，2015）。但比較可

惜的是，這些研究者所發展的資源，不一定有商業化或公開給大眾，因此教師或學生通常不容易取得。 

 本研究所建置的網站「進擊台江 1661—尼德蘭與混血郡王」（http://education.digital.ntu.edu.tw/ 

taiwanhistory/koxinga/）主要是透過科技部與教育部支持補助，且由台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導建置的探

索台灣歷史數位學習知識網的四個網站之一。本網站主要是針對國內的國中與高中學生的歷史學習而設

計。在國中與高中的課程中，在社會領域歷史科的第一冊台灣史的部分，都會提到荷鄭時期。但是因為

篇幅較短，這段時期可能僅有一堂課就會帶過。學生對於這段在世界大航海時代之下的世界局勢，或者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下的台灣，或者對於當時同時居住在台灣的各種族群如原住民及日本人等，可能

都不太有機會認識。藉由這個網站的建置，或許有特別興趣的學生，或是希望透過更深入的內容討論而

啟發學生問問題的教師，則可能可以透過這個網站的圖與文，進行更深入的探究。因為每張圖片的授權

都是取得原來的擁有單位授權，且文字與圖像大多由本計畫繪製，因此智慧財產權都已經恰當地獲取。

只要是教育用途，並不牽涉商業利益，就可以在中學的課堂上使用。本計畫的總計畫對於各個子計畫網

站的技術與內容，會透過每個月都的定期會議加以分享與討論，提供修正的建議。 

3. 網站的內容與架構 

3.1. 呈現多元觀點的內容 

本研究的網站的設計重點之一，是呈現歷史的多元觀點。網站以鄭成功攻台為主軸，但是其觀點卻

是從各個民族的角度來觀看台灣。網站首頁從台江內海入手，簡介十七世紀的大航海時代與台江內海的

歷史演變。把這個時代的台灣放在世界的版圖上來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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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進擊台江 1661—尼德蘭與混血郡王」網站首頁台江內海附近的族群 
網站內容，則將當時在明末清初的時代中，鄭成功攻台前的台江內海的各民族聚落的狀況，分主題

介紹，包含鄭成功、荷蘭人聚落、漢人聚落、原住民聚落、日本人聚落、以及海上貿易等六個部分。各

主題中的介紹，著重於各個族群的生活整體性，包括人物、文字、語言、律法、宗教、軍事、以及重要

事件，以及地形、氣候、洋流、農耕魚貨與貿易等各方面的訊息交織著呈現。重點在於較全面地描述了

各個族群在這個時候的生活樣貌，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這種方式的呈現，比較有可能提供給學習者多

方閱讀與參考比對的可能性。而其中有一個單元，則更參考近期有名的著作「解構鄭成功」（江仁傑，

2006），從歐洲、日本、中國、台灣等有關鄭成功的不同的樣貌繪製，提出不同地區的人對鄭成功的解

讀。是多元觀點的一個具體實踐。 

3.2. 以探索為目的的架構 

促進學生進行歷史探索的教學方法比較少見，而專為此設計的教學材料亦然。相對而言，探索式的

教學在自然科比較常見，這可能跟自然科的原始發現經常是以實驗為主有關。而社會科的發現則是思想

的啟發，兩者有所不同。雖然兩者內涵或許相異，但是如果以自然科的探索學習（inquiry-based learning）

來說，探索的歷程應該有幾個步驟，包括提出提出假設、蒐集資料、創作與討論、以及反思與修正等（Bruce 

& Davidson, 1996）。在歷史的學習中，或可從這些面向來引導學生學習。 
本網站便是運用探索學習模式的構想，設計了網站的基本架構與用途。在網站中有「問題小人」的

功能，鼓勵學生試想在這段時間內有些什麼樣的議題。這些在頁面上呈現的以中學生的樣貌為模型的「問

題小人」，雖然僅問一兩個問題，但是也希望能夠起到引導與提示的作用。網站的內容，基本上沒有線

性的架構，而是以地理與聚落為主，讓學生透過散佈在一個畫面中的不同的人事地物等，自由點選進入

不同的畫面。雖然整個網站的知識量相當龐大，但是學生學生可以依據自己的問題與興趣進入閱讀，或

蒐集相關議題的資料。 
在創作與討論上，本網站並沒有特別設計討論區或筆記本等內建功能。但是在總計畫中，有提供了

一些網站內的資料的彙整簡報與學習素材。有興趣的教師可以下載來提供班上同學討論使用。在反思與

修正上，則主要是要讓學生能夠藉由不同的觀點與史料的呈現與討論，逐漸修正原來所持的想法，甚至

提升到思考批判的境地。 

除了探索的設計之外，本網站為了更貼近中學生的特質，也設計對話、遊戲、與繪本功能，以增進

學生學習的興味與趣味。在對話上，例如有漢人農民與荷蘭稅官的對話畫面，其人物之間的對話是以方

言進行。本網站也委託廠商製作了一段影片「突襲大員—進擊的國姓爺」（http://education.digital.ntu.edu.tw/ 

TAECT 2016

130

http://education.digital.ntu.edu.tw/%20taiwanhistory/koxinga/movie1.html


taiwanhistory/koxinga/movie1.html），是參考近年出版的決戰熱蘭遮（歐陽泰，2012）由荷蘭人的觀點來

看這個鹿耳門之戰的經歷。此外，根據鹿耳門之戰，也設計了一個「攻佔鹿耳門」小遊戲，讓學生嘗試

如鄭成功當年一般，在面對風向、大霧、敵軍、砲台、燈塔、以及水路窄小沙洲擱淺等各種危險因素下，

如何突破重重難關勇渡鹿耳門，成功抵達普羅民遮成。最後，為了提供給有興趣的學生更細緻接觸歷史

的經歷，也將船隻與熱蘭遮城堡的畫像設計成可以著色的繪本，提供學生休閒使用。 

4. 教師回饋與網站的調整 

本網站設計的過程，採取了設計為導向（design-based research）的方法（Wang & Hannafin, 2005）。

在網站進行期間，以及在網站雛形建立之後，本研究邀請了 17 位中學教師參與諮詢，以作為網站改進的

基礎。這些諮詢教師，有一半是來自於高中歷史學科中心，另外有一半則是來自於台南地區的國高中。

這些教師在歷史教學上具有豐富的經驗，而台南地區的教師，因為有地緣關係，更是有機會在教學中引

導學生探究這部分的歷史。 

在教師給予網站的回饋意見中，除了內容知識的修正之外，在網站的設計建議上大約可以分為三大

類： 
1) 網頁介面設計需符合教學需求：網站的每張圖片都可以放大，且內文字體也要放大些，以便在課

堂上播放使用。而且主選單原本設計在右邊以適合平板電腦使用，但是也因應教師的使用

習慣改到比較傳統的左上角。 
2) 網頁架構的修正以降低學生學習困難： 

a.  增加架構程度：許多教師認為本網站的每個地方的熱點，都需要點進去才知道裡面有些什

麼，對於歷史知識不夠或尚未形成架構或歷史脈絡的學生來說，相當費時而且容易感到挫

折。因此希望能夠提供整個網站的「目錄」或「網站地圖」，可以讓學生比較有順序地去

找。 

b.  提供年代索引：學生在建立歷史知識時，因為基礎知識還很少，還相當需要「年代」的輔

佐。而且雖然網站的主要重點是在 1661 年，但是內容卻延伸到更前面的地方，因此建議

本網站增加「年代」索引，讓學生清楚地知道這些事件是發生在那個年代。 

c.  地圖的方向不一：古代的地圖，並不完全正確。而在不同的典籍中，所置放的地圖的方向

也都不太一樣。因此有必要增加學生對於地圖的理解。 

d.  觀點脈絡的陳述要有背景：在呈現不同史觀時，必須要有明確的時間點及人名說明，否則

學生有可能會感到混淆。 
3) 提供學生學習誘因 

a.  與生活連結：海上生活的介紹部分與學生貼近，而且一般教科書中很少講到，因此能夠介

紹很好。香料的部分也接近學生的生活經驗，可以多講。 
b.  增加問題小人：問題小人的功能很好，可以多增加幾個。 

c.  辦比賽增加誘因：有文章、問答、或繪畫比賽的話增加學生學習機會與動機。 

本研究團隊針對教師們以上的建議，都逐一做了修改。在網站設計上，提供了年代表與網站目錄價

構圖，也增加了問題小人。唯有最後一點舉辦比賽的部分，因為經費不足而未能舉行。但是或許未來能

夠有機會舉辦。但整體而言，因為目前剛完成建置，尚未有太多教師的使用回饋。尤其在實際教學上，

如何利用問題來引導學生進行思考與探究的實際運作方法，仍然還待開發。 

5. 結語 

本計畫網站的設計，雖然是以促進學生探究及多元的學習。但是在與教師對談的過程中，也深刻地

體會到目前而言，要國中或高中生，對於某一部分的歷史要有興趣自行探索，難度是非常高的。在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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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中，學生並不習慣著手去問問題或找資料。因此，目前老師在帶領上應該是非常辛苦的。而從歷

史的知識，到歷史的理解，甚至到多元觀點的培養並非一朝一夕，需要長期的培養與累積。或許在持續

不斷的努力下，我們的學生能夠有更多人能夠對於歷史的學習感到是有趣的且切身相關的。 

雖然本網站所使用的科技的部分並非最為先進，但是卻嘗試採用最符合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的鼓勵

探索與多元觀點的方式，呈現一個小的部分的歷史。這樣的設計也僅是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力物

力可以投入以增加及改善未來的網站或教學資源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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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目的在於應用人機介面系統流程建置「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並透過 Nielsen(1993)

所提出的使用性向度，檢測本網站的關鍵使用性向度為「簡學性」和「易用性」。本研究強調以使用者為

中心來進行介面設計考量，採用 Newman(1995)的互動系統建置網站。Nielsen(2000)研究顯示，一個使用

者能找出 31%的問題，而三至五位使用者，即可發現約 85%的問題。因此，本網站受測使用者人數為 5

人，選擇「使用者測試任務」及「半結構式訪談」來進行本網站的關鍵使用性評估，研究結果發現，「大

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的使用性向度在簡學性、易用性是正面肯定的，並根據訪談結果整理出提升使

用性之設計建議。 

【關鍵詞】人機介面設計、互動系統、使用性、就業發展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build a website within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design system for 

graduate students of their employment development. The learnability and ease of use proposed by Nielsen’s 

usability aspects work (1993) were used to evaluate usability. This study is emphasized the user-centered 

interface design considerations to build websites by using Newman (1995) Interactive system. A study of 

Nielsen (2000) has been shown that 31% of usability questions can be found by a user, and testing 3-5people 

would be enough to uncover 85% of usability questions. Accordingly, two approaches adopted in this study 

were user test and interviews measured by 5 users.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the website usability on learnability 

and ease of use are certainly positive, furthermore, recommended by users from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found 

some points to enhance the usability of the website. 

Keywords: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design, interactive systems, usability, employment development 

 

1. 前言 

台灣大專院校的學校教育內容與產業需求之間有所落差，且相當比例的畢業生在進入職場時未能具

備充足就業力（青輔會，2006）。本研究以開發一個「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為目的，透過本網站能

讓學生在學期間就能結合本身專業課程與未來就業市場的需求，清楚認識本碩士班的目標與特色，提供

未來就業職種等範例，作為輔助原本的碩士班網站之用，讓學生對未來能有目標可以追尋。希望藉此消

弭高等教育與就業市場之落差，提升畢業生就業競爭力。本網站藉由人機介面系統流程開發「大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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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就業發展」網站，並評估網站在使用性上的問題。 

2.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目的在於應用人機介面系統流程建置「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讓使用者在使用本網站

時能夠快速學習、容易使用地瀏覽，並透過本網站宣揚系所理念、課程結構、未來畢業就業發展。針對

此研究目的，提出兩點研究問題： 

一、 如何設計符合人機介面系統流程之「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 

二、 了解「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之關鍵使用性問題： 

（一） 「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之簡學性為何？ 

（二） 「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之易用性為何？ 

3. 文獻探討 

3.1. 畢業生就業力的重要性 

 近 10 年來，各國無不投入龐大資源大幅改革高等教育，例如，歐盟以「波隆那宣言 」（Bologna 

Declaration）重新定義未來人才所需的能力，並強調「就業力」為全球青年未來所面臨的共同挑戰（Storen 

& Aamodt, 2010）。根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2014）研究指出，隨著就業市場日益嚴峻，大專畢業生就

業情況備受各界關注，國內大專校院亦多將學生就業力議題作為學校發展重點之一。Teijeiro等人

（2013）的研究反應出學校與產業間供需落差的現象，故本研究開發「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清

楚認識該碩士班的目標與特色，提供未來就業職種等範例，希望藉此消弭高等教育與就業市場之落差，

提升畢業生就業競爭力。 

3.2. 人機介面設計(Design of User Interface) 

人機介面通常指使用者與系統之間的溝通中介，用以協助使用者檢視與了解系統的功能

(Preece,1993)。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使用者與系統間介面溝通方式，協助使用者在瀏覽網站時，容易使

用、簡單學習、快速上手，因此將人機介面定義為探討使用者和系統之間的溝通。 

趙貞怡與楊琮熙（2009）的研究指出，好的人機介面設計會讓使用者感受到方便，並且更樂意去使

用該產品。而使用時所產生的愉悅感、簡學性、易用性、美學等，都是本研究設計與開發網站所建立的

互動方式，藉由人機介面的設計原則，讓本網站達到最佳的使用性。 

3.3人機介面系統開發流程 

在系統開發的過程中，人機介面設計出的產品之使用性高低，會影響系統的使用者接受程度，因

此整個設計的流程，需要精確的分析、設計、發展、測試、評估等階段。 

本研究為強調以使用者為中心來進行介面設計考量，網站開發流程即採用互動系統設計

（Newman& Lamming, 1995）的開發步驟，以達到增加操作效率、簡單學習，幫助使用者容易使用。 

3.4. 使用性(usability) 

Usability亦可翻譯成優使性、可用性、易用度等不同譯名。使用性專家 Nielson(1993)將使用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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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易學性(learnability)、效率 (efficiency)、記憶性(memorability)、錯誤(errors)與滿意度(Satisfaction)。 

使用性（Usability）的概念常被評估介面是否易於使用，藉由使用性測試，使用者透過工作任務與情

境模擬等實際操作以了解產品、介面或系統功能在被使用時是否出現缺失，藉此衡量產品的使用性。

Nielsen(2000)研究顯示，一個使用者能找出 31%的問題，而三至五位使用者，即可發現約 85%的問題。

因此，本研究對象是以某大學教育傳播科技班的學生，受測使用者人數設定為 5人，選擇「使用者測試

任務」及搭配「半結構式訪談」來進行本網站之關鍵使用性評估。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強調以使用者為中心來進行介面設計考量，「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的開發流程即採

用 Newman(1995)的互動系統設計步驟，透過分析，並進行以下人機介面系統流程之六大步驟，見圖 1

說明。首先進行步驟一、問題陳述，原網站缺乏畢業生未來就業發展的內容，而使學生所學與產業需求

有落差；因此關注情況與行動進程，就是開發「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提供未來就業職等範例，

作為輔助原本的碩士班網站之用；並透過需求分析，以找出網站所需要具備的面向；再進行步驟三、設

計規格，與步驟四、繪製設計初稿，為了確保網站能發揮其效用並避免使用性缺失，故進行步驟五；建

置與測試系統雛形，來提升使用性訴求，以完成人機介面規格書，能夠進行本研究之網站開發。最後，

本研究對象以某大學教育傳播科技班的學生，受測使用者為 5人，以「使用者測試任務」及「半結構式

訪談」來進行本網站的關鍵使用性評估。 

 

 

圖 1、人機介面系統開發流程 

 

5. 研究結果 

5.1.「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設計之歷程 

本研究參考 Newman and Lamming(1995)的互動系統設計流程，以下將說明各階段的規劃重點。 

一、 分析階段：透過文獻探討了解設計網站應注意的設計原則要點和了解使用者使用網站需求，以下為

詳細分析使用者的需求。 

（一）主要使用者：大學碩士班學生，或有相關需求的教師或考生。 

（二）主要使用者特徵：使用者需有電腦基本使用技巧；識字水平以大學學士為基準之認知程度。 

（三）功能需求分析：包含目標與特色、課程結構、畢業生就業與發展、操作說明等功能需求。 

（四）網站內容分析：根據功能需求，區分出「主選單」、「子選單」、「使用說明」、「小測驗」。 

（五）使用性分析：於「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中最重要的關鍵性使用性因子為「簡學性」和「易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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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階段 

（一）工作任務分析：確立網站的安排與功能架構，見圖 2。 

 

 

圖 2、「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工作任務分析 

 

（二）螢幕設計畫面：各頁面的風格設計。網站首頁（圖 3）採用簡單的白底現代化風格，點選即可進

入「使用說明」（圖 4）。「主選單」（圖 5）包含三個「子選單」項目（目標與特色、課程結構、畢業

生就業與發展），點按「畢業生就業與發展」可進入子選單頁(圖 6)，以實際應用的面向為主，提供職業

等範例，包含「未來就業職種與薪資」（圖 7），和「就業 Q&A」（圖 8），「未來就業職種與薪資」內又依

職種的不同分別作介紹，見圖 9；圖 10為「就業 Q&A」其中一項小測驗頁面。螢幕畫面的設計具有活

潑可愛的風格，多以圖像化思考代替文字呈現，且螢幕畫面與介面中的醒目圖示、按鈕設計用色合宜，

視覺上帶來和諧的感受。 

 

  

   圖 3、網站首頁         圖 4、使用說明頁       圖 5、主選單頁          圖 6、子選單頁 

 

  

圖 7、未來就業職種與薪資頁 圖 8、就業 Q&A頁     圖 9、就業職種頁       圖 10、小測驗頁 

 

（三）狀態改變前後設計（OSTC）：滑鼠經過按鈕後，狀態改變與原先設計不同，原先按鈕底色變色，

中間文字也會變色，當按下按鈕後，會執行所選取的功能。當滑鼠離開原先按鈕後，按鈕圖案會恢復成

原先按鈕的狀態，包含主選單按鈕（圖 11）、文字按鈕（圖 12）、圖示按鈕（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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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主選單按鈕改變前後狀況的畫面圖    圖 12、文字按鈕改變前後狀況的畫面圖 

 

 

 
圖 13、圖示按鈕改變前後狀況的畫面圖 

 

三、 實作階段 

根據上述設計流程，本研究使用 Articulate Storyline2 軟體製作網站，Articulate Storyline2 是一套全

功能高互動模擬課程製作工具，以 Adobe photoshop 軟體為輔。 

四、 評估與結果分析 

完成網站建置後，將進行形成性評鑑，根據上述本網站的關鍵使用性向度為「簡學性」和「易用性」，

因此必須對網站的使用性進行測試評估。 

5.2.「大學碩士班網站」之簡學性、易用性 

本研究對象是以某大學教育傳播科技班的學生，共有五位受測者進行使用性測試，操作任務共有五

項，評估結果分成：任務達成率與執行效率，進行觀察；結果顯示「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的任務

完成度是百分之百；在執行效率上，除「選擇圖示按鈕」及「進行答題」的單項執行速度所花費時間較

長外，整體「完成任務平均花費時間」為32秒，說明網站的功能選擇是簡單操作的，皆可以在一分鐘內

完成各項任務測試，見表1。此外，根據訪談的結果，整理後也為本網站提出了設計修正的建議： 

（一）選單按鈕：主選單的介面設計不夠一目瞭然，建議可把選單圖案改以文字來呈現。 

（二）文字按鈕：文字不夠清楚，閱讀不易，建議字體可加大，增加重點顏色會更佳。 

（三）圖示按鈕：某些圖示不明顯，建議將圖示擺放在明顯處，讓使用者更清楚。例如：就業 Q&A 的

編號太過零散，使用者無法連接它的功用。 

（四）整體操作建議：每個頁面的按鈕須有一致性，且能回到首頁；每個小單元結束後，建議皆能返回

子選單或主選單，讓使用者清楚當下操作的目標；介面可多點變化，改變狀態的設計，增加互動性。 

 

 表 1 

 使用者測試任務之分析總表 

任務項目 使用者任務 完成人數 完成任務 

比率＊ 

完成任務平均

花費時間 

任務一 選擇使用說明按鈕 5人 100% 0:13 
任務二 選擇圖示按鈕 5人 10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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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三 選擇子選單「未來就業職種與薪資」 5人 100% 0:25 
任務四 選擇文字按鈕 5人 100% 0:11 
任務五 進行答題 5人 100% 1:18 

平均   100% 0:32 

 *完成任務百分比：「完成任務」之總人數除以參與使用者。 

 

6.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強調以使用者為中心來進行介面設計考量，透過Newman的互動系統流程，系統的開發過程可

以避免陷入以技術導向的缺失，轉向以人為出發點的方法，以使用者為導向，來達到使用性的提升，讓

使用者增加操作效率、容易學習，能順利的完成任務。 

本研究透過Nielsen所提出的使用性向度，檢測本網站的關鍵使用性，透過「使用者測試任務」及「半

結構式訪談」獲得敘述性統計資料，顯示出「大學碩士班就業發展網站」的使用性向度在簡學性、易用

性是正面肯定的。目前網站的型態種類越來越多，建議未來網站的相關研究上，可以針對特定年齡、族

群、或者性別進行需求分析及介面設計之相關研究；並增加測試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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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目的於探討台北醫院護理人員職前教育訓練之訓練滿意度及組織承諾關係。本研究之工

具為參考相關文獻所編制之教育訓練滿意度問卷，內容包含訓練課程規劃與內容、訓練環境與設備、訓

練成效、訓練師資等五面向，及組織承諾量表（OCQ），內容包含價值承諾、努力承諾及流質承諾等三面

向。教育訓練滿意度問卷經由 144 位參與教育訓練之醫護人員之統計資料分析結果，歸納以下結論：（1）

不同背景變項對教育訓練滿意度及組織承諾無顯著差異。（2）教育訓練滿意度與組織承諾具有正向相關。 

【關鍵詞】 教育訓練滿意度、組織承諾 

 

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s at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ning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staff.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raining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 in this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130 medical 

professional staff. The results revealed are as follows (1) training satisfaction has positive inference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2)different demographic group has no influence on the training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3)there ar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ning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Keywords: training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1. 主題與動機  

由於醫院是屬於勞力密度高，專業人力分工精細的產業，一般醫療人員包括：醫師、護理師、藥學、

醫事檢驗、醫技、復健、營養、臨床心理、社會工作、醫務管理等，目前最少有五、六十種專科及次專

科，均有醫學專業校院負責醫療人才培育，其中護理人員是醫院工作的主力，工作中不只需要照顧病人，

同時又要與家屬同僚有頻繁密切接觸，面對疾病死亡和醫院複雜的環境，所承受的壓力是多向的。護理

人員每日所執行的護理業務除提供病人醫療照護外，還需擔任病患之家人、朋友、衛教指導者、協調者

及支持者等角色。平時所執行的常規護理業務包含醫療照護相關護理評估及照顧、協調及溝通、紀錄書

寫、院內感染管制及防治、醫療照護品質監測及品管圈活動等，面對醫療體系的快速轉變，先進的儀器

設備、專業知識日新月異、護病關係的日趨複雜等的醫療環境裡工作（胡瑞桃，2000；沈永釧、翁麗雀，

2001）良好的教育訓練體系成為護理人員能勝任每日工作的重要項目，但由於健保給付制度的改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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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院中之醫療隊人員成為外包制並非所有醫療隊人員均有醫療背景，為避免醫療知識的差異、訓練

方法不一致、教師素質等各種因素導致訓練品質不一，故醫院建立一醫療知識教育訓練系統，以訓練醫

療隊人員，期望能運用教育訓練，提高服務品質增進醫院組織營運之效率，因此瞭解醫療隊人員教育訓

練滿意度為本研究欲瞭解及探討的項目之一。 

在醫療院所中，護理人員除了協助門診的醫療業務外，最主要的工作為照顧住院病患，每天臨床的

照護工作，都關係著病人的生命安危，其需保持高度的警覺性、敏銳的觀察力與良好的工作情緒，來面

對所有與工作相關的人、事、物，也因為如此，導致護理人員必須承受了相當大的壓力。故新進護理人

員進入組之後，對未來工作角色及內容抱持著期待，當期待差異太大時，會產生所謂的現實震撼與角色

不確定性的問題，其結果往往會造成新進人員的適應不良以致於影響臨床表現。本研究欲探討台北醫院

新進護送隊人員教育訓練與組織承諾之現況，並且想進一步瞭解護送隊人員教育訓練、與組織承諾之關

係。 

2. 研究目的與問題  

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於探討台北醫院醫療隊護理人員（以下簡稱護理人員）的教育訓練滿意度與組織承諾的

現況，及護理人員於接受教育訓練後對教育訓練的滿意度是否有助於提升護理人員的組織承諾。具體研

究目的如下： 

一、 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之護理人員對教育訓練滿意度及組織承諾情形。 

   二、 探討教育訓練滿意度與組織承諾的相關性 

2.2 研究問題 

本研究之具體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不同背景變項之護理人員於教育訓練滿意度及組織承諾上是否具有差異？ 

二、 教育訓練滿意度與組織承諾是否相關？ 

3. 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3.1 研究對象 

為驗證本研究架構，選擇以台北醫院之醫療對之護理人員共 144 人為研究對象進行問卷調查，並探

討醫護人員教育訓練滿意度及組織承諾之相關性，以達成本研究之目的。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以量化的方式進行研究，除測量問卷內個人基本資料包含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工作年資背景變項之外，其餘皆以 Likert 五點尺度衡量法（5-point Likert's scale）為設計基準。 

問卷內容包括受試者的個人背景變項、對各變數的問項敍述之同意程度，作為測量尺度；並依據問

項回答其同意程度，依序為「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普通」、「滿意」、「非常滿意」，分別

給予 1、2、3、4、5  的分數，分數越高者代表對該問項同意程度越高。分述如下： 

3.2.1 教育訓練滿意度 

根據文獻回顧的結果，本研究決定採用訓練課程規劃與內容、訓練師資、環境設備，以及訓練成效

等四個構面來探討教育訓練滿意程度，並參考林思穎（2010）對教育訓練滿意度調查量表編製，分別為： 

一、訓練課程規劃與內容：係指醫療隊員工對醫院所提供之教育訓練課程內容的安排是否合乎受訓

員工需求，以及課程編排與內容的適切性的滿意程度。 

二、訓練環境與設備：係指醫療隊員工對醫院所提供之教育訓練環境的布置、教學設備、地點、交

通便利性、訓練場地空間以及環境衛生品質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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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訓練成效：係指醫療隊員工對醫院所提供之教育訓練可增加其知識與技能，以及未來專業發展

的滿意程度。 

四、訓練師資：係指醫療隊員工對醫院所提供之教育訓練講師的專業能力、教學方法、表達能力、

熱忱、答覆受訓者問題以及對時間的掌控滿意程度。 

3.2.2 組織承諾 

組織承諾為個人心理上對特定組織之認同與投入的相對強度，即為對組織的忠誠度。強烈的信仰與接受

組織目標及價值，願意為組織的利益奉獻心力，並且有強烈的慾望想繼續成為組織的一份子即價值承諾、

努力承諾與留職承諾（Porter，Steers， Mowday & Boulian，1974）。本研究即以價值承諾、努力承諾與

留職承諾 3 個構面，發展出本研究之組織承諾量表，共計 15 題。 

4.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與綜合相關文獻探討之結果擬定本研究架構，以護理人員為研究對

象，首先探討不同之個人背景變項對教育訓練滿意度與組織承諾之差異；第二將分析教育訓練滿意度與

組織承諾之關係，其中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齡及工作年資，教育訓練滿意度包含訓練課程規劃與

內容、訓練環境與設備、訓練成效、訓練師資，及組織承諾變項包含認同承諾、努力承諾及留職承諾等

三個面向。 

 

5.研究結果及討論 

 

5.1.不同背景變項對教育訓練滿意度有無顯著差異 

5.1.1. 性別於教育訓練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性別於教育訓練滿意度上是否具有差異，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行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男性醫護

人員對教育訓練滿意度平均為 68.63，標準差為 12.43，女性醫護人員對教育訓練滿意度平均為 66.92，

標準差為 10.99，t=0.98，p=0.33 顯示未達顯著水準，即醫護人員對教育訓練滿意度不會因為性別而有

所差異。此研究結果與王玲莉（2006）研究結果相同。 

表 1 

性別於教育訓練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男 65 68.83 12.43 0.98 0.33 

女 79 66.92 10.99 

 5.1.2年齡於教育訓練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不同年齡於教育訓練滿意度上是否具有差異，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 Levene 檢定進行變異數同

質性檢定，年齡以每五歲為一分組，唯 60 歲以上僅兩人故併入前一分組，各組間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具

同質性，結果如表 2所示。分析結果指出 F=1.689，p=0.128未達顯著水準，故護理人員對教育訓練之滿

意度不會因不同年齡而有顯著差異。此與劉明雄（2008）不同年齡之員工對職前教育訓練的滿意度不造

成差異相符。 

表 2 

年齡於教育訓練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25-30 15 69.6 12.38 1.689 0.128 

31-35 15 64.33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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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0 17 62.7 7.53 

41-45 15 65.8 10.08 

46-50 16 68.63 15.79 

51-55 38 71.71 10.77 

56-60 28 67 13.1 

 5.1.3教育程度於教育訓練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不同教育程度於教育訓練滿意度上是否具有差異，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 Levene 檢定進行變

異數同質性檢定，各組間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具同質性，結果如表 3所示。分析結果指出 F=1. 9，p=0.08

未達顯著水準，故護理人員對教育訓練之滿意度不會因教育程度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此與左郁文（2004）

研究結果相符，不同教育程度之員工對教育訓練的滿意度不造成差異。 

表 3 

教育程度於教育訓練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教育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國中以下 25 76.8 11.09 1.9 0.08 

高中 27 67.26 10.49 

高職 37 69.24 10.87 

專科 10 65.7 10.37 

技術學院 9 58.44 10.25 

大學 30 64.13 9.66 

研究所以上 6 59.33 14.85 

5.1.4工作年資於教育訓練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工作年資於教育訓練滿意度上是否具有差異，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 Levene 檢定進行變異數

同質性檢定，各組間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具同質性，結果如表 4 所示。分析結果指出 F=1.52，p=0.21 未

達顯著水準，故不同工作年資在教育訓練之滿意度上無顯著差異。此與劉明雄（2008）研究結果相符，

不同工作年資之員工對教育訓練的滿意度不造成差異。 

表 4 

工作年資於教育訓練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工作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1-5 35 64.06 12.05 1.52 0.21 

6-10 30 59.5 9.84 

11-15 17 65.3 8.82 

16-20 26 74.42 9.17 

21-25 22 76.59 7.15 

26-30 12 72.46 11.09 

31-35 2 62 5.03 

不同背景變項之護理人員對教育訓練滿意度是否具顯著差異，由以上就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工作

年資的分析結果指出，不同背景變項之護理人員對教育訓練的滿意度無顯著差異。 

5.2 不同背景變項對組織承諾無顯著差異 

5.2.1. 性別於組織承諾之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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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於組織承諾上是否具有差異，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行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男性醫護人員對

組織承諾平均為 61.49，標準差為 12.1，女性醫護人員對教育訓練滿意度平均為 61.68，標準差為 11.5，

t=-0.93，p=0.926顯示未達顯著水準，即醫護人員之組織承諾不會因為性別而有所差異。 

表 5 

性別於組織承諾之差異分析 

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男 65 61.49 12.1 -0.93 

 

.926 

女 79 61.68 11.5 

 5.2.2年齡於組織承諾之差異分析 

 不同年齡於組織承諾上是否具有差異，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 Levene 檢定進行變異數同質性檢

定，各組間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具同質性，結果如表 6所示。分析結果指出 F=2.195，p=0.047未達顯著

水準，故護理人員對教育訓練之滿意度不會因不同年齡而有顯著差異。 

表 6 

年齡於組織承諾之差異分析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25-30 15 60.07 11.44 2.195 0.047 

31-35 16 58.06 10.12 

36-40 17 56.23 9.41 

41-45 15 57.93 10.37 

46-50 16 64.5 16.31 

51-55 38 65.74 10.31 

56-60 28 62.35 12 

 5.2.3教育程度於組織承諾之差異分析 

不同教育程度於組織承諾上是否具有差異，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 Levene檢定進行變異數同質

性檢定，各組間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具同質性，結果如表 7所示。分析結果指出 F=1.56，p=0.32未達顯

著水準，故護理人員對教育訓練之滿意度不會因教育程度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表 7 

教育程度於組織承諾之差異分析 

教育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國中以下 25 70.8 9 2.03 0.06 

高中 28 59.56 10.95 

高職 37 63.92 10.64 

專科 10 61.9 10.31 

技術學院 9 55 7.47 

大學 30 57 11.27 

研究所以上 6 49.33 13.76 

 5.2.4工作年資於組織承諾之差異分析 

不同工作年資於組織承諾上是否具有差異，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 Levene檢定進行變異數同質

性檢定，各組間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具同質性，結果如表 8所示。分析結果指出 F=1.86，p=0.13未達顯

著水準，故護理人員對教育訓練之滿意度不會因工作年資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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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資於組織承諾之差異分析 

工作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1-5 35 54.86 10.39 1.86 0.13 

6-10 31 54.16 10.44 

11-15 17 62.35 10.01 

16-20 26 69.8 8.23 

21-25 22 70 7.19 

26-35 14 64.57 11.42 

5.3 教育訓練滿意度與組織承諾之相關 

 為瞭解教育訓練與組織承諾之相關性，採用 Pearson 積差相關，如表 9 所示其相關係數為 0.767 達

0.01 的顯著水準，表示教育訓練與組織承諾成正相關。對教育訓練滿意度越高其組織承諾亦越高可能原

因為，一設計及執行良好的教育訓練除了受訓者有正向反應，進而改變其組織承諾的認知。 

表 9 

教育訓練滿意度與組織承諾之相關分析 

層面 組織承諾 

教育訓練滿意度 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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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媒體素養：探討臺灣大學聯盟學生對媒體素養之理解 

‘Representing Media Literacy’:  

Explor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Media Literacy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NTU Triangle 

江宜芷 CHIANG, Yi-Chih  
林子斌 LIN, Tzu-Bin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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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體素養作為十二年國教所列出的九大核心素養之一，顯然是未來國民教育階段的要點項目，

而臺灣的媒體素養教育推動至今已有十年餘，成效的深度與廣度自然備受關注。本研究透過訪談臺灣大

學聯盟三校的大學生，希望能夠明白大學生對於媒體素養的理解，並以案例閱讀的方式，觀察大學生對

於媒體素養的核心概念：「媒體再現」，是否能夠有所覺察，以及大學生對於媒體的想法。本研究希望可

以評估大學生在經歷國民教育階段的媒體素養教育以後，對於媒體素養的理解以及所具備的能力，藉以

對我國未來媒體素養教育的發展提出建議。 

【關鍵詞】媒體素養、媒體再現、大學生 

 
Abstract: Media Literacy (ML) is one of the nine key competences under the 12-year curriculum guideline. It is 

obvious that ML will b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aiwanese education. However, it has been more than a 

decade for ML to be promoted in Taiwanese education and the outcome is still under ques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NTU Triangle represent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L. Among various 

concepts of ML, media representation is chosen as the topic of this study. The findings may offer stakeholders 

some implications in further promoting ML in Taiwan.   

Keywords: media literacy, media representatio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1. 前言 

在資訊爆炸的二十一世紀，各類的傳播媒介紛紛出現，如何在眾多媒介訊息中成為「耳聰目明」之

閱聽人？這使得媒體素養成為本世紀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Lin, 2013)。台灣教育部於 2002 年 10
月公布《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顯示出對於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視。而媒體素養教育的相關研究與

課程推廣，在這十餘年來亦有部分成果，媒體素養教育以融入方式，被書寫在九年一貫的社會科課程綱

要以及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之中。例如，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中，即有一單元為媒體識讀（教育

部，2008；教育部，2012）。在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總綱之

中，更將「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列為九大核心素養面向之一。 
不過，媒體素養不僅僅是紙上談兵，學生能將課堂上對於媒體素養的理解，成功的運用於生活之中，

才是媒體素養教育的成功。融入式的課程設計雖然可以避免老師和學生多餘的負擔，但是這樣的媒體素

養課程是否流於形式？學生對於媒體素養的學習是否能深化為生活的一部分？則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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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我國媒體素養教育的實行成效，研究者選擇以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進行訪談，將網路常見

的健康報導作為閱讀案例，觀察受訪者對於網路健康報導呈現的方式如何解讀，藉以探討受訪者「思辨

媒體再現」的行動。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1. 大學生所認知的媒體素養概念為何？ 
2. 大學生是否能思辨媒體再現的過程？ 
3. 媒體素養教育未來可行的研究方向為何？ 
 

2. 文獻探討 

2.1. 媒體素養 

何謂媒體素養？英國學者 Buckingham 指出，媒體素養包含知識、技術和能力三個面向，用以使用

與詮釋媒體，媒體素養並非僅僅是瞭解運用媒體的功能性素養，更是批判素養的形式之一，包括分析、

評價與批判反省的能力（林子斌譯，2006)。十二年國教總綱中這樣界定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具備善

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培養相關倫理及媒體識讀的素養，俾能分析、思辨、批判人與科技、

資訊及媒體之關係。」（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 
Buckingham 將媒體教育的目標分為四個關鍵概念：媒體產製、媒體語言、媒體再現、閱聽大眾，

其中媒體產製包含瞭解媒體產製的過程，以及擁有產製媒體的能力（林子斌譯，2006)。而教育部（2002）
於《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當中所列出關於媒體素養教育的重點，則包括：了解媒體訊息內容、思

辨媒體再現、反思閱聽人的意義、分析媒體組織、影響和接近使用媒體五個面向，了解媒體訊息內容該

面向除了瞭解媒體語言和不同的媒體類型以外，也包含了應用媒體製作技巧與技術。 

2.2. 媒體再現 

雖然媒體素養涵蓋的範圍相當大，不過其核心概念在於意識到媒體訊息是依照各種媒體的獨特規則

建構其意義而生，而媒體本身往往受到政經利益下的脈絡驅使，背後有隱含價值或立場，媒體訊息屬於

事實的再現，而每個人詮釋媒體的方式、得到的意義會因為其過去經驗的差別而有所不同（林佳蓉、林

宇玲、林曉薇、陳彥文等譯，2010）。也就是說，對於「媒體再現」的思辨，就是媒體素養最重要的一

環。 
在《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中，學生是否具有思辨媒體再現的能力，是以下列所述來判斷（教

育部，2002）： 
（一）辨識媒介內容中年齡、性別、種族、職業、階級、性傾向等各種面向的刻板印象和權力階級

間的關係。（二）比較媒介內涵與實際生活中的情境、人物、事件等媒介與社會真實的關係。（三）解

讀媒介再現所潛藏的價值意涵與意識型態。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對象為 35 名臺灣大學聯盟的大學生，以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質性研究，研究者與研究對象

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設定為臺灣大學聯盟：臺灣大學、臺灣科技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三所學校之大學

生，因為三所學校在學院設置上各有所長，在訪談對象的系所背景分布上有互補的作用，因此選擇臺灣

大學聯盟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受訪者的背景若以性別劃分，有 21 位女性及 14 位男性；以受訪者就讀

科系區分，有 18 位就讀人文社會學相關科系、17 位就讀理工生醫相關科系；年級分佈上，大學一年級 5
位，二年級 12 位，三年級 9 位，四年級 20 位。 

3.2. 訪談題目設計 

本研究訪談題目設計為半結構式的訪談，依照既定的訪談大綱進行訪談，並配合受訪者的回答進行

調整。訪談的同時會進行錄音與紀錄，並膳打成逐字稿以供進一步分析。訪談總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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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封閉型題目，屬於基本認知，詢問受訪者對於媒體素養的認知與理解；第二部分是案例閱讀，受

訪者閱讀四則網路健康新聞後，訪問其對於文本內容中媒體所呈現的消息來源之想法；第三部分則是請

受訪者評論對於媒體的想法與自我反思。 
為了對受訪者的背景有所瞭解，以便研究者在訪談之中進一步追問受訪者的想法，研究者另外設計

Google 線上問卷，針對受訪者日常生活習慣以及對於網路健康報導中常見消息來源所抱持的看法進行初

步調查。 
 

3.3. 案例閱讀設計 

本研究選擇網路健康報導作為閱讀案例，以咖啡和維他命 C 做為報導主題，分別提供正面與反面的

報導供受訪者閱讀。本研究所使用的案例係由醫學專家提供相關資料，並邀請專業記者撰寫報導，藉以

使閱讀的案例中消息來源呈現的方式與一般常見的網路新聞雷同，並且讓案例之間的落差減少，使其可

以相互比較。 
本研究中的案例閱讀文本共有四篇，包含：「喝咖啡抗癌 黑金風潮席捲全台」(咖啡正面資訊)、「咖

啡過量 當心喝出胰臟癌」(咖啡負面資訊)、「抗氧化抗感冒 維他命 C 榮登國人最愛保健食品」(維他

命 C 正面資訊)、「過量攝取 當心維他命 C 誘發病症」(維他命 C 負面資訊)，內容上包含不同的消息來

源為其報導背書，如：醫生、醫院、研究報告、民眾親身經驗以及廣告代言人……等，希望透過訪談的

歷程，探究受訪者對於媒體再現的消息來源有何反應。 
  第二部分的訪談由日常習慣的詢問開始，瞭解受訪者平時對咖啡與維他命 C 的攝取情形與看法，

接著讓受訪者同時進行咖啡與維他命 C 案例的閱讀，第一次先閱讀兩篇單一立場的報導，閱讀完畢後進

行訪談，第二次再閱讀另外兩篇另一立場的報導。考慮到正面與反面的案例閱讀順序，可能對受訪者的

認知產生影響，而在訪談時有不同的回答與表現，因此將受訪者分為 A 組（17 人）與 B 組（18 人）兩

組，A 組先閱讀正面立場報導再閱讀反面立場報導，B 組則反之。 

3.4. 資料處理 

研究者將訪談錄音檔膳打為逐字稿，利用編碼軟體 Nvivo 進行稿件的分析，在初步瀏覽訪談稿後，

依據研究目的建立資料分類的節點，依照訪談的時間順序將受訪者依序編號為 1 至 35，分別進行資料編

碼。  

4. 研究分析 

本節分為三個部分說明，分別回應本研究問題，包括：1. 大學生從何處獲得媒體素養的概念以及他

們認知的媒體素養的理解為何？2.大學生是否能思辨媒體再現的過程？3. 大學生對於當今臺灣媒體的

看法為何？ 

以下分析將搭配受訪者訪談資料進行說明，每段受訪者談話引文後方的括弧分別有兩個數字，第一

個數字為受訪者代號，第二個數字為受訪者訪談逐字稿之行號。 

4.1.      受訪大學生對媒體素養的認知及其來源：以閱聽人的立場出發 

研究者以《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所羅列的媒體素養能力做為框架，對受訪者所認知的媒體素

養進行分類與分析，總共可以分為以下五類：了解媒體訊息內容、思辨媒體再現、反思閱聽人的意義、

分析媒體組織、影響和接近使用媒體。 
受訪者對於媒體素養的認知，大多聚焦於「反思閱聽人的意義」這個層面，也就是閱聽人應當要懂

得判別媒體資訊的內容，不能全盤的相信媒體所帶來的資訊，要觀看不同立場的報導，要有查證資訊是

否正確的能力。這些對於媒體素養的認知，則源自於中學階段的公民課程，或是大學的通識課程。 
在「影響和接近使用媒體」的面向，有修過師大陳炳宏教授所開設之媒體素養通識課程的受訪者

05 有提到媒體素養的能力包含：「可以去利用使用媒體，但是如果覺得她報導不對可以打電話去檢舉。」
（05：35），另一位受訪者 26 則將此敘述得更為完整：「我們每個禮拜都有作業，他（炳宏教授）叫我
們打電話去給任何的媒體，就是你覺得他的資訊不正確，然後我們就是要當行動的那個人，我們就要打
電話去投訴，然後我那次做的就是置入性行銷。我在那邊看新聞，覺得他哪裡有置入性行銷，我就馬上
打給他，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26：258），由此可見兩人皆對此課程感到印象深刻，不過受訪者

26 並未將此作業與媒體素養的能力相互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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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響和接近使用媒體」的部分，亦有受訪者認為媒體素養便是成為自媒體：「每個人應該可以
像媒體一樣，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一個）臉書的社團叫爆料公社，每個人都是媒體之一，會去爆料一
些社會上的一些事情。」（08：07），「媒體素養是每個人都是一個媒體，然後他們可能會去傳遞訊息……
每個人都是傳遞訊息的媒介」（28：20）。 

而唯一有提到「思辨媒體再現」該面向的受訪者 22 認為「面對媒體給你的資訊的時候，會去想這
個資訊是不是正確的，或是這個資訊有沒有帶有某種意識形態，當然，意識形態一定會有，它那樣的意
識型態的目的是為了認識這個世界更多不同的聲音，還是它的目的只是為了說服你這件事情他覺得是對
的，而且他一定要讓其他人也認為他是對的。如果有這樣的情形，就要運用到我們的媒體素養去辨別這
些有攻擊性意識的東西，想辦法不受他影響，而做出獨立的判斷。」（22：06），雖然受訪者 22 有提及

媒體資訊背後潛藏的意識形態，不過受訪者的詮釋比較接近媒體的立場與意圖，並未及於媒體如何形塑

特定群體的刻板印象或是傳遞特殊價值等等。 
不過，受訪者對於媒體素養的其他層面，也並非不理解，只是沒有將這樣的認知與媒體素養能力相

連。當研究者進一步追問受訪者對於媒體產製過程的想法時，部分受訪者便能表現出「分析媒體組織」

的能力，例如受訪者 03 所言：「首先記者可能會先收到訊息，出去採訪，採訪完有一塊資料，有一塊資
料之後可能會再請示上級，說看這報導是不是能公開或是報導出去，然後這個時候上級可能會有收視率
的問題存在，導致這篇文章會被刪剪掉，不是原本那個記者所要討論的或是想要報導的。」（03：9）。 

綜合來說，多數受訪者對於媒體素養能力理解不夠全面，大多止於「反思閱聽人的意義」，而未擴

及其他面向。不過從訪談之中研究者亦發現，多數受訪者已具有「分析媒體組織」的能力，能夠了解媒

體組織如何影響新聞報導的產製，只是他們並未意識到這也是媒體素養的一部分。同時，大學的媒體素

養通識課程，的確有助於學生增添「影響和接近使用媒體」的能力。 
雖然受訪者對於「思辨媒體再現」的媒體素養所代表的意涵一知半解，不過他們是否具備相關的能

力，研究者則希望在受訪者實際閱讀媒體資訊時進行觀察，詳見以下的分析。 

4.2.      受訪大學生如何思辨網路健康新聞中的媒體再現：作為消息來源的醫學專家學者是否值得信賴 

在觀看案例報導之前，全部受訪者皆表示相信醫生或者相關專業的研究者所為之專業判斷。然而當

文本資訊實際呈現在受訪者眼前後，則受訪者的反應則相當不一致：僅有一部分之受訪者會以消息來源，

作為判斷文章資訊是否正確的依據。 
部分受訪者會表示相信醫生或相關專業人士，例如受訪者 05「美國化學學會研究他是一個，感覺

是一個很大的學會，然後，他的研究，雖然他沒有寫數字啦，可是他的 title 就是拿出來可能就會比較相
信，然後哈佛的話就是，因為哈佛兩個字，他，就是哈佛。」（05：224）；以及受訪者 27 提到：「科
學吧，權威性的雜誌，基本上就這樣吧，診所那些都是國立醫院退下來的，他們應該滿有一手的，營養
師這個也還 OK。」（27：62）。受訪者 05 與 27 表示信任相關醫學研究做為資料來源，包括知名大學

或是具有學術公信力的期刊所做的研究，都是值得他們受訪者參照的資料。雖然受訪者 05 指出引用這些

消息來源的資料內容不甚完備，但是他仍然選擇相信媒體所再現的消息來源，沒有對相關資訊提出質疑。 
不過，在相信醫生或相關專業人士的受訪者者之中，也有受訪者意識到媒體再現的問題，「（我）

可能比較相信的（媒體訊息）是他掛了一個醫師的名字，然後說運動前喝咖啡，我可能會去找一下這一
個醫生的背景，看一下他是哪一間醫院的，是不是真的有這位醫師，就是他可能是節錄醫生的某一段話，
你可能要找出他原本的原文在哪，他可能講說不好的地方，只是這篇報導沒有刊出來，因為他對這間咖
啡是有利的，所以他只看那段話，阿可能醫生的原文不是這樣，可能加上某個因素呀，可能因為這樣才
會有某些效果。希望說這篇報導後面有備註他的來源，可以讓民眾去看說來源到底在哪裡，可能是他醫
學雜誌的哪一段，然後後面提供他來源的網址。」（03：166），受訪者 03 提到報導可能對醫生原話有

所摘錄的問題，雖然他沒有使用「媒體再現」來描述這個情況，但也足以顯示出受訪者 03 擁有思辨媒體

再現的能力。 
另外，也有部分受訪者表示，研究未必值得採信，特別是英國研究。例如受訪者 10 指出：「這兩

篇就是前面都有一段商業味濃厚的敘述，然後有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有一個英國醫學會雜誌研究，但大
家都說英國研究不可信，然後就是試圖用一些研究的資料佐證他想表達的事情。……因為有看過太多的
報導，看起來都很像是用同一個模板去寫出來，就根據英國醫學會雜誌，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們真的做過
這個研究，因為都沒有寫，好像只要提到英國研究都不會把那個過程寫得太清楚，而且也很多次被大家
有查出來那個根本就是造假，所以如果是台灣引用甚麼根據英國研究，我都會給它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10：118）；以及受訪者 11：「就我覺得新聞會報出來他一定是很新的東西呀，可是就我覺得你很新
的東西，可信度…就你不要講媒體他可信度很低，就那篇研究他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就科學界還沒有
定論，你新聞就這樣報出來，對呀，就在那個研究確定是正確無誤的之前，其實我不太會因為她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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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為。」（11：136）。受訪者 10 表示，引用英國研究的報導會讓人難以採信，只是記者為佐證自

己的立場所採用的手段，研究本身是否存在令人存疑。受訪者 11 則認為，就算研究確定為真且不考慮媒

體造假，研究成果也未必正確無誤或是為科學界所公認的定論，因此自己行為不會受到影響。 

4.3. 受訪大學生對媒體的想法：置入性行銷充斥與不受信任的媒體 

普遍而言，受訪者均能察覺置入性行銷的存在，且對於媒體的內容也多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對於當

今媒體的不信任或是對於媒體資訊的不以為然，是受訪者之間共享的特質。多數受訪者認為正面案例為

廣告性質，因其直接為廠商帶來宣傳效果，有推銷商品的嫌疑。這是受訪者 16 在閱讀正面報導以後的想

法：「這裡還有一個自然醫學中心耶，我覺得可能跟它本質有關係，因為維他命 C 在一般人心裡比較偏

向輔助的藥品，他如果用這樣的方式打出來的話，因為這是咖啡，咖啡本來就是一個商品，你如果從一

個商品裡面發現他有一個很棒的好處，你就會覺得它是一個新聞，但這個本來是一個輔助藥品，感覺你

（媒體）就是為了提高它的銷售量，你（媒體）就會更加去介紹他。」（16：80）；與此同時，受訪者

16 認為反面報導是在宣揚該食品的壞處，這時媒體是在傳達正確的知識，有警惕消費者的作用，所以當

受訪者 16 在閱讀反面報導時，他便會認為這是新聞：「我覺得是新聞，因為廣告不就是要宣揚好處嗎？

除了是為了打擊咖啡的廣告，可是我覺得沒有人會這麼...有可能，比如說我要行銷蔬菜，然後咖啡不好

喝。我還是覺得宣揚壞處比較像新聞報導，在傳達正確的知識，我覺得更好的是好壞都要講，因為通篇

都是講壞的，但後面是講好的，如果可以好的壞的然後結論，這樣可能會好一點。」（16：120） 
也有些受訪者比較特別，認為正反面案例皆為廣告，因為只要報導中提及了品牌的名字，便會在讀

者心中留下印象，當消費者有需求時就會想購買，因為反面案例只有強調不要過量服用維他命 C，因此

消費者仍可選擇低劑量的維他命 C 購買食用。受訪者 27 認為：「直接寫品牌名字其實滿像廣告的，只

要有寫到廣告名字都滿像廣告的。……就算文章是說他不好，但是一定會有印象，之後想喝的時候就會

想到。」（27：84） 
受訪者 11 甚至對負面案例提出陰謀論的解釋，認為這是想要販賣不同類型的維他命 C，「這一篇

他提了一些不同的單位對於維他命C到底是好是壞的看法，一樣是某某藝人為某某品牌的維他命C站台，

所以我會覺得某某藝人代言某某維他命 C 是多餘的，然後後面的話這些資訊就比較不是那麼的想要打廣

告的感覺，但是我覺得他們都試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顛覆大家對於維他命 C 絕對是好的東西的觀

念……它都在強調高劑量的維他命 C，所以可能它還是想要賣維他命 C，但它想要賣低劑量的，然後改

變市場消費習慣。」（11：92） 
受訪者對於媒體報導的期待程度不高，認為媒體只是娛樂性質，其新聞缺乏參考價值，對生活沒有

幫助。受訪者 14 認為「媒體可能只是想要挖角一些大家比較有興趣的，獨家消息……像電視現在媒體就

播一些什麼，反正就好像都沒有什麼用嘛，像最近什麼哈味，就是播一些對生活沒有幫助的，變成聊天

用的」（14：354）；而受訪者 11 更直言：「我們本來有預期媒體應該要給足夠的醫療資訊嗎，好像也

沒有，就臺灣社會而言，就還好吧？我沒有預期媒體會給出多正確的醫療資訊。」（11：168） 
由此可見，由於受訪者對媒體沒有特定的期待，因此也不會認真看待媒體的資訊。 

5. 討論 

5.1. 受訪者對媒體素養的理解有限：缺乏對媒體產製、媒體再現之思辨及媒體的監督與近用之理解 

受訪的大學生對於媒體素養都有一定程度的瞭解，然而對於媒體的態度卻是消極的，認為以質疑的

態度去看待媒體內容，不輕易相信媒體所報導的資訊即可；也就是說，目前大學生對於媒體素養的瞭解

並不完整，可能是因為過去課程中對於「反思閱聽人的意義」格外強調。不過，受訪者對於媒體產製的

過程可能有操弄剪輯資訊之虞，這部分是有所提防的，因此受訪者應當是具備一定「分析媒體組織」的

能力，雖然他們沒有發現這也是媒體素養的一部分。 
從訪談結果中可以發現，學生對於媒體素養的理解未擴及「了解媒體訊息內容」、「思辨媒體再現」

以及「影響和接近使用媒體」三個面向，是未來媒體素養教育可以加強發展的部分。 

5.2. 質疑媒體訊息的表現並非來自於對媒體再現之理解 

受訪者在未閱讀報導之前，均表示信賴專家學者作為消息來源，但是他們在觀看媒體訊息對於消息

來源提供的資訊再現時，卻不一定表現出同等的信賴程度，也就是說受訪者對於消息來源的信任程度及

消息來源所提供的資訊內容的信任程度，會對照自己的經驗而選擇分開解讀。這顯示出受訪者雖然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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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再現的意涵不甚了解，但是他們因為對於媒體不信任的態度，會傾向重新思考媒體提供資訊、再次

解讀的可信賴程度，不會全盤接受媒體所給予的資訊。 
此外，多數受訪者表示能夠察覺報導中出現的置入性行銷，並且不會受到報導影響，置入型行銷於

報導中的地位形似於一般的廣告，受訪者能夠將報導資訊與置入性行銷內容分開解讀，受訪者表示對於

媒體訊息會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不會全盤的相信。 
 
 

5.3. 第三人效應明顯：未來可持續探討之方向 

受訪者也認為，比起自己與同儕，長輩們可能會受到與健康商品有關的廣告或置入性行銷影響，因

為他們較為缺乏分析該類別資訊的能力。研究者認為，這樣的情形類似於媒體研究中的「第三人效應」

現象。過去對「第三人效應」現象的研究，多針對媒體中色情與暴力的議題，訪談國小學童，而受訪者

普遍認為自己不會受到該資訊影響，而較自己年幼的小孩則較為缺乏判斷能力，會受到影響。根據本研

究，在健康報導內置入性行銷的覺察上，受訪者認為較自己年齡層大的族群是較容易受到影響的，是為

較特別的趨勢呈現，而未來研究將會針對此部分繼續進行。 
 

6. 代結語：續向前行之臺灣媒體素養教育 

媒體素養教育在臺灣有其重要性，然而目前學術界之研究、國小到大學的課程中，媒體素養教育都

位受到應有的重視。在本研究的發現中，可以見到國、高中蜻蜓點水式的媒體素養教育，並未能對大學

生有明顯的影響，更遑論「媒體素養」的養成。然而在東亞各國（例如：日本、韓國、新加坡）都開始

承認媒體素養的重要性，甚至提出「新媒體」素養的論述（Lin et al., 2013, 2015）。幸運的是，在新的

107 課綱中，媒體素養的重要性有被凸顯。在課程政策的引導下，臺灣未來的媒體素養教育有一個新的

開始，但是是否能落實在各階段之教育中，這就有待更多研究與課程規劃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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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主要評估 Duolingo 與 Memrise 兩種英語學習 Apps 之介面使用性，研究對象為 23 位新北

市某國小六年級學童，進行三週之實驗，並以英語學習 Apps 使用者評估工作任務表與使用者滿意度問卷

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Duolingo 之易學性與效率大於 Memrise，學生對於兩種英語學習 Apps 皆

持正向滿意度，t 考驗結果顯示受試者對於兩種英語學習 Apps 之滿意度無顯著差異。 

【關鍵詞】介面設計、使用性評估、行動輔助語言學習、英語學習 Apps 

 
Abstract: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Interface Usability of two English learning Apps, Duolingo and Memrise, for 

Children. It aims at 6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by undertaking a 3-week experiment, conducting 

through a user task sheet of English learning apps and a Questionnaire for User Interaction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discover: (a) Duolingo is higher than Memrise in terms of learnability and efficiency, and (b) the 

satisfactions of two English learning apps are positive. The result also finds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tisfactions of two English learning apps in t-test. 

Keywords: Interface Design, Usability Evaluation, Mobile-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English Learning 
Apps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來自於行動載具（Mobile Devices）的普及與蓬勃發展，現今行動載具

之發達與結合網際網路的功能，提供了英語學習者更加快速的即時學習反饋，並能以資料庫之型式完整

記錄與分析學習者的學習狀況（Woodill, 2011）。Garrett（2009）更指出，以往的英語教學中通常將四大

英語技能做不同的課程規劃，然而在電腦輔助語言或行動輔助語言學習應用程式（Applications, Apps）

中，應將英語的聽、說、讀、寫整合成一套更宏觀的學習架構，並善加利用社群網路的傳播力使得語言

學習更加生活化（Rainie, 2012）。近年國內的研究將焦點放在利用各種行動載具並結合多種英語學習 Apps

或是其他學習軟體輔助國小、高中與大專院校學生的英語字彙學習，許多研究皆顯示行動輔助語言學習

能有效提升學習者之英語學習成效、動機以及使用意願（何培甄，2013；陳欣宜，2012；張基成、顏啟

芳，2012；蔣蕙華，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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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科技固然有著輔助教育之潛力，但仍然必須考量以使用者為中心的關鍵問題，例如近用性、使

用性與介面設計準則之相關因素，或是依據人機介面之設計規範六項主要原則：以使用者為中心之設計、

減少認知負荷、減少系統錯誤、維持一致性、簡單的操作與有效的系統回饋（Preece, 1993; Shneiderman & 

Plaisant, 2010）。行動輔助語言學習所結合之英語學習 Apps 既多元且複雜，然而近期關於英語行動學習

之研究大部分是針對英語學習 Apps 的學習成效進行綜合探討，鮮少針對英語學習 Apps 之介面進行探討

與使用性評估，且著重於學生在英語字彙之學習。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兩種英語學習 Apps 之介面與

使用性評估。 

 

2. 文獻探討 

2.1. 行動輔助語言學習之相關研究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CALL）使得語言學習跳脫出原先的學習

框架，讓語言學習不再侷限於課堂中，而能發生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域（Puentedura, 2012）。隨著行動

載具的進步與快速演變，也催化出行動輔助語言學習（Mobile-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MALL）的新

趨勢（Chinnery, 2006; Pegrum, 2014）。 

MALL 輔助英語聽力與口說技能習得之相關研究方面，Palalas（2012）發現讓學生運用各種行動載

具以個人或是合作學習的方式完成聽力測驗任務，並必須使用 App 錄製學習錄音檔讓同儕進行評比，研

究結果顯示學生在英語聽力及口說均有顯著提升，且助於字彙及文法學習；蔣蕙華（2014）以具有文件、

聲音、影像網路串流服務，類似廣播的播客（podcast）進行英語教學，發現播客提供學習者多媒體英語

教學，並強化學習者的英語聽力與閱讀。在 MALL輔助英語閱讀與寫作技能習得之相關研究方面，Hwang 

等人（2011）採用情境式寫作教學，並以智慧型手機上傳與寫作主題相關之圖片與同儕交流，研究結果

顯示學童整體寫作能力有顯著提升；沈佳慧（2014）運用平板電腦搭配數位閱讀寫作軟體進行英語教學，

研究發現學童英語聽、說、讀、寫能力均有顯著提升，且有助於學童課堂參與以及教學互動。 

回顧 MALL 之相關文獻以及英語學習 Apps 之發展能發現，大部分是探討學習者之學習成效與使用

意願，然而針對英語學習 App 能否符合介面設計原則以及相關使用性問題卻較少著墨，故此為本研究之

研究重點。 

 

2.2. 介面設計原則、使用性評估及相關研究 

介面設計（Interface Design）源自於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所謂的人機互動，

是指關於設計、評估和執行以供人們使用的電腦互動系統，其中包含了研究與其相關的各種現象。Nielsen

（1993）表示，使用性（Usability）主要是評估整個產品、介面或系統能否滿足使用者需求，且讓使用

者有效的達成特定目標。藉由使用性測試，使用者透過工作任務與情境模擬等實際操作以了解產品、介

面或系統功能在被使用時是否出現缺失，並評估測試結果以作為改善的依據。 

研究學者們前後提出了許多值得參考，且具有價值的使用者介面設計原則與規範，本研究歸納之主

要介面設計原則有以下六項：（一）以使用者為中心之設計、（二）減少認知負荷、（三）減少系統錯

誤、（四）維持一致性、（五）簡單的操作、（六）有效的系統回饋（Preece, 1993; Shneiderman & Plaisant, 

2010）。 

 Nielsen（1993）提出的五個使用性評估標準如下： 

 
一、易學性（Learnability）：該系統應易於學習得以讓使用者能快速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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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率（Efficiency）：該系統應能有效使用，而學習者一旦學習使用後便能發揮高生產力。 

三、記憶性（Memorability）：該系統應易於記憶，並讓使用者於一段時間之後能再次操作。 

四、錯誤（Errors）：該系統應涵蓋低錯誤率，而即便使用者發生操作錯誤，仍能自行解決。 

五、滿意度（Satisfaction）：該系統應悅於使用，而讓使用者在使用時產生主觀滿意度。 

 
本研究以 Nielsen 之使用性評估標準，以及 Shneiderman 與 Plaisant 等學者所以提出之介面設計原則

作為研究主要依據。 

在相關研究方面，鄭錦文等人（2012）以平板電腦搭配三種電子閱讀 Apps，並以隨機之方式邀請 30

位受測者參與電子書閱讀 Apps 介面操作實驗。研究結果發現介面設計使用性對使用者之操作績效有重要

影響，且介面之遣詞用語、操作資訊多寡以及按鍵大小之設計皆會影響使用者之操作順暢度與難易度，

最後則是個人化的設定選項多寡會影響使用者滿意度。 

陳欣宜（2012）以智慧型手機結合作為行動載具，並結合英語字彙 App 對大學生進行介面使用性研

究，研究結果發 App 提供的字彙學習功能會影響使用者之學習策略，而軟體之介面圖示、文字表達以及

輔助說明會影響使用者之易學性；軟體之介面編排與導覽設計會影響使用者之操作效率，另外 App 之導

引說明與設計會影響使用者之可記憶性，而軟體之訊息回饋設計會影響使用者之操作錯誤率。 

   何培甄（2013）以智慧型手機語言作為行動載具，並結合兩種英語字彙 Apps 對大學生進行使用性評

估。研究結果顯示：提供良好的主選單、直覺功能、圖示以及分級內容設計之的語言學習 Apps 整體表現

較佳。 

回顧上述文獻能發現 Apps 介面之遣詞用語、資訊多寡以及圖文輔助搭配會影響使用者之易學性；介

面編排、導覽說明以及按鍵設計則會影響使用者之操作效率、記憶性與錯誤率；滿意度則取決於 Apps

提供之內容能否符合使用者之需求以及個人化設定之彈性度。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步驟架構 

本研究實驗為期三週，採混合研究法，利用績效測量法、問卷調查法以及訪談法進行研究。本研究

實施流程如下： 

一、 依據英語學習 Apps 之擇定來源依據：（一）新北市教學 App 市集、（二）App Ed Review 

二、 邀請專家從三種 Apps 中評比並擇定之兩種英語學習 Apps：（一）Duolingo、（二）Memrise 

三、 正式實驗與資料蒐集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便利樣本，受試者為新北市某國民小學六年級一個班級之學生共計 23 人（男生 14 人、女

生 9 人）。該國小為英語重點學校，受試者平均英語成績為 87.6 分，大部分之受試者喜歡英語，且 17

位受試者有使用過英語軟體或應用程式。在資訊教育部分，受試者平均電腦成績為 90.2 分，所有受試者

皆喜歡平板電腦，而有一位受試者沒使用過平板電腦。 

 

3.3. 研究工具 

一、兩種英語學習 Apps：（一）Duolingo、（二）Memrise。Duolingo 主要以大量之靜態圖片呈現 

  學習內容，並輔以簡易之動畫，題型練習切換之淡入、淡出效果；Memrise 則是採用真人動態 

TAECT 2016

153



  影片之學習方式，並輔以豐富且活潑的動畫效果。此兩種英語學習 Apps 之學習設計與題型架構 

    相當，皆提供聽、讀、寫之技能學習。 

二、 英語學習 Apps 使用者評估工作任務表：本研究設計之任務中，Duolingo 共計六個任務、15 個

練習題；Memrise 共計五個任務，20 個練習題。 

三、 使用者操作錄影以及觀察紀錄表：本研究根據 Nielson之使用性評估標準及陳柏升（2013）之使

用者觀察紀錄表，修改本研究觀察紀錄表。在受試者進行英語學習 Apps 使用性測試時，以螢幕

錄影軟體「AZ Screen Recorder」完整錄製受試者實驗操作之影片、聲音與操作觸點，進行分析。 

四、 使用者互動滿意度問卷（Questionnaire for User Interaction Satisfaction, QUIS）：以第七版 QUIS

作為本研究問卷，其 Cronbach’s α 內部信度係數檢驗為 0.95，屬高可信度範圍（Harper, B., 

Slaughter, L., & Norman, K., 1997）。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童，為了符合受試者之文字識

讀與認知理解，並將原先之九點量表改為李克特五點量表以利於受試者填寫。本研究之問卷包

含七個構面，分別為：（一）整體、（二）介面、（三）學習、（四）多媒體、（五）內容、

（六）系統性能、（七）線上指導。 

 

4. 研究結果 

4.1. Duolingo 與 Memrise之使用性分析 

一、易學性 

 Duolingo 與 Memrise 之第一次任務完成百分比分別為 94.9%與 87.6%。受試者於 Duolingo 之第一

次任務完成百分比較 Memrise 高，然而兩種英語學習 Apps 之第一次任務完成率高達 80%以上。 

二、效率 

 Duolingo 與 Memrise 之第一次任務完成時間分別為 4 分 31 秒與 5 分 29 秒。由於兩種英語學習

Apps 之工作任務項目、軟體教學設計不盡相同，第二次任務完成時間請見記憶性之差異比較。 

三、 錯誤 

 Duolingo 與 Memrise 之第一次任務的軟體發生錯誤平均次數分別為 0次與 0.7 次；第二次軟體發

生錯誤平均次數分別為 0 次與 2.26 次。由此可知，Memrise 之兩次任務的軟體發生錯誤平均次數較

Duolingo 高。Duolingo 與 Memrise 之第一次任務之任務操作錯誤平均次數分別為 0.1 次與 0.57 次，

由於兩種英語學習 Apps 之工作任務項目、軟體教學設計不盡相同，第二次任務之任務操作錯誤平均

次數請見記憶性之差異比較。 

四、 記憶性 

 Duolingo 與 Memrise 之第二次任務完成百分比分別為 99.2%與 93.0%，顯示受試者於 Duolingo

之兩次任務完成百分比較 Memrise 高，然兩種英語學習 Apps 之第二次任務完成率高達 90%以上。

Duolingo 與 Memrise 之第二次任務完成時間分別為 2 分 58 秒與 4 分 51 秒，顯示受試者於兩種英語

學習 Apps 之第二次任務完成時間皆較第一次任務有顯著進步，Duolingo 與 Memrise 之第二次任務操

作錯誤平均次數分別為 0.01 次與 0.3 次，顯示 Memrise 之兩次任務的軟體發生錯誤平均次數較

Duolingo 高，然而受試者於第二次之任務操作錯誤平均次數有明顯下降。 

 

4.2. Duolingo與 Memrise之使用者互動滿意度問卷分析 

如表 1所示，受試者對兩種英語學習 Apps 之整體滿意度而言，Duolingo 與 Memrise 皆持正向滿意度。

Duolingo 在整體、介面以及學習三個構面皆高於 Memrise，然而兩種英語學習 Apps 之軟體介面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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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高於 4 分，顯示受試者對其介面滿意度為高度正向。以 t 考驗分析受試者對兩種英語學習 Apps 之滿意

度差異，結果顯示在整體、介面、學習、多媒體、內容、系統性能、線上指導，其七構面均無顯著差異。 

 
表 1 

Duolingo 與 Memrise 之使用者互動滿意度問卷分析比照表（N=23） 

構面 英語學習 Apps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整體 Duolingo 

Memrise 

3.95 

3.71 

0.99 

1.16 

1.26 

介面 Duolingo 

Memrise 

4.37 

4.04 

0.75 

1.05 

1.63 

學習 Duolingo 

Memrise 

4.02 

3.76 

1.12 

1.07 

1.09 

多媒體 Duolingo 

Memrise 

3.56 

3.43 

1.30 

1.25 

.55 

內容 Duolingo 

Memrise 

3.55 

3.31 

1.19 

1.29 

.99 

系統性能 Duolingo 

Memrise 

3.78 

3.74 

1.24 

1.13 

.16 

線上指導 Duolingo 

Memrise 

3.83 

3.55 

1.11 

1.20 

.74 

 

5. 研究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發現 Duolingo 之兩次實驗任務完成百分比、任務完成時間皆高於 Memrise，顯示受試者較能

掌握 Duolingo 之 App 介面，並達成高效率，故 Duolingo 之易學性與效率高於 Memrise。另外，受試者對

於 Duolingo 與 Memrise 之滿意度皆持正向，其中在使用者互動滿意度之介面構面，兩種英語學習 Apps

之總平均皆高於 4分，顯示受試者對於此兩種兩種英語學習 Apps 之介面設計屬正向態度，故兩種英語學

習 Apps 之滿意度皆無明顯差異。 

訪談結果發現整體受試者較青睞 Duolingo，其因來自該軟體之操作簡易、軟體圖文畫面清楚以及有

著較佳的操作反應，此結果與陳欣宜（2012）之研究相似，即操作表現取決於 Apps 的介面圖示、編排以

及系統反饋。另外，以受試者之角度來審視此兩種英語學習 Apps 能得知 Duolingo 較適合孩童之學習體

驗，反觀 Memrise 則較適合更高年級之孩童操作與學習。Memrise 有著更豐富之圖文學習輔助，甚至提

供學習者大量的影音學習資源以增強學習者之學習體驗。本研究發現 Memrise 最大的問題在於系統之高

錯誤率，其結果造成學習者在操作軟體的過程中出現挫折，造成學習者之低操作效率，甚至需花費更多

的時間回想或重新學習軟體操作系統，此結果亦呼應何培甄（2013）與鄭錦文等人（2012）之研究發現，

即 Apps 的操作順暢度與選單設計將影響使用者之使用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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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RFID 技術設計與發展在職教育訓練簽到系統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n-the-job Training Sign-in System Based 

on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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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設計和發展一套以無線射頻辨識技術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為基礎的簽

到系統，包含資料輸入 (簽到機)、資料處理 (課程管理系統)以及資料儲存 (資料庫)三大組件，可應用

在組織內的在職教育訓練。尤其針對參與人數較多的活動，可以有效節省紙張浪費與加速作業流程，營

造一個更友善的教育訓練環境。 

【關鍵詞】 無線射頻辨識技術、簽到系統、在職教育訓練 

 

Abstra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n on-the-job training sign-in system based 

on RFID technology. The system is composed of a data-input interface, a data-management interface and a 

database. It can be used in the on-the-job training activities, especially for those with a high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aper waste and accelerate the oper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create 

a more user-friendly train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RFID, sign-in system, on-the-job training 

 

1. 前言  

在職教育訓練對於企業組織來說十分重要，企業中的員工可以透過學習新技術或是改善目前工作模

式來提升生產力，是對未來企業或組織競爭力的一種必要投資 (Becker, 2009)。然而，對於規模較大的組

織而言，某些課程的參與人數動則上百、甚至上千人，傳統上採用紙本簽到的模式往往要耗費大量的時

間和人力，而大排長龍的簽到隊伍也常常引起參訓學員的抱怨，訓練結束後的整理工作更苦了承辦人員。

除此之外，過度使用紙張也與目前崇尚環境資源保護的理念背道而馳。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設計和發

展一套以無線射頻辨識技術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為基礎的簽到系統，期能改善大型教

育訓練的簽到流程，加速作業程序，並達到減少浪費紙張資源之目的。 

2. 設計背景  

在職教育訓練對於企業組織和其內部成員來說都是一項不容忽視的重要活動，因為唯有透過不斷地

學習精進才能增進個人知能進而提升組織績效，對於員工本身或是企業都有正面的影響力 (Barron, 

Berger, and Black, 1997)。而在資訊科技的進步之下，教育訓練的模式也隨之改變。而一般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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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教育多著墨於教材設計或教學模式的改進，但一個完整的教育訓練活動，除了課程本身之外，相關

的前置作業與訓練後的處理工作也十分重要。 

在大多數的在職教育訓練活動中，「簽到」都是必要的程序之一，除了讓訓練承辦單位掌控出席人

數、辦理後續時數認證等相關事宜之外，也代表了參訓學員正式進入訓練課程的一個重要動作。但大多

數的訓練課程在簽到作業時仍採用紙筆作業，除了浪費紙張資源之外，事後的彙整工作也需耗費相當人

力。因此如何應用資訊科技來改善簽到作業亦為一值得思考的課題。 

以在職教育訓練來說，參與者大多是組織中的成員。一般來說這些成員都會擁有一識別身分的工作

證，此工作證常用在門禁管制、上下班打卡，因此存有識別其身分的唯一資訊。目前普遍應用的技術為

無線射頻辨識技術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簡稱 RFID)，RFID 是一種以無線通訊技術為基礎的識

別模式，可將 RFID 標籤上存放的資訊透過無線電訊號傳送給讀取點，以達到識別的功能。與傳統的條

碼不同，RFID 不需要光學接觸，也可以存放更多元的資訊，因此在應用上更具彈性 (Want, 2006)。既然

具有 RFID 功能的工作證可以用來識別員工身分，那麼為何不能取代紙本簽到呢？因此，本研究便運用

手邊現有的資源，在低成本考量下著手設計一套以 RFID 為基礎的簽到系統，期能改善大型教育訓練的

簽到流程。以下分享相關軟硬體的設計與初步成效。 

3. 系統設計 

3.1.系統架構 

在職教育訓練系統之架構主要包含「資料輸入」、「資料處理」以及「資料儲存」三個主要構成元

件 (如圖 1所示)。其中，「資料輸入」係指學員在訓練現場使用工作證感應刷卡，將資料讀入簽到機中，

待整個簽到程序完成後，將簽到機接上網路線，相關資料便會自動上傳；接下來承辦人員便可以在課程

管理系統中匯入和篩選簽到記錄，進行「資料處理」工作；最後，相關紀錄會存入資料庫中備查。 

 
圖 1、簽到系統架構圖 

3.2. 軟體設計 

    在軟體設計方面，訓練承辦人員可以透過課程管理系統進行簽到資料的匯入、篩選與管理。系統在

匯入簽到機資料時會自動關聯相關資料庫，使其能顯示出完整的學員資訊，並進一步作查核與管理(如圖

2)。而在簽到機資料匯入的部分，可以藉由匯入介面選擇機器編號與時間區間進行篩選，以避免同時有

多場教育訓練活動而導致資料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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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課程管理系統-學員資料管理介面 

3.3.硬體設計 

在硬體設計的部分，由於需要具有高行動性，因此採用壓克力板製作機殼，搭配可充電式行動電源

以及相關線路，並直接利用市售的 RFID 讀卡機，以降低開發成本。相關設計及零組件如圖 5所示： 

 

圖 5、簽到機示意圖 

4. 試用效益與未來展望 

許多組織和機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經費開發訓練教材或是建置資訊系統，但是往往忽略了一些小

地方而使得整體訓練品質打了折扣。有鑑於此，本研究應用機構中員工工作證上原本就具有的 RFID 感

應功能，搭配行動式的刷卡簽到機，再設計一套管理系統，自動擷取刷卡簽到的員工識別證號、時間，

最後匯入課程管理系統，以完成整個簽到和時數認證的作業。本研究以筆者工作之機構為案例進行試用，

結果發現在一個四梯次、每梯次約 350 人次，共約 1400 人次的教育訓練活動上，原本單一場次可能需要

花費 1.5 小時的簽到時間、10 張 A4 紙以及 1.5 小時的後端作業時間，現在只需 0.5 小時的簽到時間、0

張 A4 紙以及 0.1 小時的後端作業時間。整體而言，所花費的時間約為原先的五分之一，也省去了約 40

張的 A4 紙。可見此系統確實除了節省紙張之外，也能加速整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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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眼動追蹤技術探究原民學童閱讀全方位課程設計教材之研究 

The Study of Using Eye-Tracking to Explore the Aboriginal Students on 

Reading the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UDL) Curriculum  
趙貞怡 1 羅珮婷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1
E-mail jenyichao@gmail.com、2

E-mail ti0338f@gmail.com 

 

【摘要】本研究以全方位課程設計策略，於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生活中常聽見的聲音」單元教材，進

行高年級低成就與高成就原民學童之眼動追蹤技術凝視時間與閱讀狀況探討。研究結果顯示兩組學童 

在凝視時間與閱讀狀況之結果表現相當，並無顯著差異，表示此教材設計適宜不同程度學童閱讀。 

【關鍵詞】 原民學童、全方位課程設計、眼動追蹤技術、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閱讀 

This study aimed to use the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UDL) curricul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general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low achievement and high achievement that 

focuses on the gaze time and reading status by eye tracking technology. Data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aze time and reading statu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DL materials were 

suitable for reading by different levels of students. 

Keywords: Aboriginal students；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Eye track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ading 

1. 前言 

因市面許多教材設計並未能全面兼顧所有學習者的需求，故全方位課程設計的理念即主張設計的教

材能讓無論是何種程度或何種能力的學習者都能透過同種教材達到相同的學習目標，林素貞(2010)秉著

此理念進行第 7-8 冊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的調整課程，經過了多次團隊小組之教材評估分析，完成了

全方位課程策略教材。故本研究目的以此教材為研究材料，並藉由眼動追蹤技術瞭解原民高低成就兩組

學童的凝視時間與閱讀情形。研究問題為閱讀全方位課程設計策略之「生活中常聽見的聲音」單元教材

內容時，原民高低成就學童的眼動凝視時間及閱讀狀況結果為何?  

2. 文獻 

   「全方位課程設計」（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簡稱 UDL），是由 Ron Mace 首先提出

全方位設計（Universal Design）的觀點，原先使用在無障礙設計方面，即在物理或人文環境的所有

規劃都能符合每個人的需求（林宏旻、李允文、洪靜怡、許士禮、柯志明，2005；崔夢萍，2003）。

全方位學習設計的理念是基於擴大服務對象及範圍為出發點，設計彈性的課程，提供個別需要的協助，

在課程設計之初就考慮全部的學生（江俊漢、陳明聰，2005；Orkwis，2003）。 

    在眼動技術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透過許多客觀的眼動指標，如眼球凝視的位置與次數、凝視的時

間長度、與掃視距離來解讀受試者的認知與注意力的歷程，且許多的研究已經證實這些客觀的眼動指

標能成功的解讀受試者的認知歷程（賴孟龍、陳彥樺，2012）。眼動測量可在更貼近自然學習情境的

情況下，用以探討創造力、學習、閱讀、教學、情意變項及問題解決等議題。而且由於國內眼動研究

目前尚屬起步階段，有相當多的重要議題亟待探討(陳學志、賴惠德、邱發忠，2010)，故本研究以眼

動技術輔以研究。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部落國小五年級原民班級內，分析出高低成就學童各 9 位，總計 18 位受試者利用眼動儀

進行施測，閱讀材料是以五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生活中常聽見的聲音」單元為主，並共計有 4 頁閱

讀材料，內容則如下圖 1，成功測得對 UDL 教材的凝視時間。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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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及討論 

(1) 高成就及低成就原民學童於 UDL 教科書的眼動凝視時間結果分析:表 1 結果發現兩組別在凝視時間

上相等即沒有差異。  

圖 1 

閱讀材料 1-4 頁 

表 1 

獨立樣本 t檢定  

 高成就 

(n=9) 

低成就 

(n=9) 

 

t(16) 

 

p 

95%CI 

四頁 

興趣區 

總平均數 

M SD M SD LL UL 

3.16 0.55 3.09 0.55 0.22 0.82 -0.6 0.74 

註：CI = 信賴區間；LL = 上界；UL =上界。 

(2)原民高成就及低成就學童於 UDL 教科書的眼動閱讀結果結果分析: 透過眼動追蹤技術紀錄下的閱

讀數據，整理出低成就與高成就學童在使用全方位設計教材的閱讀狀況，將閱讀行為區分為 4 個模

式，分別為模式 1為以文為主，極少看圖、模式 2為以文為主，圖為輔、模式 3 為以圖為主，文為輔，

若 4頁閱讀狀況圖、文閱讀比例相當，則歸類為模式 4-圖文兼具，模式示意圖請詳見圖 2，統計結果

如表 3顯示。 

 

圖 2 

閱讀狀況 

表 3 

模式 1~2(由左上至右下) 
 

閱讀模式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高成就 3 4 0 2 

低成就 4 5 0 0 

5. 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低成就學童與高成就學童使用全方位課程設計的教材，在凝視時間結果分析上，並無

顯著差異，而就閱讀狀況來分析低成就學童的閱讀狀況與高成就學童閱讀狀況相當，多以文為主，綜合

結果可推測得知全方位教材設計適宜不同程度的學童使用，但因本研究並未進行閱讀理解測驗，故建議

後續研究除調查學童的眼動軌跡亦可加入閱讀理解測驗，以掌握學童確切的閱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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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Alice 為前導組織對於 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學習之影響 

With Alice as the Advance Organizer 

 for the Visual Basic programming affect learning  

 

顏萍宜，范丙林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yenpingyi@gmail.com 
 

【摘要】本研究試圖將前導組織的策略應用在高職的程式設計課程中，探討以 Alice 程式設計為前導組

織之後再進行 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教學，相較於傳統的 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教學能否提升學習成效。

Alice 提供有趣和吸引人的方式，幫助初學者了解程式架構的基本概念，可讓剛入門的電腦學生在初次接

觸程式設計的印象能夠比較有趣，比較不會充滿挫折感。學生會以為自己使用 Alice 製作動畫，但事實

上卻是在學習設計電腦程式。由此假設以 Alice 為前導組織應該會有助於 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的學習成

效。 

【關鍵詞】 前導組織、程式設計、Alice、Visual Basic 

 
Abstract: This research tries to apply the advance organizers strategies to the computer programming 

course in th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Investigating the computer programming teaching which is based on 

“Alice” then carry on “Visual Basic” and the traditional “Visual Basic” teaching; comparing the two teaching 

strategies whether the former can improve the learning outcomes. “Alice” provides an interesting and 

appealing way to help beginners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computer programming structure. It can 

impress the beginners and will not frustrate them. Students might think they are making animation by “Alice”, 

but they actually are learning computer programming. From this, we can assume that use “Alice” to be the 

advance organizers will improve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Visual Basic”. 

Keywords: Advance Organizer, programming language, Alice, Visual Basic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 

學生對程式設計充滿恐懼，偏又是資訊類科的養成教育。研究發現學生邏輯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不

足，程式設計課程內容經常流於枯燥乏味，學生興趣不高。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在學習中融入前導組

織（Advance Organizer）可輔助學生學習概念，透過新知識，學習者的舊知識進行條列、統整出主要概

念，使學生經由即有的認知架構習新知識（Shihusa & Keraro,2009；唐玉樺,2011）。 

本研究讓程式設計的學習者在先施以 Alice 的環境進行程式教學之後再進入正式 Visual Basic 程式設

計課程對於程式學習所產生的影響。Cathy Bishop-Clark, Jill Courte, Elizabeth V. Howard（2006）指出 Alice

提供一組事先己經規劃好，可移動及互動的基本方法的物件。Alice 是圖形式的程式設計環境提供有趣和

吸引人的方式幫助初學者了解程式架構的基本概念（http://www.alice.org）。Randy Pausch（2008）提及

Alice 可讓剛入門的電腦學生在初次接觸程式設計的印象能夠比較有趣，比較不會充滿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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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前導組織的策略應用在高職的程式設計課程。目的是探討以 Alice 程式設計為前導組織之後

再進行 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教學（以下簡稱為「實驗組」）相較於傳統的 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教學（以

下簡稱為「對照組」）能否提升學習成效。具體而言，本研究待答問題如下： 

「實驗組」學生在學習成就（包含紙筆測驗與上機實作測驗成績）方面是否優於「對照組」學生？ 

「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學生在學習態度上是否有差異？  

1.3.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由實際授課教學實驗中觀察及評估以 Alice 程式設計為前導組織對於

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學習成效。研究分為三個部分，文獻探討、研究設計、準實驗研究。 

1.4. 研究限制 

本研究僅限新北市私立穀保家商資料處理科二年級某兩個班級，共計 96 人為實驗對象。所使用之教

材與實驗工具均屬自編。包含「程式設計」課程中的基本概念、表單與影像物件、變數與資料、選擇結

構及重複結構等五個單元。本研究之結論亦僅在此範圍有效。 

2. 文獻探討 

2.1. 前導組織導向學習 

前導組織（advance organizer）的定義是：在教學前所提出的一個「比學習材料本身具有較高抽象性、

一般性及涵蓋的引介材料」（Ausubel et al，1978，轉引自張新仁，2003）。即是指學習者利用既有知識

為基礎去學習新的知識。在學生學習新概念形成新知識時，他首先用自己既有的要領概念去核對新概念，

並試圖將其納入自己的認知結構之內，從而同化為自己的知識。Ausubel 認為新舊學習間適當關聯是增進

有意義學習的重要關鍵，特別將此種結合舊新概念而學習的教學步驟，稱之為前導組織。（張春興，2013）。 

2.2.  Visual Basic 

BASIC 是 Beginner’s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 的縮寫，早期為提供初學者學習程式設

計而發展的程式語言。Visual 是視覺的意思，「所見即所得」的直覺式設計觀念。Visual Basic 的程式開

發使用的是圖形使用者介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簡稱 GUI）的方法，它具有繪圖程式的圖形物件，

且圖形物件都有預設的使用者介面。綜觀來說，Visual Basic 是以 BASIC 語言為基礎，加上圖形介面功

能，簡單易學，適合初學者在 Windows 應用程式發展工具的物件導向程式曹祖聖/蔡文龍/吳明哲（2010）。 

2.3.  Alice  

Alice 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開發的免費教學軟體，透過 3D 動畫（視覺

化）程式開發環境，及動態結果，提升學生學習程式設計興趣。學生自創的 3D 虛擬世界，藉由程式語

言控制 3D 物件的動作，可創建有情節的動畫，互動式遊戲。當你對程式邏輯有直覺性的了解後，將更

有能力使用不同的軟體，提昇自己的問題解決能力。（https://sites.google.com/site/jingebook2/alice-3d，2013） 

3.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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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質量混合研究法，在量化研究方面採準實驗研究法實驗組與對照組後測設計，於實驗中

及實驗後分別對兩組學生實施後測；質化研究方面運用螢幕擷取程式及教學日誌收集資料，最後再將實

驗中所收集的資料，運用適當的統計分析工具進行資料分析。 

4. 教學實驗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所收集到的資料分為量化與質性。量化數據包括每一個單元結束的小考，期中期末的二上紙

筆及上機實作成就評量、學習態度問卷調查，此部分採用 SPSS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為工具加以資料

處理及分析。質性資料包括教學日誌、螢幕擷取程式、訪談記錄等。 

5. 結論與建議 

量化研究顯示成就評量，實驗組高於對照組；學習態度問卷資料分析，實驗組優於對照組，明顯對

程式感到有趣。質性資料包括教學日誌，老師於課堂中觀察，實驗組學生上課時氣氛較愉悅；螢幕擷取

程式分析，實驗組學生解題速度較明快，顯少錯誤；訪談記錄也顯示，實驗組學生較期待上程式設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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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增實境情境感知學習：以臺中英語觀光城為例 

Context-Aware AR-based Learning: Case Study of Taichung English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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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以「4G 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計畫-臺中 4G 英語觀光城」為案例，探討在實體景點中

建置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互動之可行性與使用者參與之行為表現，做為 AR 互動設計及所提供

英語學習之改進參考。期待藉由融入情境的 AR 互動設計，整合景點實境與虛擬數媒體有趣互動，促進

到訪使用者的好奇心及參與感，進而提升其景點相關英語之學習行為，達到透過創新數位科技互動促進

學習之效益。 

【關鍵詞】擴增實境、情境感知、學習分析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case study using context-aware AR for scenic spots exploration and English 

learning. The prototype of the context-aware AR system and the interaction design are introduced with 

illustra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e employment of innovative AR exploration experience will trigger learners’ 

curiosity and enrich their scenic-related English learning behaviors. 

Keywords: Augmented Reality, Context-Awareness, Learning Analytics 

 
1. 研究背景與主題  

「4G 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計畫-打造臺中市成為友善的 4G 英語觀光城」結合 GPS 及擴增實境技

術(augmented reality, AR)，發展大臺中觀光景點的情境感知 AR 互動之英語行動學習服務，透過情境感知

AR 互動之悅趣式行動學習設計，激發學習者學習動機。本研究階段依目前系統開發進度，以「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為實境景點案例，透過 AR 互動任務體驗活動蒐集參與者行為數據，並依參與者類型及任

務類型進行初探，以作為後續改進 AR 互動設計與接續英語學習推薦之參考。 

 

2. 文獻探討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是一種整合虛擬資訊與現實場景的擴增環境，有別於虛擬實境將學

習者完全融入在模擬世界中使其無法觀看到現實環境的景物，AR 透過感測裝置將虛擬資訊疊加於現實場

景後呈現於使用者介面上，使用者經由與虛擬物件的互動而獲得比原本現實場景更豐富的虛實整合經

驗。過去之 AR 使用者需要與頭戴式裝置(Head-Mounted Displays, HMDS)搭配使用；為了避免 AR 被侷限

於特定裝置，Azuma (1997)指出只要符合下列三項特徵即可稱為 AR：(1)虛實整合、(2)即時互動、(3)3D

空間中呈現。依據此論點，AR 可更廣泛地被運用，不再侷限於頭戴式裝置，而可與更多行動載具所搭配，

例如：平板、手機等裝置。 

學習分析(Learning analytics)是將網路分析(web analytics)應用在教育上做為資料探勘、分析的技術，

在教育上可以用以預測學生的學習行為(NMC Horizon report, 2015)。學習分析強調從數位化學習環境、行

政系統及社交平台中即時洞察學生學習過程中所傳遞的教育資訊，這些動態的教育資訊將被記錄並用於

解釋、建模、預測以及優化學習過程、學習環境以及教育決策等(Ifenthaler, 2015)。運用學習分析能產生

即時的個人化與適性化的回饋，促進學生與學習環境間的互動(Ifenthaler & Widanapathirana, 2014)。學習

分析使用學習過程中之教育資訊和模型來預測學生的進步和表現，並且能夠針對這些資訊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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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R 互動規劃 
    本計畫 AR 互動分為三個層級：綜觀層級(大)、場域層級(中)及內部層級(小)，分別為大台中地圖探

索、景點到訪及特定展品/展場互動等(如表 1 所示)。如圖 1 所示，以自然科學博物館為例，使用者在大

台中地區時經由 GPS 定位系統推播，進行大台中地圖探索；在自然科學博物館附近時，經由 GPS 定位

系統推播提醒進行景點探索(圖 1 左一)，使用者可以掃描該景點特定外觀或 marker 進行互動(圖 1 左二)；

進入科博館以後，使用者可依系統所提供之探索任務進行 AR 互動及展場/展品探索活動(圖 1 左三)。本

計畫透過地圖層級(大)、景點場域層級(中)及展場/展品層級(小)之互動設計，讓使用者進行大台中地區景

點之探索與 AR 互動任務，提供使用者沉浸式的數位科技創新體驗，並提供各場域景點之英語介紹與相

關多樣化英語學習功能(如：真人教學、數位影音學習…)，以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表１ AR 互動架構 

AR 層級 AR 互動說明 
綜觀層級(大) 使用者在大台中地區時經由 GPS 定位系統推播，進行大台中地圖探索。 

場域層級(中) 
使用者在科博館附近時，經由 GPS 定位系統推播提醒進行景點探索，使用者可以

掃描該景點特定外觀或 marker 進行互動。 

內部層級(小) 
進入科博館以後，使用者可依系統所提供之探索任務進行 AR 互動及展場/展品探

索活動，如：進入人類文化廳進行人類起源之探索活動。 

 

圖 1、AR 互動結合場域學習互動 

4. AR 學習任務案例初探 
本計畫以科博館三個 AR 互動探索任務做為初探案例，包括：(1)好吃大進擊、(2)人類文化廳、及(3)

生命科學廳等，檢視不同類型參與者及不同類型任務之相關任務執行數據。參與者為 29 位國小中年級及

27 位低年級學習者。初步發現，低年級參與者比中年級參與者需要耗費較多時間進行 AR 互動探索任務，

後續在探索任務設計必須考量數位科技互動之易用性，讓年齡層較小之國小中低年級使用者或是不熟悉

者能較容易上手；而且，低年級學習者隨著 AR 辨識解鎖任務的次數增加，熟悉度也逐漸提升(平均完成

時間越來越短)，顯示需要為初學者提供 AR 數位科技互動訓練活動，幫助他們更順利進行 AR 互動。最後，

參與者只需要較多時間即可進行解鎖及英語回答，顯示「辨識解鎖回答問題(英語內容)」的任務既能融

入 AR 互動科技之操作應用、又能結合英語內容於解題任務之中，最能實現寓教於樂的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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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師範類高校影視鑒賞課程開設現狀調查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ilm and TV 

Appreciation Courses in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師念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院 
272939842@qq.com 

 

【摘要】本文通過對貴州師範大學、貴州師範學院、遵義師範學院、黔南民族師範學院的非影視

專業 600 名在校大學生的抽樣調查及對影視選修課課程任課老師的訪問展開研究。擬通過對四所

地域、類別、等級各有區別的院校進行問卷調查可以認識到當下貴州師範類高校影視鑒賞通識課

程的課程安排、考核方式存在的不足。調查結果顯示，所調查的師範類高校非專業影視鑒賞課程

目前存在教學手段較為單一、教學內容失衡等情況。 
【關鍵詞】貴州省、師範高校、影視鑒賞 、通識課程 
 
Abstract: In this paper, 600 students fro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Zunyi Normal University and Qiannan Normal College of Nationalities are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the 
study and interview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elective course teachers.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four different regions, categories and grades, we can realize the curriculum arrangement, 
assessment methods, teaching method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cours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ppreciation in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ies.  
Keywords: Guizhou Province,Normal university ,Film appreciation ,General courses 

1. 緒論 

20 世紀 80 年代，影視教育開始在中國興起，90 年代影視教育在全國範圍內真正蓬勃發展，

雖然取得可相當程度的發展，但依舊存在諸多問題。近年來，貴州省也提出了加強文化軟實力，

建立文化強省的目標。(杨少伟, 2006)大學生作為社會建設的主力軍就必須在德智體美各方面全

面發展，而影視藝術作為包容性極強的一種藝術形式不容置否地對提升學生的文化素質具有重要

意義。師範類的學生與其他專業的學生相比還要擔任傳授知識的重任，加強教師團隊的素質和擴

張教師的知識面也是相當必要的。同時，影視藝術在審美教育、情操培養上也具有不可撼動的重

要地位。貴州省要做到後發趕超，提升全民素質就必須加強大學生的素質教育，在人才培養上就

不能單單地以「技能優先」作為主要的培養目的，應該因地制宜地培養全方位的人才。基於以上

認識，本文將就貴州省影視教育遭遇的困境提出合理建議，這無疑對提高影視選修課程教學效率

以及推進素質教育具有借鑒意義。 
 
2. 文獻回顧 
 
目前，國內對高校影視教育的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對影視類專業的某一門學科上進行探究，

從教師身份出發對教育現狀進行梳理後找出其中存在的不足並提出相關意見。研究活動多以教師

為主體和基點展開研究。但也有部分文獻資料將這種影視現狀形成的原因和結果進行了分析和梳

理。這部分的研究也有兩種類型：一是針對全國範圍來說比較寬泛的研究；另一方面則是區域性

的研究。在全國範圍來看，不論是專業或是非咱也得研究都主要集中於對要影視的教育的現狀、

教學方法及改革、課程設置的優劣勢、存在的短板與國內外對比研究為主要幾個方面。其中，談

及教學現狀的文獻都指出了現行教育模式的不合理處。 
總之，在整個中國範圍來看，關於影視教育的研究已經呈現出了比較清晰的脈絡。但是，多

數研究也是針對培養專業的影視人才進行的。中國影視教育發展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朝著健康方

向發展，但是也面臨諸多棘手的問題。主要癥結在於：對素質教育的不重視、師資能力的缺乏、

教學方法死板等。筆者希望通過對貴州影視選修課的高校課程安排情況進行探索瞭解貴州影視教

育的現狀，出路及發展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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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的基本概況 
為了達到研究的最終目的，驗證前文所提及的假說本文將採用陳述性的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

探究，抽取的樣本以上文所提及的高校在校生為對象。抽取樣本為 600 名在校大學生，抽取原則

以 95%的信賴水準，小於 3%的抽樣誤差為基準。其次，調查採用系統抽樣的方式進行，在問卷

分佈上涵蓋了工科、文科、藝術類專業，學生群體的再次分層抽樣可以較高提升調查的信度和效

度。問卷的基本資訊將由 4 個題組成，關於影視鑒賞課程的開設現狀由 15 題構成，先以探索性

的方式驗證瞭解所選擇的樣本呈現何種狀態，即選擇調查的高校中關於影視鑒賞課程的開設情況

如何，再進一步幫助解答本研究的核心議題，即貴州省師範類高校影視鑒賞課程在設置方面存在

哪些短板並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為求量表的一致性，在關於態度和看法上的測量，本文採取的

是李克特尺度法，即將問卷題目區分為五個尺度，分別為非常同意、統一、無意間、不同意、非

常不同意。 
本次調查於 2014 年 11 月正式展開，至 2015 年 3 月截止。問卷題設主要從影視鑒賞課程的

教學設置方面切入，分析貴州師範類高校非影視專業影視鑒賞課程開設現狀，特點，存在的問題

及其原因，並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合理的意見和建議。 
本次問卷共發放 600 份，回收問卷 577 份，回收率為 96.67%，其中有效問卷為 559 份，問

卷有效率為 93.72%，其中 120 份為網路問卷調查，其餘 457 份為實地投放調查。調查對象包含

文史類、理工類、藝術學等多個專業的學生，調查對象主要以大三、大四學生為主，共占調查人

數的 72.06%，大一、大二的學生占 37.44%。 

4. 抽樣調查結果分析 

本次調查中所調查的四所高校均開設影視鑒賞類課程，課程多以公共選修課為主，少數專業

針對 1-2 年級也開設該類課程，但課程性質是專業選修課程。調查結果顯示，85.30%的學生表示

影視類公共選修課不分專業，大一至大四均可選修，屬於素質選修課的範疇。開設有該類專業選

修課的專業來說均在 1-2 年級開設影視鑒賞類課程。另外同樣有高校的預科開設了此類課程，課

程性質為專業選修。從學分上來看，所調查的學校所開設的該類課程主要為 2 個學分，少數院校

和專業學分為 1 個。 
另外，調查問卷從電影分析、中國電影分析、外國經典大片分析、微電影等多個部分設置選

項。從調查結果可分析出，所調查的四所師範類高校中，影視鑒賞課程多以電影分析為主，佔據

總體的 68.33%,而對電視劇的分析位居第二，占總體的 15.21%。在影視鑒賞課程中，電影分析由

主要是對國內外經典大片的分析，對西方電影分析的比例占 40%,而國內影片則位居電影分析的

第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影片如越南、印度的影片則少有提及，在整個調查中只有近 7.21%的佔

有率。其次，就電視劇而言它也成為影視鑒賞課的主要分析的對象。但從調查結果顯示在影視作

品鑒賞課程中，電影分析是一家獨大的局面，而電視劇、綜藝節目及其他如新聞作品的分析等很

少能走入影視鑒賞課程當中。而綜藝節目的分析通常是不受影視鑒賞課程的重視的，這一類的所

占比例只達到了 8.76%。在大眾傳播藝術面臨泛化的今天，電視節目類型又極為豐富，要選擇此

類型作為影視鑒賞課程的分析對象還是具有一定的風險(胡琼方, 2014)。 
在調查過程中，筆者收集到了 4 所高校影視鑒賞課程相關課程的內容設計，課程大多以分析

國內外經典影片為主。電影分析占主體地位，多門課程的教學側重點還是偏向國內電影，從教學

內容安排上看是純電影鑒賞課程，而非影視藝術作品鑒賞。 

4.1 貴州師範類高校非專業影視鑒賞課程建設的不足 

4.1.1. 觀影+賞析的傳統教育模式影響教學效果 
在本次調查中我們發現，幾乎所有的師範類高校在進行影視鑒賞課程講授過程中都不能跳脫

觀影+鑒賞的模式。調查結果顯示，在教學過程中觀看影視作品的教學方式占到 72.22%，知識講

解僅占 34.60%，而課堂討論僅有 20.40%，能將多種方式有機結合的教學模式僅僅占到調查總體

的 12%。學生必須在課堂上將知識細化，理解再吸收才能完成知識的接受過程。而這種單一的

教學模式容易受到學生的排斥，枯燥的課堂缺乏溝通與交流。調查結果顯示 85.0%的學生對這種

教學模式表示不滿，多數學生的興趣只停留在觀影上，而對於課堂的其他環節則表示沒有興趣。

4.1.2. 重電影而輕電視 
從上文的分析可知，作為案例分析的兩所高校中，他們的教學內容都是對電影作品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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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視作品未曾提及。影視藝術是包括電影藝術和電視藝術在內的綜合性藝術門類，20 世紀電

影藝術的蓬勃發展迎來了現代傳媒藝術的新時代，而電視藝術的發展則是現代傳媒藝術的點睛之

筆。(任洁, 2015)電視藝術包含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在內，具有時空跨越性，是當下生活最及時

的回饋。(张维刚, 2007)但是在長期以來影視教育都存在電影一家獨大的局面，專業培養如此，

通識教育也是電影教育一統天下。在調查中上文已經列出電影教育在整個影視鑒賞課程中所占的

比重已遠遠超過電視教育，其中電視節目更是很少得到關注。在電視節目不斷推陳出新的今天如

大量真人秀節目的湧現已經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每一種作品樣式的出現背後都有一種文化現象

作為推動力，從作品本身到時代實際都能看到電視產業也在不斷發展，所以，影視鑒賞課堂植入

電視作品賞析是極為有必要的。  
4.1.3.重理論而輕實踐 

在教學過程中，對經典影片的解讀是影視鑒賞課程的重中之重。但是影視藝術是一門實踐性

極強的課程，電影鑒賞課程如果僅僅是靠老師一再地對學生講理論學生接受起來也相對被動。在

調查過程中筆者對 4 所高校 4 門影視類鑒賞課程教學計畫中的實踐課安排部分做了總結，具體歸

納如下： 
表 3 

貴州省師範類高校（四所）非專業影視鑒賞課程實踐課時安排表 

院校名稱 貴州師範大學 貴州師範學院 遵義師範學院 黔南州師範學院 

課程名稱 影視藝術 電影藝術作品欣賞 英美電影欣賞 影視欣賞 

總課時 36 36 32 32 

實踐課時 4 未提及 2 未提及 

從上表不難看出，所調查的四所高校當中課程的抽樣中 2 所大學在教學計畫中均未提及實踐

課程的課時計畫，而貴州師範大學《影視藝術》課程中總課時為 36，安排實踐課時只有 4，占總

課時的 1/9，而遵義師範大學所安排的實踐課時只有 2 個，占總課時的 1/16。在對任課老師的採

訪中，貴州師範大學該門課程的任課老師表示，在期末成績的評測中以期末考察占 60%，實踐

成績占 20%,平時考勤占 20%。由此可見，實踐成績在課程評分體系當中所占比例較小，在影視

鑒賞課程的教學過程中，實踐成績並沒有得到充分重視。 

5. 結論       

通過調查可知，貴州省影視鑒賞課程的教育現狀在取得一定成績的同時依舊存在諸多問題，

這些問題亟待解決可同時也是一項巨大的工程。本次調查僅僅從師範類高校的影視鑒賞課程設置

上進行探討，所涉及方面還有所待擴張。其深度也應當進一步完善。 
總的來說，教育事業是根基，培養全民素質是目標，而良好的教學手段則是成敗的關鍵。由

此可見，任何一個地區的影視發展速度不會毫無原因的就呈現出驚人的態勢，這是一種全面地素

質培養，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當下貴州省已經漸漸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下面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用什麼一種方式方法將影視通識教育的問題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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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高齡者對擴增實境行動遊戲之動機及科技接受度之研究 

 

——以「Pokémon GO」為例 

 

Exploring the Elder User’s Motivation of Augmented Reality 
 

Mobile Game and Acceptance of Gaming Technology: 
 

A Study of「Pokémon GO」 
 

游雪萍 

天主教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joyu26@gmail.com 
 

【摘要】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法，藉由擴增實境行動遊戲「Pokémon GO」，探討中高齡者參與行

動遊戲之動機，同時以科技接受模式為理論基礎，尋找適合中高齡者的行動遊戲科技及其接受模

式。研究發現，中高齡者下載該遊戲之動機為「好奇」、「從眾」與「促進親子關係」，而知覺

有用性即促使其持續參與遊戲之動機包含「尊榮」、「促進親子關係」、「增加戶外休閒時間」

及「社交」。對於中高齡者參與行動遊戲的知覺易用性方面，擴增實境功能會使其感到新奇，但

非使用行為意圖之必要因素。 

【關鍵詞】中高齡者、擴增實境、遊戲動機、科技接受模式、Pokémon GO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ttempts using the game technology (game of Pokémon GO)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of playing games for the elderly，and find the proper model for the elderly to accept the 

game technology. Study found that the motivations of downloading the game are "curious", "conformity" 

and "promote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the motivations of sustained playing game are "honor", 

"promot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mprove outdoors time" and "social". For the elderly to participate 

in necessary factor in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using. 

Keywords: Elderly, Augmented Reality, Game Motivati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Pokémon  
GO 

1. 緒論 

台灣目前面臨嚴峻的高齡化趨勢，反映出社會的活動重心將從過去以年輕人為中心轉移到以

中高齡者為中心，銀髮需求之事業營運系統因應而生。其中，多數產業在考慮中高齡者生理方面

的需求，較少涉及對其養生娛樂活動該類心理層面之關懷，而中高齡者對行動遊戲之娛樂需求方

面的研究則更為少見。 

2016年 7 月，火爆全球的任天堂手機遊戲「Pokémon GO」推出後，感興趣的不僅僅是年輕

人，45 歲以上的中高齡玩家也越來越多。這些玩家認為該遊戲有助於頭腦保持活躍，並且瞭解

年輕人目前的熱門話題，  

因此，本研究企圖藉由擴增實境行動遊戲「Pokémon GO」為例，探討中高齡者下載及參與行

動遊戲之動機，以及尋找適合中高齡者的行動遊戲科技及其接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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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在公園、廣場等中高齡者較常出現之地點，隨機選取 9 位

目前仍在參與或曾經玩過「Pokémon GO」的中高齡玩家進行面對面深度訪談，其中男性 5 位，

女性 4 位，其平均年齡為 54 歲（最年長者為 69 歲，最年輕者為 46 歲）。 

3. 訪談資料分析  

3.1.下載遊戲之動機 

自 2016 年 8 月 6 日「Pokémon GO」在台灣正式上線後，中高齡玩家幾乎都在 2 週之內下載

了遊戲，而促使他們下載「Pokémon GO」遊戲的動機可以總結為三類，分別為：「好奇」、「從

眾」和「促進親子關係」。 
「當時我在路上經常看到好多人同時拿著手機圍在一個地方，很好奇這些人在幹嘛，回家詢

問我孫女後才知道原來是個遊戲，接著她就幫我下載讓我試玩看看。」（受訪者 C） 

「遊戲剛出那陣子新聞天天在報導，同事朋友好多人玩，於是也忍不住下載。」（受訪者 I） 

「遊戲剛上線時念國小的兒子正在放暑假，沒什麼娛樂活動，我和他媽媽下班後就在家看電

視，下載寶可夢後全家常常一起出門散步抓寶，那一陣子大人小孩都很沉迷。」（受訪者 G） 

3.2.持續遊戲之動機與知覺有用性 

下載「Pokémon GO」遊戲之後，促使中高齡玩家持續參與該遊戲的動機主要有：「尊榮」、

「促進親子關係」、「增加戶外休閒時間」及「社交」。在此「尊榮」指的是遊戲中蒐集小精靈

及佔領道館的心理滿足感，然而「社交」這個動機則更符合高齡退休銀髮族。 

對於行動遊戲的知覺有用性而言，指的是遊戲為其所帶來的效益。透過訪談資料分析，對應

上述 4類持續參與「Pokémon GO」的動機，受訪者均表示，在遊戲中捕捉更多種類的小精靈或

佔領道館能使其產生尊榮感，即向親友炫耀；通過遊戲可增進與家人之間的關係；促使中高齡者

主動到戶外散步，有益其身心健康；以及因參與遊戲能結交新朋友或促進老友的關係。 

「難得有這樣老少咸宜的遊戲，我和女兒都在玩，和她聊天話題也多了，晚上或週末我們經

常也會一起騎車去抓小精靈，總的來說這個遊戲讓我們之間更親近了。」（受訪者 A） 

「以前我也玩其他手機遊戲譬如數獨、Candy Crush，但 Pokémon GO 和這些遊戲的區別在於

它迫使你走到戶外而不是坐在沙發上，算是讓我主動出門走路的一個動力吧。」（受訪者 H） 

「我每天都會來公園和朋友們散步，大家都在玩寶可夢，我們會比誰抓的小精靈多，誰的 CP

（戰鬥力）高，如果你不玩很難參與到聊天話題之中。」（受訪者 B）  

3.3.中高齡玩家對擴增實境行動遊戲之知覺易用性 

「Pokémon GO」是一款全球化行動遊戲，因此其為英文界面，遊戲初始多數中高齡者無法

完全瞭解遊戲中的英文介紹及功能。另外，該遊戲與其它行動遊戲最大的區別是，其遊戲背景與

實際地圖結合，撲捉小精靈的界面增加了擴增實境的功能，遊戲中的角色仿佛置身於現實世界中，

讓玩家感受到身臨其境的感覺，多數中高齡者皆是第一次玩此類型功能的行動遊戲。受訪者表示，

透過孩子講解遊戲玩法，英文界面並不是障礙。而遊戲初始階段，擴增實境模式讓他們感到新奇，

但該功能使行動載具耗電量大，多數中高齡玩家在遊戲中後期會將其關閉。 

「剛開始玩的時候遊戲界面都是英文我也看不懂，我女兒就一個一個慢慢教我，現在熟能生

巧了英文就不是問題了，能叫得出來的小精靈名字比我女兒還多。」（受訪者 F） 

「我一直都開著 AR（擴增實境）模式，小精靈跳出來的時候很有真實臨場感，好像真的在我

面前一樣。」（受訪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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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下載遊戲後覺得 AR（擴增實境）模式很新奇，以前玩遊戲沒有過這種和現實結合的體驗，

不過新鮮勁過了之後，而且開著 AR模式太耗電就關了。」（受訪者 I） 

既然說到「Pokémon GO」不得不提到隨之而生的眾多外掛雷達程式及地圖，這類外掛雷達

能顯示此刻小精靈的分佈位置及具體坐標。對此受訪者表示看法不一，在有些人看來此類外掛雷

達為蒐集小精靈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另一方則認為這屬於作弊工具的一種，有礙於遊戲的公平性。 

「我會用雷達地圖，有些小精靈只在特定區域出現，我空閒時間就會專門搭公車去那裡。」

（受訪者 H） 

「一開始很期待小精靈在未知狀況下跳出來，但之後大家都開始用雷達地圖反而覺得沒什麼

意思了，在我看來雷達也是作弊工具的一種，希望未來遊戲公司能解決這個問題，讓大家在公平

的基礎上參與遊戲。」（受訪者 A） 

4. 研究結論 

促使中高齡者下載「Pokémon GO」遊戲的動機可以總結為三類，分別為：「好奇」、「從

眾」和「促進親子關係」。在下載遊戲之後，使其持續參與該遊戲之動機可歸類為：「尊榮」、

「促進親子關係」、「增加戶外休閒時間」及「社交」。 

而以上提到持續參與遊戲的 4 類動機也符合中高齡玩家對該行動遊戲的知覺有用性，透過

訪談資料分析，中高齡玩家認為，遊戲中捕捉更多種類的小精靈或佔領道館能使之產生尊榮感；

通過遊戲增進與家人之間的關係；促使中高齡者主動到戶外散步，有益中高齡者身心健康；以及

因參與遊戲結交新朋友或促進老友的關係。 

遊戲初始多數中高齡者無法完全瞭解遊戲中的英文介紹及功能，但能透過孩子們的講解掌

握。另外，「Pokémon GO」的遊戲背景與實際地圖結合，撲捉小精靈的界面增加了擴增實境的

功能，多數受訪者表示皆是第一次玩具有此功能的行動遊戲，並且感到趣味性。遊戲初始階段，

擴增實境模式讓他們感到新奇，但該功能使行動載具耗電量大，多數中高齡玩家在遊戲中後期會

將其關閉。 

5.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在選擇研究對象方面，訪問了 9 位中高齡玩家後，得到了類似的回

答，無法取得新資訊，因而停止訪談，與總體「Pokémon GO」中高齡玩家人數相比，訪問到的

研究樣本數量有限，若未來該研究能採用量化方法，則更具有群體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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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數位科技輔助教學，過去多關注在科技在教與學的因果二元分析，忽視了科技進入教室後所帶

來社會物質網絡的改變。本研究採用行動者網絡理論為理論架構，探究數位科技工具進入一對一數位學

習課室環境中，造成人與非人的行動網絡之間，如何互動性建構，其中，將聚焦於教室空間與教學實踐

上的改變，探究工具、教學與空間之間的社會網絡關係，理解科技融入教學的困境。研究方法以民族誌

方法學的方式進行資料搜集與分析，包含田野觀察與訪談。結果發現在此數位教室網絡人與物之間的關

係，是相互影響建構、相互聚攏、亦相互排擠。 
【關鍵詞】 一對一數位學習、行動者網絡理論、學習空間 

 
Abstract: ICT suppor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bring a turning point in education environment. The present 

studies focus on causal link between digit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outcome. However, this study adopted actor 

network theory a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E-classes system by the view of animate beings as well 

as inanimate have impact on activity process, especially focus on learning space and the change of teaching 

practic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ifficulty of digital learning by exploring the social network between tool, 

teaching and space.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in ethnographic methodology, including field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Result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objects in this digital 

classroom network is a mutual construction, resemble and exclusion. 

Keywords: one-to-one digital learning, actor network theory, learning space 

 

1. 前言  

一對一數位學習指的是每位學生擁有一台個人化電腦。過去數十年多有研究投入數位科技融入教

學，多關注在學生學習面向的成果效能，或者探究教師在面對科技工具上的困境與限制(Hennessy, Ruth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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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ndley, 2005)，卻忽略了工具、空間等社會物質本身的行動能力與多重關係性。空間，被視為變革的

推動者(Mulcahy, Cleveland, & Aberton, 2015)。過去研究指出，教育環境與學習空間安排，會限制與影響

人的行動，教師亦會透過空間安排，來實踐教學理念(Rißler, Bossen, & Blasse, 2014)。過去研究發現，學

習空間的規劃與改變，並非僅形成空間與教學實踐的二元因果關係，而是涵納了多組的網絡關係與多重

形式的實踐(Mulcahy, Cleveland, & Aberton, 2015)。行動者網絡理論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野，將空間視

為開放、多重與關係性的未完成網絡，推翻過去將空間視為絕對的、固定的位置，這是研究學習空間的

新興領域。行動者網絡理論是由法國社會學家 Callon與 Latour等人提出的社會學分析方法，關注研究人

與非人之間相互作用並形成的異質網絡。本研究關注：當數位科技工具進入課室環境中，數位教室的行

動網絡，學習空間與教學實踐是如何形成、生存與改變？理解數位教學實踐上的困境為何？ 

2.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為桃園市某「一對一數位學習」創新小學（簡稱 CP）。學生目前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每人

有一台自購的小尺寸筆記型電腦，一對一數位學習環境完備。該小學與某桃園市大學（簡稱 NU）長期

合作進行數位學習的教師專業發展。以 MR 網路數位平台，作為一對一數位教學的學習教材。本研究透

過課堂田野觀察與訪談的方法，其中也嘗試以走訪(walking interview)研究，進行教室空間硬體設備的採

訪。研究資料的分析，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為分析架構，透過觀課筆記、訪談謄稿與影響紀錄三種主要的

研究資料，追蹤數位教室網絡社會物質，探析數位教室行動網絡複雜性與異質性的組合，學習空間與教

學實踐是如何形成、生存與改變。 

3. 初步研究結果與討論 

3.1 數位學習空間的建構與形成。當一對一數位學習的政策，在個案小學全面實踐，傳統的教室學習

空間，開始徵召入新的行動體，形成新的數位教室網絡。首先，課室座位的安排，發生改變。校長與平

台設計團隊，從香港的數位教室帶入了 MR座位的空間規劃，將教室座位安排為ㄇ字型的特殊學習座位，

理想意義在讓老師可以看見所有學生，也讓學生與學生之間可以看到所有人，形成一個以學生為中心的

課室座位安排，小組學習。此外，在每班數位學習教室的地板，都可清楚地看見挖埋管線的痕跡，並安

置插座。大約 4 位的小朋友之間，地板上會有鐵蓋蓋著的插座。因為電腦的使用需要電力，因此，讓筆

電沒有電力的學生，可以在座位上進行充電，如此便不需移動座位到教室兩旁的舊有插座。此外，每一

班的教室除了舊有的黑板，也都裝設電子白板，讓老師可以使用平台內的教師系統，將學生在電腦內的

學習成果投影在電子白板上，讓學生進行發表與班級討論。 

3.2 教學實踐與改變。新的數位教室網絡的建構，是在傳統的學校體制、班級人數與教室空間之下所

形成。教室空間密度太高，是 CP 小學的學習空間普遍存在、但難以改變的問題。在台灣因為班級學生

人數過多，傳統課室空間太小，造成從香港一對一數位教室引入的空間規劃的概念想法，實際上卻不符

合 CP小學使用，亦是平台設計者與校長在 CP推動數位教室考量仍有不周之處，其中，MR座位即是一

個顯著的例子。此外，網絡中各個行動體的關係性，隨著時間的改變，相互影響、排擠與拉扯。數位學

習教室在規劃初始，有許多良善的設計理想，但在實踐上卻與理想有很大的落差。某老師說道：「他依

循了香港的做法，埋線…他有啊，他真的都有埋，只是說在使用上來講，根本就不像我們大學生那麼實

用。…然後事實上呢…像他故障率就很高，…他一定會變成是這樣子的髒，你清了還是這樣髒，…所以我

覺得以構思來講是非常好的，可是以國小教室來講他就是藏污納垢，…我們現在不用是怕觸電，畢竟管

線已經六年了，…像這樣子你看埋管線這樣子我就會很害怕，因為你想萬一小孩觸電怎麼辦，所以我們

家都還是用那個[延長線]來充(01_P6_WI)」地板上的插座，是為了讓學生可以方便於座位上進行電腦充

電，但隨著時間，教室的社會物質網絡也不斷互相影響與改變。國小學生一天有約 8 小時的時間待在教

室，灰塵與垃圾的累積量大，地面的插座隨著時間的累積，已經不再用於學生電腦充電，反而變成藏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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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垢、但又需要照顧的孔洞。此外，小學每天約定成俗的打掃活動，更會因為拖地的水滲入插座，而讓

教師憂慮其插座的使用安全性，變不再使用地板的插座，而是另於教室放置班級共用電腦的保險箱處，

用延長線開闢一充電區域來進行筆電充電。 

因此，學習空間與實踐間複雜的關係性，揭露科技融入教學的困境。未來研究將持續藉由 ANT的理

論視角的深掘，讓這些過去研究往往輕忽的面向，重新再被看見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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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一世紀，科技發達的時代，資訊傳播媒體無遠弗屆，這種受到網路經驗滋養的世代，應有

其嶄新獨特的能力、語言或邏輯。本文嘗試以新媒體素養中重要概念「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的理論

角度，詮釋屬於數位原民的師培生，將日常生活中影片搜尋、觀看、分享等投入新媒體的實踐與經營課

程結合時，其中流露的新媒體素養具體展現實例。研究問題聚焦在：這些 N世代成員經營課程中展現什

麼特殊的產消合一實例。初部研究結果與過往精熟取向不同，如跨媒體之混合媒體內容的能力；或新媒

體環境中互動與展現批判性的能力等，有更深入探究報導具體細節的必要性。 

【關鍵詞】新媒體素養、生產性消費者、產消合一、師培生 

 

Abstract: One of the core concerns in learning sciences is “What new types of learning have emerged in digital 
natives in the gaming generation?” There are varied ways to inquire into the question of they have learned. In 
21 century, new way of reusing, remixing, and re-making information/game/image/video is in particular 

attractive to youths. Thi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for educators and policy makers to understand where our 
youths are in terms of their cap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new media ecology. This capability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prosumption. In this study, we empirically study the N generation bring their prosumption 
abilities into classroom. Prosumer is capable of intricately embedding his values and thoughts. Such insights are 
important and viewed as “a prerequisite” for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nformation society.  
Keywords: new media literacies, prosumer, prosumption,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 

二十一世紀人才需具備什麼能力？全球化、數位革命、社交網路（social networking）、與知識經濟

等這幾個重要趨勢為發展主流的二十一世紀社會，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改變全球的政治、經濟、生態、

與生存的遊戲法則（Friedman, 2005; Shaffer & Gee, 2005）。這些變革不斷地衝擊與挑戰當前主流教育體

制的侷限。當前主流教育系統的設計，主要依據工業社會的需求來規劃，這個體制界定的「生活基本素

養」，比方說，基礎數理能力與語文能力，雖然是工業時代的生存利器，但在二十一世紀社會中，因人

才的快速流動與商業競爭的全球化，早已失去往日的競爭優勢。這個趨勢不僅改變了全球經濟遊戲的規

則，也衝擊行之多年的教育體制，讓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二十一世紀所需的「新素養」（new literacies）（e.g., 

Lankshear and Knobel, 2003）。唯有不斷地因應時代調整，我們的教育系統才足以應付不斷變動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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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主流教育體制的反省：培養「好學生」當二十一世紀人才。台灣主流、基礎教育系統最重要的教

學目標乃是培養「好學生」（符碧真，2006）。一種好學生是家長與教師心中乖巧的學生，循規蹈矩。

遵循老師的教導，默默聽講，奉老師所言為金科玉律，遵循教科書所述內容。學生一旦奉教師與教科書

所言為圭臬，便不太需要自己的聲音與意見；另一種好學生是成績好的學生，好學生必須訓練自己成為

考試高手。台灣各大型考試的目的通常是為了「公平地」區分學生的學習成效，以成績高下作為分發學

校的公平標準。既然考試與學校分發著重的能力，不是創造新知識的能力，成為好成績學生最安穩的做

法，不外乎理解並熟記教科書與老師教導的內容 (詹明峰，2011) 。 

成為好學生的副作用：習慣消費，不思再造。透過此教育系統培養出來的好學生，也往往習於信奉

權威。習於教科書與老師營造出來的知識權威後，台灣學生對於消費知識權威的掌握速度與熟悉程度遠

近馳名，卻對知識權威的反省能力火候欠缺。然而，二十一世紀社會所需的政治、經濟與教育革新，最

需要的就是對當前主流權威系統的反省與再造能力（Gee, 2001）。要在知識經濟中引導潮流的人才，必

須對已有的知識具有批判與反省能力。不只是能夠消費知識，還必須能夠創造知識。 

教科書以外的薰陶？校外影片實踐異軍突起。好學生「看待知識的方法」（或知識信念）（epistemology）

與「思考習慣」（habit of mind），深深影響日常生活的思考模式。在他們步入社會，忘卻教科書的內容

以後，尊奉知識權威的思考模式卻不自覺地成為思考慣性。在他們從職場上感到國際化思維、創新、與

人際溝通技巧的重要性以後，才發現學校提供的生存技巧中缺乏這些成分。所幸，上網、看影片是 N世

代學生校外不斷經營的日常實踐事業之一(Ivashkevich, 2015)。使用率上，娛樂影音多媒體的名列前茅，

「台灣人吃飯配影片，比例冠全球」，在臺灣 YouTube幾乎快成為看影片的代名詞，台灣人愛看 YouTube，

平均每人每月看 66 次，相當於每人一天超過 2 次。這樣高頻率的接觸與教科書不同的媒體，是否帶來

不同的能力與可能？。 

本文嘗試以「新媒體素養」的理論角度，詮釋大學師培生的 YouTuber 實踐經驗。借用新媒體素養(new 

media literacies)整理出的十種能力指標，詮釋師培生將 YouTube作為課程基礎的經營，展現出「消費」

與「創造」合一的「生產性消費者」特徵。初步研究發現，營課程歷程中，許多具互動性、參與性的 Prosumer

特性浮現：如個體傳播資訊的能力，能夠分享自己的想法與喜好；跨媒體之混合媒體內容的能力；或新

媒體環境中互動與展現批判性的能力。這些與過往對於素養仍停留在重視精熟、理解面向有其不同。這

些發現呈現了數位原民的長時間沈浸於網路世界累積的實踐知識特性，未來有更深入探究報導具體細節

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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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教室自然人機介面應用之服務設計 

Service Design for Applying Natural User Interface in Futur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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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服務設計的方法，針對未來教室自然人機介面之應用提出分析與規劃。服務設

計應用於本研究的重點乃在針對創新性之介面與使用者自然行為操作模式進行設計，以增進未來

教室之效能與效用。本研究的主軸乃架構在未來教室智慧互動學習自然人機介面整體服務模式之

設計與建置。主要以服務設計之方法，包括人物誌、使用者旅程地圖、及服務藍圖收斂智慧學習

服務的設計內涵，並討論其設計結果。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透過服務設計的方法，整合人本設計

的思維所分析設計的結果，將有助於應用主題核心價值的收斂，並提供後續技術應用與發展的整

體架構，以作為發展未來教室導入自然人機介面的藍圖。 

【關鍵詞】未來教室、自然人機介面、服務設計、使用者旅程地圖、服務藍圖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s service design method for applying natural user interface(NUI) future 

classroom. The purpose of using service design here is to design an innovativehuman-nature user 

interfa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future classroom.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reate and evaluate an overall service model for using NUI in future classroom. This 

research begin with service design that uses persona, user journey map and service blueprint to outline 

the service significance of future classroom.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how that by using service 

design that integrates with human-centered design concept can outline the kernel value of applying 

NUI in future classroom. Furthermore, it can also show the overall structure that provides the 

development blueprint for applying NUI to future classroom.    

Keywords: Future Classroom, Natural User Interface, Service Design, User Journey Map, Service 

Blueprint 

1. 緒論 
由相關文獻得知，以服務設計的思維與方法，推動的使用者情境體驗導向創新設計、跨專

業合作創新模式，乃是未來數位技術與互動設計融合的主流(Kimbell, 2011)。近年美國史丹佛

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積極的發展其不分系所整合的設計學院(d.School)，是希能透過設

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的導入(Friedland & Yamauchi, 2011)，讓技術發展的研究人員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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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參與具擴充性(Scalable)、可持續性發展、並以人為中心(Humana-Centered)的應用與裝置的

發展。本研究，亦是希能透過相同的機制，透過服務設計的思維與方法，將互動設計的方法，融

入「自然人機介面」與「未來教室」的研究主題中，建構未來教室未來教室的整體服務模式。 

新科技的發展，除了影響了教學方式外，也提供學生更具互動性的學習方式。然而，科技

的應用並不能解決所有學習上的問題。本研究將重點聚焦於未來教室的情境，提出如何利用服務

設計，整合科技技術、自然人機介面設計及互動學習的融合，發展未來教室的整體服務模式。教

育部新修訂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說明運用創新科技創造高互動的數位化教學

情境及激發主動探索的學習和研究的精神，已成為教育之重要議題與共同發展趨勢。自然人機介

面(Natural User Interface)是一種無形的使用者介面，「自然」一詞意指使用者在體驗產品時的行

為和感覺，而並非是指這種介面由自然發展而來(Delimarschi, Swartzendruber, & Kagdi, 2014)。而

服務設計，有別注重實體產品與數位介面設計，服務設計注重的是產品服務系統(Product-Service 

System)緊密串連的整體解決方案，非但要具有設計創意更要有能實踐的藍圖與骨架，與商業模

式創新息息相關，透過融合服務相關機能司掌單位之間的配合，在提供與使用者經驗及互動的使

用者旅程中，達到感動與創新的標的。 

2. 研究方法設計與結果討論 

圖 1 為研究設計與方法之整體架構。本研究以服務設計的思維與方法，跨領域合作創新模式

進行，結合不同領域背景的成員，從不同的專長、不同的觀點在看待事物，透過不同的觀點討論，

也更容易激發出更多創新的可能。本研究先就未來教室自然人機介面應用的前瞻性發展構想做跨

領域需求層面的分析、背景知識的了解、以及使用者的研究，而後擬定使用者情境設計。並從人

物誌、使用者旅程地圖、服務藍圖做一系列規劃。 

 
圖 1 未來教室自然人機介面應用服務設計之研究架構 

而在分析與設計成果的展現上則利用下列幾項方法做收斂。 

一、人物誌 (Persona)：人物誌設計是依據質性研究之資料而成，主要用來是用來模擬人物

角色。其主要是依據使用者的行為、情感和性格，結合質性研究分析之資料收斂而得之。並分類

的呈現代表有不同行動及共同性格的目標族群。本研究的目標角色有成績前段生、成績中後段生、

老師以及家長。在四個角色中以成績前段生與成績中後段生當作接下來使用者旅程地圖中的關鍵

角色。 

二、使用者旅程地圖與接觸點分析(User Journey Map and Touchpoints)：當使用者被服務的

時候，將產生一連串的使用者經驗，而這些經驗需要考量不同的接觸點。因此，本研究從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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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點出發，思考服務設計的完整性與創新性，以期符合使用者需求。接觸點在使用者經驗的互

動之中，可以是人與物體之間的溝通。為考量學生的學習動機，本研究也導入 ARCS 學習動機

理論(Keller & Suzuki, 1988)，設計不同使用者在一連串的服務中的 ARCS 曲線，最終以資訊視覺

化的方式作呈現，其結果如圖 2 所示。 

  

圖 2、本研究之使用者旅程地圖與接觸點設計 圖 3、本研究之服務藍圖設計與分析結果 

三、未來教室之服務藍圖(Service Blueprint)：服務藍圖可以清晰地描述服務接觸的步驟與

過程，使無形的服務變得更為具體有形化。研究服務藍圖的設計，將學習情境分為學習前、學習

中、學習後三階段。將三階段的接觸點具體化列出項目。可視線下代表使用者看不見的行為，即

為未來教室系統所需之技術部分及利害關係人。透過設計服務藍圖可以讓本研究在整個學習的過

程中了解各個服務的階段所應用的科技與利害關係人為何，進而去引導整個服務團隊在學習的服

務流程中所需完成的事項，如圖 3 所示。 

3.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透過服務設計的方法，整合人本設計的思維所分析設計的結果，將有助

於應用主題核心價值的收斂，並提供後續技術應用與發展的整體架構，以作為發展未來教室導入

自然人機介面的藍圖。未來研究的規劃上，將依據本研究設計與分析結果，實際建置可操作的自

然人機介面，應用於未來教室的學習情境，並作操作行評估。此外，也將進一步的納入聲控、手

勢辨識、及物聯網的技術，深化未來教室自然人機介面多樣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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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行動學習於跨領域環境特色課程發展—	

以龍鳳谷自導式實察課程為例	
	
摘要	
	

現今我們位在一個資訊化的社會裡，行動學習成為各國重要實施的教育方式之

一，因此如何應用資訊科技，作為擴展學習的輔助工具，並以此來提升思考創

造、問題解決、主動學習、溝通合作與終身學習的能力，即是本社群教師共同

的期望，故自導式行動學習課程即是由此發想而來。	
			龍鳳谷及大溪自導式行動學習課程是一套跨領域的資訊整合性課程，集結國
文、地理、歷史、地球科學與生物等各科核心知識概念，先以直接引導學習法，

教導學生如何使用行動學習載具及相關應用軟體；再者針對不同領域學習之基

本需求，以翻轉式行動學習方式，錄製課前行動載具教學影片；最後，以情境

式行動學習與探究式教學作一詳實規劃，引導學生進入龍鳳谷及大溪進行體驗

學習，讓學生在真實環境中，運用行動載具完成各科設定之學習任務外，亦能

透過 google表單回饋，不僅能提升課中學習的效率，著實加強學生擷取資訊、
應用與分析的能力。	
此課程活動透過一系列自導式行動學習之實察，讓學生深刻體驗真實戶外環境。

未來將研發朝向虛擬實境教學(virtual reality )邁進，如：部分取代實察的 google cardboard

教學應用，若能大量推廣此教學模式，會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及帶得走的能力，

符合新課綱以及未來社會人才的需求。	
	
關鍵字：行動學習、自導式實察課程、虛擬實境、行動載具	
	
	

Abstract	
	
In	the	era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bile	learning	is	a	trend	for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It	i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educators	to	
contemplate	how	to	use	mobile	technology	to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in	problem	
solving,	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he	self-guided	tour	of	
Dragon-and-Phoenix	Valley,	which	used	multiple	mobile	technology,	was	designed	to	
integrate	Chinese,	geography,	history,	biology,	and	earth	scienc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lesson	begins	with	direct	instruction,	then	follows	by	a	training	of	
associated	software	and	hardware.	Some	core	concepts	of	subjects	and	technology	
usage		were	done	in	a	flipped	classroom	format.	Then	an	exploratory	lesson	was	
designed	to	guide	students	through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rough	the	valley.	
Students	would	complete	various	tasks	using	mobile	technology	and	send	them	back	
on	the	google	form.	Students	not	only	learn	the	concept	in	an	authentic	context	but	
also	learn	how	to	gather	and	analyse	information.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urse	
would	consider	using	google	cardboard	and	virtual	reality,	to	further	students’	ability	
in	self-regulated	and	life-long	learning.		
	
Keywords:	mobile	learning,	self-guided	exploratory	learning,	virtual	reality,	mobil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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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目的	
龍鳳谷自導式實察課程係以地理、地球科學與生物學科教師，以跨領

域方式共同研發出具有在地環境資源特色的課程。期盼學生能習得如何應

用資訊科技，作為擴展學習的輔助工具，並能用以來提升思考創造、問題

解決、主動學習、溝通合作與終身學習的能力。本課程教學目標如下：	
(1) 促進學生善用行動學習資源，懂得運用行動載具進行學習資料的搜尋、
處理等應用能力。	

(2) 學生運用行動學習的自由度與便利性，進行翻轉式行動學習，培養主動
學習的能力。	

(3) 學生在學習場域進行體驗學習，開展對於不同學科的統整能力。	

2、 單元主題	
本課程主要可分為兩大單元，分別為課前翻轉學習，最後是要將所學

應用於戶外實察。	
(1) 翻轉學習：	
在龍鳳谷自導式實察課程前，學生將透過翻轉學習，在野外實察課程

前，分別完成地理、地球科學及生物的課前行動載具影片之學習。在野外

實察前，教師與學生須針對翻轉學習內容進行討論，教師須在課程中提醒

學生實察相關注意事項及學習任務。	
(2) 野外實察：	
				在龍鳳谷真實情境中，除能以行動學習載具獲得教師設計之引導資訊及
相關資料外，亦可找到環境中所設置的行動解說牌 QR	code，進入陽明山
國家公園自導式學習系統學習。以下分述各科學習任務內容：	
				地理：學生於實察點位觀察及實作，完成 Google表單上之任務，例如於
遊客中心找到溫泉形成的條件，透過行動載具(平板電腦)	上傳答案。	
				地科：在後火山作用區觀察岩石的硫化作用，並以一元新銅板加以薰蒸
進行其化學變化的實作，新銅板經硫化作用後產生黑色硫化銅，觀察其變

化過程。	
				生物：以探究式學習方式，學生須在學習場域內，找到 5種動物、3種
植物及 3種人類活動痕跡，運用行動載具拍照上傳，即可達成學習任務。	

3、 設計理念	
本團隊有感在這個資訊化的社會裡，行動學習已成為各國重要實施的

教育方式之一。鑑於野外實察教學對本資訊教育團隊教師，亦是非常重要

的一種教學方法，故以行動學習應用於實察教學作為課程研發主軸。因此，

龍鳳谷自導式實察課程是一套跨領域的資訊整合性課程，課程內容除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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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地球科學與生物等核心知識概念外，亦將電腦輔助教學及網路學習

應用做一詳實的規劃，以提升課中學習的效率。最後引導學生進入學習場

域進行體驗學習，以培養學生擷取資訊、應用與分析的能力。	

4、 教學模式/策略	
本課程採用混合式行動學習方式，教師在翻轉學習前，須確認學生具

備使用本課程的行動學習載具與相關的資訊軟體之能力；其次針對不同領

域學習之基本需求，以翻轉式行動學習方式，錄製課前行動載具教學影片，

做為數位教材。接續針對翻轉學習之內容，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上進行討論，

並提醒學生在野外實察應注意的事項；最後，以情境式行動學習與探究式

學習方式，讓學生在龍鳳谷真實環境中，運用行動載具和課程設計的各科

學習評量，完成各科所設定的專題學習任務並上傳雲端系統。	

	
圖一	龍鳳谷自導式實察課程架構圖	

5、 應用的科技媒體	
本教學活動係以領域主題式的行動教學策略，運用工具有 e-Textbooks、

雲端部分有 Google	Classroom、Google表單的評量和學習回饋單、YouTube
平台與雲端硬碟、行動載具(iPAD、智慧型手機)、WiFi分享器、羅盤傾斜
儀 App、感應式電子溫度計、無線擴音器、投影設備、E化講桌。	

6、 教學對象	
國中九年級至高二年級學子。學生先備能力為【地理】學生已了解高

一地圖判讀、河流地形；【地球科學】學生已了解火山地質的成因及原理；

【生物】學生已了解生態系的基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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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量/回饋方式	
本課程評量是在實察課程進行中，以小組方式繳交雲端系統設定的各

科學習任務；實察後，教師引導學生完成反思活動，並在期限內完成個人

Google表單上對於整體課程的回饋。	
	
學生回饋示例：	
(1)李○銘(高一)：通过这次的考察，我学习到了平时学习不到的知识，

比如说我了解到火山地区所生长的生物，环境，因为在没有火山的马来西

亚，我没有办法去实地考察了解火山的事情。在前一天的课程中，老师先

事前让我们了解明天考察会发现的事等，让我在考察中能更加得心应手地

做考察，发现更多的事物及知道正确的考察方式。我觉得关于考察后的有

奖问答方面，老师可以出较难的问题及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考察才能发现

的事物来问。	
(2)何○蓁(高二)：我覺得比起在教室看著圖片，我更喜歡實際得去探查

去體驗，藉著這次的交流活動，我們可以擺脫無趣乏味的課堂，而進入活

的教室，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體驗，在這個課程中，我們能學到的不只是

知識，還獲得了一次不一樣的經驗。	
(3)陈○琪(高二)：火山地形是一个马来西亚看不到的地形,这次难得能够

来到台湾台北阳明山国家公园参观,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真正见识到课本里
的知识。我觉得火山地形是大自然给予的宝藏,不应该在该处加以发展而导
致严重的破坏。虽然开发火山地形能让我们获益良多,如:温泉,地热,国家公
园等等,但这也使火山地形受到破坏,就例如老师把墙上的石头拔下,使自然
环境受破坏。我觉得人类不该破坏它,而是保护它。所以我觉得人类不该开
发阳明山。	

8、 教學心得	
地理及地科：野外實察在地理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教學方式，能夠透

過與環境的接觸，將課程「立體化」，而非紙上談兵。利用這些行動科技，

實現了翻轉教育、探索式學習等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法，增加學習效能。

並且，以往傳統的教育較難培養學生技能及情意，但經由自導式實察的規

劃及實施，讓學生對環境更有感情，也可以培養資訊能力，實是一舉數得！

看完學生的回饋，更覺得這樣的課程模式非常值得。未來將持續發展更多

元的課程，期使更多學子受惠。	
生物：野外實察在生物學中，有別於地理與地球科學注重非生物的環

境現象，而是在巨觀的環境中以觀察方式，找出存在環境中的生物。在本

次的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的觀察能力是需要教師引導的。此外，教師對

於自然觀察的喜愛，在教學現場是對學生最好的身教，學生會因為教師的

熱情，而提升學習的動機。本次生物在野外實察的課程，係以專題的任務

導向方式設計，期以小組合作方式進行學習，從學生回饋可看出，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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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種方式非常喜愛，對教師來說亦是一種良性的鼓勵。此外，也在學生

的回饋中發現，這種提供情境的教學方式，能有效地引導學生印證課本的

理論，提升學習成效，同時也印證了皮亞傑的經驗學習理論，對於教師來

說，是不可多得的教學行動研究經驗。	
	

9、 教學照片	

	

相片一：	
地理教師在現場協助學生，

以行動載具進行學習。相片

中陳老師正在指導學生如何

下載 Google	Apps以及操作使
用。	

	

相片二：	
生物教師於現場引導學生觀

察環境，並針對發現的生物

進行說明，學生好似回到童

年對此活動有高於預期的教

學效果。	

10、 數位教材連結	
(一)翻轉教學在學科領域之運用影片	
生物科：https://youtu.be/z4-4rP-VNqo	
地理科：https://youtu.be/kkl5fs9kuHQ	
地球科學：https://youtu.be/xPis1xZ5TGE	
協同教學影片區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0NNcaCVlxEaRW9FQ2pvM3FwUlk&amp;usp=sharing	
各科各項能力指標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0NNcaCVlxEaTVBVc0pra0d3cUk&amp;usp=sharing	
(二)教學歷程展示	
相片集（含預察、工作會議、研習及實察）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0NNcaCVlxEadkMyeklZVDQzRHM&amp;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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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相片及說明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q2wiM1UE02TO0SqZGxGm3KIs99dnX8S_30BKm8KS3Lo/
edit	
馬來西亞協作課程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0NNcaCVlxEaeG10eTlERTZzTkk&amp;usp=sharing	
研究區地圖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0NNcaCVlxEaZnRuN1dRc1A3RG8&amp;usp=sharing	
自導式課程（地球科學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NNcaCVlxEaeDItWmY2dWxDT0U/view?usp=sharing	
行程表（範例班）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NNcaCVlxEaRWJaMjdIRW81UTA/view?usp=sharing	
Google	Classroom平台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0NNcaCVlxEafmhUX01nbEV5LXVtMFMtRzZlMmg
4TUVtTmZTTFFUT0lRS2piRlRsa2JzZ28&amp;usp=sharing	
教學 ppt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0NNcaCVlxEaX0tweVJSWXhHMDA&amp;usp=sharing	

	
關鍵詞：行動學習、特色課程、自導式實察、翻轉教學、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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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式學習融入國小圖書資訊利用教育之研究 

A Study on Inquiry-based Learn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y 

Instruction 

 

謝宜珊、林岱瑩、洪瑋婷、林維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所 

R04126027@ntu.edu.tw 
vjlin@ntu.edu.tw 

 
【摘要】探索式學習是以學生為導向的教學方法，比傳統以教師及教材為導向的教學法更可使學生深度

學習、主動學習，且可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探索式學習的優點與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培養學生尋找、取得、組織、評估、利用和創造資訊」的目的相吻合，故本研究結合兩者、設計科普

文章摘要教案，對臺北市新生國小五年級學生試教。我們發現，學生在探索式學習中，組內與組外交流

頻繁，但被動學習的學生需有老師協助才能進入狀況。 

【關鍵詞】 探索式學習、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國小、摘要寫作 

 
Abstract: Inquiry-based learning(IBL) is a student-oriented pedagogy, which enables students to learn deeply 

and actively, think critically and solve problems. These advantages fit into the purpose of library instruction, that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the ability of seeking, accessing, organizing, evaluating, using and creating information. 

The project aims at teaching library instruction through IBL. We design an abstract writing course for the 5th 

graders in XinSheng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city. We observe that students have more discussion in and among 
groups in IBL, but passive learners need teachers’ assistance and guidance to catch up their peers.  

Keywords: inquiry-based learning, IBL, Library instruction, elementary school, abstract writing 

1. 前言  

在資訊充沛的 21 世紀，自我學習的能力越來越受重視，許多教學者認為「學習如何學習」比了解知

識內容本身更重要，故學校老師漸漸拋開傳統以教學者和教材為導向的講述式教學，改採用學習者導向

的探索式學習（Inquiry-based learning，以下稱 IBL）。IBL 奠基於建構論（constructivism），學生的學習

始於發掘問題，經由探索資源、組織資訊、分享討論、應用，學生在過程中可達深度學習，並有助培養

主動學習與團隊合作，IBL 的學習流程及優勢與圖書資訊利用教育的目的「培養學生尋找、取得、組織、

評估、利用和創造資訊（陳昭珍等，2010）」相符合。然而黃國正（2010）指出我國國小圖書館利用課程

仍以講述法為主，且上課時間不固定；陳昭珍等（2010）在《國小圖書教師手冊》建議圖書資訊利用課

程可採單獨教學，或融入學科、與班級及科任教師協同合作，但兩種皆未採用 IBL 設計教案。故本研究

嘗試結合兩者，並與臺北市新生國小圖書館合作，為五年級學生設計科普讀物摘要課程，欲找出 IBL 圖

書資訊利用教育的可行性及潛在問題。 

2. 教學對象、教材及教案設計 

本次教案主題依案主需求，選擇的主題為教育部《國小圖書資訊指導教育課程綱要》中，高年級閱讀

素養的「摘要」課程，以科普讀物為摘要文本。教案事先經館員及該班老師評估建議，於 2016 年 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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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執行，教案時間為一堂課 40 分鐘。教學對象為臺北市新生國小五年級一班學生，共有 30 人，該校各

班平均一周 1~2 堂圖書資訊利用課，多由愛心媽媽指導，該班未採用過 IBL 教學方式。 

教案採分組形式，以增加同學討論、合作、激盪提問的機會。各組在課前先讀完一篇指定文章，文章

選自《未來少年》、《科學頭腦》，以及少年科普書籍《貓為什麼有九條命》，總共六篇文章，每篇文字

大約 750~1000 字。有鑑於課堂時間短，供學生探索的資源已事先備好，製成線索卡。 

教案流程的設計是依照沈翠蓮（2001）提出的 IBL 五大階段：(1)提問、(2)探索、(3)組織資訊、(4)分

享討論、(5)反思應用。考量到國小生的綜合思考能力尚不足，本研究採用教學者的參與度較高的引導式

探究(guided inquiry)，課程由 3 位研究者帶領教學，另有該班導師、館員及愛心媽媽從旁協助。教案流程

對應 IBL 階段及教案施行細節參見表 1。 

 
表 1 IBL 對應階段及教案施行細節 

IBL 對應階段 流程名稱 執行內容 預計時間 

 情境劇 以投影片展演，加強寫摘要的重要性，並

示範以心智圖整理文章重點。 
5分鐘 

心智圖 各組將文章重要元素畫成心智圖海報。 10分鐘 

線索卡 發放寫有摘要範例及提示的線索卡。 5分鐘 

寫摘要 各組由心智圖列出的重要元素及關連，組

織成一篇短摘。 
15分鐘 

Q&A 有關摘要技巧的有獎徵答。 5分鐘 

 
IBL 的五大階段主要體現在繪製心智圖、參考線索卡及寫摘要，本專案預期學生在繪製心智圖時會產

生疑惑，進而提問；線索卡繼而作為引發探究、激起創意與想法的觸媒；摘要寫作可視為學生有能力組

織及應用經探究與討論而得的資訊與知識。學生的課堂參與積極度、心智圖及摘要寫作成果，可做為學

習成效的評估依據。 

3. 教案觀察與檢討 

此次教案發現，IBL 的流程給予學生較多思考、討論與實作的機會，學生不僅如預期會有組內討論，

組外交流也非常頻繁，即使閱讀文本不同，也會彼此參考撰寫方向。本次教案由於上課時間短，學生無

法充分自由探索，且研究者事先準備供探索的資源線索卡，因與學生實際問題有出入，發揮的功能有限。

另外，學生繪製心智圖的時間比預期久，該班導師指出畫心智圖也需要教學，該班因平常有受過相關訓

練，已比一般同儕熟稔，若要廣泛施行，應考量學生達成學習任務的技巧。 

教學者也發現，小組中會再分為小群體或落單者，小組作品的執筆者通常是核心個人或群體，顯示出

IBL 有賴學生積極參與，但對被動學習者而言，要進入 IBL 的學習情境，需要教學者多一點引導，故未

來設計教案時，需考量學生的學習風格及學業成就，且應增加進班教學的次數，長久經營之下，讓學生

熟悉 IBL 學習模式與圖書館資源，後續成果分析才可更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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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N世代對教育遊戲平台真的買帳嗎？教師所開的處方與學生學習的真相，顯少充分的探究並賦

予新意。學校往往崇信「有教才有學」，然而，學生在課餘主動沈浸在一個情境性十足的電玩環境，它

呈現著學習者社群(community of learners)的景觀。本文嘗試以 Lave(1989)提出二元概念「教學型課程」

(teaching curriculum)與學習型課程(learning curriculum)作為概念工具。描繪出設計者對數位學習平台的

預設目的、與學生使用上的真實湧現兩者之間的不同。初步研究發現，有別於傳統成效型研究的旨趣，

深究許多學生在苦中作樂過程中浮現的學習者社群知識，與多數科技教育的假設相去甚遠，期對於 ICT

領域提出另一番貢獻。 

【關鍵詞】科技融入教學、教學型課程、學習型課程、樂趣、N世代 

 

Abstract: The game-generation regards game practice as meaningful experiences in daily life. Schools often in 
thrall to "education have to learn," However, students in after-school initiative immersed in a context of full 
gaming environment, it presents the community of learners landscap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Lave (1989) 
proposed dual concept of "teaching curriculum" and “learning curriculum” as a conceptual tool. Little research 
has add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real emergence of students are so different with designer’s default. Preliminary 

studies have found many students have unexpected way to define their “fun” in ICT platform, such alternative 
viewing angle for the ICT field could make another round of contributions. 
Keyword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to instruction, teaching curriculum, 
learning curriculum, fun, N generation    
    數位遊戲學習漸漸成為趨勢，但教育目的與好玩程度極不易拿捏。電腦輔助教學可以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就，亦能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態度，2006年 Chan學者等人提出「一對一數位學習」的概念

(Chan, Roschelle, Kinshuk, Sharples, Brown, et al. , 2006)，就是每個學生都使用自己的筆電進行學習活

動，如同傳統教室，每位學生擁有自己的紙和筆。電腦會根據學生的回應及需求而給予不同回應，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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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個別化」。老師不只是使用電腦監督學生的學習狀況，還成為學生的個人導師 (Chan, 2010) 。這

類數位學習平台以經營遊戲模式設計。學習平台期望給予學生既能學習又能玩遊戲的空間，以經營書店

的方式，誘導他們認真閱讀並做登記，透過閱讀累積量達到學生的學習成就，藉此提升國語、作文能

力。以模擬線上遊戲關卡方式，設計闖關和解任務的活動，讓學生持續使用並從中練習各式不同的題

型，對他們的數學運算、解題等能力，都有更進一步的幫助。然而，遊戲「好玩」，但也不見得適合用

於「教學」，不一定能達到教學目標(侯惠澤，2016)，同樣的，遊戲的教育目標與背後的學理再高檔，

沒有足夠好玩的機制與歷程，也是容易讓學生在教育遊戲中頻頻「出戲」，不斷意識到這與自己課餘沈

浸的電玩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而容易感到無趣或另做其他事。 

    本文嘗試以 Lave(1989)提出二元概念「教學型課程」(teaching curriculum)與學習型課程(learning 

curriculum)作為概念工具，詮釋小學生的一對一數位學習平台學習經驗。以教學型課程描繪與詮釋出設

計者對於數位學習平台的預設目的、老師對於學生使用數位學習平台時，根據學期課程所設定的進度與

標準；以學習型課程刻畫與呈現學生面對設計者的預設目的及老師循著目的所訂下的標準，在這樣處處

被要求完成的環境裡，學生所湧現的學習現象及獲得的學習能力。 

    研究方法部份，本研究以長時間觀察、訪談、田野筆記為主。透過為期半年、每週進班兩天，一

次至少兩小時的長時間進入田野，強調對於研究資料的「厚描」(Geertz, 1973)。換言之，研究對象的行

為意義，不能僅是行為本身進行描寫，其行為的情境脈絡也一同闡述。觀察的方向主要是學生在課後輔

導班使用筆電的方式、湧現的學習現象，例如：進到數學島不做任務，反而開始算同學的建築物數量，

擔心自己的排名落後等等。資料分析方面，借用 Creswell (1998)質性研究現象取向的方法，對於資料中

的學習型課程與電玩社群知識等意義進行判別與解讀。 

    如何在不 fun 的教育平台找到 fun，這就是學生的真實湧現。然而，真正在使用的學生們，對於設

計者認為有趣、有幫助的，他們也覺得嗎？或者，是學生喜歡的另類樂趣，比較吸引這些學生呢？研究

初步發現許多有趣的現象：設計者千辛萬苦地將筆電內建小遊戲藏匿在不易找到的地方，為了不讓學生

在學校玩遊戲影響學習，最後還是被學生找到並玩得很開心；在需要持續計時的關卡裡，找尋到隱藏的

「時間停止機制」，這種嘗試與破解作法，確實是一種複雜問題解決能力；又或者是，在書籍登記的系

統上自創數字串來「騙過系統」，這種諜對諜的能力，其實需要大量嘗試推測摸索出 ISBN的規則才能

成功。這些學習能力，似乎跟設計者、老師所希望的，有不一樣的結果，但這些卻是學生自我發展及學

習過程中，並非從老師身上獲得的能力。 

    本研究的獨特性在於揭露學生數位學習教室裡湧現的學習能力。借用情境學習理論的教學型課程、

學習型課程的概念，其所湧現的學習能力，充沛展現著他們豐富的資訊知識，並且展現面對問題時，可

以獨自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也是二十一世紀關鍵能力中很重要的一環。學生也試圖讓自己在數位學習

的限制下，想辦法在裡面尋找表現自我的空間及展現能力獲得同儕認同與愛戴。期望此另類的觀看角

度，與現行多數科技教育的成效型切入旨趣相當不同，相信能對於科技融入教學領域提出另一番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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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各國為因應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變遷與人才需求，開始重新檢討、修訂課程大綱，而各國課程

大綱的修訂皆重視學生使用數位科技的能力。為培養學生的科技思維、科技設計及創作能力，教育部在

2014年所頒佈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總綱中，亦將國中階段的「生活科技」與「資訊教育」整合為

「科技領域」，以使學生具備操作數位工具、並能在不同情境中使用合適的數位設備來執行、完成工作的

相關技術、知識、與能力，而此即所謂的「數位素養」。數位素養的養成，有賴於課程中教師的教學活動

設計與引導。教師在課程進行中，除了掌握學生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之外，還要能適時的引導學生使

用數位資源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以培養學生使用數位資源來解決問題、創造知識的能力。本研究提

出，教師本身的科技教學內容知識 (TPACK)，是教師能否成功將數位科技融入教學活動、提升學生數位

素養的重要因素，然此仍須相關研究的證實。 

 
【關鍵詞】 科技教學內容知識 (TPACK)、數位素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many countries re-examined their K-12 curriculum design 

and came up with new visions for the K-12 education. Among different literacies being emphasized in these 

curriculum reforms, digital literacy was found to be a common core literacy. It was also one of the core 

competences in the new K-12 curriculum guideline propo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Digital 

literacy includes the operation of different digital tools and facilities, and being able to adopt proper digital 

tools to solve problems in different context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digital literacy relies heavily 

on teacher’s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from which students obtained experiences to solve problems 

and create new knowledge using digital tool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eacher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digital literacy. Therefore, 

teachers need opportunities to cultivate their TPACK. However, rigorous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TPA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digital literacy. 

	
Keyword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digital literacy, K-12 curriculu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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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資訊科技的發展帶動了全球化，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學生所應具備的是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的能

力(Friedman, 2006)。過去十年，為因應全球化的趨勢，相繼有學者提出二十一世紀學生應有的能力(e.g., 

Bellanca & Brandt, 2010; Dede, 2010; Frey, Fisher, & Gonzalez, 2010)。教育部(2014b) 頒佈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綱總綱。在新課綱中，國民中學階段原有的「生活科技」與「資訊教育」課程合併為「科技領域」。

課程的整併除了將資訊科技融入生活與其他學科的設計理念，提升為一個學習領域也標幟著資訊科技在

二十一世紀的重要性。另外，教育部(2014a)公布的 2016-2020資訊教育總藍圖也揭櫫了資訊教育的願景—

培養具備深度學習能力深度學習能力的數位公民。盱衡各國所提出的課程改革建議可以發現，資訊科技

的使用能力不再是以往學習操作軟體的「電腦課」，而是能夠應用資訊科技來進行諸如問題解決、批判

性思考、與反思等高層次的知識與能力(e.g., Bundy, 2004; ECDL Foundation, 2009;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2002;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07; Martin, 2005, 2006;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 2006, 2007)。 

2. 數位素養是 21世紀重要核心素養 

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 Gilster, 1997)意指理解資訊的能力，並能將評估與整合後的資訊以合適的數

位型式來表達，而此評估資訊來源與背景的過程是理解資訊重要的一環 (Pool, 1997)。Hague and Payton 

(2010) 認為數位素養是指一個人在生活中的各個領域都具備使用數位科技的知識、技能、與理解，使之

能進行批判性的、創造性的、分辨性、與安全的實務工作。Jones-Kavalier & Flannigan (2006) 甚至認為，

我們應該將數位素養中所運用到的認知技能，包括分析、綜合、評估，當作另一個批判性思考的領域。 

歐盟在 2005 年提出數位素養的內容與架構“A European Framework of Digital Literacy” (簡稱 

DigEuLit; Martin, 2005, 2006)。DigEuLit中數位素養發展階層的概念，可用來解釋與定義在不同階段的數

位素養與發展 (Martin & Grudziecki, 2006)。根據 DigEuLit，數位素養是指「個人在特定生活情境中所展

現的知覺、態度、與能力，使其能夠合適地使用數位工具與設備進行辨別、近用、管理、整合、評估、

分析、與綜合數位資源；建構新知識；使用數位媒體來表達；並與他人進行溝通，進而培養建設性的社

會活動」(Martin, 2006, p. 155)。在 DigEuLit的架構中，數位素養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歷程，其中包括數位

能力(digital competence)、數位使用(digital usage)、與數位轉化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三個層次。最高層

次的「數位轉化」，即是能夠使用數位工具與資源來激發創新與創造力，並為專業或特定領域帶來改變。 

在發展數位素養的教學實務中，需重視培養學生的創造力與設計能力、從不同資源蒐集資訊的能力、

與他人合作的能力、反思能力、與彈性解決問題的能力(McNicol & Shields, 2014)。DigEuLit以學生數位

能力的需求作為課程發展與設計的核心，來提供學生所需的數位能力。然而在教學現場的實務操作上，

DigEuLit 課程的實施取決於教師是否能轉化相關數位知識，在課程活動設計時考慮數位工具與設備的使

用，提供學生能夠在學習的過程中，獲得重要的數位知能。本研究認為，教師若具備科技學科教學知識，

將有助於學生從課程活動中發展數位素養。 

3. 教師的科技教學內容知識 (TPACK) 影響學生數位素養的發展 

Mishra 與 Koehler (2006) 為避免教師在進行資訊融入教學時過度強調科技的使用，而輕忽教學設計

與學科內容，因此在 Shulman (1987) 的學科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的論述基礎

上，加入科技知識，提出 TPACK的理論架構。教師的科技學科教學知識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是教師的科技知識(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K) 與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knowledge, PK) 與學科內容知識 (content knowledge, CK) 的融合與應用。TPACK主要由三類知識所構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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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知識 (TK)：使用資通訊電子產品、軟體、與相關週邊設備的知識。 

(2) 教學知識 (PK)：在不涉及學科內容的情況下，有關學習理論、教學方法、教育理論、學習評量

方法等知識。 

(3) 學科內容知識 (CK)：在不涉及教學方法的情況下，有關學科領域的知識。 

TPACK的核心概念認為科技的角色不僅是傳遞教學內容，而可以是一個有助於提升學習者知識和技

能、增進學習者在高層次認知處理、並協助學習者解決問題解決和創造新概念的過程(Jacobson & 

Archodidou, 2000; Jonassen, 2000)。Koehler and Mishra (2009) 認為，TPACK的概念主要是能夠幫助教師

們在教學場域中，尋得科技、教學方法、以及學科內容三者間合適的融合方式。TPACK將有助於教師本

身建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相關知能，且避免過度強調科技的使用而影響教學方法與學科內容的傳達

(Chai, Koh, & Tsai, 2013)。 

4. 教師的 TPACK是學生發展數位素養的重要推手 

Gill (2009) 認為，要幫助學生透過網路進入世界，教師本身需要先有足夠的能力來駕馭「網路社會」。

換言之，學校教師與學校需要提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習得與培養數位能力的機會 (Warschauer, 2007)，而

其中，老師本身需要有足夠的數位背景知識，將科技知識與教學知識融合在學科教學中，讓學生能夠在

課程活動中使用資訊工具進行學習與探究。 

學生的數位素養並非短時間可以養成，需透過不同領域的學科活動，讓學生不斷地透過定義問題、

使用數位工具找尋資訊、獲取資訊、解讀、分析整合、與評估資訊的過程(Eisenberg & Berkowitz, 1990)，

來成為具深度學習能力的數位公民。雖然科技在二十一世紀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就學習而言，科技以外

的其他面向仍是不可或缺的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2013)。因此，如果教師有足夠的

TPACK，便能夠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實務中，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反思、以及運算思維。 

本研究計劃以調查研究法來進行，以全國國民中學學生與教師為母群體進行分層抽樣，並利用階層

線性模式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進行資料分析，來瞭解不同地區國民中學學生運用網路資源與其數

位素養，與學校教師所具備之科技內容教學知識之間的關聯性。研究結果將可以瞭解教師的 TPACK 與

學生數位素養間的關係，並可提供師資培育大學、與教育主管機關在設計規劃資訊教育相關課程時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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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與應用數位學習系統縮短原住民數學學習落差之研究 

Study on Developing and Applying Digital Learning System to Shorten the 

Mathematical Learning Gap in Aboriginal Students  

 

林志隆 
國立屏東大學 資訊科學系 

clin@mail.nptu.edu.tw 
 
【摘要】本研究旨在縮短原住民學童的數學學習落差，主要任務有兩個。一是協助總計畫建置原住民師

生專用的數位學習平台。二是設計以原住民文化融入的數學電子教科書。期盼藉由電子書的文化與多媒

體元素並結合數位學習平台的功能來提升原住民學童學習數學的動機與興趣。在探討原住民國小學童運

用數位學習平台與電子書進行數學學習之成效。架設了提升排灣族學童數理競爭力與科普活動之研究使

用。本研究所發展的網站與數位學習平台將以支援多元與跨平台的資訊產品為設計理念，讓使用者能在

電腦、平板或手機，Android 或 Mac 之不同系統上瀏覽與學習。網址為

http://paiwan.nptu.edu.tw/Paiwan/index.aspx。 

【關鍵詞】數位學習、行動載具、電子書、數位學習平台 

 
Abstract: The program aims to shorten the mathematical learning gap in aboriginal students, and the primary 

tasks of the sub-program are two-fold. The first task is to assist the master program to build a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for aborigin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second task is to design electronic mathematical textbook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aboriginal culture. It is expected that aboriginal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the culture of e-books, multimedia elements and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thereby attaining the objective of shortening the mathematical learning gap in aboriginal students. 

This program i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and e-books to learn 

mathematics by the aboriginal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study also sets up a research website regarding 

improving the mathematical competitiveness and activities to popularize science of Paiwan students for the use 

of the master program and other sub-programs. The website and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developed by this 

sub-program will take supporting diverse and multi-platform information products as the design concept, hence 

allowing users to browse and learn on computers, tablets or mobile phones, or different systems of Android or 

Mac. The website is http://paiwan.nptu.edu.tw/Paiwan/index.aspx.  

Keywords:digital learning, mobile devices, e-books,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1. 前言  

本研究(子計畫二)，擬以四年為期主要在發展原住民學童運用數位學習系統進行數學概念探索與應

用之模式，以及原住民教師利用此系統進行專業成長和師資培育等工作，並且依據此評估原住民學童「數

學概念理解」的能力，並調查影響原住民國小學童「數學概念理解」的能力之相關因素。 

  Rodriguez(2005)提出了多元文化中數學教學的兩大目標：以理解為目的的教學 (teaching for 

understanding)、以及重視學生個別差異的教學(teaching for diversity)兩大目標。由此可見，要達成多元文

化下數學教學的目標，提升學生的數學學習成效，必須將學生原有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融入課程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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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為課程內容的學習基礎。且可從四方面來著手改善：增進文化認同、改進學校教育、推動多元文

化教育、發展原住民教育學術研究。 
因此研究者根據此發現，將原住民偏好動態、遊戲和視覺影像的學習方式納入本研究課程教學設計

之參考，探討應用數位學習系統，是否能激勵學生學習動機，進而增進數學學習之表現。並希望將研究

成果推廣到其他族群。茲將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茲陳如下。  
(一)協助總計畫與其他子計畫發展適合原住民科學與閱讀之修正後的數位平台和數位學習系統 APP。 

(二)設計並開發融入原住民文化之數學電子書。 

(三)探究原住民學童對電子書與數位學習平台之學習成效。 
(四)歸納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適合原住民數位學習模式，作為日後教師推廣之參考。 

2. 研究方法與設計 

2.1. 系統開發模式 

本計畫所規劃的原住民數位學習系統是採用系統委外的開發模式並參考 RUP 模式的開發理論，依照

起始、精細規劃、建構與轉移等 4 階段來規劃與建置本系統。 
本系統目前包含了數理學習系統、歷程檔案系統、師資培育系統、學童數位課輔系統、學童閱讀系統以

及學習診斷系統等 6 大系統模組，而各系統之下又包含數個相關功能提供使用者使用。使用者介面可分

為學生、教師、校外人士 3 種身分別，不同身分別的介面和功能會有些許不同，必須申請帳號才能登入

使用。 

2.2. 準實驗研究 

研究對象取自屏東縣三所國小二年級，總共四個班級，其中兩所學校為原住民學校，一所為平地學

校。實驗組一班平地學校，和一班原住民學校，人數分為 22 人和 14 人；控制組為一班平地學校和一班

原住民學校，人數為 22 人和 16 人，共 74 人，如表 1。 

3. 研究成果 

3.1. 數位學習平台建置 

本研究建置的「數位學習平台」是一套以網路教學管理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LMS)
為架構的網路操作介面，其中包含三種功能，分別是「管理者」(Manager)、「教學者」(Instructor)、「學

習者」(Learner)，三者角色功能分述如下： 

(一)管理者(Manager)：負責管理平台，協助教學者製作數位教材並上傳平台，如圖 1。 
(二)教學者(Instructor)：製作課程內容、設計教學活動、評量，促進學生小組合作學習，如圖 2。 

(三)學習者(Learner)：電子書學習、學習歷程紀錄等，如圖 3。 

   
     圖 1 管理者介面圖             圖 2 教學者介面            圖 3 學習者介面 

3.2. 教育訓練 

    本計畫舉辦了 4 場電子書教育訓練（如圖 4、5、6、7），對象為屏東區的國小老師，包括萬丹國小、

屏東附小、口社國小、地磨兒國小等。其中萬丹國小和屏東附小老師皆有協助本計畫產出 5 本電子書、

口社國小和地磨兒各產出 1 本電子書，目前尚在精緻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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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圖 5                 圖 6                 圖 7 

3.3. 精緻化電子書 

    本研究目前透過數位學習平台進行實驗施測的精緻化電子書共 30 本。已經精緻化完成的電子書有 5

本。內容包含目錄、影片、文化背景、課程內容、小測驗、即時評量（如圖 8、9、10、11）。 

    
圖 8 課程內容         圖 9 教學影片        圖 10 小測驗        圖 11 即時評量 

3.4. 實驗教學 

本研究目前透過數位學習平台進行實驗施測的精緻化電子書共 30 本。已經精緻化完成的電子書有 5

本。內容包含目錄、影片、文化背景、課程內容、小測驗、即時評量。 
研究對象取自屏東縣三所國小二年級，分別為屏東附小兩個班級、地磨兒國小一個班級和口社國小

一個班級，總共四個班級，其中兩所學校為原住民學校，一所為平地學校，如表 1。 

表 1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學習成效測驗前、後測得分 t考驗摘要表 

組別 測驗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調和平均數 F 

實驗組 
前測 36 57.92 15.89 

75.83 

28.248*** 
後測 36 76.08 10.73 

控制組 
前測 38 56.34 11.96 

65.69 
後測 38 65.45 7.60 

不同教學方法與不同學業成就在學生學習成效上發現(如表 1)，排除前測成績對學習成效影響後，不

同教學方法在學習成效的表現上有顯著的差異（F=28.248，p=.000<.05），表示使用電子書教學的學生與

接受一般教學的學生，學習成效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本計畫教學的方式，透過平板與教室的單槍做結合進行無線投影的方式，使用平板來操控投影畫面，

讓學生可以操作平板畫面並投射至投影畫面，增加了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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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步數位學習管理系統使用者介面分析─以 CEIBA為例 

A Study of User-Interface Design for Asynchronous E-Learning System: 

Collaborative Enhanced Instruction By Asynchronous learning 
 

鄭怡倫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研究所 

r04630002@ntu.edu.tw 
 

岳修平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研究所 

yueh@ntu.edu.tw 
 

【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教學模式產生革命性變化，網路學習不受地理場域限制的特性，亦能提

供學習者大量學習資源、即時接受資訊的學習管道，然而並非每一種教學課程、內容皆適合網路教學，

應透過教學者與學習者互動機制中找出網路教學適用性，網路教學系統介面設計是否易於學習者使用，

亦是提升學習效果之重要因素。本研究針對非同步數位學習管理系統、網路學習、使用者介面等相關文

獻進行探討，並以 Johnson （2007）提出的 7大使用者介面設計原則，分析、評估 CEIBA系統的使用

性，本研究分析結果將提供給欲開發相關教學平臺者為參考。 

【關鍵詞】 使用者介面設計、網路學習、非同步數位學習管理系統 

 
Abstract: Given the rapid pace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nstruction modes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E-learning eliminates geographic restrictions. Learners are afforded with abundant learning resources. Due to 

the flexibility of e-learning system, learners are able to access real-time information. However, using e-learning 

tools might not suitable for all types of courses. We should consider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developed system 

under various educational contexts by instructors. The design of the e-learning system can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this study, we review the literatures about Asynchronous 

E-Learning System, E-Learning and User-Interface Design. Based on Johnson's seven user-interface design 

rules as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this study intends to assess the usability of CEIBA. The results would be 

provided for the 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ers. 

Keywords: User-Interface Design, E-Learning, Asynchronous E-Learning System 

 

1. 前言  

網際網路的發展衍生許多新型態網路教學模式，藉由網際網路的學習方式稱為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或數位學習（E-Learning）（Barker,2002），Abram （2005）提出數位學習又分為為同步、非

同步學習，是以網際網路、區域網路，或其他以網路為基礎的科技。網際網路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

相較於傳統學習型式，學習者可於網路教學環境中隨時隨地獲取學習資源，Veerman（2000）指出網路

非同步文字討論區得以促使學生在網路上溝通，亦能幫助學生進行反思，網路教學帶來許多益處，網路

輔助教學系統亦廣泛被應用於教學上，然而並非所有課程皆適用新科技，而是必須評估教學課程需求，

適切地使用教學輔助系統，並且針對不同的學習目標應採用不同應用方式，協助學習者於具有彈性的學

習環境建構學習歷程（岳修平，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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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學習系統設計必須考量教學需求及使用性，本研究聚焦於非同步數位學習管理系統，分析國立

臺 灣 大 學 CEIBA 教 學 平 臺 （ Collaborative Enhanced Instruction By Asynchronous learning, 

https://CEIBA.ntu.edu.tw），CEIBA4 於 2003 年正式上線，CEIBA4 教學平臺成效可從相關數據得知，1999

年僅 60 個教師使用，至 2007 年已達 1246 人次； Yueh 與 Hsu（2008）研究調查顯示超過 95%的人認

為 CEIBA導入教學與管理功能符合使用者需求、超過 85%的人認為 CEIBA是易於使用的，CEIBA的易

用性亦使不具備相關科技能力的文學院教授有興趣採用；對於教學者而言，有 90%的教授認為透過CEIBA

的使用有助於建構更為完善的課程架構，約有 80%的教授認為 CEIBA 增進其與學生的互動。CEIBA 上

線至今已十餘年仍能持續延用，相當值得深入探討此套教學平臺，因此本研究著重於探討、分析此非同

步數位學習管理系背後蘊含的使用者設計原理，並以 Johnson（2007）提出的 7大使用者介面設計原則作

為評估、檢視準則，研究結果將能幫助設計師掌握教學平臺設計及發展。 

2. 正文 

    Johnson（2007）提出使用者介面設計 7 大原則，Jeff Johnson 是 UI Wizards 首席顧問，也是 GUI設

計的先驅，他瞭解到在設計上常犯哪些錯誤，因此系統性的整理出 7 項使用者介面設計原則，包含：專

注於使用者及其任務，而非技術、先考慮功能，再思考介面設計的呈現、符合使用者對任務的觀點、針

對一般情況做設計、不要複雜化使用者的任務、使用者從操作過程的學習，可以促進熟悉介面、提供清

楚訊息，而不僅是數據。以下將一一進行分析。            

首先是「專注於使用者及其任務，而不是技術」原則，CEIBA 最大的特色是結合教學資源與組織管

理、發展概念，這套非同步數位學習管理系統的使用者包含教師、助教及學生，因此必須針對不同類型

使用者的需求，設計合適的互動系統。對於教師而言，CEIBA協助教師完成教學設計中的目標訂定、課

程設計與發展、評估任務，當教師在 CEIBA上填寫課程資訊時（課程大綱內容、評量方式等等），即是

透過系統性的方式完成該教學內容的規劃與設計，並且可以在 CEIBA上檢視、追蹤教學進度，以進行自

我教學評估，開設討論看板，從中衡量學習引導狀況，另外，教師也可透過 CEIBA得知歷年的開課紀錄、

教學發展歷程；對助教而言，助教可以根據教師賦予的權限，在 CEIBA平臺上協作課程資料、新增補充

教材；對學生而言，CEIBA是輔助學習的系統，從「課程資訊」中可以了解該門課能學習到什麼知識、

從「課程內容」頁面掌握每週的課程進度、於「討論區」中與教師、同學做線上互動、取得課程教材資

源、繳交作業等等。 

在「先考慮功能，後思考介面設計呈現」原則上，CEIBA 有清楚的架構與階層性，不把所有的功能

都羅列於第一層，並且可以很直覺地操作系統，而不追求過於華麗而繁複的頁面設計。「符合使用者對

任務的觀點」原則中，CEIBA包含使用者易於操作、運用使用者熟悉的符號之特性。CEIBA給予使用者

很大的彈性與操作效率，例如：教師可以隨時修改課程資訊、補充教材、視需求開設討論看板、新增作

業區與作業觀摩狀態設定、寄信給學生及分組設定等等，皆不需經過計中的協助，教師可以自行在 CEIBA

上操作。另外，紅字一般帶有警示之意，藉此顯示作業繳交期限已過。使用者可以透過明顯的轉換按清

楚地了解權限狀態（灰字是無法進入）、掌握功能的開放狀態（勾選與否）。 

「對於繁複或不常用的步驟，給予確實的回應」原則中，當教師編輯完成相關資訊後，CEIBA 立即

給予回饋，教師可以瀏覽編輯結果。「針對一般情況做設計」原則上，CEIBA滿足一般教師所需的功能，

但若教師想要新增額外的功能或版式，可以請網頁設計師協助，或自行建置課程網頁。此外，在課程進

度部分，當編輯第一週的日期時，其餘 17 週的課程會自動跳出，教師不用一一建置，因為一般的學期週

數是固定的，但仍保留彈性，教師得以自由新增、刪減週數。「不要複雜化使用者的任務」原則，使用

者可以完整複製原有的課程網站，教師可以將舊有的課程內容複製到新學期，再加以修改。「使用者從

操作過程的學習，可以促進熟悉介面」原則中，CEIBA具一致性，「大綱內容」、「公佈欄」、「討論

看板」、「作業區」、「投票」中，要新增欄位、刪除或修改的按鈕樣式、位置皆相同，使用者可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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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學習。「提供清楚訊息，而不僅是數據」原則，在「學期成績管理」頁面，教師、助教可以進行成績

的統計、等第換算。另外，在討論看板頁面，使用者除了可以檢視相關數據外，還可以依自己的需求進

行檢閱設定（例如：依看板項目、排行榜、最新張貼等等）。 

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瞭解 CEIBA設計符合相關使用者介面設計原則，也因為這些特性讓生手或專

家皆易於操作、掌握，教學系統設計必須考量使用者需求、訂定目標、資訊內容次序性安排、課程設計

與發展、評估學習表現與修正教學安排（岳修平，1999），而從使用者介面設計分析中亦得以發現 CEIBA

設計核心涵蓋教學系統設計重點。因此未來在開發相關教學性平臺時，可以以本研究分析所得結果作為

設計重點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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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安全與輻射防護政策之溝通行銷─ 

以原子能委員會臉書─「輻務小站」的經營策略為觀察 

Communication marketing of Atomic Energy Security and Radiation 

Protection Policy :Strategy Observation of AEC’s Facebook Page 

 
單文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系 
Shan9922@hotmail.com 

 

【摘要】 社群媒體滲透人們日常生活深廣，影響包括政府在進行政策溝通時也將臉書等社群媒

體視為重要管道，然而如何編排政府的社群媒體內容往往也成為政策行銷能否成功的關鍵。本研

究為 105 年科技部補助執行之「原子能安全與輻射防護新媒體教材製作與行銷」專案計畫，主要

探討如原子能、輻射防護等高度專業的科學型態知識與政策，如何透過臉書社群們體進行政策傳

播，並且以 2016 年 2 月開站的原能會臉書「輻務小站」內容編排策略為觀察。本研究發現為增

加民眾瀏覽、分享、按讚等參與行為，包括置入國內外科學類相關知識影片、或提供科技類網站

連結、或採用小編的話增進瀏覽民眾親近感、或大量使用臉書圖文等編排方式以及進行有獎徵答

等抽獎活動是幅務小站經營之主要策略，而藉此等方式進行原子能科學知識傳播或政策溝通行銷

也確實明顯提高民眾瀏覽率與再傳播分享的意願，進一步對促進公民參與科技政策討論，或建立

參與式溝通模式都產生正面幫助。 

【關鍵詞】 政策行銷、原子能安全與輻射防護、科學傳播、社群媒體 

 

Abstract:  Social media infiltrate people's daily lives, it also affected government’s policy 

communication manner, and they treated Facebook as a formal and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acebook post arrangement and skills are also the key of policy marketing. The research was from the 

project of “New media education content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Atomic Energy Safety and 

Radiation Protection”, sponsor b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the research content 

included packing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olicy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into animation 

videos for story telling marketing, and also helping AEC’s advertising activity by Facebook..We 

found out that using Facebook as platform for scientific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policy 

communication marketing, not only increasing sharing motive of public audience, this will also 

encourage citizen participate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licy discussions, which builds up 

positive benefits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model. 

Keywords: policy marketing, Nuclear safety and radiation protection, Scientific Mass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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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研究背景與目的 

   全球國家在福島事件後，一方面提高對核電廠的安全管制外，為減低民眾對風險社會的焦慮

感，政府對於輻射防護、原子能、核能安全等科學類知識傳播也十分努力。德國社會學家貝克研

究指出，當科技快速發展，對於社會或個人的影響越來越複雜時，相對造成社會不穩定風險越來

越高（周桂田，2002），而這個現象也使得人們對科技產生了依賴又反感的矛盾現象，早期歐美

學者即提出科學溝通、科技溝通之概念，即是指機構在進行科學或科技知識傳播時，應從傳統的

單向資訊傳送改為雙向、甚至是鼓勵公民涉入參與的「參與式溝通模式」，試圖藉此減緩民眾對

科技發展之抗拒，而此也引起學者對於科技政策該如何有效傳播之研究興趣。有學者研究指出，

一般民眾認知科學知識屬於高度專業，不願主動接觸，此也影響民眾對科技政策的參與度始終低

落，但如果能透過雙向互動式的傳送，公民可充分討論，釐清對科學知識不同情境之想像，甚至

是找出共識，將有助科學知識傳播，甚至對政府提出完整科技政策都有幫助（Powell & Colin, 

2008）。 

    從目前探討公民參與科技政策或科學知識溝通的相關研究可發現，一直以來公民扮演的參與

角色多是被動者，即使是去參與公聽會、記者會或是評審會議，大多也是由某些機構舉辦，而非

由公民主動發起。但網路普及，臉書等社群媒體興起後情況有所不同，國內學者施琮仁（2016）

探討民眾參與 Pansci 泛科學臉書網站的使用行為時發現，民眾透過臉書傳播，提高其主動參與

科技政策討論或科學知識傳遞行為動機，研究討論到社群媒體與公民參與之間關聯時也注意到由

民眾主動參與出擊（包括使用或瀏覽）Pansci 泛科學臉書網站，的確有助於科學知識推廣，且

對於科技政策制訂有正面幫助。 

    從 2011 年日本發生福島核災發生後，核能議題、核電廠安全成為國內媒體報導與民眾討論

的熱門話題，這也使得負責督導核電廠安全、管控核子設施及輻射場所安全的原子能委員會忽然

變成網路討論高人氣的政府單位，突顯國內民眾普遍對核能安全、輻射、原子能等專業科學類知

識的危機意識，而如何進行有效的、正確的科學類資訊傳遞、與民眾互動溝通以降低大眾對核能、

原子能等科技風險之疑慮，成為原能會面臨的重要挑戰。 

    過去如何透過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等提高民眾參與公共政策討論的研究眾多，一般而言，

報紙被視為影響民眾參與公共政策討論較重要的媒介，因其相對電視來說提供較多元、深入的議

題材料，傳遞知識與活動訊息的角色也較為完整 (Scheufele, 2000)。相對的，電視即被認為對

促進民眾參與公共政策影響較為負面，如有研究發現人們花在看電視的時間會取代其參與公共事

務的時間 (Putnam, 2000)。而無論學界對傳統媒體促成公民政策討論有何討論或發現，毫無疑

問的在臉書等社群媒體出現後，網路管道已躍升成為最有效促成公眾參與政府政策討論的媒介，

公民除了可以主動搜尋關心的議題外，還可以透過社群平台的互動特性主動聯繫政府或媒體，甚

至發起聯署活動表達理念。學者研究更進一步強調，如今社群媒體已成為個人的自營媒體，民眾

可以透過簡單快速的方式創造內容、傳播訊息理念並且在最短時間內得到其他人的呼應，這些都

是傳統媒體無法做到的，而多數研究也指出網路媒體興起對促成公民參與公共政策討論、甚至增

進民眾對高度專業的科學知識理解都有一定程度幫助 (Gil de Zúñiga, Veenstra, Vraga, & 

Shah,2010)。 

    本研究主要觀察對象為督導國內核電廠安全、管控核子設施及輻射防護安全執行的原子能委

員會，由於其職掌內容屬高度專業領域，長期以來即不是民眾會主動接觸之單位機構，因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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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流通或是與民眾互動之情形都不明顯。然而福島核災事件後，因民眾對核電廠安全產生疑慮，

密集地媒體討論與曝光使得監管核能安全的原能會也快速被大眾熟知，此種情況下原能會要如何

進行有效、正確的科學知識或政策傳播成為本研究討論之動機，尤其關心如何藉由臉書等社群媒

體有效傳播科學類型知識、政府科技政策資訊、或甚至更進一步對促成公民討論產生正面效益。

本研究目的除了回顧國外已常見的政府透過臉書等社群媒體進行科學知識或科技政策傳播等研

究，對比討論目前國內的發展情況外，也將實際以原子能委員臉書「幅務小站」編排策略為觀察，

討論政府如何經營科學類型臉書網站，並檢視其是否有效達到科技政策行銷之目的。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之研究方法為文獻討論與參與觀察法。先經由回顧整理國內外有關政府如何

進行科學知識類、科技資訊等公共政策傳播相關研究，且聚焦在臉書等社群媒體興起後對公共政

策傳播的刺激與影響，從上述相關研究文獻建構本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另方面藉由參與觀察紀

錄原子能委員會臉書「幅務小站」內容與編排方式，探討政府如何藉由互動式社群媒體讓原本高

度專業的科學知識或科技政策議題走向民眾，如何增加民眾瀏覽、按讚或再分享的意願，甚至進

一步促成公民參與科學類、科技等相關政策議題的討論興趣。 

3.研究發現 

   隨者社群媒體快速普及，諸如臉書等社群媒體「內容」該如何呈現是近幾年傳播或行銷等各

領域熱門討論的話題，在商業行銷研究早已指出臉書是企業與消費者溝通最重要的平台，透過臉

書內容的即時性、互動性可有效增加使用者黏著度（Wilson, Fornasier and White, 2010）。而

政治傳播學界也開始關心臉書等社群媒體在政治選舉活動中如何透過內容挑選、編排呈現達到號

召群眾之效果，近期研究也關注在社群媒體內容對促進民眾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究竟有無助益，有

研究指出「故事行銷」成為政府透過臉書傳遞公共政策資訊的新發展趨勢，有效提高民眾瀏覽率、

增加參與感外也能成功行銷政策議題（欒斌、邱于平、趙光正，2013）。有研究也指出社群媒體

已成為全球政府推動公共政策不可忽視的重要管道，尤其在環保、人權等特殊議題上發揮強大影

響力，不僅挑戰政府回應能力，未來也可能成為網路民主政治新型態（張惠堂、李威翰，2015）。

而本研究以原子能委員會臉書「幅務小站」為觀察目標，從其 2016 年 2月開站的第一篇貼文內

容開始記錄至 2016 年 11月，收集與分析 9 個月共 103篇貼文後發現，為增加民眾瀏覽、分享、

按讚等參與行為，包括置入國內外科學類相關知識影片、或提供科技類網站連結、或採用小編的

話增進瀏覽民眾親近感、或大量使用臉書圖文等編排方式以及進行有獎徵答等抽獎活動是幅務小

站經營之主要策略，而藉此等方式進行原子能科學知識傳播或政策溝通行銷也確實明顯提高民眾

瀏覽率與再傳播分享的意願，進一步對促進公民參與科技政策討論，或建立參與式溝通模式都產

生正面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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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參與平板電腦課程動機與課程教學設計之研究 

 

 

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 2002 年提出活躍老化

的理念，強調透過社會參與、健康、安全三個管道來提升高齡者的生活品質。

近期許多研究（Berkowsky, Cotton, Yost, & Winstead, 2013; Cresci & Novak, 

2012; Tsai, Shillair, Cotten, Winstead, & Yost, 2015; Zheng, Spears, 

Luptak, & Wilby, 2015; 黃誌坤, 2012）皆指出高齡者運用資訊與通訊科技工

具能提升其生活品質與滿意度，尤其是透過網際網路與他人溝通，能更加了解

社會發展的情況、降低孤寂感，並能獲取醫療、養生與理財相關訊息，增加健

康與退休財務規劃的新知，呼應了活躍老化的理念。另一方面，隨著無線通訊

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上網的載具也更加多元化，其中以平板電腦與智慧型手

機最受到高齡者的青睞，因為平板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的觸控介面容易上手，而

桌上型與筆記型電腦的學習門檻相對較高，主要因鍵盤與滑鼠操作較不容易，

此股潮流也造成國內 40 歲以上中高齡擁有平板電腦的比例超過年輕的族群的有

趣現象（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3a）。此外，在 2013 年出版的〈50

歲以上民眾數位機會調查〉報告中發現，國內 50 歲以上民眾行動上網率已達

54.2%，主要上網工具為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而 70 歲以上的高齡者對於平

板電腦接受度高於智慧型手機（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3b）。因此，

高齡教育機構，如長青學苑、樂齡大學、樂齡學習中心等，紛紛開設平板電腦

的課程，希冀高齡者透過此一人性化的科技享受數位生活帶來的便利性。對於

高齡者參與平板電腦課程之動機，以及在學習平板電腦過程中的行為認知與課

程之教學設計，實有必要進行深入之探究，才能提供高齡者較佳的學習體驗，

增進其資訊科技運用的能力。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主要可分為以下兩點 

一、瞭解高齡學習者參與平板電腦課程的動機與對課程的需求及認知。 

二、分析高齡者平板電腦課程的設計原則。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訪談的方式，探討為高齡者參與平板電腦課程的動機、平板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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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課程設計的教學內容，並了解講師對教學設計的想法以及學習者對於課程的

認知情形與學習所面臨之問題。本研究運用半結構式的訪談，選定在樂齡學習

中心教授平板電腦的講師及學習者，個別訪談講師兩名與學習者五名。訪談講

師的目的，主要在瞭解講師對於給高齡者平板電腦學習課程設計的觀點，主要

著重於教材的內容設計、應用程式的選用等重點，找尋出平板電腦課程設計的

考量原則。學習者之訪談，主要在於瞭解他們在學習平板電腦過程的動機與需

求、以及在使用平板電腦的認知與行為表現。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研究發現與結論可歸納為以下五點: 

 

1. 當高齡者明顯感覺到與家人或同儕間的數位落差時，多數的高齡者會希望

透過學習，學會接觸資訊科技工具，進入網路世界，緩減因獨居造成的寂

寞感和與社會脫節所引發的問題，尤其是最喜歡透過網路跟遠在外地的兒

孫聊天，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容易上手與操作，是高齡者喜歡運用的資

訊科技產品。  

 

2. 高齡者使用平板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的 APP，除了通訊軟體外，拍照、健康

養生、醫療的 APP 都很受到高齡者的喜愛，主要因平版電腦與智慧型手機

所搭配的 APP 不似電腦軟體的龐大複雜，高齡者可篩選需要的工具進行學

習並融入應用。因此建議平板電腦課程設計中能多介紹旅遊攝影、健康保

健的網站與 APP。 

 

3. 遊戲學習能有效提升學習動機，更能提升學習成效。高齡者玩電腦遊戲，

動身體也動動腦，並創造祖孫互動話題，因此建議平板電腦課程能融入遊

戲軟體的介紹。 

 

4. 高齡者對於網路流傳各式各樣的資訊僅能參考，尤其有關健康、養生的偏

方，應不要未經證實即轉傳給朋友，更不要親身試驗，以免誤導或傷害自

己的身體。因此，平板電腦課程設計中應加強有關網路倫理的宣導。 

 

5. 平板電腦課程之教材設計，需多用圖形來解釋，並且運用比喻方式來形容

硬體規格與操作步驟，步驟要力求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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