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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蘊深厚、蓄勢待發-探究VEX V5機器人底盤表現 

Exploring the Performance of VEX V5 Robotic Drivetrains 

摘要 

VEX 機器人競賽在台灣推廣多年，尤其 V5 在這個全新的比賽中，不論是

團隊挑戰賽、技能挑戰賽，機器人底盤動力設計往往是致勝的關鍵，正所謂「差

之毫釐，失之千里」就是這個道理。本次研究主要透過比較兩種不同的底盤驅動

結構(Drivetrain):1.Standard drive、2.X drive 與兩種齒輪組(18:1 與 36:1)輸出分別

在三種向度:1.移動性、2.拖曳性與 3.準確性的效能表現。研究結果顯示 X drive 在

行動性與執行程式的準確性表現較佳，而 Standard drive 在拖曳性表現則明顯優

於 X drive。18:1 的齒輪對於行動性表現優於 36:1 齒輪組，而在拖曳性表現上則

是 36:1 齒輪組優於 18:1 齒輪組。在準確性表現上，X drive 在自動賽程式編程表

現上優於 Standard drive。透過研究結果顯示每一種底盤驅動結構都有其優勢，在

未來選擇底盤選擇上可以依照比賽屬性選擇適合的結構達成事半功倍目標。 

關鍵字: 機器人、底盤結構、VEX 

Abstract 
TThe robotic drivetrai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obot tournamen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erformance between X drive and Standard drive in the aspect of 

mobility, traction and precision. Moreover, this study applied 2 different gear 

cartridges to motors and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in these three aspect as well.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X drive performance higher mobility. Additionally, the X 

drive showed better precision in autonomous performance. It also revealed that the 

Standard drive has better performance in the aspect of traction. As to different gear 

cartridges, 36:1 cartridge showed great traction performance than 18:1. Different 

drivetrains have individual’s privilege. The choice of drivetrain must depend on the 

tournament theme. 

Keywords：robot, drivetrain, V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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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從 2021 年開始參 VEX V5 機器人比賽正式在台灣舉辦台灣公開賽，V5 機器

人有別於先前的 VEX IQ 機器人組裝材料是以塑膠積木來搭建機器人(如圖 1 所

示)，圖 1 中包含 VEX IQ 機器人主機、遙控器、馬達與相關組合積木零件。 

圖 1. VEX IQ 部分零件示意圖 

V5 機器人組裝則採用鋁合金材料進行組裝(如圖 2 所示)，圖 2 中包含 V5

機器人主機、遙控器、馬達與鋁合金組裝材料。V5 機器人組裝零件不同之外，

機器人主機、遙控器與馬達的功率也高於 VEX IQ 的相對零件，此外 VEX IQ 組

裝機器人是不允許切割組裝零件，V5 是可以針對材料進行切割與修整。 

圖 2. V5 部分零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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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5 機器人比賽除了上述組裝材料不同，比賽場地與競賽規則也有所不同，

VEX IQ 場地是 6 英尺 x8 英尺塑膠場地(如圖 3 所示)，四周有塑膠圍牆，場地中

有黑色的座標線。 

 
圖 3. VEX IQ 場地示意圖 

V5 則是 12 英尺 x12 英尺地板鋪設防靜電地墊的場地(如圖 4 所示)，場地四

周是由鐵架為成的圍牆，場內由白色膠帶貼在地墊上面區分左右兩邊，圖 4 中左

右藍色與紅色的蹺蹺板結構為今年度比賽的套件。 

 

圖 4. V5 場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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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5 機器人設計牽涉更多科學理論與應用，挑戰學生的思考、整合與創新能

力。舉例來說原來 VEX IQ 比賽中每一場比賽會有兩組機器人參賽，兩隊採合作

模式完成任務。在 V5 比賽中每場比賽會有四組機器人參賽，兩組配對成藍軍聯

隊，另兩組配對成紅軍聯隊，競賽中聯隊要互相合作、結合戰術規劃完成任務，

紅、藍聯隊採競賽模式，兩聯隊則要互相進行攻防，防止對方聯隊獲得高分而贏

得比賽。 

在未來參加 V5 機器人比賽過程中，機器人設計牽涉到零件材質、場地大小、

更多的外部感應器應用、馬達動力輸出與複雜的比賽規則，都增加機器人設計的

複雜性與困難度，同時還需要考量當年度比賽的主題，針對比賽主題的特性設計

與組裝機器人。 

機器人移動的基礎為底盤動力結構，有了適合的底盤動力結構再往上增加

針對比賽設計的結構，才可以達到預期的目標。為了能夠順利銜接未來的比賽，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研究來分析不同的機器人底盤驅動結構(Drivetrain): 

Standard drive 與 X drive，針對實際比賽狀況分析底盤驅動結構優、缺點提供我

們未來設計參考。 

貳、 文獻探討 

機器人比賽中機器人需要在比賽場地進行移動，在 VEX 網頁中針對 V5 的

底盤驅動結構(Drivetrain)進行初步介紹1，其中包含 Standard drive、X drive 

(Holonomic)、H drive、 Mecanum、與 Track Drive，以下我們引用網頁資料製作

成表 1 進行簡單比較。 

 

 

 

 

                                                      
1 資料參考網頁 https://kb.vex.com/hc/en-us/articles/360035952771-Creating-a-V5-Drive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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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不同底盤驅動結構比較表* 

 Standard  
Drive H Drive Mecanum X drive 

Holonomic 
Track  
Drive 

最少馬達數 2 3 4 3 2 

多向移動性 無 有 有 有 無 

程式編寫能力 初級-中級 中級 高級 高級 初級-中級 

避免橫移能力 
萬象輪-差 

一般輪-佳 
普通 優異 普通 佳 

克服路障性 佳 差 好 普通 優異 

*資料引用:https://kb.vex.com/hc/en-us/articles/360035952771-Creating-a-V5-Drivetrain 

從表 1 可以看到不同的底盤驅動結構的基本比較，目前比賽中常看到使用

的底盤驅動結構以 Standard Drive 與 X Drive 為主，由於表 1 僅呈現基本的比較，

對於比賽時所需要的相關能力則無進一步說明。 

由於 V5 每年的比賽主題任務不同，機器人需要針對比賽得分任務進行底盤

驅動結構規劃，表 2 為近 4 年來 V5 比賽主題，我們依照比賽得分任務進行分析，

依據比賽中較常使用底盤結構中的移動性、拖曳性、準確性與爬坡性需要製作成

分析表。 

 

表 2.4 年內 V5 比賽主題與得分任務分析表 

 2021-22 2020-21 2019-20 2018-19 

主題 Tipping Point Change UP Tower Takeover Turning Point 

移動性 √ √ √ √ 

拖曳性 √  √  

準確性  √  √ 

爬坡性 √   √ 

表 2 顯示每年的 V5 競賽主題都有所不同，對於底盤驅動結構特性要求也有

所不同，考慮常用的底盤結構為 Standard Drive 與 X Drive 這兩種底盤驅動結

5



構，因此我們想進一步透過研究來深入了解兩者的不同。本次研究的目的是為了

分析不同 V5 機器人底盤動力結構在移動性、拖曳性與準確性的表現差異。 

V5 機器人競賽每一場的時間為 2 分鐘，其中前 15 秒為自動賽，剩下的 105

秒為遙控器操作賽，所以在有限的時間內要完成任務，尤其在 12 英尺 x12 英尺

場地來回完成任務，機器人的移動速度快慢就扮演重要的決勝因素之一，所以機

器人的移動性就是本次研究的向度之一。 

由於 V5 採取聯隊對抗比賽方式，在場上爭搶主題套件或是移動套件往往需

要較高的力矩來完成相關任務，此外場地上可能還有障礙物需要克服或爬上得分

座所以拖曳性也是重要的評估一個向度。 

V5 機器人比賽也包含程式編程自動賽的部分，透過精準的程式設計讓機器

人完成規畫的得分任務，所以搭配程式設計讓機器人準確移動到正確的位置也是

重要的底盤設計之一。 

所以我們本次研究的首要目標就是評估兩種常用的機器人底盤表現(X 

drive 與 Standard drive 

)，此外V5馬達提供不同的齒輪比的齒輪組(18:1與36:1)，本次研究也將同

時探究這兩種齒輪組在上述移動性、拖曳性與準確性表現，希望透過這次研究分

析與評估找出每種底盤最佳的優勢，針對未來競賽主題特性運用在明年賽季中，

讓我們競賽成績能夠更上層樓。 

參、 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 研究設備與器材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設備與器材總共分成３大類，分別為(一)、比賽場地、(二)、

機器人器材、(三)、編寫程式軟、硬體設備，以下將針對這３大類研究設備與器

材進行介紹。 

(一)、比賽場地： 

V5 機器人比賽有規定的場地，必須使用 VRC(VEX Robotics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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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定與認證的場地，本次使用的場地規格為 2021-22 賽制所使用的正式場地規

格，場地長與寬尺寸為 12英呎 x12英呎的正方形場地，場地內鋪設防靜電地墊(圖

5 所示)。 

 

圖 5. V5 比賽場地(12 英呎 x12 英呎) 

(二)、機器人器材： 

VEX V5 機器人比賽有規定的材料，機器人所使用的任何零件必須使用

VRC 所認證的零件，本次研究機器人所使用的零件包含 1.基本結構材料、2.遙控

器與機器人主機。基本結構包含鋁合金材料、齒輪(圖 6 所示)與四吋萬向輪

(Omni-directional wheels) (圖 7 所示)。 

 
圖 6. V5 基本結構材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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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萬向輪(Omni-directional wheels) 

本次研究主要探討 V5 機器人底盤驅動結構，從移動性、拖曳性與準確

性進行比較，V5 的馬達中可以更換 3 種齒輪組(gear cartirages)，透過齒輪組更換

來調整馬達的速度或是力量的輸出功率(圖 8 所示)。 

 

圖 8.更換齒輪組示意圖 

三種齒輪組使用不同的顏色區分(圖 9 所示)，綠色為標準 18:1 齒輪組，

馬達轉速為 200RPM，藍色為 6:1 齒輪組，馬達轉速為 600RPM，紅色為 36:1 齒

輪組，馬達輸出轉速為 10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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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不同功率的齒輪組(gear cartridges) 

依照齒輪組的特性高馬達轉速可以增加機器人移動速度，但是高轉速往

往伴隨低扭力，考量實際比賽中機器人的重量會造成高轉速的馬達輸出無法移動

機器人，因此本次研究將只採用兩種齒輪組進行研究資料收集，分別為綠色 18:1

齒輪組與 36:1 齒輪組來進行相關數據收集與分析。 

(三)、撰寫程式軟、硬體設備： 

本次研究主要探究程式編成與使用外部感應器對於機器人表現成效評

估，所使用的編程軟體為 VEX 官方釋出的 VEXcode V5 V2.3.0 版本2進行本次研

究程式編程的軟體(如圖 10 所示)。 

 

圖 10. VEXcode V5 官網截圖 

本次所使用的資訊設備為ASUS公司生產型號C214M 的Chromebook3擔

任程式編程資訊設備，所以下載的 VEXcode V5 版本為相容 Chrome 作業系統的

                                                      
2 官方 VEXcode V5 下載網址: https://www.vexrobotics.com/vexcode/install/v5 
3 相關硬體規格請參閱 ASUS 官網: https://smb.asus.com/product/intro/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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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實際 VEXcode V5 操作與 C214M 請參考圖 11 所示。 

 

圖 11. C214M 與 VEXcode V5 操作示意圖 

二、 研究過程與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透過比較兩種常用的 V5 機器人底盤驅動(drivetrain)結構: 1. 

Standard drive (4-motors)、2.X drive，針對兩種底盤驅動結構以及馬達輸出探討

在 1.移動性、2.拖曳性與 3.準確性的表現差異。本章節將針對研究設計與程式設

計(VEXcode V5)兩部分說明。 

(一)、研究設計 

本次研究主要評估兩種機器人底盤驅動結構進行分析，首先我們需要完成

底盤的組裝，為了統一兩種底盤結構，我們採用比賽規定長度 17.5 英吋

(44.5cm)C-channels 鋁合金當作主要結構，輪子則採用直徑 4 英吋的萬向輪進行

組裝，每個輪子都有獨立的馬達提供動力輸出，組裝原則以降低零件裁切為原

則，並將主機安置在底盤中心位置為主，經過組裝 Standard drive 的底盤結構如

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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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Standard drive 底盤結構 

X drive 底盤結構相對需要裁切 C-channels，我們採用 17.5 吋的 C-channels

來搭建 Standard drive，由於四個萬向輪需要將結構向內彎曲 45 度角，所以先裁

切然後利用 45 度夾角的角板(gusset)鎖定結構，以確保角度的正確。X drive 所使

用的主機、輪子與馬達都是相同的型號與尺寸，經過組裝後的 X drive 結構如圖

13 所示。 

 

圖 13. X drive 底盤結構 

完成兩種底盤組裝後，利用傳輸線將馬達與主機進行連接，安裝接收器，

最後連接上電池提供電力，進行簡單測試，確定馬達可以順利運作。本次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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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分析不同底盤驅動結構的差異，為了清楚呈現研究架構我們將研究架構繪

製成圖 14 研究架構圖。 

 

圖 14.研究架構圖 

從圖14來看，本次研究的變因有兩種:1.底盤結構(Standard drive 與X drive)

與 2.齒輪組(36:1 與 18:1)。在實驗設計部分包含三大類:1.速度測試、2.拉力測試

與 3.自動駕駛，速度測試主要對移動性表現進行測試，拉力測試主要針對拖曳性

進行測試，自動駕駛則提供準確性書據進行分析。以下將針對上述 1.速度測試、

2.拉力測試與 3.自動駕駛三種實驗設計進行說明。 

1.速度測試(移動性) 

在移動性測試主要針對機器人移動速度進行測試，主要測量方式記錄底盤

驅動結構在固定距離運動時所需花費的時間，本次速度測試的距離為 3 公尺，測

試的場地在 V5 的正式場地進行。每種底盤與齒輪組的組合進行 10 次速度測試，

為了準確計時我們採用程式與碰撞感應器(圖 15 所示)結合進行計時工作，當按

下主機螢幕時機器人開始向前行進，當碰撞感應器撞擊後停止計時，行進所需的

時間會顯示在主機的螢幕(圖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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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碰撞感應器 

 

圖 16.計時器顯示圖示 

以圖 16 為例，在本次行動性測試中，機器人在 3 公尺距離中，完成任務所

需的時間為 4.22 秒。 

2.拉力測試(拖曳性) 

拉力測試主要收集底盤驅動結構所產生的扭力數據，研究的方式主要是讓

不同的底盤結構來拉力測試器，本次主要是使用具有掛鉤的電子拉力器進行測試

(圖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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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電子拉力器 

測試時候我們將拉力器固定，測量單位選擇牛頓(N)，拉力器設定為記錄最

大拉力值，研究收集的場地也在 V5 的正式場地進行，資料的收集以掛鉤連結機

器人與拉力器，操作方式透過程式撰寫控制驅動馬達持續運作 3 秒鐘，利用機器

人後退方式拉動拉力器，每種底盤進行 10 次的資料收集，持續記錄機器人 3 秒

鐘內所產生的最大拉力值，並記錄在拉力器上面所顯示的拉力為多少牛頓(圖 18

所示)。以圖 18 為例，本次 X drive 機器人所產生的拉力為 32.1 牛頓(N)。 

 
圖 18.電子拉力器測試示意圖 

3.自動駕駛測試(準確性) 

由於正式 V5 機器人比賽中包含 15 秒的自動賽(Autonomous)，與 105 秒遙

控器操作，另一項技能挑戰賽則是有 60 秒的自動賽(Autonomous)。在自動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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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時機器人是透過事先編寫的程式來執行任務，沒有任何人為的操作介入。由於

自動賽強調機器人必須精準的移動到預設的位置然後執行任務，在準確性測試中

我們規劃移動的任務來檢測機器人移動的準確性。 

為了測試機器人在自動賽移動的準確性，我們在場地的四個角落規劃邊長為 60

公分的正方形為任務區，並規劃 1~4 的移動順序(圖 19 所示)，機器人需要依照

順序完成程式撰寫。 

 

圖 19. 準確性場地任務位置圖 

判定是否成功抵達任務區主要依據機器人四個車輪是否可以同時在任務

區，如果有一輪沒有進入任務區則視為沒有準確抵達任務區，圖 20 示範任務成

功與失敗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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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任務成功與失敗示意圖 

準確性測試則是透過城市預先設計機器人行走路線與任務，然後執行程式

針對機器人是否能夠順利進入任務區來判定程式任務是否準確完成。由於正式比

賽的自動賽時間為 15 秒，所以程式設計以 15 秒內積器任必須抵達四個任務區然

後回到原點(第一個任務區)。 

程式的撰寫以 Vexcode V5 程式來完成，程式透過傳輸線下載到機器人主機

之中，在測試之前機器人要進行調整，確定可以 100%進入任務區之後才開始測

試。在準確性測試中每一台機器人都要進行 10 趟測試，在測試中主判斷與紀錄

機器人是否可以四個輪子都進入任務區，依照實驗設計機器人如果記錄在一趟中

如果四個任務區都成功進入，則功率視為 100%，如果一個任務區失敗則成功率

為 75%依此類推。 

本次研究中同時探討兩種不同的齒輪組機器人在行動性、拖曳性與準確性

的表現(18:1 與 36:1)。當機器人完成 18:1 齒輪組的三種實驗，我們會將四個馬

達的齒輪組進行更換，更換成 36:1 的齒輪組，然後再進行三種實驗。 

本次研究為降低所以研究誤差，同時採購兩套全新機器人零件，所有零件皆為全

新未開封，隨機先選取一套進行 Standard drive 底盤結構，另一套則組裝成 X drive

底盤結構。所有 8 顆馬達隨機分派分成兩組。除了 X drive 需要裁切之外，底盤

零件部分盡量以不裁切為原則。 

本次兩台機器人的長寬尺寸皆為 17.5 英吋，由於要進行測試行動性、拖曳

性與準確性實驗，兩台機器人進行秤重，X drive 底盤的重量為 2750g，Standard 

drive 的重量為 2500g，為了統一重量我們在 Standard drive 安裝兩塊鋁合金板，

經過測量重量增加為 2750g(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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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Standard drive 鋁合金板示意圖 

(二)、程式設計(VEXcode V5)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軟體為 VEXcode V5，分別設計三種程式進行資料收集，

分別為 1.計時程式(行動性)、2.拉力馬達運作定時程式(拖曳性)3.PID 自動控制程

式與 4.自動賽程式(準確性)，透過輔助程式設計協助資料收集的便利性與降低實

驗誤差，提高實驗的準確性。以下將針對行動性計時程式、拖曳性拉力測試馬達

運作定時程式、PID 自動控制城市與準確性自動賽程式進行說明。 

1.計時程式(行動性) 

為了準確紀錄底盤結構在相同距離的行進時間，結合碰撞感應器與程式來

完成計時工作，圖 22 為行動計時程式的程式塊，該程式將馬達的輸出設定為最

大值(100%)，該程式可以透過主機螢幕觸控啟動，然後進行計時，當碰撞感應器

受到撞擊後會馬達會停止，結束計時然後將時間數據顯示在主機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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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計時與碰撞感應器應用程式塊組合範例 

2.拉力馬達運作定時程式(拖曳性) 

第二種測試為拖曳性拉力測試(圖 23 所示)，在程式中仍然採用觸控主機螢

幕執行馬達運作，該程式將馬達的輸出設定為最大值(100%)，馬達轉動時間則設

為定時，馬達運作時間長度為連續 3 秒鐘，時間一到所有馬達就會停止運轉，然

後我們可以從拉力機上面螢幕讀取剛才三秒內底盤所產生最大拉力的數值。 

 

圖 23.定時應用程式塊組合範例 

3.PID 自動控制程式 

為了讓底盤結構在行進中轉向更精準，直線方向不要偏離，我們搭配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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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器(inertial sensor) (圖 24所示)與 PID控制程式(圖 25所示)來提高轉向的準確

性4。 

 
圖 24.慣性感應器 

 

圖 25.PID 自動控制程式塊組合範例 
                                                      
4 PID 在 VEXcode 應用可以參考先前發表資料: 黃昱誠、陳宥潔、陳怡翔、黃昭銘(2021)。有「感」

而發-探討外部感應器對機器人競賽表現效能評估。ICEET 2021 數位學習與教育科技國際研

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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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為本次實驗所撰寫的 PID 自動控制程式，透過慣性感應器提供的數

據資料，應用在 PID 控制程式中可以讓機器人在行進中隨時修正偏差角度，讓

機器人可以保持直線前進，以及轉彎後角度的修正，透過這個程式減少機器人因

為移動角度偏移所產生的影響，進而提高實驗數據的準確性。 

4.自動賽程式(準確性) 

在完成上述三個定義模塊之後，透過程式結合定義模塊與 PID 自動控制程

式使用，我們完成第三組的程式編程，請參閱圖 26 所示。透過上述三種程式的

協助，讓我們在收集數據時能夠更精準、更快速地完成資料收集工作。 

 
圖 26.準確性程式設計程式塊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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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 

本次研究結果將分成三個段落，分別針對行動性、拖曳性與準確性進行說

明，然後在每一個段落再分別針對兩種齒輪組(18:1 與 36:1)與不同的底盤驅動結

構(Standard drive 與 X drive)與進行深入分析。 

一、行動性 

首先我們先針對 18:1 與 36:1 齒輪組進行兩種底盤驅動結構進行行動性分

析，在 3 公尺的距離中兩種底盤結構完成任務的時間經過紀錄、繪製成圖 27、

28 分析圖。 

 

圖 27. 不同底盤驅動結構行動性折線分析圖(18:1) 

圖 27 顯示 X drive 在行動性表現上，移動 3 公尺所花費的時間大約介於

2.23~2.3 秒之間，而 Standard drive 所花的時間則是介於 2.86~2.91 秒之間。 

圖 28 則是使用 36:1 齒輪組情況下，Standard drive 在行駛 3 公尺所花費的

時間大約介於 5.58~5.7 秒之間，X drive 所花費的時間則介於 4.19~4.26 秒之間。

比較圖 26 與圖 27 可以看到 X drive 的移動時間不論採用 18:1 齒輪組或是 36:1

齒輪組都低於 Standard drive 的表現，顯示 X drive 的行動性優於 Standard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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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不同底盤驅動結構行動性折線分析圖(36:1) 

表 3為上述資料所整理後的平均值。表 3中X drive(18:1)的平均秒數為 2.249

秒，36:1 的平均秒數為 4.218，Standard drive 則分別為 2.878 秒與 5.612 秒。顯

示 36:1 的齒輪組所需的時間高於 18:1 齒輪組，這個結果顯示 X drive 在行動性表

現優於 Standard drive。 

表 3.不同齒輪與底盤驅動結構行動性結果統計表 

 
X drive Standard drive 

18:1 36:1 18:1 36:1 

平均值(秒) 2.249 4.218 2.878 5.612 

 

三、 拖曳性 

接著我們先針對 18:1與 36:1齒輪組進行兩種底盤驅動結構在拉力器的數據

結果繪製成圖 29、圖 30 折線分析圖。從圖 29 來看，X drive 所產生的拉力值大

約介於 17.6N~19.4N 之間，Standard drive 則是介於 37.4N~40N 之間。 

如果更換 36:1 齒輪組之後，在圖 30 中，Standard drive 的拖曳性所記錄到

最大拉力介於 36.3N~42.9N 之間，X drive 的拉力值則介於 19.9N~21.7N 之間，

從圖 29與圖 30可以發現 Standard drive在兩種齒輪組的拉力表現都高於X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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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不同底盤驅動結構拖曳性折線分析圖(18:1) 

 

圖 30.不同底盤驅動結構拖曳性折線分析圖(36:1) 

為了進一步比較拉力值表現，將上述數據經過計算將平均值繪製成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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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不同齒輪與底盤驅動結構拖曳性結果統計表 

X drive 
X drive Standard drive 

18:1 36:1 18:1 36:1 

平均值(N) 18.31 20.68 38.54 39.52 

 

表 4 中 X drive(18:1)的平均拉力為 18.31N，36:1 的平均拉力為 2068N，

Standard drive 則分別為 38.54N 與 39.52N，在拖曳性拉力表現上顯示 X drive 在

行動性表現優於 Standard drive，儘管 X drive 使用 36:1 的齒輪組企圖產生更大的

拉力，不過所產生的拉力表現(20.68N)仍然比 Standard drive 在 18:1 齒輪比的表

現 38.54N。 

三、準確性 

本次準確性的研究主要分析透過自動賽程式編程任務評估機器人底盤驅

動結構是否能夠抵達任務區的成功率，經過資料收集將成功率繪製圖 31與圖 32。 

 

圖 31. 不同底盤驅動結構準確性折線分析圖(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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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不同底盤驅動結構準確性折線分析圖(36:1) 

從圖 31 與圖 32 來看，X drive 在準確性表現能夠維持 100%的表現，顯示

機器人能夠成功進入設定的任務框，而 Standard drive 的表現則介於 25%~100%

之間，除了準確性低外，從成功率的表現顯示機器人在執行程式的不穩定性較

高，機器人可以 100%準確抵達任務框，也可能只有成功一次抵達任務框(25%)，

這樣的表現對於機器人自動賽會有比較大的影響。為進一步探討準確性的平均

值，將資料進行計算並整理成表 5。  

表 5.不同齒輪與底盤驅動結構準確性結果統計表 

X drive 
X drive Standard drive 

18:1 36:1 18:1 36:1 

平均值(N) 100% 100% 67.5% 70% 

從表 5 來看 X drive 成功率的平均值為 100%，而 Standard drive 在 18:1 齒

輪組的平均值為 67.5%，在 36:1 齒輪組的平均值為 70%。雖然 36:1 齒輪組的成

功率有提升，不過仍然比 X drive 的平均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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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本次研究主要針對不同底盤驅動結構在行動性、拖曳性與準確性表現進行

評估，本章節針對研究結果進一步討論導致差異的可能因素進行說明。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在行動性表現上 X drive 優於 Standard drive，由結果顯

示 X drive 可以發揮較高的移動速度，X drive 的底盤驅動結構可能比較適合需要

高速移動的比賽任務，透過高速移動可以越快抵達任務地點完成任務，這對於僅

有 2 分鐘的比賽，高速移動往往代表能夠在賽場上獲得先機。 

為了進一步分析兩種底盤驅動結構在行動性表現的差異的原因，進一步分

析實驗設計時，機器人的重量相同、馬達輸出相同，那麼造成的原因就可能是輪

子與場地的摩擦力。依照牛頓定律摩擦力計算公式為: 

物體與地面的摩擦力=重量 x 摩擦係數 

要證實輪子與地墊的摩擦力造成行動性顯現的差異，受先需要測量物體與

地面的摩擦力，透過電子拉力機的協助可以得知當拉動底盤驅動結構時所需要的

力(摩擦力)，在重量相等情況下可以算出底盤的摩擦係數(輪子的摩擦係數)。 

不同的底盤驅動結構分別進行 10 次摩擦力測試，所得到的地面磨擦力平

均值製作成表 6。 

表 6.不同底盤驅動結構摩擦力比較表 

 X drive Standard drive 

地面摩擦力平均值(單位:牛

頓 N) 
11.71N 12.84N 

 

從表 6 可以看到 X drive 的地面磨擦力約為 11.71N，而 Standard drive 的地

面磨擦力為 12.84N，在相同的重量情況下，兩種底盤驅動結構中輪子的擺放位

置產生不同的摩擦係數，從地面磨擦力實驗來看，X drive 的傾斜 45 度的輪子結

構相較於 Standard drive 輪子結構，可能具有較小的摩擦係數，較小的摩擦係數

26



對底盤而言具有起步快、加速快的優勢，因此 X drive 底盤驅動結構在行動性表

現上優於 Standard drive。 

在拖曳性表現上本次研究顯示Standard drive可以提供較大的拉力，X drive

就算換上 36:1 的齒輪組仍然無法輸出 Standard drive(18:1)齒輪組。這個結果顯示

X drive 在提高行動力表現的同時也失去拉力表現。在 VEX V5 比賽中常常有障

礙物需要機器人越過，或是爬上平台獲得高分，此外在場地上或許需要移動較重

的比賽得分套件，或是與其他機器人拉扯，這時候拉力表現就扮演重要的功能。 

以力學的角度來看，如果假設輪子的輸出為 1.414N(  N)，以 X drive

來看分力，向前的力只剩下 1N(圖 33 所示)，如果四顆馬達所造成的差異就更大，

Standard drive 的拉力比 X drive 多 1.626N，所以說 X drive 的拉力一定遠遠落後

Standard drive。 

 
圖 33. X drive 輪子拉力分力圖 

在準確性表現上，X drive 在自動賽的表現優於 Standard drive，在實驗過

程中常常發現特別是 Standard drive 在轉彎時比較容易碰觸到場地圍欄，導致偏

差現象發生，雖然我們有利用慣性陀螺儀與 PID 自動控制修正，不過自動修正

需要花一些時間方可以將底盤調整到預設的角度。 

由於 X drive 在轉彎時不需要進行轉彎過程，只要改變輪子的輸出方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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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完成轉向的工作。為了清楚說明為什麼 Standard drive 在轉彎時容易碰撞到

金屬護欄，特別繪製圖 34 Standard drive 迴轉半徑與面積說明圖加以說明。 

 
圖 34. Standard drive 迴轉半徑與面積說明圖 

從圖 34 來看，白色正方體代表 Standard drive 底盤面積(17.5 英吋 x17.5 英

吋，當底盤進行轉彎 90 度時(從 A 點到 B 點)，此時的迴轉半徑為 8.75x 英吋，

當轉彎時需要與原來底盤面積更大的面積(綠色區域)，造成底盤結構碰觸到場地

金屬護欄，讓底盤產生較大的轉向誤差。由於需要較大的迴轉面積，導致底盤容

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造成轉彎角度偏，最後影響準確性的表現。 

歸納上述原因:1.PID 自動控制修正需要調整時間、2. Standard drive 迴轉半

徑與面積過大，導致 Standard drive 在準確性表現較低的結果。 

本次研究主要針對不同底盤驅動結構在行動性、拖曳性與準確性表現進行

評估，總結上述的討論結果進行評估完成比較表(表 7 所示)。 

表 7. 不同底盤驅動結構總體表現比較表 

 第一名  第二名 

移動性 X drive > Standard drive 

拖曳性 Standard drive > X drive 

準確率 X drive > X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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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7來看在本次實驗結果顯示在行動性表現上X drive優於  Standard 

drive， 在拖曳性表現上Standard drive優於X drive，在準確性表現上則是X drive

優於Standard drive。 

陸、結論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的底盤驅動結構在行動性、拖曳性與準確性都有不同

的表現，在行動性表現 X drive 由於輪子的排列構造可形成較低的摩擦係數，低

摩擦係數讓 X drive 有著高速移動的能力，能夠快速在比賽場地上迅速移動，爭

取更多得分機會。雖然 Standard drive 的移動速度較慢，不過由於其結構比較簡

單，除了更換齒輪組(gear cartirages)還可以透過外加的齒輪組合來獲得更高的速

度，彌補先天的弱勢。 

研究結果中顯示 Standard drive 具有拖曳性表現優勢，這是 X drive 先天的弱

勢。或許可以透過其他的齒輪組何來提高其拉力，例如當改用 36:1 的齒輪組(gear 

cartirages)時 X drive 的拖曳性表現就優於 18:1 的齒輪組(gear cartirages)，不過值

得一提的是，X drive 的輪子結構有其複雜性，只能利用更換馬達的齒輪組(gear 

cartirages)來提升拖曳性表現，如果要再利用額外的齒輪結構來提高拉力表現則

有其侷限性。 

最後在準確性表現上，X drive 在執行程式進行自動賽正確抵達任務框的成

功率高達 100%，顯示 X drive 在執行自動賽的優勢，歸納這個成因有可能是因

為 X drive 的四個輪子與車身呈現往內呈現 45 度角的結構，可能這個結構讓機器

人在轉彎時不用考慮迴轉半徑與面積的問題，比較不容易受到場地影響，在轉彎

時能夠順利完成轉彎，提高抵達任務框的成功率。 

反觀 Standard drive 由於轉彎時需要考慮迴轉半徑與迴轉面積問題，容易受

到場地空間物體影響，例如場地金屬護欄，造成轉彎角度偏差，雖然有 PID 自

動控制程式可以進行修正，但是 PID 修正需要時間進行調整，如果兩次轉彎的

時間過於接近，可能導致誤差角度持續累加，嚴重影響準確性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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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研究中我們歸納出以下重點，X drive 的結構複雜，尤其需要額外撰

寫程式來控制四顆角度不同的馬達轉向來達成前進、後退、右移、左移與轉彎等

複雜的移動任務。雖然有著高速移動的優勢，但是較高的行動性需要付出低拉力

輸出的代價，而且要直接從底盤動力輸出結構來提升拖曳性表現有其困難度，尤

其在面對需要跨過障礙物的障礙賽或是需要爭搶比賽得分套件之對抗性比較強

的過程，X drive 底盤往往容易趨於劣勢。 

雖然 X drive 在拖曳性表現不如 Standard drive，但是在去年 V5 比賽中快速

移動性與自動賽的較高的準確性讓 X drive 底盤大放異彩，回顧當年度比賽中成

績優異的賽隊中大多選擇 X drive 當作設計底盤，換言之 X drive 底盤結構仍有其

優異性。 

Standard drive 在拖曳性表現完全領先 X drive 的表現，不過大拉力輸出所付

出的代價就是移動速度變慢，這在比賽場地需要爭搶得分套件的過程中尤其弱

勢。雖然 Standard drive 的行動性表現雖然略低於 X drive， 但是 Standard drive 因

為結構簡單所以可以透過其他齒輪組合方式提高行動性表現。 

實驗中由於 Standard drive 在自動賽時候由於轉彎需要較大的迴轉半徑與面

積，比較容易受到場地環境因素影響，造成移動位置不容易精確掌控。後續針對

準確性部分可以仰賴外部感應器的輔助來提高準確性，例如光學距離感應器

(optical distance sensor)、optical rotation sensor 等提供相關數據來穩定機器人表

現。 

V5 機器人比賽充滿挑戰性，透過本次的研究可以發現每一種機器人的優勢

與侷限性，研究發現讓我們進一步了解各種底盤的優勢，以及思考如何利用外部

結構、感應器輔助來突破現有的侷限性。這些研究發現對於來年的比賽提供重要

的資訊與自我學習與努力的方向，在未來的一年中可以針對底盤結構的侷限性能

夠持續探究，分析與找出解決之道，期望在未來的比賽能夠有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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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自閉症個案接受擴增實境技術融入的情緒辨識教學之影

響，研究方法採用單一受試者研究法多階段介入設計，研究設計為A─B─A’─
B’的倒返設計，比較AR融入影片教材的情緒辨識、以及AR融入影片教材的情
緒辨識及社會技巧教學介入，藉由教學介入提升受試者的情緒辨識能力。研究

結果顯示，受試者在經過八週教學介入之後情緒辨識的表現呈現進步趨勢，但

整體未達顯著水準。而難過、害怕的情緒分別在兩階段介入皆有達到顯著進

步，生氣情緒則是介入後呈現微幅退步趨勢。 

關鍵詞：自閉症、情緒辨識教學、擴增實境、單一受試者實驗研究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applying augmented reality on emotion recognition 

learning for a high school student with autism. Research method is a single-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A-B-A’-B’ four phases. Comparing B phase and B’ phase, 
We expect that the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subject’s emotion recognition ability. As 
a result, subject’s emotion recognition ability showed a trend of improvement after 8 
weeks intervention, but it didn’t reach a significant level. The ability of recognizing 
sadness and fear reached significant level in the B and B' phase respectively, and angry 
showed a slight regression tre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Keywords: Autism, teaching emotion recognition, augmented reality, single-
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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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自閉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學生的核心困難為社交互動溝
通上有障礙（美國精神醫學學會，

2014），他們因為身心特質和發展，在
理解他人的情緒訊息以及情境脈絡的

理解能力弱，影響ASD學生的人際關
係。訊科技融入的教學可以提升ASD
學生社交能力，如影片示範教學、電腦

輔助教學和延展實境技術（趙家琛、吳

思宜，2018）。其中AR技術能提升ASD
學生注意力和學習動機（Chien, 2016）；
藉由動態的教材呈現，對視覺型的學

習者說，可提供有效提示、將概念具體

化呈現，提升學習成果。 
ASD學生對於臉部表情敏感度低

（劉耿良、顧維倫、陳學志、楊宗仁、

林慧麗，2016），透過AR的技術放大
影片教材當中的情緒臉部，讓學生注

意到教材當中的臉部表情。研究目的

如下： 
1.設計情緒辨識教學的AR影片教材。 
2.運用AR結合影片教材對ASD高中學
生「情緒辨識」學習成效之影響。 

貳、 文獻探討 
一、 自閉症學生的特質與情

緒辨識能力 
Bellini（2011）指出ASD四大面向

的核心困難：分別是非語言溝通困難、

社交起始困難、社交互惠困難以及社

會認知困難，非語言溝通中包含情緒

辨識能力。研究發現ASD學生在生氣、
難過和害怕情緒上辨識能力比一般同

儕差（Tell, Davidson & Camras, 2014），
這項困難導致他們常說錯話，也不太

會察言觀色，而且生氣、難過等情緒在

人際交往上若有誤判，容易造成誤解

和衝突。 

二、 擴增實境技術融入自閉

症學生情緒辨識教學 
Baragash、Samarraie、Alzahrani與

Alfarraj（2020）以AR技術融入特教教
學後設分析，社會技巧教學的效果值

達到0.942。鍾其軒（2017）研究ASD學
生情緒教學和社會技巧融合AR技術，
分別是影片示範教學和社會性故事的

呈現，學生情緒辨識能力在維持期都

有進步。AR的視覺提示可以幫助ASD
學生建構有效判別情緒社交線索的視

覺框架，並且幫助他們提升辨識情緒

於複雜社交情境中的能力。 

參、 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者研究設計，

採用倒返設計（A—B—A’—B’），A階
段為基線期、A’階段為倒返；介入期B
階段與B’階段為兩種介入方式分為別
「AR融入影片教材進行情緒辨識教
學」，以及「AR融入影片教材進行情
緒辨識教學以及社會技巧教學」。 

二、 研究對象 
研究參與對象為某市立高中普通

班ASD學生一名，受試者以立意取樣，
因受試者在人際互動上時常有衝突和

挫折，在需要辨識情緒的情境時容易

誤解、未察覺他人情緒，造成關係惡化。 

三、 研究工具 
(一) 臉部情緒辨識量表 
臉部情緒辨識量表為每階段受試

者情緒辨識能力的評量，本量表由陳

建中、卓淑玲和曾榮瑜（2013）所發展
的「台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心理生

33



理資料庫—專業表演者臉部表情常模

資料」當中快樂、悲傷、生氣和害怕的

臉部照片作為題目。題目經過評分者

間信度一致考驗，量表每次16題。 

(二) AR融入影片教材 
本研究選取快樂、悲傷、生氣、害

怕四種情緒教學，AR技術利用Spark 
AR軟體製作相機濾鏡，能偵測人臉並
做放大的效果。呈現畫面如圖1。 

圖1 AR濾鏡的影片教材畫面 

四、研究步驟 

(一) 進行實驗研究 
1.A階段基線期進行三次，直接進行評
量。 

2.B階段進行八次AR融入影片進行情
緒辨識教學，教學後執行評量。 

3.A'階段倒返期進行三次和基線期方
式相同。 

4.B'階段進行八次AR融入影片進行情
緒辨識教學和社會技巧教學。 

四、 資料分析 
(一) 目視分析法 
目視分析分為「階段內」以及「階

段間」兩部分分析（鈕文英、吳裕益，

2011）。 

(二) C統計考驗 
分析B階段以及B’階段的評量資

料，帶入C考驗公式，若計算出的值達
顯著水準則表示該介入階段內變化的

趨勢可推論介入有效。 

肆、 結果與討論 
(一) 整體情緒辨識能力 

受試者整體情緒辨識量表分數的

表現 (圖 2)，階段內的平均值為

B>B’>A’>A，B和B’階段均為上升趨勢。
階段間部分，從A階段到B階段是上升
趨勢，效果變化為正向，且兩階段重疊

百分比為14%，顯示介入具有立即的效
果。從A’階段到B’階段也是上升趨勢，
兩階段重疊百分比為38%，顯示B’階段
相對A’的撤除階段，受試者評量分數
有正向進步的趨勢。然而B階段和B’階
段內C考驗並未達到顯著。 

圖2 四階段的趨勢圖 

(二) 個別情緒辨識能力 
快樂情緒維持一致的全答對率，

此實驗成果與以往的文獻所提及相同，

因ASD學生在快樂情緒的辨識上與一
般同儕沒有差異。悲傷情緒以目視分

析法來看，在B和B’階段呈現進步趨
勢，以C統計考驗分析，在B階段悲傷
的答對率達到了顯著水準。生氣情緒

以目視分析法來看，在B階段呈現無變
化，在B’階段呈現下降趨勢，沒有進
步趨勢反而有微幅倒退，以C統計考驗
來看在B和B’階段都沒有達到顯著。
害怕情緒以目視分析法來看，在B階段
呈現下降趨勢，但在B’階段呈現進步
趨勢，且已C統計考驗分析，B’階段
的進步趨勢達到顯著水準。悲傷和害

怕兩種情緒有達到顯著進步水準，與

王儷穎（2010）和趙家琛與吳思宜
（2018）的數位媒體教材教學ASD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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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情緒辨識的研究結果一致。 

伍、 未來展望 
本研究對象為高中階段的ASD學

生，未來研究可擴展至其他年級階段

和障礙程度，藉此了解在不同教育階

段和條件之下是否影響AR融入情緒辨
識教學的學習成果。本研究對於受試

者在情緒辨識能力，雖未達顯著，但具

有提升的效果，未來的研究可以再分

別以不同的教材做為變項，融入AR技
術，以了解AR技術是否在開發情緒辨
識教材上還有其他合適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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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發展與評估運算思維融入國小中年級英語字母拼讀教學法之互

動式多媒體教材。研究採用設計本位研究法（Design Based Research, DBR），進

行教材發展，於教材製作前邀請兩位國小英語教師進行需求訪談，並於教材製作

後請兩位分別具有人機介面專業與英語教學專業之專家進行試用，並給予使用回

饋，以確保教材內容符合教學需求，以訪談結果，作為教材之修正依據，進行再

設計，同時撰寫未來研究建議，以利後續研究參考。 
 
關鍵字：字母拼讀、運算思維、設計本位研究 

 

Abstract 
The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n interactive multimedia teaching materials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to English phonics for fourth grad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This research adopted the Design Based Research (DBR) method 
to develop teaching materials.  At first, two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were 
invited to conduct demand interviews.  After the teaching materials being produced, 
two experts will be invited to try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give feedback to ensur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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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 satisfied the teaching demands. The interview results of the two experts 
were used to refine and redesig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were given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Keywords: Phonics、Computational Thinking、Design Based Research (DBR) 
 

壹、 前言 
  在全球化的今天，英語系國家對世界經濟與政治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使得英語成為國際性的共同語言。依照108學年度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英語文應該更注重語言的使用，建構有效的學習策略，與訓練邏輯思

考的能力，以面對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為終身自學奠定基礎。 
  朱惠美（2003）提出字母拼讀教學可增進學習者認字及拼字的能力，更有

助於提昇閱讀與背誦單字的能力。「字母拼讀法」即是讓學生經由觀察字母和

聲音之間的關係，再將可能的規則加以分析、歸類，讓學生可以在看字之後立

即唸出該字。然而，儘管教學現場的老師採用字母拼讀法進行教學，學生的吸

收仍舊有限，常常會出現背過就忘的現象（陳憶安，109；黃千宜，107）。 
  在資訊科技飛躍式進步的現今社會，生活處處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資料與數

據，跨領域能力人才是未來不可或缺的，因此越來越多專家及學者們針對運算

思維融入其他學科領域進行研究。張振豪和黃武元（2020）認為運算思維可以

增進一個人的分析能力，並且擴展到生活上各個層面，所以讓運算思維融入各

種教學活動、甚至是可以活用到生活當中是很重要的。 
  因此研究者希望可以將英語字母拼讀教學結合運算思維的核心概念來設計

適合國小學生的英語字母拼讀輔助教材，透過教材引導學生建立一套系統性的

英語認字策略，提供教師在課堂上或學生在課後進行使用，以提高學生學習英

語的興趣與成效。 
  根據上述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為探討運算思維融入國小中年級英語字母

拼讀教學法之互動式多媒體教材發展與評估。 

貳、 文獻探討 

一、 字母拼讀法 

  字母拼讀法便是指教導學生利用英語字母及其發音之間的關係，引導學生

觀察其中拼字原則，並拼出單字。意即學生能夠在看到單字後，根據拼讀規則

劃分音節，並利用字母在單字間提供的發音線索，將字彙拼寫並唸出來

（Adams, 1990；Blevins, 1998；依筱雯，1997；林志誠，2000；朱惠美，

2003）。 
  針對字母拼讀教學，Blevins（1998）提出合成法，並將字母教學過程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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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步驟，研究者在與教學現場之教師進行訪談後，發現目前國小英語字母教

學模式與Blevins所提出之合成法較為相似，因此本研究將根據合成法教學步驟

進行教材設計，並為其所提出的教學步驟之階段名稱定義為：字母識別、發音

學習、組合熟悉、綜合運用。期望利用教材引導學習者辨識字母、學習字母發

音、熟悉組合規則，進而運用已學會的字母組字與拼讀陌生字彙。 
  針對近五年國內有關字母拼讀法的研究，將研究對象聚焦於國小學童，可

大致分為兩個研究面向，一是將字母拼讀輔以不同教材進行教學（黃千宜，

2018；陳筠蓉，2019；洪芷薰，2021），另一則為探究字母拼讀教學策略（李偉

甄，2019）。 
  由上述文獻可知，國內有關字母拼讀法的研究，對字母拼讀法皆持有正向

肯定，認為有助於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成效。但是在教材研究的部分，多

是使用現有教材或是市面販售教材，因此在教學上，多數時候皆是教師迎合教

材；在研究建議的部分，則有其他研究者提及教師教學應多樣化、教材可更進

一步發展或探討（周家賢、佘永吉，2016；伊婷、葛竹婷，2019；陳筠蓉，

2019；洪芷薰，2021），然而卻無人針對字母拼讀教材進行相關發展與研究，因

此本研究將以發展字母拼讀教材為主要目的，設計適合國小中年級學生之英語

字母拼讀教材。 

二、 運算思維 

  運算思維一詞是由Jeannette M. Wing於2006年提出，並將其定義為「利用基

礎電腦科學概念解決問題、設計系統，並了解人類行為的方式，為反應電腦科

學領域的心智工具。」，其核心概念包含四項，分別為：拆解問題、模式辨

別、抽象化、設計演算法，是解決問題的流程（Wing, 2006；Google, 2015）。 
  Wing（2011）認為運算思維是每個人都應該具備的基本技能，並非專屬於

電腦科學家，且進一步強調日常生活中處處充滿著運算思維。研究者在搜尋運

算思維之相關文獻發現，國內大多數研究皆將運算思維融入資訊領域或數學領

域（黃玉如，2016；李建億，2018；吳穎沺，2020；曾鈺惠，2019；陳愉婷，

2020），較少數研究者將運算思維結合其他領域之學科研究（彭雯嫈，2018；
黃惠蘭、黃思華、黃健哲，2020）。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若將運算思維融入國

語文領域或是社會科領域，都能提升學生提問能力及該學科學習成效、學習動

機，且對學習專注度具有正面影響，現階段則尚未有將運算思維融入英語文領

域的相關研究。 
  Blevins 於 1998 針對字母拼讀教學提出合成法，是藉由教師教導，讓學生

發現英語發音規則，也讓學生練習英語組合與拆解字彙，並將教學分為四個教

學步驟，逐步教導學生學習英語識字。此教學方法與運算思維之核心概念不謀

而合，因此本研究將探討運算思維融入英語字母拼讀法教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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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媒體教材設計開發 

  近年來因科技日新月異，多數教材皆往多媒體形式進行發展，人們對於多

媒體也隨年代有著不同定義及內容，一般來說「多媒體」指的是運用兩種或兩

種以上的媒體進行資訊的傳遞，而其中媒體包含文字與圖像影音（鄭苑鳳、吳

燦銘，2016）。Mayer（2001）提出的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是以 Paivio（1986）
的雙碼理論為基礎，並基於認知理論，認為每個人一次能處理的訊息有限，再

根據生成性學習理論，說明人在建構新的知識時，大腦會主動將新知識與舊有

的先備知識進行連結，以理解並產生有意義的知識，隨後便陸續提出多項相關

設計原則，以利進行教材內容規劃與評鑑。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以 Mayer 的多媒體學習理論出發，參考 William W. 
Lee 與 Diana L. Owens（2003）所整理的多媒體教材設計架構進行設計與評鑑執

行教材製作，以使用者的需求為中心，進行教材設計與發展。 

參、 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於分析階段邀請兩位國小英語教師進行需求訪談，教材完成後，

再進行評鑑，並另外邀請兩位專家，分別為具有人機介面專業之專家與桃園市

某國小之英語科任教師為評鑑教材的試用者。評鑑過程將透過半結構式訪談，

以了解教材是否符合國小中年級英語教材。 

二、研究方法 

  研究過程採用設計本位研究法（Design Based Research, DBR），反覆執行實

施與評鑑，用以分析教材設計及評估教材，供日後研究。設計本位研究法是一

種有系統性步驟，且偏實作的研究方法，透過不斷的修正來解決問題，藉由反

覆的分析、設計、發展和評估來改善整個歷程（許瑛玿、莊福泰、林祖強，

2012）。 

三、研究資料收集 

  研究將透過兩階段的教材使用評鑑，開發適合國小中年級學童之運算思維

融入英語教材。研究資料將透過半結構式訪談進行收集，其中訪談內容將參照

《多媒體教學設計：數位學習與企業訓練》（William & Diana, 2003）與陳永婕

（2019）之評鑑項目進行改寫，並依據 Mayer（2001）所提出之六項原則：多

媒體原則、空間接近原則、時間接近原則、一致性原則、信號原則、分割原則

進行分析，訪談過程將透過視訊的方式，全程螢幕影記錄，並於結束後由研究

者撰寫，整理成逐字稿，以利後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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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教材設計製作過程將以此模型進行設計，步驟詳述如下，發展規劃

則如下圖 1： 

圖 1 研究者自行繪製教材發展規劃 
1. 分析：於此階段邀請兩位國小英語教師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以執行需求

分析。透過訪談可知，老師們期待教材在介面上，能夠簡單、好操作；

內容上，需系統性的規劃教材，循序漸進的加深、加廣教材的內容。在

本次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將針對教師們所提及之康軒版英語教科書進行

多媒體教材設計，以呈現運算思維融入英語字母拼讀之多媒體教材。 
2. 設計：本研究所發展之教材將以 Blevins 於 1998 年提出之合成教學法為

基礎，進行運算思維概念的對應，以設計出符合教學現場教師使用需求

的教材。教材單元設計與運算思維之對應關係如下表 1。表 1  
教材單元設計與運算思維之對應 

運算思維

能力 
字母拼讀

教學階段 
對應字母拼讀教學合成法 

（Blevins, 1998） 
教材單元 
名稱 

問題分解 字母識別 
引導學生辨識字母，劃分

英語字彙之音節，掌握拼

字脈絡。 
拆解字彙 

模式辨別 發音學習 教導學生字母發音，熟悉

字母與字音間的關係。 聽音讀字 

抽象化 組合熟悉 

提供實例，讓學生了解發

音規則，反覆訓練學生精

字母拼讀之規則，建立有

效的識字學習策略。 

聽音拼字 

演算法設計 綜合運用 

讓學生即便是看到不熟悉

的單字，也能夠建構一套

識字的步驟，透過推測字

音了解字義。 

歌謠韻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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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教材計上，以英語母音 a、e、i、o、u 進行單元分類，同時根據

Mayer（2001）多媒體學習設計原則將每單元劃分四個學習分支，每條

分支都有圖像及語音，搭配包含拖曳、填空等不同的操作模式，增加教

材互動的多樣性；此外，亦於教材每個頁面設有返回鈕，讓學習者可以

掌握自我學習步調。教材操作流程規劃，架構如下圖 2： 

圖 2 研究者自行繪製教材操作流程設計架構圖 

3. 發展：研究者選用 Articulate Storyline 3 為主要教材製作軟體，搭配使

用 Adobe Photoshop CC 與 Adobe Illustrator CC 繪製素材，並使用

Camtasia 進行影音剪輯。教材成品將輸出成 HTML5 互動網頁，同時提

供教學者與使用者教材 QR Code，方便使用者直接利用平板或手機掃描

使用，亦可透過電腦直接操作教材。以下為長母音 a 單元為例，其教材

說明畫面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教材畫面說明 

遊戲畫面 說明 

 

教材首頁，使用者打開教材第一個看到畫

面。 

 

教材單元主選單。 

 

依據長母音及短母音進行分類，讓使用者

可以依自己的程度進行螺旋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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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運行採闖關模式，使用者須確實完成

前一個課程，才能進入到下一個課程。 

 

英語字彙學習，使用者於拆解字彙前，先

熟悉單字。 

 

拆解字彙單元介面，使用者透過點選字母

雲，練習拆解單字。 

 

聽音拼字單元介面，使用者點擊錄音檔

後，透過拖曳字母魚，完成字彙。 

 

聽音讀字單元介面，使用者點擊錄音檔

後，用鍵盤直接輸入指定的單字。 

 

歌謠韻文單元介面，讓使用者藉由聆聽韻

文複習及加深印象。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4. 實施與評鑑階段：此階段將利用半結構式訪談，執行兩階段的評鑑，並

根據評鑑所得之回饋進行教材修正。 

肆、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之目標為開發適合國小中年級運算思維融入英語字母拼讀之教材。

在進行使用者需求分析後，確立教材設計方向為簡易、直覺的輔助型教材。在

運算思維融入教材的部分，參照教育部 2016 年「運算思維推動計畫」中提及之

四個核心能力：問題解決、模式辨別、抽象化、演算法設計來規劃教材，並與

Blevins 於 1998 年所提出的合成法進行對應。 
  教材完成後，研究者邀請兩位專家，進行專家教材試用評鑑，透過半結構

式訪談針對教材給予修正建議。兩位專家針對教材使用之回饋整理如下： 
一、在互動模式上，教材內容正確且操作簡單、直觀，吻合國小學童程度。 

「以我使用的部分來說，我覺得資訊都是正確的。...有漸進式的呈現教學內

容，目標也蠻明確的。用起來是流暢的。...整體來說很 OK，不要太複雜，

教材是簡顯易懂的。」（專 A_20220408） 

「教材使用上，算流暢的，因為他沒有很複雜的內容，所以其實應該是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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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邏輯上應該也還好。」（專 B_20220413） 

二、教材介面設計雖無大問題，但仍可以再進行按鍵微調，以符合更多使用者

的操作習慣。 
「有幾個按鈕我覺得可以再提示一下，比如說那個提交，就很邊邊角

角。...你可以確認一下四年級的教材需不需要注音，因為三年級的教材都

有，但我不確定四年級的有沒有。...剛剛循環的箭頭如果改成房子的形狀

感覺會更好。」（專 A_20220408） 

「大致上都蠻直觀的，除了回到主選單的圖片。不過這個其實也有操作說

明，所以也是還好。」（專 B_20220413） 

三、建議可以再增加其他互動模式，讓整體關卡更加豐富。 
「不過我在想不知道可不可以讓教材錄音？就是錄小朋友使用教材的聲

音，然後可以撥放出來，讓小朋友聽看看他們的聲音。」 

（專 A_20220408） 

「因為前面一路玩下來，就會覺得越後面應該要越難，比前面的更難，但

最後這段就好像還好。」（專 B_20220413） 

  依據訪談結果，與 Mayer(2001)所提之原則進行分析，這套教材大致吻合多

媒體原則、空間接近原則、時間接近原則、一致性原則與分割原則，但是在信

號原則上則可以再進一步修正，例如：兩位專家共同都有提到回到主選單的按

鍵圖片可以由原本的圖案改成房子的圖片。另外，在詢問專家針對本研究教材

是否有其他建議時，兩位專家分別給了不同的想法，一是教材可以增加錄音功

能，二則是可以在教材結尾增加其他互動，提高教材難度。 
  由訪談結果可發現兩位專家對於這套教材整體設計給予正面的肯定，並認

為這套教材能確實符合中年級學童學習程度。但教材設計上可以再有更多元的

互動模式，增加學童的練習機會，以提升學習成效。 

伍、 未來展望 
  本研究為發展運算思維融入國小中年級英語字母拼讀教學法之互動式多媒

體教材，研究者以運算思維之四個核心能力：問題解決、模式辨別、抽象化、

演算法設計，對應 Blevins 於 1998 年所提出的合成法，並將合成法的四個步驟

定義為：字母識別、發音學習、組合熟悉、綜合運用，以英語的五個母音進行

教材單元設計，透過文獻分析及半結構式專家訪談，使教材能更加貼近教學需

求。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對於教材設計及規劃持正向肯定，教材規畫亦符合國小

四年級學童之學習程度，能應用於教學輔助，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成效與動

機。 
  在跨領域的思潮下，許多專家學者們陸續將運算思維的概念融入不同學科

進行研究，本次研究針對英語教材進行發展與評估，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針對

其他學科領域之教材進行設計，提供學生更加多元的學習面向與思考模式。此

外，由於受限於教材製作軟體，無法提供教材錄音功能，使得學生在口說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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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稍嫌不足，建議未來可以針對這方面進行改良，增加學生在教材使用上的多

樣性，豐富整體教材的互動模式。最後，由於本次研究聚焦於教材發展，教材

是否能有效提高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及運算思維能力探究則不在本研究範圍

內，因此未來研究者亦可往此方向進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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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利用圖像結合創造力教學，對提升低年級學童創造力與創

造性問題解決能力成效之影響。研究方法採準實驗設計法，透過圖像結合創造

力教學融入課程，實驗教學為期三周共六節課，教學內容為研究者依據創造性

思維指標自編的創造性思維相關課程，共三子題單元，並輔以學生課堂創作作

品、教師觀察反省札記、課堂影像等等質性資料相佐證。兩組學童在接受實驗

教學課程之前、後，均分別接受自編學習單測驗之施測，並以成對樣本 t檢定

做統計分析，以了解圖像結合創造性思維課程對提升學童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

是否有所成效。 

研究發現如下: 

一、實施圖像創造力教學後實驗組學童在創造力表現有明顯成長。 

二、透過圖像創造力教學活動，學童表達與問題解決能力有明顯的進步。 

三、學童對於圖像創造力教學課程持接受與喜愛的態度，其學習反應與互 

    動都是正向且積極的。 

 

關鍵字: 創造力、圖像創造力、創造思考教學、創造性問題解決。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using images combined 
with creativity in teaching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roving the creativ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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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of lower grade students.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method is adopted, supplemented by qualitative data such as students' 
classroom creation works, teachers'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notes, and classroom 
images. 
    Creativity teaching is integrated into the curriculum through images, and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lasts for three weeks with a total of six lessons. It is a 
creativity-related course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ers, with three sub-topic units. 
Before and after receiving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urse,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administered the self-made learning sheet test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paired sample t test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image-combined creativity course was effective or not. It is 
effective to enhance the creativity and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skills of school 
children. 
The research found the following: 
1. After implementing the teaching of image creativity, the childr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growth in creativity. 
2. Through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image creativity, students' expression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3. Schoolchildren have an attitude of accepting and liking image creativity teaching 
courses, and their learning reactions and interactions 
    Movements are positive and positive. 

 
Keywords: 
creativity, image creativity, creative thinking teaching,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壹、前言 
    隨者教育資訊與科技的成長，藉由科技輔助學習，提升學生資訊素養改變

不同以往的教學模式，教育與科技協同合作，展現出多元的教育樣貌。因應環

境的瞬息萬變，創造力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Dewey(1910)提出創造力是問題解

決的能力，生活中許多訊息可以運用圖像來傳達，尤其對於能力、經驗有限的

孩子，其資訊來源更是直接來自於視覺圖像的刺激，Torrance(1988)認為創造

力是種思考的歷程，國內多位學者於研究中亦主張應多培育學生的創造力，並

應用於教學上，透過彈性變化的教學方式，運用創思策略以啟發學生的創造思

考能力(毛澤塭，2000；吳靜吉，2002；陳龍安，2006)。 

    近年來 PISA亦著重在創意思考這一區塊，透過在創意思考中進行擴散性思

考，發展自我的想法，讓學生運用創意構想產生多樣且獨創的想法，並且藉由

改良與方案評估來評量創意思考的能力。李莉珍（2008）以資訊科技結合圖像

教學探討對兒童創造力與語文能力之影響，指出資訊融入圖像教學能引起兒童

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張世慧(2011) 談論到，創造思考教學是允許學生有另類

且不落窠臼的想法，並善用引導發問來提升學生覺察與界定問題的能力，讓學

生透過思考與發想，將事物觀念重新組合。潘裕豐(2014)亦提到，教師藉由輕

鬆自由的創造力教學讓學生獲得自我表達的學習經驗，並依照學生的特質施以

適當的教材與教法，因材施教，適性而為的讓學生領略學習的樂趣與解決問題

的成就感。創造力越來越被重視，多位研究者探究使用繪本教學與創造思考策

略的應用對學童創造力的影響(杜宓容，2013；郭小華，2016；謝慧津，

2018)。因此，如何運用圖像來進行數位教學，將其運用在創造力的教學活動以

啟發學童更多的創意與思考力，值得進一步研究與深入探討。本研究透過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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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式的數位創造力教學，探討是否提升低年級學童之創造力與問題解決之能

力，以及學童在教學後其創造性思維表現變化。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開發創造力的教材與評量。 

(二)探討實施圖像創造力教學，學童在自編學習單測驗之前、後測差異。 

(三)探討學童於圖像創造力教學中學習互動與反應，以及其創造力表現變化。 

 

貳、文獻探討 

一、圖像教學與創造性思維 
    因應環境的瞬息萬變，人類的創造力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洪蘭曾說過:

「有創造力,才有未來,我們的未來,就在下一輩的創造力上,如果我們將腦力封

鎖住,沒有創造力,我們的未來是沒有希望的。」(洪蘭，2001)     

    圖像與創造力一直是教育者研究探討的面向，陳惠英（2003）研究基本形

狀與繪畫能力的教學對低年級學童創造思考力的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基本形

狀繪畫教學對其變通力、精進力與獨創力是具有教學成效的。溫文玲（2006）

分析圖像化教學實際的實施困境與教學效果，研究結果發現在輕鬆自在的圖像

化學習活動中，能增進學童之學習動機且對學童學習能力的提升，具有積極正

面的效果。李莉珍（2008）探討資訊科技結合圖像教學對兒童創造力與語文能

力之影響，研究指出資訊融入圖像教學能引起兒童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圖像

教學帶給他們有別以往傳統講述的教學方式，跟老師有較多的互動，並從學習

中找到自信與樂趣。 

    而創造力靈感來自於學童生活中所接受到的感官刺激與訊息。圖像思維與

傳統思維的差異在於圖像思維強調視覺的整體綜合能力，因此，若教學時能善

用圖像輔助教學，吸引學童興趣，應該能提升教學成效。 

二、創造力的意義與內涵 
「創造力」是一種創造的能力，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事物或想法，若能透過教

育充分發展創造力，國家便有豐富的人力資源(毛連塭,2000)。陳龍安曾說過:

「知識經濟時代來臨時，為攀登全球競爭力的顛峰，須具備創意頭腦、想像力

豐富、具溝通及應變能力，才足以面對新世紀的挑戰。」潘裕豐(2014)再次整

理毛連塭對創造力的定義如下，1.創新從未曾有的事物，賦予事物新的價值。

2.擁有創新生活的能力，是一種生活方式。3.運用創造思考解決問題。4.創造

力因素包括: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敏覺力和精進力。本質上還包括知識內

容、擴散性思考、批判性分析和溝通技巧等。5.人格具有自我實現之人格，具

備冒險性、挑戰性、好奇心和想像力之行為者較具有創造傾向。國外學者

Rhodes(1961)歸納有關創造力的定義為 4P:產物或作品(product)、人

(person)、歷程(process)，與壓力或環境(press/place)。 

    由上述可見，創造力依據專家學者觀點的不同，因此有個人角度或社會層

面之差異，但這些均對創造力的解釋與定義有貢獻。如今創造力的研究逐漸從

單一走向多元，由靜態到動態 (潘裕豐,2014)。本研究者將從三面向做探究: 

(一)創造力是一種能力 

    毛連塭(2000)將創造力定義為發明或產生創新事物的能力，認為創造力蘊

含著賦予新事物存在的能力，是一種創新思考的能力，並產生獨特前所未有的

想法。鄭福海(2003)關於創造力說道，流暢性的思考是指數量多且很快修正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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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能力，測量時是指個體對一問題所產生的觀念在量的方面豐富程度;變通性

的思考為思考之轉換，能夠擺脫傳統的限制，因應問題而變化解決的途徑;獨創

性的思考則指能夠提出超乎尋常、獨特的見解或概念;精進性的思考則為能擴展

簡單的概念而更趨完美。王其敏(2005)將創造力解釋為創造表現的能力，亦可

稱為創造思考的能力，因為在創造的過程中有思考的行為出現，且這樣的能力

有可能是發明能力、生產性思考能力、擴散性思考能力，或是想像力。創造力

是個體在具支持的環境下，透過思考，對事物產生歧見及問題解決之表現，以

呈現新的且讓多數人都能接受的意義，不論是過程或是成果，均能展現其敏

覺、變通、獨創、精進與流暢之特質，茲分別說明如下(陳龍安，2006): 

1.  流暢力:指產生觀念的多少，能說出許多想法及觀點代表流暢力越

高， 包括觀念的流暢力、聯想的流暢力及表達的流暢力。 

2.  變通力:指改變思考方式，擴大思考類別，突破思考限制的能力，能

想出更多應變方法，包括主動的變通力及調適的變通力。 

3.  獨創力:指反應的獨特性，想出別人所想不出來、與眾不同的觀念，

此想法是不平凡的、獨特新穎的。 

4.  精進力:一種計畫周詳、精益求精、美上加美的能力，也是一種補充

概念，在原構想或基本概念再加上新概念，使其更細緻。 

 (二)創造力是一問題解決的歷程 

    Dewey (1910)，認為創造力就是問題解決的能力，其提出了問題解決五步

驟:1.遭遇困難問題。2.分析問題之所在。3.找出可能解決方法。4.獲得結果。

5.驗證結果的正確性並接受或捨棄。Torrance(1988)認為「創造思考歷程」包

括四個階段:1.覺察到問題與困難。2.對於問題提出假設。3.驗證並修正假設。

4.報告結果。Wallas(1926)亦提出創造思考的四個歷程： 1.準備期：創造非無

中生有，自問題的發現或察覺開始，首先是對萌生的觀念或感受作檢查，確定

後，便作閱讀、問難、討論、探索等準備工作。2.醞釀期：長期準備，仍百思

不得其解，將創造意念潛藏於意識之下，外顯行為雖不再探索此問題，但潛意

識中仍不斷思索。3.豁朗期：豁然開朗，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4.驗證期：豁

然開朗所得是創造的端倪或雛形，還須經過理解判斷或實驗證明，加以修正，

以達完美地步。國內學者吳靜吉、葉玉珠和鄭英耀(2000)認為創造力乃個體在

特定領域中，產生適當並具有原創性與價值性產品的歷程，而此創造歷程涉及

認知、情意、技能的統整與有效的應用等。陳龍安(2006)提出創造的歷程乃個

體對問題有明確的概念和認知，再運用智慧發展出問題的解決方法，進而付諸

實施。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創造力是結合生活經驗發揮自我想法以解決生活問

題之能力，個體運用邏輯思考及擴散思考能力，以原有的知識經驗為基礎，利

用問題，來引起學生的好奇心與挑戰性，進而提高學習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在

探究過程中不斷思考，突破成規、跳脫習慣、覺知問題所在，提出獨特創新的

見解與看法，運用其認知與過往經驗，在環境的激勵下逐步解決問題，產生既

新穎又實用的成品之訊息處理歷程。 

 (三)創造是人格特質與生活環境互動的態度展現 

    Williams(1972) 認為創造力即是在情義方面有想像、挑戰、好奇與冒險等

心理特質；在認知方面的特質包含:精密力、獨創力、變通力與獨創力。美國學

者 Wiles(1981)認為具有創造力者的特質為:1.較能接受新事物。2.做事較能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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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樂於接受各種挑戰。4.勇於面對各種衝突。Torrance(1972)在針對高創

造力兒童的人格特質更進一步探究後，發現創造性人格特質為:自動、富冒險

性、感性、喜歡複雜的工作和願意嘗試困難的工作等。國內學者賈馥茗(1976)

認為創造力乃是利用思考的能力，經過探索的過程，藉由變通、流暢與敏感的

特質，做出新穎與獨特的表現。魏美惠(1994)在創造力人格特質研究中發現創

造力較高的人思考自由、富有彈性、能容忍模糊概念存在、不易滿足、喜愛冒

險等。 

    從生活的角度來看待創造力，認為創造是一種生活方式，因為能夠將創造

運用於日常生活當中，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創意、以自己的方式來體驗生活、發

揮個人潛能，即是創造力(毛連塭，2000)。毛連塭(2000)更指出所謂的創造力

環境，即是一個有支持性的創造力環境，可以促進個人的創造動機，培養創造

的人格特質，並允許創造心理歷程，以及鼓勵創造生產的環境。創造力的發展

深受環境面向的影響，包括家庭、學校、休閒場所、社會、文化環境及網際網

路等。 

    因此，綜觀以上觀點，在創造力培育的過程中，有創造性的環境方能培養

創造的人格特質、產生創造的動機、利於創造思考的發揮和顯現出創造產品的

價值。所以創造性環境可視為創造力的搖籃，而創造力的人格特質如高度的熱

誠、無窮的好奇心和豐富的想像力，在面對困難時更能勇於挑戰嘗試、求新求

變，抱持高度的自信心，全力以赴達成目標(範美淑,2009)。 

三、創造性問題解決 
    問題即當所期許的目標狀況，和實際情況不在同等位置上，理想與現實當

中發生落差，這個時候就會產生出問題，而問題解決能力即是指處理問題的能

力。張春興（2001）認為，「問題解決」是指個體在面對問題時，綜合運用知

識技能，企圖達到某一目標，以解決目的的思維活動歷程。也就是指能夠準確

地把握事物發生問題的關係，利用有效資源，按照一定的目標，套用各種認知

活動、技能等，經過一系列的思維操作，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或方案，並付諸

實施，進行調整和改進，使問題得到解決的能力。現今社會提倡創造力，有關

提升創造力的研究發展，起初學者認為創造力是天生的，無法藉由後天培養而

得，後來慢慢有學者指出創造力可經由訓練而提升，並主張用腦力激盪法來進

行自由聯想，對想像的內容不加評斷，進而尋求所有可能的解決方法。此後，

創造力可以後天養成的觀念漸為人們所接受。和一般問題解決不同，創造性問

題解決主張在選擇與實行解決方法之前，要儘可能思考出更多變通的可能方

案，以求得更好的構想。 

四、小結 
    由上述三大面向觀之，創造力是個多向度的議題，本研究多參照 Torrance

以及陳龍安學者對創造力的觀點，將創造力定義為創造者利用其人格特質，透

過擴散思考之創造歷程，以及創造性環境的支持與互動，創造出具流暢力、獨

創力、精密力、標題力和開放力之新事物或想法，培養整體性的創造力表現。

教學研究將採納陳龍安之看法，透過創意教學的實施，並採用「自編創造力學

習單」作為本研究的評量工具，探究三項創造能力:流暢力、獨創力、精密力，

所測得總分越高表示愈有創造力，以探究學童認知層面創造力特質之展現。透

過適性揚才，提升其對學習的興趣與創新的想法，創造性思維強調創新、求

變，突破桎梏和主流的思想，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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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維就是天馬行空地想像，而是基於對客觀事物本質與先備經驗聯繫，而產

生的具有獨創性、創新性的思維方式及解決問題的方法策略。 

參、研究實施與設計 

    本研究採不等組之準實驗設計，實驗組採用圖像創造力教學，對照組不做

任何處置，採一班傳統講述教學，藉由將教學結合圖像元素，引起學生的興

趣，進而發展創造力教學課程，讓學生產生創意思考。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實驗教學為主，實施為期 3週，一次八十分鐘的圖像創造力教學活

動課程。再輔以自編學習單測驗之前後測分數，透過量化數據和課程中學童的

學習單與互動分析，評估其學習差異。本研究實驗教學分為下列三階段: 

(一)前測階段 

對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學童進行「自編學習單」測驗，並以測得之分數，做為前

測創造力之表現依據。 

(二)實施創意教學課程活動 

實驗組受測學童接受研究者自編之三個單元的「圖像創造力教學課程」，為期三

週，一周兩節課八十分鐘，共計六節之實驗教學。 

(三)後測階段 

實驗組學童接受實驗教學後，與對照組學童均再接受「自編學習單」後測，並

以測得之分數，做為後測創造力之表現依據，爾後與前測結果作比較分析。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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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創造力教學的課程對學生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之影響效

果，因此，為達研究目的，對於創造力的評量需具體清楚且明朗客觀，故使用

量化和質化的研究工具相輔佐。量化方面以自編學習單測驗作為評量，對學童

進行前測、後測，並對測得之分數作分析，研討創造力教學活動對學童之創造

力是否有所成效。然而，為更能覺察學童創造力的實際發展表現，將輔以質性

的研究方法做輔助，質性與量化最大差異在於實體現象的描述，其更能清楚且

完整的展現學童於課程活動中的真實樣貌與反應。因此，將會以學生的上課創

作作品、教師觀察記錄，作為質性分析之依據。質與量相輔相承，將更能了解

創意教學活動對學童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表現之影響。研究工具說明如下: 

(一)量化研究工具 

     自編創造力學習單測驗 

1. 基於 PISA的三大指標:「產生多樣化的構想、產生創意構想、評價與改

良他人的構想」，本研究將據此評量標準連結日常生活經驗作為評量，衍

伸出流暢力、獨創力、精密力等三大向度作為研究重點。因此，本研究

者在教學活動中亦會使用學習單做為形成性評量之方式，從這三大向度

去看學生創意思考的表現，以求教學研究能夠更加適切與完善。 

2. 參照 TTCT的評分準則設計出流暢力、獨創力、精密力三大項度的三個活

動學習單，亦讓兩組學生均先施以前測，爾後實驗組學生透過圖像創造

力教學，而對照組學生不做任何處置僅採一般教學後，在對兩組施以後

測，並以此前、後測之表現，探討圖像創造力教學課程對其創造力表現

之成效。 

 (二)質性研究工具 

1.學生課堂中的創作作品與學習單 

研究者進行圖像創造力教學活動時，學生配合學習目標，於課堂上完成的

創作作品與學習單，作為學生形成性的評量，藉以了解學生創造力狀況。教師

會以照片形式記錄下來，方便日後參考。 

2.教學活動省思札記 

研究者亦擔任教學者，觀察學生們在課程中的學習情形，並於每次課程結

束後，依據學生的上課回饋反應，紀錄教學課堂中所發生的情境、課程執行情

形、教學心得、實施圖像創造力教學時所遇到的困難等，以調整檢視、反思並

檢討。 

 

三、 教學活動設計 
    研究者依據上述文獻的研究成效，運用有效於提升創造力的創造思考教學

策略 ATDE、腦力激盪、自由聯想等，依照相關理論整理設計出一套顏色、形

狀、線條三圖像元素三子題的創造教學活動內容，其中活動皆以創造思考教學

來設計，設計的目的在於讓學生從思考及活動中培養出思考分辨以及可以發現

問題尋求解決進而促進創造力之發展，並讓學生能夠發揮創意，用畫圖等方式

述說自己想法與態度。 

四、教學目標 
    本圖像創造力教學活動是參考李乙明(2006b)所修訂的「Torrance 創造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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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測驗」，並從中挑選出三大向度思考能力─流暢力、獨創力、精密力來訂定

主要的教學目標。 

本教學活動之教學目標有三項: 

(一)提升創造思考能力的流暢性，讓學童能流暢的表達自己的想法。 

(二)提升創造思考能力的獨創性，讓學童能發展個人獨特的想法。 

(三)提升創造思考能力的精進性，讓學童能精於自我的想法與創造。 

 

     

圖 2圖像創造力教材分享 圖 3圖像創造力教材分享 圖 4圖像創造力教材分享 

     

圖 5圖像創造力教材分享 圖 6圖像創造力教材分享   圖 7學童上課情形 

         

圖 8數位教學上課情形           圖 9學童上課實作(一)   圖 10學童上課實作(二) 

 

肆、結果與討論 

一、學童前後側的創造力差異 

將有實施圖像創造力教學之實驗組學童與僅採一般教學之對照組學童共同對其

創造力在自編學習單前、後測表現作成對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發現:  

(一)實驗組自編學習單成對樣本 T檢定 

表 3-1:實驗組自編學習單成對樣本 T檢定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平均值  T   自由度   顯著性（雙尾） 

1 流暢(後) - 流暢(前) -.063 1.879 .470 -.133 15 .896 

2 獨創(後) - 獨創(前) .500 .516 .129 3.873 15 .002* 

3 精密(後) - 精密(前) 1.063 .772 .193 5.506 15 .000* 

4 總分(後) - 總分(前) 1.500 1.826 .456 3.286 15 .005* 

註:<.05*；<.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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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照組自編學習單成對樣本 T檢定 

表 3-2:對照組自編學習單成對樣本 T檢定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平均值 T         自由度 顯著性（雙尾） 

 1 流暢(後) - 流暢(前) -.235 2.203 .378 -.623 33 .538 

 2 獨創(後) - 獨創(前) -.206 .845 .145 -1.421 33 .165 

 3 精密(後) - 精密(前) .118 1.250 .214 .549 33 .587 

 4 總分(後) - 總分 -.324 2.931 .503 -.644 33 .524 

註:<.05*；<.01**；<005***  

    實驗組學童在接受圖像創造力教學活動後，後測平均分數於獨創力、精密

力與總分之部分，P<.05 顯著高於前測分數，顯示在經過圖像式的數位教學活動

後，學童的創造力有顯著的提升。 

二、學童於創造力的表達能力差異 

圖 11~圖 16為實驗組學童自編學習單前、後測中的表現差異: 

              

圖 11流暢力(前)       圖 12獨創力(前)       圖 13精密力(前) 

           

圖 14流暢力(後)     圖 15獨創力(後)       圖 16精密力(後) 

    由圖中可以發現，實驗組學生於實施圖像創造力教學活動後，在後測獨創

力與精密力學習單答案的表現，學童更能發揮想像將形狀做組合使用，並且可

以更精準地用顏色表現想傳達的情緒，較能運用所學做出自我想法的表達，因

此，圖像創造力教學對實驗組學童之創造力是有影響的。 

三、結論 
(一)實施圖像創造力教學後實驗組學童在創造力表現有明顯成長。 

(二)透過圖像創造力教學活動，學童表達與問題解決能力有明顯的進步。 

(三)學童對於圖像創造力教學課程，其學習態度與互動反應都是正向且積極。 

 

伍、未來展望 

一、 圖像創造力教學在課程可結合跨領域的共同進展；藉由創造力多樣化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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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設計，讓學生針對不同的興趣學習，採用更多元的方式進行，適性而   

     教，鼓勵學童思考想像。 

二、 可以將創造力教學的教學模式延伸到其他學科領域更甚融入於日常生活 

     裡，讓創造性思考成為一種生活的態度，讓學生不再害怕回答與提問，勇  

     敢為自己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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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國小四年級數學學習扶助融入自我檢核策略的教育機器人教學

對於學習或考試時的自我監控和自我反思是否有所改變。為了瞭解此教學模式之

成效，以臺灣中部某所公立小學的四年級學習扶助學生為研究對象，共 6名。學
生進行十節自主學習教育機器人課程和自我檢核清單，並使用考試評估表進行三

次施測，以及後設認知前後問卷。透過相依樣本重複測量與相關統計進行資料分

析，研究結果發現：（一）比較三次考試評估表的分數，發現學生從課程前到課

程中的成績分數有顯著進步。（二）學生的考試評估能力越高，則後設認知的能

力也越高。 
關鍵字：學習扶助、教育機器人、自我檢核、後設認知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how educational robots incorporating self-checking 

strategies affected fourth graders’ ability to monitor and reflect on self-learning or tests. 
The participants comprised 6 fourth-grade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remedial education 
of a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used the educational robots to learn ten lessons. 
Student used self-checklists to guide their learning during the course. The test-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 three times during the course along with pre-
and post-questionnaires on metacognition. The results of the data analysis through one-
way repeated measured ANOVA and correlations of the dependent samples revealed 
that, first, comparing the scores of the three test-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there w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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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students' scores from the pre-course to the mid-course tests. 
Second, the higher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test-evaluation, the higher the ability of 
metacognition. 
Keywords：Remedial teaching, Educational robots, self-checking, metacognition 
 

壹、 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數學是各領域的基礎科目，重視學生的演算、邏輯訓練及抽象思維的能力。

但是對許多學生來說，抽象的數學概念不僅難以理解，反覆的計算過程也容易降

低學習動機、自我效能與學習態度（Dowker, Sarkar & Looi, 2016）。因此，過去

研究提供學習動機低落與學習成效不佳的學生即時的補救教學來減少學習落差

（Banerjee, Cole, Duflo & Linden, 2007）。但是許多學校面臨師資匱乏，以及輔導

時間有限，導致學習扶助教師仍是以一對多的講述式教學，教師在課程中也難以

提供每位學生適性化課程。 
為了解決上述的教學困境，許多學者證實可以透過電腦或平板進行線上影片

課程，適性化的單元內容與立即性的學習回饋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教師也能透過後端資料庫掌握學習狀況（Choi & Johnson, 2005; Torrington & 
Bower, 2021）。儘管使用電腦、平板等科技進行自主影片學習已是一個有效的學

習模式，但 Margaryan, Littlejohn & Vojt（2011）指出多數學生使用電腦或平板等

媒介進行社交交流和娛樂，導致教師使用此媒介於課程時，容易造成學生分心，

加上學生對於制式化的課程解題影片沒有動機和學習興趣。有鑒於此，透過科技

的迅速發展，許多學者探討機器人應用在教育領域上能否改善學生注意力不集中

的問題，發現人型機器人不僅可以吸引學生的動機與興趣，也能透過互動式的課

程內容，來提升學習成效與態度（Li, Chang & Chen, 2009; Lin, Liu, Chang & Yeh, 
2009）。因此，為了瞭解學生的自我學習能力，本研究以自我檢核策略協助學生

自我監控與反思學習過程，並使用一對一的教育機器人教學模式，以加強學生個

別所需的基礎數學概念，探討此教學模式是否能提升學生的自我檢核能力與後設

認知。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探討應用自我檢核策略的教育機器人教學課程對於國小數學學習扶

助學生考試評估之影響，以及考試評估能力與後設認知之關係，提出兩個研究目

的，如下所述： 
（一）探討自我檢核策略的教育機器人教學對於四年級學習扶助學生的考試評估

能力。 
（二）探討考試評估能力與後設認知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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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其具體研究問題詳述如下： 
（一）融入自我檢核策略的教育機器人教學課程前、中、後之考試評估能力是否

有顯著提升？ 
（二）融入自我檢核策略的教育機器人教學後，考試評估與後設認知是否存在正

相關？ 
 

貳、文獻探討 

一、教育機器人融入教學 

近年來，機器人技術在各領域的應用上趨於成熟。特別是在教育領域上，教

育機器人已廣泛使用在各個學科領域上（Li et al., 2009）。過去研究也發現大多機

器人使用互動的界面和擬人化的機器人身體，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Lin et al., 
2009）。Nishimura 等人（2007）比較教育機器人和電腦教學代理的學習課程，發

現人們對於教育機器人的內容更有印象。因此，越來越多研究開始將教育機器人

融入課堂中。在語言學習方面，Shih, Chang & Chen（2007）讓機器人擔任說故事

的角色，發現不僅可以提供學生的參與度，也解決教師的教學負擔。在工程與數

學學習方面，Klassner 和 Anderson（2003）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使用機器人來

學習程式的基礎概念和架構，發現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參與度與自我效能。

有此得知，教育機器人可以有效促進學生的課堂參與度與動機。但是，許多教師

在設備成本、機器人課程設計的經驗，以及機器人介面熟悉度上較容易遇到困難。

Chin, Hong 和 Chen（2014）認為仍需進一步瞭解教育機器人的有效性與教學潛

力。因此，本研究所使用教育機器人將輔助教師進行教學設計，教師可以針對每

位學生的學習問題進行個別規劃，提供一對一的學習課程，給予及時的回饋，減

少教師的教學負擔，同時透過鎖定功能避免學生分心以提高學習動機。 

二、後設認知 

Flavell心理學家在 1979 年提出了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意旨個人對自

己認知活動的理解、意識與監控。Pintrich 和 De Groot（1990）將後設認知分為

三個面向：自我規劃（Self-planning）、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自我反思（Self-
reflection），並認為這三面向是一個循環的學習過程，彼此之間都會相互影響。

Flavell（1987）進一步說明後設認知是由兩個因素所組成，分別是後設認知知識

以及後設認知經驗。後設認知知識是指學生對自己認知歷程的理解。而後設認知

經驗是指學生在認知歷程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調適能力。Du Toit 和 Kotze（2009）
進一步提出，後設認知也是一種高層次的認知能力，包含策略使用和學習動機。 

García, Rodríguez, González-Castro, González-Pienda & Torrance（2016）發現

58



不同程度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會有所不同。尤其，低成就的學生缺乏對自我認知

的理解，無法擬定適當的學習目標和判斷合適的學習策略，協助他們將新舊的數

學概念進行連結，導致他們在學習時容易產生焦慮，對數學也興趣缺缺。為了協

助不同程度的學生習得後設認知能力，研究發現透過數位學習的輔助教學可以促

使學生學習自我規劃目標、監控及反思學習歷程的能力，以提升學習成效和表現

（Lai & Hwang, 2021; Cho & Heron, 2015）。因此，本研究以 Pintrich 等人（1990）
所提出的後設認知策略，設計自我檢核策略嵌入課程活動中，學生在使用教育機

器人學習，同步使用自我檢核清單進行監控與反思，並透過問卷調查探討學生於

課程前後的後設認知能力。 

三、考試評估能力 

學生在完成每次的學習階段後，皆會透過考試、測驗的方式來進行學習評量。

但學生在面對考試時，經常因為緊張或缺乏考試策略而未能有預期的表現，甚至

會產生考試焦慮的情形，導致學生在學習上失去動機與信心。不過，Struthers, 
Perry 和 Menec（2000）卻發現，透過考試的評估方法，不僅可以瞭解教學策略

的有效性，也可以提升學生在解決問題的能力與積極性，進而提高了他們的學習

成效。 
過去研究也針對考試策略提出一些看法，認為教師在日常學習時應培養學生

的學習態度，並且在測驗後進行課堂問題討論與反思，以評估教學策略的合適性，

同時引導學生改變與調整自我的學習狀態，提升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Schraw, 
1996; Spada, Nikcevic, Moneta & Ireson, 2006）。Diegelmann 和 Test（2018）使用

多重基線設計學習障礙學生的自我檢核課程，發現檢核清單不僅可以激勵他們學

習，也可以提高他們的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參考潘裕豐等人（2015）的考試

評估表，於教育機器人課程前、中、後使用考試評估表進行三次施測，目的是讓

學生審視自己過去考試的經驗，以及對自我的表現進行評估，以探討學生對考試

測驗的認知是否有改變。 
 

參、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臺灣中部某所公立小學四年級學習扶助學生，共 6人，分別為

女生 1 位，男生 5 位。所有研究對象皆為 2021 年五月教育部基本能力篩選測驗

未通過之四年級學習扶助學生，因此，本研究以篩選測驗之能力指標來設計學習

課程。介入期間為 2022 年 2 月，實驗時間共十節，每節 40分鐘，所有學生使用

教育機器人進行學習。在正式進入第一節研究課程前，研究者先請學生填寫後設

認知前問卷，以及第一次考試評估表。全部學生填寫完問卷後，研究者向學生介

紹教育機器人的介面與自我檢核策略的內容，接下來由學生個別使用教育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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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課程學習與測驗。第五節課時填寫第二次考試評估表。第十節課程結束後，

請學生填寫後設認知後問卷，以及第三次考試評估表。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包含一教學工具「教育機器人」和「自我檢核策

略」，二評量工具「後設認知問卷」和「考試評估表」於下面篇幅逐一說明。 
（一） 教學工具 

本研究的教學工具有教育機器人與自我檢核策略，設計與教學方式描述如下： 
1.教育機器人 

本研究的教學工具使用臺灣 KIZLAB 公司所開發的教育機器人。每個單元

包含三個學習內容，分別為（1）故事情境影片學習：將影片內容以生活情境內

容呈現，把抽象概念具象化，以提升學習動機和興趣。（2）重點知識精講：將故

事中的重點數學概念統整與解析，加強基礎觀念。（3）課後測驗題庫：以素養導

向設計題型，訓練學生的解決問題能力與信心養成。圖 1為教育機器人之外觀與

學習內容。 

 
圖 1：教育機器人之外觀與學習內容 

2.自我檢核策略 
此策略之目的在引導學生在進行課程時，學習自我監控與反思學習歷程，以

嵌入性課程的方式將此策略融入實驗課程中。本研究保留 Pintrich 等人（1990）
的後設認知策略，並參考 Peters 和 Kitsantas（2010） 所發展的自我監測提示（Self 
monitory prompts），提供學生核對清單（Check-list），並與教育專家討論措辭之合

適度，目的在於訓練學生自我監控與反思的能力。透過此策略引導學生進行自我

檢核的訓練，除了提醒學生在自主學習時，有哪些學習方法可以使用，也藉由在

活動後勾選自己的表現，監控與反思自己的學習歷程，以提升學生的後設認知能

力。 
（二） 評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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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評量工具有考試評估表與後設認知問卷，設計與施測方式描述如下： 
1.考試評估表 

本問卷使用之目的是瞭解在自主學習前、中、後學生對考試測驗的認知是否

有所改變。本研究參考潘裕豐等人（2015）的考試評估表，共 14 題。與國小學

習扶助教師討論，僅針對文字之合適度進行修改，題目包含「我覺得我已經盡力

做到自己能力所及的考前準備。」、「考試後，我會思考如何加強考前準備和考試

策略。」等。計分方式採 Liker Scale 五點量表，依序為 5 代表非常像我、4一點

點像我、3還好、2一點點不像我、1非常不像我。整份問卷與國小學習扶助教師

共同檢視內容之題目向度與措辭合適度加以修改，皆認為此問卷適宜具專家效度，

並以 Cronbach's α 進行考驗，Cronbach's α 為 0.766，內部信度達一致性。 
2.後設認知問卷 

本問卷使用之目的是在瞭解教學前、後學生的後設認知是否有提升。本研究

改編至教育部的自主學習認知與行為問卷（2020），依據問卷構面量測學生自我

規劃、監控及反思之程度，並與國小學習扶助教師共同檢視問卷內容，並改編後

稱為後設認知問卷。為避免學生填答過程中負擔過重，並提升學生對量表之題意

理解，最後保留與本研究相關之數學概念敘述題目，總計 13 題，包含 1題反向

題，題目包含「我會將每天學到的內容整理到我的筆記裡。」、「我每天會檢查有

沒有完成預定的學習計畫。」計分方式採 Liker Scale 五點量表，5代表非常像我，

而 1 代表非常不像我。整份問卷與國小學習扶助教師共同檢視內容之題目向度與

措辭合適度加以修改，皆認為此問卷適宜具專家效度，並以 Cronbach's α進行考

驗，Cronbach's α為 0.897，內部信度達一致性。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 SPSS 22 軟體進行資料分析，分別回答兩個研究問題： 

一、考試評估重複測量分析 

透過單因子相依樣本重複測量分析，回答學生在實驗課程前、中、後對自

我考試評估表的分數有何差異，描述統計摘要表如表 1。在進行變異數分析之

前，首先檢驗資料是否符合球形檢定，檢驗結果顯示 p 值為.141>.05，資料符合

球形檢定，適合進行變異數分析。由表 2 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可知，學生在三次

施測之分數有顯著不同，F（2, 6）=5.366, p<.05, η2=0.518，且發現顯著性主要

出現在課程前與課程中之間，p 值為.022，而課程中與課程後之間未出現顯著

性，但透過平均分數發現仍有出現些微的進步。由圖 3 的學生三次自我考評估

之進步情形，可以看出學生課程前到課程後有顯著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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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在實驗課程前、中、後的自我考試評估分數之描述性統計 

施測時間 課程前施測（N=6） 課程中施測（N=6） 課程後施測（N=6） 

M 3.286 3.642 3.845 
SD 0.361 0.275 0.552 

 
表 2：在實驗課程前、中、後的自我考試評估分數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SV SS Df MS F P η2 事後比較 
施測時間 0.963 2 0.482 5.366* .026 0.518 

課程中>課程前 
誤差 0.897 10 0.09    

*p<.05 
 

 
圖 2：在實驗課程前、中、後的自我考試評估折線圖 

 

二、考試評估與後設認知之關係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發現，考試評估和後設認知之間的關聯為 0.840，
p 為.04，達顯著高度相關，表示考試評估和後設認知之間有正相關。為了進一

步瞭解考試評估是否可以有效預測後設認知，因此進行簡單迴歸分析，表 4 為
考試評估對後設認知之簡單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表中可知考試評估對後設認知

之預測力達顯著，F（1, 4）=9.553, p<.05，校正後的 R2為 0.631，表示當考試評

估能力越高，則後設認知的能力也越高。 
 

表 3：考試評估對後設認知之簡單迴歸分析摘要表（N=6） 

預測變項 原始迴歸係數 標準誤 標準化迴歸係數 t 值 
截距 1.001 0.883  1.134 

考試評估 0.703 0.228 0.84 3.091 
F（1, 4）=9.553*, r=0.84*, r2=0.705, Adj. R2=0.631 

3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課程前 課程中 課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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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來展望 
本研究應用自我檢核策略於教育機器人之學習扶助課程中，研究結果發

現，以適性化的數位輔助學習和測驗能夠提升學生的自我考試評估能力與後設

認知能力，並且可以有效改善學習扶助師資與個別輔導的困境。根據結果分析

比較三次考試評估表的分數，可以發現學生從課程前到課程中的成績分數有顯

著的進步，表示透過自我檢核策略的教育機器人課程可以有效幫助學生自主學

習，此結果也與過去研究一致（Diegelmann et al., 2018）。然而進一步使用相關

與迴歸分析，與過去研究一致發現，當學生的考試評估能力越高，則後設認知

的能力也越高（Schraw, 1996）。 
在學術研究方面，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教育機器人的學習模式對

低成就學生的數學焦慮與考試焦慮狀況是否有所改變。在實務教學方面，可以

深入將此課程模式融入自我檢核策略，以培養學生後設認知能力。此外，本研

究能為未來相關之學習扶助或輔導課程提供教學模式以及實施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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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結合在地文化特色融入 AR適地性遊戲之客語活動，以比較其與圖像

遊戲式教學對於學習成效之影響，同時也探討經由學習活動後學習者對文化認同

之態度。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法與問卷調查法，以苗栗縣某國小六年級 28 名學生為研

究對象，進行二週教學實驗。對照組採用數位圖像遊戲學習，實驗組使用 AR擴
增實境適地性遊戲。研究結果發現，兩組學習者的經由學習活動後學習成效皆有

顯著進步；不同的教學活動方式則對學習成效沒有顯著的差異。在語言與文化認

同程度方面，使用 AR適地性遊戲的學生有較高認同態度；兩組經由活動後對於
語言與文化認同程度屬於正向態度。 

 
關鍵字：擴增實境、適地性遊戲、數位遊戲式學習、客語教學、文化學習 
 

 
Abstract 

This study integrates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to Hakka language learning 
and compares the effect of augmented reality location-based games pedagogy and 
digital image-based game pedagogy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Meanwhile, we also 
explore the attitude of learners on cultural and language identity after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study adopt a quasi-experimental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were 28 students in the sixth grade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Miaoli County.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for a two-week teaching experiment.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digital image-based game for learn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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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used an augmented reality location-based game. The results found that both 
groups of learner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after 
activitie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between 
different pedagogy. In terms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 have a higher identity attitude; all student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after the activity. 

 
Keywords：AR location-based games, digital image-based game, Hakka language 
learning , culture learning 

壹、 前言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語言是人類寶貴的文化資產，當一個語言的消失，象徵族群的消亡。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定義「瀕危語言」（endangered language）為：隨著語言使用者不再使
用這種語言或是轉向使用其他語言，並停止將這種語言傳遞給下一代，這個語言

即面臨瀕臨滅絕的危機。依照這個定義，客家語言（以下簡稱客語）遇到了斷層，

處於「瀕危」的狀態。如何重振客語的活力，是當前的教育面臨的議題。語言復

振不只是學校教育需要重視，也需要結合家庭與社區的三方的合作。Fishman 
(1991)強調家庭與社區是母語傳承和使用是維繫母語活力最為重要的關鍵。在教
學方面，自本土語言納入新課綱後，如何有效提升本土語言教學成效，也引起學

界有諸多的討論的聲浪。 
有研究指出，缺乏語言練習的情境，無法成為「生活語言」是客語教學的困

境之一（張學謙，2020）。此外，坊間現有的客語教材不能彰顯在地特色，也無
法考慮學生程度、結合學校願景、教師專長及社區資源(吳俊憲、吳錦惠，2014)。
因此，如何設計結合在地文化特色的教學活動是值得探究的議題。隨著行動科技

普及化，適地性遊戲具有連結文化知識與真實環境的特性，可以促進學習者對於

區域的認識，也能增強目標語言習得。相關的研究指出，在廟宇教學時結合行動

學習來提升學生對於在地文化的認同，能夠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提升的效果(G.-
J. Hwang & Shih, 2015)。另一方面，數位遊戲式學習（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簡稱 DGBL）融入正式與非正式的學習，已成為一種無處不在的輔助教學策略
(Liao, Chen, & Shih, 2019)。DGBL憑藉圖像畫面與有趣的遊戲功能（如即時反饋、
積分和學習挑戰），學生可以以個人或多人遊戲模式沉浸在 DGBL 環境中。 

二、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設計之研究問題如下： 
1.運用「AR適地性遊戲」與「數位遊戲式學習」對客語學習成效影響為何？ 
2.進行兩組不同學習活動後，學習者對文化認同感受度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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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習者於「AR適地性遊戲」與「數位遊戲式學習」學習活動後的文化認同態
度為何？ 

貳、 文獻探討 

一、 客語教學困境 

近年來，客語的傳承與教學的議題逐漸受到關注，本土語言教學實施多年，

教學現場仍然存在需要改善的空間。在教學方面，時數不足、資源缺乏、學生動

機低落等皆是客語教學面臨學習成效不佳的原因（吳俊憲、吳錦惠，2014）。徐
柏蓉 （2016）認為突破本土語言的教學困境即是激發學生興趣，融入動態遊戲
互動，以提升學習動機。吳俊憲與吳錦惠 （2014）更指出民間出版社編寫的國
小教材著重於適用全國，無法充分展現在地文化特色，也無法考慮學生程度、結

合學校願景、教師專長及社區資源。國內學者張學謙 （2020）強調母語雖然成
為學校課堂的語言，卻未能在同儕之間使用，也走出不校門，無法成為「生活語

言」。黃建銘（2012）則認為學習母語需建立誘因，若僅學習課堂上的內容，缺
乏實際應用的日常生活情境，語言的傳遞便會受到阻礙；故須建立家庭、學校及

社區三方連結網絡，提高語言的實用價值。國內學者也指出本土語言學習應該要

呈現多元性樣貌，趨近於生活化，並結合傳播媒介做為授課輔助和教育推廣的工

具，以及強化對本土的認同感 (吳俊憲、吳錦惠，2014)。 

二、 圖像數位遊戲式學習 

數位遊戲式學習（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是利用數位遊戲與行動設備
的結合而成的新型態教學，主要是在課程中融入數位遊戲多媒體，藉此增進學習

成效(Prensky, 2003)。相關研究曾指出透過融入數位遊戲學習的方式能給予學習
者愉快的心情及經驗，並能有效引起學習動機，學習者經由遊戲作為媒介，可享

受到樂趣且沉浸其中（張基成、林冠佑，2016）。雖然遊戲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與參與度，然而在遊戲中，過多的互動性會降低詞彙學習的效果，因為互動

性會增加無關的認知負荷，對語言習得可能產生負面影響(Yudintseva, 2015)。 
具有即時回饋系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簡稱 IRS）的數位平台是設

計教育遊戲的合適的工具，可以迅速獲得學習評量的資訊，直覺性的操作也能減

少額外的認知負荷。而基於 IRS的數位遊戲（例如：Kahoot），具備搶答、積分、
勝負等遊戲元素，能激發學生競爭的天性，有效的讓課程遊戲化，成為學生喜愛

的學習評量工具(Bicen & Kocakoyun, 2018)。透過音訊、圖像、積分、計分板和

講台功能強化學習體驗，有助於營造積極的學習環境並增強學習動機( Wang & 
Tahir, 2020)。另一方面，現階段的研究對於 IRS圖像遊戲的學習成效沒有明確的

結論，以 Kahoot 來說，相關研究認為學習成效有顯著的提升(Orhan Göksün & 
Gürsoy, 2019; Wang, 2017)或是提高詞彙量的習得(Bicen & Kocakoyun, 2018)；另
一部分的研究則認為 Kahoot對於學習成效沒有顯著的影響(Wan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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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R 適地性遊戲 

適地性遊戲是一種結合情境感知技術，在先前的適地性遊戲研究表明，基於

真實地理位置的實境探索遊戲能夠幫助學習者學習知識並開發潛能，對建構知識

有正向的影響。利用適地性遊戲進行在地文化的學習已證實具有較佳的學習動機，

且對低先備能力的學習者其效果尤其顯著( Chen & Wang, 2015)。國內研究團隊

也表明文化探索適地性遊戲可以提昇遊戲者對在地文化認識（王健華、陳宥瑄 
、高郁凱，2021）。在語言學習方面，Pegrum (2014)指出，適地性行動學習可以
培養實用能力和跨文化洞察力，有助於建立正式與非正式學習課程之間的橋樑。

利用適地性學習可以將學習者與現實生活場景聯繫起來，透過遊戲的任務取得文

化知識，並在過程中發展語言技能與增加學生的積極態度(Godwin-Jones, 2014)。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 AR）是適地性遊戲中是新增的技術功

能(Ribeiro et al., 2021)。González Vargas、Fabregat、Carrillo-Ramos與 Jové (2020)
整理了相關研究，說明了 AR適地性在文化學習方面的優勢，包括提高學習成績

與激發學習動力、與環境的互動、鼓勵玩家協作、認知發展與學習保留有正面效

益。Chang、Shih與 Chang (2017) 則提出了行動位置學習語言教學模型，包含任

務、材料、移動性、學生、教師與情境，適用於發展 AR適地性客語遊戲的情境
設計。綜上所述，本研究根據 AR適地性遊戲系統，發展一套具有在地特色的語

言教學遊戲活動，並探討 AR適地性遊戲對於學習成效之影響 

參、 研究實施與設計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相關研究後，擬出此研究方法，以下將分成

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方法、教材設計與實驗設計分述如下：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自變項、依變項與控制變項等變項說明如下： 
（一）自變項：本研究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實驗組使用 AR適地性遊戲

進行學習活動，對照組則是利用圖像遊戲式教學法學習。 
（二）依變項：本研究依變項為客語學習成效，同時探討經由活動後學生

對文化認同感受態度。 
（三）控制變項：本研究控制變項為授課教師、授課時間與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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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苗栗縣某國小六年級學生的本土語言課程進行研究，兩個班級

的學生總計 28 名參與本次實驗活動，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研究對象所

在場域為客家庄社區，場域內有具有豐富的客家人文特色，而本研究所設

計之教學活動以社區中的信仰中心－伯公（土地公）作為研究教材社設計

元素。 

三、 研究工具 

為了解學生經由 AR適地性遊戲與圖像式遊戲學習活動後，學習成效與文化
認同之影響，本研究使用學習成效評量與客語與文化認同問卷，分述如下： 

（一）學習成效評量 
本研究前後測參考自客語認證初級詞彙、新北市客家民俗信仰館、

在地耆老、公館鄉鄉誌與文化資料，並針對苗栗公館鶴仔崗伯公之

歷史、特色、功能及作用進行命題。再由兩位年資超過 10 年之本
土語言領域教師審題，針對試題之難易度進行審核與評估以達專家

效度。測驗評量總共 10 題，5 題為文化測驗題，另外 5 題為客語
詞彙題，總分為 100分。 

（二）客語與文化認同問卷 
  本研究改編自施如齡與鄭家家（2011）所編製的之鄉土認同表，

問卷經由專家進行效度分析，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量表，分

別為「非常同意」為 5分、「同意」為 4分、「無意見」3分、「不同
意」2分與「非常不同意」為 1分，分數愈高代表認同度愈高。客

語與文化認同問卷表分為三個構面，分別是維護自然環境構面 6題、
參與社區活動構面 3題與語言歸屬感構面共 5題。客語與文化認同
總體問卷信度為.929，針對每個構面進行信度分析，維護自然環境

構面 Cronbach’s α值為 .807，參與感構面 Cronbach’s α值為 .667，
歸屬感構面 Cronbach’s α 值為 .953，顯示此量表具有一定之信度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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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材設計 

本研究參考自《本土語文(客家語文)課程手冊》之素養導向主題，採用社會

文化原則、歷史時代原則與實用趣味原則設計遊戲元素，並以在地社區的信仰中

心—伯公（土地公）為主題，設計元素項目如表 1。 
表 1客語教學養導向主題設計內容 
核心素養原則 說明 本研究之遊戲元素 

社會文化原則 

貼近經驗的生活材料，從

生活中體驗社會的脈動與

文化的涵濡 

客家族群信仰（伯公文化）、食

伯公福等 

歷史時代原則 族群共同歷史記憶的素材 
以社區信仰鶴仔崗伯公為主題介

紹其背景歷史文化故事。 

實用趣味原則 

應以日常生活中使用的

字、詞、句、段、篇及對

話為主 

以日常情境帶入詞彙練習，例

如：為着環保，廟項罕得「燒

金」 

並根據上述原則分別設計以下兩種教學實驗活動： 

（一）AR適地性遊戲 
本研究使用 MAKAR 軟體設計擴增實境應用程式，透過平板安裝應用程式

提供學生使用。MAKAR是一款提供給教育者進行設計擴增實境、虛擬實境、混

合實境內容的軟體，可以快速建立作品並觀看與操作，軟體可與許多硬體設備相

容。本研究以學校周遭社區的信仰中心—伯公（土地公）作為活動場域。學習者

透過 AR適地性遊戲程式探索廟宇內部的物件進行辨識，並藉由互動遊戲進行學

習體驗，如圖 2與圖 3所示。 

圖 2 文化知識題內容 圖 3客語學習題內容 
  

（二）數位圖像遊戲 
本研究使用 Kahoot!數位遊戲平台作為遊戲教學之媒介。Kahoot!是一款學

習遊戲的線上即時反饋系統(Dellos, 2015)，協助教師營造一個有趣且具競爭性

的遊戲環境。使用者無須註冊，可以透過電子設備（如平板與智慧型手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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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遊戲的 Pin 碼進入遊戲環境。將研究者自行設計之圖像教材在置入平台

中，並以競爭遊戲之模式進行教學活動，如圖 4與圖 5所示。 

圖 4文化知識題內容 圖 5客語學習題內容 
 

五、 實驗設計 

本研究設計以準實驗研究法與問卷調查法進行實證，以苗栗縣某國小六年級

兩個班為實驗對象，一班為控制組，另一班為實驗組。對照組採用數位圖像遊戲

進行教學如圖 8，實驗組則運用 AR 適地性遊戲進行教學，如圖 7。教學實驗前
先對兩組進行文化知識與客語學習成效前測，並取得前測成績作為共變量。活動

結束後施以文化知識與客語學習成效後測與文化語言認同問卷，研究流程如圖 6
所示。 

圖 6實驗流程 

72



 

 

 

圖 7實驗組學習活動情形 圖 8對照組學習活動情形 

肆、 研究結果分析 
一、學習成效組內比較 
分析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學生在學習活動前、後的學習成效是否產生顯著差異，

將二組的學習成效前、後測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首先針對「對照組」數位圖像

遊戲組的學習成效進行檢定，從檢驗結果得知，前測成績為 48.67，後測成績後

測成績 63.33，t統計值值=-3.01，顯著性 p值=0.009<0.05 達到顯著差異；另一方

面，「實驗組」AR 適地性遊戲組前測成績為 54.62，後測成績後測成績 63.85，t
統計值值=-2.22，顯著性 p值=0.046<0.05 達到顯著差異，如表 2所示。 
二、學習成效組間比較 
本研究為探究不同學習活動之間是否會對學習成效造成顯著差異，因此進行

ANCOVA分析。首先進行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發現結果 p值 = 0.203>0.05 表

示兩組前後測迴歸斜率具有同質性，可以進行 ANCOVA分析。研究統計結果發

現，p值 = 0.606>0.05未達統計顯著性。表示在使用 AR適地性遊戲學習與數位
圖像遊戲學習的教學方式，後測分數在學習成效上沒有顯著的差異。如表 3所示 

三、語言與文化認同組間比較 
本研究為了解兩組不同的學習活動是否對語言與文化認同各構面造成顯著

差異，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根據表 4顯示。在本研究中語言與文化認同各

構面未達顯著性，表示不同的教學活動對學習者的文化認同感受度沒有顯著的影

響。另一方面，從平均數可以發現「維護自然環境」構面實驗組分數 4.49大於對
照組 4.32；「參與社區活動」構面實驗組分數 4.28 大於對照組 4.02；「語言歸屬

感」構面實驗組分數 3.63大於對照組 3.34；總體構面實驗組分數 4.13大於對照
組 3.90。兩組平均分數皆高於高於 3分以上，代表學習者經由活動後的語言與文

化認同感受程度具有正面感受。 
表 2學習成效成對樣本 t檢定摘要表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對照組      
 前測 15 48.67 18.07 

-3.01 .009* 
後測 15 63.33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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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      
  前測 13 54.62 17.13 

-2.22 .046* 
後測 13 63.85 21.42 

*p<0.05 

 

 

伍、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在地文化特色與民俗信仰之教學題材，設計兩種不同教學活動，

並探討「數位圖像遊戲學習」與「AR適地性遊戲學習」兩種不同的學習方式的
對學習成效以及學生經由活動後的語言與文化認同態度。本研究將統計分析結果，

加以說明如下： 
不同學習方式的學習成效 
研究結果發現實施活動後，兩組學習成效成績都有顯著的進步，這點與 Z. 

Chen, Chen, Jia, and An (2020)的觀點相同，使用行動遊戲對學習成效有顯著的影

響。行動學習的特性，如輕鬆取得學習材料、在非正式的學習環境和多媒體功能，

使學習者能夠以有趣和愉快的方式學習。Charitonos and Charalampidi (2015)也強
調行動學習輔助傳統語言學習可以發展語言技能和文化意識，透過結合學習體驗、

情感和認知維度的強化詞彙學習。 
另一方面，關於比較兩組不同的教學方式對學習成效沒有顯著的差異，此結

論與 Chu (2014)有類似的看法，進一步進行討論，雖然研究中充分控制教學變項；

然而，在真實的學習環境中，學生不僅需要與現實世界的資訊互動，同時還要注

表 3學習成效 ANCOVA摘要表 

組別 人數 後測平均值 標準差 
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誤 F值 p值 

對照組 15 63.33 17.59 65.08 4.21 
0.27 0.60 

實驗組 13 63.85 21.42 61.82 4.53 

表 4語言與文化認同構面獨立 t摘要表 
構面 組別 N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df p值 
維護自

然環境 
對照組 15 4.32 0.37 0.92 26 0.10 
實驗組 13 4.49 0.59    

參與社

區活動 
對照組 15 4.02 0.67 1.16 26 0.19 
實驗組 13 4.28 0.53    

語言歸

屬感 
對照組 15 3.34 0.86 0.80 26 0.91 
實驗組 13 3.63 0.99    

語言與

文化認

同總體 

對照組 15 3.90 0.53 1.06 26 0.50 

實驗組 13 4.13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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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行動學習系統提供的指導和學習內容，因此學習過程變得更加複雜而造成認知

負荷；此外，遊戲時間的限制也是原因之一，學習的範圍超越了教科書的內容，

學生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去整合學習得知識，以及學生沒有在行動學習的環境中

擁有豐富的學習經驗，皆是可能造成學習效果與數位學習方式相比較不顯著的原

因。總體而言，無論是實地的探索學習或是在教室使用平板學習，透過遊戲式學

習的方式對學習成效皆有正向的影響。 
學習者對於語言與文化認同之態度 
本研究針對兩組不同教學活動進行檢定考驗，研究結果發現「數位圖像遊戲

學習」與「AR適地性遊戲學習」對語言與文化認同態度沒有顯著差異；另一方
面，以平均數來看，兩組在語言與文化認同總體平均分數皆高於 3分，整體學生

對於語言與文化認同具有正向認同；實驗組總體分數 4.13分大於對照組 3.90分，
表示使用 AR適地性遊戲的學習者對語言與文化認同高於數位圖像遊戲組，這點

與(Oikonomakou, Frazis, & Evangelinou-Yiannakis, 2022)的研究符合，利用合適的

科技輔助，與教學活動有助於學習者探索與認識傳統文化與傳統語言學習。本研

究推論 AR組至真實的場域探索遊戲，促進對社區人文知識的理解，達到悅趣式

的學習方式，進而對語言及文化知識產生較高的認同感；而兩種不同的學習方式

皆適合作為教學者在客語課程的學習活動規劃。 
未來的研究中，建議加入學習者的注意力的研究以了解行動科技設備對遊戲

過程的影響因素，包含對遊戲的心流體驗與學習成效的影響。在語言與文化認同

方面，則可以加入學習者的個人背景作為背景變項加以討論與認同度之間的關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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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 PIRLS 多層次提問融入數位學習平台教學對國小學童閱讀

理解能力與閱讀態度之影響。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設計，對象為台北市某國小

四年級兩個班級共 57 位學生，一班為實驗組運用 PIRLS 多層次提問融入數位

學習平台進行教學，另一班為控制組進行相同教學時間的 PIRLS 多層次提問但

不使用數位學習平台，實驗共進行九週。研究結果顯示在閱讀理解能力方面，

兩組學生在「直接推論」能力有顯著差異；在閱讀態度方面，兩組在「閱讀成

就」和「閱讀興趣」面向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顯示數位學習平台能夠提升學

生的閱讀學習成就和學習興趣。 

關鍵字：PIRLS 多層次提問、數位學習平台、閱讀理解能力、閱讀態度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ssimilate with effect of using PIRLS multi-level 

questioning teaching and digital platform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attitude. This study adopts a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with a total of 57 fourth-grade students in two classes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City. The first class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the PIRLS multi-level 

questioning combined with the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In the other class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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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group was given PIRLS multi-level questioning for the same teaching time 

without the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The experiment ran for nine weeks. After 

covariat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n term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in the ability of "direct 

inference". In terms of reading attitud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reading achievement" and "reading interest". This result 

showed that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s can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learning interest in reading. 

Keywords: PIRLS multi-level questioning,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Reading Attitude 

壹、 前言 

  進入 21 世紀，正處於知識訊息爆炸、傳遞最快速豐富的時代，網路上的資

訊隨手可得，懂得閱讀的人則能迅速的掌握知識與資訊。閱讀是資訊統整與分

析訊息的能力，讓孩子越早培養閱讀習慣，較能獲得終身學習的能力，為自己

和國家奠定未來的根基（齊若蘭、游常山、李雪莉等，2003）。 

  臺灣為了提升國民之閱讀能力，自西元 2000 年開始，各部會陸續以閱讀為

政策主軸，建立了「兒童繪本花園」閱讀網站、「全國兒童閱讀實施計畫（民國

90－92 年）」、充實國民中小學之圖書館資源，持續推動閱讀教育相關政策，包

含為期四年的焦點三百閱讀推動計畫以及為期三年的「悅讀 101」提升閱讀計

劃，都是影響國內閱讀教育甚深的政策。 

  台灣為了瞭解學生閱讀理解的能力表現，以及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學生比

較，自 2006 年開始參加由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主導的大型國際性閱讀素養調查

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PIRLS 每五年一

次針對國小四年級學生的閱讀表現進行國際性評量，至今台灣已參加過三次

（分別是 2006、2011 及 2016），PIRLS 針對閱讀的文本設計了多層次提問的命

題，將閱讀理解分為四個層次為直接提取、直接推論、詮釋整合、比較評估。

PIRLS 強調閱讀的核心在於「思考」，因為閱讀是一種自學能力、思考能力，唯

有學童擁有這樣的能力，才能用以獲得知識、解決問題（柯華葳，2006），而閱

讀理解能力是可以透過學習獲得，如何透過有效的課堂學習，讓學生增進閱讀

的理解程度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來，我國為了培養學生能夠適應資訊時代的生活，教育部陸續推行

「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 2008-2011」政策，於 2014 年到 2017 年推行

「數位學習推動計畫」，2019 年開始推動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計畫，並培訓許多

教師，甚至擴大計畫到全台，盼教師能善用載具融入數位學習平台，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如何有效運用數位學習平台功能來提升學生在學習上的興趣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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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並提升教師的教學成效值得關注。 

  目前許多閱讀策略教學研究大多都支持閱讀策略有助於閱讀理解，若能整

合多樣策略或多重連結的高層次策略活動，則能在學科領域獲得較高的能力，

增加領域知識，國內已有不少運用 PIRLS 多層次提問進行閱讀理解教學的研

究，但卻很少融入最新的數位學習平台科技。 

  因此本研究以數位學習平台所提供的數位學習系統來輔助國小四年級閱讀

理解教學，探討 PIRLS 多層次提問融入數位學習平台教學對國小學童閱讀理解

能力與閱讀態度之影響。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 PIRLS 多層次提問融入數位學習平台教學對國小學童閱讀理解能力之

影響。 
二、探討 PIRLS 多層次提問融入數位學習平台教學對國小學童閱讀態度之影

響。 

貳、 文獻探討 

一、 PIRLS 多層次提問閱讀理解 

  PIRLS「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是由國際教育評估協會(IEA)所做的國際閱讀素養調查研究，針對國小四

年級學生，每隔五年針對四年級學生，進行國家或地區間的閱讀素養能力的測

驗，希望測驗的結果能夠讓各國作為改善閱讀教學與閱讀能力的依據。 

  PIRLS 將閱讀理解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為「直接提取」找出文章中明

確敘述寫出的訊息；第二層次為「直接推論」則是連結段落內或段落間的訊

息，進而能從文章中推斷出文中有沒有明確敘述訊息間的關係；第三層次為

「詮釋統整」讀者運用既有的認知基模從中提取經驗與知識，以達到自己對文

章深層的理解與建構文章中的細節及更完整的意思；第四層次為「檢驗與評

估」讀者需具備批判性思考作為解讀文章的依據，並評斷文章內容的完整性及

論述的立場與各訊息間的安排（柯華葳，2009）。 

  PIRLS 多層次提問也是一種閱讀理解策略，以多層次問題引導讀者深入文

本內涵的閱讀教學法，目的是協助讀者在閱讀中能理解、整合和解釋文本的意

涵。在多層次提問教學中，教師的角色是計劃性呈現多層次的問題，在問答的

歷程中，學生不只有擷取文本字面的意義，不同層次促使學生專於探究與理解

文本訊息的意義，並有效延續學生對問題的回應，透過班級討論或連結學童的

經驗及先備知識建構出文本深度度理解及推論，進而對文章形成通篇的統整。 

二、 數位學習平台 

  數位學習平台主要在數位學習的環境中，提供教學者與學習者進行互動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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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媒介，利用網路突破時空的限制，以同步或非同步的方式進行教與學（吳

莉欽，2002）。數位學習平台提供教師與學習者各種知識和技能，學習者可以連

結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以及其他可以上網的行動裝置進行學

習（莊彩鈺，2021）。 

  數位學習平台提供學習管理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能

不受時空限制的學習與教學環境，其主要目的為管理教師教學與學習者學習的

過程，並對各種歷程進行持續性的紀錄與追蹤。由於學校教育有空間上與時間

上的限制，以網路方式進行的學習管理系統，不但可以輔助傳統教學的進行，

還能整合各種教學資源，讓更多學習者與教師使用，其主要分為三個介面：教

學者介面、學習者介面、管理者介面，教學者介面可以設定課程、課前教材編

輯與上傳、測驗批改；學習者介面可以登入、上課、討論、考試等；管理者介

面則有版權設定、介面管理、課程管理、學生管理、資料管理等（李春雄，

2013）。 

  學習管理系統較著重在教學者介面，教學者可以藉此管理課程與教材內

容，不僅可以對學習者進行教學、評量，還能分析學習者的學習行為與成效，

也可以追蹤其學習狀況；學習者可以在課堂上或課餘時間進行反覆學習，所有

的學習歷程也都會被系統紀錄。目前國小端較常使用的學習管理系統為

Moodle、TEAM Model 智慧教室、1Know、酷學習等數位學習平台。 

  這些平台均具有讓學習從被動學習轉為主動學習，由教師規範轉為學習者

自我規範、由傳統紙本考試轉為數位化評量（教育部，2017），更能滿足教師不

同的教學需求，而學習者也能透過不同的數位學習平台進行學習，不僅使教學

方式更活潑有趣，也提高了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提升教學品質和學習成效。 

參、 研究設計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之

「不等組前後測設計」（nonequivalent pretest-posttest control group design）。以台

北市某國小四年級隨機抽取兩班，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為控制組作為研究場

域進行實驗研究。研究者對兩班四年級學生進行前測、實驗處理及後測。實驗

組學童共 29 人進行為期九週，每週一節課共九節課，並運用 PIRLS 多層次提

問融入數位學習平台進行教學；控制組共 28 人進行相同教學時間的 PIRLS 多

層次提問教學但不使用數位學習平台；兩組皆於實驗結束後進行後測，探討運

用 PIRLS 多層次提問融入數位學習平台教學是否有助於提升學童閱讀理解和閱

讀態度。 

81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有：一、酷學習數位學習平台；二、PIRLS 多層次

提問閱讀文本；三、閱讀理解測驗前、後測；四、閱讀態度量表問卷；五、數

位學習平台應用於閱讀課程之學習態度問卷。茲將分述如下： 

（一） 酷學習教學平台 
  本研究使用的數位學習平台為酷學習教學平台，這是一個學習管理系統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其主要目的是管理學習者的學習過程，

持續追蹤他們在各種訓練學習活動中的學習進度與表現，學習管理系統管理並

分配諸如註冊登錄、課堂與教學者時間、學習素材、教學資源以及線上學習傳

遞等各項學習資源。其功能包括多選模組、繳交模組、共享庫評分等級、共作

白板，以及選擇題選項、報告觀看模式、白板寫作空間等。本研究者將在課程

中利用平台的四個功能：選擇題、白板、問答及討論功能進行教學。以下針對

此四個功能分別說明運用的方式： 

1. 選擇題功能 
  建立「運用 PIRLS 多層次提問」設計的「直接提取」或「直接推論」的題

目讓學生作答，此系統可以在學生完成作答後自動核對答案計算分數，以及分

析、統計學生作答的情形與成績。 

2. 白板功能 
  建立「運用 PIRLS 多層次提問」設計的「直接提取」或「直接推論」題目

文章圖片給學生，學生可以在圖片上直接劃線提取訊息或從圖片中劃除不必要

的訊息以找出線索推論結果，此項設有錄影功能，能錄下學生的繪製過程，教

師可以重新播放藉以分析學生思考與作答歷程。除此之外，學生也能利用此功

能繪製心智圖或概念圖，將文章的主題或主要內容向外延伸，以加深對文章的

記憶與理解。 

3. 問答功能 
  建立「運用 PIRLS 多層次提問」設計的「直接推論」或「比較評估」的題

型，讓學生能夠各自在此版面輸入文字回答問題，當所有學生回答完畢後，教

師可以將全部學生的答案同時顯示讓同學檢視，教師可針對每個學生的回答給

予回饋，或讓學生再次敘述自己的看法。 

4. 討論功能 
  建立「運用 PIRLS 多層次提問」設計的「比較評估」或「詮釋整合」的題

型，讓學生能夠各自在此版面輸入文字回答問題，同學之間能夠立即觀看其他

同學的回答，若認同同學的答案可以按讚回饋，或者輸入文字幫忙補充，亦可

再次敘述自己的看法。 

（二） PIRLS 多層次提問閱讀文本 
  本研究的閱讀文本來源有共有三篇，其中兩篇為《閱讀理解一文章與試題

範例》，《閱讀理解一文章與試題範例》一書是由教育部委請專家學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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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LS 的閱讀層次編製而成（教育部，2001）。其編製的過程包括文章選擇、文

本分析、題目設計和評分規準的判定，包含故事體文章兩篇，分別是「小老鼠

的恐龍夢」、「小馬路喜」，另外一篇，則採用 PIRLS 2006 的題本中的「一個不

可思議的夜晚」，以上四篇均是以四年級學童為對象設計而成的閱讀文章。 

（三） 閱讀理解前、後測 
  本研究採用 PIRLS 多層次提問閱讀理解能力測驗工具，採用《閱讀理解一

文章與試題範例》一書選出兩篇閱讀測驗「白衣少年」、「壁虎溫暖」作為本研

究的閱讀理解測驗前、後測，並進行閱讀理解思考層次分析。 

  兩篇測驗皆是依據四個閱讀理解面向來編製試題，包含選擇題、問答題與

填充題三種類型，每題選擇題均為 1 分，而問答題則依據答案所需理解之深度

或答案包含的範圍而有 1、2、3 分的設計。 

（四） 閱讀態度量表 
  本研究的閱讀態度量測是採用孫明潔（2013）設計的「閱讀態度量表」作

為基礎並加以改編，來評量學童對於閱讀的態度。本量表共 10 題，採 Likert 

五點量尺設計，每一題均有「非常同意」、「同意」、「無意見」、「不同意」、「非

常不同意」五個選項，填答者依照題意根據自己的看法勾選一項。得分愈高

者，表示個人對閱讀態度與反應傾向正面積極；反之，得分愈低者，表示個人

對閱讀態度與反應傾向負面消極。 

肆、 結果與討論 

一、 閱讀理解能力之前後測驗分析 

（一）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閱讀理解能力測驗前、後測總分之共變數分析 
  本研究以「閱讀理解能力測驗」前測總分為共變項，後測總分為依變項，

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在進行分析之前，先考驗資料是否符合「組

內迴歸係數同質性」及「變異數同質性」之假定結果顯示組內的回歸斜率相同

（p＞.05），表示此資料符合共變數分析的前提假設：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可

以進行後續的共變數分析。共變數分析如表 1，顯示學生在不同實驗處理後，

兩組之間的閱讀理解能力前、後測總分未達到顯著差異（F = 2.93，p = .09）。 

表 1 

實驗組與控制組閱讀理解測驗能力前、後測總分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N=57） 

變異數來源 型Ⅲ平方和 df F p 

前測 103.57 1 23.85 .00 

組別 12.72 1 2.93 .09 

誤差 234.46 54   

（二）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閱讀理解能力測驗」四個層次成績之共變數分析 

為了瞭解實驗處理對兩組在「直接提取」、「直接推論」、「詮釋與統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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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與評估」之理解能力的影響是否有差異，本研究以兩組學童的閱讀理解

能力四個層次的前測得分為共變數，後測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

數分析。在進行共變數分析之前，首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以

考驗兩組共變數對依變量的回歸關係是否同質，結果顯示組內的回歸斜率相同

（p＞.05），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共變數分析如表 2，顯示學生在不同實

驗處理後，兩組之間「直接提取」的閱讀理解能力並未達到顯著差異

（F=1.20，p= .08）；「詮釋整合」的閱讀理解能力並未達到顯著差異（F= .18，p 

= .68）；「比較評估」的閱讀理解能力並未達到顯著差異（F = 3.67，p = .06）；

只有在「直接推論」的閱讀理解能力有顯著差異（F = 8.35，p= .01）。 

表 2 

實驗組和控制組「閱讀理解能力測驗」四個層次分數之共變數分析摘要 

 變異數來源 型Ⅲ平方和 df F p 

直接提取 

共變項 .18 1 1.20 .28 

組別 .48 1 3.16 .08 

誤差 8.22 54   

直接推論 

共變項 11.37 1 8.12 .01 

組別 11.69 1 8.35 .01 

誤差 75.59 54   

詮釋整合 

共變項 29.62 1 11.92 .01 

組別 .44 1 .18 .68 

誤差 134.17 54   

比較評估 

共變項 .84 1 4.15 .05 

組別 .74 1 3.67 .06 

誤差 10.89 54   

二、 閱讀態度量表之分析 

本研究以兩組學童「閱讀態度量表」的前測得分為共變數，後測為依變

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在進行共變數分析之前，首先進行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以考驗兩組共變數對依變量的回歸關係是否同

質，結果顯示組內的回歸斜率相同（p＞.05），可進行共變數分析。共變數分析

如表 3，顯示學生在不同實驗處理後，兩組之間的「閱讀態度量表」前、後測

分數並未達到顯著差異（F = 2.93，p = .05）。 

表 3 

實驗組和控制組「閱讀態度量表」總分之共變數分析摘要 

變異數來源 型Ⅲ平方和 df F p 

前測 427.35 1 23.95 .31 

組別 53.21 1 2.98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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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 963.59 54   

為了瞭解實驗處理對實驗組和控制組的閱讀態度各面向是否有差異，本研

究以兩組學童「閱讀態度量表」三個面向的前測得分為共變數，後測為依變

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在進行共變數分析之前，首先進行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以考驗兩組共變數對依變量的回歸關係是否同

質，結果顯示組內的回歸斜率相同（p＞.05），因此可以繼續進行單因子共變數

分析。 

共變數分析如表 4 所示，顯示學生在不同實驗處理後，兩組之間的「閱讀

行為」（F = 7.86，p = .13）前、後測分數並未達到顯著差異，但在「閱讀成

就」（F = 1.54，p = .03）和「閱讀興趣」（F = .49，p = .01）前、後測分數有顯

著差異。 

表 4 

實驗組和控制組「閱讀態度量表」各面向分數之共變數分析摘要 

 變異數來源 型Ⅲ平方和 df F p 

閱讀成就 

共變項 12.58 1 4.24 .07 

組別 4.59 1 1.54 .03 

誤差 160.31 54   

閱讀興趣 

共變項 90.39 1 20.03 .27 

組別 2.23 1 .49 .01 

誤差 243.73 54   

閱讀行為 

共變項 36.91 1 21.30 .28 

組別 13.61 1 7.86 .13 

誤差 93.56 54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 PIRLS 多層次提問融入數位學習平台教學對國小學童閱讀

理解能力與閱讀態度之影響。依據研究目的與資料分析結果，本研究獲得的主

要結論：閱讀理解能力方面，整體而言實驗組學生與控制組學生並未有顯著差

異，但在「直接推論」能力方面實驗組優於控制組；在閱讀態度方面，整體而

言實驗組學生與控制組學生並未有顯著差異，但在「閱讀成就」和「閱讀興

趣」面向，數位學習平台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與學習興趣。後續研究建議

針對使用數位學習平台教學之歷程行為進行質性分析，以更深入瞭解 PIRLS 多

層次提問融入數位學習平台教學對國小學童閱讀理解能力與閱讀態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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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設計與開發一套適合於國小三年級學生使用的色彩輔助數位教

材，提供學習者了解色彩知識等相關能力。研究方法採用設計本位研究法，並

根據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原則作為研發教材的基礎。先透過文獻資料蒐集和教

學現場教師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了解教學現況與需求，以此為分析與研發教材

的研究設計方向。於教材製作完成後，邀請兩位專家進行檢核給予回饋，彙整

訪談結果與建議，得以作為後續教材修正之研究參考。 
關鍵字：數位教材、色彩、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ign and develop a series of color assisted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third graders; moreover, the research 
makes learners understand color knowledge and other related skill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adopted by the Design Based Research, and the 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Principles are used as the basis for developing E-Learning 
Teaching Materials. 

Firstly, in current situation, there are the needs of teaching through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teachers who are on site and use this as 
a direction in research design for analyzing and developing course materials. After the 
E-Learning Teaching Materials are completed, two experts will be invited to review 
materials and given feedbacks. To summarize, the interview results and suggestions 
can be used as a research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textbook revision. 
Keywords : E-Learning Teaching Materials、Color、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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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美感的養成是國家社會進步的關鍵，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

「藝術領域」提及國小階段學生應具備善用多元感官的能力，察覺生活與藝術

的緊密連結，得以豐富美感體驗（教育部，2018）。Andrew & Markus（2014）
在研究中表明色彩承載著重要的意涵，可對人們的情感認知行為產生重要的影

響。而色彩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感知刺激，通常從美感角度來進行思考。 Allen
（1920）也提及每一個人對色彩感受皆不同，這與個人生活經驗是有關聯的。
色彩不僅是美感的要素，更與生活息息相關。 
然而國小藝術課程的教學，僅只有一個單元提及色彩，但在藝術創作中皆

需運用色彩來完成作品。研究指出學生缺乏對色彩的觀察，僅能理解簡單的色

彩，外加對定義的不理解，很難把所學發揮至實際的創作上，導致學生不知該

如何在顏色上做聯想和使用，造成對色彩學習興趣降低（王文純，1998；盧俊
宏、葉吉城，2003；蘇美綺、陳一平，2007）。因此色彩知識能力的培養，著
實為重要的議題。 
近年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已是一項趨勢，謝朝鐘（2008）提出美感教育須

兼顧到時代性，掌握社會與科技媒體的脈動，進而融入文化發展。在教育部推

出的《美感入門-色彩篇》中，採訪了台灣創意設計研究院張基義院長，提到色
彩學習是需要透過觀察分析、練習以及應用的（教育部， 2016）。本研究將設
計開發一套適合國小三年級學生使用的色彩輔助數位教材，使學習者可以透過

教材來反覆練習色彩的相關知識，得以解決藝術領域課程中的教學現狀，讓學

生在學習上更加完善。 
基於上述研究可知色彩學習的重要性，不僅可幫助國小學生促進感官上的

發展，又可以了解藝術與生活的相關性，進而培養出個人美感。但因現階段國

小三年級在藝術領域中學習色彩的不足，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 設計適用於國小三年級在藝術領域之色彩補助數位教材。 
二、 探討使用者對數位教材融入色彩教學之使用回饋。 

貳、 文獻探討 

一、色彩學習之相關研究 
在藝術元素（Elements of Art）基本七大要素中，包含了「線條 Line」、 

「形狀 Shape」、「形式 Forms」、「空間 Space」、「色彩 Color」和「質感
Texture」，藝術作品的創作皆通過這七大元素而成。其中又以色彩最具代表
性，被視為重要的核心基礎。 
然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伴隨著年齡成長與轉變，將影響其藝術審美鑑

賞之能力。美國學者帕森斯（M. Parsons）出版《How We Understand Art》
（1987）一書，提出美感鑑賞能力分為五大階段，分別為：第一階段偏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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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voritism）、第二階段美與寫實（Beauty and Realism）、第三階段表現
（Expressiveness）、第四階段風格與形式（Style and Form）和第五階段自主的
判斷（Autonomy）。在第二階段「美與寫實」中，指出小學階段學生開始注意
到調色、表現立體等色彩變化，但對色彩感受多止於一般化性質（王文純，

1998）。日本學者齊藤清（1975）則提出色彩知覺的發展研究，把階段分為學
齡前孩童、小學階段、國中階段和高中階段。在小學階段孩童喜愛明亮、鮮豔

的色彩，並提出國小中年級學生對色彩觀察力逐漸萌芽，開始注意色調上明暗

的不同，將是最適合開始學習色彩的年齡發展階段（王文純，1998）。 
因此本研究將以國小三年級為研究對象，採用康軒版國民小學三年級藝術

課本第一冊，「色彩的世界」單元為教材開發之依據，課程單元分為七節次，

將取其中三節次進行教材開發設計，分別為：「察顏觀色」、「搭一座彩虹

橋」、「色彩大拼盤」。在單元目標、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學習

內容和議題融入人權教育與品德教育，各項指標皆出自於教育部所提出的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教育部， 2018）。 
在國內的相關色彩學習研究中，發現國小學童不明白「色相」、「明度」

和「彩度」其色彩意義和知識概念，導致影響在混色的技巧上。因對其不了

解，以至於在創作上沒有信心完成，間接影響學習興趣（李孟芳，2010）。許
芫甄（2014）建議提供範本，因為學生較難利用想像來理解色彩。可利用生活
經驗代入色彩教學，才能有效提高學習色彩的興趣與混色技巧（張心瑜，

2021）。詹升興（2020）也提及學習色彩應先從生活中觀察與探索發現色彩；
才進一步了解色彩基礎理論；再學習混色的應用。粘瑞蘭（2004）強調在藝術
領域科目須更注重在色彩的教學，期望把資訊科技融入色彩教學，使學生不會

因水彩擠色習慣不良或水分控制不佳，而影響對色彩的學習。 
根據以上文獻可知，國小三年級是最適合學習色彩的年齡階段，有助於學

生對美感鑑賞觀念的提升。然而現階段對於色彩教學的不足，以及學生在學習

上所面臨的狀況。因此本研究將以開發色彩教學教材為其目標，把日常生活帶

入色彩學習，設計一套適合國小三年級學生使用的數位教材，使學習者能在學

習上更加完善與多元豐富。 

二、 多媒體教材設計開發 
Mayer（2001）認為「多媒體」的概念可分為三種：第一為教學設備，例

如電腦、手機等科技設備。第二為教學呈現的方式，著重於文字和圖像的內

容。第三則為教學感官形式，包含視覺和聽覺上的感知學習效果。在多媒體教

材呈現時，需使用到「文字」和「圖像」。文字呈現可為螢幕上的文字或是旁

白，而圖像呈現可為照片、畫作或是影像等。文字和圖像同時進行訊息傳遞，

學習者將接受到不同的感官體驗。因此，教材呈現必須是有系統且簡單容易

的，讓學習者能清楚了解內容。 
本研究教材製作根據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原則為基礎，並參考陳明溥與張

瓊方（2005）提出的多媒體教學在數位教材製作的六項原則，來進行教材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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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開發與設計，原則為：多媒體原則（Multimedia Principle）、空間連續原則
（Spatial Contiguity Principle）、時間連續原則（Temporal Contiguity 
Principle）、一致性原則（Coherence Principle）、多重型態原則（Modality 
Principle）、累贅原則（Redundancy Principle）。 

參、 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設計本位研究法（Design-Based Research , DBR）（Brown，

1992；Collins，1992），為一種具有系統性且彈性化的研究方法。目標在改善
教育實務上遇到的問題，於教學場域與教育工作者進行合作與交流。透過分

析、設計、實施、評量等方式進行研究，導出符合學習環境的教學發展（Wang 
& Hannafin，2005）。  

二、 研究對象 
於分析階段邀請臺北市某國小美術老師進行現況需求訪談，在教材完成後

另外邀請兩位專家進行教材測試與檢核，一位為臺北市某國小美術老師；另一

位為多媒體數位教材設計領域專家。經由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紀錄，再進行彙

整專家反饋與建議，以利之後進行教材的修正和優化。 

三、 研究步驟 
本研究依據設計本位研究法，作為研發色彩輔助數位教材的步驟依據。主

要採用文獻分析及半結構式訪談進行資料蒐集。五步驟分述如下： 
（一）分析階段 
此階段於教材設計前，邀請教學現場國小美術教師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以

了解現今國小在藝術領域對色彩教學之現況分析，將以此規劃如何進行適合國

小三年級學生之色彩輔助數位教材開發。 
「單獨教色彩的課程其實很少，課本只有一個單元中出現，都是在國小中

年級居多。學生在需要使用色彩時，不一定能把所學的運用上，就很制化

和受限。」（專家 A_20211110） 
「現階段在數位科技結合藝術上，做相關開發的人也比較少。我覺得在設

計上能夠加深學生印象的例如說混色，學生若試著在 App上進行練習，在
實際創作的時候，就會更佳熟練。」（專家 A_20211110） 
「可以從生活中看得到的東西去切入，對小朋友來說會更好。把色彩的學

習，讓他們覺得和生活息息相關。」（專家 A_20211110） 
透過訪談可知，現場教學缺乏單獨教學色彩的課程，學生在需要使用色彩

時不一定能把所學運用上。教學者提到數位科技結合藝術上的發展也相對較

少，建議在學習色彩上，可以透過生活常見物品帶領學習者認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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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階段 
經由分析階段所取得之資料，進而擬訂本研究之教材設計架構。將依據

Mayer（2009）提出「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中的六項教材設計原則為基礎，
並以康軒版國民小學三年級藝術課本第一冊，單元「色彩的世界」取其中三節

進行教材開發設計，各項指標皆出自於教育部所提出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教育部，2018），整理教材設計依據與內容如下圖所示： 

 
圖 1 設計依據圖 

資料來源：參考康軒版國民小學三年級藝術課本教師手冊（2020），自行繪製。 

將以 Mayer（2009）六項教材設計原則，分別為：多媒體原則
（Multimedia Principle）、空間連續原則（Spatial Contiguity Principle）、時間
連續原則（Temporal Contiguity Principle）、一致性原則（Coherence 
Principle）、多重型態原則（Modality Principle）、累贅原則（Redundancy 
Principle）來進行本研究色彩輔助數位教材的發展。 
（三）實施階段 
開發軟體以 Smart Apps Creator 3 來製作教學教材，並搭配使用 Adobe 

Illustrator 2021 與 Adobe Photoshop 2020 進行繪製。本教材輸出方式多元，可

1.能透過觀察和討論進行色
彩之探索，表達自我感受與
想像。
2.能運用工具知能及嘗試技
法以進行創作。
3.能使用色彩元素與工具並
運用想像力創作主題。

設計依據

單元
目標

表現

人權教育

品德教育

能發現藝術家作品中的視
覺元素與色彩的關係、進
行視覺聯想、表達自己的
情感。 

鑑賞

學
習
重

素

學
習
表
現

學
習

容

能透過物件蒐集進行色彩
組合的生活實作，以美化
生活環境。

實踐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
美感。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
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
驗。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
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1-II-2 能探索視覺元素，並
表達自我感受與想像。
1-II-3 能試探媒材特性與技
法，進行創作。 
1-II-6 能使用視覺元素與想
像力，豐富創作主題。
2-II-2 能發現生活中的視覺
元素，並表達自己的情感。 
3-II-4 能透過物件蒐集或藝
術創作，美化生活環境。

視E-II-1 色彩感知、造形與空間的
探索。 
視E-II-2 媒材、技法及工具知能。
視A-II-1 視覺元素、生活之美、視
覺聯想。 
視A-II-2 自然物與人造物、藝術作
品與藝術家。 
視P-II-2 藝術蒐藏、生活實作、環
境布置。

議題
融入

人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
則。 
人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品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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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輸出 iOS 或 Android 版本，以及 HTML5 網頁版和 Windows EXE 檔案
格式（優思睿智，2016），方便使用者操作使用。以下為色彩輔助數位教材畫
面說明，如表 1所示： 
 
表 1 
教材畫面說明 

教材介面 

  
教材封面。 教材單元目錄表。 

  
標題及學習內容清楚呈現，使用者點擊

「開始」即進入該主題色彩教學。 
進入畫面圖片中有 1、2標號，使用者點

選後，將跳出相關知識內容。 

  
以拖移加點選兩種方式進行，增加使用

者在教材學習上的趣味性。 
跳出兩種色彩經過混色後的結果，讓使

用者在操作中加深印象。 

  
藉由生活經驗帶入色彩學習，選出題目

中的對比色答案。 
答對後，將會再呈現一次色彩知識內

容，達到複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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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量階段 
此階段邀請兩位專家進行教材測試檢核，一位為教學經驗豐富的國小美術

老師；另一位為多媒體數位教材設計領域專家，以半結構式訪談紀錄兩者建議

和使用回饋，再進行歸納統整，以利後續教材修正與優化。 

肆、 結果與討論 

色彩輔助數位教材製作完成後，邀請兩位專家實施教材測試，並依 Mayer
（2009）提出的六項教材設計原則，擬定訪談內容大綱與教材檢核表。透過半
結構訪談的方式給予反饋與建議，研究結果彙整如下： 
（一）多媒體原則Multimedia Principle 
兩位專家皆認為在教材介面排版上能清楚了解內容，文字和圖像一起呈現

使其更加豐富，本教材非常符合此原則。 
「我覺得在開場目錄介面上排版蠻清楚的，能知道是要做有關於色彩的學

習。整體排版明亮又很乾淨，我覺得很不錯！」（專家 T_20220429） 
（二）空間連續原則 Spatial Contiguity Principle 
兩位專家皆認為教材內容中的圖片與文字，有對應在接近的位置，本教材

非常符合此原則。 
「混色這邊我在點的時候，就想說哇！這個圖真不錯！然後 App教材裡面
有許多圖片，有山有水、有實際上生活的物品，他們會更有意識的去觀察

周遭環境的色彩，這點蠻好的。」（專家 T_20220429） 
「有特別列出總結是好的，他們才知道所有的東西，算是一個總復習，我

覺得這對小學生來說是必要的。」（專家 T_20220429） 
（三）時間連續原則 Temporal Contiguity Principle 
兩位專家皆認為教材內容中的圖片與文字，有接續呈現使用起來是流暢

的，本教材非常符合此原則。 
「在最後對比色的部分，可能需要加一個返回讓學生可以看到題目。因為

這一段看不到原本問什麼，只能從頭開始做題目。」（專家 E_20220427） 
（四）一致性原則 Coherence Principle 
兩位專家皆認為教材內容排除所有和教學無相關的文字、圖片、聲音，本

教材非常符合此原則。 
「教材設計有特別標示出類似色，並把不相關的部分模糊掉，只剩下這幾

個色塊就會很清楚，真的算是一個不錯的設計！」（專家 T_20220429） 
（五）多重型態原則Modality Principle 
兩位專家認為將長敘述的內容文字，或是複雜圖片以旁白方式解說，有利

於學習者理解，本教材符合此原則。 
「用唸的確實會比較好，但錄音的部分不要過長會讓學習者不想聽，但在

這裡時間掌控蠻剛好的。」（專家 E_20220427） 
「我覺得你在這裡使用人聲不錯，蠻清楚的解說。」（專家 T_202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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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累贅原則 Redundancy Principle 
兩位專家皆認為教材內容的學習量適中並不會過多，本教材符合此原則。 
「如果只是在教基礎小學生調色的話，以紅、黃和藍就可以了，這樣他們

比較好實作。所以在混色的部分，我覺得你可以直接改成紅色比較好，就

不用使用 CMY 色料三原色的色彩。」（專家 T_20220429） 
「我覺得有一點點多啦，但皆圍繞在主題，專注於色相環，只是問的問題

不同，所以我覺得是還好。」（專家 E_20220427） 
根據上述訪談結果，可得知專家對於色彩輔助數位教材的喜愛以及正向的

肯定。在教材內容設計與檢核方面，全部符合其六項多媒體教學設計原則。而

兩位專家在訪談時，所提供的寶貴建議與回饋；例如可考慮加上返回的畫面，

將以利於後續教材進行修正與優化，帶給國小三年級學生更好的教材體驗。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設計與發展國小三年級在藝術領域之色彩補助數位教材，依據多

媒體學習認知理論原則作為研發教材的基礎，有系統的開發教材。透過文獻資

料蒐集和專家半結構式訪談，使教材設計能更貼近教學現況與需求。研究結果

發現專家對於色彩輔助數位教材給予極好的肯定，學生可利用數位科技進行色

彩學習，讓學習多一種不同的選擇。 
近年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已然是一項新興趨勢，將科技發展融入課程與教

材中，使資訊能延伸出更便捷的學習方法和效果。目前國小藝術課程有三項科

目，包括：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課程。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針對藝術領

域，進行教材設計開發與研究。美感教育應從小開始，在教學氛圍中鼓勵學生

了解生活中的美。透過學習與累積相關知識，培養現代人民需具備的國際素

養，打造屬於自己的美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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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多媒體產業與3D電腦算圖技術的興起，學習3D建模軟體需求隨及升

高，雖然網路上相關教學素材、影片豐富多元，但需逐一檢視完畢，才能判斷

適不適合。有鑑於此，本研究希望可以藉由學習風格之預測分析，幫助學生日

後教材、課程上的規劃。本研究使用Psychopy 3建立學習平台，將學習素材放

置於其中，並紀錄完整學習行為，利用Orange機器學習的線性迴歸分析方式，

將學習行為分析與學習風格問卷資料進行訓練，建立預測模型，往後只需操作

本系統學習，即可自動分析學習風格。本研究期望藉由數位學習方式，在自學

的過程當中，依照自身情況，規劃最合適的學習方式。 
 
關鍵字：學習風格、學習行為分析、數位學習、迴歸分析、3D建模 
 

Abstract 
 

As multimedia industry and 3D computer graphics technology rise, the demand 
for learning 3D modeling software is increasing. Although there are various relevant 
teaching materials and videos on the Internet, their suitability needs checking one by 
one. In view of this, this project is expected to help students plan their future learning 
materials and courses via the predictive analysis of learning styles. In this project, we 
use Psychopy 3 to establish a learning platform to place learning materials and record 
their complete learning behaviors. With Orange machine learning’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we train the learning behavior analysis and learning style 
questionnaire data and build predictive models; in turn, students’ learning styles can 
be automatically analyzed just by operating the system in the future. With the e-
learning method in this project, we hope to help students plan the most suitable 
learning method based on individuals’ learning situation. 
 

Keywords：Learning Style, Learning Behavior Analysis, E-Learning, Regression 
Analysis, 3D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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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緣由與目的 

在資訊科技時代，隨著3D電腦算圖顯示技術的演進，多媒體應用如3D電
影、遊戲產業等隨之蓬勃發展，成為驅動數位內容發展的重大推力，並吸引人

們投入數位產業。在資訊爆炸的時代，雖然網路上擁有豐富的教學資源，但以

初學者的角度來看，通常不清楚自己適合用什麼方式學習及如何挑選適合的教

材，只能盲目的照單全收，卻發現不適合自己，造成時間的浪費且無益於學習。 
有鑒於此，本研究擬採用YouTube教學影片、Vasconcelos(2011)編著的

Blender文字教科書做為學習素材，輔助學生學習3D建模軟體Blender，使用

Psychopy 3模組進行學習系統開發，記錄學習過程中的所有行為與持續時間，

並採用Soloman與Felder (2005)提出之學習風格定義及問卷，將行為透過學習風

格定義之劃分，依照行為頻率計算學習行為權重分數，同時要求學生填寫學習

風格問卷，得出實際學習風格之分數，並邀請30位學生進行本實驗，蒐集足夠

數據樣本後，將學習行為權重分數與實際學習風格問卷分數進行資料模型訓練，

採用Orange Data Mining機器學習的線性迴歸分析開發套件，進行學習風格轉

換模型建立，隨後採用摺疊法隨機抽出10筆學習行為分數資料進行10次模型的

訓練，最終求出預測模型，進行學習風格之預測，依照數值結果進行模型檢定，

確認本系統開發之準確度，往後學生只需要透過本系統學習，即可得知自己的

學習風格，而不需再填寫學習問卷。本研究期望藉由學習風格之預測，使學生

得知適合自己之學習方式，避免盲目學習，透過系統化的學習方式，能有效為

未來安排學習計畫，達到提升學習成效的目標。 
 
二、 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動機，本研究預計開發針對Blender的學習行為紀錄與分析之學

習風格預測系統，制定一個Blender學習任務，透過學習系統提供教學影片及文

字教科書給予學習者學習，並於期間不斷地蒐集學習行為，讓學生藉由觀看教

學素材，釐清3D建模軟體之觀念及實作方式，最後依照其行為分析出學習風格。

期望此系統能增進學生自我覺察能力及提升學習成效，並探討下列研究問題： 
1.在學習Blender 3D建模軟體的過程中，如何有效記錄學習者的行為數據

並分析？ 
2.如何根據學習者的學習行為紀錄與學習風格量測結果，建立學習風格之

預測模型？ 
3.設計實驗驗證學習風格預測模型之準確性。 

 
貳、 文獻探討 

 
一、 適性化學習 

傳統的教學現場皆由教師統一教導學生，受限於課堂時間與人力分配，教

師較無法針對個別學生提供教學，然而學生程度通常良莠不齊，Russell(1997)
建議教師要具備辨識學生之間學習差異之能力，並透過現有的科技技術最大限

度的幫助學生。Brusilovsky(1998)認為使用自適應超媒體(Adaptive Hypermedia)
方式針對個體學生進行學習，依據學習者的行為或是其紀錄來調整課堂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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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或上課方式。為了提供合適的教學內容，藉由記錄學生的學習行為與診斷，

以滿足個別學習需求及目標，且可判斷學生的學習態度，舉例來說，可以記錄

學生有效學習、反應及無效學習時間等，透過幾項行為數據判斷學生學習態度，

以針對單一學生改進教學策略，提升教學的成效(Hwang, 1998)。本研究將記錄

學生的所有學習行為，以利後續搭配學習風格呈現學生學習特徵。 
 
二、 數位學習 

隨著科技的發展，電腦經常被使用來輔助學習，主要發展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學方式，涵蓋層面相當廣泛，以科技做為學習媒介為主，無論是遠距教

學或是傳統課程中融入科技輔助分析學生個人化資訊等。數位學習提供多樣

化的教學技術及工具輔助學習，像是即時串流的影片技術，提供線上視訊服

務(Derouin, Fritzsche, & Salas, 2005)。而數位學習提供學習者管理學習規劃，

依照自身的學習習慣與進度調整學習內容，以高度自由的方式滿足學生的學

習目標，運用網路技術成功提高知識吸收與成績的功效 (Jethro, Grace, & 
Thomas, 2012)。本研究將建立一個學習平台，其包含影片及文字教科書，可

讓學習者自由選擇合適的教材，並於學習過程中記錄學生之行為。 
 
三、 學習行為分析 

每位學生理解與接收訊息的程度並不相同，且不同吸收程度學生間會產生

學習成果落差。因此，學習分析(Learning Analytics)希望可以透過蒐集學習過

程中的資料，分析該學生的需求，提供適性化教學內容，期望改善學習與教育

品質，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近年來，由於大數據分析技術的可用性、大規模

的線上學習方式的出現，成功促進了學習分析的蓬勃發展(Ferguson, 2012)。學

習分析的特色在於學習過程中，可針對個別學生行為給予回饋，為日後的學習

做改善且易於安排未來的學習計畫。本研究藉由蒐集學生的學習行為，分析出

學習行為的權重，以利後續能夠直接由學習行為預測學習風格。 
 
四、 學習風格 

每位學生於學習時所採取的學習方式皆不同，舉例來說，有些人喜好透過

圖表或圖片理解數學觀念，有些人則喜歡閱讀文字的數學概念說明。學習風格

(Learning Style)一詞意旨學習者學習新知識時，運用何種學習素材及教學方

式能達到最佳的學習成效(Pashler, McDaniel, Rohrer, & Bjork, 2008)。學習風

格可以分析學生如何進行學習與行為特徵，以反應學習的認知、背景及學習內

容等資訊，可以說明該學習行為的潛在原因(Keefe, 1987)。學習風格依據學生

接收訊息及內化訊息，兩大方向進行研究，來分析與歸納該學生之學習風格，

教師再依其風格更變教學策略，提供最佳的學習環境(Felder & Silverman, 1988)。
本研究採用周芳華(2006)翻譯的Soloman與Felder (2005)學習風格問卷給予學習

者填寫(詳細問卷內容如附錄一)，探討學生在接收新的教學內容後，如何接受

訊息並做訊息的內化，且針對學習風格的問卷結果與學習行為的權重分數，進

行後續的預測模型建立。 
 
五、 學習風格預測 

現今已有研究提及依學習風格提供個別化的學習內容給予學習者可提升

其學習成效(Latham, Crockett, & McLean, 2014；Yang, Huang, Gao, &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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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依據研究目的、欲觀察的內容及教學設計的不同，使預測學習風格的

方法也大不相同。因此，本研究將目前學習風格預測的研究大致分為下列兩

種：運用影片數據分析、運用學習管理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數據分析。第一、運用影片數據分析，分析學習者於觀看影片學習時之

操作行為紀錄，如Dissanayake et al. (2018)運用播放、暫停以及速度變化等操

作行為預測學習者之學習風格。另外El Aouifi, El Hajji, Es-Saady, & Douzi 
(2021)提及運用影片觀看順序幫助教師了解學生之學習狀況。第二、運用學

習管理系統數據分析，藉由LMS在不影響學習者學習下紀錄其行為並分析學

習者背景資料，如Liyanage, KS, & Hirakawa (2016)運用資料探勘 (Data 
Mining)技術分析Moodle LMS日誌(log)資料預測學習風格。Yang et al. (2014)
認為先確定學習風格維度後，藉由圖型識別技術 (Pattern Recognition 
Technique)將持續更新的學習行為資料用來預測學習風格。 

有鑑於Blender操作行為在LMS中較難觀察紀錄，因此本研究選用

Psychopy 3建立學習平台紀錄學習行為，將依據選擇教材、換教材、Blender 
操作、播放、暫停以及快轉等行為紀錄預測學習風格，因此，較相似於上述

之運用學習管理系統數據分析並預測學習風格的方式。 
 
六、 機器學習-迴歸分析 

機器學習是由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發展而來，主旨在於透過資

料的學習來提高績效與成果，現今機器學習技術已廣泛運用於多項領域，像是

統計學、計算複雜性理論及社群媒體分析中扮演重要角色，經由演算法的設計

與實施，將資料自動分析並找尋規律，對未知的資料建立預測的方法，被視為

在大量目標候選程式裡做搜尋，經由資料或以往的經驗引導下，成功找到具備

最佳化效能標準的程式(Jordan & Mitchell, 2015)。目前機器學習演算法可分為

兩大類：監督式學習與非監督式學習。線性迴歸屬於監督式學習，目的在於藉

由過往的資料找出資料的關聯性，建立自變數(X)與依變數(Y)之間的線性關聯，

X為要拿來做預測的資料，Y為預測後產生的結果，最終將產生一個新的方程

式Yi=WiXi+b，目的是將已知的資料拿來做訓練，找出符合的W，往後只需將

X資料輸入，即能預測出目標值Y。本研究將以學習行為權重分數為自變數(X)，
學習風格問卷結果為依變數(Y)，透過機器學習的線性迴歸方式建立預測模型。 
 

參、 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期望建立一個學習風格預測系統，因此需收集大量行為數據與問

卷結果協助進行預測，因此採用量化研究進行實驗，並運用教育資料探勘的

方式，從系統紀錄的行為中找出可用的數據轉換為權重分數，與問卷分數一

同透過線性迴歸分析建立預測模型，最終將使用統計分析評估模型之準確性。 
 

二、 研究工具 
(一) PsychoPy 3 

PsychoPy 3是一個開源軟體，由英國諾丁漢大學的Jon Peirce主持開發，可
支援Python程式語言，主要應用於神經科學及心理學實驗的開發及研究。擁有

三種開發介面，分別為圖形化實驗流程控制介面、程式編輯介面、實驗運行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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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下圖1，透過切換不同介面可以隨時監控實驗流程與細節。平台支援各

種檔案的輸入，像是影片、聲音、圖片、文字、Excel等檔案匯入，提供許多

控制函式庫使用，方便使用者輸入檔案搭建實驗，目前支援電腦版本及線上版

本，透過pavlovia.org網站，可以進行實驗發布及分享、查看實驗研究，促進心

理學實驗的發展。本研究運用Psychopy 3這個軟體來建立學習素材平台，可以

監測使用者學習過程中所有行為，並蒐集與紀錄其學習行為，方便後續的行為

數據與學習風格進行預測模型建立。 

 
圖1、Psychopy 3介面圖 

 
(二) Orange 3 

Orange 3為開源且支援圖形化介面的資料處理軟體，主要應用於資料探勘、

機器學習等方面，如圖2所示，提供視覺化程式且支援Python程式語言進行資

料分析，特色在於採用交互式資料分析(Interactive Data Analysis)與基於部件的

資料探勘程式(Demšar et al., 2013)。Orange 3是一個友善新手及程式專家的視覺

化資料分析工具，可以透過程式元件模組執行堆疊及控管資料處理流程，輕鬆

進行資料分析步驟，系統亦提供監督式學習、非監督式學習的方式，進行資料

預處理、模型建立、模型評估及產生視覺化圖表等功能。本研究以Orange 3套
件的線性迴歸功能，蒐集30位學生的學習行為數據及學習風格分數，以學習行

為權重分數作為自變數(X)，學習風格分數作為依變數(Y)，建立預測模型。 

 
圖2、Orange 3 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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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Blender 
Blender主要經由Blender foundation開發及維護，是開源的3D建模軟體，

支援Linux、macOS以及Windows等作業系統，如圖3所示，透過簡單的介面設

計及圖示，降低使用者的認知負荷，對於3D新手相當友善，除了提供豐富的快

捷鍵操作，也可以自定義快捷鍵，功能包含基本的建模、材質、骨架、貼圖、

動態追蹤等。本研究以Blender建模軟體為工具，設計一套學習任務，例如：建

立手骨架並擺出握拳姿勢，使用者需實際操作Blender軟體，以其提供之骨架功

能來完成任務要求，並搭配學習平台提供相關教學素材給予學習者學習。 

 
圖3、Blender介面介紹 

 
三、 系統流程與說明 

本研究以Psychopy 3開發一個Blender學習平台與學習行為紀錄系統，採用

Orange機器學習的線性迴歸套件建立學習風格的預測模型，完成學習風格預測

系統。如下圖4所示，當使用者接收到學習任務及任務要求後，即開始記錄使用
者的行為，若有任何疑問或是遇到困難可以查看學習系統之相關內容影片、文

字教科書等教材，期間系統會不斷地偵測使用者按鍵、滑鼠以及持續時間的紀

錄，包含觀看何種影片、換教材、重播、暫停、Blender操作等行為，等到30分
鐘後，會詢問使用者是否繼續完成任務，若使用者決定要結束時，系統會自動

產生行為紀錄數據，並以單位時間30分鐘計算學習行為權重分數，接著邀請使

用者填寫學習風格問卷，收集30位使用者資料後，使用Orange機器學習之線性

迴歸套件，將蒐集而來的學習行為權重分數及學習風格問卷進行資料訓練模型

的建立，待模型建立後，屆時學生只需操作本學習平台進行學習，30分鐘後將

自動分析出學生之學習風格，並列出此學習風格之特徵與讀書方式特徵。往後

學生學習新事物不再盲目地接收教學素材，可以依照適合自己之學習方式進行

課程的安排，與教材類型的選擇，有效提升學習自主性及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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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系統流程圖 

 
四、 實驗設計 

本研究之實驗對象為大學生，受測人數共30位，年級為大一至大四學生，

科系不限制為數位系學生，學生之Blender 3D建模軟體實作能力與經驗皆為1年
以內之新手，皆了解基本操作，實驗地點為臺南大學數位系之實驗室。首先，

邀請30位學生進行本次實驗，於開始前告知本學習平台操作方式、任務要求與

成品指定動作，隨後開始30分鐘之實驗時間，實驗流程圖如圖5所示，實作過程
之中如有任何不懂之處，可透過本學習平台查看教學素材，每個任務步驟皆提

供文字教科書如下圖6(左)及影片教學如下圖6(右)，並可透過鍵盤及滑鼠達到轉
換教材、影片暫停、Blender操作等行為，期間若有學習平台操作問題皆可以詢

問。本實驗目的在於詳細抓取使用者學習過程中的行為，並藉由行為判斷與歸

類該學生學習風格，期望在往後自主學習時，能夠有效掌握適合之學習素材及

規劃學習方式，不僅提升學習的效率，也培養學生養成自學的習慣。 
且於學習活動結束後，要求受測者填寫學習風格問卷，本研究選擇以

Soloman與Felder(2005)提出之學習風格問卷，得知學生實際學習風格，與學習行
為權重分數一同做為學習風格預測模型數據，主要探討學生於學習過程中，適

合的學習方向或方式，受測者根據自身學習情形之感受填寫問卷，主要分為四

大構面，依序是學習態度、學習方式、學習感官類型、學習思考模式，一個構

面有11題，總共有44題，將題目依構面交錯打散為4題一循環，每題有兩個選項，
配分為一正一負，分別代表兩個面向，正負並無好壞之分，而是幫助解釋傾向

為何種向度與程度。最後依照構面計算出分數，構面之中向度為正的依序為主

動型(Active)、感覺型(Sensing)、視覺型(Visual)、循序型(Sequential)，而構面之

中向度為負依序是反思型(Reflective)、口語型(Intuitive)、文字型(Verbal)、總體

型(Global)，共劃分為八大面向，依照構面分數正負歸納學習風格，舉例來說，

學習態度構面得分為正1、學習方式構面得分為負5、學習感官類型構面得分為

正3、學習思考模式構面得分為負1，可以歸納出為主動型之學習態度、直覺型

之學習方式、視覺型之學習感官類型、總體型之學習思考模式的學習風格特質。 
將預先蒐集之30份學習行為數據與學習風格預測模型，透過摺疊法進行十

次預測模型建立，每次皆隨機挑選10筆資料，剩餘20筆作為訓練資料，最後將

每次模型的係數做平均，作為最終預測模型，並以統計分析進行學習風格與行

為數據評估。本實驗期望藉由學習任務中的監測，蒐集完整學習行為，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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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理論為依據，作為分析之目標，為學習行為與學習風格間建立直接的關聯

性，增進學習者對自身的了解與提升學習規劃效率。 

 
圖5、實驗流程圖 

 
圖6、文字書介面示意圖(左)、影片介面示意圖(右) 

 
五、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時程 

本研究因受限於人力、時間等因素，僅針對大學學生進行研究，無法擴及

至其他年齡層。但沒有限制其科系及年級，實驗對象皆為對3D建模軟體有興趣

之學生，學習相關3D建模動畫軟體經歷限制為初學至3年以內，主要期望分析

與探討軟體新手之學生。實驗時間以30分鐘為基本單位，會詢問學生是否要繼

續完成，若要繼續實驗，總時間將除以單位時間，以探討單位時間內的總學習

時間等，接著進行問卷填寫，作答時間需約15分鐘。 
 
(二)系統後測規劃 

由於研究主要實驗時間，國內COVID-19疫情突然爆發，全國進入三級警

戒狀態，所有學校皆改為遠距學習，也有室內群聚相關規定。由於事發突然，

無法進行更多實驗數據蒐集，因此針對已蒐集之30份行為數據與問卷，採用摺

疊法進行系統的預測建立與評估。 
 

肆、 結果與討論 
 

一、 學習風格預測結果分布 
 運用本系統學習後，30位受測者之學習風格預測結果分布，如

下圖7所示，由圖中可發現其中某些學習風格人數較多，猜測可能原

因有三，第一、從實驗過程中觀察到大多學生會偏好採用視覺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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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學習，可能為本任務是3D骨架建立，選擇與建模工具同樣為視覺

型的教材；第二、與本研究之構面計算及預測模型之準確度有關，

本研究採用滑鼠及鍵盤點擊次數、影片及教材觀看時間等因素計算

可能不夠客觀，需再修正權重計算方式以及行為紀錄之設定；第三、

本次受測之學習者較少且行為特徵較單一。 

 
圖7、學習風格預測結果分布圖 

 
二、 預測模型數據分析 

本研究採用摺疊法方式進行線性迴歸預測模型訓練，將其所運用到之係數

及截距值個別紀錄，此動作反覆進行10次，最終取平均後四捨五入作為預測模

型的係數及截距，線性迴歸以學習風格分數作為依變數(Y)，而行為紀錄作為自
變數(X)，第一構面(主動型/反思型)採用行為權重分數以實驗總時間、學習時間、

操作Blender時間作為自變數，數值與截距如下表1第一列所示，第二構面(感覺

型/直覺型)採用行為權重分數以5次以上操作切換次數和、5次以下操作切換次數
和、總操作切換次數作為自變數(選擇以5次為臨界值是依據30位次數統計平均

統計結果)，數值與截距如下表1第二列所示，第三構面(視覺型/口語型)採用行

為權重分數為看書的總時、看影片的總時、學習總時間作為自變數，數值與截

距如下表1第三列所示，第四構面(循序型/總體型)採用行為權重分數以改變順序
行為數、循序行為數、行為總數作為自變數，數值與截距如下表1第四列所示，
依照預測模型作為最終預測的依據。 

 
表1、線性迴歸預測模型數值 

註：第一構面為主動型/反思型；第二構面為感覺型/直覺型；第三構面為視覺

型/口語型；第四構面為循序型/總體型。 

構面(Y) 行為數據係數(X) 

一 intercept 行為權重 總時間 學習時間 操作時間 
-3.58 -0.40 0.11 -0.11 -0.11 

二 intercept 行為權重 5次以上 
操作切換 

5次以下 
操作切換 

總共切換

次數 
5.29 -0.32 0.26 -0.37 -0.12 

三 intercept 行為權重 Cookbook 影片 學習時間 
10.48 -0.27 -0.03 -0.01 0.01 

四 intercept 行為權重 改變行為數 循序行為數 總行為數 
2.73 0.06 0.07 0.07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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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模型建立後，再次隨機抽出10筆樣本，成為預測目標，透過預測模型

自動分析出該學生的學習風格，並與實際學習風格問卷結果進行檢定，資料如

下表2，編號為該位學生的序號，每一構面分為推測與問卷兩欄，推測為本系統
預測之結果，問卷為學習風格問卷量測結果。依據表2結果進行F檢定，  判斷其
f值是否小於0.05，接著進行t檢定假設變異數不相等，檢定結果如下表3，可發

現第一構面(主動型/反思型)、第三構面(視覺型/口語型)的p值皆小於0.05，拒絕

虛無假設且達到顯著，由此可知預測的結果較接近於實際問卷結果，根據實際

操作Blender時間與總學習時間（包含影片、文字方式等行為時間），轉換成第

一構面(主動型/反思型)中學習是否採取主動操作或反思內化後行動的方式，判

斷較為客觀與準確。採用總影片學習時間、總文字學習以探討第三構面(視覺型/
口語型)，學習時偏好使用語言或是圖表、畫面之方式，透過獨立計時學習平台
中提供的影片及文字，預測學習時較常採用何種學習方式，有正面的預測結果。 

然而第二構面(感覺型/直覺型)及第四構面(循序型/總體型)，p值皆未小於

0.05，沒有達到顯著，分別探討其原因，可發現第二構面(感覺型/直覺型)是採取
學習該份教材時，學習及操作間的行為切換，以5次為臨界值，以此判斷是否要
以五感蒐集到相關資訊才能進行Blender操作，透過分析行為紀錄，可發現由於

樣本數較小，學生的切換總行為次數分布較廣泛，導致在預測模型建立的時，

較不準確。第四構面(循序型/總體型)，判斷學生是否於學習時依序觀看教材，

透過學生換教材、重播及快轉等行為分析，但實驗後發現與個人使用電腦鍵盤

習慣有關，例如，使用非自身習慣的電腦鍵盤，會下意識按很多次按鈕，另一

原因與本研究影片初始設定快轉只能加減5秒有關，有一些人想要快速跳轉至特
定秒數，僅能透過快轉方式，導致改變行為數增加比例過多，於預測模型建立

時，較為不準確。 
 
表2、10筆預測、問卷學習風格資料 

註：第一構面為主動型/反思型；第二構面為感覺型/直覺型；第三構面為視覺

型/口語型；第四構面為循序型/總體型。 
 
 
 
 
 
 
 

編號 第一構面 第二構面 第三構面 第四構面 
 預測 問卷 預測 問卷 預測 問卷 預測 問卷 
4 -0.92 -3 4.29 7 7.89 9 1.23 -3 
5 -1.19 1 2.87 7 8.10 5 1.59 1 
13 -4.16 -5 3.28 -1 9.00 3 0.41 3 
15 -3.79 -1 4.99 3 7.99 -3 2.15 1 
16 -1.43 7 3.47 1 8.42 5 2.59 3 
19 -3.59 -3 1.43 -5 9.87 5 1.68 -1 
24 -1.52 3 -0.70 -5 13.56 11 -0.24 1 
25 -3.57 -1 -0.50 3 9.60 1 1.59 -1 
26 -2.14 1 4.02 5 8.60 7 1.09 1 
27 -2.89 5 5.97 5 8.14 7 1.7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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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檢定結果 

 

伍、 結論與未來展望 
 

資訊科技的發展，帶動許多產業的興起，以多媒體產業來說，像是個人電

腦可以製作動畫、剪輯影片等，降低學習及進入產業的門檻，然而各項軟體工

具日新月異，需要培養學生自學能力，以跟進產業快速變化，而網路中充滿多

元化的教學素材，該如何挑選合適的教學內容、為自己規劃學習進度、降低時

間及課程安排方面的浪費。有鑑於此，本研究期望藉由學習風格檢測，讓學生

可透過此更加了解自己，適合運用何種方式學習。因此，設計一項學習任務，

將記錄學生完成此任務過程中，所有的學習行為與操作行為，藉由行為分析客

觀地，將學生的行為數及所佔的時間依照比例轉為行為權重，並請學生填寫學

習風格問卷，將學習行為與問卷結果，透過線性迴歸的方式建立預測模型，日

後只需操作本學習平台，即可蒐集行為並計算出學習風格，避免因挑選的學習

教材，不適合自己而無法吸收或學習成效較差等情況。 
由結果顯示，目前預測模型推算出之第一構面(主動型/反思型)與第三構面

(視覺型/口語型)結果較為顯著，代表制定的行為權重能有效預測學習風格，第二

構面(感覺型/直覺型)及第四構面(循序型/總體型)較不準確，雖然很可惜這兩個構
面無達到顯著，不過也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機制，可依據本次實驗結果重新

擬定行為權重的內容與算法策略，提升預測的準確度，以成功預測出學習者的學

習風格。本研究期望透過實驗中所觀察的學習者行為，改善未來行為蒐集與定

義，以利模型建立，藉此方式提供學生自學前分析自身情況，採取有利的學習

方式，提升學習成效。往後本系統希望藉由學生學習風格預測，協助規劃學習計

畫及選擇合適教材。期望能為預測學習風格提出新架構，透過學習行為分析之方

式達到適性化教育等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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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Soloman與Felder學習風格問卷採用周芳華(2006)翻譯之中
文版問卷 

 
1. 在我_________之後我可以更了解事情 

(  )(a)嘗試 
(  )(b)思考 

2. 我希望別人認為我是_________   
(  )(a)實際的 
(  )(b)創意的 

3. 當我想起我昨天做的事情，在腦海中最可能浮現什麼?     
(  )(a)一張圖 
(  )(b)一段話 

4. 我傾向於 
(  )(a)了解一個學科的細節，但較不清楚整體的架構 
(  )(b)了解整體架構但不清楚細節 

5. 透過_________可以幫助我學習新的事物 
(  )(a)討論 
(  )(b)思考 

6. 假如我是一個老師我比較願意教_________課程 
(  )(a)與實際生活相關的 
(  )(b)與理論相關的 

7. 我比較喜歡透過_________得到新資訊 
(  )(a)圖片、圖畫、地圖 
(  )(b)文字或口語描述 

8. 一旦我了解  
(  )(a) 各個片斷內容，我能了解整件事情 
(  )(b) 整件事，我能了解各個片斷內容 

9. 當我在一個小組內討論困難的內容時，我通常是 
(  )(a) 很踴躍提出意見、點子的人 
(  )(b) 靜坐和傾聽的人 

10. 我覺_________比較容易 
(  )(a) 細節內容的學習 
(  )(b) 概念的學習 

11. 在一本附有照片和圖表的書中，我通常是 
(  )(a) 仔細地看照片和圖表 
(  )(b) 注意照片和圖表的說明文字 

12. 當我解決數學問題的時候 
(  )(a) 我通常用自己的方法一步步做 
(  )(b) 我通常先看解答，但之後得努力去想出解題步驟 

13. 在我上過的課當中 
(  )(a) 我通常認識大部份的同學 
(  )(b) 我不太認識大部份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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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閱讀課外讀物時(非小說類)，我比較喜歡     
(  )(a) 能提供新知或如何去做的工具書 
(  )(b) 能提供新點子去思考的書 

15. 我喜歡老師 
(  )(a) 用 圖 片 講 解 
(  )(b) 花很多時間講解 

16. 當我分析一個故事或一本小說時 
(  )(a) 我會思考書中的內容並嘗試把它們拼湊出來預釕解書中的主題 
(  )(b) 在我讀完後我只知道主題是什麼，然後我必須回過頭去找出可用來解

釋的內容 
17. 當我開始做家庭作業時，我通常 

(  )(a) 馬上找答案 
(  )(b) 先完全了解問題 

18. 我比較喜歡_________的觀念 
(  )(a) 證明過 
(  )(b) 理論 

19. 透過_________的學習，我會記得比較好 
(  )(a) 看(視覺) 
(  )(b) 聽(聽覺) 

20. 對我來講比較重要的是教學者_________   
(  )(a) 有順序且清楚的呈現教材 
(  )(b) 給我整體概念並與其它學科作連結 

21. 我比較喜歡 
(  )(a) 在團體中學習 
(  )(b) 獨自學習 

22. 別人眼中的我工作時是  
(  )(a) 比較在乎細節 
(  )(b) 能提供創意 

23. 當我被告知要去一個新的地方時，我比較喜歡 
(  )(a) 看地圖 
(  )(b) 看寫的路徑指示 

24. 我的學習是 
(  )(a) 相當有規律的，如果我努力學習就會了解 
(  )(b) 是間斷地，從完全搞不清楚然後突然變明白了 

25. 我寧願首先 
(  )(a) 去嘗試事情 
(  )(b)思考如何去做 

26. 當我為了享受而閱讀時，我喜歡作者 
(  )(a)清楚說明他們的含義 
(  )(b)用創意、有趣的方式來敘述 

27. 當我在教室內看圖或草稿時，我很可能記住 
(  )(a)圖 
(  )(b)教學者的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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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當考慮一件事情的內容時，我是 
(  )(a)專注在細節上，沒有整體的概念 
(  )(b)先知道整體的概念再了解細節 

29. 我比較容易記得 
(  )(a)我做過的事 
(  )(b)我想了很久的事 

30. 當我必須去執行一件任務時，我比較喜歡 
(  )(a)用熟悉的方法去做 
(  )(b)用新的方法去做 

31. 當有人拿資料給我看時，我比較喜歡 
(  )(a)以圖表呈現的方式 
(  )(b)以摘要性的文字呈現結果 

32. 寫報告時，我是 
(  )(a)從頭開始往前做(思考、寫) 
(  )(b)從不同的片斷開始做(思考、寫)，然後再排序這些片斷 

33. 當我要做一份小組報告時，我首先要 
(  )(a)進行小組的腦力激盪 
(  )(b)各自動動腦，然後再小組聚一起比較自己的想法 

34. 我認為比較好的稱讚是告訴對方 
(  )(a) 敏銳的 
(  )(b) 有想像力的 

35. 當我在聚會上遇到人時，我通常記得 
(  )(a) 他們的長相 
(  )(b) 他們說關於他們自己的話 

36. 當我學習一門新主題時，我比較喜歡 
(  )(a) 專注在該主題上，盡最大能力去學習 
(  )(b) 試著把該主題和它相關的內容作連結 

37. 別人認為我是 
(  )(a) 外向的 
(  )(b) 保守的 

38. 我比較喜歡的課程是強調 
(  )(a) 具體的材料(事實、資料) 
(  )(b) 抽象的材料(概念、理論) 

39. 為了娛樂，我寧願 
(  )(a) 看電視 
(  )(b) 讀書 

40. 有些老師開始上課時會先大概講一下要上課的內容，這個概述是 
(  )(a) 對我有些許的幫助 
(  )(b) 對我非常有幫助 

41. “小組作業給一個成績給整個組員＂的想法  
(  )(a) 適合我 
(  )(b) 不適合我 

42. 當我做複雜的計算時 
(  )(a) 我會重覆每一個步驟，仔細地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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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我覺得檢查結果是很煩的，必須強迫自己去做 
43. 去過的地方我會___描述 

(  )(a)容易且相當正確地 
(  )(b)很困難且沒什麼細節的 

44. 當小組解決問題時，我是 
(  )(a)想出來解決過程的步驟 
(  )(b)天馬行空的想出一些問題可能的結果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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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系統對國小學童的國語文能

力及數學能力之影響研究 - 以新竹縣為例 

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國小學童的國語

文能力及數學能力影響之現況，並分析不同背景的國小學童知覺教師運用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國小學童國語文能力及數學能力的差異情形，最後探

討在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之下，國小學童的國語文能力與數學

能力之相關情形。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抽取新竹縣 16所國

民小學。問卷資料以 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Pearson 積差相關等統

計方式，進行分析與處理。本研究預測之結論如下: 

一、新竹縣國小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對學童之國語文能力各層面運

作屬中上程度，其中以「口語表達」表現最佳。 

       

二、新竹縣國小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對學童之數學能力各層面運作

屬中上程度，其中以「應用能力」表現最佳。 

       

三、不同背景變項學童在接受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後之國語能力有顯著

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接受英語教學電子書輔助之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 

     

五、學童之國語能力與數學能力就二者呈為正相關 

      

關鍵字: AI人工智慧、國語文能力、數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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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Influence On Teachers' Use of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Teaching System O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Chinese Ability and Math Abil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using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teaching system auxiliary teaching with respect to students’ Chinese 

ability and math ability , meanwhile , it also aimed at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perception on teachers use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teaching system auxiliary teaching with respect to 

students ‘ Chinese ability and math ability from various of students 

backgrounds.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bility and math 

ability was explored. 

    The research method is mainl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adapted the elementary schools in 

Hsinchu County . The survey data was analyzed with t test, single factor 

ANOVA,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conclusions were 

as the following: 

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 use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teaching system auxiliary teaching with respect to students’ Chinese 

ability in Hsinchu County was above average, especially in speaking 

ability. 

2.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achers use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teaching system auxiliary teaching with respect to students’ 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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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in Hsinchu County was above average, especially in math 

application ability.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background 

students in accepting teachers to use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teaching system with respect to Chinese ability. 

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background 

students in accepting teachers to use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teaching system with respect to math ability. 

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medium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tudents’ Chinese ability and math ability.  

 

Key Word :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nese abiliy , Math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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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系統對國小學童

的國語文能力及數學能力之影響，以新竹縣國小為例之研究。並根據研究

結果提出具體建議與可行之策略，以作為今後教師教學與研究發展之參

考。本章共有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三節為名詞解釋，以及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茲分述如次。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大數據的快速發展，人工智慧教學系統逐漸得到廣泛發展。強

大的人工智慧教學系統已成為師生在獨立學習的工具。人工智慧教學系統

的特點是擺脫傳統教學時間和空間的束縛，構建全新的學習環境，這是未

來學習的主流趨勢。作為學生自主學習的載體，人工智慧教學系統一方面

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資源和學習工具，另一方面，它逐漸積累了越來越多的

學習行為、學習狀態等大量數據，是對在線學習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寶貴

的、可生成的動態資源。全世界都在關心 AI人工智慧如何快速改變人類

的生活和學習方式，而這個「學」涵蓋教學和學習。各國政府都關注如何

運用 AI，讓學習更適性有趣，從小培養學生的數位能力，成為基本素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之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透過運用

科技工具、材料、資源，進而培養學生動手實作，及設計與創造科技工具

及資訊系統的知能，同時也涵育創造思考、批判思考、問題解決、邏輯與

運算思維等高層次思考的能力。教育部也經多年努力，在各地設立學習基

地，並展開 AI人工智慧輔助教育的推動，趕上世界潮流。教育部提出人

工智慧及新興科技教育總體實施策略，讓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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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得以投入 AI學習；教育部也整合跨司處及科技部資源，布局人工智

慧數位學習「因材網」，不只能快速且精細診斷學生學習弱點，提供個人

化、適性化學習路徑與學習內容，節省學習時間，提升教學效率，真正落

實「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標。教育部希望將台灣的教育帶向人工智慧教育

及數位先進個人化、適性化學習新時代。教育部次規劃，我國的人工智慧

教育整體布局是以十二年國民教育資訊科技教育為基底，從強化中小學生

運算思維、程式設計的基本能力，並透過體驗及認知活動，瞭解人工智慧

的應用及對自己未來的影響；到提供國高中階段學生程式設計、資料處理

與演算法等進階實作；再銜接到大學人工智慧的技術及應用，結合各相關

系所的專業，養成具專業技術及數位應用能力之跨領域人才。教育部同時

已將人工智慧及大數據導入到教學現場，透過具學習診斷、人工智慧代理

人對話式教學的智慧學習系統「因材網」，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及教師適

性教學，亦期待提高學生主動學習的精神。 

        擁有「文化、科技、智慧城」美譽的新竹縣，近年來人口不斷成

長、縣民平均年齡僅 39.34歲，新竹縣政府除了持續新建學校、增班因應，

更希望從質開始提升教育環境，以豐富教育第一線的多元養分，迎接國家

未來主人翁！新竹縣有著「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四十年來的加持，早已成

為全台灣的科技之都。AI人工智慧正是目前新竹縣的重點發展產業，新竹

縣國際 AI智慧園區已動土興建，園區內正在興建文中六(勝利國中)，未

來將在國際知名企業指導下，成為 AI科技先導學校，提升縣內科技教育

的能量。新竹縣更自行開發教學平台「米立雲線上教學平台」，幫助國中

小老師共備課程、學生自主學習，提升基本學科能力，透過科技的力量，

實現學習零距離零差異！2020年，經濟部工業局推動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

用計畫，選定與新竹縣合作辦理 AI學習發展平台，希望能藉由 STEAM教

學資源，以 AI陪伴平台、機器人互動探索、多元互動內容，以及觀測學

習 4面向，引導學童能啟發天賦、好奇心與直覺，成為未來國家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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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資源。此計畫是以智慧系統平台、STEAM多元軟體內容、AI人工智慧硬

體設備、大數據分析指標等專業服務，提供免費線上英語教學，並以雲端

方式提供線上教學資源共享，教師可以利用開發的 AI人工智慧型裝置讓

學生進行互動學習，尤其可以介入弱勢或資源班幼兒、國小低年級學生的

早起教育，讓每一位學生都不會因科技資源差距落後在起跑線上。 

       研究者從事國小教學多年，從傳統版書教學至電子白板、電子書

年代，再跨越到現今的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的新世代，深感教學科技化

的進步。AI人工智慧的應用，為教育開啟了新的一章，此亦顛覆了教育現

場，未來可能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及生活。所有的學習都可以將知識更結

構化、透過 AI 智慧適性診斷、AI 互動式學習，並以大數據分析影片

瀏覽行為找出學習弱點，使學習一氣呵成，提升學習效率。 

      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可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效能，

尤其當 AI成為為學習輔助工具，探索內容成為學習焦點，學生成為課堂

主角；透過妥善規劃的合作策略閱讀學習步驟，引導學生逐步邁向獨立學

習之路。此即目前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的優點。此外，透過 AI人工

智慧輔助教學，可反覆閱讀，分段聆聽故事，再佐以相關的學習影片，提

高學生語文理解力。另外，亦可透過 AI人工智慧學習平台分組合作教學，

使學生得以分工合作、討論、分享及發表，教師從旁引導、觀察，協助學

生主動及獨立探索學習。研究者擔任國小教師多年，站在教學現場的第一

線，為了使教學更有效，因此想進一步瞭解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現況，

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在國語文領域的學習過程中，大部分的研究結果皆指出學生因性別

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20世紀初美國的心理學家桑代克的實驗表明：女性

的語言表達能力優於男性。Maccoby＆Jacklin（1974）的研究認為女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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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能力發展較男孩早。Garaie＆Scheimfeld（1968）也指出女孩在語文與

記憶方面的測驗得分高於男孩。陳雅雯（2003）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研

究中亦提到，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學童，其學習語文的能力有顯著差異。

黎瓊麗(2004)研究亦指出不同性別、學習策略及不同的學習環境均會影響

學生的語文學習。盧雪梅(2011)研究結果指出學生語文學習成就因性別而

有所差異。綜觀國內的文獻發現，近年關於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學童

的國語文能力之研究為數不多，無法得知學童所知覺的 AI人工智慧輔助

教學是否會因學生各種背景不同而有差異，值得深入探討。因此，研究者

也想進一步了解教師使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

在國語文能力上有何差異? 此為本研究動機二。 

      同樣是國小階段的學習，數學內容難易程度也一樣，男女學童的數

學能力是否有所差距? 二十世紀初美國心理學家桑代克的實驗表明: 男

性的空間知覺、觀察推理的能力及棕和分析能力均優於女性。因此，研究

者亦想進一步了解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不同背景變項之學

生在數學能力上有何差異?此為本研究動機三。 

       AI人工智慧技術在近年來快速地成長，各個國家、各大企業都在

探討 AI 應用的可能，目前最為人所熟悉的就是，和棋王比賽或是駕駛無

人車，這些應用雖然酷炫卻距離生活太遙遠。而新竹縣瞭解 AI教學輔助

系統需求後，便成立專案團隊，協助將所需的 AI 技術整合在系統內，從

而建立起整個使用情境，希望透過系統幫助老師運用 AI輔助教學，也透

過 AI系統讓老師清楚掌握學生學習的狀況，進而提高學生的注意力和興

趣。目前新竹縣所提供的 AI 人工智慧教學輔助系統讓大家看見，原來人

工智慧應用也能如此貼近生活。研究者基於上述種種的理由，本研究以 AI

人工智慧導入教學，探討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後對國小學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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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能力及數學能力之影響，此為本研究動機之四。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國小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現況。 

二、教師 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學童接受教學

後，在國語文能力上之差異情形。 

三、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學童接受教學

後，在數學能力上之差異情形。 

四、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學生的國語文能力與數學能力之

關係性。 

 

 

 

 

貳、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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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現況如何？ 

  二、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學童接受教

學後，在國語文能力上有何差異？ 

  三、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學童接受教

學後，在數學能力上有何差異？  

  四、國小學童在接受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後，國語文能力與數學能力

之關係為何? 

第三節  名詞解釋 

壹、 AI人工智慧 

     AI人工智慧（英語：artificial intelligence，縮寫為 AI）亦稱

智械、機器智慧，指由人製造出來的機器所表現出來的智慧。通常人工智

慧是指透過普通電腦程式來呈現人類智慧的技術。安德烈亞斯·卡普蘭

（Andreas Kaplan）和麥可·海恩萊因（Michael Haenlein）將人工智慧

定義為「系統正確解釋外部資料，從這些資料中學習，並利用這些知識透

過靈活適應達成特定目標和任務的能力」。人工智慧可以定義為模仿人類

與人類思維相關的認知功能的機器或計算機，如學習和解決問題。人工智

慧是計算機科學的一個分支，它感知其環境並採取行動，最大限度地提高

其成功機會。此外，人工智慧能夠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做出合理的決策，

並快速回應。因此，人工智慧研究人員的科學目標是透過構建具有象徵意

義的推理或推理的計算機程式來理解智慧。 

      AI人工智慧可以透過許多方面來幫助學生和教師從教育體驗中獲

得更多收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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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動執行基本或重複活動：AI目前可以自動對幾乎所有類型的多項

選擇和填空測試進行評分。隨著論文評分軟體的不斷發展，這一範圍的功

能將會擴大。 

(二) 提供個人化學習平臺：越來越多的自適應學習程式，遊戲和軟體使

用 AI來響應個別學生的需求，更加重視某些科目，重複學生尚未掌握的

事情，並且通常幫助他們按照自己的節奏工作。 

(三) 確定課程中的差距和不足：像電子學習（電子學習）平臺 Coursera

這樣的系統可以在大量學生對家庭作業提交錯誤答案或對特定主題有疑

問時發出警報。 

(四) 虛擬導師：人工智慧驅動的輔導系統已經在幫助學生完成基礎數

學、寫作和其他科目。 

(五) 作為學生和教師的反饋迴圈：人工智慧系統可以監控學生的進度，

並在出現問題時提醒教授。 

(六) 提供與資訊互動的新方法：隨著技術的發展和整合，未來的學生可

能會有越來越身臨其境和多樣化的研究體驗。 

(七) 與教師一起創建新動態：隨著人工智慧與教育系統的日益融合，教

師可能會補充人工智慧課程，説明正在掙扎的學生，並提供人際互動和面

對面的體驗。 

(八) 減輕學術和社會壓力：由於人工智慧系統本身通常基於試驗和錯

誤，它們可以在學生不會感到與同事進行比較的壓力的環境中促進這種學

習。 

(九) 為行政，教學和支援提供新的途徑：由智慧計算機系統驅動的智慧

數據收集可以提供資訊和建議，以改善學生的生活和教育機構的運營。 

(十) 改變學習的動態：人工智慧系統，軟體和支援，加上互聯網連接，

使學生能夠隨時隨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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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語文能力 

      國語文是社會溝通與互動的媒介，也是文化的載體。國語文能力包

括了聆聽、口語表達、閱讀、寫作的能力。十二年國教的國語文課程目標:

培育語文能力、涵養文學及文化素質，並加強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會

參與的核心素養為目標。其目標如下：  

一、學習國語文知識，運用恰當文字語彙，抒發情感，表達意見。  

二、結合國語文與科技資訊，進行跨領域探索，發展自學能力，奠定終身

學習的基礎。  

三、運用國語文分享經驗、溝通意見，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有效處理人生

課題。  

四、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和思辨的能力，激發創作潛能。  

五、欣賞與評析文本，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  

六、經由閱讀，印證現實生活，學習觀察社會，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增

進族群互動。  

七、透過國語文學習，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體會文化傳承與生命意義

的開展。  

八、藉由國語文學習，關切本土與全球議題，拓展國際視野，培養參與公

共事務的熱情與能力。 

 

参 數學能力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指出國小學童之數學能力目標為: 

第一學習階段（國民小學 1-2 年級）：能初步掌握數、量、形的概念，其

重點在自然 數及其運算、長度與簡單圖形的認識。  

第二學習階段（國民小學 3-4 年級）：在數方面，能確實掌握自然數的四

則與混合運算，培養流暢的數字感，並初步學習分數與小數的概念。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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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以長度為基礎，學習 量的常用單位及其計算。在幾何方面，發展

以角、邊要素認識幾何圖形的能力，並能以操 作認識幾何圖形的性質。 

第三學習階段（國民小學 5-6 年級）：確實掌握分數與小數的四則計算。

能以常用的數量關係，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能認識簡單平面與立體形體

的幾何性質，並理解其面積 與體積的計算。能製作簡單的統計圖表。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一百一十學年度新竹縣各國小學童為母群體。以新竹縣國

小學童為對象進行研究。 

貳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以隨機抽樣方式，力求各

學校規模之樣本具代表性，但在研究實務上抽樣結果能否完全反應母群體

的特性，在此不宜做過度推論。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進行文獻分析，第一節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之現況與困境；

第二節探討國小學童國語文能力的目標及評量；第三節探討國小學童數學

能力的目標及評量；第四節則探討國語文能力與數學能力之相關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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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之現況與困境 

壹、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之意涵 

    雖然人工智慧已經開始進入人類應用發展階段，但仍處於人工智慧與

教育教學實踐融合的初步階段。近年來，人工智慧教育教學的技術開發和

應用研究得到了更多的關注，研究範圍也涉及教育教學活動的許多領域。

目前大略可將 AI人工智慧導入教學分為: 智慧學習引導系統、自動化評

估系統、教育遊戲、教育機器人的主要四種形式，引起了眾多學者的關注。

(J. Keating和 I. Nourbakhsh，2018)。智慧學習指導系統可以根據學習

者的語言、學習方式、知識結構和情緒狀態等個人特點，打造個性化課程，

實現"一人一課"，並根據數據反饋提供個性化的學習指導，滿足不同學習

者的需求。基於 E-rater、ProjectEssay Grade、Intelli-Metric、My 

Access、Criteria、Pianjiao.com 等基於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自動評估

系統也得到了快速開發，可實現作業的自動校正和評分。（K. Masters，

2019）。AI人工智慧作為一種強大的學習工具，教育機器人在教育領域正

變得越來越普遍。威廉（ R. Williams，2019）對在教育中廣泛應用和活

躍的專家系統、機器人、機器學習、自然語言理解、人工神經網路、分散

式人工智慧等 6個領域進行了研究，並探討了它們在教育中的應用。伯頓 

等人的研究還指出，目前的「人工智慧+教育產業」方式主要遵循教育主

要環節的分離，在實踐、評估、學習過程、教學過程、管理過程等環節和

應用環節提供技術支援。（E. Burton， J. Goldsmith， S. Koenig， B. 

Kuipers， N. Mattei， and T. Walsh ，2017）。盧 （Y. Lu,2019）等

人對近年來基於國外真實數據的機器學習教育應用案例分析結果進行了

整理和總結，發現目前機器學習教育應用主要集中在學生建模、學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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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預測學習行為、預警六個方面：輟學風險、學習支援與評估、 和

資源建議。希夫 (D. Schiff, 2021)分析了技術與教育時空的關係，提出

了個人化學習、適當服務、學術評價、角色變化、五大人工智慧教育跨學

科研究的應用潛力，以及人機共存環境下人工智慧的教育價值。人工智慧

教育的應用挑戰基於先進的教學經驗，智慧技術的安全倫理，政府企業與

學校之間的有效協作，以及人機和諧發展的技術治理。同時，人工智慧也

已成功應用於特殊教育領域。它可以延伸特殊人群器官的功能，利用技術

手段彌補他們的智力或身體缺陷，最大限度地滿足不同特殊人群的需求，

促進他們的個人化學習。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日益發展，人工智慧對教育

的影響越來越深遠。因此，有學者對人工智慧與教育融合的未來趨勢進行

了研究，指出未來人工智慧的進一步發展將對教育目標、學習方式、教育

內容和教育模式、教育環境和教育資源以及教師的作用產生巨大影響。 

雖然國內外大多數專家學者對教育中的人工智慧採取了積極的態度，但人

工智慧在教育中的應用遠未成熟，因為人工智慧技術本身仍在不斷發展和

發展。戈爾 （A. K. Goel & D. A. Joyner ,2017）認為人工智慧與教育

的融合只局限於教學領域，更注重探索人工智慧技術在教育領域的應用，

這是一種膚淺的融合。其次，人工智慧教育承擔了輔助教學和輔助評價的

部分作用，但尚未實現與教育全過程的融合，這一時期的人工智慧教育在

培養學生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方面很難實現。美國《教育傳播與技術研

究手冊（第四版）》提出，人工智慧教育的應用目前面臨三大挑戰。一是

智慧輔導教學系統的研發;二是如何定期實施智慧輔導教學體系;三就是

要讓人工智慧在教育中的應用真正回歸到最初的目標，即通過真正實現"

適應性教學體系"，為學習者提供高度"個性化"的學習環境。迪亞琴科 （N. 

N. Dyachenko，M. P. Bondarenko & V. Pustovit, 2017 ）分析了智慧

教學系統設計應用中存在的問題。例如，智慧教學系統目前無法實現自我

更新和自我完善，智慧教學系統無法得到廣泛推廣，智慧教學系統無法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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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情感互動。人工智慧在教育領域的應用越來越受到重視。人工智慧的研

究成果逐步應用於教育教學，對教學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教師本身也

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因此，教師的發展成為學者們在人工智慧教育應用過

程中的熱點。現有研究主要從人工智慧時代的教師角色發展、師生關係、

教師專業發展三個角度進行。關於教師在人工智慧時代的作用的研究主要

回答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教師能否被人工智慧取代，另一個是人工智慧時

代教師角色的轉變。 

 

       人類對於事務的學習大多數均須透過視覺和聽覺，在經驗獲取的

途徑中，視覺經驗佔 40%，聽覺經驗佔 25%，若視覺與聽覺兩者加以結合，

則達 70%。美國視聽媒體專家 Wodsworth亦認為藉由視覺的學習約佔 70%，

經由聽覺器官的學習則約佔 20%。故經驗的學習與保留若透過視聽的方

法，將能使習得的訊息在記憶中保留較久（李宗薇，1994）。人類記憶包

括感官記憶、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而有助於記憶編碼的策略，譬如:舉

例、影像、類比、圖解和影像處理。影像處理就是以外在刺激引起個體的

感官記憶，進而對影像加以注意後能進入短期記憶，經由理解與編碼，改

變短期記憶成為長期記憶；最後，則能在腦中經由解碼，用自己的語言說

出學習的內容（Clark & Paivio, 1991）。透過影像訊息處理，個體能得

到資訊而儲存於腦中，並將直接的經驗和活動儲存成一個結構單位

（Masterman, 1985）。 

      學者 Dale曾就人類經驗的構成加以分析，提出「經驗的金字塔（The 

cone of Experience）」，歸納各種不同的學習經驗，並呈現由具體到抽

象之各種不同的刺激物和視聽媒體。簡言之，Dale 的理論著重在對學習

者呈現各種經驗之產生的刺激媒體。心理學家布魯納 Bruner 則從另一個

角度來看，將教學活動分為「從做中學習」、「觀察中學習」，以及「思

考中學習」三類，並將此三類活動對應到戴爾博士的經驗金字塔上（童敏

惠，1985）。布魯納曾主張教學者必須提供學習者以直接經驗來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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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驗的形象表現（如圖片、影片等）到符號表現（如語言、文字）（張

玉燕，1994）。由上述中，可了解到教師多使用具體的方式進行教學，可

減少抽象的語言、文字符號在教學時所引起的困擾；多利用替代性的圖畫

經驗，也就是視聽媒體來教學，可有效地促進教學（張霄亭，1991）；同

樣地，學習時若能以經驗為基礎，將能使學習更加深刻、更有效率（童敏

惠，1997）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結合多媒體與電腦輔助教學的特色，能讓學生

重複學習而不覺得枯燥無味，且能達到學習的效果。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

不僅增加趣味性，更提供具有教育性的回饋訊息，引導學習者逐步完成教

材內容的練習與問題，提高學生的學習成就。 

 

貳、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之使用現況 

       英國教育學家斯賓賽(Herbert Spencer)於十九世紀時曾提出：「教

育即為未來生活之準備」。學生們未來所需面對的挑戰，不僅在台灣更是

全球化的競爭。而競爭力的提升，不單單需要語言能力的養成，還需要培

養宏觀的視野與資訊科技的使用能力。研究者身為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

因應變化多端的大環境與學生的學習需求，應善用 AI人工智慧融入教學，

呈現更具活潑、多元性及啟發性的教學方法，以提升教學品質。透過 AI

人工智慧來發展教材，改善教學與學習環境，擴展學習資源，促進教育改

革，為傳統教學帶來新風貌，已成為許多教育學者專家所深信不疑的事

實。而將 AI人工智慧融入學科教學，教師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

未來的教師除需具備專業知識之外，亦需具使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的

能力。 

      談到 AI直接讓人會聯想到的就是機器人（Robot），因此在討論人

工智慧教育議題時，機器人扮演的角色也相當顯著與重要，讓學生使用機

器人來了解人工智慧，以參與、動手做來增強學習動機，透過人機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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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達成學習的目標。因此，Eguchi（2012）認為機器人在機器人教育中

扮演下列三種角色： 

1.以機器人做為學習目標 

2.以機器人做為學習的輔助 

3.以機器人做為學習的工具 

      因此，我們將機器人做為人工智慧聯結真實世界橋樑，將其運用在

課堂中，做為學習目標（程式設計）與學習的輔助工具（學習助教）。（引

自黃思華、張玟慧，2021） 

 

參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使用之困境: 

       ＡＩ或許取代了許多教師的「工作」，然而卻是一個開啟「天眼」

的機會，讓我們重新思考「做為一個人」的意義。哈拉瑞 在《21世紀的

21堂課》最後一堂談到身為人的價值。過去，教學工作賦予我們人生的角

色與意義，維繫我們的生存。然而，「不是宇宙給我意義，而是我為宇宙賦

予意義」。我們能夠跳脫傳統價值、宗教教條，甚至命運，而給予這漫長的

人生任何「我」想要賦予的價值。李開復先生在 TED 2018 中的精彩演講，

當作這篇文章的總結。人工智慧的確可能取代了我們眼前的工作，也極有

可能造成當前社會的挑戰與改變，然而，它也可能是一個將我們「從工作

中解放出來」的契機。當我們回頭再次掌握了人性，或許人工智慧，給予

的是我們真正「做為一個人」的可能性。在 AI人工智慧教學下，如何兼顧

「全人教育」？將教育的全貌更彰顯出來，應是所有教師共同需要面對努

力的。 

 

参、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藉由問卷調查以收集實徵資料進行研究。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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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研究工具；

第四節研究步驟及第五節資料處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壹、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教師運用「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後，對學

童的國語文能力與數學能力之影響。根據上述研究目的待答問題及相關文

獻，建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如圖 3-1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貳、架構圖說明 

本研究之變項計有「學生個人背景變項」、「語文能力變項」及「數

A 

學生個人背景變項 

1. 性別 

2. 年級 

3. 課後學習型態 

 

國語文能力 

1. 聆聽 

2. 口語表達 

3. 閱讀 

4. 寫作 

數學能力 

1. 數、量、形的基本能力 

2. 運算幾何能力 

3. 應用能力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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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能力變項」，三個變項。分別說明如下: 

一、學生個人背景變項 

(一) 性別：分為男、女兩組。 

(二) 年級：分為低年級組(一 - 二年級)、中年級組(三 - 四年級)、高

年級組(五 - 六年級)，三組。 

(三) 課後學習型態：分為「有參與校外補習」、「沒有參與校外補習」

二組。 

 

二、國語文能力 

   依據文獻探討與分析結果，將國語文能力的評量層面分為：聆

聽、口語表達、閱讀以及寫作能力，四個層面。 

 

三、數學能力 

 依據文獻探討與分析結果，將數學能力的評量層面分為數、量、

形的基本能力；運算及幾何能力以及應用能力，三個部分。 

 

    本研究架構圖中的各項研究路徑，分別說明如下: 

(一) 單向箭頭 A、B 代表以「學生個人背景變項」為自變項，「國語文

能力」、「數學能力」為依變項，分別探討各依變項，是否因學生

背景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二) 雙向箭頭 C 係指探討「國語文能力」及「數學能力」依變項間的

相關性是否達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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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一百一十學年度，新竹縣 93所國民小學為研究範圍，

問卷調查係以新竹縣國民小學學童為對象。抽取具代表性的樣本進行問卷

調查，有關本研究之預試問卷與正式問卷之抽樣方式，分述如下。 

 

壹 預試問卷對象 

       本研究預試問卷以新竹縣 93所國民小學為研究範圍，依「12班(含)

以下」、「13至 24班」、「25班至 48班」及「49班(含)以上」四類不同規

模學校進行分層隨機取樣方式，先抽取學校，再以抽出學校的「班級」為

單位進行叢集抽樣，作為本研究的預試調查樣本。本研究預試樣本採用

Gorsuch(1983)之建議，進行因素分析，預試對象人數最好是問卷題數的

五倍，且預試對象總數不得少於 100人(引自紐文英，2006，P454)。由於

本研究預試問卷為 48題，因此預試樣本為 240份。 

一、預試問卷抽樣對象 

        本研究預試樣本數依據新竹縣國民小學各校班級數比例，依不同

規模學校，抽取樣本人數分別為: (1)12班以下抽取 6所學校，90位學生；

(2)13-24班抽取 2所學校，30位學生；(3)25-48班抽取 6所學校，90位

學生；及(4)49班以上抽取 2所學校，30位學生。總計 240位學生。預試

問卷抽樣學校分配，如表 3-2所示。 

 

表 3-2 預試問卷抽樣學校分配表 

學校規模 學校名 抽樣校數 各校發放問卷數 發出 

問卷數 

12班以下 尖石、北埔 

寶山、照門 

梅花、五峰 

 

6 

 

1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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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班 中正、芎林 2 15 30 

25~48班 光明、東興 

竹東、六家 

二重、中山 

 

6 

 

15 

 

90 

49班以上 十興、大同 2 15 30 

合計 --- 16 --- 240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正式抽樣對象 

        

本研究正式問卷調查之對象，以新竹縣立國民小學各校一至六年級

學生為母群體，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進行，即先抽取學校，再以抽出學校

的「班級」為單位進行叢取抽樣。Gay 和 Airasian(2000)表示一般描述性研

究之樣本數，至少應有母群體的 10%；如樣本較小時，則應有 20%；若母

群體超過五千人，則抽取四百人即可，若取樣至五百人，則研究結果將更

具信心(引紐文英，2006，P390-391)。因此，本研究正式問卷依不同規模

學校，抽取樣本數，預計發出 500 份以上之問卷。 

 

第三節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運用「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學童之國語

文能力、數學能力之關係影響。研究者依文獻探討資料發展研究工具，以

自編之「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學童國語文能力及數學能力之

影響調查問卷」(附錄一)為研究工具。本研究問卷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

分「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語文能力量表」、第三部分為「數學能

力量表」，藉此問卷用以收集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茲將問卷之編製內容、

填答、計分方式及信效度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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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卷內容及編製 

一、 編製問卷初稿 

本問卷量表根據研究者所蒐集的相關文獻為基礎，形成預試問卷初

稿(附綠一)。 

二、 擬定問卷基本架構 

      研究者根據相關文獻及研究問題，擬定問卷架構，共包括個人基本

資料、學習動機量表及學習成效量表等三部分。茲將本研究「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學童國語文能力及數學能力之影響調查問卷」 三部

份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一) 個人基本資料:  

     受試學生之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級、每天下課有無補習等三項。 

(二) 「國語文能力量表」:  

     本量表主要在測量國小學童的語文能力，編制量表，透過專家評定

具有內容效度；本量表採 Likert五點量表，由受試者依其題目作答，此

五個反應程度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及「非常

不同意」，依序給予 5、4、3、2、1分。總分數結果越高表示受試者學習

動機越高；反之則越低。 

(三) 「數學能力量表」:  

   本量表主要在測量國小學童的數學能力，編制量表，透過專家評定具

有內容效度；本量表採 Likert五點量表，由受試者依其題目作答，此五

個反應程度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及「非常不

同意」，依序給予 5、4、3、2、1分。總分數結果越高表示受試者學習動

機越高；反之則越低。 

 

壹、 信度與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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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家內容效度 

本研究完成問卷初稿後，編製專家審查問卷(附錄二 )，函請相關

領域之學者專家 6位，如表 3-3所示，就問卷初稿內涵予以審查，並提供

修正意見，以確定問卷內容的適當性並建立問卷的專家效度。 

 

表 3-3 學者專家意見調查名單 

   編號         服務單位         職稱 

專家學者 A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研究所       教授 

專家學者 B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研究所       教授 

專家學者 C    新竹縣○○輔導團       資深輔導教師 

專家學者 D    新竹縣○○國小       校長 

專家學者 E    新竹縣○○國小       主任 

專家學者 F    新竹縣○○國小       資深教師 

 

專家意見調查問卷回收後，就專家意見進行彙整，保留專家學者認

為「適合」與「修正後適合」之題項，而「不適合」之題項則給予刪除。 

 

二 預試問卷實施 

      問卷完成專加效度後，進行預試問卷施測，每份調查問卷均附有研

究目的與填答方式之說明，請填答者依照題項之敘述與指示填答。本研究

預試抽樣分別從新竹縣地區學校中，以立意抽樣方式抽取 16所國小，預

計發出預試問卷 24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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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研究步驟 

     本研究在探討教師運用「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後，對國小學童的

國語文能力及數學能力之影響。為有效達到本研究的目的，研究者規畫了

下列研究實施程序，希望透過這些步驟，完成本研究，茲將本研究的實施

程序分別說明如下: 

一 確定研究題目: 確定研究的方向，並擬定研究計畫。 

二 蒐集相關文獻: 蒐集國內、國外專業著作、期刊、論文等，閱讀   

   相關資料並且加以分析歸納，有效進行文獻探討。 

三 擬定問卷: 擬定問卷的架構與內容，編制問卷初稿，並請指導教 

   授及專家學者指正及增刪。 

四 預試問卷調查: 以預試問卷進行初次調查，根據其結果修正問卷   

   內容。 

五 正式問卷調查: 對研究之對象，進行正式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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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資料整理與分析: 回收問卷，並將其問卷加以編碼、整理，進行 

   統計分析。 

七 研究結果與發現: 針對資料分析後，提出研究結果與發現。 

八 提出結論與建議 

九 完成本研究論文 

 

 

 

 

 

 

 

本研究實施步驟流程圖如下圖 3-4所示: 

 

圖 3-4 研究步驟 

 

一、擬定研究計畫 

 

二、蒐集文獻 

 

三、擬訂問卷 

 

四、問卷調查 

 

五、正式問卷調查 

                                 

138



   六、資料整理與分析 

                                    

  七、 研究結果與發現 

                      

 

  八 、提出結論與建議 

 

 

 九、 完成本研究論文 

 

 

 

 

 

 

 

                第五節資料處理 

      本研究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所使用的統

計方法為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森積差相

關。分別說明如下： 

一 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 分析考驗預試量表，藉以選擇適當題目，編製

正式量表。 

二 描述統計 : 以平均數、標準差等統計法來了解國小學童對 AI人工智

慧輔助教學之接受程度的現況，以回答研究問題(一) 。 

三 獨立樣樣本 t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 分析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

輔助教學對國小學童的語文能力與數學能力的差異情形，以回答研究問題

(二) 、(三)。 

四 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國小學童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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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與數學能力之間的關係。 

       研究問題          統計方法 

1. 分析考驗預試量表，藉以選擇適

當題目，編制正式量表。 

  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2.了解教師運用AI人工智慧輔助教

學的現況。 

  描述統計(平均數、標準差) 

3.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童在接受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語文能力與

數學能力為何?  

獨立樣樣本 t檢定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4.分析學生語文能力與數學能力之

間的關係。 

皮爾森積差相關 

 

第四章  預測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對學童的國語

能力及數學能力之影響研究，並依據前述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資料驗證代

答問題；最後，則提出研究結論，並據以提供相關建議。本章共分成兩節，

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建議。 

 

                  第一節 結論預測 

      根據資料分析，本研究歸納出下列五項結論預測: 

 

壹、 新竹縣國小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對學童之國語文

能力各層面運作屬中上程度，其中以「口語表達」表現

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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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新竹縣國小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對學童之數學能

力各層面運作屬中上程度，其中以「應用能力」表現最

佳。 

       

參、 不同背景變項學童在接受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後之國

語能力有顯著差異。 

 

肆、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接受英語教學電子書輔助之學習

成就有顯著差異 

     

伍、學童之國語能力與數學能力就二者呈為正相關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依據上述之結論，提出下列建議，以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學

校、教師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壹、 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編列預算補助學校採購 AI人工智慧教學系統設備 

      建設優質的資訊教育環境，建議教育行政機關持續建設中小學資訊

教育基礎環境，包括硬體、軟體、規格的建制，與環境的維護與運轉。結

合電信主管機關與網路通訊業者，逐步規劃建置校園 AI人工智慧教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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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環境，以方便師生學習使用。此外，應協助教師置備可進行教學準備與

實施教學的 AI人工智慧資訊科技設備，便於教師利用製作教學素材，處

理課程相關事宜，促使「師師用電腦」，增加 AI人工智慧教學系統設備使

用效率。 

 

二、加強舉辦 AI人工智慧教學系統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研習活動 

      培訓與支援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教學系統及資訊科技於其教學活

動，鼓勵將 AI人工智慧教學系統及資訊融入各科教學能力，納入師資養

成教育及教師遴聘標準。普遍推動教師資訊基礎素養，將 AI人工智慧教

學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技能之培訓，引導網路學習落實到學校與教室，以

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三、設立種子學校發展教學特色，鼓勵各校成立各領域運用 AI人工智慧

教學小組 

    設立種子學校建立教學特色，發展多元教學模式，並透過種子學校引

領並協助同一地區學校 AI人工智慧教育的水準提昇，包括培訓教師，分

享及傳播本身經驗，組織評審委員會以評定校群內各學校 AI人工智慧教

育的表現。為讓種子學校能夠在校內及校群產生示範作用，亦鼓勵推動校

內或縣市內成立各領域 AI人工智慧教學小組，形成學習型組織，共同拓

展運用 AI人工智慧教學之各種教學模式。 

 

貳、 對學校之建議 

一、學校給予 AI人工智慧教學團隊強而有力的支援 

      在推動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的過程中，學校乃為重要的推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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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經營者應本持著積極鼓勵的心態建構數位學習環境，給予創新教學團隊

之軟硬體與人力支援，培訓教師應有的教學專業知能，讓教學團隊樂於奉

獻心力與智慧，以進行 AI人工智慧教學的創新學習活動。 

 

二、建議學校導入 AI人工智慧教學之創新經營 

      學校經營者為了達到上述教師創新教學功效，除了整合校內資源之

外，也需透過創新經營策略以達到 AI人工智慧教學之成效。 

 

三、鼓勵教師參與多元領域學習，擴展知識應用之深度與廣度 

      學校為了提升學校教師教學效能之專業，除了鼓勵教師參加校外教

育領域研習活動，可擴及口語表達、關係經營、知識管理、行銷管理等相

關領域研習內容，跨越過去強制教師參加單一屬性的教師研習活動。教師

可將這些新知識應用於教育現場之教學效能管理，以有效運用於教學中。 

 

參、 對教師之建議 

一、善於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策略，啟發學生多元學習 

      教師運用多元教學活動，讓學生能保持原有的學習專注能力，有經

驗的教師能適當安排教學時間，銜接與運用教學過程中的所產生空白時

間，以達到預期的教學成效，提升教學效能。教師透過實際體驗課程，引

導學生進行分組學習活動，並搭 AI人工智能與教師深入淺出的講解，以

帶領學生學習抽象概念。教師運用 AI人工智能輔助教學，並提供多種實

際例證，進行理論歸納與演繹，啟發學生能持日常生活經驗與課本內容學

習知識相聯結，進而能觸類旁通擴展學生之學習內容。 

 

二、善用各項管道吸取新知，以提昇 AI人工智慧的教學之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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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教師可積極參與 AI人工智慧研習等課程，以學習更新的科技

知識，進而應用於教學之中。 

 

三、透過行動研究激發創意效能，達到品質管理服務的教育目標 

      教育部持續推行中小學教師教學行動研究，激發教師能找出自身面

臨的教學問題，試圖尋求可行的解決方案。其實，在中小學教師教學評鑑

計畫的內涵中，也含括了行動研究，透過同儕教師的教學觀察、紀錄表單、

教學規劃設計、學生成果作業檔案等，以評鑑教師的教學歷程。行動研究

可運用在校園環境的任一角落，激發教師自身反省、批判與觀察能力，積

極參與專業成長之進修學習活動，以學習者態度進行溝通與分享教學效能

的運作歷程，且透過教學策略、班級經營、親師溝通與 AI人工智慧科技

等資源來提昇教學品質。 

      行動研究不僅能讓教師反省教學過程的缺失，並能給予具體的建議

方向，提高教師運用 AI人工智慧教學之效能；此外，對於學校校務評鑑

也有正面的助益，可達到提升學校全面品質管理的教育服務目標。 

肆、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內容方面： 

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其他年齡層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進一步各階層學

生對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的看法、需求或認知情形。 

二、研究方法方面： 

研究方法除了問卷調查法之外，建議可採用更深入的訪談方式進行質性研

究，以更深入瞭解教師運用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的實際現況及有待突破之瓶

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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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教師運用教學 AI人工智慧輔助對學生之國語文能力及數

學能力調查問卷」 

                            預試問卷 

 

親愛的同學： 

    你好! 這份問卷的主要目的是用來瞭解老師在教學時使用「教學運用

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下，你學習國語文及數學的情況，本問卷的答案沒

有對與錯，且採用匿名作答，資料絕對保密，你的意見不會對外公開，且

不涉及成績。請依照你自己的看法填答。由於你的協助與支持，將使本研

究更具有價值。謝謝您的合作! 

敬祝 

    平安喜樂!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系 

                                   指導教授: 黃思華   教授 

                                   博士生  : 陳怡芳     敬啟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四月 

 

【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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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依實際狀況，在適合你的選項□打✓，請注意每題只可以打✓一次

哦！ 

1. 性別 □男  □女 

2. 我目前是□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3. 我每天下課後複習功課的時數為 

□1 小時以內 □1~2 小時 □2~3 小時 □3 小時以上 

4. 下課後有沒有參加校外補習(補習班或家教) □有  □沒有 

 

 

 

 

 

 

◎ 填答說明 

本量表的目的在於瞭解老師在課堂上運用「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

你對學習的情況，請依你自已實際的看法，圈選出適合你的答案。【5

代表非常同意；4 代表同意，3 代表普通，2 代表不同意，及 1 代表非

常不同意。】 

 

【第二部份—AI人工智慧輔助教學現況】 

 

 

 

 

 

 

 

 

1. 我的老師時常使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 

2. 我覺得老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上課很流暢。           5  4  3  2  1 

3. 我覺得老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讓上課內容變更清楚。 5  4  3  2  1 

4. 我覺得 AI 人工智慧使我的學習正完整。             5  4  3  2  1 

5. 我覺得 AI 人工智慧的周邊資料能使我更了解內容。   5  4  3  2  1 

6. 我覺得 AI 人工智慧對我的個別化學習有幫助。       5  4  3  2  1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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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覺得 AI 人工智慧所提供的配套學習很好。         5  4  3  2  1    

8. 運用 AI 人工智慧上課，對我的聆聽能力有幫助。     5  4  3  2  1 

9. 運用 AI 人工智慧上課，對我的口語表達能力有幫助。  5  4  3  2  1 

10. 運用 AI 人工智慧上課， 對我的閱讀能力有幫助。    5  4  3  2  1                

11. 運用 AI 人工智慧上課，對我的寫作能力有幫助。     5  4  3  2  1 

12. 運用 AI 人工智慧上課，對我數學能力有幫助。       5  4  3  2  1 

 

 

 

 

 

 

 

 

 

【第三部份—國語文能力量表】 

【當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上課】 

 

 

 

 

 

 

 

1. 我覺得運用 AI 人工智慧上課，能提高我的學習動機。5  4  3  2  1 

2. 我覺得 AI 人工智慧的內容對自己是有用處的。      5  4  3  2  1 

3. 我覺得國語課搭配 AI 人工智慧教學，非常有趣。    5  4  3  2  1 

4. 我覺得 AI 人工智慧教學內容生動活潑。            5  4  3  2  1 

5. 教學 AI 人工智慧對我的學習是很重要的。          5  4  3  2  1 

6. 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補充內容能讓我增廣見聞。    5  4  3  2  1 

7. 我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下，國語文成績明顯進步。5  4  3  2  1 

8. 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時，我更專注聆聽。      5  4  3  2  1 

9. 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時，我的口語表達能力    5  4  3  2  1 

   明顯進步。 

10. 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時，的閱讀能力提升了。  5  4  3  2  1 

11. 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時，的寫作能力提升了。  5  4  3  2  1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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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喜歡老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上課。                5  4  3  2  1 

13. 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時，提供我更多國語文 

學習的素材。                                   5  4  3  2  1 

14. 我喜歡主動跟著 AI 人工智慧學習。                 5  4  3  2  1 

15. AI 人工智慧能能吸引我的專注度。                   5  4  3  2  1    

16. 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時，提升我對文章 

的理解度。                                     5  4  3  2  1 

17. 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教學時，使我更願意發言。  5  4  3  2  1                                  

18. AI 工智慧有助於我完成作業。                     5  4  3  2  1 

 

 

 

 

 

 

 

 

【第四部份—數學能力量表】 

 

 

 

 

 

 

 

 

                        

1. 透過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輔助後，我的數學成績 

明顯進步。                                     5  4  3  2  1  

2. 透過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我對「數」的觀念更好。   5  4  3  2  1                 

3. 透過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我對「量」觀念更好。  5  4  3  2  1    

4. 透過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我對「形」的觀念更好。   5  4  3  2  1                                          

5. 透過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對我的數學學習觀念 

有提升。                                        5  4  3  2  1  

透過教師運 AI 人工智慧，提升我的數學學習能力。      5  4  3  2  1             

6. 透過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我數學基本運算                 

能力逐漸進步。                                  5  4  3  2  1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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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透過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我的幾何能力       

8. 逐漸進步。                                      5  4  3  2  1 

9. 透過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我能在數學學習          

上表現出更有思考力。                             5  4  3  2  1 

10. 透過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我在數學應用題 

的列式能力提升。                                   5  4  3  2  1 

11. 透過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我在數學應用題 

解題明顯進步。                                  5  4  3  2  1 

12. 過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輔助，我更有探究解決的能力。 5  4  3  2  1                         

13. 透過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我更願意學數學。          5  4  3  2  1   

14. 教師透過 AI 人工智慧系統，能分辨我的臉部表情。   5  4  3  2  1   

15. 透過 AI 人工智慧系統，我能個別化學習。           5  4  3  2  1 

16. 透過 AI 人工智慧系統，我能自行反覆練習數學。        5  4  3  2  1                      

17. 透過 AI 人工智慧系統，我能加深加廣練習。            5  4  3  2  1   

18. 透過教師運用 AI 人工智慧系統，我能對自己的數學 

學習感到有成就感。                              5  4  3  2  1 

 

問卷到底結束，請再確認一次有沒有未填答的題目呢？ 

再次謝謝各位同學的合作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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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能推薦系統評斷銀髮族之運動能力-以體感遊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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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的社會已經逐漸往高齡化邁進，銀髮族的身體機能退化影響其日常生活
之能力與各項活動之參與。隨著科技日新月異，許多類型的運動已經逐漸可以被 
VR、Kinect、SWITCH 等的電子設備給取代，加上近幾年台灣的健身風氣興起，
健身房不斷的在大街小巷增開。面對不同的運動方式，不同的使用者要如何選擇
最適合自己的訓練方式成為了新的課題，有些人認為使用 SWITCH 與 Kinect 等
藉由遊戲可以一邊達到放鬆身心一邊訓練到身體的訓練模式最符合自己的需求。
而透過將運動訓練轉化為遊戲關卡，可以提升使用者的參與動機，透過電腦化介
面，可以調整運動難易度及透過電腦化紀錄持續監測復健成效。在各個銀髮族樂
齡活動中心中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幫助銀髮族運動以及學習，只不過在目前的樂齡
活動中心內都是以團班的方式來進行，並沒有針對銀髮族個別所需的項目來進行
訓練以及鍛鍊。本研究將透過智能推薦系統評斷不同生理素質、生理測驗結果來
針對個人推薦個人化強度之運動對銀髮族之體能訓練使否對於生理有正向影響，
以及是否會願意長期使用遊戲式的運動方式來訓練。 

關鍵詞:智能推薦，數位遊戲學習，銀髮族肌力 

【Abstract】 

Today's society is gradually aging, and the physical deterioration of silver-haired 
people affects their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daily life and various activities.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many types of exercise have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electronic devices such as VR, Kinect, SWITCH, etc. In addition, the fitness trend in 
Taiwan has been on the rise in recent years, and gyms have been opening up in the streets 
and alleys. In the face of different forms of exercise, different users to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for their own training has become a new issu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use of 
SWITCH and Kinect and other training mode through the game can be relaxed while 
training to the body best meet their needs. By turning exercise training into game levels, 
users'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can be enhanced, and through the computerized interface, 
the ease of exercise can be adjusted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rehabilitation can be 
continuously monitored through computerized records. There are various activiti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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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the silver-haired people to exercise and learn in the aging centers, but in the current 
centers, they are all conducted in group classes, and there is no training and exercise for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the silver-haired people. This study will use the intelligent 
recommendation system to evaluate different physiological qualities and physiological 
test results to recommend individualized physical exercises for silver-haired peopl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have positive physiological effects on physical training, and 
whether they are willing to use game-like exercises for long-term training.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研究指出 30 歲到 80 歲肌肉量會流失 30%~40%(AoyagiY&ShephardRJ., 
1992)，30 歲以上成人肌肉細胞數量每年平均以 0.5%的比例流失，至 90 歲左右身
體功能已喪失達 70%（Botz,1996）。經資料蒐集如圖 1.與圖 2.，國人目前平均
餘命有 80 歲但是健康餘命僅 71.2 歲，將近有 9 年的時間是需要依靠人照顧的，
而鍛鍊又是需要長時間以及正確的知識來進行才能有效增進身體健康，如都是相
同的鍛鍊模式會造成缺乏興趣，若是能夠從還是健康的時候就靠遊戲來訓練，不
僅能夠鍛鍊身體使身體更健康，也可以透過玩遊戲來感受到不一樣的快樂。 

 

 

圖 1.男女平均餘命及平均健康於命(內政部統計通報、衛生福利部統計專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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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近年來男女健康平均餘命(內政統計通報、衛生福利部統計專區，2018) 

 
 

值得注意的是，銀髮族之中高強度運動男性之運動時間略多於女性 43.2 分鐘/ 

週，健康生活品質之得分男性 71.4 女性 92.3 平均數未達顯著差異(王立亭等， 

2020)。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各類型的產品與遊戲以及訓練方式不斷的推陳出新， 
Kinect Azure 能夠及時的將使用者的動作捕捉並且融合至正在進行的遊戲中，我
們要讓銀髮族可以透過現代科技從運動中獲得樂趣，且在之前的研究案中發現中
老年人相較之下比較不喜歡手上需要拿著額外設備的 SWITCH，遊戲若能透過無
須拿著額外設備的 Kinect Azure 以智能推薦結合遊戲的方式來發現如何能提升訓
練成效，並且可以將數據與各項身體數值依照訓練的紀錄與強度記錄下來作為下
次運動時的參考，為未來的訓練方式增加一種新的選擇。因此，本研究將使
用 Kinect Azure 結合電腦系統開發一套智能推薦運動遊戲，主要將此遊戲運用於
銀髮族之個人運動與體適能訓練，透過智能推薦系統來建議不同生理素質與測驗
結果之使用者不同之訓練強度，實現能夠以遊戲來進行運動與訓練。 

雖然在各個銀髮族樂齡活動中心中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幫助銀髮族運動以及學
習，只不過在目前的樂齡活動中心內都是以團班的方式來進行，並沒有針對銀髮
族個別所需的項目來進行個人化的訓練以及鍛鍊，透過在樂齡中心內安裝智慧推
薦系統，可以紀錄銀髮族各部位之肌肉強度並進行推薦運動方式以及強度。 

在開始本研究前，我們走進社區服務據點內部，參觀了銀髮族平常的上課課
程以及與他們做過實際的互動與訪談他們對於遊戲結合運動的接受程度及遊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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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討論，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社區據點雖然會有 3C 課程以及各式各樣的團
體課，但是並沒有針對遊戲或是新科技互動的運動方式，而且在實際互動的過程
中透過訪談發現，普遍的銀髮族不喜歡拿著手把之類的東西進行運動，根據以上
的訪談我們將設計出可以個別化推薦使用者強度的系統與不用使用額外控制器操
作的遊戲，使用體脂器與各項體測結果來推薦使用者強度以及使用心律傳感器追
蹤使用者是否有符合所推薦之強度。遊戲設計將使用 KINECT 為運動訓練遊戲，
其中將把遊戲難度分為多個級距，透過智能系統推薦的方式，提升銀髮族對不同
部位以及強度的訓練，讓訓練不再枯燥無味，並且能夠針對各個不同使用者的身
體數值來做訓練。 

研究問題 

使用最大心律與平均心律測量當前推薦系統所推薦的遊戲難度是否有符
合個人所能負荷之強度? 

1.3 研究流程 

本實驗將分為 5 個段落進行，如圖 3.所示，依序為緒論、文獻探討、系
統設計、測試與訪談、預期結果。 

 
 

 

 

 

1.4 研究範圍 

圖 3.研究流程圖 

本篇論文研究是以體脂器收集到各項生理數值以及各部位之肌肉含量之後，
將各項資料輸入進電腦系統後藉由電腦的推薦系統推薦不同肌肉量之使用者不同
的運動強度，並且使用心律偵測器追蹤使用者之心律是否有保持在一定的強度來
評斷是否有達到使用者所選擇強度的運動標準。 

二、文獻探討 
 

2.1 數位遊戲的定義與分類 

數位遊戲稱為線上遊戲，是讓玩家透過單人或是多人互動創造出趣味與變化
性的遊戲，是一種建構在虛擬空間的電腦遊戲。但為界定各種數位平台使用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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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都有數位化的基礎，並且部份遊戲不需在網路上進行，故廣義稱為「數位遊
戲」(陳國偉，2015)。 

2.1.1 數位遊戲對長者之影響 

基於文獻研究，數位遊戲之領域目前已被討論於社會、心理、認知的改變
和改善身體較差的長者之生活品質(DeSchutter,2010)並且能夠訓練長者手眼協調、
合作性、增進社會批判能力、提升長者的生活品質、潛在的改善他們生心理健康
及提升他們與社會聯繫或提供娛樂來消磨時間(Ijsselsteijnetal.,2007)，以滿足長
者所需的樂趣和精神刺激，同時也提高他們的自尊(Weisman,1983)。 

2.2 銀髮族身體機能相關研究 

美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CollegeofSportsMedicine,ACSM,1998)將老化的過程
定義為人體的機能從出生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能力，隨著年紀的增長，身體功能
逐漸退化或喪失直到死亡，這一整個過程是人類生長發育後自然演化的現象。複
雜的老化過程無論是生理或心理都可能受到許多不同變數(如遺傳、生活型態、慢
性病、情緒等)的影響，即使相同年齡的人，其老化速度也不相同，且年齡層愈高
差距愈大。 

肌肉適能的好壞將決定個體是否能勝任日常活動與工作壓力的負荷，當肌肉
適能能力下滑時，也較容易產生肌肉疲勞與酸痛的現象(教育部體適能網站， 
2011)。而銀髮族因老化現象造成肌力的流失，肌力於 60 歲後每 10 年減少 15%、 
70 歲後更是每 10 年減少 30%，表示體育活動能促進神經肌肉活動協調性、自主
神經系統，以及提升肌肉、骨骼、關節和韌帶等組織的機能，有助於肌力與肌耐
力表現。ACSM(2006) 則表示阻力訓練可增加肌肉適能、骨質密度、基礎代謝
率，減輕下背痛，降低關節炎與骨質疏鬆症罹患率，有助預防或延遲老化引起的
平衡感和協調性衰退，進而降低跌倒發生率，讓個體終生維持較好體適能狀態，
只要肌力訓練的質與量足夠，老年人可獲得跟年輕人一樣的成效，肌力可在 3~4
個月的訓練後增加 2~3 倍。 

2.2.1 功能性體適能相關之研究 

隨著年齡增長，老人功能性體適能的測試項目，如坐姿站立、握力、坐姿
體前彎、閉眼單腳跳、兩分鐘坐站等能力可能會變得比較差，老人若能維持規律
運動，能有效改善其功能性體適能。如國內研究針對 206 位社區老人進行檢測，
發現 69.8%的銀髮族有規律的運動行為，且年齡與坐姿行走呈現顯著正相關，反
之則呈現顯著負相關，該研究建議社區老人雖有運動習慣，但是仍能針對檢測結
果重點加強即安排自己適合的運動，以正確改善老人體適能運動及成效(秦毛漁、
施仁興、吳美惠、施秀惠、蔡娟秀，2007) 

2.2.2 老人肌力與平衡能力 

我國於 1993 年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而 2018 年更邁入到高齡社會，且老
化指數呈現持續增加的現象。這種現象的發生使得老人安養問題與長期照顧形成
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之一（內政部，2019）。老人因器官老化而形成的健康問題，
依據研究可以歸納為以下六點：肌肉骨骼問題；神經傳導問題；心血管疾病及新
陳代謝問題；心肺問題；心理因素問題；意外事故問題（蔡崇濱，2001）。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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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健康問題，可以透過運動獲得舒緩，如：肌力、耐力、平衡感（曾暐晉， 
2011）。由於老人因年紀老化會衍生很多問題，進而影響到身心健康，所以加強
肌力、耐力或平衡感方面的運動，可以減緩身體老化進而達到對身體保健之功
效。平衡能力之定義為身體能在靜止不動或者動作中能維持身體軸心不跌倒即為
平衡能力，而平衡能力主要有三種性質：(1)穩健性(steadiness)：在特定姿勢時
能維持最小的擺動；(2)對稱性(symmetry)：身體的重量能被身體軸心均勻分配；
(3)動態穩定性(dynamicstability)：能在動作的狀態下不會失去平衡。平衡類型可
以分為靜態平衡(balanceofstatic)和動態平衡(balanceofdynamic)。靜態平衡為靜
止時，能保持特定姿勢不失去平衡，而動態平衡則是在動作時能維持平衡（林威
秀、黎俊彥，2004）。隨者年齡的增長，平衡感會逐年下降，輕則還可以自行照
料生活起居，重則無法打理生活，需要他人協助（陳柏儒，2011）。 

2.3 遊戲訓練對老人平衡能力與肌力影響 

在增進老人平衡能力訓練的方法上（陳月宮，2015）：要有合適的教材及因
年邁而動作緩慢可在調配的時間內達成目標；教材要能符合老人動機及有興趣的
內容，才能提升老人平衡能力；教材的學習要簡化，才能讓老人輕易上手；情境
式的學習，能讓老人因受周遭環境所影響，專注力才能提升，表現也會更好。因
此本研究主要是希望透過情境式體感遊戲的訓練，讓老人沉浸於運動當中，以評
估老人平衡能力，藉此降低發生跌倒意外的可能。 

2.4 人工智能與推薦系統 

對於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的企業來說，提供直接滿足個別客戶需求的產品
和服務是一項挑戰。個性化電子服務有助於使客戶的決策過程更容易並增強用戶
體驗。這些個性化電子服務中使用的推薦系統最早是在二十年前建立的，並且是
通過採用其他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領域的技術和理論來開發
的，用於用戶分析和偏好發現(Zhang,Q.， 2021)。 

2.4.1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是一個快速發展的領域，其應用方面從休閒娛樂到醫療疾病診斷

應有盡有(Luger,G.F.， 2005)。開發人工智能技術的目標是實現智能行為的自動
化，主要涵蓋六大領域，知識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推理(reasoning)、規
劃 (planin) 、 通 訊 (communication) 、 感 知 (perception) 、
(motion)(Russell,S.J.,& Norvig,P.， 2016)。 

在過去幾年中，成功的 AI 應用數量大幅增加。成功案例包括 Deepmind 的 
AlphaGo，人工智能驅動的程序，在與職業人類玩家的“圍棋”遊戲中贏得了勝
利、自駕車、以及電腦視覺和語音識別領域。人工智能、數據分析和大數據方面
的這些持續進步為推薦系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取得的令
人矚目的成就(Zhang,Q.,Lu,J.,&Jin,Y.，2021)。 

2.4.2 推薦系統 

推薦系統中的每個用戶項目相關性，尤其是基於用戶與項目之間的相關性，
對於分析用戶偏好至關重要，並顯著影響系統性能。從用戶那裡獲得的評分越多，
系統在提供推薦方面的表現就越好。然而，它既費時又費力，因此幾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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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查詢用戶對所有或大部分項目進行評分(Zhang,Q.,Lu,J.,&Jin,Y.，2021)。 

推薦系統的主要設計目的是幫助缺乏經驗或知識的個人處理他們面臨的大量
選擇。在過去的二十年裡，這一研究領域一直是學術界和工業界非常關注的焦
點，而且該領域的研究往往受到推薦系統可以為企業產生潛在的利潤推動。推薦
系統首先應用於電子商務，並迅速擴展到電子政務、電子商務、電子學習和電子
旅遊的個性化領域(Lu,Jet.al，2015)。簡而言之，推薦系統旨在估計項目的效用
並預測它是否值得推薦。 

2.4.3 人工智能使用於推薦系統 

基於內容的推薦系統根據項目描述的內容以及根據用戶的個人資料預測其效
用，基於內容的推薦系統主要是推薦與特定用戶感興趣的項目相似的項目，一但
建立了用戶的個人資料，系統會將項目的屬性與用戶個人資料進行比較，並從中
找到最相關的項目以形成推薦列表。(Zhang,Q.,Lu,J.,&Jin,Y.，2021)由於重視用戶體驗
以及用戶與系統的交互是可取的，因此採用了主動學習技術來提高推薦系統的效
率和準確性。 

2.4.4 智能運動訓練 

智能運動訓練 SmartSportTraning(SST)是一種運動訓練，它利用可穿戴設
備、傳感器和物聯網 InternetofThings(IoT)設備，或智能數據分析方法和工具來提
高訓練性能或減少工作量，同時保持相同或更好的訓練表現。這代表 SST 的實現
範圍從簡單的任務，例  如在運動  訓練課程中引入可穿戴  設備  
(Kamišalić,A.,Fister,I.,Turkanović,M.,&Karakatič,S.，2018)，對課程進行智能數據分析，到
更複雜的人工教練實現，其中除了為受訓者實際執行建議的練習以外的所有方面
皆可被智能取代管理培訓(Fister,I.,FisterJr,I.,&Fister,D.，2019).。 

通常，身體活動分為工作和休閒兩個領域，但關於促進健康的身體活動的國
際建議並未區分職業和休閒時間的身體活動，並且他們在研究中透過身體數據檢
測之後為每個工人提出建議的運動，其中包括心肺適能、特定身體部位的肌肉力
量和功能訓練(包括平衡訓練)如圖 4，這些領域已證明可以促進特定的健康益處 
(Sjøgaard, G et.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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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運動實驗結果 

重訓 
11% 

足球 
10% 

其他 
54% 

跑步 
9% 

舉重 

羽毛球7%

籃球5% 

4% 

 

 

 
 
 

圖 4.用於推薦訓練之生理評估(Sjøgaard, G et.al ，2014) 

此外，將智慧推薦運動當中已經有很多種類型的運動實驗結果，其中最為熱
門 的 幾 項 如 圖  5 ， 為 重 訓 (11.9%) ， 足 球 (11%) ， 跑 步
(10.1%)(Rajšp,A.,&Fister,I. ， 2020.). 

 

 

圖 5.各項運動實驗熱門程度(Rajšp,A.,&Fister,I.，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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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跑步這項運動有一項透過選擇用戶軌跡來調整跑步難度的系統，讓跑步
者可以在訓練中保持目標心率，且成功率達到 80%。(Vales-Alonso,J，2010)。 

2.5 文獻探討小結 

綜合以上論文探討之結果發現，數位遊戲能夠結合運動來提供銀髮族訓練，
並且對大部分的銀髮族之生理與心理有正向影響，而智能推薦系統可以根據不同
使用者的生理素質與喜好來預測最合適的運動模式與強度。不過在實際應用面上
並沒有專門根據銀髮族的個別生理素質做出推薦符合運動強度的遊戲，因此本研
究將透過設計一套針對銀髮族之生理素質與喜好、興趣等來調整強度之智能推薦
系統運動遊戲，並且能根據使用者回饋不斷更新系統，來達到為每位使用者推薦
出最適合自己的運動強度。 

三、研究方法 
 

本章節將介紹此研究的具體設計規劃，在系統開始設計前，因為先前一次計
畫的資料已經做過銀髮族相關的資料收集與喜好調查，並且將依照教育部體育署
評斷體適能與美國銀髮族體適能檢測參考(Rikli, R. E，2013)所給定的分級標準，
來劃分銀髮族有辦法負荷運動之相關設計功能及內容。設計出遊戲之流程架構以
及難度，就銀髮族的運動需求進行規劃上的內容分析討論，將研究方法分成五個
階段如圖 6： 

 

 

 

3.1 根據文獻劃分難度 

圖 6.研究方法流程圖 

根據教育部體育署之銀髮族體適能評斷(圖  7)與美國銀髮族體適能檢測參考 
(表 1、表 2)為基準，我們將依照受試者在前測時的成績在系統中來給定分數並
且預測使用者所能負荷之運動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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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0 秒坐站測驗評分表(教育部體育署，2020) 

 
 

表 1. 美國銀髮族體適能檢測 30 秒坐站(Rikli, R. E，2013) 
 

 
表 2.美國銀髮族體適能檢測 2.44 公尺坐走(Rikli, R. E，2013) 

 

3.2 先前計畫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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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先前於社區據點施測之計畫資料顯示，該研究中 60 名銀髮族之平均年 
齡為 74.6 歲，男性平均年齡為 78.4 歲，女性平均為 73.4 歲。平均上肢骨骼肌
重為 25.5%，男性 31.6%，女性 23.6%。平均下肢骨骼肌重為 35.8%，男性 42.2%，
女性 33.9%。30 秒坐站平均為 18.14 下，男性平均為 18 下，女性平均為 18.18 
下。 

依照上表 30 秒坐站之評判標準，之前計畫中男女皆為尚可偏普通，本次研究將在 

前測中加入 2.44 公尺坐走來增加評斷遊戲內強度的標準。 

3.3 系統設計與開發 

依照先前計畫案之研究收集數據使用隨機森林演算法訓練模型，其推薦準確
率可以達 93.33%(圖 8. 9.)，依照此模型可以分析新使用者之生理與體測數值來
判斷推薦強度。 

 

 

圖 8. 

 

 
 

 
3.4 受試者篩選 

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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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統製作結束後，將募集 36 名於社區中心長期參與課程 60 歲以上之銀
髮族，男女不限並且經過運動健康調查以胡名霞（2010） 翻譯編輯的聖路易大學
心智狀態測驗(Saint Louis University Mental Status Exam) 評估、四肢行動
正常的銀髮族。每次進行 1 小時本系統之前後測及遊戲運動。 

 
3.5 受試者測驗與訪談 

於每次開始及結束使用體脂器測量各部位之肌力，並在經過 6 週的測試後，
收集這段期間使用本系統之成效與訪問使用心得，遊玩遊戲後將根據維持之心律
最大值與平均值以及所選之強度來驗證使用者是否有正確使用，以及所推薦之難
度有無符合該使用者之能力並根據使用後的訪談來確認系統推薦的方式是否正確
來尋找問題點，收集受試者測試完後的心得與訪談來進行後續的遊戲改良 

3.6 遊戲架構 

圖 10 到圖 12 為電車相撲、結帳泡泡龍與購物跑酷遊戲設計之架構，分類
出使用到之遊戲素材、遊戲模式、遊戲機制與與遊戲規則。 

 

圖 10 結帳泡泡龍架構（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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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電車相撲架構（本研究繪

製） 
 

 
 

圖 12 購物跑酷架構（本研究繪製） 

 

 

3.7 統整受試者回饋並改善遊戲 

在統整完受測者之使用心得後，透過訪談內容尋找系統內容之不足以及
問題點，並在改善後再邀請受試者進行測試。 

四、預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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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之遊戲推薦系統與數據是否符合銀髮族能夠負荷之使用強度，並且
透過訪談調整遊戲難度與方式以及調查是否會因此提高銀髮族對於個別體感遊戲
訓練的接受度，以提供未來銀髮族新科技的參與動機，加強日後銀髮族個別訓練
之參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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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教育訓練教材使用 ADDIE模式並以多媒體設計原則為基礎進行教材開

發，將虛擬實境技術融入交通運輸業教育訓練的教材開發，以 360度全景導覽

方式呈現，架構出虛擬之車站環境，針對重點特性做深入說明，使用者可透過

視覺移動進行場景切換，認識該站重要機房所在樓層、確切位置及相關設備之

使用方式。本研究使用設計本位研究法（Design-based Research），研究對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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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4名交通運輸業站務人員，包含教材設計前需求訪談對象 5名、教材評估專

家 3名、以及教材試用者 6名。透過教材的不斷修正與改善，預期達到交通運

輸業個案企業教育訓練之目的，並有效改善現行個案企業教育訓練受時空限制

之問題。 

關鍵字：虛擬實境、設計本位研究法、教育訓練、多媒體設計原則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ADDIE model is adopted as the framework in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the training materials, and the Multimedia Principle is applied as the 

overarching design concept. Through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 virtual station is 

constructed, with a 360-degree panoramic tour that offers an in-depth introduction of 

the key features to the users. Following the gaze direction, the users may navigate 

between different settings and scenes, an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ion 

regarding the floors and exact locations of the equipment rooms and equipment 

instructions for use. Methodologically, design-based research i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under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training in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14 station staff members are 

recruited—5 interviewees prior to the training materials development, 3 experts in 

materials evaluation, and 6 trial user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Additionally, with the iterative adap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the current issues of educational training arising due 

to space and time constraints.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Design-based Research, Comprehensive 

Employee Training,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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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勞動部 108年職業訓練概況調查，臺灣運輸及倉儲業於職業訓練支出

金額為 1,732,161,000 元，佔服務業整體職業訓練支出之 12%，但其訓練人數僅

佔服務業整體人數約 3.6%（勞動部，2020），相較於其他服務業，臺灣交通運

輸業平均每員工之訓練成本較為高昂。在龐大的交通體系，所涉範圍內容繁多

且性質各異，為使員工能具備專業素養，規劃系統化之教育訓練課程實有必要

（陳一昌、朱珮芸、周文靜，2002），惟近年少有軌道運輸業之教育訓練之相關

研究。 

以本研究交通運輸個案研究對象而言，現行規定為若站務人員因人事異動

至其他車站執勤，需進行該站之車站特性考試，通過後方能至該站行支援任

務。但現行制度對於車站特性測驗並無相關之訓練，僅提供文件供站務人員自

行閱讀，單憑文字讓站務人員對於車站擁有完整之結構概念非常困難，此問題

造成站務人員對於車站人力調度產生抗拒之心態，又因研究個案現況有大量跨

站支援需求，交通運輸業更是別於一般企業之經營模式，員工之本職學能因地

而異，訓練方式亦易受到時空限制，伴隨實務訓練而來的是高昂的訓練成本。 

隨著行動裝置及行動網路的普及，數位化學習開始成為企業訓練的新趨

勢，且能改善傳統訓練之劣勢（陳亭諭，2017；張淑婷，2020）；使用虛擬實境

進行教育及訓練的研究提到，學習者不僅能夠透過虛擬實境的體驗獲得學習成

效上的改善（陳勇全、廖冠智，2014），亦能使其對學習動機方面有正向的回

饋，產生主動學習、樂於學習的良性感受（羅美慧，2020），且沉浸式體驗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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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使人著迷並且更樂於學習，進而發自內心產生「自成目標」（Autotelic）的可

能（褚麗絹、李承霖、郭靜蘭，2011）。 

本研究擬採用 Mayer(2009)的多媒體學習設計理論，開發一虛擬實境融入軌

道運輸業車站特性教育訓練之數位教材，意在運用數位科技創新交通運輸產業

之教育訓練，讓員工於虛擬實境中學習、認識車站特性，研究者從其中探討受

訓者對此教材的使用回饋，期研究結果能為將來車站特性訓練帶來新的可能。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交通運輸業車站特性訓練進行之現況。 

（二）以多媒體設計原則發展適用於交通運輸業教育訓練之虛擬實境教材。 

針對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探討交通運輸業車站特性訓練進行之現況為何？ 

（二）探討如何以多媒體設計原則，發展適用於交通運輸業教育訓練之虛擬實

境教材？ 

貳、文獻探討 

一、數位學習融入企業教育訓練 

數位教材意指數位化的學習內容及課程開發，可依據使用者所使用的媒材

及平台載具再細分成線上學習教材、行動學習教材等。科技的進步帶來全新的

學習模式，數位學習利用資訊科技所支應的網際網路機制進行學習，特點在於

學習者可不受時空限制，進行非連續性的學習（白景文，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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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進行數位學習之設計即是為了公司的策略性目標有所貢獻，傳承已知

的知識或技能，以提供對公司策略、目標之支援；數位學習能夠將員工的內隱

知識外顯化，為企業的人力資本提供架構，並強化員工概念性知識（劉昱辰，

2017）。 

相較於傳統的訓練方法，Blanchard和 Thacker(2008)提出數位式學習的優

點，包含可減少受訓者時間、降低訓練成本、可容易的追蹤受訓者進度、受訓

者能夠掌握學習時間、及可在安全的環境中學習具危險性之工作等；上述提及

企業訓練時間短且講求效率，數位式學習可讓受訓者自行掌握學習速度，既能

夠反覆練習，亦能夠跳過不必要學習的部分。 

二、虛擬實境與成人教育 

虛擬實境一詞在 1958 年出版的《The Theater and its Double》 (Artaud, 

1958) 被提及，其相關研究熱潮則起自美國作家 Howard Rheingold 於 90年代發

表的《Virtual Reality》(Rheingold,1992)一書，他將虛擬實境的概念形象化，定

義為一種人被三維電腦繪圖環境包圍的體驗，使用者可以在其中遊走或是改變

視角，並且與其中物品進行互動；書中提及之概念使大眾虛擬實境的認知開始

擴展，並開始對其進行研究與發展。 

虛擬實境被廣泛運用於多種情境，以教育現場而言，虛擬實境能夠打破傳

統教育的限制，將課本上的知識實體化，提供情境供學習者體驗，並且能夠不

受限制地重複練習，藉此獲得更多學習經驗，更讓學習不受限於空間（張訓

譯，2018）。虛擬實境教材以學習者為中心設計，讓學習者與教材間能夠進行有

效的溝通，學習者能從中調整學習速度，並且跳脫傳統學習中的時空限制，透

過教材有效地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參與度（陳曉瑩，2017）；以下就虛擬實

境應用於成人教育進行相關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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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虛擬實境應用於企業訓練之實例，目前相關之研究多應用於具高風險

性且需反覆練習之教育訓練；張瑞娜（2012）使用虛擬實境模擬出具危害情境

之工地，建置主動式、參與式及探索式之虛擬營造工地危害辨識環境，受訓者

可透過主動式探索與觀察，學習危害辨識知識，其研究結果為融入虛擬實境教

學與傳統教學之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鄭沅濱（2019）使用虛擬實境開發工具

製作公車火災之教育訓練系統，讓受訓者與模擬道具互動，學習正確使用逃生

工具逃離事故現場，此教材利用模擬環境降低訓練開發之所需時間與經費成

本，並且能夠有效減少不必要的危害。 

三、多媒體學習設計理論 

此教材的內容設計，依據 Mayer(2009)的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其分析許多

使用多媒體學習作為教學方法的研究結果，提出十二項多媒體學習的原則，並

將其歸納在三大認知處理過程，讓多媒體學習課程開發者能透過這些原則，設

計對學習者更具學習成效的教材。 

（一）減少多媒體學習中的外在認知處理（Reducing Extraneous Processing） 

針對教材設計，設計者應於多媒體學習減少讓學習者無法專注於教材的元

素，以免分散學習者的注意力，偏離學習重點；Mayer提出五項關於有效減少

外在認知處理的多媒體教材設計原則，分別為一致性原則（Coherence 

Principle）、提示原則（Signaling Principle）、過剩原則（Redundancy 

Principle）、空間鄰近原則（Spatial Contiguity Principle）及時間鄰近原則

（Temporal Contiguity Principle）。 

（二）管理多媒體學習中的本體認知處理（Managing Essential Processing） 

當教學內容過於複雜時，學習者對於教材內容較難以理解，為使學習者能

夠對學習內容進行有效的本體認知處理，Mayer提出三項能夠讓學習者有效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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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內在認知負荷的多媒體教材設計原則，分別為分割原則（Segmenting 

Principle）、預訓練原則（Pre-training Principle）和動態原則（Modality 

Principle）。 

（三）培養多媒體學習中的衍伸認知處理（Fostering Generative Processing） 

衍伸認知處理是指學習者對理解學習內容的認知處理、組織學習內容成為

一連貫的認知結構、並且與學習者先備知識融會貫通的能力(Mayer, 2009)。為

使學習者有效使用策略以理解教學內容，Mayer提出四項多媒體教材設計原

則，分別為多媒體原則（Multimedia Principle）及個人化、聲音與圖像原則

（Personalization, Voice, and Image Principles）。 

參、研究實施與設計 

本研究運用虛擬實境技術開發交通運輸業某公司Ａ車站之企業教育訓練數

位教材，以 360度全景導覽方式呈現，架構出虛擬的Ａ車站環境，針對該站之

重點特性做深入說明，受訓者可透過視覺移動進行場景切換，認識該站重要機

房所在樓層、確切位置及相關設備之使用方式。本研究使用設計研究法進行教

材發展與評鑑，透過教材的不斷修正與改善，最終達到交通運輸業某公司之車

站特性教育訓練之目的。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分為三階段，包含研究前準備階段，研究教材開發階段，以及

研究結果分析階段，每階段之細項流程如下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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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一）研究前之準備階段 

在此階段中，研究者蒐集個案公司對車站特性教育訓練的過往經驗及相關

文件資訊，並透過相關研究之文獻探討，找尋與此教育訓練相關之理論並進行

評估，再根據理論、問題及研究對象之關係，進而構想發展出車站特性教育訓

練教材之設計原型。 

（二）研究教材開發及實驗階段 

研究者在此階段彙整文件與訪談結果，擬定教材學習重點核心，以目標導

向為主，開發設計原型，開發完畢後，經由專家測試與評估後進行調整，確認

此教材符合所有受訓者對此教育訓練之需求，請受訓者進行教材試用，並透過

訪談得到此數位教材之回饋資訊。 

（三）研究結果分析階段 

在此階段，研究者對研究進行資料彙整與分析，對教材整體進行效果評

估，包含教材是否具備所有訓練重點目標，受訓者是否能夠確實透過此教材更

加熟悉車站特性等，以及受訓者使用虛擬實境及新式之教育訓練的體驗回饋，

將研究結果回答研究問題，並且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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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 

（一）個案背景 

本研究教材正式施測之對象為交通運輸業某公司之站務人員，依現階段該

公司執勤規則規定，因輪班調度需求，站務人員除在原編制車站執勤，亦須依

排班原則至相關群組車站支援，且人員時有異動至其他群組之情況，故站務人

員依任務支援其他車站時，對該車站特性之熟悉度為執勤一大重點。本研究教

材將以該公司之Ａ車站作為虛擬實境教材設計內容。 

（二）教材開發 

本研究教材使用 ADDIE模式為架構，進行教材開發設計；ADDIE 模式為

Grafinger於 1988 年提出，以目標為導向的教學開發模型，此模式注重邏輯順

序（王季香，2018），設計架構順序以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

（Develop）、執行（Implement）及評估（Evaluate）；以下茲以 ADDIE模式說

明本研究開發之交通運輸業教育訓練教材之設計步驟。 

1.分析（Analysis） 

分析階段係指針對學習者之相關背景、特性、認知及學習目標等進行探

討，分析學習者的學習起點、需求及目的（王季香，2018；莊淑娟，2016）。在

此階段，本教材參考徐明慧（2007）以 ADDIE模式設計企業數位教材分析之

面向，進行各分析流程。 

（1）前置分析：確定研究對象於先前工作經驗，反映出對車站特性有精緻化、

差異化訓練方面需求，研究者以此為前提，針對能夠完整展示個別車站環

境為主之目的，進行數位教材開發。 

（2）受訓者分析：研究對象不拘性別、年齡，主要以針對車站特性無設計相關

訓練課程之現行做法感到困擾之站務人員，作為受訓者相同背景特色；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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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者須具備行動式裝置使用經驗，以避免無法正確操作研究硬體設備，

造成研究結果誤差。此外，受訓者為熟悉執勤內容、提升工作效率，對車

站特性議題皆具有高度的學習意願。 

（3）需求分析：研究者於研究準備階段，除搜集相關領域之文獻及理論外，亦

對受訓者進行訪談，以利進行需求分析，透過瞭解受訓者於現況環境下的

痛點所在之處，進行教材內容規劃與開發。 

經過受訓者訪談結果，歸納得知受訓者對於此訓練有以下需求： 

A.不同時期入職之員工，被安排的在職訓練(OJT，On-the-Job Training)時

長不同，對於新車站的適應時間落差大。 

B.無論是新進員工，或是有一定資歷的員工，對於準備車站特性測驗，認

為僅有文件資料可供閱讀，雖能靠閱讀文字通過選擇題的測驗考試，但

是對於實際值班的幫助仍然有限。 

C.通車前的車站，員工才有足夠的時間跟機會實地走訪熟悉車站，若是通

車後才異動至車站的員工，則認為接受訓練的時長不足完整熟悉車站。 

D.若時間許可，員工認為實際走訪車站的方式，才能夠有效認識該車站。 

（4）現有資源分析：以教材方面而言，現有教材僅以文件方式提供予站務人

員，文件閱畢後進行車站特性測驗卷填答，作為車站特性觀念養成之作

法；本研究以車站特性文件作為教材開發基礎，以視覺化與高互動性等作

法活化教材；人力資源方面，個案企業現無多餘人力進行車站特性訓練，

故此教材以受訓者可自行學習為主要開發方向，以其中一車站為教材內容

開發，並透過研究結果分析，研判後續是否持續設計其他車站之教材。 

（5）受訓內容分析：受訓者學習內容以車站特性為核心價值，涵蓋站務人員多

方位之技能與知識，包括車站硬體、電聯車、票務、消防與水電等設備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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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運務相關規定、運作特性與車站服務設施設備周邊交通及資訊等。 

2.設計（Design） 

在設計階段，研究者根據先前分析之結果，訂定教學方案，包括教學大綱

訂定、教學內容設計，並決定所使用的教學媒材（劉璟頤，2016）。 

研究者在此階段，根據歷年車站特性訓練更新內容及測驗卷出題方向作為

參考，擬定教學目標，並根據目標設計教材架構與內容，如以虛擬實境環境高

互動、可反覆操作之特性，對於操作較為複雜之設施，在場景內增添操作示範

畫面，受訓者可針對不熟悉的設備及資訊，進入該場景重複觀看與學習。 

研究教材呈現方式，則以 Mayer(2009)提出的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中，建構

以研究證據為基礎提出的學習原則，挑選符合本研究設計項目，並分述如下： 

（1）一致性原則（Coherence Principle）：教材設計時需排除與教學無關之文

字、聲音與圖像，比起設置有趣卻不相關的元素之作法，較能提升學習成

效。本教材之使用者皆對於車站設備名稱有一定的熟悉度，故不會在教材

呈現中刻意添加說明文字。 

（2）提示原則（Signaling Principle）：在教材中使用能夠凸顯文字之方式，或

是給予相關內容的提示，能夠幫助提升受訓者的注意力。因車站場域廣

闊、樓層較多，故本教材設計場景的過程中，提供顯而易見的場景切換文

字引導，讓受訓者能夠明確了解目前所在位置，以及即將前往的場景為

何。 

（3）過剩原則（Redundancy Principle）：當多媒體教材中已具旁白，則無需再

設置字幕，以免增加受訓者之認知負荷。本教材除前述以人聲進行相關說

明，文字部分僅以重點提示為主，不再另外設置說明字幕。 

（4）空間鄰近原則（Spatial Contiguity Principle）：相對應的文字和圖片，應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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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鄰近擺放，以避免學習者耗費多餘時間在於文字及圖片間移動視線。因

本研究教材以虛擬實境為呈現方式，受訓者的視角將決定畫面的主體為

何，相關說明文字會鄰近擺放於重點設備周遭，並以不遮擋設備為主。 

（5）時間鄰近原則（Temporal Contiguity Principle）：相對應的文字及圖片，出

現時間應一致，以減低受訓者的認知負荷。本研究設計之教材以受訓者視

角作為觸發器，當相關設備及說明被觸發時，相關影音及文字設定為同時

出現。 

（6）分割原則（Segmenting Principle）：將學習內容分為小段落學習，能產生

較佳的學習效果。本研究教材場景設計以車站實體呈現方式為主，故以每

個樓層為分項大段落，再根據觀看角度切換作為分割小段落之依據，以實

際觀視方式進行分段，能避免受訓者一次收到大量資訊而提升認知負荷，

亦能盡量避免產生視線死角問題。 

（7）預訓練原則（Pre-training Principle）：本研究教材涵蓋車站多面向之特性

及設備介紹，內容涉及廣泛，本研究於受訓者使用教材前先行告知此教材

之重點觀念，且確定受訓者對相關名詞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以利受訓者

針對教材內容進行重點聚焦及預習。 

（8）動態原則（Modality Principle）：旁白搭配圖片的呈現方式，比圖片及單純

文字呈現更能提升學習成效。本研究教材場景內各項設備說明，將以包含

人聲說明之實際操作動畫呈現。 

（9）多媒體原則（Multimedia Principle）：文字及圖像互補的呈現方式，比單獨

文字呈現更能提升學習成效。本研究開發之教材以虛擬實境為主要多媒

體，偕以說明標題文字為主要呈現方式。 

（10）個人化、聲音與圖像原則（Personalization, Voice, and Image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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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設計之教材以環境導覽模式作為主要呈現方式，當相關設備之說明

被觸發時，將以動態影像輔以人聲說明進行講解，且說明內容以較為口語

化的方式呈現，讓受訓者能感受到教學者像夥伴一樣介紹導覽，而非如觀

看制式的說明影片。 

3.發展（Develop） 

根據設計階段的基礎，發展教材與教學活動，係為發展階段之主要行動。

本研究教材開發之發展過程，先將設計階段之十一項原則進行統整，並依車站

實際場景發展腳本，根據腳本發展出完整可使用之虛擬實境教育訓練教材。 

為建構出模擬車站之虛擬實境教材，腳本根據車站設備與機房相對位置進

行架構設計，如下圖 2所示。 

 

圖 2 教材腳本架構圖 

上圖框內文字為場景名，教材起始位置設置於站外出口，線條連接意即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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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可跳轉之其他場景，標示項目符號之文字則為該場景所涵蓋之重點內容，

研究者依該設備、機房之複雜程度選擇發展說明文字或影片。 

表 1 
多媒體互動教材畫面 

多媒體互動教材內容 說明 

 

開啟 Eduventure VR app，進入課程 

 

畫面從車站出口開始，使用者可改

變視角，在 360度畫面中以視覺認

識車站設備 

 

透過視線重疊 Tag按鈕進行觸發，

出現說明文字及圖片 

 

透過視線重疊 Teleport 按鈕進行觸

發，前往其他場景，每一場景輔以

語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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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視線重疊 Treasure 按鈕進行觸

發，出現其他隱藏文字 

教材製作完畢後，提請三位專家進行試用，評估此教材發展是否涵蓋訓練

重點、對於站務人員角度而言是否具有學習價值、以及教材需修正方向。 

4.執行（Implement） 

此階段將先前分析、設計並發展的課程實際實施。本研究教材於發展階段

修正完畢後，由六名受訓者個別使用本教材，研究者於受訓者使用教材過程中

進行觀察，並於使用過後進行訪談，以茲了解受訓者的使用回饋。 

5.評估（Evaluate） 

研究者於評估階段，檢視前述系統化教學的環節，考核教材品質，評估此

教材實施的品質及成效（劉璟頤，2016）。研究者彙整先前訪談結果，進行教材

的修正，透過反覆試用完成教材，並根據教材使用回饋，撰寫研究結果，以此

成果評估此教材是否達到企業車站特性教育訓練之目標，並且針對結果提出建

議。 

肆、結語 

本研究根據 Mayer(2009)的多媒體學習理論，以及 ADDIE 模式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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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融入交通運輸業教育訓練研究教材之開發，經過文獻探討與分析之歷

程，期望增加本教材的可信度，本研究尚未完成，將在後續實行專家以及受訓

者的試用，蒐集其使用回饋，秉持設計研究法不停反覆修正的根本精神，進行

教材的修正改善，期望此教材開發能為交通運輸業之教育訓練帶來新面向的學

習模式。 

本研究目前僅針對交通運輸業個案企業為研究對象，針對教育訓練中單一

主題進行教材的設計與探究，期望後續能持續以虛擬實境為開發輔助工具，探

索其他教育訓練之需求，建立更貼近受訓者使用需求之教材，以達拋磚引玉之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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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機器人於教育場所中的應用日漸增加：無論是將機器人作為教材、助教

或是學伴，與學生一同學習，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然而現今機器人多出現在

語言或數理（STEM）教學中，針對情感教育的教學情境則較少研究與應用，

「情感教育」對於低年級學生心理與社交發展是極為重要的一環。本研究使用

華碩（Asus）推出的 Zenbo junior 機器人結合說故事的教案設計，以一堂情

緒教育課程為實驗，包括基礎情緒的教學與透過對話讓兒童簡單應用、理解情

緒發生的情境。透過該實驗探討國小低年級（6-7 歲）的孩童與 Zenbo junior 

在課程中的互動與學習效果。我們發現孩童願意積極地與機器人互動，透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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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孩童可以學習如何識別情緒和表達情緒，並通過分享自己的經驗來建立控

制情緒和正確表達情緒的能力。 

關鍵字：情緒教育、人機互動、社會情緒學習、機器人 

 

Abstract 
 

Nowadays, the applications of robot in the education field are increasing. Most 
robotic implements focus on linguistic and STEM education, only few aim at 
emotional education, which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how the primary level students 
(6-7 years old) change in mental state and their development on social skills. In our 
research, we designed a lesson with Zenbo junior made by ASUS. The robot acts as 
teaching assistants to help with storytelling activities, and interact with children. We 
conducted a pilot study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using robots in an emotional lesson. 
Through the experiment, we found that children behave well when meeting the robot, 
and have positive interactions with robots. Also they express an ac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robot. The results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for robots to be used in emo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robots, children can learn how to recognize emotions and express 
emotions, and establish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ir temper and express them properly 
from sharing their own experience. 
Keywords：Emotional learning, children-robot interaction,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robot 
 

壹、前言 

表情和情緒之間的關聯十分緊密，表情回饋假說（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認為表情與情緒是相互影響的（Buck, 1980），在情緒、情感教

育當中，學習表情辨認、表達，對於情緒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環。含有情感表達

的兒童-機器人互動，有助於兒童對機器人建立同理，並且使兒童與機器人建立

學伴（peer）的學習關係，相較教導者（tutor）或是學生（tutee）的學習關

係，學伴的學習關係有助於兒童的學習表現。 

比較目前商業應用或學術研究中的教育機器人當中，Zenbo 與 Zenbo 

junior 的特色是其內建豐富的表情系統，然而目前針對 Zenbo 表情系統的研

究仍未至成熟，同時針對 Zenbo的 CRI 研究，也尚未涉及其表情系統的情緒

展現，對於其作為兒童教育、情緒教育用途時的影響，本研究期望透過 Zenbo 

現有的表情系統，設計一套以對話為主要互動模式的情緒教育教案，並將 

Zenbo junior 應用為兒童情感教育中的輔助學伴。研究主要探究將機器人應用

於在幼童的情感教育時，是否因機器人具有豐富、切合對話情境的表情，而能

和孩童建立親近情感、增加其對於人與擬人機器人的同理，並進一步增進孩童

的情緒教育學習成效。除了期望透過將機器人結合於情緒教案中，提升幼童的

同理心外，也同步測試幼童對於機器人表情的接受程度，以協助改善 Zenbo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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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表情的設計。 

貳、文獻探討 

一、情緒教育 

情緒指由某種刺激引起個體身心狀態，當此狀態存在時，個體就會伴隨

著某種行為產生（張春興，2009）。兒童的情緒會隨著年齡增加而有顯著的個

別差異，在 6 至 8 歲的階段，大部分兒童能夠理解不同情緒的描述，甚至是

區分兩種相似的情緒（Wintre & Vallance,1994）。他們會選擇和採取應對策

略，以適應所處的各種情況。為了促使兒童正確理解自身及他人之情緒，並透

過合宜的方式表達以建立正向社會互動，在情緒發展階段培養兒童各方面的情

緒能力極為重要。 

2011 年時，Durlak 等人發現人的情緒調節能力自兒童及學齡時期就開

始發展，且隨著年齡增長更複雜，而針對培養孩童情緒能力而實施的社會情緒

學習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SEL) 課程對於兒童則有許多正面影響，

包含提升課業表現、改善面對自己與他人的態度、減少問題行為和情緒困擾

等。其他研究者更指出 SEL有助於兒童培養問題解決能力、同理與洞察他人情

緒，以及社交技巧和情緒管理等能力 ( Moffitt et al., 2011; Kautz et 

al., 2014 ; Jones, Greenburg & Vrowley, 2015)。 

二、機器人輔助情緒教育  

近年來趨勢已越來越科技化，國內外的教學也融入機器人進行輔助，而

將人機互動融入孩童的情感教育課程之相關研究也日漸豐富。Leite (2015)的

研究發現，利用 MyKeepon 機器人來說故事，6至 8歲的小孩在故事回憶能力以

及理解故事中角色情緒的表現較好。孩童對於有表情隻機器人抱持正向態度

(Cameron et al., 2018)。若機器人在說故事期間能展示角色之表情更能輔助

情緒繪本教學，提升孩童的情緒察覺與辨識能力(陳詩涵，2019)。 

從先前研究可以發現，機器人能透過協助老師說故事、提升兒童學習時

的專注力等方式來達到輔助教學的效果。此外，兒童對社交輔助機器人接受度

佳，能將機器人視為朋友與之互動，有表情的機器人能和兒童產生更多正向互

動，並且提升兒童與機器人的親近程度，而在互動模式上相較團體互動，與機

器人進行個別互動更能促進孩童學習。最後在情緒能力學習方面，機器人能輔

助兒童辨識表情、理解繪本故事中的情緒內容，並且對孩童的情緒覺察與辨識

能力皆有長遠的正面影響。因此研究希望將機器人輔助在情緒教育，運用在與

小朋友分享故事，搭配表情藉以提升兒童情緒認知與能力。 

參、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情緒教育教案設計 

本教案希望藉由 Zenbo junior 機器人與小朋友互動，讓小朋友認識及懂得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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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緒，並且分享自己的情緒故事，在情緒來臨時了解如何表達。 

(一)前測與相見歡 

  實驗人員先用圖卡來解小朋友在尚未與機器人進行互動時，對於機器人的

想法。請小朋友用圖卡來表示，認為 zenbo最像自己身邊的甚麼角色（家人、

朋友、老師、寵物、陌生人），以及針對 zenbo和不同事物（嬰兒、小狗、鋼

彈機器人、智慧型手機、泰迪熊）的相似程度進行排序，並說明選擇與排序理

由。接下來 zenbo向小朋友自我介紹，並詢問小朋友的姓名與年齡，增加與小

朋友的熟悉度，向小朋友說明接下來的活動流程。 

(二)情緒故事問答 

  Zenbo利用故事來介紹情緒，向小朋友分享在美術課開心的故事，同時

Zenbo 臉上會展示當下情緒的表情，詢問小朋友覺得 zenbo是什麼心情？請小

朋友回答，並且向小朋友說明目前 zenbo的情緒，以及這個情緒代表甚麼意

思、甚麼情況下會有這種情緒。最後請小朋友與 zenbo分享自己開心的事。    

(三)表達情緒與後測 

  最後一個部分，Zenbo會分享上學的故事，將在校門口的情況描述給小朋

友聽，同時詢問小朋友對於故事角色情緒的想法，並且詢問小朋友若是你當下

的角色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或是行為。故事結束後，請小朋友分享自己的故事。

與機器人互動結束後，實驗人員會再次利用前測所使用的圖卡了解小朋友對機

器人的看法，讓小朋友利用圖卡來表達跟機器人的親近程度以及覺得機器人像

什麼，以及請小朋友填寫情緒學習單。 

二、前導實驗 

本次實驗受試者為兩位小朋友皆為 8歲女生，分別就讀不同小學的二年

級，實驗地點則位於受試者家中。兩位受試者皆在實驗人員陪同的情況下與

zenbo 進行情緒教育課程約 30分鐘，並且以口頭回答情緒學習單中的問題。 

肆、結果與討論 

一、孩童與機器人互動情形 

兩位受試者在一開始皆表現出害羞的樣子，並且與機器人保持一定的距

離，但在與機器人進行相見歡後，第一位受試者表現出積極興奮的態度，並且

向機器人靠近、身體前傾，對於機器人說的故事表現出專注聆聽的表情，在機

器人問問題時會馬上大聲地回答。而第二位受試者相較於第一位受試者沒有明

顯的身體前傾向機器人，但對於機器人說故事時也專注聆聽，且願意回答問

題。經由實驗發現，孩童對於機器人從最一開始的陌生，到逐漸拉近距離、身

體靠近機器人、大聲且快速回應機器人的問題等行為，表示受試者對於機器人

接受度逐漸提升且對此活動感到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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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受試者與機器人互動現場紀錄 

 

 

二、情緒理解 

在情緒理解部分，兩位受試者完整聆聽美術課與上學故事，並且回答出

正確的情緒，另外在情緒學習單的部分，也都順利完成。第一位受試者在實驗

後表示，對於 Zenbo 在講難過的上學故事時，對於臉上難過的表情印象很深

刻，在回答該情緒問題時，快速地回答出正確的情緒。在分享自身的情緒故事

時，可以發現，兩位受試者對於正面情緒的故事皆可以快速地跟 Zenbo 分享，

且故事長度較長；但對於負面情緒的故事分享。以「難過」的故事分享為例，

第一位受試者思考了一下，才講出短短的幾句話描述。第二位受試者也是利用

一句話來描述難過的事情。透過觀察語彙後簡單的訪問，我們發現機器人的表

情確實可以讓孩童對於故事中的角色情緒更有印象，以及更能辨識不同的情

緒，加深他們對於不同情緒的了解。 

透過前導實驗，我們發現孩童對於機器人說故事、進行問答互動的接受

度高，且抱持著正面的態度。機器人以助教或小老師的角色應用於情緒教育的

主題中可以提升孩童的學習興趣，也能正確傳達出辨識情緒、情緒理解等觀

念。在前導實驗中，我們發現孩童在分享完故事後，機器人只能做出感謝他分

享之回復，未來可以嘗試使用綠野仙蹤法，讓實驗人員可以聆聽小朋友的回覆

後，馬上根據回答來做為機器人回復的基礎，給予更多面對情緒時可以如何應

對的方法，讓小朋友跟機器人的互動為順暢，也更有彈性。未來希望能將該情

緒教育教案實施時於真實的教育環境中，讓孩童能以更多元的方式進行情緒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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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斯動畫對海豹肢症學生學習生涯規劃影響之敘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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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一位罕見疾病中的海豹肢症大學生。透過皮克斯動畫對其

大學學習電腦動畫影響之相關因素。研究方法為敘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家庭的

生活與興趣的培養，能奠定其獨立自主的性格，從小的繪圖興趣，以及高中的電

腦設計課程初階學習，有助於開啟電腦動畫之興趣，為促進其學習發展的重要因

素。 
 

關鍵詞：海豹肢症、肢體障礙學生、電腦動畫、敘事研究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ed factors of a Phocomelia students’ study 

planning on computer animation. The narrative study was adop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ents’ independent discipline and training facilitated the student’s drawing 
interest. The high school courses provided the computer design and basic animation 
facilitate her motivation in leaning computer animation. Moreover, the Pixar animation 
exhibi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enhancing her study planning in computer 
animation in university.   
 
Keywords: Phocomelia, Moving functional limitation student, computer animation, 
narrative study. 
 

壹、 緒論    肢體障礙學生自我概念發展與普

通學生有所不同，因自身的體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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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對他的看法，也影響了自我概念

(徐享良，2020)。郭為藩(1996)指出肢

體障礙者常處於邊際的地位，下意識

中對身體的缺陷，加以否認或排拒，

經常產生角色自我衝突。 
朱經明、王鳳妃(2006)運用多媒

體聽障者成功奮鬥的故事有效提升聽

障生自我概念。然而，以肢體障礙學

生為對象之研究卻付之闕。如比起一

般學科，肢體障礙學生在電腦科技學

習更為困難，因此，本研究目的乃以

敘事研究法探討一位海豹肢症學生，

因透過皮克斯動畫對其大學學習電腦

動畫影響之相關因素。希冀成為肢體

障礙學生學習電腦領域之參考。 
     

貳、 文獻探討 
一、 海豹肢症發生的原因 

「海豹肢症」（Phocomelia）是

一種罕見的先天性畸形、天生的殘疾

病類，這些畸形嬰兒大多沒有手臂和

腿，或者是手和腳直接連在身體上，

很像海豹的肢體，故稱為「海豹肢畸

形兒」及「海豹胎」。除了上述的畸

形特徵外，也可引起其它畸形的發

生。此病可以廣泛指缺乏器官的畸形

包括臉部五官、四肢或身體的任何部

位。少數病例可以通過手術進行改

善，但是大多數罹患的嬰兒，手術修

復困難。 
「海豹肢症」發生的原因，通常

會發生於大量攝取沙利竇邁

（Thalidomide）的孕婦，或是基因異

常或其它而引起，下面做說明: 
    原因一：藥物造成畸形，孕婦攝

取沙利竇邁（Thalidomide），沙利竇

邁是德國藥商格蘭泰最「著名」的產

品之一，發現是一種具有中樞抑制作

用的藥物，曾經作為抗懷孕妊娠期間

會嘔吐反應的藥物，該藥物的孕婦的

流產率和海豹肢症畸胎率上升。海豹

肢症通常發生於大量攝取沙利度胺(反
應停)的孕婦，反應停所造成的胎兒畸

形，為 20 世紀最大的藥物導致先天

畸形的災難性事件，反應停對人與動

物的一般毒性極低，但其對胚胎的毒

性明顯大於母體，其對胎兒的致畸作

用可高達 50%~80%，如在妊娠第 3~8
周服用，其後代畸形發生率可高達

100%。 
    原因二：X-射線，X-射線輻射可

誘導形成海豹肢症。 
   原因三：基因異常。 

 

二、 影響特殊障礙學生生涯

發展因素之相關研究 
 
郭為藩(1996)指出身體障礙學生

因幼年身體不完整軀體形象之影響

有其身體存有羞愧甚至厭惡的態度，

將影響其自我的看法與消極的態度，

進而影響其學習發展。 
洪宜昀(2002)年針對大學生肢體

障礙與聽障學生在自我概念之調查

發現，受試者在「生理自我」、「心

理自我」、「家庭自我」、「社會自

我」和「學業自我」方面，比一般人

消極。在「自我認同」、「自我滿意」

和「自我行動」三方面，比一般人較

有不切實際的正向看法。再者，研究

也發現兩類障礙學生在焦慮量表之

分數明顯低於一般的學生。顯示肢體

障礙與聽障學生在自我認同與發展

亟需有效介入方式。 
朱經明、王鳳妃(2006)設計24則

多媒體聽障者成功奮鬥的故事，並以

1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5%88%A9%E7%AB%87%E9%82%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5%88%A9%E7%AB%87%E9%82%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5%E5%A9%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5%E5%A9%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5%88%A9%E7%AB%87%E9%82%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8%98%AD%E6%B3%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8%B1%B9%E8%82%A2%E7%97%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8%B1%B9%E8%82%A2%E7%97%87


啟聰學校學生為對象，讓學生聽完故

事後，寫出故事主要概念。研究結果，

顯示多媒體聽障者成功奮鬥故事教

學提昇聽障生理解主要概念之成效

及維持效果，且有助於提昇聽障學生

自我概念。 

參、 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 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採質性敘事研究，訪談對

象為一位海豹肢症的女學生(以下化名

為小美)，就讀於某大學視覺傳達設技

系的動畫設計組學生。 
第二位訪談對象為個案的母親。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設計訪談大綱以及研究者

觀察紀錄，內容追溯個案的出生時

期、開刀過程、求學經歷、興趣發展

以及整個成長歷程。 

三、 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訪談資料採以下編碼方式

海豹肢症及童年，訪談媽媽，進行記錄

(A-2)；青少年時期的求學過程，訪談個

案(B-1)及母親(B-2)；從繪畫興趣到想

當皮克斯的過程，訪談個案(C-1)及母

親(C-2)、老師(C-3)。觀察紀錄則編碼

為D-1。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個案因母親的獨立訓練的教養

方式，突破肢體的限制及障礙 
  小美的媽媽訓練她在生活自理上， 

一定讓她自己慢慢完成每一個步驟以

及每一件事。「就如穿褲子，若是我

出手幫忙，當然幾秒鐘就 OK了，但

是我沒這樣做，我在旁加油鼓勵著她

(A-2)。「若是一直心疼著、捨不得，

將來她自己沒辦法照顧好自己、還要

受更多的罪呢!」(A-2)。 

 這樣的家庭教育環境，養成個案

很有自己想法，對自我的要求很高。

「克服肢體上的困難，雙手夾筆畫

畫，畫出精緻細膩的作品」(D-1) 。 
  「她的座右銘是「萬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D-1) 」，就是

小美個性最好的寫照。 

(二)從小培養興趣，開啟繪圖的興

趣與自信 

小美從小曾經學過的才藝課滿多

的。 

「從小開始培養捏陶土、烘焙 

做小點心，讓她一次次進行手做課

程，她可以用二個手臂上的五根手指

頭、雙手合作下，完成作品(B2)」。 

最讓她有興趣、而且很有自己想法

的是畫畫，經常參加比賽。雖然有時

沒有拿到名次獲得獎項，但是參與透

過比賽的過程，經常獲得主辦單位的

深度肯定。 

「我最喜歡畫小動物，因為家裡不

讓我養寵物，我也喜歡畫人物，我喜

歡畫人物的表情與動作」(C-1)。 

(三)皮克斯動畫開創學習生涯 
    個案現在就讀某科技大學視覺傳

達設技系的動畫設計組，希望能效仿

皮克斯，成為一個厲害的動畫家，可

以從不同的角度來探索，表現情感，

或許因為肢體障礙因素，透過電腦動

畫更容易以表情與肢體呈現作為溝通

的橋樑。 
「她是一個很認真的孩子，兩年

來很少請假，也不缺交作業，上課筆

記都很工整，是個很棒的學生我們在

課程安排有教過電腦動畫與電腦設

計，她都表現得很不錯(C-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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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電腦課程開啟了小美電腦設

計的興趣，讓她瞭解電腦設計的各種

可能的效果。某一次，母親帶她去參

觀皮克斯動畫展，觸發她就讀電腦動

畫的動機，也因此選擇了視覺傳達設

技系的動畫設計組。 

「我的夢想，希望能效仿皮克

斯，成為一個厲害的動畫家，可以從

不同的角度來探索，表現情感 」(C-
2)。 

「高中的時候，我學習電腦動畫

軟體，讓我知道在電腦上的各種效

果，比紙上畫畫更容易讓我呈現我希

望的動作或表情 ，電腦的功能很強

大，例如 Maya，有很多功能，讓我

可以自由運用」(C-2)。 
 

肆、 未來展望 
本研究對象為罕見疾病中的海豹

肢症大學階段的學生，透過家庭的生

活與興趣的培養，奠定其獨立自主的

性格，從小的繪圖興趣，到高中的電腦

設計課程的初階學習，開啟電腦繪圖

興趣之路，又以皮克斯動畫為追求目

標，讓她將電腦動畫設計成為學習發

展的重要領域。 
未來研究可擴展至其他年級階段

和障礙的類別程度，藉此了解在不同

教育階段和條件之下，教育科技的學

習，對提升肢體障礙學生的學習發展

與人格之影響，將有助於促進其他類

似個案學生之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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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探究不同類型數位教材輔助學習之效益 
A preliminary study on designing and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using various e-learning materials for learning 
 

王怡萱、黃子馨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研究所 

E-mail：annywnag12345@hot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設計三類數位教材，包含: Role-playing game (RPG)遊戲式教材、

電子書教材以及桌上型虛擬實境數位教材，並了解此三類教材對於學習者影響。

整體研究進行方式為先透過文獻探討分析三者教材的特性，再進行教材設計與說

明三類教材之製作原則與理念，接著，以實驗研究方式蒐集學習者對於使用教材

進行學習的效果與質化反饋。從量化分析中發現，在使用教材進行學習後，學習

者後測平均分數均顯著高於前者平均分數，代表三者教材對於學習者都有顯著的

學習成效，本研究同時也透過訪談方式，了解學習者在教材使用後的回饋，以達

到質量兼具之資料分析。本階段研究發現本研究所設計的 RPG 遊戲式教材、電

子書教材以及桌上型虛擬實境教材均能提升學習者對於校園環境的認識及了解，

學習者也根據教材使用過程提出了關於教材架構、介面與機制等之設計建議。未

來將根據本次研究發現與學習者建議，優化三類型數位教材，並預計透過進階數

位分析工具，進行更進一步的學習者分析，以將成果作為後續數位教材開發設計

之參考。 
 
關鍵字：數位教材開發、遊戲式教材、電子書教材、虛擬實境教材 
 

Abstract 
The study aimed to design and explore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using various kinds 

of e-learning materials, game-based learning material, e-book learning materials and 
desktop virtual reality material for learning. After the development, the learners’ 
evaluation data were collected for learning analysis, and the results would be informed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learning material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proposed research could be informed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e-learning 
materials.  

 
Keywords：e-learning materials development、game-based learning、e-book 

learning material; Virtual reality learning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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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由於不同的數位教材類型為學習者帶來多元形式的學習互動經驗，同時，

數位教材發展與媒體設計原則設計策略息息相關，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本研

究探討不同數位教材類型特性，包含:易操作之數位電子書教材、具互動性之遊

戲式教材與具三維沉浸空間之虛擬實境教材進行數位教材開發，接著，根據教

材類型特性設計合宜之多媒體學習內容元素與進行數位內容研發與設計，最後 
，當完成數位教材設計後，將擬透過學習者自評學習資料進行交互分析，以了

解所開發與設計教材之適切性並將分析結果回饋給教材開發者，作為調整與提

出優化設計之依據，希望能以此方式透過教材設計、開發、評鑑、驗證與修改

之過程，完整數位教材之發展歷程。本研究將透過多個階段進行，本階段之研

究問題為：(1)學習者使用三類教材(遊戲式、電子書、桌上型虛擬實境)型數位

教材後之學習結果為何？ (2)學習者在使用三類型數位教材的學習反饋為何？ 
 

貳、 文獻探討 

一、RPG 遊戲式學習教材探討 

    根據心理學家觀察，透過玩遊戲的方式人類可以發展個人生活能力，心理

學家認為透過遊戲學習的方式是了解自我的最佳方式，透過玩遊戲的方式學習

者可以和他人進行互動，藉由互動的方式刺激學習者進行思考；而「遊戲式學

習教材」是指學習者利用各種數位化的平台系統進行學習，並結合互動及趣味

性來提升學習者對於學習的意願。遊戲式學習可以應用於許多不同的題材，目

的是為了達到學習目標。 
目前有相關研究將遊戲結合學習進行探討，其中學者（朱蕙君、王俊傑、

陳懿文、林宜陵，2021）教材以「人文」為主題搭配擴增實境結合桌遊的設計

方式呈現，讓學習者在面對人文課程時，同時也能應用數位化科技的能力，進

一步培養學生創意思考與批判的能力，就學習成效而言，大多數的學生對於此

遊戲式的學習模式回饋頗佳，對於桌遊設計程序與遊戲機制結合，對學習者來

說更是受益良多。學者（朱詩婷、黃國禎，2021）將英文詞彙遊戲結合自律學

習機制，讓學習者能在數位遊戲中，擬定學習目標、監控自己的學習過程，並

獲得系統回饋進行自我反思，之後再重新訂定後續的學習目標，透過這樣的模

式目的是為了增強學習者的自主學習能力，並進而提升學習者的英文詞彙學習

成效。 
 

二、電子書數位教材 

 電子書（黃佳銘，2021）是透過網際網路間的互動並結合數位技術，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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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融入到科技中，並利用電腦科技結合多媒體的資訊型態，將文字(text)、圖形

(graphics)、聲音(sound)及動畫(animation)等等多種多媒體整合；對於教學者來

說可以透過遠端操控的模式來教學，提升學習效率；而學習者可以結合網際網

路上各平台學習到不同的知識，然而傳統學習模式需要帶上厚重的書本學習，

而電子書講求「輕、薄、小、方便攜帶」為口號。 
 目前有相關研究將教材結合到電子書學習進行探討，其中學者(郭彥伶，

2011)由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與國立師範大學研究團隊共同合作於台北市立東

門國小三年級進行學習終端導入教學場域之實驗試行，此試驗目的是為了了解

學生及老師使用學習終端的實際情況，作為後續輔導將學習終端導入至教學場

域之參考；終端學習對於整體面效益來說，改變了老師傳統的備課模式，嘗試

多元的教學模式，學生也可以透過個人專屬的產品，提升創新知識與激發學習

潛能。將實驗導入至學習載具中，可以掌握學習者的需求，進而作為後續開發

的參考依據。 
 

三、桌上型虛擬實境數位教材 

 根據學者(林政宏，1996)研究，學者認為桌上型虛擬實境(Desktop Virtual 
Reality)是一種簡易的虛擬實境，是以電腦螢幕來呈現的虛擬世界景象，學習者

可以利用滑鼠或其它裝置來與電腦進行互動，可以讓學習者體驗到虛擬實境中

的環境，也仍可感受到真實世界的環境，無法完全的沈浸於虛擬遊戲中。 
目前已有相關研究將桌上型虛擬實境融入學習進行研究，其中學者(蕭顯勝、

陳俊臣、李鴻毅，2013)將擴增實境導覽學習系統，進行 3D 虛擬展物製作，運用

教學策略進行學習，針對國小六年學童具備自然與生活科技的相關知識結合虛擬

實境環境進行教學試驗，目的是探討學習者利用虛擬實境技術對於自然與生活科

技的學習成效，此研究是以「自然與生活科技」作為研究主題，讓學生在學習環

境中驗證在校所學的知識；對於最後此研究訪談，學生希望能針對質性的角度去

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效，而訪談內容是針對在此學習過程中遭遇的困難、該如何去

解決問題以及學習反思對活動的建議。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後，研究者者彙整了三類型數位教材設計原則於表 1，

並於下一節針對教材開發設計進行說明。 
 

表 1 三類數位教材設計原則彙整 
RPG 遊戲式教材設計原則探討 

RPG 遊戲式教材可以輕鬆讓學習者利用本身學習內容結合遊戲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讓學習者輕

鬆學習，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學習者透過不同方式的學習環境並加深對教材內容的印象，不再像

傳統死記書本內容的方式學習；此外還可以透過和他人互動的方式討論解決問題，促進學習者

對團隊合作的能力。例如：透過「桌遊」結合課內學習內容，不僅可以讓學習者按照桌遊教材

按部就班完成任務，還可以讓學習者透過遊戲的方式加深對教材內容的印象。 
電子書教材設計原則探討 

現今科技的進步，許多書面紙本都被網際網路所取代，像是我們去圖書館借到的書現今可以在

各種多媒體平台下載電子版本閱讀，外出時也可以透過各種多媒體產品方便隨身攜帶；然而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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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時間改變資訊也不斷更新，電子書便可即時更新相關資訊，也可以根據個人喜好做設定，讓

學習者能更有效率地做學習。 
虛擬實境教材設計原則探討 

現今有許多遊戲結合虛擬實境的方式來做設計，虛擬實境教材可以幫助學習者透過虛擬世界的

人、事、物來做互動，而在虛擬實境中不僅可以讓學習者挑戰並激發他們的想像力去解決問題，

也可以透過虛擬實境系統掌握學習者第一手的學習資訊，從錯誤中讓學習者反覆挑戰、嘗試錯誤，

激發學習者利用多種解決方法來處理問題 

 

參、 教材設計與開發介紹 
   本研究所設計之數位教材分別為三類: RPG 遊戲式教材、電子書教材以及虛

擬實境教材，教材的學習主題皆相同，教材內容為校園環境與規範學習，目的

為讓大學生能透過教材中的任務設計認識校園環境配置、行政處室職掌、重點

校園活動與校園規範等，並針對大學生之校園活動、行政規則、常用資訊設備

與常用服務、空間配置等內容進行教材學習內容規劃，三類型的教材設計與重

點說明如下。 
 
一、 RPG 遊戲式教材設計說明 

RPG 遊戲式教材可以讓學習者利用本身學習內容結合遊戲的方式，不再像

傳統死記書本內容的方式學習；在教材中，學習者可以透過和遊戲角色互動的方

式進行解決問題。本研究所製作的教材運用了「認知心理學：啟發式教學法」，

老師或學生主動去探究問題，並尋求解決問題的過程。啟發式教學法的價值在讓

學習者自行探索知識，在遊戲教材中一開始即透過對於所給的任務，要求主角透

過學校校園地圖及線索去解決問題，並於遊戲中給予學習者相關的線索途徑及目

標，要求學習者透過這些現有的知識資訊去解決目標問題，並且透過自行解決問

題的過程可以激發學習者自信心。同時也入遊戲學習元素的計分、腳色互動等機

制，希望藉此引發學習動機，並能達到遊戲輔助學習目的。 
 

 
二、 電子書教材設計說明 

電子書教材之製作運用「Mayer 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媒體教學必須根據 
學習者資訊處理的運作流程來設計良好的教學活動，才能使學習者降低學習中的

認知負載，並且從中獲得最大的學習成效。在電子書教材中，本研究將所有的學

習互動簡化為單純的點按( Click)互動，經由單純的互動讓學習者閱讀資訊與進行

學習，閱讀媒體之內容包含: 對話的過程回答問題以及以動畫方式呈現學習任務

內容，希望運用電子書單純互動之特性，將有聲音及圖文搭配讓學習者能更加深

學習印象，達到學習輔助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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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虛擬實境教材設計說明 
    在虛擬實境教材中，可以讓學習者透過與虛擬世界的人、事、物來做互動，

透過虛擬中的擬真互動，讓學習者進行學習挑戰並激發他們的想像力進行解決問

題，同時，也可以透過虛擬實境系統中的 3D 立體物件，讓學習者以第一視角方

式進行學習。本研究所製作的虛擬實境教材，運用了「情境學習理論」知識存在

於學習的情境脈落及學習活動中，學習者必須主動與情境進行互動而取得知識的

脈落，並從此脈絡中建構出屬於自己的知識。在教材中學習者可透過第一人物視

角完成闖關任務，結合滑鼠或鍵盤操作，讓玩家在虛擬校園中控制方向，讓學習

者從操作過程中讓反覆挑戰、嘗試錯誤，激發學習者利用多種解決方法來處理問

題，以達到讓學習者更真實的熟悉及體驗校園周遭環境之目的。 
 

肆、研究實施與設計 
    本研究邀請某大學中大學一年級學生共 52 位大學生參加，研究方法並將參

與者分為三組，每組各 17 人，分別使用三類型類型教材進行校園認識，整體進

行時間約一個半小時，並透過校園基礎知識測驗前測驗與後測驗、學習者焦點

訪談等方式蒐集相關研究資料，期中，前測驗與後測驗的題目相同，僅題目順

序不同。此外，研究者在從 52 位學習者中，隨機挑選共 14 位學習者進行焦點

研究訪談，訪談題目為: 1)請問透過今日的數位教材，對於你認識校園環境是否

有幫助呢? 請分享你的想法； 2)請問你會否覺得教材中的設計，如:故事劇情、

操作方式等過於複雜，而影響學習的時間與效果呢?  3) 請問對於教材中的教

學引導或任務設計你是否有任何建議呢? 
 

伍、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 校園基礎知識測驗分析結果 

根據統計資料分析基礎知識測驗的前測驗與後測驗結果發現，使用 RPG 遊

戲式教材後，學習者在後測驗的平均成績高於前測驗的平均成績， 並達顯著差

異(表 2， t(17) = -6.45，p= .000)，後測驗成績（M= 87.50, SD= 7.73）顯著高於

前測成績（M =69.412, SD =11.71）；在使用 E-book 電子書教材後，學習者在後測

驗的平均成績高於前測驗的平均成績， 並達顯著差異(表 3 t(16) = -6.93，p= .000)，
後測驗成績（M =69.41, SD =11.71）顯著地高於前測驗成績（M= 84.70, SD= 8.19）
在使用桌上型虛擬實境教材後，學習者在後測驗的平均成績高於前測驗的平均成

績， 並達顯著差異(表 4 t(18) =-5.799，p= 0.00)，後測驗成績（M= 84.17, SD=8.62）
顯著地大於前測驗成績（M=68.89, SD=9.48）。 由此可發現不論使用哪類型數位

教材進型學習，對於學習者的知識理解有幫助。 研究者進一步以單因子獨立樣

本 ANOVA 方式，分析 RPG 遊戲式教材、E-book 電子書教材及桌上型虛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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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型學生的測驗資料，結果發現：在使用此三類進行學習後，使用 RPG 遊戲

式教材的學習者的在後測驗的平均數表現較好，然而三組學習者彼此間的後測成

績並無顯著差異(表 5)。 
 

表 2  RPG 遊戲式教材  
RPG (n=17)  

Mean S.D                    t p 

Pre-test 69.412 11.7104 -6.452 .000 

Post-test 87.503 7.7293 

 
表 3  E-book 電子書教材  

E-book (n=17)  
Mean S.D                    t p 

前測驗 69.412 11.7104 -6.933 .000 

後測驗 84.706 8.1912 

 
表 4  桌上型虛擬實境教材  

3D (n=18)  
Mean S.D                    t p 

前測驗 68.889 9.4799 -5.799 .000 

後測驗 84.167 8.6177 

 
表 5  三組學生後測 ANOVA 分析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2 

編碼 100.40 2 50.20 .75 .48 .03 

誤差 

總和 

3291.91 

3392.31 

49 

51 

67.18 

 

 

 

 

 

 

 

 

二、 學習者回饋分析 

 研究者針對與學習者訪談進行分析，並將三類型教材學習者回饋節錄於表 6。 
1. RPG 遊戲式數位教材訪談分析 

根據學習者訪談可發現，在內容方面，學習者大都表示使用 RPG 遊戲式數

位教材對學習校園相關知識很有幫助；在遊戲設計部分，學習者認為遊戲中的機

制設定的很完整，學習者反饋透過結合遊戲方式學習，能很容易且清楚的快速了

解校園的環境；且針對遊戲教材內部故事說的說明及對任務的描述均清楚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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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議部分，則發現學習者希望能將遊戲教材中的圖示按鈕在做更清楚的標示明

確，這樣學習者才能更明確了解操作流程，學習者節錄回饋請參考表 6-a。 
 
2. 電子書數位教材訪談分析 

針對學習者使用電子書數位教材學習上，他們認為操作介面非常容易上手 
，透過不同學習方式可以更了解學校校園環境，不再像給紙本的方式做學習，而

是可以透過電子書的方式與學習做結合；然而針對操作介面，學習者認為電子書

重點是可以點選上一頁及下一頁按鈕，但在實際操作中他們建議建議能將圖示標

示明確，這樣才可以一目瞭然，學習者節錄回饋請參考表 6-b。 
 
3. 桌上型虛擬實境教材訪談分析 

 針對學習者使用桌上型虛擬實境教材學習上，透過學習者反饋發現，3D 
空間的設計會對學習者操作學習上造成負擔，但針對平常有使用電腦玩遊戲的

學習者來說，反而對於使用桌上型虛擬教材操作比較上手，而針對平常沒有使

用電腦遊戲使用經驗的學習者來說，使用桌上型虛擬實境教材學習前則需花費

較多時間熟悉 3D 視角的操作與介面如:鍵盤與滑鼠同步控制；而針對教材建議

部分，學習者則認為可以透過再多加一些具有遊戲性的的關卡互動，以引起學

習動機，學習者節錄回饋請參考表 6-c。 
 

表 6 學習者回饋 節錄 
a. RPG 遊戲式教材學習者回饋 

Q：請問透過今日活動-[扮演遊戲角色解決任務]方式來學習，對認識淡江環境是否有幫助

呢？你覺得有趣嗎? 能引起你學習的慾望嗎?請分享你的想法。 
A：我覺得有幫助。因為在每個細節什麼都很清楚表示出來，然後也蠻有趣，因為它非常自

由，你可以在這個淡江的時候土蜂，然後可以跑來跑去這樣子，那我覺得一些操作上面可能

沒有那麼的精細，像是 shift 可以改成 Enter。 
Q：請問你覺得這個遊戲教材設計的如何呢? 對於遊戲的介面或操作方式還習慣嗎？有沒有

任何建議呢? 
A：對於方向鍵，我覺得可以在某個角落這些設置一個操作說明，不用再去一直想說到底要

按哪一個、去點哪個。 
b. E-book 電子書教材設計學習者回饋 

Q：你喜歡電子書的互動方式嗎? 這放教材主要透過點按的方式進行操作，你覺得這樣的互

動方是適合你嗎? 會不會覺互動太過單調呢?、或剛剛好? 或的太複雜呢? 
A：我覺得可以在電子書裡面，頁面裡面可以多個連接，可以點螢幕等於電子書裡面的一個

地方，然後可能會有另外一個東西可以跑出來，就有點像遊戲，可以跳出一個對話框。 
Q：請問你覺得這個電子書設計的如何呢? 對於電子書介面或操作方式還習慣嗎？有沒有任

何建議呢? 
A：覺得還不錯，但是兇手有點太好猜，我覺得可以放上那個就是真的實際的 Google map 上

面的圖片，因為都是用那種動畫不是用實際的圖片，覺得比較就是可以放實際的照片去比較 
，讓新生可以知道他實際長得跟真的一樣。 

c. 桌上型虛擬實境教材設計學習者回饋 
Q：請問你覺得這個 3D 教材設計的如何呢? 對於教材的介面、操作方式還習慣嗎？有沒有任

何建議呢? 
A：感覺就是視角左右切換，左右在在動的時候可以更順暢一點，像是滑鼠在移動的時候因

為我會 3D 暈做到有點頭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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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請問透過今日活動-[操作與探索 3D 空間解決任務]方式來學習，對認識淡江的環境是否

有幫助呢？你覺得有趣嗎? 能引起你學習的慾望嗎?請分享你的想法。 
A：有，會勾起學習慾望真的從中有了解校園內容，跟一般老師用口述的方式不一樣，他是

用另外一個方式去描繪，蠻有趣的。 
 

陸、研究結論  
   本研究透過開發三類型數位教材，希望透過不同數位教材之設計，讓學

習者能明確了解校園環境與規範學習，讓大學生能透過教材中的任務設計認識校

園環境配，在教材開發完成後，本研究邀請學習者進行教材測試後，並針對質化

與量化資料進行分析。 
根據資料分析後回答研究問題如下，關於研究問題一，本研究發現三種教材

都有助於學習者學習目標知識，其在使用教材後的表現均優於使用前，在三組教

材中，使用 RPG 遊戲式數位教材進行學習的後測成績表現最佳，但三組學習者

間的後測成績並無顯著差異。關於研究問題二，根據訪談分析，本研究發現三種

不同的教材的學習上，學習者都各自有正向的教材使用回饋，其中， RPG 遊戲

式數位教材中透過角色扮演的方式來解決任務的方式可以讓學習者深入熟悉學

校校園環境，遊戲式學習的方式也深受學習者肯定。E-book 電子書教材的方則運

用動畫的模式來讓學習者透過單純的點按操進行學習，學習者認為透過此方式可

以讓學習不再僅局限於類似紙本閱讀，而是可以透過數位方式與更多元的媒體素

材進行學習互動；桌上型虛擬實境教材則是讓學習者透過 3D 立體空間與模型等

資訊，來模擬熟悉校園環境。而針對三類型學習教材上學習者都給出關於該類型

教材之對應建議，如:在 RPG 遊戲式操作介面上可以將圖示標示更加明確，讓學

習者能在使用上更加一目瞭然，以及考量遊戲性對於學習的吸引力，亦可於虛擬

實境教材中的學習任務設計中，加入更多元與具遊戲性挑戰關卡，以此提升學習

者學習動機。 
本研究為多階段性的研究之第一階段研究成果，未來將根據本次研究發現與

學習者建議，優化三類型數位教材，此外，也將規畫用更進階的數位分析工具，

如：眼動儀工具，進行更詳細的學習者學習路徑資料分析，以了解數位教材開發

對於學習者得內顯學習過程，相關研究發現將於後續持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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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應用企業智慧自動化概念，設計智慧化個別學習補救引導程式；將數

位學習補救流程予以智慧化與自動化，讓學習補救進行時能做到即時化與個人

化。研究利用數位學習平台 IRS 功能及測驗功能，即時診斷學生學習成效；再透
過電腦程式設計，分析學習阻礙，自動通知與引導個別學生觀看相對應之數位學

習補救教學，自主進行補救學習。初步學習成效研究結果顯示，虛實整合之補教

教學成效良好，檢測通過率顯著提升。 
 

關鍵字：數位學習、補救教學、即時性、智慧化、個別化、創客學習平台 
 

Abstract 
This project intends to design an intelligent, real-time and individualized remedial 

instruction process, to reduce huge cost of the manpower and expenses in remedial 
teaching. In the process, the IRS and exam in the e-learning system are employed first to 
detect the learning obstacles, individualized remedial instruction is automatic informing 
to low-achieving students subsequently by the computer program, to assist students to 
overcome learning obstacles. Finally, this study will also try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on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low-achieving students who 
received remedial instruc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remedial teaching has good results, 
and the pass rate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Keywords：e-Learning, remedial teaching, real-time, intelligent,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tron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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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以往對學習阻礙問題的發掘，多端賴教師多年對教學現場之觀察與經驗，方

能迅速發現學習狀況，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為無法系統化蒐集與分析學生的學習歷

程與成效資料。若能系統化蒐集學生於課堂學習過程中每一個環節的即時反饋資

料(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RS)及課後練習結果，當能充分掌握不同學生的學
習困難點；除可協助與輔導學生克服學習障礙困難點，相關資料更能成為學習預

警之重要參考依據。 
發現學生學習阻礙或卡頓點後，如何有效輔導學生再學習或再練習，協助學

生進行學習補救，是各類課程亟需探討與解決之問題；加上近年來少子女化影

響，入學管道多元，同一班級學生學習成效落差極大，若能依據不同學生所面臨

之學習卡頓，提供學生即時性、個人化與差異化之補救教學，將使學習補救與學

習成效更能有效提升。 
目前各類課程進行學習補救時多採用傳統補救教學方式，通常由任課教師輔

導，或由助教亦或是教學助理協助輔導等方式進行課程補救。部分課程或許能進

行個別化補救教學，但要達成即時發現學習阻礙，同時並大量提供個別化補救教

學，則需要極大量的人力與經費；採用傳統補救教學方法於實際執行時並不容易

達成。因此，如何做到即時性、大量且個別化之輔導，實為現今教學現場所必須

解決之問題。 
數位學習是個人化學習的良好解方之一。隨著數位學習系統與行動載具之普

及，資訊科技協助教學已大量應用於教學現場，數位學習成為個人化學習之利

器；透過非同步線上學習，學生可以依據個人理解程度與學習成效來加快、放緩

或重複觀看學習影片，進行個人化之學習。行動學習系統更成為現今教學現場輔

助學習成效提升之利器，能提供不同類型之學習輔助、即時反饋及成效檢測工

具；加上學生行動載具人手一機，使得導入行動學習輔助相當便利與完善。 
由於數位學習容易做到個人差異化之優點，將數位學習方式應用於教學補救

上，就容易達成個人化與差異化之教學需求。但若要於課程進行中，分階段不斷

地大量且密集進行個人化學習補救，除需先瞭解個別學生之學習阻礙外，尚需要

依據學生各自之學習阻礙即時個別通知引導，及進行相對應差異化學習補救；其

判斷與引導的工作量極大，加上進行差異化補救教學所需耗費之人力、時間與物

力更是龐大，對任課教師即成為極大負擔。 
因此，本研究應用企業智慧自動化概念，設計智慧化即時性個別學習補救引

導流程；將數位學習補救流程予以智慧化與自動化，讓學習補救進行時能做到即

時化與個人化。研究利用本校 TronClass數位學習平台之 IRS功能及作業、測驗功
能，於課程進行中即時診斷學生學習成效；再透過程式流程設計，即時分析學生

學習阻礙，並自動通知與引導個別學生觀看相對應之線上數位學習補救教學，及

推薦練習題庫，讓學生能自主進行學習補救。最後再透過數位平台所紀錄之學習

數據資料，分析相關學習成效，以作為課程修正、學習輔導及學習預警之參考，

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及改善學生學習成效；亦期冀本研究相關教學設計，可作

為技職校院此類學術科實務操作及理論教授同時並進之課程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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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 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是以評量的方式，篩選出學習成就低落的學生，再藉由教學的過

程，進而提高其學習成就的一種教學模式（吳欣怡，2020）。補救教學是學習輔導
中重要的一環，當學生發生學習阻礙時，應獲得診斷與補救教學（唐淑華，

2013，轉引自吳欣怡，2020）。補救教學的理想是能立即發現學生學習阻礙或卡
頓，並根據個別學生狀況提供相對應之補救學內容，即時幫助學生跨過學習障

礙，跟上學習進度，達成因材施教，個人化學習之目標。 
隨著教學方法越來越多元，教師不再侷限於傳統教學方式，如翻轉教學、桌

遊、合作學習、數位學習等大量應用於教學現場；近年來，此類活潑多元之教學

方法亦廣泛應用於補救教學上。以桌遊融入補救教學來說，葉欣怡於 2018 年整理
近年五篇研究發現，應用桌遊於英文補救教學上，其學習成效都有顯著的提升，

學習態度與動機也都有顯注成長（葉欣怡，2018）。使用翻轉教學與數學補救教學
中更能有效改變學生學習態度，學生原本不做筆記不交作業，改變成用學習單做

筆記和準時交作業；獨自學習改變成分組互動討論學習；被動的、學習成效差，

改變成主動積極參與（郭明田、温媺純，2019）。 
伴隨資訊網路之發展，資訊工具及數位學習更是大量導入補救教學現場中。

例如「縱貫式適性診斷補救教學系統」能夠跨年級診斷學生不會的概念，並進行

跨年級個人化補救（白宗恩，2017）。吳慧珉等人開發「對話式智慧家教系統」，
以電腦代理教師，根據教學腳本提出教學問題，再根據學生作答給予個人化學習

路徑，並針對錯誤給予適當引導，達到一對一對話式適性教學效果（吳慧珉、楊

小億、施淑娟與許天維，2019）。 
數位學習亦為近年應用於補救教學之重要工具，目前於國中小教學現場常利

用均一平台、因材網等線上教學平台進行翻轉補救教學或混成補救教學。如王惠

青應用均一教育平台實施國小三年級分數單元補救教學，研究結果並發現應用均

一平台可幫助部分三年級低成就學生達到學習效果，部分單元補救教學能提升學

習成效，低成就學生未來願意繼續利用均一教育平台來學習數學等成效（王惠

青，2017）。實施混成學習方案於國小高年級數學補救教學中，能提升學生的數學
學習成效，並可以活用不同線上學習平台特性進行課程設計，相當有彈性（呂欣

芸，2018）。混成學習應用於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在形成性評量未見顯
著成效，但在總結性評量呈現顯著效果（李小玲，2019）。混成學習兼顧實體課程
及數位課程之優點，能夠提升學生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沈昱儒，2019）。盧瓊綉
使用「均一教育平台」於國小三年級學童數學補救教學對，學習態度與成效明顯

提升（盧瓊綉，2019）。陳中主亦發現運用數位學習平台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幫
助，學生學習態度明顯提升，對「數位學習平台」輔助數學教學的大多持正向的

態度（陳中主，2020）。由此可見，數位學習是近年補救教學之利器，對學習成效
與學習態度提升有明顯助益。 

於個人化補救教學部分，個別化教學能夠直接影響補救教學學生之學習成效

（余民寧、李昭鋆，2018）；英語低成就學生在學習方式漸漸改善，學習自信心提
高（侯雅云，2019）。差異化補救教學能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表現和自我效能感，
同時教師經過行動研究後，在課程設計、教學實施、教學策略都有所成長（徐慧

中、徐偉民，2019）。不過亦有學者發現，個人化補救教學過程中仍需教師教學專
業介入判斷，不能僅依賴電腦縱貫診斷功能，教師仍應是主導適性教學歷程的主

角（許瑩屏，2019）。 
由前述文獻探討發現，目前數位學習、個別化學習等多應用於國中小之補救208



教學上，對學習成效皆有明顯提升；但應用於大專校院課程中則較為缺少相關文

獻探討，更值得深入應用與探究之。 

二、學習成效數據蒐集與分析 

以往對學習阻礙問題發掘及學習成效資料蒐集，較缺少使用科學化工具進

行，可能端賴教師多年對教學現場之觀察與經驗，方能迅速發現學習狀況。其中

一個主要原因為無法系統化蒐集與分析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成效資料，故若能系統

化蒐集學生於課堂學習過程中每一個環節的即時反饋資料(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RS)及課後練習結果，當能充分掌握不同學生的學習困難點；除可協助與
輔導學生克服學習障礙困難點，相關資料更能成為學習預警之重要參考依據。 

隨者資訊科技軟硬體之發展，教學互動工具由傳統之指本圖卡、簡報等逐漸

轉變使用數位化科技教學輔助系統，更能即時獲知各項互動成效，協助教師掌握

教學節奏。研究指出，科技輔助教學有助學生學習，支持教師完成教學目標；學

生亦對教學科技有類似之看法，認為教學科技提供具體經驗及具象化之概念，對

學習具有相當助益。在互動方面，受訪教師提出教學科技使用下，教師及學生互

動及提問次數增加（劉力瑩，2013）。至於互動式教學科技之開發，創立於 1981
年的美國 einstruction 公司(後由 Turning Technologies 公司收購)（Wikipedia，
2018），於 2000 年率先在教育中使用資訊硬體於學生反應系統應用，創建了
Classroom Performance System (CPS)，所開發之產品受到教育現場廣泛的歡迎與採
用（Wikipedia，2017）。而中央大學學習科技實驗室與科技公司亦根據類似理念合
作開發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簡稱 IRS）即時反饋系統，透過電子手持式裝
置，由早期的 PDA 或遙控器，到現今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讓學生可以即

時反饋資訊給任課老師，達成教學互動與提升學習成效（轉引自洪邦傑、林曉

芳，2016）。 
根據多方研究指出，使用 IRS 即時反饋系統進行教學輔助，確實於國中小教

育確實可提升學習成效。詹敬強將 IRS 即時反饋系統應用於高職商管群學生「程
式設計」之課程上，亦發現學習成效有顯著影響，且學生對 IRS 皆持正面的看法
（詹敬強，2011）。龔心怡則將紙本 IRS 即時反饋系統運用於高等教育統計課程
中，發現藉由 Plickers 教學可以即時評量內容理解程度，並立即了解學生學習情
況，也能讓學生注意力持續集中，並引起強烈學習動機（龔心怡，2016）。 

黃建翔更進一步探討 IRS即時反饋系統運用於大學課程之教學策略，歸納 IRS
即時反饋系統之優點可增進師生互動、促進學生主動學習、增進學生學習興趣與

專注力，讓教學更加活潑與多元化，教師能立即掌握學生的學習成效，並能即時

調整教學策略，提升教學品質。而若使用之 IRS 即時反饋系統具有學習歷程紀錄
功能，更可針對學生學習成效進行即時診斷及實施補救教學（黃建翔，2017）。 

目前台灣教學現場常見使用之線上免費 IRS即時反饋系統有 Plickers、Kahoot!
與 CloudClassRoom (CCR )等知名系統，國外亦有部分研究針對 Kahoot!等 IRS 即
時反饋系統進行探討。例如 Dellos 認為了 Kahoot！為教師提供測驗、調查和討論
的機會，並以競爭性遊戲模式來吸引學生學習知識（Dellos，2015）；Medina 及
Hurtado發現使用 Kahoot！改善了語言學習者之參與與互動，也進一步透過測驗發
現學習動力提升與增加詞彙量記憶，學生滿意度調查結果亦顯示學生喜歡玩

Kahoot！，故建議可以在語言課堂中使用遊戲化互動來改善學習（Medina、
Hurtado，2017）。 

不過 IRS 即時反饋系統亦有部分缺點，教學設備裝置費用高，或需要手機、
電腦、平板等相關硬體設備，而網路訊號強弱，也會影響教學成效。此外，題庫

內容須自製，部分 IRS 系統僅支援選擇題形式或問答題形式，題型容易受限（黃
建翔，2017）；加上 IRS 多為獨立系統，與其他學習系統之學習歷程紀錄不容易整209



合，造成教學統計分析難度較高，使得學習成效掌握及學習預警之整合應用無法

順利達成。 
上述缺點，在現今行動通訊設備普及與 4G或無線網路頻寬之蓬勃發展下，硬

體設備對 IRS 即時互動反饋系統之限制已能完善解決，而對於自製題庫、建立學
習歷程紀錄，進一步進行課後學習檢測(後測)等相關事項，成為使用 IRS互動反饋
系統之教師所需急待深入探討之議題。此外，在教學現場明顯存在學生可能因某

些個人特質，對學科與術科之學習成效有所差異；故學生於學科與術科間之學習

成效差異，或是對術科較弱之同學之實務操作學習成效提升，及對學科較弱同學

之理論知識加強，亦為教學第一線所需要面對與解決之重要課題。 
 

三、智慧化電腦程式設計 

現今電腦程式設計之工具相當多元，本研究使用 Python 程式語言進行智慧化
即時性個別學習補救引導電腦程式撰寫設計，讓數位學習教學補救引導自動化，

減少教師負擔，讓即時之個別補救教學得以真正落實。Python 程是一種廣泛使用
的直譯式、進階程式、通用型程式語言。支援多種程式範式，包括物件導向、結

構化、指令式、函數式和反射式程式（維基百科，2020），是近年來廣受歡迎之電
腦程式語言，更大量應用於資料分析及人工智慧使用上。 
 
 

參、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系統設計 

本研究應用企業智慧自動化概念，設計智慧化即時性個別學習補救引導流

程；將數位學習補救流程予以智慧化與自動化，讓學習補救進行時能做到即時化

與個人化。研究工具乃利用本校 TronClass數位學習平台之 IRS功能及作業、測驗
功能，於課程進行中即時診斷學生學習成效；再透過 Python 程式設計，進行即時
分析學生學習阻礙，並自動通知與引導個別學生觀看相對應之線上數位學習補救

教學，及推薦練習題庫，讓學生能自主進行學習補救。整體虛實整合之教學與自

動化補救系統設計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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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整體虛實整合之教學與自動化補救設計 

 

二、研究工具 

有關虛實整合之教學與自動化補救系統，主要研究工具乃採用數位學習工具

及自動化系統設計，茲分別簡述如下。 
 

(一)數位學習工具 

1.數位學習平台 

教學與研究過程使用多所大專校院採用之 TronClass 數位學習平台，透過 IRS
功能設計各學科與術科之 IRS 即時反饋檢測題庫，即時診斷學習成效，作為課程
各階段學習成效之前測。 

補救教學使用之數位學習影音亦同步於 TronClass數位學習平台上架，讓學生
都透過數位學習平台進行客製化線上課程補救。補救教學後亦透過數位學習平台

之線上測驗功能，以作業練習方式，設計課後對應檢測，針對各單元課程進行形

成性評量之後測。總結性評量部分，亦透過 TronClass數位學習平台進行線上模擬
測驗與正式評量，以瞭解學生學習成效。最後再透過數位平台所紀錄之學習數據

資料，分析相關學習成效，以作為課程修正、學習輔導及學習預警之參考。 
 
2.數位學習歷程紀錄 

本研究所使用之各項學習歷程記錄初步皆由數位學習平台匯出，包含各種課

中互動、測驗之答題詳細資料，及數位影音教材觀看資料等。 
 
(二)自動化系統設計 

1.程式設計工具 

本研究使用 Python 程式語言進行智慧化即時性個別學習補救引導電腦程式撰
寫設計，讓數位學習教學補救引導自動化，減少教師負擔，讓即時之個別補救教

學得以真正落實。自動化系統部分採用Anaconda平台進行 Python程式開發，並使
用 Pandas、ezgmail、matplotlib、等主要開源程式套件，協助程式撰寫。 

 
2.資料整合 與 系統功能設計 

系統開發共計需整合四類學習歷程資料： 
(1) 課中互動(IRS)答題資料 
(2) 測驗答題資料 
(3) 數位影音觀看資料 
(4) 學生聯絡資料(email) 
自動化系統開發所需程式設計內容計有： 

(1) 學生基本資料彙整功能 
(2) 前測資料分析功能 
(3) 教學影音單元資料彙整功能 
(4) 客製化補救教學與後測通知功能 
(5) 後測資料彙整功能 
(6) 數位影音教材觀看歷程彙整與分析功能 
(7) 簡易前後測學習成效分析功能。 211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科技大學「航空訂位系統實務」課程為研究範圍，開課時段為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課程，修課學生共計 57 名。課程第一階段為 2022 年 2 月
21 日開學後至 3 月 30日，共計進行 7 次前測。於同年 3 月 31 日中午發送個別補
救教學通知，並規劃 9次小驗收進行後測(通知內容及後測項目每位學生不同)，後
測結束時間為 4月 18日，前後相距約 18天。本階段研究分析亦將期中考相關單元
作答資料彙整，一併列為學習成效後測進行檢核。 
 

肆、結果與討論 

一、第一階段檢核與個別化通知 

本研究將「航空訂位系統實務」課程之知識單元再進行單元細分與編碼，整

體課程共計編列 68個單元；授課第一階段共進行 22個單元課程內容，並進行 7次
學習成效前測，前測題目共與 9 個重要課程單元直接相關。第一階段並錄製課程
影音教材共計 38個，作為學生線上學習補救教學之用。 

第一階段各單元學習成效分析通過標準訂為 0.75，即 75%之題目需答對。經
過前測分析，修課學生 57 名中計有 52 位同學各有不同未達標準之學習單元，故
透過自動化系統個別通知其進行線上補救教學影音及後續練習(後測)，email 通知
信件如圖 2所示。 

 

 
圖 2 自動化系統發送補救教學通知 

 
 
不同學生未達標準之單元不同，表示學習卡頓點與阻礙點並不相同，故所需

之補救教學內容及加強練習(後測)之單元亦不相同。當同時並大量提供個別化補
救教學，需要極大量的人力與經費；採用傳統補救教學方法於實際執行時並不容

易達成。 
因此，透過程式設計發展資訊系統可減少人工操作，協助補救教學自動化，

做到即時性、大量且個別化之輔導，實為現今教學現場所需發展之重要工具。本

研究已可針對個人學習成效不同而予以提供不同學習補救及加強練習，落實個別

化補救教學，茲列舉不同學生補教教學通知範例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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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個別化補救教學訊息通知範例 
 

二、學習成效分析 

本研究於課程第一階段共進行 7 次學習成效前測，各項前測共與 9 個主要課
程單元直接相關。第一階段並錄製課程影音教材共計 38 個，作為學生線上補救教
學之用。 

第一階段各單元學習成效分析通過標準訂為 0.75，即 75%之題目需答對。經
由前測分析，修課學生 57 名中計有 52 位同學各有不同未達標準之學習單元，故
透過自動化系統個別通知其進行線上補救教學影音及後續練習(後測)。針對前述
52位未完整通過前測標準之同學，其補救教學學習成果分析如下。 

 
(一)補救影音教材觀看率 

第一階段錄製課程影音教材共計 38個，52個學生中有 65%學生於補救教學期
間有觀看系統通知之教學影片，其對應影片教材觀看率為 48%，第一階段補救教
學影音教材觀看率分析結果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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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第一階段補救教學影音教材觀看分析結果 
 

 
 
(二)前後測提升率 

第一階段各學生前測平均通過率為 27%，透過線上影音教材補教教學後，各
學生後測平均通過率為 60%，平均通過率有所提升，整體提升率為 94%。學生有
觀看相關單元並且獲得通過率提升約為 62%，相關結果彙整如表 1所示。 

。 

表 1 第一階段檢測平均通過率 

項目 前測通過率 後測通過率 提升率 
(後測高於前測) 

觀看後 
提升率 

平均值 27% 60% 94% 62% 

 
(三)觀看行為分析 

課程第一階段於 2022年 3月 31日中午發送個別補救教學通知，進行線上教學
補教及後測，後測結束時間為 4月 18日，前後相距約 18天，本研究並擷取數位教
學系統中學生之影音教材觀看資料進行分析。 

學生接獲通知後第一次觀看之時間與通知發布日期之相距天數統計結果如圖 
5所示，由圖中可以看出，學生開始觀看之時間落差甚大，部分學生接獲通知初期
即開始進行補教教學影音觀看，也有不少學生於補教後測結束前幾天才開始進行

觀看。 
 

 
 

圖 5 第一次觀看與通知發布日期之相距天數統計 
 
學生接獲通知後第一次觀看補教教學影音教材與最後一次觀看(後測結束前)

之相距天數統計結果如圖 6  所示。由圖中可以看出，學生開始觀看補教教學影音
教材至停止觀看，為期約為一週左右；且有多數學生集中於三日內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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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第一次與最後一次觀看相距天數統計 

 
 

(三)觀看行為與補教教學學習成效 

進一步分析觀看行為與學習成效間之關係，第一次觀看與通知發布日期之相

距天數與前後測通過率如圖 7 所示。由圖 7(2)之分布密度圖及迴歸可以看出，前
測通過率與第一次觀看相距通知發布日期未見顯著趨勢；而後測通過率與第一次

觀看相距通知發布日期則明顯看出，越早開始進行補教教學影音觀看之同學，其

後測通過率越高。由圖 8 通過率提升與第一次觀看距通知發布日期分析亦可以看
出，越早開始進行補教教學影音觀看之同學，其通過率提升越多。 

 
 
 

 

 
(2)前測通過率 

 
(1)前後測通過率 (3)後測通過率 

 
圖 7 前後測通過率與第一次觀看距通知發布日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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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通過率提升與第一次觀看距通知發布日期分析 

 
此外，本研究亦針對學生觀看補教教學影音之前後總天數進行分析，大部分

學生開始觀看補教教學影音教材至停止觀看約花費一週左右時間；且有多數學生

集中於三日內觀看，其學習成效提升率分析如圖 9 所示。不過由圖 9 可以看出，
前後測提升率與觀看經歷天數較無明確相關趨勢。 

 

 
圖 9 通過率提升與觀看總時程分析 

 
 

伍、未來展望 

本研究應用企業智慧自動化概念，設計智慧化即時性個別學習補救引導流

程；將數位學習補教流程予以智慧化與自動化，讓學習補教進行時能做到即時化

與個人化，初步已完成自動化資訊系統原型之程式設計，並進行第一階段之課程

補教教學實施，成效良好。由於系統權限限制，目前數位教學平台學習成效資料

之匯出乃採手動匯出，未來若能直接透過 API 介接原始數位教學平台之資料庫，
當更能減少人力使用，更能減少資料匯入匯出之錯誤，並增加教師使用之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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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教學更加自動化與客製化。 
針對相關學習成效分析部分，目前僅分析第一階段之學習成效及觀看行為資

料，受限於截稿日期，尚未加入期中考、期末考等總結性評量相關性分析。此

外，課程亦進行簡易教學問卷，其問卷調查結果與學習成效、學習行為之統計分

析，皆為相當值得探討之項目。第一階段達到通過標準，未列入補教教學對象之

學生學習成效及其學習行為，亦是值得與接受補救教學學生之學習成效進行分析

比較，都有待進一步彙整與研析。 
此一虛實整合之教學方式，包含實體授課之優點、線上學習之便利，並藉由

數位資訊科技之優勢，達成自動化與客製化學習，實為適性化學習、個別化學習

之絕佳工具；相關學習成效數據亦具有收集便利性，並進一步進行教學檢討與分

析，作為課程修正、學習輔導及學習預警之參考，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及改善

學生學習成效；亦期冀本研究相關教學設計，可為人工智慧教學及適性學習開創

一扇嶄新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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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臉部辨識擴增實境應用於高中同步遠距教學之影響，採用

準實驗研究法進行，研究對象為50位高中學生。實驗組使用臉部辨識擴增實境之

「虛擬化身」濾鏡進行同步遠距教學，控制組則無實驗處理。期望藉由臉部辨識

擴增實境融入線上同步遠距教學，降低學生面對鏡頭的不自在感，以提升學生對

於英語的學習動機以及學習態度。不過，臉部辨識擴增實境也許會使學生過度專

注於濾鏡，造成學習專注力下降。研究結果顯示臉部辨識擴增實境有助於提升高

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與態度，並降低學習專注度。 

關鍵字：臉部辨識擴增實境、同步遠距教學、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專注度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applying AR facial recognition on synchronous 

online English learning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was 
conducted on fifty students at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ed synchronous Online 
learning of English with avatar filt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participated synchronous Online learning of English without the filters.  

We expect that can AR facial recognition can less the feeling of discomfo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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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on camera while accepting synchronous online English learning. And then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ttitude. However, AR facial recognition 
may cause students to focus on it and decline their learning concentration.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AR facial recognition can 
enhanc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ttitude of high school student. But, 
it will decline learning concentr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 
Keywords: AR facial recognition, filter, synchronous online learning,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concentration 

壹、緒論 
COVID-19 於全球大流行，一夕之間遠距教學取代實體教學。COVID-19 不

僅造成日常生活中的諸多不便，也對全世界的學生、老師以及教育組織造成重大

的影響 （Mailizar, Almanthari, Maulina, & Bruce, 2020）。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

及文化織估計，全球已有 138 個國家關閉國內的學校 （Lancker & Parolin, 2020）。
全世界有近 16 億的學生中斷在世界各地的學習活動，學生的受教權受到嚴重的

威脅 （UN, 2020）。這種情況對全球的教育機構成巨大的挑戰，遠距教學將取

代傳統的面對面教學，而這樣狀態也許會持續到疫情結束 （Dhawan, 2020）。

Beldarrain (2006) 指出遠距教學的出現是為了滿足那些無法參與面對面課堂人們

的需求。岳修平（2000）認為遠距教學是教師與學生兩地相隔下，教師採用有別

於實體課堂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技巧，透過各式各樣的傳播科技傳送教學內容給學

生，並和學習者維持雙向互動的教學方式。遠距教學又可以分成同步遠距教學與

非同步遠距教學兩種模式。 

在疫情影響之下，大部分的教學者使用視訊會議軟體進行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的好處包括學生間會有更高的互動性與課堂參與度，同步遠距教學

提供即時反饋和協作學習的機會（Racheva, 2018）。在Yen、Hou 與 Chang (2015) 
的研究中發現使用視訊會議軟體進行第二語言教學，學習者的學英語口說能力以

及寫作能力都獲得有效的提升。鏡頭有益於同步遠距教學，可以提供非語言線索

（Castelli & Sarvary, 2020）。Mottet與Richmond (2002) 指出在進行同步遠距教學

時，學生打開鏡頭可以讓教師看見非語言線索，例如微笑、點頭、皺眉、困惑以

及無聊的表情。不過鏡頭就如同雙面刃，對教學有好處也有壞處。學生面對鏡頭

時易產生不自在感、在意自身外表，而不願意打開鏡頭（Suryaman et al., 2020）。
對此，Zoom為了不適應鏡頭的使用者推出了臉部濾鏡，不僅可以為使用者減輕

壓力，也帶來樂趣。Eshiet (2020) 研究發現年輕人在使用臉部擴增實境時，使用

者會對他們的外表感到有自信。在Eshiet研究中，有受試者表示比起原本的樣子，

他更喜歡使用臉部辨識擴增實境中的自己，因為看起來完美無瑕。蔡適遠（2020）
指出使用者在使用臉部辨識擴增實境的過程中，使用者的自身情緒會產生正面的

影響，像是愉悅、開心、有活力的感受。有教師將表示學生運用臉部辨識擴增實

境進行英語學習，學生們都樂在其中（Lawrenc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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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國際疫情之趨勢，為了維護學生授課之權益，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的，

遠距教學勢在必得。臉部辨識擴增實境融入教學對英語學習有正面影響，故本研

究欲探討使用臉部辨識擴增實境在進行同步遠距英語教學中是否能讓學生降低

面對鏡頭時產生的不自在感以及壓力，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不

過，相較一般的擴增實境是將虛擬物件疊加至教材上，臉部辨識擴增實境是直接

疊加至學習者本身，學生的學習專注度也許會降低。故本研究欲探討臉部辨識擴

增實境對高中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態度與專注度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鏡頭對學習者的影響 

鏡頭的出現受到遠距教學者的歡迎（Kozar, 2015）。Manstead、Lea 與 Goh 
(2011) 與 Develotte et al., (2010) 認為視訊會議軟體透過網路鏡頭能促進在線語

言學習者互相交流的機會、增加虛擬實境臨場感以及營造出一種自然對話、互動

的感覺 。Martin (2020) 的研究中探討在疫情期間使用 Zoom 進行第二外語教學。

研究發現在使用 Zoom 進行同步遠距教學後，會增強學習者英語口說表達能力的

信心並且大幅減少口說焦慮。Han (2003) 的研究探討在同步遠距教學中使用視訊

影像對大學生與教師連繫感之影響。研究發現比起不使用視訊影像的課堂，在使

用視訊影像傳送的同步遠距教學中，學生能克服與教師相距遙遠的感覺。由此可

見，視訊影像能讓學習者、教學者與同儕進行有意義的互動。 
然而，鏡頭不僅對遠距教學帶來好處，同時也帶來一些壞處。Kozar (2015) 

發現比起語音會議利用視訊會議進行教學時，學生與老師表示面對鏡頭感到不自

在也容易產生疲憊感，這當中學生面對鏡頭感到不自在、不舒服的人數高於教師，

甚至有一些學生表示鏡頭暴露了他們的隱私。在面對鏡頭會讓人產生疲憊感的方

面，教師人數高於學生人數。此外，Develotte et al, (2010) 的研究發現使用鏡頭

進行教學會帶給老師與學生額外的認知負荷，因為他們不僅要了解如何操作視訊

軟體、記錄課堂重點，還要確保對話者能夠看到他們。Castelli 與 Sarvary (2020) 
調查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學習者透過視訊會議軟體進行線上課程時打開鏡

頭的意願。研究發現大多數的學生會關鏡頭的原因是怕被別人過度關注自己的外

貌。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像是擔心其他人會看到除了自己以外的家人或朋

友、害怕暴露自身隱私與所在地以及不想被老師或是同學覺得自己不專心上課，

甚至有學生表示鏡頭讓他們無法正常的上課。由此可見，鏡頭對於使用同步遠距

教學的學生影響甚大，不僅會造成使用者額外的負擔，還會影響使用者的情緒。

如果將臉部辨識擴增實境融入同步遠距教學中，也許能藉由詼諧有趣的濾鏡降低

師生面對鏡頭時的不自在感和焦慮，也讓課堂增加趣味性，並且提升學習動機讓

學生更樂於學習。可是當課堂變得有趣時，學生可能會將專注力放在濾鏡中，因

此很有可能降低學習專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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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臉部辨識擴增實境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是一種將虛擬物件結合真實世界的技術，

透過電腦技術辨識、追蹤物件的位置後，將 3D 虛擬物件投射至使用者的手機螢

幕中與使用者即時互動。擴增實境又可分為標記式擴增實境（Marker AR）與無

標記式擴增實境（Markerless AR）兩種。臉部辨識擴增實境即屬於無標記式擴增

實境，透過臉部辨識演算法辨識且疊加虛擬資訊，使用者能即時使用鏡頭來判讀

不同的臉型，並且變換不同臉部造型（劉語平，2018）。透過電腦運算技術判讀

人的臉部形狀，並且偵測到使用者的臉部五官特徵後，可以創建出跟著使用者移

動以及互動的 3D 面具，而且這個面具在使用過程中會不斷地被重塑。臉部辨識

擴增實境自推出起在全球掀起一股風潮，使用者可以藉由變換不同風格的濾鏡達

到各種效果。擴增實境又可分為三種：（一）美肌模式，一種照片編輯工具，可

以讓使用者的皮膚變得更光滑，允許使用者調整嘴唇與眼睛的大小、隨心所欲地

變化鼻子和下巴的輪廓 （Eshiet, 2020）。（二）虛擬裝飾，除了改變外表外，臉

部辨識擴增實境還提供虛擬裝飾、衣物、化妝，這些可以讓使用者發揮創造力表

達自我（Barker & Jessica, 2020）。（三）虛擬化身，虛擬化身濾鏡指的是透過人工

智慧深度學習演算法進行使用者的臉部特徵辨識，將虛擬物件疊加至使用者臉上，

例如卡通人物的臉或是客製化使用者臉部特徵的濾鏡。 

Snapchat 和 Instagram 在年輕族群間大受歡迎，他們用這些社交軟體與家

人、朋友、同儕和同事聯繫（Eshiet, 2020）。Hong、Jahng、Lee 與 Wise (2018) 
指出人們在自拍時通常都會開啟濾鏡以增加外觀的吸引力。而且這些 APP 所提

供的臉部濾鏡能讓使用者快速地改變自身外表，達到現實世界中無法達到的美 
（Willingham, 2018）。Rois、Ketterer 與 Wohn (2018) 研究發現大部分人使用臉

部濾鏡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更有趣，同時也娛樂他人。在研究中有受測者表示當

他在自拍時，通常會打開臉部濾鏡拍照，這樣做不僅會讓自己的外表變得更加亮

麗、有吸引力，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讓看到照片的人覺得自己很醜。由此可見，臉

部濾鏡不僅能讓使用者心情愉快、讓自己變得更加有自信，也能夠娛樂他人。比

起實體課堂，同步遠距教學更需要師生高度集中精神，可是這樣增加師生的疲憊

感。不僅如此，同步遠距教學缺乏實體的同儕一起學習，極易讓學習者感到孤獨

而影響到情緒，也許會造成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不佳、降低學習動機。如果將臉部

辨識擴增實境融入同步遠距教學中，透過可愛有趣的濾鏡使學習者感到愉悅、開

心，可能會對學習帶來正面的影響，進而影響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參、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以新北市某所高中一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

分為實驗組以及控制組兩個組別，兩組學生授課教材、授課環境、授課時間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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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實驗組使用 Google Meet搭配 Snapcamera 中的「虛擬化身濾鏡」進行英語同

步遠距教學；控制組則使用 Google Meet 進行英語同步遠距教學，詳見表 3-1-1。
另外，在使用期間，學生會將自身在 Google Meet 的螢幕畫面放大，可以清楚看

見自己的臉。 
表 3-1-1  
臉部辨識擴增實境之對照表 

控制組 
（無實驗處理） 

實驗組 
（虛擬化身濾鏡） 

  
 

實驗組和控制組皆施「英語學習動機量表」、「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和「課室

專注力量表」之後測，以後測分數了解研究對象在英語學習動機、英語學習態度

以及學習專注度之情況。本研究實驗設計與研究架構圖如下表 3-1-2、圖 3-1-1 所

示： 
表 3-1-2 
實驗設計 
組別 實驗處理 後測 
控制組（無濾鏡） C1 O1 O2 O3  
實驗組（虛擬化身濾鏡） X1 O5 O6 O7  
註： 
C1：控制組學生進行英語同步遠距教學。 
X1：實驗組學生使用虛擬化身濾鏡進行英語同步遠距教學。 
O1 O5：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接受「英語學習動機量表」後測。 
O2 O6：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接受「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後測。 

O3 O7：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接受「課室專注力量表」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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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新北市某高中一年級學生為對象。因為新北市學校均

採常態分班，實際上每班學生的程度大致相似。故本研究將隨機挑選兩個班級，

並將 50 位研究對象分為一組控制組和一組實驗組，利用電腦課將學生集中至電

腦教室進行實驗。實驗組人數共 34 人，控制組人數共 16 人，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研究樣本 

研究組別 總數 
控制組 16 
實驗組 34 

三、研究工具 

（一）英語學習動機量表 

本研究之英語學習動機量表引用吳靜吉與程炳林（1992）的「激勵的學習策

略量表」，其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 α值在.55~.87 之間，再測信度在.57~.87
之間，有不錯的內在品質。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s五點量表計分方式，共 25題。 

（二）英語學習態度量表 

本研究之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堂上引用自 Alotaibi(2020)針對第二外語學習者

對英語學習態度所編制之問卷。以內部一致性方法考驗量表的信度，總量表的

Cronbach α 係數值為.93，此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程度尚稱良好，此量表共有 23題，
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s三點量表計分。 

自變項 

實驗組：虛擬化身濾鏡 

依變項 
1. 英語學習動機 
2. 英語學習態度 
3. 學習專注度 

 

控制變項 
1. 教學內容 
2. 教學時間 
3. 授課教師 
4. 研究對象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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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室專注力量表 

本研究學習專注度量表採用楊雅婷、陳奕樺（2013）「課室專注力量表」進

行施測。分成「刺激過濾」、「競爭選擇」、「工作記憶」以及「感官控制」四

個因素，內部一致性分析信度分別為 Cronbach α 為 0.83、0.84、0.88 與 0.87，有

極佳的內部一致性。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s六點量表計分，共 19題。 

參、研究結果 

一、英語學習動機前後測分析 

（一）兩組在英語學習動機前後測結果分析 

本研究欲了解兩組學生在進行實驗教學後在英語學習動機之差異，以前測

「英語學習動機」量表之分數為共變項，後測「英語學習動機」量表之分數為依

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兩組符合共變數組內變異數同質性假設，F 值為 1.45，p=.23未達顯著之水準

（F=1.45，p>.05），代表兩組迴歸線之斜率相同，故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其檢測結果如表 3-1-1。 兩組學生後測之共變數分析之結果，在排除兩組學生之

前測成績後，實驗處理之效果達到顯著水準（F=21.77，p=.00，p<.05），其結果

如表 3-1-2。 

 

表 3-1-1 
兩組學生學習動機共變數組內迴歸同質性摘要表 

來源 類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值平

方 
F值 顯著性 

組別*前測  120.96 1 120.96 1.45 .23 
誤差 3819.78 46 83.03   

 

表 3-1-2  
兩組學生英語學習動機之共變數摘要表 

來源 
類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值

平方 
F值 顯著性 

調整後平均數 

控制組 實驗組 

組別 1862.09 1 1862.09 21.77 .00 77.50 92.79 
誤差 3940.74 47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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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組在英語學習動機後測結果分析 

本研究欲了解各組學生在使用臉部辨識擴增實境融入線上同步教學後，英語

學習動機之差異，以成對樣本 t檢定進行檢定，其檢測結果如表 3-1-3。研究結果

顯示，控制組的前測平均分數為 78.63（SD=9.98），後測平均分數為 77.50
（SD=11.41），由此可知控制組在英語學習動機前後測未達顯著差異（t=.46，
p=.65>.05）。實驗組的前測平均分數為 82.85（SD=7.55），後測平均分數為 92.79
（SD=9.08），由此可知實驗組在英語學習動機前後測達顯著差異（t=-5.64，
p=.00< .05）。 
 
表 3-1-3 
兩組學生英語學習動機後測成對樣本 t檢定分析表 

組別 
前測 後測 

t p 
M SD M SD 

控制組 
(N=16) 

78.63 9.98 77.50 11.41 .46 .65 

實驗組 
(N=34) 

82.85 7.55 92.79 9.08 -5.64 .00 

 

二、英語學習態度前後測分析 

（一）兩組在英語學習態度前後測結果分析 

本研究欲了解兩組學生在進行實驗教學後在英語學習態度之差異，以前測

「英語學習態度」量表之分數為共變項，後測「英語學習態度」量表之分數為依

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兩組符合共變數組內變異數同質性假設，F 值為.00，p=.98 未達顯著之水準

（F=.00，p>.05），代表兩組迴歸線之斜率相同，故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其檢測結果如表 3-2-1。 兩組學生後測之共變數分析之結果所示，在排除兩組學

生之前測成績後，實驗處理之效果達到顯著水準（F=10.81，p=.00，p<.05），其

結果如表 3-2-2。 

 
表 3-2-2 
兩組學生學習態度共變數組內迴歸同質性摘要表 

來源 類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值平

方 
F值 顯著性 

組別*前測  .004 1 .00 .00 .98 
誤差 344.41 46 7.48   

 

227



表 3-2-2 
兩組學生英語學習態度之共變數摘要表 

來源 
類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值

平方 
F值 顯著性 

調整後平均數 
控制組 實驗組 

組別 79.27 1 79.27 10.81 .00 63.62 60.41 
誤差 344.41 47 7.32     

（二）各組在英語學習態度後測結果分析 

本研究欲了解各組學生在使用臉部辨識擴增實境融入線上同步教學後，英語

學習態度之差異，以成對樣本 t檢定進行檢定，其檢測結果如表 3-2-3。研究結果

顯示，控制組的前測平均分數為 59.63（SD=9.79），後測平均分數為 63.63
（SD=8.82），由此可知控制組在英語學習態度前後測達顯著差異（t=-5.27，
p=.00< .05）。實驗組的前測平均分數為 59.03（SD=4.78），後測平均分數為 60.41
（SD=4.91），由此可知實驗組在英語學習態度前後測達顯著差異（t=-2.92，
p=.00< .05）。  
表 3-2-3 
兩組學生英語學習態度前後測成對樣本 t檢定分析表 

組別 
前測 後測 

t p 
M SD M SD 

控制組 59.63 9.79 63.63 8.82 -5.27 .00 
實驗組 59.03 4.78 60.41 4.91 -2.92 .00 

 

三、學習專注度前後測分析 

（一）兩組在學習專注度前後測結果分析 

本研究欲了解兩組學生在進行實驗教學後在學習專注度之差異，以前測「課

室專注力」量表之分數為共變項，後測「課室專注力」量表之分數為依變項，進

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兩組符合共變數組內變異數同質性假設，F 值為.46，未達顯著之水準（F=.46，
p>.05），代表兩組迴歸線之斜率相同，故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其檢測結果

如表 3-3-1。。 兩組學生後測之共變數分析之結果，在排除兩組學生之前測成績

後，實驗處理之效果未達顯著水準（F=1.36，p=.24，p>.05），其結果如表 3-3-2。 

 
表 3-3-1 
兩組學生學習專注度共變數組內迴歸同質性摘要表 

來源 類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值平

方 
F值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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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前測  67.45 1 67.450 .46 .49 
誤差 6680.29 46 145.22   

 
表 3-3-2 
兩組學生學習專注度之共變數摘要表 

來源 
類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值

平方 
F值 顯著性 

調整後平均數 
控制組 實驗組 

組別 196.49 1 196.49 1.36 .24 76.81 72.82 
誤差 6747.75 47 143.56     

（二）各組在學習專注度後測結果分析 

本研究欲了解各組學生在使用臉部辨識擴增實境融入線上同步教學後，學習

專注度之差異，以成對樣本 t檢定進行檢定，其檢測結果如表 3-3-3。研究結果顯

示，控制組的前測平均分數為 77.75（SD=16.89），後測平均分數為 77.81
（SD=17.99），由此可知控制組在學習專注度前後測未達顯著差異（t=.245，
p=.80> .05）。實驗組的前測平均分數為 78.21（SD=10.44），後測平均分數為 72.82
（SD=11.65），由此可知實驗組在學習專注度前後測達顯著差異（ t=2.63，
p=.01< .05）。  
 
表 3-3-3 
兩組學生學習專注度前後測成對樣本 t檢定分析表 

組別 
前測 後測 

t p 
M SD M SD 

控制組 77.75 16.89 77.81 17.99 .245 .80 
實驗組 78.21 10.44 72.82 11.65 2.63 .01 

伍、結論與未來展望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臉部辨識擴增實境融入線上同步課堂中，有助

於提升高中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與態度。不過，學生因過度專注於自身外貌的改

變，無法認真上課，導致學習專注度下降。在後疫情時代，面對不知何時會再次

爆發的疫情，線上同步課程已變成教學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雖然臉部辨識擴增實

境會使學習專注度下降，但是它可以解決學習者面對鏡頭時的不自在，以及提升

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態度。教學者也許可以根據課程需求，選擇不同效果的濾鏡，

例如：在英語課時，可以使用虛擬化身濾鏡，讓學生扮演不同的角色，練習英語

口說，讓學生有身歷其境的感受；在需要學生專心的課堂，可以用美肌濾鏡降低

學生面對鏡頭的不自在，也可以解決虛擬化身濾鏡造成學生學習專注度下降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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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良好的選擇題設計可以顯示學生的學習狀況，反之若選擇題設計不當，

反而會造成學生作答選擇題時不去思考，專注於記憶正確選項，即無法建

立完整的概念。因此要如何讓學生在作答過程能完整思考，進而回答出正

確答案為本研究著重之方向。本研究開發學習系統，在系統中以選擇題練

習為主，並將學生分成兩組。「實驗組」一次會看到一個選項，學生需要判

斷該選項是否為正確答案，如果判斷不是才會看到下一個選項，「對照組」

則是使用傳統的四選一選擇題進行學習，藉此本研究探討何種作答方式對

於學生的學習有更好的影響。結果發現，兩種作答方式對於學生的學習都

有明顯的幫助，實驗組在學習成就後測更是和對照組有顯著的差異，進一

步分析學生的看法，可知學生習慣了傳統的作答方式，因此在新的作答方

式上會有答題的困難，但若能習慣仍可對學習有正面影響。 

 

關鍵詞：新式選擇題、是非題思考模式、學習成就 

 

232

mailto:soulwind@cycu.org.tw
mailto:c7897771@gmail.com


 

Abstract 
 

A good design of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can show the learning status of 
students. On the contrary, if the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are not designed 
properly, it will cause students to not think completely and focus on memorizing 
the correct options, that is, unable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concept. This study 
develops a learning system, and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ee one option at a time, and students need to think whether 
the option is the correct answer, and if it is not, they will see the next option. The 
control group uses traditional four-choice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to learn. This 
study explores which way of answering has a better impact on students' learn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wo answering methods have obvious help for 
students' learn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post-test of learning achievement.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students' opinions shows that the students are used to the traditional answering 
method. There will be difficulties in the new way of answering, but they still think 
if you can get used to it, it ca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Keywords: new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true-false thinking mode, learnin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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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背景 
隨著線上課程普及化，於課程結束後進行檢測，選擇題往往是教師選擇用來

檢測學生學習成果的工具，尤其在疫情氾濫的年代，基於無法面對面的實體考試，

線上考試更是成為課程的首選，選擇題也隨之更加廣泛使用。選擇題具有方便出

題及易於評分的優點，因此適合用於檢測學生的觀念，同時一般選擇題提供四個

選項讓學生選擇正確答案，這樣的作答方式亦使得學生延伸不同的答題策略

(Parikh et al, 2019)，例如在不確定正確答案及不願意花太多時間思考的情況下，

有學生會嘗試從四個選項裡選一個答對可能性較高的選項，這種方式雖然有機率

會答對，但亦代表無法精確的使用選擇題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Ghafournia, 2013)。

然而要如何讓學生願意在選擇題的選項上多花時間思考即是一項議題。 

先前有研究即提出一種新式選擇題作答方式，即在每個選項旁加入了信心指

標，讓學生在作答時需對每個選項選出信心指標，以表示自己對於該選項為錯誤

或正確的信心度高低，該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延長學生於每題的作答時間，讓學生

更仔細的去思考題目以及選項的關聯，以加深對題目的印象，而實驗結果也證實

該方法確實可以讓學生仔細地閱讀每個選項，以建構更完整的知識(Lai,2022)，然

而該研究中學生亦反映信心指標的作答方式過於複雜，對於答題的流程欠缺流暢

性，顯示雖然信心指標可讓學生於答題過程對於題目與選項多一份思考，卻也可

能隱藏負面影響。因此本研究參考先前研究的目的，以延長學生於題目及選項思

考的時作為目標，將選擇題的呈現方式轉換為類似是非題的題型，即一次僅出現

一個選項，讓學生得以一次針對一個選項思考，藉此避免一次呈現全部選項，而

在各個選項之間猶豫不決，抑或是直接猜測答案。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讓學生對於題目與選項能多一份思考」為出發點，讓學生使用本

研究所開發之「新式選擇題作答」系統時，學生對於題目可以在作答時多加思考，

並透過答錯的題目修正錯誤的觀念，因此本研究實驗將學生隨機分成「新式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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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實驗組）與「傳統選擇題組」（對照組），並進行分析比較，本研究目的

即比較兩組於學習成就之差異，同時進一步蒐集學生對於新式選擇題作答之看法。 

貳、 研究方法 
一、 實驗對象與課程 
本研究實驗對象為北部某大學修習「作業系統」課程的學生，依照前測結果

將學生分成「新式選擇題組」（實驗組）與「傳統選擇題組」（對照組），實驗組

共 50人，對照組共 49人，兩組平均年齡皆為 20歲。實驗組與對照組皆會使用

本研究所開發之線上學習系統進行選擇題作答練習，兩組唯一差別在於實驗組在

進行選擇題作答時，會採用本研究的作答模式，即一次僅提供一個選項讓學生判

斷是否為答案，學生選出答案後再由系統判斷該選項是否正確，對照組則是使用

傳統選擇題的作答方式。 

二、 實驗工具 
本研究探討目標為觀察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不同的作答方式下對於學習

學習成就之影響，因此除了以紙筆測驗作為學習成就的前後測結果，另開發名為

「BSJ OS ONLINE」學習系統作為主要實驗工具，另設計系統使用問卷以了解學

生在使用系統後之看法。 

(一)線上學習系統 

本研究開發名為「OS ONLINE」學習系統，內容作為練習課程選擇題使用，

並設計兩種不同的作答方式，分別為傳統選擇題作答模式及將選擇題轉換成是非

題的作答模式，同時有鑑於學習系統若能加入遊戲元素，能有效維持學生的學習

動機(Chang & Hwang, 2019)，因此本研究將闖關性質的遊戲元素結合課程元素，

讓學生可以在透過作答選擇題獲得分數後，當分數累積至規定門檻，即可挑戰進

階關卡。 

本研究所開發之系統共分成四種功能，分別為「魔鬼特訓」、「挑戰魔王」、

「修煉榜」與「秘技寶典」，此四種功能即分別代表章節練習、章節挑戰、觀看

積分排行和課堂投影片。以下針對各個功能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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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魔鬼特訓」 

一共分成三個關卡分別為作業系統課程「第一章」、「第二章與第三章」和「第

四章」，學生點選章節即可開始練習。實驗組的練習介面如圖 1所示，左上角會

顯示使用者的頭貼、名字和該章節獲得的分數，畫面中間會出現題目以及一個選

項，使用者可以點 O選擇該選項為正確答案，或是點選 X觀看下一個選項。 

 
圖 1 實驗組練習介面 

如果選擇正確答案，系統會顯示圖 2的畫面，此時可選擇「確認」答案或是

「觀看所有選項」。如果選擇「確認」答案且答對該題，可以獲得 2分；選擇「觀

看所有選項」且答對該題，則僅會得到 1分。若學生已無選項可以選擇或是選擇

觀看所有選項，系統即會列出所有選項讓學生選擇，如圖 3所示。 

 

圖 2 實驗組練習介面(選擇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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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實驗組練習介面(觀看所有選項)  

相較於實驗組逐一呈現選項，對照組則是傳統選擇題的作答方式，系統會直

接顯示四個選項讓學生選擇。 

在「魔鬼特訓」的功能，學生除了可以練習課程題目，也可利用「學習回顧」

功能檢視作答過的題目。 

2.「挑戰魔王」 

當學生在一個章節的分數達到 100分就可以選擇「挑戰魔王」功能挑戰該章

節的關卡。在「挑戰魔王」關卡需要在 10題中連續答對 4題或是累積答對 7題

才可通過關卡；若連續答錯 4題則為挑戰失敗。「挑戰魔王」關卡的答題方式無

論是實驗組或對照組都是使用傳統選擇題的作答方式。 

3.積分排行 

「積分排行」主要是列出兩組學生於「魔鬼特訓」練習所獲得的分數，並以

章節分成三個排行結果。而基於實驗組與對照組於「魔鬼特訓」的方式相異，因

此將兩組分開進行排名。 

4.秘技寶典 

為了讓學生能將學習系統與課堂內容作連結，因此本研究亦將授課教師所使

用之課堂投影片放置於「秘技寶典」的功能。當學生有觀念上的疑問或遇到問題

時可以透過此功能複習各章節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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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使用問卷 

為了瞭解學生在使用「OS ONLINE」系統進行學習之後的感想，本研究以系

統使用問卷調查學生對於系統的看法，系統使用問卷共 13題，第 1題至第 11題

為 5等第李克特量表，第 12題為開放式問答，第 13題則為 10等第，題目如下： 

1. 我喜歡用「OS ONLINE」來學習。 

2. 「OS ONLINE」的操作方式讓我感到滿意。 

3. 透過「OS ONLINE」讓我覺得系統程式課程不再那麼沉悶。 

4. 整體而言，我喜歡「OS ONLINE」。 

5. 我覺得這個「OS ONLINE」是一個好的輔助學習工具。 

6. 「OS ONLINE」能提高我主動思考的能力。 

7. 「OS ONLINE」能幫助我思考。 

8. 「OS ONLINE」能幫助我加深對題目的印象。 

9. 「OS ONLINE」能幫助我提升對於課程內容的理解。 

10. 我喜歡「OS ONLINE」的出題方式。 

11. 我認為在練習過程中「OS ONLINE」的出題方式對學習有幫助。 

12. 承上題，為什麼？ 

13. 如果滿分 10分你給「OS ONLINE」打幾分？ 

三、 實驗流程 
本研究實驗流程如圖 4所示，實驗開始前，授課教師會先將實驗章節於課堂

上教授，讓學生對於章節內容有初步瞭解。實驗前測階段第一週以小考作為學習

成就前測，接著依照前測結果將學生隨機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實驗階段從第二

週開始，開始前會先召集學生於電腦教室進行系統操作說明，並讓學生使用系統

約 50分鐘，以確保學生對於系統的熟悉度。實驗階段共三週（第二週至第四週），

每週皆有一天讓學生至電腦教室使用系統 50 分鐘；除上機時間以外，學生亦可

於課餘之時透過行動裝置或電腦使用系統。第五週即進入後測階段，同樣以小考

方式作為學習成就後測，前後測的題目統一由授課教師出題，難易度相等。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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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學生對於系統之看法，因此於後測階段亦讓學生填寫系統使用問卷。 

 

圖 4 實驗流程圖 

 

參、 實驗結果 
本研究主要探討新的作答方式相較於傳統多選題作答方式影響學生學習成

就的程度，實驗全程共 99人參與，實驗組 50人，對照組 49人。本研究透過前

測小考結果隨機分組方式將學生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並透過 T檢定與 ANOVA

檢定分別針對組內與組間進行分析。 

兩組的學習成就前測、後測之描述性統計資料如表 1所示， 實驗組為前測

平均為 43.04，對照組前測平均為 41.96，實驗組為後測平均為 66.64，對照組後

測平均為 60.37。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如表 2所示，前測的顯著性為 0.674，代表兩

組變異數具有同質性，ANOVA檢定的數據是可以參考的。兩組學生的學習成就

ANOVA 檢定如表 3，前測方面兩組的顯著性為 0.674 大於 0.05，代表兩組在先

備知識上沒有顯著差異。後測方面兩組學生顯著性為 0.046小於 0.05，表示兩組

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性。 

表 1 學習成就前、後測之描述性統計資料 

項目 組別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前測 
實驗組 50 43.04 13.44 

對照組 49 41.96 11.95 

後測 
實驗組 50 66.64 16.17 

對照組 49 60.37 14.64 

前測階段

第一週

學習成就前測

實驗階段

第二週至第四週

實驗組&對照組

後測階段

第五週

學習成就後測

施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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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學習成就前、後測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Levene 統計資料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前測 .813 1 97 .138 

後測 .063 1 97 .803 

表 3 學習成就 ANOVA檢定 

前測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值平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28.909 1 28.909 0.179 0.674 

在群組內 15701.838 97 161.875   

總計 15730.747 98    

後測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值平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973.719 1 973.719 4.088 0.046* 

在群組內 23104.908 97 238.195   

總計 24078.626 98    

*：p < 0.05  

由表 1可以得知，實驗組前後測平均分數進步為 23.6分，對照組則進步 18.14

分，因此本研究再進一步進行組內比較，將兩組分別透過成對樣本 T檢定可以得

到，兩組的顯著性皆小於 0.001(表 4)，代表兩組在使用「OS ONLINE」系統進行

學習後，學習成就皆有顯著的進步。 

表 4 學習成就後測-前測成對樣本 t檢定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雙尾） 

實驗組 23.60000 14.16521 11.781 0.000*** 

對照組 18.40816 14.31188 9.004 0.000*** 

***：p < 0.001 

由表 4可以知道兩組學生在學習成就皆有顯著進步，而若是將兩組學生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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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幅度進行檢定，從表 5可知兩組學生的學習成就前後測 ANCOVA檢定顯著性

為 0.040小於 0.05，表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兩組間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意義。 

表 5 學習成就前後測 ANCOVA檢定 

組別 N 平均 標準偏差 調整後平均 F 顯著性 

實驗組 50 66.6400 16.17476 66.314 4.327 0.040* 

對照組 49 60.3673 14.63827 60.700   

*：p < 0.05 

表 6為兩組學生之系統問卷描述性統計資料及對應之 ANOVA檢定。結果顯

示對照組的平均分數幾乎都高於實驗組，並且在「我認為在練習過程中「OS 

ONLINE」的出題方式對學習有幫助。」的問題中有顯著差異，表示雖然實驗組

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優於對照組，但學生普遍認為傳統的選擇題作答方式比較能

夠幫助他們學習，研判原因可能是學生習慣傳統作答方式，相較於使用新式作答

方式，傳統作答方式更容易作答，造成學生認為傳統作答方式更能幫助他們學習。 

 

表 6 兩組學生之系統問卷描述性統計資料及對應之 ANOVA檢定 

題目 實驗組 對照組 F 顯著性 

我喜歡用「OS ONLINE」來學習。 3.6 3.81 1.773 0.186 

「OS ONLINE」的操作方式讓我感到滿

意。 
3.28 3.55 1.912 0.170 

透過「OS ONLINE」讓我覺得系統程式

課程不再那麼沉悶。 
3.72 3.87 0.971 0.327 

整體而言，我喜歡「OS ONLINE」。 3.64 3.87 2.158 0.145 

我覺得這個「OS ONLINE」是一個好的 3.88 4.08 1.776 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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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學習工具。 

「OS ONLINE」能提高我主動思考的能

力。 
3.78 3.85 0.282 0.596 

「OS ONLINE」能幫助我思考。 3.78 3.89 0.585 0.446 

「OS ONLINE」能幫助我加深對題目的

印象。 
4.02 4.10 0.314 0.577 

「OS ONLINE」能幫助我提升對於課程

內容的理解。 
3.96 4.08 0.663 0.418 

我喜歡「OS ONLINE」的出題方式。 3.36 3.67 2.671 0.105 

我認為在練習過程中「OS ONLINE」的

出題方式對學習有幫助。 
3.54 3.87 3.925 0.050* 

如果滿分 10分你給「OS ONLINE」打

幾分。 
7.36 7.61 1.010 0.317 

*：p < 0.05  

除了前述問卷題目，本研究亦為了瞭解實驗組學生對於系統的看法，另設計

開放式問題讓實驗組學生填寫對於系統的看法，如表 7所示，可以看出學生習慣

傳統的作答方式，並習慣在作答過程比較各選項的差異，因此新的作答方式讓他

們無法使用之前的作答策略，造成答題上的困難，導致學生較排斥使用新的作答

方式；但從研究結果可說明將選擇題轉換是非題的答題方式對於擁有足夠先備知

識的學生是有正面之效果，因此若學生漸漸熟悉新式作答方式，是否對於學生的

學習會比傳統作答方式更有幫助，是長時間可探討的方向。 

表 7 實驗組學生之系統問卷意見回饋 

學生 學生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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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1 習慣比較答案間的差異性，這樣的方式會花費更多時間。 

學生 2 能充分了解選項再選而不是猜答案。 

學生 3 希望能一次看到所有選項。 

學生 4 每個選項都看一遍很麻煩。 

學生 5 選擇題拆成是非題很難適應。 

學生 6 
一次只能看一個答案較不方便，但能使學生需要更了解題 

目才能作答。 

學生 7 
能夠自己去思考每個選項的對錯，覺得選項全部列出比較 

好。 

學生 8 能夠加深重要觀念的記憶。 

學生 9 針對每個選項都能好好的思考。 

學生 10 可以把不清楚的觀念弄清楚以防混雜在一起。 

肆、 結論 
選擇題因為其方便出題及易於評分的優點，常用於測試學生的觀念，本研究

使用選擇題作為讓學生複習的工具，讓學生在作答時能夠立即得到反饋，了解自

己的學習狀況，並且為了降低學生作答選擇題的作答策略(Ghafournia, 2013) 

(Parikh et al, 2019)，因此以 Lai等人的研究論點作為基礎(Lai, 2022)，讓學生能對

於選項多加思考，且考量 Lai等人的研究裡所提出的作答選擇題策略過於複雜，

容易造成學生作答過程的不耐煩，因此本研究改良其五等第信心指標方法，將選

擇題轉換為類是非題的題型，以一次出現一個選項的方式，讓學生仔細思考該選

項是否為答案，避免學生被其他的選項影響想法。基於前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

開發新型選擇題的作答方式，再依照學生的前測成績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實驗

組一次僅提供一個選項讓學生判斷該選項是否為答案，藉此讓學生專注於思考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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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的對錯，以避免學生從選項猜測答案；對照組則是傳統的選擇題作答方式，

實驗結束後針對學生的學習成就進行分析，最後亦蒐集學生問卷回饋以深入質化

分析學生對於新型選擇題的想法。 

實驗結果顯示新型選擇題作答方式對於學生是有幫助的，不論是從組間的

ANOVA與 ANCOVA檢定，抑或是組內的 T檢定，都顯示著兩組在學習成就上

有統計上的顯著性，顯示新型選擇題的作答方式對於學生在學習成就是能有正面

的影響效果，研判原因為使用新型選擇題作答方式讓學生需要針對每個選項仔細

思考，加上系統的給分方式（如果學生認為選擇到錯誤答案而修改答案時，會獲

得較少的分數），使得學生會願意花時間仔細思考選項的對錯，而減少修改答案

的次數，此外學生對於章節的熟悉程度亦影響學習成果，如果對章節不夠熟悉就

會造成無法理解題目和選項的關聯而難以作答，進而造成學習成效低落。 

然而雖然實驗組的成果證實對於學習成效的幫助，但從問卷回饋分析亦可知

道，實驗組的學生對於作答方式的滿意程度不如對照組，根據學生回饋原因可知

道是學生不習慣使用新式作答方式，仍較習慣傳統的選擇題作答方式，加上答題

的慣性策略（比較選項間的差異進行作答），因此使用新型選擇題作答方式，學

生無法將過往作答經驗套用，造成答題困難。 

尤其從 Ghafournia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學習成就不佳的學生比較依賴傳統作

答方式，即透過題目的四個選項推測出正確答案(Ghafournia, 2013)，而新的作答

方式中一次只能看到一個選項，讓學生無法用其他選項來推測正確答案，造成答

題上的困難，進而造成較差的學習效果。然而對於原先擁有良好先備知識的學生

之所以影響較小，因為良好先備知識學生擁有較完整的知識架構，所以即使面對

作答方式的改變，仍是可以繳出不錯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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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聯想式推理作答乃是透過不提供題目，僅提供選項的方式，讓學生必須從選

項間找出關聯性，結果顯示對於學生學習成就有正面影響，然而聯想式推理只有

選項可以作為答題線索，學生若先備知識不足或沒有融會貫通，則難以從選項間

找出關聯；其次是聯想式推理須建立相關性，若選項設計難以找出關聯，對思考

毫無幫助。因此本研究將聯想式推理作答加入提示功能，當學生在選項難以找出

關聯時，可適時以提示作為協助；其次探討聯想式推理的題型，將各式題型融入

聯想式推理作答，以學生的作答及問卷量測找出何種題型較適合聯想式推理題型。

實驗結果表明在聯想式推理作答裡適時給予提示，可以幫助學生答題更為流暢，

對於學習成就亦有提升效果；其次在題型設計，透過作答結果及問卷回饋可知記

憶與理解面向較適合聯想式推理。 

 

關鍵詞：聯想式推理、提示、題型設計、認知歷程向度、學習成就。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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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ve question is a way of not providing questions, but only options, so that 

students must fi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p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But associative question only 

options can be used as clues. If the prior knowledge is insufficient or there is no 

coherence,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fi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ptions; secondly, the 

associative question must establish the correlation, if the option design is difficult to 

find the correlation, it will not help the thinking.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the associative 

questions function is added to the prompt function. When students find it difficult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ptions, they can use prompts as assistance in a timely 

manner. Students' answer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measured to find out which question 

type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associative question typ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imely prompts in associative question can help students answer questions more 

fluentl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achievement. Secondly, in the design of question 

types, through answering results and questionnaire feedback, it can be seen that memory 

and comprehension are more suitable for associative. 
 

Keywords: Associative question, prompts, question design, 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 learning achievement 

 

 
  

247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許多課程都會利用「考試」作為判斷學習成效的方法。雖然此種作法相對容

易，但對部分學生來說，有時會為了要應付考試，或是因為在上課時並沒有吸收

到課程內容，常常會採用死記硬背的方式「記憶」上課所學知識。然而先前的研

究已證明此種作法只能在短時間內發揮暫時性的效果，且該「記憶」的內容被遺

忘的速度相對也較快速。由此可知，死記硬背的方式容易在考完試後將「記憶」

的內容忘得一乾二淨，對於學習成效亦無正面的效果。有鑑於學習的意義在於讓

學生充分理解各個知識中所涵蓋的概念，透過融會貫通知識核心，以延長知識保

留於腦中的時間[Birgin & Uzun Yazıcı, 2021]。因此，設計出新的學習方式，藉以

引導學生整合所學知識，並將其轉化成長期記憶，是許多教育學者著手研究的課

題，如 van de Ven 等人利用閱讀遊戲幫助小學生增進閱讀能力，並且對於閱讀能

力發展有長期影響[van de Ven et al., 2017]，Garzón 等人藉由將代數課程視覺化，

幫助學生透過幾何圖形更好的理解代數概念，並且有效維持其長期記憶[Castro, 

2017][Garzón & Bautista, 2018]。 

除上述之研究外，Lai 在 2021年時提出了「聯想式推理作答」對長期記憶之

研究，有別於傳統的一般選擇題作答方式，「聯想式推理作答」僅提供四個選項，

如圖 1所示，同時不會有任何題目敘述，使學生必須從選項中思考關聯性並推理

出答案。由於是採用類似「非語言」的智力測驗題型，學生必須透過思考選項之

間的相關性進行作答。基於此種作法在先前的研究中已被證實能有效刺激學生學

習，對於學習有正面的幫助[Hansen et al., 2012]，因此 Lai 的研究不但提出透過

推理作答的方式，以刺激學生主動思考與推理能力，還能讓學生在思考關聯性的

同時，能加深對課堂學習的回憶，進而改善學習成效。此外 Lai 將「聯想式推理

作答」的學習策略與「一般選擇題」進行比較，並打破過往許多研究在實驗結束

甫進行後測之方式，改以延長實驗結束至後測之時間，以探討在一段時間後，「聯

想式推理作答」對於學生知識保留的影響[Lai, 2021]。該研究當中所使用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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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式推理作答」學習策略與「一般選擇題」學習策略之差別在於「聯想式推理作

答」學生須分析與推理出答案；而「一般選擇題」學習策略則為具有題目敘述的

四選一選擇題，依據題目敘述找出答案選項。研究結果顯示，「聯想式推理作答」

的學習策略雖然在短期記憶的學習成效沒有明顯差異，但於長期記憶卻優於一般

選擇題學習策略，表示實驗結束即進行後測的短期記憶雖能立即見效，但是當時

間一拉長，知識保留的長期記憶即會出現顯著差異，證明「聯想式推理作答」對

於知識保留較有正面之效果[Lai, 2021]。然而進一步分析 Lai 的研究亦可發現不

足之處，即是在聯想式推理題型的設計，仍無深入分析選項之間與課程內容的關

聯程度。其次是當知識程度不足時，若無「提示」功能的設計，則進行「聯想式

推理作答」是有其困難性存在。 

 

圖 1 聯想式推理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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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聯想式概念圖作答 

因此，為了達到「提示」的效果，Lai 於 2022年提出了聯想式概念圖作答的

學習策略[Lai, 2022]。Lai 的研究裡以共同先備概念作為聯想式概念圖出題方向，

如圖 2所示，意即在一張具有完整主題的概念圖之中，將具有共同先備知識的一

至四個節點挖空，並將挖空的其中一個節點填入問號，讓學生在回答出何者選項

是該問題節點的內容。同時考量先前研究已證明從四個選項中選擇一個的作答方

式會比從 K個選項中挑選出一個答案還要來的好[Sas, 2010]，因此在選項的設計

即是讓學生以四選一的作答方式進行。Lai 以聯想式概念圖作答的學習策略作為

實驗組，與先前研究提出的「聯想式推理作答」（對照組）[Lai, 2021]作比較，探

討聯想式作答在概念圖的「提示」輔助下，是否能對學習成效有進一步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在概念圖的輔助下，聯想式概念圖作答的學習策略在學習成就的表

現會優於「聯想式推理作答」，表示以概念圖作為「提示」的方法是有其可行性。 

建立在上述研究基礎之上，可歸納出相較於聯想式概念圖作答方式有概念圖

作為「提示」效果，當學生進行「聯想式推理作答」時，由於未有「提示」功能

的設計，若知識程度不足即無法建構出選項間的關聯性，導致作答不順利且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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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措。因此本研究參考 Lai研究所提出的「聯想式推理作答」出題策略 [Lai, 2021]，

並且加入提示的設計，讓學生透過「聯想式推理作答」方式進行複習課程時，可

以在「提示」功能的輔助下，有效的將腦中概念進行串連，達到組織知識之目的。 

 

二、研究目的 
先前使用「聯想式推理作答」的各項研究中，雖然證明其可行性，並且證明

其學習成效優於「一般選擇題作答」的學習策略[Lai，2021]，但皆未在作答頁面

當中設計「提示」，導致部分學生利用「聯想式推理作答」的學習方式，卻未能

達到顯著的進步效果。為此本研究開發一學習系統「SP Land」讓學生能利用系

統複習課程，並依複習方式不同分成兩種功能：其一為使用「聯想式推理作答」

方式，於作答過程需推理選項關聯性以找出解答，並且設計「提示」功能讓知識

不足的學生得以參考「提示」找出概念重整的蛛絲馬跡。其二則是使用具有題目

敘述的四選一選擇題方式複習。前者做為實驗組，後者做為對照組，本研究欲探

討在增加了「提示」按鈕後，「提示」內容的設計是否會影響「聯想式推理作答

組」的學生在作答時的思考方式？進而讓「聯想式推理作答」與「一般選擇題作

答」作答於學習成效上是否有所差異呢？ 

 

貳、推理作答學習系統 
為了探討「聯想式推理作答」學習策略是否在增加「提示」按鈕後，對學生

的學習成效有所幫助，本研究開發了一個推理作答學習系統「SP Land」，學生可

藉由電腦或行動裝置等設備，隨時隨地透過瀏覽器進入本系統進行學習。本研究

所開發之系統分別有「練習模式」、「講義複習」與「作答回顧」等三個功能。 

「練習模式」主要是提供給學生練習課堂內容的題目，授課教師會於實驗前

於課程教授實驗課程，學生於課堂聽講完後即可利用本系統練習題目，因此「練

習模式」即提供選擇題題型給學生練習，讓學生以作答選擇題之方式回顧思考課

程內容。「練習模式」共有三個章節可選擇，分別對應的是實驗課程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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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Assembler」及「Loader and Linker」三個章節，學生可依照想

練習的章節點選，並且進行題目訓練。學生在練習模式進行訓練的過程中，每回

答完一次題目，系統僅會顯示答對或答錯，但不會提供解答。 

實驗組與對照組皆擁有練習模式功能可使用，差別在於實驗組在答題時僅會

看到四個選項，學生必須藉由聯想選項之間的關聯性作答。若學生無法觀察出選

項之間的關聯性，題目另有提供「提示」按鈕，當學生按下「提示」按鈕，畫面

即會顯示關於此題目的相關提示敘述，以幫助學生建構出選項之間的關聯性。為

了使學生不過度依賴「提示」，能先自我思考再做答，因此若按下提示鈕才答對

者，則該題答對後所獲得的分數會較少，藉此讓學生能願意先行思考，當苦無對

策才透過「提示」協助思考。對照組則為一般的選擇題題目，有題目敘述亦有選

項，學生僅需要如同作答選擇題般即可。 

其次於「講義複習」功能提供授課教師的課程投影片，讓學生可以於系統上

複習課程內容。最後在「作答回顧」功能提供給兩組學生瀏覽作答結果，但不會

提供解答。 

 

參、實驗方法 
一、實驗對象 

本研究的實驗對象為北部某大學修習「系統程式」課程的學生，人數總共 154

人。為了讓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先備知識是相同的，因此實驗前本研究先進行前測，

以隨堂測驗作為學習成就成就前測，並將前測隨堂測驗成績由高至低排序，採取

「單、雙位分組」的方式分成實驗組「聯想式推理作答組」（單號）與對照組「一

般選擇題作答組」兩組（雙號），其中實驗組為 78人，對照組為 76人。 

 

二、實驗教材與教學策略 
本研究實驗教材為「系統程式」的部分內容，總共三個章節，內容包含第一

章「系統程式簡介」、第二章「組譯器」及第三章「載入器與連結器」。教學策略

為遠距教學搭配翻轉教學，學生於每周實體面授課程前先依照進度觀看教學影片，

252



並於面授上課時進行師生互動討論與重要觀念的作答及討論，課後則會進行討論、

作業及測驗。兩組學生的教學環境與教學策略皆相同，唯一不同之處是使用不同

的作答方式（聯想式推理作答與一般選擇題作答）進行練習。 

 

三、實驗流程 
本研究實驗流程如圖 3所示，實驗前為了避免先備知識的差異造成實驗結果

的失真，因此先進行學習成就前測，將實驗對象依照前測結果分成實驗組與對照

組。接著實驗過程為期三週，第一週先將學生帶至電腦教室進行系統說明與操作，

並且告知會依照學生對系統的使用情形進行加分機制，作為鼓勵學生使用系統的

誘因。系統說明完畢後，會給予學生 50 分鐘的時間使用系統，結束之後除了每

週五利用課堂時間讓學生至電腦教室使用系統 50 分鐘，其餘時間學生皆可不受

時間與地點限制使用系統作答以複習課程內容。實驗結束後一周即進行學習成就

後測，同時請學生填寫系統使用問卷。前後測的測驗題目皆非由本系統的題庫提

供，而是由授課教師命題，並確認測驗的難易度相近，出題範圍與本系統所提供

之課程範圍一致。 

 
圖 3 實驗流程圖 

肆、實驗結果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聯想式推理作答」的學習方式與「一般選擇題作答」的

學習方式在學習成就是否有顯著差異，並且探討「提示」對「聯想式推理作答組」

的幫助，本研究將未完整參與實驗、退選以及系統使用問卷填寫不完整之學生剃

前測階段

隨堂測驗

實驗階段

共三週

後測階段

隨堂測驗

系統使用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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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後，可用之樣本數為 74 人，其中「聯想式推理作答組」為 31 人，「一般選擇

題作答組」為 43 人。 

本研究透過前測之隨堂測驗分數將學生依成績排序後，採「單數排序一組，

雙數排序一組」的作法，將學生分成「聯想式推理作答組」與「一般選擇題作答

組」，於後測階段蒐集學生學習成就後測分數，透過 One-way ANOVA、ANCOVA、

T檢定對兩組學生的學習成就、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學習態度與認知負荷進行

分析。其中 One-way ANOVA 主要用於計算兩組之間平均數的差異，ANCOVA則

是用於比較兩組之間進步性的程度，T檢定用於檢定各組「內部」前後平均數的

差異。以本次研究為例，One-way ANOVA分別計算「聯想式推理作答組」與「一

般選擇題作答組」之「前測」與「後測」之結果，並比較其差異性；ANCOVA用

於比較「聯想式推理作答組」與「一般選擇題作答組」之間「前測減後測」之進

步程度的差異；T 檢定則是比較「聯想式推理作答組」與「一般選擇題作答組」

個別在「前測減後測」的差異。 

 

一、學習成就分析 
兩組學習成就之描述性統計資料如表 1 所示，「聯想式推理作答組」前測平

均為 43.35分，後測為 68.65分；「一般選擇題作答組」前測平均為 40.09分，後

測為 68.19 分。學習成就前後測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如表 2 所示，顯著性分別為

0.144（> 0.05）與 0.551（> 0.05），表示兩組在 95%信心水準下，變異數為同值，

說明了 ANOVA檢定數據具有其參考價值。兩組學生之學習成就 ANOVA檢定如

表 3，兩組在學習成就前測的顯著性為 0.200（> 0.05），表示兩組在先備知識上，

沒有顯著差異。學習成就後測結果顯著性為 0.875（> 0.05），表示兩組在經過實

驗之後，學習成就後測上並無顯著性。 

表 1 學習成就前測描述性統計資料 

 個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值的 95% 信賴
區間 

最小

值 
最大

值 
下限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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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測 

實驗組 31 43.35 12.22 38.87 47.84 20 76 
對照組 43 40.09 9.46 37.18 43.00 12 60 
總計 74 41.46 10.75 38.97 43.95 12 76 

後

測 

實驗組 31 68.65 11.46 64.44 72.85 44 88 
對照組 43 68.19 12.97 64.19 72.18 48 92 
總計 74 68.38 12.28 65.53 71.22 44 92 

表 2 學習成就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Levene 統計資料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前測 2.179 1 72 .144 
後測 .359 1 72 .551 

表 3 學習成就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值平方 F d 顯著性 

前測 
組間 191.654 1 191.654 1.674 0.298 .200 
組內 8242.725 72 114.482    

總計 8434.378 73     

後測 
組間 3.78 1 3.797 .025 .038 .875 
組內 11009.608 72 152.911    
總計 11013.405 73     

然而從表 1可知兩組在經過實驗皆有進步，因此本研究將兩組學習成就前後

測相減成績（後測減前測）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從表 4結果可知兩組於組內的

進步顯著性皆小於 0.05，且趨近於 0.000，表示兩組學生在經過本系統學習後，

學習成就都有顯著進步。但兩組的平均差距從前測的 3.25 分縮小至後測的 0.46

分，且於表 5的 ANCOVA檢定亦呈現兩組無顯著差異，可以說明在使用本系統

後，「聯想式推理作答組」相對於「一般選擇題作答組」進步幅度較小。 

表 4學習成就進步幅度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組別 
成對差異數 

T df d 
顯著性

(雙尾)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錯誤平均值 
實驗組 25.29 12.50 2.24 11.27 30 2.14 .000*** 
對照組 28.09 11.63 1.77 15.84 42 5.12 .000*** 

***：p < 0.001 

表 5 學習成就前後測 ANCOVA檢定 

組別 個數 平均 標準偏差 
調整後

平均 
標準

錯誤 
F d 

顯著

性 
實驗組 31 68.65 11.46 67.62 2.00 .245 .038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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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 43 68.49 13.00 68.92 1.69    

 

二、系統使用問卷分析 
為了瞭解兩組學生在各自的作答模式下使用系統的看法，本研究設計了一份

11 題 5 等第的系統使用問卷以及 4 題的開放式問答題，兩組在每題的回答平均

分數如表 6所示。結果顯示，兩組學生在對於系統的喜好度以及作答模式的接受

度，在滿分為 5 分的情況下，不論是「聯想式推理作答組」，還是「一般選擇題

作答組」，皆有不錯的評價。 

表 6 系統使用問卷分析 
題號 題目 實驗組 對照組 總計 

1 我喜歡用「SP Land」來學習。 3.71 3.74 3.73 
2 「SP Land」的操作方式讓我感到滿意。 3.58 3.53 3.55 

3 
透過「SP Land」讓我覺得系統程式課程不
再那麼沉悶。 

3.87 3.86 3.86 

4 整體而言，我喜歡「SP Land」。 3.84 3.84 3.84 

5 
我覺得這個「SP Land」是一個好的輔助學
習工具。 

3.93 4.02 3.97 

6 「SP Land」能提高我主動思考的能力。 3.87 3.77 3.81 
7 「SP Land」能幫助我思考。 3.87 3.98 3.93 
8 我覺得「SP Land」很有趣。 3.96 3.70 3.81 
9 「SP Land」能幫助我加深對題目的印象。 4.06 4.09 4.08 

10 
「SP Land」能幫助我提升對於課程內容的
理解。 

4.03 4.02 4.02 

11 
我認為在練習過程中「SP Land」的出題方
式對學習有幫助。 

3.90 4.07 4.00 

12 承上題，為什麼？ 

 
13 如果滿分 10分你給「SP Land」打幾分？ 
14 承上題，為什麼？ 
15 請寫下你使用「SP Land」後的心得及建議。 

 

在學生的開放式問答回饋中，本實驗整理出各組學生對於本系統正反兩面的

相關意見（問卷第 15 題），如表 7、8 所示。在學生的正面回饋內容中，實驗組

的學生認為，此種學習方式能有效幫助他們思考選項間的差異，並從中聯結概念

256



與概念之間的關係，能夠對課程內容有更深刻的印象。反面回饋部分，實驗組的

學生主要對於答題時無法看到題目以及在答題後系統無顯示正確答案而感到反

感。 

 

表 7 學生問卷回饋內容（正面） 
實驗組 回饋 對照組 回饋 

學生 A 能夠幫助學習 學生 1 
能了解課程著重的點在

哪裡 

學生 B 
有助於思考選項間的差異，增加

課程的印象 
學生 2 

能夠加深對定義上的理

解 

學生 C 可讓我明白選項間的差異 學生 3 
透過回答問題來加深對

題目的印象 
學生 D 大觀念有了就很容易學 學生 4 加深對題目的印象 
學生 E 能更深刻了解原理 學生 5 能有效去記憶小細節 

表 8 學生問卷回饋內容（反面） 
實驗組 回饋 對照組 回饋 

學生 F 看不到題目 學生 6 
答題後無法知道正確答

案 

學生 G 猜不到題目，答錯也不知道原因 學生 7 
為了加分刷題顯得沒意

義 

學生 H 只應用於選擇題 學生 8 
練習到最後都是一樣的

題目 

學生 I 
考試以問答方式考時，此種學習

方式不管用 
學生 9 回答過的題目很難找到 

 

伍、結論與未來工作 
本研究開發了「SP Land」學習系統，提供「聯想式推理作答」與「一般選擇

題作答」作答兩種作答方式，「聯想式推理題」的出題策略乃是參考了 Lai 的研

究(Lai, 2021)，題目僅會有四個選項，而學生必須從該四個選項當中推理、聯想

以及動腦思考，從選項中歸納出三個關聯較緊密的選項，以及一個關係較為疏遠

的選項，並且挑選出較遠關係的選項做為答案選項，而本研究之「聯想式推理題」

題目來源是參考一系列的概念圖之概念關係轉化而來(Lai, 2022)，並非天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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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題方式。 

有別於先前研究結果皆反映部分學生會受限於先備知識不足，而使得作答過

程不順利。因此為了讓學生在進行「聯想式推理作答」時，能順利地建構出選項

之間的關係，本研究設計「提示」功能按鈕，若學生無法自行尋找出該題選項之

間的關聯性，則可以按下「提示」按鈕，按下後會於作答畫面顯示提示，幫助「聯

想式推理作答組」的學生建構出選項之間的關聯性。 

本研究將學生依照前測成績排序後，依照排名單雙位之分，依序分成實驗組

與對照組，讓實驗組的學生以「聯想式推理作答」的作答模式進行練習，對照組

則使用「一般選擇題」的方式來進行練習，以了解兩組在使用不一樣的作答方式

進行課後複習後其學習成就的差異，同時也以問卷調查學生使用系統之感受。 

從各項實驗結果數據可以看出，雖然兩組之間於學習成就後測並無顯著性，

但在進步幅度上，兩組皆有顯著的進步，顯示本系統不但對於使用「一般選擇題

作答」的對照組有影響外，對於增加提示於「聯想式推理作答」的實驗組而言，

亦有顯著的進步，表示本研究所設計之提示對於學生是有正面助益。 

而從學生使用系統後所做的回饋問卷可以發現實驗組的學生給予系統的正

面回饋皆能呼應「聯想式推理作答」的理念，即是讓學生自主建構概念架構，無

論是從題目設計，甚至是提示功能，皆是讓學生利用蛛絲馬跡整合腦中概念架構。

然而，雖然本研究增加提示功能，但從學生回饋問卷亦可知道聯想式推理的作答

方式或是回顧方式仍讓學生於思考過程不易組織知識架構，甚至學生會希望不論

是在系統答題過程若有錯誤可立即知道答案，或是能自動化地反應出各個選項的

差異。由此可知，提示的功能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此本研究於實驗結束後亦

針對實驗組的學生詢問意見與改進之處。從學生的回饋中，普遍認為“希望敘述

地更詳盡點”、“希望能針對每個選項為何對與錯作出解釋”，表示雖然本研究有

在作答與回顧當中提供提示的設計，但仍顯不足，導致對實驗組的學生而言，即

使回顧仍然不知道題目的主題；對於對照組的學生而言，由於並沒有提供額外的

詳解，僅知道該題的對錯，若沒有額外自行尋找相關課程內容，也無法得知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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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與錯的緣由。 

而「一般選擇題作答組」在問卷回饋中，普遍認為「SP Land」是一個不錯的

輔助學習系統，學生在使用系統不斷的練習當中，對課程內容也能有一定程度的

了解。也因為在本研究中，「一般選擇題」的題目是由聯想式推理題的題目直接

轉換而成的產物，所以在選項上也形成了所謂的「3A1B」，也就是「其中三個選

項相近，第四個選項則稍遠」的形式，此種題目出題策略，再輔以題目敘述，也

讓學生在答題過程能順利釐清觀念。問卷回饋中有提到“「3A1B」的選項分類對

於有些東西的認知有著很大的幫助”、“多加練習後，不僅能熟悉觀念，也能知道

何處仍然不熟悉”、“能夠有效的記住一些小細節”等等。 

綜合以上結論，對於「聯想題推理作答」的學習策略來說，依據先前的研究

[Lai, 2021]與本研究所探討之結果，本研究提出未來可進一步探究的方向： 

一，實作型的教材可能並不適合「聯想式推理題」的設計。 
透過作答結果及問卷回饋可知記憶與理解面向較適合聯想式推理，原因在於

兩種題型屬於提取既有記憶，並與新知識進行連結，定義上與找出選項關聯性的

聯想式推理作答有相似處，但若用實作型教材可能就不適合，由於實作教學旨在

教學活動根據教學目標與其內容，讓學習者實際操作工具或設施的體驗[朱耀明, 

2011]，尤其科學的學習強調實作，讓學生透過動手操作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進

而發展合適的概念。以本研究為例，「系統程式」的第四章「巨集處理器」章節

在教材上的設計即以實作為主，目的即是希望同學從實際的例子當中了解巨集的

架構、運作與編寫原理，而在構思相關的概念圖時發現，該教材在設計上即便有

相近的概念，在數量上亦無法符合「聯想式推理題」的設計理念，進而導致了出

題上的困難度。 

二，作答頁面當中「提示」內容的嚴謹性。 
本研究中「聯想式推理題」與「一般選擇題」之間的關聯性為「先行設計出

聯想式推理題，而後設計出適當的敘述問句做為一般選擇題的題目」，而本研究

當中聯想式推理題的「提示」設計僅僅是將與之相對應的「一般選擇題作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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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做為該「聯想式推理題」的「提示」使用，此種做法有可能會造成「聯想式推

理作答組」的學生在作答階段按下提示並看完敘述後，便以「一般選擇題作答」

的思維下去做答，而與本研究預先設計的「尋找出關係選項與答案選項」的作法

相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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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結合因材網之數學探究教學」應用於國小五年級「因數與

倍數」單元，對學生單元學習成就與數學學習興趣之影響，並以「傳統講述教學」

作為對照組，比較其差異。結果顯示，兩組學生單元成就成績後測皆顯著高於前

測，「結合因材網之數學探究教學」比「傳統講述教學」具有更高學習成就。在

數學學習興趣上，兩種教學法前、後測成績皆無顯著差異，未有顯著進步，數學

學習興趣雖略高於「傳統講述教學」組，但未達顯著差異。 

 

關鍵詞：因材網、數學探究教學、學習成效、因數與倍數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learning effect of applying 

mathematics inquiry teaching with the adaptive learning platform in the “factors and 

multiples” unit of the 5th grade math curriculum.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mathematics inquiry teaching with the adaptive learning 

platform” was used b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raditional didactic teaching” was 

used by the control group. Then, the unit achievement and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y paired samples t-test and ANCOV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in bo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caused by the mathematics inquiry teaching with the adaptive learning 

platform is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didactic teaching. As for students’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each group,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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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adaptive learning platform, mathematics inquiry teaching, learning effect, 

factors and multiples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先前文獻指出「數學探究教學能有效率提升學生的數學解題能力」 (Whitin, 

2006；林勇吉、秦爾聰、段曉林，2014)，然而國內的數學課室常因教學時間有

限與教學進度問題，導致教師無法在基礎概念的教學之外，提供更多的機會讓學

生自主探索、發現問題與思考問題，導致探究教學不易落實。本研究旨在以因材

網適性學習平台的輔助來克服上述的實務問題，採用 Siegel、Borasi 與 Fonzi 

(1998)所提出的「探究環」（inquiry cycle）為教學模式設計基礎，內含四個數學

探究階段（準備與聚焦、執行探究、綜合、評估與延伸），因材網之引入主要是

在準備與聚焦階段先指派線上教學影片與練習題讓學生課前自學，奠定後續探究

活動的基礎，以便於課堂教學時能有更多教學時間讓學生執行探究、綜合以及評

估，本研究稱此教學模式為「結合因材網之數學探究式教學」，此外，為瞭解此

教學模式在教學現場之應用成效，本研究以國小五年級「因數與倍數」單元為例，

進行教學實驗與成效評估，冀望研究成果能提供數學教師或數教學者從事數學探

究教學與相關研究之參考依據。主要研究目的羅列如下： 

一、探討「結合因材網之數學探究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運用於國小五年級

因數與倍數單元的學習成就差異。 

二、探討「結合因材網之數學探究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運用於國小五年級

因數與倍數單元的數學學習興趣差異。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設計，研究對象為臺中市某國小的 110 名五年級學生，共

四個班級，班級皆屬常態編班。本研究將四個班級隨機分派為實驗組（55 人）

與對照組（55 人）。實驗組運用「結合因材網之數學探究教學」，而對照組則施

以「傳統講述教學」，兩種教學法皆以康軒版數學第九冊第二單元「因數與倍數」

單元作為教材內容，並依據九年一貫數學領域指標及十二年國教綱要之數學學習

內容與表現進行教案設計，並設計單元成就測驗前、後測試卷（一卷 34 題）與

數學學習興趣量表（四點量表9題），測驗與量表之Cronbach's α係數皆大於0.7。

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授課時間皆為 10 堂課，共 400 分鐘，施測時間則另外於教學

前與教學後各利用 40 分鐘完成因數與倍數單元學習成效前、後測試卷與 10 分鐘

填寫數學學習興趣前、後測量表。 

 

參、研究結果 

一、不同教學法之單元學習成就差異分析 

由表 3-1 可知，實驗組學生 t 值為 23.57（p=.000<.05），對照組學生 t 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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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p=.000<.05），顯示二種教學法都能讓學生的單元成就測驗成績達到顯著

的進步。 

 

表 3-1 

二組學生單元成就測驗前後測得分之描述性統計資料與差異考驗分析 

組別 測驗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差異 t值 顯著性(雙尾) 

實驗組 單元前測 19.62 19.36 後測-前測

=49.46 
23.57 .000 

單元後測 69.07 14.18 

對照組 單元前測 15.76 13.58 後測-前測

=37.66 
15.33 .000 

單元後測 53.42 21.66 

 

經組內回歸係數同質性檢定與共變數分析後，由表 3-2 與後測校正平均數可

知，使用「結合因材網之數學探究教學」在因數與倍數單元中的學習成就（後測

校正平均=67.44）顯著優於「傳統講述教學」（後測校正平均=55.06），顯示在因

數與倍數單元採用「結合因材網之數學探究教學」比使用「傳統講述教學」更能

夠提升單元學習成就（F=14.485，p=.000<.05）。 

 

表3-2 

二種教學法在單元成就測驗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摘要表 

依變數：單元成就測驗後測總分 

來源 類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修正模型 21779.484a 2 10889.742 38.175 .000 

截距 88472.423 1 88472.423 310.146 .000 

前測總分 15040.202 1 15040.202 52.724 .000 

組別 4131.974 1 4131.974 14.485 .000 

誤差 30522.889 107 285.261   

總計 464913.000 110    

修正後總數 52302.373 109    

a. R 平方 = .416（調整的 R 平方 = .406） 

 

二、不同教學法之數學學習興趣差異分析 

由表 3-3 可知，實驗組學生 t 值為 1.93（p=.06>.05），對照組學生 t 值為-1.40

（p=.17>.05），二組學生經過不同教學法的學習後，數學學習興趣分數的改變量

皆未達顯著水準。 

 

表 3-3 

二組學生數學學習興趣前後測得分之描述性統計資料與差異考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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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測驗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差異 t值 顯著性(雙尾) 

實驗組 興趣前測 20.89 8.16 後測-前測

=1.62 
1.93 .06 

興趣後測 22.51 8.54 

對照組 興趣前測 23.40 6.89 後測-前測 

=-0.93 
-1.40 .17 

興趣後測 22.47 7.13 

由表 3-4 與後測校正平均數可得知，使用「結合因材網之數學探究教學」進

行因數與倍數單元的學習後，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後測校正平均=23.47）雖略

高於使用「傳統講述教學」的學生（後測校正平均=21.51），但差異未達顯著水

準（F=3.584, p=.061>.05）。 

 

表3-4 

二種教學法在數學學習興趣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摘要表 

依變數：數學學習興趣之後測總分   

來源 類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修正模型 3615.452a 2 1807.726 63.128 .000 

截距 343.822 1 343.822 12.007 .001 

前測總分 3615.416 1 3615.416 126.255 .000 

組別 102.632 1 102.632 3.584 .061 

誤差 3064.039 107 28.636   

總計 62322.000 110    

修正後總數 6679.491 109    

a. R 平方 = .541（調整的 R 平方 =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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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深度學習技術的不斷進步，許多卷積神經網路(CNN)的架構被應用在超解

析度成像(Super Resolution, SR)任務中，但許多基於卷積神經網路的模型都有非

常多的參數與深度，導致模型訓練也變得越來越困難，每個參數較難收斂到最佳值，

而無法表現出完整的模型性能。我們重新審視了EDSR，並且針對不同的激勵函數、

損失函數以及優化器做適當的評估，分析出不同超參數對於超解析成像的影響，並

且在不大幅度修改模型結構的前提下優化模型的訓練，使得模型擁有較高的準確度。 

 

我們透過實驗證實，以最小的幅度修改EDSR仍可以提升模型預測的準確度，並

且在不同的縮放因子上皆得到很不錯的準確度。透過SmoothL1損失函數、PReLU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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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RMSProp優化器，在縮放因子2、3、4，不論是PSNR或SSIM都有正向的性能提

升。 

 

關鍵字：類神經網路、超解析度成像、超參數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many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rchitectures have been applied in super-

resolution tasks, but many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based models 

have many parameters and depth of the model make it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train the model, and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each pa-

rameter to converge to the optimal value. Most of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esign of the model, while ignoring the influence of 

hyperparameters on the model, resulting in the model not being able to 

exert the complete ability of the model and spending more time training. 

In this paper, through numerous experiments, we find out the suitable 

hyperpa-rameter combination for the super-resolution imaging model, 

optimize the training of the model without greatly changing the model 

architecture, and make the model have a high accuracy. Experiments have 

confirmed that under different magnification factors and dif-ferent 

model architectures, our optimized models and training methods have 

obtained high prediction accuracy of super-resolution imaging in 

various validation sets. 

Finally, we found a set of hyperparameters suitable for super-

resolution imaging, us-ing SmoothL1 loss, PReLU excitation function, 

RMSProp optimizer, and using post-upsampled sub-pixel convolution such 

a combination can make the same model architec-ture have more high 

accuracy. 

 

Keywords: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Super resolution、

hyper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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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超解析度成像是將低解析度圖片轉換成高解析度圖片的一種圖片修復方式。尤

其是隨著數位影像越來越廣泛使用與傳播，超解析度成像更顯得重要。超解析度成

像適用於計算機視覺中的各種情境，例如教育、軍事、監控影像、醫學影像、衛星

遙測圖像、影像串流、遊戲渲染、古老的影像重建……，任何需要更多影像細節的

情景，都可以使用到超解析度成像技術。 

 

超解析度成像可區分成基於時間序列與靜態圖像。本文針對靜態圖像的單張圖

片超解析度成像(SISR)進行研究，已經有許多演算法來解決此問題， 其中可以區分

成基於插值、基於重建、基於機器學習的演算法。從低解析度重構成高解析度的任

務有很高的不適定性，由於高解析度圖片可以映射成許多種的低解析度圖片，且低

解析度圖片可以是由不同種高解析度圖片所生成，因此我們想進一步優化，使超解

析度成像得到更高的預測值。 

 

二、研究目的與結果 

Lim、Son、Kim、Nah、Lee(2017)提出EDSR，是超解析度成像的一大里程碑，

榮獲2017 NTIRE超解析成像最佳論文獎。我們重新審視了EDSR，並且針對不同的激

勵函數、損失函數以及優化器做適當的評估，分析出不同超參數對於超解析成像的

影響，並且在不大幅度修改模型結構的前提下優化模型的訓練，使得模型擁有較高

的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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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透過實驗證實，以最小的幅度修改EDSR仍可以提升模型預測的準確度，並

且在不同的縮放因子上皆得到很不錯的準確度。透過SmoothL1損失函數、He、Zhang 、

Ren、Sun (2015)提出的PReLU激勵函數、Hinton(2018)提出的RMSProp優化器，在縮

放因子2、3、4，不論是PSNR或SSIM都有正向的性能提升。 

 

貳、 文獻探討 

一、過去的超解析演算法 

在深度學習廣泛應用之前，大多採用插值的方式進行超解析度成像，例如 

Keys(1981)提出的雙三次插值，其優點是運算速度快，不需要訓練繁重的參數，而

缺點是得到的結果通常不如人意。 

 

在深度學習廣泛運用後，Dong、Loy、He、Tang(2014)提出SRCNN，首次性的透

過深度學習與卷積神經網路應用在SR上，將低解低度圖片先用插值法放大，再利用

極少量的卷積層進行運算，得到的結果已優於基於插值的演算法，也因此開啟了深

度學習在超解析度成像領域中的更多研究。Dong、Loy、Tang (2016)又提出FSRCNN，

可直接輸入低解析度圖片，再透過反卷積輸出成高解析度圖片。 

 

Kim、Lee、Lee(2016，2016)提出VDSR與DRCN。前者想法是認為低解析度圖片與

高解析度圖片在低頻成分上極大的相似，其模型透過差值先得到目標解析度大小的

圖片，再透過二十層的卷積層來學習輸入圖像與輸出圖像之間的差值，最後將輸入

圖像與輸出圖像相加得到復原結果。VDSR透過3x3的卷積層與更深層的網路架構並

且取得更廣泛的視野，並且結合殘差學習，降低梯度消失帶來的問題；後者透過遞

迴的方式重複在相同的捲積層運算，最後再輸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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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SRCNN、VDSR或DRCN都是透過差值放大圖像後再進行操作，這樣在進行卷

積運算時都會產生較大的運算量。Shi等人(2016)提出ESPCN，輸入低解析度圖片進

入模型，輸出前透過子像素卷積將特徵圖的通道重新排列至長度與寬度中，得到一

個通道變小而長度寬度變大的輸出成高解析度圖片，並且在卷積的過程中模型可學

會如何透過更少的訊號來進行放大影像，將插值法的目的透過卷積來訓練，並且得

到更好的成績。 

 

Huang、Liu、Weinberger、Maaten(2017)提出DenseNet，此論文提出稠密連接，

透過將不同層級的特徵圖連接起來，達到特徵重複使用的效果，這讓其可以使用更

少參數的情況下得到相同的性能。而Tong、Li、Liu、Gao(2017)基於DenseNet並應

用於超解析度成像議題上，提出SRDenseNet，透過稠密區塊來重複使用區域特徵，

並且最後使用子像素卷積進行上採樣，得到了不錯的成果。 

 

Ledig等人(2017)提出SRGAN，它不同於以往的基於卷積神經網路的模型，是使

用Creswell等人(2018)提出的生成對抗網路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GAN)

的架構處理超解析度成像的問題，使用感知損失(perceptual loss)與對抗損失

(adversarial loss)來恢復圖片的真實感，不把重點著重在PSNR，也在高放大倍率

中得到了一定的細節還原。 

 

Lim、Son、Kim、Nah、Lee(2017)提出了EDSR與MDSR，其認為在中許多層的設計

是給高等級的計算機視覺問題所使用，例如分類或偵測的問題，因此他們移除了原

始 He 、 Zhang 、 Ren 、 Sun(2016)提出的 ResNet中的批量標準化層 (Batch 

normalization layer)並加以改良，最後將模型的深度與參數都提升，得到了相當

不錯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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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簡化版模型 

在本節中，將會描述我們提出的模型修改方式。我們分別使用了Kim等人(2016)

的VDSR、Kim等人(2016)的EDSR與Zhang等人(2018)提出的RCAN當作我們實驗基準模

型，為了加速實驗流程，所有的模型都降低了通道數量與模型深度，以下將會詳細

說明我們實驗中使用的模型參數。 

 

在VDSR中我們使用32個通道數量，並且在殘差部分使用了8層的卷積層進行串

聯。雙三次插值使用Python OpenCV的resize函式搭配INTER_CUBIC參數取得上採樣

的圖片當作模型的輸入。優化部分我們修改激勵函數為PReLU、損失函數為SmoothL1、

優化器為RMSProp、並且採用後子像素卷積做上採樣。 

 

在EDSR中我們使用32個通道數量，並且使用8個殘差區塊(共16個卷積層)進行

串聯。優化部分我們修改激勵函數為PReLU、損失函數為SmoothL1、優化器為RMSProp。 

 

 在RCAN中我們使用32個通道數量，並使用3個Residual Group，每個Residual 

Group包含6個Residual Channel Attention Block。優化部分我們修改激勵函數為

PReLU、損失函數為SmoothL1、優化器為RMSProp。 

 

二、激勵函數、損失函數、優化器 

我們使用了簡化版的 EDSR縮放因子為4的模型來測試八個不同的激勵函數，

分別是 Sigmoid、Tanh、ReLU、LeakyReLU、PReLU、ELU、Swish；也測試了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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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損失函數，分別是 L1損失、L2損失與 SmoothL1損失；另外也測試了六個

不同的優化器，分別是 SGD、Momentum、Adagrad、RMSProp、Adam、AdamW。 

三、虛擬碼 

 首先我們將圖片分割成高解析度圖片(HR)192*192大小，與相對應大小的低

解析度圖片(LR)，並且設定訓練次數 EPOCHS 設定為300次開始迭代。每次取出圖

片時會隨機旋轉與隨機翻轉 HR與 LR，接著將 LR減掉 DIV2K資料集的平均 RGB，

並且將 LR 輸入至模型，產生模型預測出的超解析度圖片(SR)並加回 DIV2K 資料

集的平均 RGB，再透過 Smooth L1損失計算誤差，最後將產生出的誤差經由

RMSProp優化器更新製模型參數後不斷重複直到完成迭代。整體的演算法如表1。 

 

表 1 演算法虛擬碼 

演算法虛擬碼 

divide the images into HR 192*192 and LR of corresponding size. 

for epoch from 1 to EPOCHS do 

  foreach (LR,HR) (images) do 

    randomly rotate and flip both LR and HR. 

    Subtract the RGB channels of the LR by the DIV2K RGB average 

color channel. 

    input LR to the model to generate predicted pictures (SR). 

    add the RGB channels of the SR by the DIV2K RGB average color 

channel. 

    calculate the error between SR and HR through Smooth L1 loss: 

          {
0.5(𝐻𝑅 − 𝑆𝑅)2,                      |𝐻𝑅 − 𝑆𝑅| ≤ 1 
|𝐻𝑅 − 𝑆𝑅| − 0.5,                               otherwise

 

    update the model parameters through RMSProp optim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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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𝑣𝑡 = 0.99 ∗ 𝑣𝑡−1 + 0.01 ∗ (
∂L

∂W
)2 

         𝑊 ← 𝑊 −
η

√𝑉𝑡 + ϵ
∗

∂L

∂W
 

  end foreach 

end for 

 

肆、 結果與討論 

一、實驗結果比較 

(一)不同激勵函數對超解析度成像的影響 

 

圖 1 不同的激勵函數在簡化版 EDSRX4倍率下的訓練過程 PSNR值 。(右下小圖為大圖的局部放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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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中的最佳結果我們用粗體紅色將其標記，次佳結果我們用粗體底線將其

標記。其中我們得到PReLU的成效最好，推估是因為其含有參數可訓練的關係，並

且較不會發生負數皆為0導致神經網路部分節點無法更新的問題。再者PReLU為

ReLU與LeakyReLU之超集，並且保有更高的彈性，可依照問題特性進行訓練，得到

較好的準確度。 

 

表 2 不同的激勵函數在簡化版 EDSRX4 使 DIV2K 10張驗證集的最佳 PSNR 

激勵函數 簡化版EDSR X4 PSNR 

Identity 29.073 

Sigmoid 28.952 

Tanh 29.031 

ReLU 29.069 

LeakReLU 29.068 

PReLU 29.087 

ELU 29.071 

Swish 29.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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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損失函數對超解析度成像的影響 

 

圖 2 不同的損失函數在簡化版 EDSRX4倍率下的訓練過程 PSNR值 。(右下小圖為大圖的局部放

大) 

 

 表三中的最佳結果我們用粗體紅色將其標記，次佳結果我們用粗體底線將其

標記。練前期 L2損失由於其平方的關係，參數能大幅度的變化，進而快速的提升

準確度。而訓練中期至末期，不出意料的是使用 SmoothL1損失得到的準確度最

好，由於其擁有 L1損失的高穩健性，能避免 L2損失中的異常值，並且在誤差值

介於-1至1之間時可以擁有 L2損失的特性，更穩定且緩慢的收斂，並且不會產生

無法微分的問題，因而得到較佳的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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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的損失函數於 DIV2K 10張驗證集的最佳 PSNR 

損失函數 簡化版EDSR X4 PSNR 

L1損失(MAE) 29.069 

L2損失(MSE) 29.047 

SmoothL1損失 29.080 

 

(三)不同優化器對超解析度成像的影響 

 

圖 3 不同的優化器在簡化版 EDSRX4倍率下的訓練過程 PSNR值 。(右下小圖為大圖的局部放

大) 

表四中的最佳結果我們用粗體紅色將其標記，次佳結果我們用粗體底線將其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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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的優化器於 DIV2K 10張驗證集的最佳 PSNR 

優化器 簡化版EDSR X4 PSNR 

SGD 28.071 

Momentum 28.116 

AdaGrad 27.806 

Adam 29.069 

RMSProp 29.079 

AdamW 29.066 

 

(四)不同模型優化前後比較 

 
放大

倍數 
Set5 Set14 BSD100 UrBan100 DIV2K Manga109 

優化前 EDSR 

2 

37.542/0.9589 33.072/0.9129 31.821/0.8956 30.747/0.9138 33.959/0.9404 37.398/0.9742 

優化後 EDSR 37.580/0.9589 33.106/0.9135 31.858/0.8961 30.872/0.9153 34.022/0.9410 37.505/0.9744 

優化前 VDSR 37.326/0.9577 31.721/0.8994 27.237/0.8026 28.484/0.8829 33.721/0.9385 29.045/0.9332 

優化後 VDSR 37.468/0.9585 33.020/0.9126 31.796/0.8952 30.684/0.9128 33.894/0.9399 37.288/0.9739 

優化前 RCAN 37.824/0.9598 33.332/0.9154 32.046/0.8984 31.625/0.9233 34.359/0.9436 38.259/0.9762 

優化後 RCAN 37.841/0.9598 33.389/0.9161 32.047/0.8985 31.643/0.9235 34.373/0.9438 38.312/0.9762 

優化前 EDSR 

3 

33.680/0.9204 29.853/0.8327 28.764/0.7974 27.012/0.8257 30.305/0.8771 32.144/0.9329 

優化後 EDSR 33.675/0.9206 29.880/0.8334 28.789/0.7979 27.088/0.8278 30.342/0.8778 32.238/0.9340 

優化前 VDSR 29.821/0.8741 25.887/0.7558 27.639/0.7734 23.963/0.7507 30.026/0.8721 24.560/0.8435 

優化後 VDSR 33.600/0.9197 29.796/0.8317 28.727/0.7962 26.961/0.8242 30.241/0.8760 31.981/0.9320 

優化前 RCAN 34.134/0.9244 30.152/0.8381 28.954/0.8021 27.661/0.8419 30.637/0.8829 32.954/0.9399 

優化後 RCAN 31.114/0.9242 30.143/0.8378 28.953/0.8018 27.685/0.8420 30.637/0.8828 32.960/0.9400 

優化前 EDSR  

4 

31.359/0.8809 28.086/0.7685 27.215/0.7249 25.056/0.7497 28.374/0.8232 28.940/0.8848 

優化後 EDSR 31.423/0.8821 28.130/0.7697 27.250/0.7262 25.125/0.7525 28.417/0.8243 29.056/0.8868 

優化前 VDSR 30.843/0.8728 26.893/0.7353 26.126/0.6978 23.565 0.7022 28.086/0.8166 21.477/0.7345 

優化後 VDSR 31.364/0.8812 28.099/0.7684 27.221/0.7247 25.109/0.7509 28.370 0.8230 28.957/0.8851 

優化前 RCAN 31.874/0.8886 28.360/0.7754 27.408/0.7310 25.604/0.7693 28.684/0.8305 29.810/0.8984 

優化後 RCAN 31.851/0.8883 28.389/0.7758 27.410/0.7315 25.604/0.7705 28.692/0.8312 29.789/0.8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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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未來展望 

一、結論 

經過眾多的實驗證明，超解析度成像在超參數上有優化的空間，我們所提出的

超參數組合(激勵函數使用PReLU、損失函數使用SmoothL1損失、優化器使用RMSProp)

能有效的提升訓練的效率以及模型預測的準確度。不論是使用VDSR、EDSR、RCAN，

在縮放因子為2、3、4倍上都在不同驗證集上得到良好的成績。 

 

二、未來展望 

 在我們實驗中每個測試都十分得耗時，尤其是超參數的訓練，往往要等到模

型趨於收斂後才能判斷是否有效，若未來當設充足的情況下，可在完整大小的模

型上進行訓練與測試，並且嘗試更多超參數以及其組合，以利於未來超解析度成

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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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在廣告在全球化的創新轉型的轉型之下，在實體互動或虛擬

的互動產生的情感回饋效果不可忽視，情緒回饋對於互動廣告的影響帶來不同

面向的影響。本研究採準實驗法，設計兩套不同互動程度的廣告，將參與者隨

機分至兩組體驗。互動程度為自變項，情緒回饋效果為依變項。研究結果證實

互動程度對於效果有顯著影響，且高互動程度經由正面情緒所導致的效果比低

互動程度佳。此研究結果可以用以建議後續對於情緒回饋效果更加注重。 

關鍵字: 互動性廣告；互動程度；情緒回饋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at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dvertising in the glob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feedback generated by physical 
interaction or virtual interaction cannot be ignored, and the impact of emotional 
feedback on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has different aspects. This study adopts a quasi-
experimental method, designing two sets of advertisem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interaction, and randomly assigning participants to two groups of experiences. The 
degree of interaction i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e emotional feedback effec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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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onfirmed that the degree of 
inter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 and the effect of high degree of 
interaction through positive emotion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low degree of interac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used to suggest that the follow-up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feedback. 

Keywords: interactivity of advertisement, level of interaction, emotional feedback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過去文獻中發現，許多有關於藉由互動程度的高低去影響學習成效（宋

雁妮，2021）、消費者意圖等等，例如，使用高互動式之數位學習方式，學習

者對於數位學習抱持正向滿意度（余志鴻，2006；Huang, H. M., & Liaw, S. S., 
2018）!亦有研究發現認知在情緒產生的作用，在正面情緒之下會提高學生的

學習動機及興趣（Mary, E. Pritchard Greory S.Wilson, Vaughn, 2003）。但卻鮮

少有文獻提及互動程度影響其他依變相項時，情緒為其中的中介，若是互動程

度對於情緒有直接性的影響，那只要控制互動程度，必定牽連帶動其他成效相

關研究。因此，本研究將以擴增實境技術結合互動式廣告設計，以互動式廣告

一例，透過高互動性與低互動性廣告的實驗分析，了解在不同互動程度中會產

生不同程度的情緒回饋效果。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所擬定之研究目的為： 

（一）、探討擴增實境廣告中，互動程度對於情緒回饋效果之影響。 

（二）、探討擴增實境廣告中，情緒回饋效果之間的相關性。 

本研究所擬定之研究問題為： 

（一）、不同互動程度對於情緒回饋效果之各面向是否有差異性？ 

（二）、情緒回饋效果各面向之間是否具有的相關性。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在確立研究方向及主題後，便開始同時著手搜集整理文獻資料並發展研

究目的及問題，藉以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再根據研究基礎建立研究架構及研究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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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互動程度 

（一）互動性廣告 

 互動性必須由使用者「主動且自發性」的使用可操作的媒介並進行溝通

（van Dijk & de Vos，2001）。本研究以 Liu & Shrum（2003）提出一概念，將

互動性定義為『兩者或兩者以上的溝通群體得以直接、間接(透過溝通媒體或溝

通訊息)交流的程度，並且此過程須具備即時性（synchronized）。』。 

（二）互動性程度 

為了增加消費者主動接收訊息並產生互動意願，廣告公司必須使其在廣告

的過程中可以控制互動的結果，設定互動結果最後會呈現某個方向，或是互動

本身的操作方式（Bordewijk and van Kaam, 1986;van Dijk and deVos, 2001），能

夠大大的提升互動性，因此，在衡量互動程度就需要有可量化的準則。以 Liu 
& Shrum 以及 Gao et al.（2009）提出五構面為其度量標準，分別為「主動控

制」、「雙向溝通」、「即時性」、「連結性」以及「可玩性」。 

二、情緒回饋 

MacKenzie and Lutz（1989）與 Barsade and Gibson（2007）認為情緒代表

個人受特定目標或動機所引起的心理反應。情緒反應是感知、生理、思維活動

的原因，進而影響消費者認知狀態和情緒的改變（Koo & Ju, 2010）。而情緒回

饋（emotion feedback）是指個人接收外界的人事物所產生的刺激，藉由個人的
情緒狀態轉變，進而影響個人後續完成某件事情或進行某種行為。情緒反饋分

成正面及負面的反應，本研究僅探討正面的部分。Mehrabian and Russell 提出了

PAD 情緒理論（Pleasure-Arousal-Dominance emotional state model），將情緒分

為「愉悅-興奮-支配」此三構面，視為人類主要的三種情緒反應，此三個情緒

維度可以衡量消費者的情緒反應（Mehrabian and Russel，1974）。 

三、回饋效果 

在本研究中的回饋效果以廣告效果為例，採用廣告效果中品牌態度、廣告

態度以及購買意願此三項為衡量指標。廣告態度為「消費者對於廣告所產生的

主觀傾向」（Phelps&Thorson，1991）；品牌態度為是指消費者第一次接觸到
廣告，當下情緒會直接影響對於後續品牌的觀感（Baker，2001）；購買意願指
消費者在接觸廣告後是某產生購買意願，並在未來購買品牌上可進行評估

（Lutz et al，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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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背景與動機，依據文獻探討的基礎，作為本論文研究設計的概

念。本研究旨在探討互動廣告擴增實境的應用中情緒回饋效果之影響，互動程

度為自變項，情緒回饋效果為依變項，探討不同互動程度中，情緒回饋效果之

差異性，採用準實驗法。明確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法採用準實驗法以及問卷調查法，設計一款擴增實境互動介

面廣告進行研究，實驗中將受測者隨機分派至「高互動性組」以及「低互動性

組」進行體驗，並在互動廣告體驗後進行問卷調查填寫，以問卷調查所獲之資

料做分析處理，檢視互動程度以及情緒回饋效果之間的關聯性。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為問卷，分為二部分，將於所有體驗流程結束後發放。第一部分

為互動程度問卷，採用 Likert七點尺度順序予以計分，受測者在本量表上依題意

填答對題目之同意程度，從 1 至 7，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第二部分 發
展之回饋效果問卷，參考 Muehling and Laczniak(1988)之廣告態度衡量問 項，並

與專家討論後進行改良，採用 Likert七點尺度順序予以計分，受測者在本量表上

依題意填答對題目之同意程度，從 1 至 7，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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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實驗對象為新北市某大學之學生，考慮學生在互動科技接觸上有一

定程度的影響性，選擇曾接觸擴增實境軟體且具有消費能力之大學生族群。本

研究共招募 40人，分為 A 組及 B 組，每 20人為一組。 

四、研究流程 

本實驗將受試者分為 AB 兩組，A 組為「高互動性組」，B 組為「低互動

性組」。於實驗開始前事先將受試者 40人隨機分為 AB 兩組，每組為 20人。

實驗計畫時長皆為 30 分鐘過程分別為程式下載、操作流程講解、發放刺激物、

受試者操作、問卷填寫。明確之研究流程圖如圖 3-2 所示: 
 
 
 
 
 
 
 
 
 
 
 
 

 
圖 3-2 研究流程圖 

 

肆、結果與討論 

一、信度分析 

為衡量本研究之問卷是否達到有效的信度標準，本研究進行信度分析，問

卷包括互動程度 20 題，回饋效果問卷 15 題，共 35 題。 

在互動程度問卷的部分，結果顯示使用者控制的 Cronbach’s α＝0.906，雙
向溝通的 Cronbach’s α＝0.898，即時性的 Cronbach’s α＝0.900，連結性的

Cronbach’s α＝0.841，可玩性的 Cronbach’s α＝0.523，均達到具有信度之水準，

顯示各項構面均指向該變項所衡量之概念。 如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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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互動程度問卷信度分析結果摘要  
 構面 題項個數 Cronbach’s α 
 

 

互動程度問卷 

使用者控制 4 0.906 
雙向溝通 4 0.898 
即時性 4 0.900 
連結性 4 0.841 
可玩性 4 0.523 

 

在回饋效果問卷的部分，結果顯示廣告態度的 Cronbach’s α＝0.924，品牌
態度的 Cronbach’s α＝0.950，購買意願的 Cronbach’s α＝0.954，均達到具有信

度之水準，顯示各項構面均指向該變項所衡量之概念。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回饋效果問卷信度分析結果摘要  

 構面 題項個數 Cronbach’s α 
 

回饋效果問卷 

廣告態度 5 0.924 
品牌態度 5 0.950 
購買意願 5 0.954 

二、效度分析 

為衡量本研究之問卷是否達有效的效度標準，本研究採用專家效度，經專

家學者與教授討論後進行反覆修改，以達成有效的效度。 

三、互動程度對於情緒回饋效果之影響 

以單因子變異數（ANOVA）將互動程度分別對情緒回饋效果三變項進行

分析，從表 4-3-1敘述統計表可以看出，三變項平均值在高互動組均大於低互

動組，雖如此，在廣告態度中兩組間平均值差異幅度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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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中顯示，廣告態度 F=2.367  p=0.146>0.05；品牌態度 F=7.053  

p=0.019<0.05；購買意願 F=6.051  p=0.028<0.05。最終結果顯示證實，互動程

度對於品牌態度以及購買意圖具有顯著差異，而互動程度對於廣告態度不具有

顯著差異。如表 4-3-2 所示： 
 

表 4-3-2 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廣告態度平均 群組之間 3.803 1 3.803 2.367 .146 

群組內 22.495 14 1.607   
總計 26.298 15    

品牌態度平均 群組之間 14.063 1 14.063 7.053 .019 
群組內 27.915 14 1.994   
總計 41.978 15    

購買意願平均 群組之間 15.210 1 15.210 6.051 .028 
群組內 35.190 14 2.514   
總計 50.400 15    

 

四、情緒回饋效果之間的相關性 

以皮爾森相關分析對情緒回饋三個變項進行分析，廣告態度與品牌態度相

關係數為 0.818，具有顯著性；廣告態度與購買意願相關係數為 0.808，具有顯

著性；品牌態度與購買意願相關係數為 0.947，具有顯著性。統計結果顯示，三

個間具有高度相關性。如表 4-4-7 所示： 
 
 

表 4-3-1 敘述統計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值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廣告態度平均 高互動組 8 5.7500 .56315 .19911 5.2792 6.2208 

低互動組 8 4.7750 1.70189 .60171 3.3522 6.1978 
總計 16 5.2625 1.32407 .33102 4.5570 5.9680 

品牌態度平均 高互動組 8 5.6750 1.03060 .36437 4.8134 6.5366 
低互動組 8 3.8000 1.71047 .60474 2.3700 5.2300 
總計 16 4.7375 1.67287 .41822 3.8461 5.6289 

購買意願平均 高互動組 8 5.3750 1.09251 .38626 4.4616 6.2884 
低互動組 8 3.4250 1.95795 .69224 1.7881 5.0619 
總計 16 4.4000 1.83303 .45826 3.4232 5.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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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情緒回饋效果相關性 
 廣告態度 品牌態度 購買意願 
廣告態度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818** .808**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N 16 16 16 

品牌態度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818** 1 .947**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N 16 16 16 

購買意願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808** .947**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N 16 16 16 

 

五、結論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互動廣告擴增實境的應用中，互動程度對於情緒回饋效

果之影響，並在其中了解該情緒回饋效果是否有一定的相關性，經問卷調查，

以及單因子變異數以及相關分析後，可以做出以下結論： 

 第一，在擴增實境廣告中，不同互動程度對情緒回饋效果具有影響性，而

根據表 4-3-2統計結果表示，高互動程度對於情緒回饋效果中的品牌態度以及

購買意願具有顯著差異，但對於廣告態度沒有顯著差異，前者證實了假設，後

者沒具差異性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為在於本研究樣本數較少，所以產生了誤

差，二則廣告態度為消費者對於廣告所產生的主觀傾向（Phelps&Thorson，
1991），學生在實驗中可能因為廣告美觀影響其廣告態度。 

第二，在情緒回饋效果中三個變項彼此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根據表 4-4
統計結果表示，情緒回饋效果間具有顯著差異，符合前者學者所做的統計，根

據 2003-2018 廣告效果資料統計（吳姝霆，2018），此三種變項為近年來研究

前三，本研究推論三者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 
依其結果可推論再擴增實境廣告之應用上，互動程度經由情緒所產生之情

緒回饋之效果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在使用其相關教材，必然重視程度上的差

異，且在研究其他自變項也是未來必須持續進行的任務。 

伍、未來展望 

 過去研究中較少將情緒納入互動性之分析，因此本研究結論可以補填這方

面的空白。本研究僅探討互動程度對於情緒之影響，但在眾多文獻中可發現，

互動程度研究範圍之廣闊，影響範圍也有許多面向，其中必會導致其他多元結

果，本研究之發現可以成為建議並運用於擴增實境互動之教材策略中，以增強

其結果之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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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節奏 APP 在國小中年級音樂課教學之應用與節奏感提

升成效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音樂節奏 APP 在國小中年級音樂課教學之應用與節奏感提

升成效之研究，了解在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使用 APP 的教學方式是否能

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及動機，並分析各音樂學習 APP 的實用度。 
        本研究將從國小中年級生在音樂課中的節奏學習來探討，以感受度量表以

及音樂成效測驗來了解，以音樂節奏 APP 進行教學，學童的主動學習、節奏能

力學習成效與感受度為何。 
        本研究也將透過訪談的方式，訪問專家對於 APP 教學可能會給未來國小音

樂課教學帶來的影響有什麼想法，了解專家對於使用 APP 於音樂課教學的看法。 
        本研究預期達到的成果，能使學生透過音樂學習 APP，積極主動且有效的

去學習節奏，了解拍子的強弱拍、速度等要素，期許學生能透過不一樣的方式

在音樂課的課堂中學習節奏。 
  
關鍵詞：音樂 APP、節奏教學、國小音樂教學、主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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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音樂是人們抒發感情、表現感情、寄託感情的一門抽象藝術，與人的生活

密不可分，是每個人應具備的基礎素養，以豐富生命、充實人生。形成音樂的

基本要素—和聲，節奏以及旋律是其主要的三大部分，而在這其中，節奏是最

為之關鍵的，是音樂的核心和靈魂。在樂曲中，旋律是無法脫離節奏而單獨存

在，而節奏卻能夠不依附其他而獨立存在，節奏本身就是一種音樂的呈現(鄭琇

月，2004)。由此可見，節奏好比音樂的心跳，有了它，音樂才能表現出鮮活動

感，音樂若除去節奏，生命跟著消失，音樂也顯得毫無意義(林月麗，2003)。  

    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與電腦的進步，數位化教育已成為現代教育的主流

趨勢，也促成教學模式及方法跟著與時俱進，科技發展帶來的便利與軟硬體成

本大幅下降，行動裝置的使用率越來越普及，影響了人們的網路使用之習慣 

(黃均人、吳高文， 2018)，尤其是在智慧型手機的興起後，APP 程式

(Application，以下皆以 APP 代稱)的數量也正已驚人速度蓬勃發展，已經和人

類的生活密不可分。觸及智慧型手機的年齡層不斷的日益下降，這類電子產品

對於兒童的影響力也在不斷的上升中，數位化教育已漸漸的成為現代教育的主

流趨勢，音樂教育者應採用多元的教學方法，融合現代科技來改善教學已經成

為了現代教學的新趨勢（陳玉玫，2002；Leonhard，1999；賴美鈴，1994）。楊

介銘(2012)提到學習者可隨時下載語文、數學、繪畫等類型的教學 APP 來學習，

掌握了學習的主導權，且已經有許多的行動 APP 被當作學習的輔助教材，蔡銘

修(2014)更認為教師可以把 APP 視為教學媒體的一種，與其他的教學媒體一樣

如 ppt、vcd 等相同。而近幾年來音樂相關的 APP 層出不窮，如歌唱類、弦樂、

鍵盤樂、打擊樂等等，都能夠在 APP 上學習。 

    數位科技的發展促使教學與學習的方式不斷更新，無論是電腦輔助教學、

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或數位科技融入教學，皆強調以高科技的學習情境增強學

生的關鍵能力，並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學童經由不一樣的學習模式，體驗學

習的樂趣(楊心怡、劉遠，2012)。這個時代的學生屬於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他們對於資訊科技的接受能力快速，需要多元化的學習模式，傳統教

學方式對於引起其學習動機和增進學習成效則有一定的困難度。如何在傳統的

音樂教學內涵中，透過新時代的產物資訊科技融入來創新教學，開創新的課程

內涵，計畫能符合新世代之知識內涵教授給這些數位原住民，以培育能迎合現

代潮流的新世代人才(黃昭銘，2016)，是現今教師必學的課題。將數位學習融

入課程之中，可以改變過去以教師講授為主的上課方式，讓學生由單向的接受

者，轉變成積極的自我導向學習者(黃添丁，2015)。 

    雖說有關於音樂節奏學習的 APP 程式已逐漸越來越多，但是在目前國小中

年級生相關的 APP 教育研究，大多為線上數位平台的學習情況與意願為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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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APP 的相關研究則在國小中年級生音樂學習上的研究都較少在相關研究裡

被探討。 

    本研究總結上述資料，身為一個嶄新世代的教師，應善用數位科技的工具，

調整自身的教學模式，面對學生則因材施教，以達事半功倍之效，同時也希望

讓學生在參與的過程中建構音樂節奏知識，以提升學生的音樂學習動機，增進

學習成效。因此，使用音樂節奏 APP 是否能提升學童音樂節奏學習成就與動機

是研究者欲探討的面向。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及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分析各項音樂節奏 APP 的實用度。 

二、了解以音樂節奏 APP 進行教學，學童的主動學習、節奏能力學習成效與感 

受度。 

三、探討 APP 教學可能會給未來國小音樂課教學帶來的影響，了解國小教師對

於使用 APP 於音樂課教學的看法。 

 

參、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如下: 

一、音樂節奏 APP 如何應用於國小音樂課的節奏教學當中? 

二、音樂節奏 APP 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音樂節奏學習動機及音樂節奏學習成

效? 

三、音樂節奏 APP 在未來是否對於音樂課有正面影響?在未來有甚麼展望? 

 

肆、重要名詞釋義 

以下就本研究之主要名詞加以界定，以利本研究之進行。  

一、節奏教學 (Rhythm teaching) 
    音樂中的節奏是一個相當廣泛的名詞，其組成與時間上的快慢、長短及強

弱相關，節奏的意義是音的長短、快慢、強弱互相結合的綜合表現，為曲調的

骨架（陳友新，1996），其中韋氏新國際辭典（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提及節奏包含了重音、拍子、時值、速度和任何與其他音樂流動相

關的元素。 

    音樂教育中的節奏教學是結合時間與空間的綜合性活動(吳博明，1998)，

教師依學習目標的不同，而發展出不同的教學策略，藉此強化學生對節奏的感

覺及反應能力(李嘉倫，2011)。 

    本研究所指之節奏包含了拍子：如音樂脈搏般規律的基礎拍；節拍：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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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線劃分之二拍子、三拍子及四拍子；以及節奏型：由許多節奏所組成的一串

節奏句，而本研究所指之節奏教學為學生透過實際操作的直笛吹奏、身體律

動、歌唱、節奏創作等，以及音樂欣賞雨成果發表等活動，來達成音樂節奏各

階段的學習，以提升其節奏能力表現。 

 

二、音樂學習成效 (Achievement for musical learning) 
    音樂學習成效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透過教師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

興趣的教材設計及教學方式下，使學生經由不斷的練習產生學習行為的改變，

並藉由測驗的方式評量其音樂學習成就及音樂學習態度，教師更可利用學生之

學習成果及學生的學習態度檢測本身的教學效能。因此學習成效不僅呈現學生

最直接的學習成果，更可讓教師據此修正教學方式(蔡岱蓁，2012)。 

    本研究所指之音樂學習成效是研究將在 APP 教學前後，分別進行音樂成就

測驗的前測、後測，以節奏能力成就測驗為主，包括節奏聽辨及節奏擊拍兩部

分。 

 

三、音樂學習動機 (Motivation for musical learning) 
    學習動機是指引起學生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引導該學習活動趨向

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張春興，2008)。學習動機是引導學生學習活

動一個重要的導火線，能促使該項學習活動趨近教師所設定的學習目標(陳雅

晴，2008)。 

    本研究中的音樂學習動機是指學生進行音樂學習活動時的內在心理歷程。

本研究採用陳漢宗(2019)所改編的「音樂學習動機量表」，研究者再改編的版

本，來界定學習者音樂學習動機的高低，教學實驗期間，藉此量表進行錢測、

後測，以了解學習者音樂學習動機的變化情形。 

 

四、音樂學習 APP (Musical learning application) 
    行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 或 Mobile APP），常簡稱為應用程式

（APP），或稱手機軟體、手機應用程式、行動軟體、行動應用、手機 APP等，

是指設計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運行的應用程式。 

    本研究所指之音樂學習 APP，是研究者在 Apple store以及網路上篩選下

來可供音樂學習的 APP。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兒童節奏感發展 

    節奏感是個體對音樂節奏的感受能力，它是一種心理知覺的歷程，在聆聽

音樂時，這些聲音是以不同型式的感覺碼，進行編碼、組織、儲存於記憶中，

同時它也是音樂智能的核心能力，節奏感強的人對音樂節奏的感受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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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較弱的人感受程度較低。 

    節奏感發展與知覺、記憶和辨別的能力息息相關，也是學習音樂的基礎。

以下就相關實徵性研究探討這三種能力與兒童年齡之關係。 

 

(一)知覺的發展 

    節奏知覺的增進傾向是隨年齡而增長，大部分兒童在四年級時能夠分辨節

奏元素間的不同（Petzold，1966）。Petzold 在 1966 年進行聽知覺發展的研究，

包括旋律知覺、樂句學習、不同和聲與音色的旋律再現（reproduction）以及節

奏能力等項目。他的研究發現，年齡是聽知覺發展的主要因素。大部分的項目

在八歲（三年級）左右到達聽知覺的高峰，且最顯著的發展是發生在六到七歲

之間（一和二年級）。Petzold 在 1969 年所進行的研究，也支持了這個結果，他

發現年長兒童的表現比年幼兒童的表現精確。 

 

(二)音樂記憶的發展 

    Bentley（1966，1969）和程緯華（2000）都曾進行過音樂記憶力的研究，

結果發現國小階段的兒童，音樂記憶能力是隨著年齡而逐漸增加。Bentley
（1966） 指出，節奏型的記憶似乎比其它的音樂能力之發展還要早。Bentley曾
進行記憶測驗以了解兒童的音樂記憶能力發展，對象為 9-11 歲兒童，結果發現，

音樂記憶能力是呈現依年齡而逐漸成長的現象，但是年增率並不大。 

    程緯華（2000）研究臺灣國小兒童音樂記憶力之發展狀況，以國小一至六

年級兒童為施測對象，進行「音樂記憶力測驗」。其研究結果顯示，節奏記憶、

曲調記憶的成績隨年級的增加而有所進步。 

 

(三)拍子辨別的發展 

    大部分的研究指出，拍子辨別的發展是和守恆及概念發展的年齡有關，且

都指出兒童思考的質性改變，是發生於九歲左右（Zimmerman，1991）。 

音樂節奏電玩對國小學童節奏感影響之研究 Cox（1977）的研究指出，拍子概

念的理解是直到九歲或九歲半才建立。Jones（1976）也指出，拍子概念的發展

約在 9 歲之後。在 Serafine（1979）所進行拍子守恆的研究中，結論證明九歲為

拍子守恆的最後階段。 

二、數位音樂遊戲 APP 
    數位音樂遊戲（Music Digital Game）簡稱為音樂遊戲（Music Game），也

是數位遊戲的一種，以電腦、平板、手機、電子遊樂器材作為平台，與純粹的

聲音遊戲（Audio Game）有所不同，數位音樂遊戲具有動聽的音樂歌曲與豐富

的視覺畫面，結合視聽兩種因素帶給玩家感官上極致的享受，主流的節奏動作

（Rhythm Action）玩法，同時搭配良好的人機互動性，而展現前所未有的娛樂

效果，在市場上創造可觀的商業價值，因此音樂遊戲亦可稱為節奏遊戲

（Rhythm Game）（岳庭誼，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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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遊戲是結合遊戲理論與數位輔助教學技術的產物，通常呈現的情境大

多是超越現實世界的想像，在遊戲中通常都會產生競爭，例如與自己競爭的限

時遊戲或是與他人競爭的計分遊戲，數位遊戲正因為具有明確的目標、競爭的

得分紀錄再搭配音樂效果進而擁有吸引人的特性，數位輔助音樂教學也隨著數

位教學的快速發展而日漸蓬勃，數位音樂軟體的開發已經為視聽工具帶來了全

新的世代，若能適當地將其應用將能為音樂教育帶來了無可比擬的功效（陳玉

玫，2002）。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針對台灣民眾的「APP 使用者行為」進行

調查分析，發現 2020年民眾的 APP 下載前三名類型為「通訊」、「遊戲」、「網

路購物」，遊戲已經成為行動裝置僅次於通訊的最重要功能，且遊戲市場的整體

規模以行動遊戲為主，並且隨著多元化分享平台的蓬勃發展，讓未來的發展無

可限量。 

     

 

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一、訪談法 

    本研究採行的是面對面的直接訪談方式，但訪談方式上分類為結構性訪談

(structured interviews)、非結構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及半結構訪談(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一）半結構式個別訪談 

    為了要深入了解個案對音樂節奏 APP 教學活動的想法，研究者採用半結構

訪談的方式，與個案進行一對一面談，期望能從學童的訪談中，進一步了解學

童對此活動的學習意願、感受、及面臨到的困難。研究者為了完整蒐集學童的

陳述資料，與受訪者保持良好的訪談關係，訪談過程中，不對受訪者評論或討

論其反應，使受訪者能真實的表現自己。除了全程錄音之外，也以攝影機全程

拍攝下來，以紀錄個案非語言的行為表現。 

(二) 本研究的訪談分析步驟如下： 

1. 將訪談的所有對話全程錄音，訪談完畢後立即整理訪談內容，將錄音內容整 

理成逐字稿。 

2. 詳細聽和讀所整理的逐字稿。 

3. 整理出與研究相關且具有意義的單元字串。 

4. 配合非語文的訊息，對於有意義的單元字串進行編碼。 

5. 第三人稱的改寫，形成有意義的單元字串。 

6. 依據所問問題的原因、受訪者的想法、觀點，群聚有意義的字串。 

7. 從群聚內涵整理出受訪者看法之關鍵字。 

8. 彙整所有受訪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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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邀請函 

老師您好： 

    我是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三年級的學士生，正在進行個人的學士論文研

究，我的研究題目是音樂節奏 APP 在國小中年級音樂課教學之應用與節奏感提

升成效之研究，主要目的是想瞭解國小中年級生在音樂課的學習當中，若是融

入 APP 的教學成效如何，以及在未來使用 APP 教學的方式，在國小中年級的音

樂課當中能有什麼展望。 

    本研究以問答的方式，訪談專家對於音樂節奏 APP 和電子產品輔助教學與

學習等相關看法，請專家(老師)依據實際狀況回答，再由研究者代為填寫訪談

結果，訪談內容以研究樣本做為訪談問題主軸，訪談目的如下： 

1、您能否接受使用APP及電子產品輔助教學與學習，如果能接受通常使用哪些

電子產品與軟體輔助教學？ 

2、您認為在國小中年級生的音樂教學上，有沒有什麼困難可以利用音樂APP幫
助與輔助教學。 

3、提供最終挑選出的 4款 APP研究樣本，邀請訪談專家進行使用，並且提供使

用感受。 

4、訪談專家覺得此 4款APP是否對教學有幫助，還可以增添、刪減那些功能，

是否能有效引起學生動機? 

5、對於使用音樂節奏 APP 及電子產品輔助教學與學習有什麼樣的看法。 

6、您認為音樂節奏 APP 教學可能會給未來國小音樂課教學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此次訪談時間預計 15-30分鐘，同時為便於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將於訪談過

程中全程錄音。訪談錄音的內容僅供研究資料分析用，全部保密，若未經您的

許可，決不開放給他人。本研究希望您是自願性地參與，故訪談期間您有不告

知原因而選擇退出的權利，同時在訪談過程中，如有某些不願意讓他人知道的

地方，或有所顧忌，可以拒絕回答，亦可隨時要求中止錄音，決不勉強。而基

於保護受訪者的立場，在論文中如有出現您的姓名或您所提到的人名、校名、

機關名稱或地名，一律匿名處理，以代號取代之。有關研究的任何問題，也歡

迎您隨時提供意見，並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本研究。 

祝 平安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  

                                                 學士生 陳弘哲 敬上 

                                                      年 月 

二、音樂節奏 APP 檢核表內容 

(一) 檢核表內容 

如果要使遊戲設計內容能夠刺激學習者的學習動力，在遊戲的設計中須包含四

個面介面、互動性、故事性與平衡度（Smith & Mann,2002；Kiili,2005；
Nielsen , Tahir &Tahir,2002），研究者另外加入難易度這個要素：  

1、介面（Interface）：介面有兩個需要重視的性質，分別是:(1)一致性：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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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看到介面時可以快速的理解操作方式。(2)易用性：讓使用者可以在操作時

馬上上手並快速的操作。 

2、互動性（Interactivity）：互動的過程不能只限於單一要素，不只是一對一的

互動以及學習者與 APP之間的互動，需考量到教學技術與群體之間的相關互

動，透過多種方式、多面向進行互動，以達到學習之互動。 

3、故事性（Storytelling）：利用故事的起、承、轉、合增加學習者的學習動

機，掌握故事的架構設計及述說的順序，增加學習者的情緒起伏使學習者能融

入其中。 

4、平衡度（Balance）：讓學習者清楚 APP 的公平性與一致性，避免學習者鑽研

APP漏洞，需訂立清楚的遊戲目標與規則，依照學習者的能力不同採用漸進的 

方式制定獎勵制度，才能讓遊戲的節奏維持平衡。 

5、難易度(Degree of difficulty): 過於簡單的操作設計會讓兒童感覺較不具吸引

力，應該適時的增加遊戲難度來讓使用者具有參與感與成就感，同時內容應以

不超出國小音樂課會學習到的內容為原則。 

 

(二) 研究樣本 

    研究樣本選擇範圍為蘋果公司 iOS 系統內發行之 APP應用軟體，選取截 

至 2022 年 02 月 28 日 APP STORE 中的架上遊戲，於分類類別中「音樂遊

戲類」與「兒童類」音樂的相關遊戲，另外搜尋關鍵字「兒童音樂節奏」，共找

出  款研究樣本由研究者實際進行遊玩，進一步篩選把不符合研究需求的遊戲

樣本挑除，其中挑除的標準為研究期間下架、光效過強、非音樂類遊戲、歌唱

類、猜謎類、操作複雜、樂譜、點擊音符反射，共八項刪除標準。 

 

三、學習動機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之「音樂學習動機」量表，參考陳漢宗(2019)以 APP 進行主

動學習對提升國小三年級學童認譜能力之研究，經研究者改編編製而成。 

 

四、測驗方式   

    本研究所使用之成效測驗方式，參考陳詩涵(2015)融合式節奏教學策略應

用於國小四年級學童節奏學習之成效，測驗內容由研究者改編。 

一、音樂節奏學習成效測驗-團體測驗 

(一)編製依據 

    本研究使用的測驗是十二年國民教育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之節奏

素材，改編教材內容之拍子及其他教學要素，並且採用其測驗的方式所編製而

成的節奏能力測驗，再依據國小四年級學童在節奏上應具備的能力為指標來編

製此測驗，可用於檢測學生對節奏正確性之辨認能力。 

(二)測驗內容 

    本測驗採取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節奏聽辨測驗」，共有十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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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聽覺與視覺之連結，檢測學生對節奏正確性之辨認能力。第二部分為「節 

奏型辨識測驗」，共有十題，讓學生配對依照聽到的節奏型，選出正確的節奏。 

主試者以四分音符為 104 的速度進行，在施測前會有簡單範例。其測驗用之 

節奏型由易至難進行。 

(三)測驗與評分方式 

    本測驗之第一、第二部分題目各有十題，由研究者以播放事先錄製好之 

節奏（以響板拍節奏及口唸節奏的方式)，每一題皆會播放兩次，學生跟著 

錄製好的 CD 指示開始進行測驗。第一部分請學生判斷兩小題題目之節奏是 

否一樣；第二部分請學生在兩小題題目中，將正確的節奏型式括號內打（ˇ）。 

每題十分，第一、第二部分之總分各為一百分。 

 

二、音樂節奏學習成效測驗-個別測驗 

(一)編製依據 

    根據 Caldwell（1998）與 Dell（2010）強調穩定速度拍子（steady beat）
的重要性，認為透過大拍與小拍的方式可以建立平穩的速度感，所以在此測驗

的編制上以此作為參照方向。 

(二)測驗內容 

    第一部分為為「節拍律動測驗」，學生依照教師事先錄製好之 CD 以口令 

指示轉換動作，共有兩段音樂（布穀和靜夜星空），學生以拍手的方式表現出 

大拍、小拍。本測驗主要在檢測學生對拍子穩定性，依照個別實作的方式進行

評量。第二部分為為「拍出節奏測驗」，本測驗共有五題題目，請學生以拍手的

方式拍出正確節奏。主要在檢測學生對節奏反應之正確性。 

(三)測驗與評分方式 

    第一部分測驗有兩段音樂，主要了解學生在拍子的穩定性及節奏的表情

性，其大拍及小拍之拍點共有 54 個，拍對一個得一分，學生所拍出正確的拍

點除以 54 再乘以一百即為第一部分的穩定性分數。第二部分測驗共有 20 個

節奏，一個節奏正確即得 1 分，學生拍對的節奏除以 20 再成以一百即為此部

分正確性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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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論壇對國中生網路素養發展的影響-以《巴哈姆特》為例 
 
摘要 

        因為時代的進步，現代人交流的方式也更多樣化，其中透過匿名的方式在
網路上與其他人交流也已成為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而隨之而來的各

種新興社會問題也隨之浮上檯面，同時各項社交軟體的用戶平均年齡也越來越

低，令人擔心置之不理會造成的後果。 
        本研究將以青少年(以國中生的年齡層為主)使用網路論壇的現況來探討，
使用網路論壇是否會對其網路素養之發展情形有所影響，同時探討同儕認同感

透過社群軟體與網路論壇中的各種言論及行為對青少年思想與行為上的影響。 
        研究將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藉由在現代熱門之社群網站及論壇設置匿名
問卷，觀察其使用時間及使用年齡與行為之間的關係，以及是否長期受到論壇

中其他用戶的言行所影響的觀點來切入，找出其中是否具有關連性。 
        本研究預期達到的成果，能使自己以至於未來的教育研究者們，都能了解
社群軟體的使用對於青少年發展的影響與關鍵，藉此設計出應對措施來創造出

更符合現代社會之教學內容與傳達正確的資訊使用方法給學生，引導新世代學

童發展出符合當代社會的網路素養。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根據資策會 FIND結合Mobile First於 2014年 12月 29日發出的報告發現，
臺灣 12 歲(含)以上的民眾，智慧型行動裝置持有人口近半年增加 101 萬人，普
及率達近 7成、推估全台行動族群約有 1432萬人，且同時持有智慧型手機及平
板電腦的人口約達 527萬人(資策會 FIND，2014)。 
        而隨著 4G 行動網路的全面普及，以及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的多元發展，我
國民眾使用手機的時間年年增長，手機上使用進行的活動也更加多樣化(資策會，
2018)，也造成青少年沉浸於網路的現象已成普遍趨勢，無論臉書（Facebook）
或 Instagram 這些社群軟體的會員人數都在不停攀升。已有研究顯示，臺灣 
Instagram 月活躍用戶高達 740萬人，約占臺灣 31%的人口比例，且使用年齡介
於 15 至 34 歲的人口更逾六成以上（蘇思云，2018）。臺灣網路資訊中心於
2020 年 8 月調查，發現各世代使用通訊服務的比率皆超過九成，社群論壇則是
與年齡成反比，年齡越輕者使用率越高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0)。
從上述資訊可得知臺灣年輕族群在手機上從事的活動多以娛樂、社交居多，社

交軟體對於現代年輕族群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2020 年 9 月有民眾在臉書社團「爆料公社」披露，南投縣警察局草屯分局
一名巡佐就讀高中的兒子，遭提告性侵同班女學生，並質疑校方及警方「沒積

極處理」。調查報告指出，109年 9月 9日起，網路社群平台上陸續出現甲男姓
名、照片、就讀學校等個資，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未在第一時間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規定，提醒任意散布隱私資訊者的法律責任，反而由

草屯分局出面澄清沒有吃案；網友因此不滿、公審，形成網路霸凌亂象，並造

成政府與網友間對立（聯合新聞網，2021）。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長林志忠表示，該案發生後，網友紛紛在各大網
站肉搜起底涉案高中生身分，PO 出照片相關個資，但此舉已違反「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縣府曾於去年 10/16、11/24、12/23 三度發文要求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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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文，但「巴哈姆特」網站仍有部份 PO文未刪除，且回函表示基於言論自由，
無法逐一刪文，因而予以開罰（自由時報，2021）。 
        由於傳播媒體的普及，資訊超載的情形必然會發生，再因需求而層層過濾
之下，人們會偏好有興趣的網站加以連結，汲取最符合自身所認同的看法，在

這情形下人們無法擴大議題的範圍，思想將受到侷限，而這情形也包含了報紙、

雜誌、電視等媒體，即使缺乏互動的機會，媒體的連續以及重複性的報導，也

加強與擴大群體極化的發生（Sunstein, 2002）。 
        本研究想了解在網路論壇使用人口增加，以及平均使用年齡下降的趨勢下，
網路論壇中的極化言論與行為是否會對較年輕的用戶之網路素養發展及言行產

生影響。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以近年來網路論壇中較知名的網站《巴哈姆特》進行對國中生心
理發展影響的分析，再以用戶接收到論壇上言論的刺激後的想法去做解讀。一

個論壇包含著各種類型的用戶，其中更包含了激烈、不理性的言論聚集並互相

認同，最後影響用戶的各種思考及行為變化也是研究重點之一，而對同一事件

的思考方式及了解程度的差異也可能造就出不同的行為結果，所以將以此網站

的國中生用戶所運用的方式，包含其使用情形、對部分言論的態度與行動進行

分析，根據上述，本研究具體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研究國中生使用網路論壇的現況(用問卷調查使用的時間與頻率) 
(二)了解國中生網路素養之現況(用問卷調查) 
(三)了解網路論壇上的用戶對該平台偏激言論的感受(用問卷調查) 
 
三、研究問題 
(一)國中生使用網路論壇的現況為何？ 
(二)國中生網路素養之現況為何？ 
(三)網路論壇上的用戶對該平台偏激言論的感受為何？ 
 
四、名詞釋義 
一、網路論壇 
        係指提供使用者線上討論的程式，或由這些程式建立的以線上討論為主的
網站。 
        本研究所指之網路論壇為「巴哈姆特」論壇。 
 
二、使用網路論壇的現況 
        係指網路論壇用戶以網際網路為媒介，在網路論壇上從事的各種活動之行
為（楊易蕙，2005；詹淑，2010；鄧瑞源，2007；蘇桂華，2013）。 
        本研究所指之使用網路論壇的現況為受試者在「網路使用現況之問卷」的
填答情形，內容包含論壇用戶的「使用年資」、「使用頻率」、「使用活動」

共三項。 
 
三、網路素養 
        網路素養的定義應隨網路科技發展而納入新意，數位時代必備的基本能力
之一，內容涵蓋個人使用網路應具備的相關知識、技能與態度，包含網路操作

與數位資訊檢索、評估、組織、利用的能力，認知網路特性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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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網路安全、法律與人我互動的禮儀觀念，最終能正向使用(吳怡貞，2006；
許怡安，2001)。 
        本研究所指之網路素養為受試者在「網路素養量表」的填答情形。該量表
參考林宛瑜（2014）「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童網路使用行為及網路素養之研究」
中的「網路素養量表」編製，包含五大部分「網路技能」、「網路安全」、

「網路禮儀」、「網路法律」、「資訊評估」。量表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試者網

路素養的程度愈高，反之則代表受試者網路素養愈低。 
 
四、網路論壇上的言論 
        係指某論壇用戶在論壇中使用發文或留言等功能與其他同論壇用戶的互動、
交流紀錄。 
        本研究所指之網路論壇上的言論以「巴哈姆特」論壇中的場外討論區(公共
討論版)之討論串中較偏激的內容為主。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網路論壇 
        近年來網路社群的蓬勃發展促成許多溝通媒介的興起與改變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方式，從過去局限於面對面互動到現代能隨時隨地在線上進行溝通。線上

的溝通帶來良好的便利性，但也會帶來負面的狀況，例如在虛擬的環境下互動

時，造成互動的好壞落差很大。在網路論壇中，有的文章透過網友們熱烈討論

能使該文章持續很久，但有些文章的討論量卻寥寥無幾(陳琨翰，2018)。 
        人氣很高的討論版如 PTT 的八卦版，其影響力除了可自上站人數窺知一二，
行政院函教育部也曾於 2010年 11月發文給台灣大學關切過 PTT上的言論，要
求檢討並加強 PTT 八卦版言論內容。八卦版主之一更在板上爆出收到信的消息，
「教育部接到『民眾』檢舉，八卦版的政治文章需要加強管理」，立刻引發網

路議論。PTT站方也表示 PTT首度接獲「政治」相關公文。可見 PTT產生的影
響程度足以引起官方注意 (曾郁文，2012)。 
        網際網路逐漸成為民眾參與政治的管道之一，使人民較不必考量地點與時
間的配合，進而促使更多對政治懷抱熱情的民眾能透過操作簡易又方便的網路

平臺，充分表達自己的立場及意見。而網路論壇為政治參與者發聲的管道之一，

但於論壇中只要涉及政治事務的討論，往往容易引發參與者情緒性的反應，尤

其在立場相左的情形中更是明顯。論壇參與者往往會因為彼此的意見不合或立

場不同而形成衝突，此時多會以言詞人身攻擊的方式相互批評，甚至引發全面

性的論戰 (高斌純，2013)。 
        網路上的各個論壇包含了許多商品相關討論，而參與討論的人來自四面八
方，有編寫者、有回覆者、也有潛在購買者、當然也有假留言發布者，因此網

路論壇儼然成為網路行銷的重點，目前多數人在準備購買商品前都會上網路論

壇找尋並研究其他人的使用心得。因此廠商花錢請寫手到各論壇發布假問題或

是心得留言，透過在社群網路的號召力而影響閱聽者的判斷 (黃俊豪，2017) 。 
        社交媒體內容不僅提供了事實信息，還提供道德思想和復雜的情緒信號。
由於社會連接的用戶經常培養類似的想法和直覺，道德情緒是極化社交媒體環

境中信息差異的關鍵驅動力 (William, Julian , etc., 2007) 。 
        在論壇中，即使某些主題引起廣泛的討論，但秉持理性態度，並進行議題
的實質、深入的討論者卻為少數，這也代表於論壇中的文章多不具有高品質的

保證。同時參與者於網路論壇可速的發文，並伴隨著文章簡短的特點，因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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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出現激烈的用字與不負責任的觀點 (朱清河、劉娜，2010)。 
        研究發現網路論壇 BBS 的使用者們並不因為害怕被孤立而影響發言次數，
大多數不願意在網路上發言的網友僅是因為自己平日就沒有在網路上發言的習

慣，而不是因為怕被孤立；擔心自己會被孤立的網友也可能會在網路上發表文

章，但會讓自己的言論立場顯得不偏向任何一邊。與現實世界相較，網路論壇

中的溝通傳播環境反而讓許多網友顯得不服輸、自我意識強烈；因為「網路的

匿名性降低了被孤立的壓力，讓網友得真實地解放自我想法，比較不受多數意

見的影響 (周佳儀，2008) 。 
 
二、網路素養 
        網路素養指一個人除了具備一般網路的知識，了解網路的意義內涵及發展
趨勢外，並能在覺知資訊需求後，利用網路技能去檢索相關知識，進而評估與

重组資訊，建立正確運用網路資訊的態度，且願意與人互動溝通，以解決個人

生活周遭問題的能力 (陳炳男，2002) 。 
         國内學者發現我國現行國小資訊教育在網路認知、情意與技能的教學比例
多有偏頗(何榮桂，2002)。使得我國的學生大多缺乏遇到網路使用問題的應變
能力。許怡安(2001)發現國小學童在「網路安全能力」、「網路活法律能
力」、「網路禮儀能力」表現較差，葉淑菁(2003)則發現國小學童在「網路禮
儀態度」及「網路著作權」上表現較差。 
        行動裝置及網路的普遍，使得孩童接觸數位科技產品及使用網路的機會大
幅上升，許多兒少擁有個人上網設備，上網行為便顯現許多潛在隱憂，如：網

路交友的危險度升高、網路隱權知識薄弱、易開啟不合心智年齡的網頁等。在

教學現場，有國小學生在面對隱私權時，可能會惡作劇、開玩笑方式，如猜測

他人密碼或查看他人電腦内容。學生常見的失序行為有時也包含沈迷網路電

玩，涉足色情、暴力網站。有些國小學童會在網路上發表不當言論。若沒有良

好網路素養，其後果難以預料(謝佳君，2021) 。而中學生在網路霸凌中仍存有
模糊不清的價值觀，而因為沒有明確的價值觀，因此容易讓中學生成為霸凌關

係中的加害者或旁觀者而不自覺 (盧宜均，2019) 。 
        學生未擁有足夠網路法律常識，常觸法而無所知，而「父母的陪伴與參
與」則是影響學生的社群媒體網路素養與認知的主要因素，推論主要的原因是

家長適時的參與、控制、引導和討論，其過程經驗有可能提升學生的資訊識讀

能力，進一步擁有基本的網路法律常識及正確的網路安全行為 (盧宜均，
2019)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預定之研究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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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與抽樣 
        依據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旨在探討個人道德價值觀發展與使用網路論
壇之間的關係，研究對象為網際網路使用者，且有使用網路論壇功能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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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網路的普及與廣泛運用，國中以下就有許多學生已經開始接觸並使用，所以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為有上網行為的網友。本研究是透過網友在網站上以匿

名的方式回答問卷，採量化的方式與相關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以取得某一現象

的結果加以歸納整理。 
        本研究會將問卷資料置放於相關網站及論壇(主要為巴哈姆特)上，供網友
上網時填寫。本研究抽樣對象包含使用網路並進行社群活動的網友為母體，並

未局限於某一區域。 
 
四、研究工具 
(一)網路使用現況之問卷 
        本研究所使用之問卷參考洪淑婉(2020)「臺南市國小五年級學童網路使用
行為與網路素養現況之調查研究」中的「臺南市國小學童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

素養現況調查問卷」，經指導教授檢查調整後編製而成。 
        內容包含論壇用戶的「使用年資」、「使用頻率」、「使用活動」共三項。 
(二)網路素養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之網路素養量表參考林宛瑜(2014)「桃園縣國小學童網路使
用行為與網路素養問卷」中的「網路素養量表」，經指導教授檢查調整後編製

而成。 
        該量表分成五大部分，分別為「網路技能」、「網路安全」、「網路禮
儀」、「網路法律」、「資訊評估」。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欲使用 SPSS多變項統計軟體進行電腦分析處理。 
 
五、預期結果 
        通過這次的調查研究，我們希望達到這些成果。具體分為兩個方面： 
        1.針對調查研究的本身，希望可以從各個層面探討網路論壇的用途，綜合
利用各種資料進行比對。調查近年網路的言論開放，是否對青少年的道德價值

觀發展有所影響，還有近年網路論壇的內容對用戶的影響，例如迷因短片和複

製文等。想要確實理解現代網路用戶對其的想法，用戶的接受程度來具體分析。 
        2.針對現代及未來的教育工作者，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調查可以增加大家對
現代青少年網路使用狀況的了解，和對其正負面影響有更深入的探討，掌握與

運用，藉此培育出更好的新世代人才。同時也能意識到身為新世代教育者應肩

負的責任，也意識到自己知識層面的不足，能順應時代調整出正確的教育方法

引導青少年正確解讀網路資訊和學習，使其發展出符合社會倫理之網路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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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使用線上學習平臺對學習表現低落大學生學習習慣影響 
之個案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動機 
        全世界的教育機構在 2020 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很多學校關閉校園，暫停教學與學習活動，也有很多學校轉而改採遠距教學，

讓學習不中斷（陳紹珍、徐芝君，2021）。臺灣起先因地理環境和對於出入境人
員管制得宜，疫情沒有國際各國嚴峻，各級學校在做好防疫措施下均正常開放，

學生也都照常到校上課，在全世界屬於極少數難能可貴的安全區域（洪嘉馡、

胡衍南，2021）。然而臺灣自 2021 年 4 月因瑞入境人員的安全管理問題開始顯
著的受到疫情的影響，2021年 5月 15日單日確診人數達到 185人，雙北市先後
提升至三級警戒（臺北市政府，2021）。北部某師培大學博愛校區由於位置接近
疫情嚴重的萬華區，因此也順應政策全面改為線上授課（北部某師培大學，

2021）。 
        一直以來，「線上學習平臺」一直是作為輔助教學的工具，教師在課堂上或
是遠距教學中透過同步或非同步的方式針對教學內容輔助以線上學習平臺或工

具（李敏智、施浚龍，2012）。以線上學習平臺Kahoot！為例，教師可以在教完
這個章節的內容後運用 Kahoot！的限時搶答功能讓學生進行對於學習到的內容
進行強化，同時也讓教師得以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與普遍有疑問之處，這便是線

上學習平臺在一般情況下較常出現的使用方式（黃新峰、陳子建、周秀芬，

2010）。 
        由於在此之前疫情嚴峻如H1N1或 SARS時政府都是採取停課措施，近年來
線上學習平臺發展迅速和各學校對於數位學習的推廣，讓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三

級警戒後可改為線上授課方式維持教學（北部某師培大學，2021），本研究以此
為背景，對學生在全面採取線上學習下的各項數據進行分析，探討在實體授課

和線上授課之下學生學習習慣之改變。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北部某師培大學教育學系為例，探討該系在使用線上學習平臺學
習的推廣與歷程，利用線上學習平臺學習的現況，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

戒實施全面線上授課時，學生使用線上學習平臺學習的情形。蒐集學生在使用

線上學習平臺學習時的學習習慣與一般實體上課學習時的學習習慣等資料，從

中分析學生在全面使用線上學習平臺進行混成式學習後與原先學習習慣之差異，

並透過分析結果，對於大學生使用線上學習平臺進行學習提供建議，做為未來

大學教學方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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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本研究具體目的如下 
（一）了解臺灣北部某師培大學教育學系在使用線上學習平臺學習的推廣與歷

程(文件分析) 
（二）了解臺灣北部某師培大學教育學系在全面線上授課時，個案學生使用線

上學習平臺學習的情形(訪談學生)(課堂觀察)。 
（三）分析臺灣北部某師培大學教育學系在全面線上授課時，個案學生使用線

上學習平臺學習時學習習慣之改變(訪談學生) (課堂觀察) 
（四）探討臺灣北部某師培大學教育學系在全面線上授課時，個案學生使用線

上學習平臺學習所面對的問題與解決辦法(訪談學生) (課堂觀察) 
（五）經過資料整理與分析後，提出符合學習表現低落之大學生使用線上學習

平臺混成式教學的教學策略或教學模式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線上學習 
        線上學習，在本研究中指的是混合學習(Hybrid Learning)，也稱為混成式學
習(Blended Learning)，結合傳統的面對面課堂教學與在線學習(EDUCAUSE，
2021) 。透過結合兩種學習方法的優點，能夠加強學生們的學習效率。混合教學
將一周中的部分教學内容放到網上平臺，讓學生觀看教學影片、做課後練習、

甚至是參加考試；而傳統的面對面上課的時數便會有所減少。除此之外，混合

教學模式容許教師調整課程安排，充分利用網絡科技幫助學生學習新知識、做

課後練習並與其他同學討論課題。成功的混成式教學能夠激勵學生們自主學習，

而並非完全依靠教師的講授去被動地學習新的知識（王海燕，2010）。混成式學
習分為線上同步學習與非同步學習共同學習，和線上學習與實體學習共同學習，

兩種強調使用網上科技學習與傳統教學的融合，將兩種學習課程用於教學設計

中混成式教學相比起傳統的教學模式，能夠提高學生效率之餘，也能令教師掌

握學生情況，方便教師們設計及調整課程内容（顏坤，2010）。本研究針對在
線上進行同步與非同步混成式學習。 
 
二、線上學習平臺 
線上學習平臺(Online learning platform)並不是指一個特定用來進行學習的平

臺或系統，任何可以用作線上學習的系統都可以被視作是線上學習平臺（王思

又，2016）。線上學習平臺需要具備至少一種以上的下列功能：一、可以被用作
上傳和獲得教育資訊或知識，二、可以由兩個或以上的端點進行同步或非同步

的操作，三、可以搭配互動軟體或具有互動功能，四、可作為即時的教學教材，

五、可透過此平臺獨立進行學習（楊學麟，2018）。本研究鎖定的線上教育平臺
應具備：可以被用作上傳和獲得教育資訊或知識、可以由兩個或以上的端點進

行同步或非同步的操作和可以搭配互動軟體或具有互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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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習慣 
        學習習慣(studying habits)是在學習過程中經過反覆練習形成並發展，成為
一種個體需要的自動化學習行為方式。 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有利於激發學生
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利於形成學習策略，提高學習效率；有利於培養自

主學習能力；有利於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使學生終身受益。本研

究將學習習慣鎖定為學生在進行學習時所採取的學習方法，並透過訪談法和問

卷調查法針對個案的學習方法進行調查 
 
四、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屬於描迹研究（Descriptive Study），是以描述與形容某些特殊事
物的特徵為目的的一種研究設計，類似歷史研究，特別專注於探討有限數目的

事件或情況及其相互的關係（王文科，2007）。而透過初始或次級資料的蒐集，
以及觀察後的歸納與分析，問卷的統計描述、深度訪談後的整理等方式，決定

後續處理所需的操作方向。一般來說，個案研究法的資料蒐集方式有文件分析、

觀察與訪談等三種。 
（一）文件分析（Document Analysis） 文件分析為研究者透過各種可能的文字
紀錄、文件檔案、照片等資料，進行整理、分 析和規劃的研究過程（張慶勳，
2011）。 
（二）觀察法（Observation） 觀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對於研究對象
的行為進行有計畫與系統性的觀察， 並且能進行客觀解釋的一種研究方法。  
（三）訪談法（Interviews）訪談法為研究者用以檢驗、確認或駁斥自己經由觀
察所得印象之正確性的一種重要方式。又可分為結構式與半結構式之訪談類型，

由一系列問答組成，引出受訪者之具體回答（楊孟麗、謝水南，2013）。 而本
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即為個案研究，將使用文件分析、觀察法及訪談法之方

式蒐集相關資料，進行研究探討。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線上學習平臺應用於教學 
        利用科技輔助教學是個新興且有效果的教學策略。隨著科技的不斷進展，
應用科技來輔助教學，在近幾十年來已經被廣泛討論， 許多結論也認為可以比
傳統的教學方式，更有效的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Lanetal. 2015)，早期的科技輔
助教學研究大多使用網站的互動式軟體進行， Bangert-Drowns (1993)對 32 個設
置實驗組和對照組的研究進行後設分析顯示，採用互動式軟體的實驗組皆比傳

統課堂學的對照組，更能夠有效的改善學生的學習品質，但是卻不能夠改善學

生的學習習慣。而學生使用網路等科技進行學習活動，也更容易達到社會化的

過程(Goldbergetal., 2003)。這呼應了許多教育學者的呼籲，認為運用網路科技所
創造出的 學習環境，很適合推展合作學習以及小組互動 (Lingnau, Hoppe, and 
Mannhaupt, 2003) 。學生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下，表面上看起來是各自獨立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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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卻是需要和同儕、教師、讀者等進行豐富和頻繁的互動，加速了他們對

於在線上學習時的專注度以達到學習的目的(Liu, 2011)。 
 
二、學習表現低落 
        學習是指個體經由增強練習的結果，在行為潛能上產生相當持久性的改變
歷程，而表 現是指個人的先天遺傳，加上後天環境努力的結果(張春興，1998)。
廣義的學習表現為各 種在校期間的學生學習紀錄或資料，而狹義的定義為在校
的學期成績(余民寧，2006)。影 響學生學習表現的相關因素可以區分為個體、
家庭以及學校因素，余民寧(2006)提出影響學生學習表現的五個模型，分別是
學生個人背景、學生家庭背景、教師教學背景、學校管理背景，以及政府教育

政策。 
        Koehler &Grouws(1992)所提出的教學模式認為，在教學過程中，學生特質
(包括智力、人格等)影響著教師行為及學生行為，而教師行為和學生行為也會
產生相互影響。除了教師行為與學生行為相互影響外，教師行為也受到許多因

素影響， 包含教學知識、教師態度、教師信念等，可見影響學生學習表現因素
相當多元且相互依賴。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學習投入與學習成果、學習滿意度、
學校認同感及未來發展等四 個要素有關(Carini, Kuh& Klein, 2006; Hu, Kuh& Li, 
2008)，另外，研究發現，學習投入與 學生測驗成績、自我學習評估及學習持續
力有正向關係(Pike, Smart, Kuh& Hayek, 2006)。 一般而言，學生投入學習活動
時間愈長且參與頻率愈高，學生相對在學習表現也愈佳(Kuh, Kinzie, Schuh& 
Whitt, 2005)。除了對學習表現會產生影響之外，研究亦發現，學習投入有 助於
其他層面之發展，像是認知與智力的發展、校園的適應、道德與倫理之發展、

社會心 理的發展，以及對自我的正面形象等(Harper &Quaye, 2009)。 
         Appleton、Christenson 和 Furlong(2008)探討學生學習過程，發展出一個解
釋模式，說明學生學習投入原因與投入後所產生之影響，模式中涉及個人學習

背景、自我學習歷程、學習投入情形與學習成果產出。本研究探討學習表現低

落意指在課堂中的出席率相對於其他學生明顯較低者，以絕對出席率 75％以下
即視為出席率低落，則視為本研究所謂學習表現低落。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了解使用線上學習平臺進行遠距教學對大學生學習習慣影響之情形，本
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選擇本校在疫情期間使用線上學習平臺進行遠距教學的

系所—北部某師培大學教育學系，進行個案研究。使用「文件分析」、「觀察法」、
「訪談法」等質性方法來蒐集相關資料，且在遵守研究倫理的原則下進行。 
 
一、研究對象 
        在研究對象之選擇上，為符合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選擇臺北市立學教育
學習三年級甲班三位學習表現較差的學生作為個案研究對象，以期能透過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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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成式教學能改善學習表現，同時研究學習習慣的變化與對於線上學習平臺操

作的想法和回饋。臺灣北部某師培大學教育系位於博愛校區，由於鄰近疫情嚴

重的萬華區，因此在疫情期間採取了線上混成式的教學，透過使用 google 
meeting 同步教學和臺灣北部某師培大學專用線上課程系統 ee-class 的非同步作
業系統搭配學習，讓學生得以在疫情期間繼續進行學習，本研究的個案對象是

在疫情期間有參與線上混成式學習，且學習表現引此受到影響的三位學生，預

期透過三位學生在線上混成式教學的相關資料進醒整理分析，得出線上混成式

教學對於學生學習習慣之影響。 
 
二、研究工具 
校系相關文件 
        為了解北市大教育系在線上學習平臺的使用和混成式教學的推廣與採用情
況，本研究先蒐集該系在數位教育方面相關之文件，包括課程安排表、學生回

饋表與教學成果報告等資料，進行資料之整理與分析。 
 
訪談大綱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為進行線上學習的個案學生。主要採用半結構性訪談，
事先設計一系列的問題後，配合受訪者的回答再進行問題之調整。透過訪談，

除了從中知曉個案學生之線上學習平臺的使用和混成式教學的學習情況、面臨

的困境與解決方案，並實際了解個案學生的具體學習表現和學習習慣，並期望

在訪談過程中，分析個案學生在實施線上混成式學習後，其對學習的心得、對

於學習內容的認識程度與學習習慣的改變。 
 
訪談大綱內容 
        您好，我是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三年級的吳尚樺，首先要謝謝您願意成
為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為使用線上學習平臺進行教學的教育工作者們提供您

寶貴的時間與經驗。 
        本次訪談大約需要「20 分鐘」，想請您談談您在疫情期間使用線上學習平
臺進行混成式學習的狀況和所遇到的問題,以及您在進行線上課程時的學習表現
與學習習慣為何。 
        本研究探討學生在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實施全面線上授課時，使用線上
學習平臺進行混成式學習的學習表現。 
 
在訪談過程中所使用的專有名詞在此事先說明其所代表的意義 
一，本次訪談中所提到之線上學習平臺意指 Google Meet線上會議系統 
二，本次訪談中所提到之學習習慣意指學生在進行課程時所採用之學習方法 
三，本次訪談中所提到之學習表現意指在線上進行同步課程時的出席率。 
四，本次訪談中所提到之線上輔助學習系統意指 ee class學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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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訪談中所提到之混成式學習意指線上同步與非同步混成式學習 
        下面是這次的訪談大綱，我會依照訪談進行過程，請您回想這些問題，並
請您說明相關的經驗 
附註選擇有混程式的課 
 
1. 請您回想一下，在透過線上學習平臺進行同步學習時，以十堂課為例，您出
席的次數大概為其中幾堂呢？ 

2. 在透過線上學習平臺進行同步學習時，如果您有上線進行學習，您會上滿整
堂課的時間嗎？如果不會，那您多半是會在課堂中參與幾分鐘的學習呢？ 

3. 在透過線上學習平臺進行混成式學習時，如果您有上線進行學習並上滿整堂
課，在課程之後您平均會花多少時間進行非同步的課程部分呢？ 

4. 在透過線上學習平臺進行混成式學習時，如果您沒有全程(含未)參與同步課
程，您會如何去補全未參與學習到的部分？ 

5. 請您回想一下，在透過線上學習平臺進行混成式學習時，您會傾向於同步學
習的還是非同步學習的？為什麼？ 

6. 在透過線上學習平臺進行混成式學習後，您通常會花多少時間對學習到的部
分進行複習？您會如何進行複習呢？ 

7. 在透過線上學習平臺進行非同步學習時，您遇到了那些學習上的困難(包括
對上課內容無法理解)？您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 

8. 在透過線上學習平臺進行混成式學習時，假如您遇到學習上的困難，您會如
何運用您的學習習慣去解決這些問題？如果無法解決，您會如何改變您的學

習習慣？ 
9. 在透過線上學習平臺進行混成式學習後，您認為混成式學習的哪個部分最適
合您使用您的學習習慣進行學習？您覺得線上混成式學習有哪些地方需要改

進呢？ 
10. 在透過線上學習平臺進行混成式學習後，您認為針對學習表現較低落的學生，
可以採用甚麼樣的學習習慣以增加學習表現或是解決所面對的學習困難呢？ 

 
手機 
        為清楚記錄個案學生在課堂學習的學習習慣和接受訪談時的回答，在個案
學生與課堂師生皆同意的條件下，本研究會使用手機進行錄音、錄影。 
 
筆記本 
        為清楚記錄個案學生在課堂學習的學習習慣和接受訪談時的回答，在個案
學生與課堂師生皆同意的條件下，本研究會使用筆記本記錄。 
 
觀察紀錄表 
        研究者實地進入個案所在之線上課堂，觀察個案在線上進行同步與非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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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學習情形，並以客觀記錄方式來了解個案學習的過程。研究者根據個案

班級實際教學進度安排觀察課程，關注面向包含實際課程教學活動之內容、師

生互動、個案學生在線上課程中的學習方法、個案學生在線上課程中的表現、

個案學生在線上課程中的學習習慣等。研究者於觀察當下，隨時記錄觀察所得，

並且利用錄影、錄音與照相方式蒐集資料，以核對觀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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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加上學習的課程(定義 

 
 
四、研究倫理 
        在邀請訪談對象參與訪談前，將提供研究的同意函，使訪談對象能了解研
究目的及進行方式，並且清楚在研究過程中自己的相關權利之保障，確保訪談

對象的意願及 權利，並與其建立相互信任之合作關係。在後續處理及分析研究
資料時，將針對個案 學校、受訪者進行化名處理，而於研究過程中所蒐集之文
件、訪談、觀察紀錄等資料僅限於研究用途使用，遵守研究倫理原則。 
五、預期結果 
一、能了解臺灣北部某師培大學教育學系在全面線上授課時，個案學生使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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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習平臺學習的情形。 
二、能得知臺灣北部某師培大學教育學系在全面線上授課時，個案學生使用線

上學習平臺學習時學習習慣之改變。 
三、能得知臺灣北部某師培大學教育學系在全面線上授課時，個案學生使用線

上學習平臺學習所面對的問題與解決辦法。 
四、能提出符合學習表現低落之大學生使用線上學習平臺混成式教學的教學策

略或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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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非同質化代幣（NFT）對數位藝術市場的影響與發展，研

究目的為分析、了解 NFT 對數位藝術市場的影響與未來商業轉型趨勢發展及探

討元宇宙與 NFT 的崛起是否真的能幫助藝術家推動藝術發展與創作。採半結構

式深度訪談，以立意抽樣選擇符合效標之個案進行訪談。 

 

關鍵字:元宇宙、虛擬世界、非同質化代幣、數位藝術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and development of non-
homogeneous virtual currency （NFT） on the digital art market. The study aims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NFT on the digital art market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n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rise of metaverse and 
NFT can really help artists to promote artistic development and creation. Semi-
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to select cases that meet the validity 
criteria. 
 
Keywords: Metaverse, virtual world, Non-Fungible Token, digita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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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背景與動機 

現代科技不斷進步，衍生出了許多方便的通訊設備與裝置，近期像是虛

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與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都是近

幾年十分受歡迎，且融入於各行業領域中的科技技術。 

除了上述所說的 VR 與 AR 技術以外，另一個在 2021起被熱烈討論的話

題必定是「元宇宙」（Metaverse），元宇宙是使用者可以運用設備而進入的虛

擬世界，在其中，使用者將化身為虛擬替身，與他人互動、體驗、探索（陳君

毅，2022）。元宇宙我們可以想像成是一個虛擬的宇宙，抑或者是超脫現實宇

宙的概念，也就是會產生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兩個不同類別的平行世界 （林玠

均，2021） 。元宇宙也不單單只是一個對於未來遙不可及的美好幻想，也有著

巨大的商業利益，投資銀行高盛分析師曾在 Podcast 節目《Exchanges at 

Goldman Sachs》中預估，元宇宙的市場機會高達 8兆美元（約為新台幣 223兆

元）元宇宙經濟談的不光是數位商品、娛樂，還有隨之延伸開來的各種服務。 

紅遍全球的 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更是被視為元宇

宙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可從 NFT 在數位藝術市場連連競拍出天價的狂熱現況

等，也可看出其背後可能隱藏的龐大商機。 

本研究想透過分析、了解 NFT 對數位藝術市場的影響與未來可能的趨勢

發展，透過訪談法與懂經濟運作與 NFT原理、對區塊鏈技術、商業發展上有所

了解的對象及有在數位平台上架作品的藝術家對談，探討出元宇宙與 NFT 的崛

起 NFT 對商業轉型的趨勢為何及是否真的能幫助藝術家推動藝術發展等問題。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主要探討非同質化代幣（NFT）對數位藝

術市場的影響與發展，研究目的分述為以下兩點: 

（一）分析、了解 NFT 對數位藝術市場的影響與未來商業轉型趨勢發展。 

（二）探討元宇宙與 NFT 的崛起是否真的能幫助藝術家推動藝術發展與創作。 

三、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NFT 在經濟、藝術層面上如何影響數位藝術市場？帶來何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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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FT 未來可能的趨勢發展為何？ 

（三）元宇宙與 NFT 如何在經濟或藝術層面上幫助藝術家推動藝術創作與發

展？ 

貳、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元宇宙與 NFT 的崛起、數位藝術找尋相關文獻進行探討，以奠

定本研究概念與理論基礎。本章分為二節，第一節為「元宇宙概念」；第二節

為「NFT 與數位藝術平臺」。 

一、元宇宙概念 

       1992年， Neal Stephenson 在科幻小說《Snow Crash》中，創造了由 meta

（超越）和 universe（宇宙）組成的 metaverse 元宇宙一詞，描繪出一個像電玩

遊戲中的虛擬世界，人們居住其中，並在空間中控制移動自己的角色。 

       臉書（Facebook﹐FB）於 2021/10/28正式更名為「Meta」，馬克祖克柏表

示將全力投資於 Metaverse（元宇宙）的科技發展上。元宇宙的概念能讓人類在

虛擬世界中有近似現實世界的體驗,可以在虛擬世界中從事經濟行為以及自身不

同身分間轉換,這也是元宇宙與過往遊戲最大的差異（夏存孝，2022）。 

       「元宇宙」被理解為互聯網的接班人，在元宇宙的世界裡，希望為人們打

造沉浸式的互聯網使用體驗，由無數彼此操作的持久虛擬世界以及物理世界組

成，產生跨越勞動和休閒的強大經濟，同時改變金融和銀行、零售等長期存在

的行業和市場、教育和健身等等（夏存孝，2022）。 

       要實現元宇宙，根據 ROUNDHILL（2021）主要由七個關鍵領域來實現: 

1.計算能力:啟用和提供計算能力以支持元宇宙。 

2.網際網路:為消費者提供與現實時間一致連接、高寬頻和數據服務。 

3.虛擬平台:開發和運營沉浸數位和 3D 模擬環境和世界,用戶和企業可以在其

中探索、創建、社交和參與各種體驗。 

4.操作互動標準:構建工具、協議、格式服務和引擎,作為互操作性的實際或事

實上的標準並支持對元宇宙的創建操作和持續改進。 

5.支付系統:支持數位支付流程和運營,包括純數位貨幣和金融服務的法入口。 

6.內容、資產和身份服務:與用戶數據和身份相關的數位資產（例如虛擬商品和 

（貨幣）的設計與創建、銷售、轉售、存储、安全保護和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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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硬體設備:用於訪問,交互或開發元宇宙的物理技術和設備的銷售和支持。 

       Palandrami （2021）指出預計元宇宙概念將在多個垂直領域創造廣泛的收

入機會,特別是對於那些開發虛擬平台及其組件、呈現超逼真圖形的半導體和芯

片以及相關軟件的公司。如圖 1所示,Palandrani （2021）將受益於元宇宙發展

之相關商業活動,將推其該領域之收益,其中以廣告投放佔最大宗。 

 

圖 1 元宇宙未來潛在市場收益 

元宇宙的概念從基於文字的多用戶虛擬環境到僅存在於文學想像中的進階虛擬

世界的技術實現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這些漸進的能力使它們能夠作為工

作、社交、創造力和娛樂的複雜環境,並且越來越像數位文化。（夏存孝，

2022）。 

二、NFT 與數位藝術平臺 

NFT（Non-Fungible Token）指的是「非同質化代幣」，是建立在現有區

塊鏈上的一串識別代碼，屬於數位加密貨幣的一種，能用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自動執行協議，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拆分及獨一無二的特性。 

因區塊鏈技術而興起，並因獨特和不可拆分特性，在藝術品、音樂、遊

戲、電子存證、身分認證等領域掀起浪潮。任何能以數位形式儲存在區塊鏈的

非同質物品，都可作為 NFT，常見包含圖像、畫作、GIF、影片、球員卡、虛擬

角色等，甚至社群媒體上的一則貼文，也可能成為 NFT。儘管從本質上講,NFT 

僅代表代碼,但在考慮到其作 為數位物件的相對稀缺性時,對於買家的代碼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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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它很好地確保這些 IP 相關產品的銷售價格,這對於非同質化代幣虛擬資

產來說似乎是不可想像的。 

早期投資者通過出售獨特的數位收藏品獲得千倍回報。與 2020 年 1 月

相比,與 NFT 相關的市場已顯著增加(Wang. Li, Wang. & Chen, 2021)。此外,活

躍市場錢包達到 12,836個,並且還在高速增長,令人驚訝的是,NFT 的銷量估計

為 1200 萬,但從 2020年 12月到 2021年 2月,短短兩個月內激增至 3.4億。如

此飛速的發展,讓 NFT 成為一股熱潮,甚至被一些人形容為數位資產的未來

(Wang et al., 2021)。 

NFT 是確保該數位藝術作品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認證機制，可在數位藝

術平台上交易其「數位的所有權」，解決了過往數位創作太容易被擷錄複製的

問題，開始讓「數位藝術」可以被收藏家賦予價值，創作者被投資的機會，也

期許能成為保護創作者權力的一種方式（林廷勳，2021）。不過 NFT確實存在

一個炒作週期,大多數產品都可以高價出售,有的甚至達到數百甚至數千個 ETH,

除了遊戲和收藏品,NFT退促進了藝術、票務活動、價值、物聯網和金融的發

展。其他類型的周邊市場在提供即時信息和安全環境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夏存孝，2022）。 

加密藝術的買賣是透過 NFT 數位藝術平台上進行競拍，以太幣(ETH)虛

擬貨幣進行交易。以太幣是以太坊(Ethereum blockchain)的貨幣。數位藝術平台

不是單一的，目前有多種不同的拍賣平台，也會有其相對應的特色。而每個平

台也都有對應的分潤機制，提供創作者們可以獲得分潤，如: OpenSea、

Rarible、Async Art 和 Foundation.app 等等，可供藝術家選擇。 

參、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又稱「質化訪談法」，是質化

研究中經常採行的資料蒐集方法之一，用於數量較少，但具研究者需求的明顯

特徵的分析樣本，本質上由採訪者建立對話方向，再針對受訪者提出的若干特

殊主題加以追問（轉自羅椉元，2005）。主要是利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口

語交談，達到意見交換與建構，是一種單獨的、個人的互動方式，受訪者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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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的過程與內容，發覺、分析出受訪者的動機、信念、態度、作法與看法

等。 

二、訪談對象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將會分成兩種不同問題面向訪問各兩名受訪者，分別是

懂經濟運作與 NFT 原理、對區塊鏈技術、商業發展上有所了解的對象以及有自

行上架販售過 NFT 或購買過 NFT 的藝術家。 

三、訪談過程 

（一）訪談流程 

1.向訪談者說明「為何需要這場訪談」： 

內容簡介（說明提案標題、預計什麼時候進行訪談） 

2.說明訪談過程與記錄的原則： 

（1）訪談過程會記錄，書面紀錄為主，若與會者同意再加上錄音。 

（2）訪談紀錄僅供學術研究參考用途，並會撰寫在論文上 

（3）論文發表前，會再給受訪者確認內容正確性。 

3.依循但不限於訪綱內容進行訪談。 

4.詢問是否有其他想補充的項目。 

（二）訪談大綱 

    根據研究目的一及研究目的二，設計出兩種針對不同方向的訪談大綱，分

別為針對商業轉型趨勢進行訪問（表 1），及針對藝術發展創作分析（表 2），

在受訪者提供的資訊之上，逐步深入詢問。 

目的 1.分析、了解 NFT對數位藝術市場的影響與未來商業轉型趨勢發展。 

根據前述之訪問對象背景而擬定三個主題、預計取得資料、訪談問題如下： 

表 1 訪談大綱（商業） 

 主題大綱 預計取得資料 訪談問題 

 基本資料

蒐集 

希望取得基本資料及

自由闡述對於本次主

題的了解。 

1. 請您稍微簡單地自我介紹一下。 

2. 請略述您對於 NFT 及元宇宙的了

解及接觸經驗。 

主

題

NFT 如何

影響數位

希望受訪者能分享他

認為 NFT目前是如何

3. 請問您認為 NFT是以什麼方式去

影響數位藝術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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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藝術市

場？ 

影響數位藝術市場，

以及帶來了何種影

響。 

4. 請問您認為 NFT給數位藝術市場

帶來了哪些層面的影響？ 

主

題

二 

NFT未來

可能的未

來商業轉

型趨勢發

展為何？ 

希望受訪者能夠就實

際經驗去推估，著重

於 NFT目前在商業上

的優勢與劣勢，以及

說明未來可能的商業

轉型趨勢。 

5. 請問您對於 NFT的看法是？NFT在

商業投資上的優勢為何？劣勢為

何？ 

6. 請問您認為 NFT今後可能的商業

趨勢發展為何？ 

7. 請問您認為 NFT在未來是否有促

成商業轉型的可能性？ 

主

題

三 

元宇宙與

NFT的崛

起是否真

的能幫助

藝術家推

動藝術發

展與創

作？ 

希望能從受訪者的訪

談中，聽到受訪者對

NFT及元宇宙的給自

己生活上帶來何種實

質上的影響或改變，

並詢問是否認為這種

影響或改變能作為藝

術家帶來推動藝術及

創作的動力。 

8. 請問您認為 NFT與元宇宙的崛

起，會給藝術家的生活帶來了什

麼實際的影響或改變？ 

9. 請問這種影響或改變能否作為藝

術家帶來推動藝術及創作的動

力？ 

10.請問您有什麼話想對打算投資 NFT

市場的人說嗎？ 

 

目的 2.探討元宇宙與 NFT的崛起是否真的能幫助藝術家推動藝術發展與創作。 

根據前述之訪問對象背景而擬定三個主題、預計取得資料、訪談問題如下： 

表 2 訪談大綱（藝術） 

 主題大綱 預計取得資料 訪談問題 

 基本資料

蒐集 

希望取得基本資料及

自由闡述對於本次主

題的了解。 

1. 請您稍微簡單地自我介紹一下。 

2. 請略述您對於 NFT 及元宇宙的了

解及接觸經驗。 

主

題

一 

NFT 如何

影響數位

藝術市

場？ 

希望受訪者能分享他

認為 NFT目前是如何

影響數位藝術市場，

以及帶來了何種影

響。 

3. 請問您認為 NFT是以什麼方式去

影響數位藝術市場的？ 

4. 請問您認為 NFT給數位藝術市場

帶來了哪些層面的影響? 

主 NFT藝術 希望受訪者能分享他 5. 請問您對於 NFT藝術的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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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二 

將會成為

未來的藝

術發展趨

勢嗎? 

對 NFT藝術的看法及

分析其優勢及劣勢。 

6. NFT藝術與傳統藝術有何不同？

NFT藝術的優勢為何？劣勢為何？ 

7. 請問您認為 NFT藝術今後可能的

趨勢發展為何？ 

主

題

三 

元宇宙與

NFT的崛

起是否真

的能幫助

藝術家推

動藝術發

展與創

作？ 

希望能聽到受訪者分

享 NFT及元宇宙給自

己生活上帶來何種實

質上的影響或改變，

並詢問受訪者這種影

響或改變能否作為藝

術家帶來推動藝術及

創作的動力。 

8. 請問 NFT與元宇宙給您的生活帶

來了什麼實際的影響或改變？ 

9. 請問這種影響或改變能否作為藝

術家帶來推動藝術及創作的動

力？ 

10.請問有甚麼話想對打算往 NFT藝

術發展創作的藝術家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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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四年級情緒數位教材之建置與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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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法發現情緒議題為重要教育內容，但是目前課程綱要將

此融入領域中，授課節數受到限制，因此能夠讓學生自主學習之互動式教材有開

發的必要性，故依循人機介面開發流程，建置國小四年級情緒數位教材。教材以

滿意度調查法調查 30 位學生使用教材後之滿意度，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整體正

向反應為 4.66、訊息傳達性 4.61、易學性和系統功能性 4.49、畫面設計的美觀性

4.53，總滿意度為 4.57，四個向度皆高於 4，且總滿意度高於 4.5，由此可知，使

用者對於國小四年級情緒數位教材具有高滿意度。 

關鍵字：人機介面設計、數位教材、情緒教育 
 

Abstract 
    This study found that emotional issues are important educational content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However, the current curriculum syllabus integrates this into the 
field, and the number of lectures is limit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interactive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enable students to learn independently. Interface 
development process to build an interactive teaching material for fourth grade 
emotional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surveyed on 
the satisfaction of 30 students after us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positive response of users was 4.66, the message conveyance 
was 4.61, the ease of learning and system functionality was 4.49,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screen design was 4.53. The total satisfaction is 4.57, the four dimensions are all 
higher than 4, and the total satisfaction is higher than 4.5. It can be seen that users have 
high satisfaction with the interactiv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emotional education in the 
fourth grade of elementary school. 
Keywords： User Interface System、 E-Learning Teaching Materials、 Emotiona 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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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親子天下》雜誌指出教育部對國中小學生向輔導室求助的問題進行統計，

「情緒困擾」為學生首要的問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將情緒的察

覺、辨識以及調適作為綜合活動領域的學習重點（謝宜華、黃鳳英，2020），可

見政府部門開始重視並推廣情緒教育。 
    然而國小階段實施情緒教育的節數不多，目前能讓學生自主學習的方式多為

繪本或影音等，互動式教材較少，陳志中（1990）提出與電腦互動，學生可以獲

得類似真實情況的學習經驗。故本研究依照 Newman 和 Lamming (1995) 提出人

機介面開發流程，建置符合使用者整體正向反應、訊息傳達性、易學性和系統功

能性以及畫面設計的美觀性之互動式教材。 
    本研究目的：1.建置國小四年級情緒數位教材 2.以滿意度問卷瞭解國小四年

級情緒數位教材整體正向反應、訊息傳達性、易學性和系統功能性以及畫面設計

的美觀性。 
    探討的問題：1.如何建置國小四年級情緒數位教材？2.瞭解國小四年級情緒

數位教材整體正向反應、訊息傳達性、易學性和系統功能性以及畫面設計的美觀

性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情緒教育現況與教學策略 

本研究教材的使用者為四年級學生，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情緒教育融入在「綜

合活動領域」以及「健康與體育領域」，兩領域的學習內容為自我探索想法與感

受、情緒的辨識與調適、正向思考等，單週的節次為兩節及一節（健康課程），實

施的節次不多，相關內容容易被稀釋（饒見維，2021）。本研究建置情緒教育互動

式教材為輔助教材，學生可以自主學習，不受限於時間以及地點。 
    研究者依照課程綱要以及 Salovey 和 Mayer（1990, 1997）的情緒智力，選擇

適合使用者的知識內容，訂定教學目標：認識與增加情緒詞彙、提升覺察及表達

自身情緒的能力、瞭解調節情緒的方法，故教學策略著重於：情緒察覺、情緒表

達、情緒調節。情緒察覺以「觀呼吸」、「辨識情緒的種類和詞彙」作為教學重點，

練習深呼吸並透過表情辨認情緒狀態，應用精確的詞彙（饒見維，2021）；情緒表

達介紹「我訊息」，分享自身的情緒，亦尊重對方的情緒感受；情緒調節介紹饒見

維（2021）提出的「辨識轉移法」和認知層面的「理性思考法」。 

二、人機介面設計 

Newman 和 Lamming（1995）提出以使用者為中心的介面設計開發流程，與

本研究之情緒教育互動式教材強調的學習者使用經驗相同，故研究採用兩學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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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介面設計開發流程，流程如圖 1： 
 
 
 
 
 
定義問題   分析使用者   設計介面的          建置系統     依照測驗結果 
          對系統的需求  規格和風格      滿意度問卷測試   列出修正建議 

圖 1 介面設計開發流程 

一、 問卷調查法 

人機介面設計評估的方式通常是透過使用者進行操作特定工作任務或是模

擬的情境所得到的相關資料進行分析，以瞭解介面使用性的問題。Nielson（1993）
針對使用性提出了九種使用性評估的方法，分別為：啟發式評估法（heuristic 
evaluation）、績效量測法（performance measures）、觀察法（observation）、放聲思

考法（thinking aloud）、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s）、訪談法（interviews）、焦點

團體法（focus groups）、紀錄實際使用法（logging actual use）、使用者回饋法（user 
feedback）。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適用於任務工作及系統完成後進行研究，受試人數

需為 30 人以上，此研究方法能夠瞭解使用者喜愛之主題，也易於重複調查，但

在問題的呈現上需保持中立，適度引導，避免題意誤解之情形發生，影響使用者

的回饋。 

參、 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分成三部分：研究準備階段、實驗階段、資料分析階段。以下條

列說明之： 
（一）研究準備階段：包含訂定研究方向、文獻整理與分析、擬定研究方法、檢

核滿意度問卷之信效度，以及採用人機介面設計六步驟建置數位教材。 
（二）實驗階段：30 位四年級學生填寫滿意度問卷調查。 
（三）資料分析階段：分析問卷數據資料，撰寫研究結果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在研究準備階段，教材介面開發流程分為六步驟，步驟一問題陳述：以易學

性、效率、可記憶性、錯誤率、滿意度（支援的程度）設計適用於國小四年級學

生（使用對象）的互動式教材，以作為課堂的補充教材（解決的形式）；步驟二

需求分析：教材內容需包含情緒詞彙、情緒覺察及表達、調節情緒的方法以及需

有影片、語音旁白、文字引導與及圖片等互動式設計；步驟三設計規格：使用

Articulate Storyline 3 製作互動式教材，頁面包含首頁、使用教學、三個教學單元、

繪製設

計初稿 

建置系

統雛型 

 

完成 

規格書 

 

設計 

規格 

需求 

分析 

問題 

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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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測驗等；步驟四繪製初稿：繪製整體的風格偏向可愛、有趣，重視介面系統一

致性、直觀操作、互動與回饋與使用者控制權的教材初稿；步驟五建置與測試系

統雛形：以李克特五點量表滿意度問卷進行介面系統滿意度調查；步驟六完成規

格書：依照滿意度施測結果，列出教材修正建議。 

二、 研究方法與工具 

（一）研究方法 
1.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將蒐集的資訊經過歸納、統整後，從事情

的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意義等層面加以分析，建立研究主題之架構，系統

性歸納與探究。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從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情緒教學現況

與策略、人機介面設計等方向進行資料的蒐集與統整，透過此研究方法發現情緒

教育的重要性，但受限於授課節數不足，有建置自主學習之數位教材的需求，而

教材可以透過人機介面設計流程進行設計，將情緒學習之策略轉化成教材主要教

學內容。 
2. 問卷調查法 
    使用者滿意度問卷（Questionnaire for User Interaction Satisfacton, QUIS）常

用來評估介面，具備人機介面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參考陳宜均（2012）根據 QUIS
以及使用性原則所編製的使用者介面滿意度問卷，具有 0.9以上的信度。本研究

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滿意度問卷進行評估，題目依照類別可以分為使用者整體反

應、訊息傳達性、易學性和系統功能、畫面設計美觀性，此問卷共有 30 位使用

者於操作教材後填答。 
（二）研究工具 

使用 Adobe Illustrator、PowerPoint、Articulate Storyline3 軟體、創用 CC 圖

片建置教材。 

肆、 結果與建議 

一、數位教材之建置 

  教材使用者為四年級學生，共有 5個單元，主單元為：探索情緒、調整情緒、

表達情緒，每個單元皆有互動式設計，而在單元結束後有總測驗，學生能夠進行

總結性評量。下圖為教材之畫面： 
 
 
 
 
 
  圖 2 教材封面            圖 3 教材說明             圖 4 單元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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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非理性想法          圖 6 嫉妒語詞影片            圖 7 我訊息 
 
 
                  
 
 
圖 8 調整情緒方法         圖 9 小測驗題目           圖 10 總測驗題目 

二、問卷調查結果 

    根據滿意度問卷結果，使用者整體正向反應為 4.66，為分項中最高分，訊息

傳達性為 4.61、畫面設計的美觀性為 4.53，皆高於 4.5，而易學性和系統功能為

4.49，屬於類別中最低分，其中第 12題，滿意度為 4.10。教材整體滿意度高，但

在選單畫面可再加指示圖或引導語。問卷結果如表 1： 

表 1 滿意度問卷結果 
類別  題目  題目滿意度 整體滿意度     

使用者整

體反應 

1.我覺得操作的過程讓我感到愉快   4.70 

4.66 

2.我很容易理解此互動式教材的操作

方式 
  4.57 

3.我覺得這種操作類的互動式教材很

有趣 
  4.67 

4.我覺得這個互動式教材的操作很簡

單 
  4.70 

訊息 

傳達性 

5.我可以從螢幕顯示的畫面知道教材

的操作方式 

  4.57 

4.61 

6.操作結果會顯示在螢幕上    4.60 
7.螢幕的提示能幫助我順利操作     4.53 
8.螢幕上出現的互動反應讓我感到有

趣 

  4.67 

9.我覺得畫面中的圖片或影像很容易

閱讀 

  4.60 

10.當在操作時，畫面會產生正確的

回應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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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學性和 

系統功能 

11.我可以很快知道如何操作 
                 
4.60 

4.49 

12.一看到選單畫面，我就知道如

何使用 

          
4.10 

13.我覺得互動式教材操作上很流暢  4.43 
14.操作的過程中不會當機      4.73 
15.操作互動式教材時，畫面會很快

的產生反應 

 4.63 

16.我覺得互動式教材的操作方式很

方便 

 4.43 

畫面設計

的 

美觀性 

17.呈現出的圖像很清晰      4.50 

4.53 
18.呈現出的圖像大小適中      4.50 
19.圖像擺放的位置適當      4.57 
20.呈現出的文字位置適當         4.53 

  研究結果顯示，採用 Newman 和 Lamming（1995）的人機介面設計開發

流程能有效率、系統性的完成教材設計，並經過問卷調查，瞭解教材對使用者

的滿意度。因此建議研究者使用人機介面設計開發流程設計教材，輔以問卷調

查檢核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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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雲端數學寫作讓每一位學生的想法都受到重視，老師和學生可以給

予回饋，並共同省思其想法與自己的異同，並活用虛擬教具的輔助，幫助學生建

構數學概念。因此，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實驗組使用「雲端虛擬教具於合

作數學寫作」，控制組使用「雲端虛擬教具於一般數學寫作」。實驗結果為學習成

就、學習動機與數學解題策略並無顯著差異。訪談中學生認為此教學能幫助他更

加瞭解數學概念，且教具的製作具有高度自由性，可考慮拉長研究時間再進行研

究。 

關鍵字：雲端、虛擬教具、合作學習、數學寫作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s cloud-based math writing to make every student's ideas 
valu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give feedback and reflect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ideas and their own, and use manipulatives aids to help 
students construct mathematical concepts.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cloud virtual 
teaching aids in collaborative mathematics writ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loud virtual teaching aids in general mathematics writin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earning achievement,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mathematics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The interviewe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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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ed that this teaching could help him better understand mathematical concepts, 

and the production of teaching aids had a high degree of freedom, so he could 

consider extending the research time before conducting research. 
Keywords：cloud-based、manipulatives、cooperative learning、mathematics writing 

壹、 前言 

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CTM）強調交流是數學教學的基本要素，參與數學交

流的學生，有通過交流中學習數學以及學習數學交流的雙重好處。並提出數學寫

作促使學習者解釋、反思、組織和連結數學的內容與想法，也有助於學生活用不

同表徵與釐清自我的數學概念（NCTM, 1989；NCTM, 2000）。Burns（2004）發

現讓學生嘗試將數學的想法寫下或將內容做整合，且以自己的話解釋給同儕，這

個過程可以幫助學生思考。但曾玉庭、袁媛（2019）提出，學生初步接觸數學寫

作時不知道該如何進行，直到引導學生嘗試使用不同表徵的連結，並進行小組討

論才有所改善。所以雖然數學寫作有諸多優點，但仍需輔以表徵與合作學習，才

能讓學習成效更佳。 

貳、 文獻探討 

一、 數學寫作與雲端社群之探討 

教育部（2018）提出數學的教學應提供每位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學生的認

知與學習皆有所不同，要如何適時進行差異化教學與活動規劃是現今重要的課題。

Cooper（2012）提到傳統的課室不容易難讓每個人都參與到討論，但使用網際網

路的協助正適合解決此困境，讓每一位學生都有發表的機會。Cuhadar 與 Kuzu
（2010）的研究中也發現，學生在網站上的想法與討論可以更快速的得到回應，

使整體的參與度提升。以及學生在線上討論的過程中，班級凝聚力較以往來的高

（MacBride & Luehmann, 2008）。 
黃啟晉（2017）則使用了雲端分享的技術，加速了數學寫作的溝通分享。老

師不僅得知更多學生學習數學的完整訊息，能夠作為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與精進教

學的依據。 

二、 數學寫作與虛擬教具 

雖然雲端社群讓數學寫作更具有便利性，但黃啟晉（2017）發現科技操作門

檻會影響學生表達方式，降低數學寫作的成效，尤其對於低成就的學習者更需要

表徵協助其概念理解，建議開發其他更加適合的數學寫作環境。 
林保平（2008）認為國小學童還處於具體運思期階段，若要學習抽象的數學

概念，必須有具體操作物或視覺圖像輔以學習。陳嘉皇（2008）在面積教學的研

究中發現，使用圖形的動態變化，能夠幫助學生更加了解面積計算的過程，增進

公式與概念的理解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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Şandır 與 Aztekin（2016）研究中比對了三項知名的動態虛擬教具軟體，分

別為 Cabri、Geogebra 以及 Sketchpad。研究發現使用 Geogebra 的學生學習的態

度較為積極，教學者也肯定此軟體的易用性。而且活用物件動態的特性，也被認

為能夠有效強化教學內容。 
綜上所述，Geogebra 擁著易用性、動態虛擬教具能夠彌補雲端數學寫作的

缺失，所以本研究以此工具輔助實驗課程。 

三、 數學寫作與合作學習之探討 

美國數學教師協會提倡課堂中宜帶入合作學習策略，因為小組中學生能夠提

出與討論想法，互相提出建設性意見與批判思考（NCTM, 1989）。現今所需的數

學技能和以往強調計算與解題不同，更加重視的是策略的使用和學生的參與（Lau 
et al., 2009）。教學並非讓學生執行一定的數學程序，而是討論與合作的過程中主

動參與與思考（Posamentier et al., 2006）。 
Martin 與 Polly（2016）的研究中有發現學生執行數學寫作時，學生因為不

熟悉數學寫作的策略，會有無從下筆的困擾。實驗中發現可以嘗試使用合作學習

的輔助，參考同學的作法，讓其他學生較容易掌握。曾玉庭、袁媛（2019）的行

動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發現，教師可以先提出範例讓學生討論，之後進行同儕觀摩，

在不斷討論和共學的過程中，學生能更加有效掌握數學寫作策略。 

參、 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包括三類研究變項，分別為自變項、依變項和控制變項，如圖。 

1. 自變項 

本研究自變項為合作學習，將學生分為兩組，分別為「雲端虛擬教具於合作

數學寫作」與「雲端虛擬教具於一般數學寫作」。 

2. 依變項 

本研究涉及之依變項為學習成就、數學解題能力以及學習動機。 

3. 控制變項 

本研究為求實驗準確度，所以教學者皆為同一位數學科教師所擔任，以減少

因為專業背景和教學風格所造成的影響。前測之成就測驗皆為正方形和長方形面

積計算與面積單位之換算，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數學領域與學習者

所使用之教材。所以學習者皆具有相同的先備知識，排除不同教材所帶來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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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選取國小四年級兩組學生，共 39 人。分別為實驗組學生

17 人，對照組學生 22 人。本實驗採用的單元為四下康軒版第六單元－周長與面

積進行實驗。實驗組學生採取雲端虛擬教具於合作數學寫作之學習策略，對照組

學生使用雲端虛擬教具於一般數學寫作的學習策略。 
（三） 實驗流程 

實驗開始時，兩組學生皆須填寫前測問卷 40 分鐘。然後實驗組進行應用雲

端虛擬教具於合作數學寫作之教學，則控制組進行應用雲端虛擬教具於一般數學

寫作之教學。兩組學生學習內容與使用之教材與虛擬教具皆相同，教學時間為

80 分鐘。教學結束後進行後測問卷 40 分鐘。 

 
圖 2. 實驗流程圖 

二、 研究工具 

本實驗採用準實驗研究法，所使用研究工具為前後測問卷（學習動機）和成

就測驗與解題策略測驗。 
本研究之動機量表，參考 Pintrich,、Smith、Garcia 和 McKeachie（1991）之

動機量表並改編之，總共有 6 題測驗學生之學習動機，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各三

題。採用李克特（Likert）5 點量表，其中 1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5 分則為非常同

意。 

成就測驗由數學教育背景的教師命題，並與有數學教學經驗的教師共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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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為康軒版四年級下學期數學課本之第六單元做為參考，主要概念為長方形與

正方形的邊長與面積之關係並理解其公式之應用，以及面積單位換算。後測為長

方形與正方形複合圖形之面積計算，是以面積公式的理解來進行解題，而非測量

所得知結果。 
解題策略測驗由數學教育背景的教師命題，並與有數學教學經驗的教師共同

編製數學寫作之題目，除了計算出正確答案和寫出過程外，還要記錄想法與歷程。

參考康軒版四年級下學期數學課本之第六單元之複合圖形的面積並使用黃麗紅、

溫媺純與施皓耀（2008）五點計分法，依據學生的解題特徵予以不同的分數。此

測驗於實驗結束後進行測驗，主要是了解學生的解題特徵。各得分對應的解題特

徵。（如圖 3.） 

 

圖 3. 解題特徵表 

三、 教學系統 

本研究使用 Geogebra 作為教學工具，Geogebra 是一款開源的圖像化數學計

算機，教師或學生可藉由函數、幾何繪圖、統計圖表以及程式語言進行動態虛擬

教具之開發，以下由動態虛擬教具與雲端社群功能進行介紹。 
(一)  動態虛擬教具 

本課程先分析各大教材在四下複合圖形之概念與題型，整理出切割型、填補

型、移補型與數量型四種典型題目，並且依據各題目不同的解法製作相對應之動

態虛擬教具。學生可以藉由此系統輔助其概念建立，或是課堂中與小組溝通與討

論之媒材。 

 
圖 4. 動態虛擬教具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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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雲端社群 
Geogebra 網頁版內建社群系統供教師上課使用，教師能夠管理教具與題目並

發派作業，學生作答完也能予以回饋。學生則是可以從社群進行任務，以及活用

數學寫作之技巧記錄其想法，然後教師整理優良範例供學生參考與討論。 

 
圖 5. 學生寫作與教師回饋範例 

肆、 結果與討論 

(一) 數學學習成就 

為符合共變數分析的基本假設，本研究先進行組內迴歸同質性檢驗，其統計

結果為（F=0.527，p=.472，p>.05），可進行共變數分析，統計結果如下表。 
表 1 數學學習成就敘述統計與 ANCOVA 分析摘要表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誤 F 𝜂2 

實驗組 17 77.06 23.52 77.66 4.54 1.01 0.027 
對照組 22 72.05 25.57 71.58 3.99   
＊p<.05 

學習成就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雖然實驗組平均高於控制組，但並沒

有達到顯著差異。 
(二) 外在動機 

為符合共變數分析的基本假設，本研究先進行組內同質性檢驗，其統計結果

為（F=0.304，p=.585，p>.05），可進行共變數分析，統計結果如下表。 
表 2 外在動機敘述統計與 ANCOVA 分析摘要表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誤 F 𝜂2 

實驗組 17 4.24 0.79 4.08 0.14 2.762 0.071 
對照組 22 4.29 0.87 4.4 0.13   
＊p<.05 

外在動機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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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在動機 

為符合共變數分析的基本假設，本研究先進行組內同質性檢驗，其統計結果

為（F=3.122，p=.086，p>.05），可進行共變數分析，統計結果如下表。 

表 3 內在動機敘述統計與 ANCOVA 分析摘要表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誤 F 𝜂2 

實驗組 17 3.55 0.91 3.46 0.20 0.10 0.003 
對照組 22 3.32 0.96 3.38 0.17   
＊p<.05 

內在動機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並無顯著差異。 

(四) 數學解題策略 

數學解題策略探討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實驗組「應用雲端虛擬教具於

合作數學寫作」與控制組「應用雲端虛擬教具於一般數學寫作」，對於兩組學生

數學解題能力之影響。 

表 4實驗組與控制組之數學解題策略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實驗組 17 15.41 1.14 0.534 
控制組 22 14.41 1.09 

＊p<.05 
數學解題獨立樣本檢定分析結果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並無顯著差異。 

伍、 未來展望 

由此實驗可知，有無合作學習對於雲端虛擬教具融入數學寫作的策略並無顯

著差異，但由於疫情影響導致樣本的丟失，樣本數不足的情況較難有顯著差異。

不過從成就測驗平均數中能推測合作學習應能有效提升雲端虛擬教具結合數學

寫作之學習策略，可作為未來研究方向之依據。 

另一方面，數學寫作從生手到熟手需要相當多的時間，要讓發表願意較低的

學生嘗試寫下想法並闡述非一日可成（Baxter et al., 2005）。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學

生大多是不熟悉數學寫作的概念和系統軟體的操作，但他們認為數學概念上更為

清楚。筆者認為若能拉長研究時間或進行行動研究，讓學生有足夠的練習機會，

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應該會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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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在面對超高齡化社會，如何應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活動創新，將科

技化學習融入長者生活化學習活動，進而促進其身心靈健康，是本研究關心的

重點。 

近年的研究指出，書法表現形式能在心靈方面產生啟迪與淨化的功能。書

寫的行為包含了書寫者其身體機能與認知活動的過程，在動態書寫的過程中，

形成一個由心、身和字交織的完整過程，因此從書法治療的角度來看，書寫者

不論年齡、職業，均可以享受心靈治療的效能。 

本研究考量長者身體功能與心理需求有其特殊性，以資訊科技融入學習方

式透過 ADDIE教學設計模式的五個階段發展，設計長者熟悉且喜愛的「書法」

學習活動。教學者為已有 20多年教學經驗的書法教師，搭配資訊科技課程助

教，疫情期間以線上即時互動課程，透過 ICT將教材多視角呈現給學習者。 

研究顯示，參與學習的長者對於課前教材可事先下載準備，上課中老師示

範筆法時可以從多視角重覆觀看數位教材以掌握運筆的方式，對字體結構有更

好的掌握。以 ICT 融入後，長者可以重覆觀看示範影片，疫情期間雖然無法在

現場，仍可以透過地建置教學環境，教學雙方可以即時互動，進行教學指導，

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換言之，本教學模式獲得長者高度接受與肯定。 

關鍵字：聰明老化、ADDIE教學設計模式、終身學習、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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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an aging society in Taiwan,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how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nnovate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integrate technology-based learning into life-
oriented learning activities of the elderly to boost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Recent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expressive form of calligraphy has the ability to 
bring enlightenment and purification to the mind. The act of writing involves both the writer’s 
physical and cognitive skills. A whole process of the mind, body, and character 
intertwinement is formed during the dynamic writing proces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lligraphy therapy, writers can enjoy 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therapy regardless of age 
and occup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lderly’s particular physical functioning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this study designed a “calligraphy” learning activity that the elderly would enjoy, using the 
five-stage evolution of the ADDIE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 and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learning. The instructor is a calligraphy teacher with ov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is accompanied by teaching assistants of IT courses. Besides, teaching 
materials are presented to learners from a variety of angles using ICT in the form of real-time 
interactive online courses during the pandemic outbreak.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elders who participate in online learning tend to have a better 
grasp of font structure, since they can download and prepare the materials in advance before 
class, and also watch the video of the teacher demonstrating the brushwork in class repeatedl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master the way of brushwork. It is because of ICT integration 
that the elderly can see the demonstration video multiple times. Even though during the 
pandemic outbreak,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t meet in person,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can still be established via real-time interactive online classes. Both sides of the classroom can 
communicate in real time, and the teacher is able to provide educational guidance and satisfy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In other words, this teaching model was highly accepted and 
appreciated by the elders. 

 
Keywords: smart ageing,ADDIE model, lifelong learning, call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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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聰明老化（Smart Ageing）的概念，最早由日本神經科學家川島隆太(かわ

しま りゅうた)在 2014年提出，在他的研究發現高齡者會有認知能力下降的情

形，包括記憶、注意力、執行功能和訊息處理速度。高齡者可能經歷的幾種認

知功能下降，聰明老化（Smart Ageing）是老化態度革命性的正面改變，積極

看待生命後期且視高齡化為一系列“發展階段”趨向智力成熟。從不願接受老

化的消極概念，轉為發展健康的認知功能。聰明老化（Smart Ageing）介入方

案，對健康兒童、青少年和老年人等不同年齡層者的各方面認知功能（執行功

能、工作記憶、情景記憶、處理速度和一般認知能力）都有效。 

川島隆太（2022）認為面對高齡化的時代，在超高齡化的社會中保持活力

的關鍵在於實現聰明老化（スマート・エイジング），他建議可以把醫學的知

識納入健康促進的活動方案，聰明老化有四項基本原則，（1）動動腦，（2）

動動身體，（3）均衡營養，（4）社會互動等四個原則，積極與人交往（溝

通）被認為是必不可或缺的。 

臺北市立大學聰明老化跨域創新中心以聰明老化的四個基本原則，衍伸詮

釋為動腦、動身體、均衡飲食及良師益友。因為有動腦，能做更寬廣的認知訓

練；因為動身體，便能促進身體健康；因為均衡飲食，身體得到很好營養的補

充；因為有良師益友，不但拓展人際生活圈，也因為與人有互動，有了行動

力，便能獨立生活，並透過學習參與，成為更好的自己。 

本研究在臺北市立大學聰明老化跨域創新中心所執行的 USR 計畫開設樂齡

書法課程，因 Covid-19 的影響，導入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遠端學習。 

簡言之，本研究主要目的在運用 ICT於輔助長者學習書法，進行相關資源

建置及教學設計，實際應用於高齡者的教學活動，且評估長者對此方式的接受

度。 

  貳、文獻探討  
一、樂齡生活學習需求 

台灣人口老化速度為世界第一，國發會推估 2025年台灣將進入超高齡社

會，有 20%人口為 65歲以上，在 2031年時 50%女性為 50歲以上；2034年每 2

人中即有 1人超過 50歲。面對人口結構的重大轉變，如何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因應快速變遷的社會，提升晚年生活的安適與福祉，是政府各部門亟需關注

的議題。教育部於 2008年起積極地推動國內高齡教育工作的發展，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即為在該年教育部開始推動新型態的高齡學習（魏惠娟，2012）。 

過去研究證實，鼓勵高齡者持續參與學習，對於臺灣社會之高齡教育與社

會福利有相當重要的貢獻，且有助於提升其主觀幸福感，降低負向情緒對生活

的影響（李雅慧、魏惠娟，2015；吳舜堂、 陳欽雨，2017；曾建興，2017）。  

根據教育部在「全國樂齡學習需求與服務效益調查研究報告」（2021）指

出，樂齡機構應持續關心學習者的需求，推動科技應用學習課程，鼓勵線上課

程的開設與參與。高齡學習者多為數位新住民，課程規劃者與授課教師在課程

內容的規劃與活動帶領上除強化科技應用相關之職能，以能順利在線上推動樂

齡課程，未來宜持續推廣科技及數位之學習（魏惠娟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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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法教學 

書法(Calligraphy)意指書寫的法則，Calligraphy源於古希臘文為

Kalligraphia，由 Kalli（美）與 graphia（書寫）複合而成，即「優美的書

寫」，兼具美感形容及實務操作（莊訪祺，2006）。書法爲美育教育的重要一

環，自國小起書法教育為語文科聽、說、讀、寫四項混合教學的內容之一(李秀

華，2005）。中國書法是一種以線條為媒介的藝術。書法藝術的線條表現，具

備運動感、節奏感、空間感、立體感、與生命的張力，蘊含豐富的中國哲思精

神（莊訪祺，2004）。 

漢字組織需要的連通性、閉合性、朝向性和對稱性等拓撲原則等幾何特

徵，使書寫者的知覺、認知和身體狀態進行相應的調整和表徵（Chen, L., 1982; 
Kao, 2000）。 

近期的實驗發現，閱讀漢字能激活大腦皮層的功能位置（Chen, Mathews, 
Kao, & Fu, 2000）更多皮層區域，文字其型態和複雜程度不同，激活的皮層區

域也因而有所差異（Li,Feng, Kao, Shen, Tong, Jiang, & Chen, 2004）。 書法書寫

活動是一項受右腦控制為主的「視覺—空間」活動，有別於左腦所控制的語言

活動。在書法書寫過程中，我們必須同時且持續地專注於每一特定的筆畫及每

一個字本身的型態及其結構。這種類型的心智活動主要由主宰視覺，形狀，及

圖像的右腦來控制（高尚仁，2010）。 

三、ICT融入教學 

資訊科技融入是現代教育所不能忽視的課題，創新教學是教育的希望，可

解決或改善教學困境及學習問題。賴阿福（2014）指出，教學策略是資訊科技

融入創新教學的關鍵方法。結合資訊科技以發展新的教學模式或多元富變化教

學活動、運用數位工具於其他教師皆未融入的學習領域、引入新的數位軟、硬

體工具進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運用及統整數位教材、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

採用新的教學模式等教學策略，是協助學生運用合適學習方法與技巧進行學

習，且能調整及控制學習歷程以增進學習效率。 

此外，老年服務隨著臺灣高齡人口的遞增越來越重要，在社會高齡化的趨

勢發展下，資訊科技已在社會各個層面產生影響（林珊如，2009）。如何應用

資訊科技提供人性化的教育活動及服務，將科技化服務融入老人的生活，進而

協助其健康管理與健康促進，是未來要關切的議題（周春珍等，2009）。 

參、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研究量表 

本研究問卷為自編之 Likert 五等量表，在於調查長者對於本課程環境與

行政滿意度及課程感受，在教學環境與行政之支援向度包含對於教學環境與硬

體設備、服務團隊、師資安排、教材，在課程感受向度包含對於本課程之內容

滿意度、學習樂趣感受、增進知識、技能、思考能力、「生活壓力」調劑等幫

助、學習願意，質性題目為參與本期課程內容得到什麼收穫；預試資料經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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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顯示，教學環境與行政之支援向度 Cronbach's Alpha值為.976，課程

感受向度 Cronbach's Alpha 值為.992，整體量表 Cronbach's Alpha 值

為.992，Cronbach's Alpha 值皆大於.90，表示量表的信度甚高，適合作為測

量之用。 

二、ADDIE導入遠距書法教學 

課程依據聰明老化的基本原則設計，跟著線上學習，掌握字體字形及空間

需要動腦；運筆動作及換氣需要動身體；與同儕互動及接受老師指導與社會有

良好密切的互動，符合聰明老化當中的三項原則。 

本研究導入 ADDIE 模式，以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

（Development）、建置（Implementation）、評估（Evaluation）等五個步驟來

設計遠距書法線上教學。 

(一)分析階段（Analysis） 

先釐清學習者的樣貌與需求，參與教學的對象是誰？接者分析學習環境。

分析本課程授課的環境是什麼？是 100%純遠距教學？還是有線上與線下課混合

式教學？器材要如何支援？學員上課的情境如何？ 

而學習者學習的介面，先調查這門課未來以什麼介面傳遞給學習者？是要

用 Google meet還是 YouTube或是 Facebook直播的功能，要選擇哪種合宜。 

(二)設計階段（Design） 

經過前階段分析後，進入「設計」階段。採以下階段進行。 

1. 確定教學目標：在「分析」階段已經了解學習者的需求了，接著在「設計」

階段界定教學目標。課程設計都要回應教學目標，才能確保課程有所成效。 

2. 設計教材架構，線上課程教學不像實體課程能夠即時回應學員的問題，要用

方便學員理解與操作的順序來安排。 

3. 擬定教學策略，確立教學目標與教材架構之後，就要思考要運用什麼教學策

略來進行課程。 

4. 設計教材，包含講師的簡報、或是預錄的教學影片等數位教材，以利於遠距

教學與學習。 

5. 建立「示範、仿作與練習、展示」模式（如圖 5）。 

(三)發展階段（Development） 

    從規劃課程素材著手，決定單元，之後開始製作教材內容：課程單元、投

影片內容、字帖、範例、影像呈現課程畫面。 

(四)建置階段（Implementation） 

    教材完成後，將數位教材上傳，測試影片播放是否流暢，教材資料是否都

在正確的位置上。在功能測試都正常後，在上課時間開放給學員進入系統學

習。 

(五)評估鑑階段（Evaluation） 

    每完成一堂線上課程，進行評估，參照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把課程一開始

的 A、D、D、I 每一個步驟的流程在確認過一遍，滾動式的修正，採用優化過

的步驟來執行。且於活動結束後，邀請長者填寫問卷，以評量參與對於課程之

滿意度，工具於研究量表小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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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遠距書法教學環境的建置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臺北市一間公立大學內聰明老化自主學習社團的長

者，專案緣起於教育部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Vision2025-TAIPEIWAY 社區共

生網路」，自 109 年起整合高齡者、家庭、學校、社區等生態圈，以大學為本

位辦理終身教育課程及社會服務。 

本研究以在樂齡大學「書法」自主學習社團的課程為主軸，課程的實施程

序如下： 

(一)與授課老師討論融入資訊科技融入的方式 

先與書法教師討論授課內容及所需要的器材及現場配置（如圖 1所示），

在數位教材改編為更具圖像化的呈現；在設備上，確認遠距教學時，視訊攝影

機的鏡頭數量與位置，現場收音與燈光，課程當日由資訊教材數位助理提早於

教室準備。 

 

圖 1.教學端設備準備情況（圖片來源／林子均攝） 

(二)進班後，提醒數位教材下載區及鏡頭畫面切換位置 

本階段資訊教材數位助理會先幫授課教師設置教學現場於之前討論的形

式，在正式課程前 30分鐘上線提醒學員課程相關的數位資源，例如：數位教材

區，課程錄製複習區、線上畫面切換等事宜。 

(三)上課畫面的錄製及標記 

課程中利用 Youtube 平台直播老師上課畫面（如圖 2及圖 3所示），使用

OBS串流軟體自定義播出畫面更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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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老師上課直播畫面（圖片來源／林子均攝） 

學員在家練習後，進入指定 google meet會議室，可將自己的作品展示出

來（如圖 4所示），老師也會即時在會議室中講評學員的作品。 

三、遠距書法的教學模式 

(一)Google meet 進行線上課程： 

線上課程以會議軟體即時與學員互動，同時利用 youtube平台直播課程，

設定為不公開直播，僅課程學員可進入學習。畫面設定利用 OBS串流軟體進行

自定義，同時讓學員看到 2個甚至多個視角，觀摩學習老師下筆的軌跡（如圖

3所示）。 

 

圖 3.老師上課多視角直播畫面（圖片來源／林子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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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學習者分享課程的作品給老師指導及同儕觀摩（圖片來源／林子均攝） 

 (二)教學設計及流程如下： 

課程內容，老師除了賞析翰墨文本之外，以線上的方式帶領學習者進入文

字之美。教學模式採用「示範、仿作與練習、展示」模式（如圖 5 所示），先

示範筆法基本筆法的寫法三步驟：起筆→運筆→收筆，掌握筆畫輕（提）、重

（按)的變化，練習寫出優美的筆法。 

示範 
 

仿作與練習 
 

展示 

教師展示 
實作練習 

觀看影片 

同儕觀摩 

教師評量及指導 

圖 5. 「示範、仿作與練習、展示」模式（圖片來源／賴阿福設計） 

老師也在細部動作提醒小技巧：橫畫在一個字的最下面，斜度不宜太大，

字感覺才比較平穩；豎畫筆畫挺直，不要斜向左或右；撇、挑、鉤的筆畫由重

到輕。接著在結構的五大原則上，老師向學習者分別示範均間原則、主次原

則、避讓穿插原則、大小原則及外形原則。這一類的筆畫，初學者比較好掌握

輕重的變化。介紹撇、挑、鉤：筆畫由重到輕。 

  

圖 6.老師上課教學進度畫面 

（圖片來源／林子均攝） 

圖 7.預先製作轉翻譯之書法數位教材

（圖片來源／林子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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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者回饋 

一、學習者回饋的質性資料： 

(一)、「課程內容」收穫 

對於課程內容，學員提出諸多回饋，部分反應如下： 

經由書法課程學習、賞析與互評，對字裡行間之技法展現出的「動感」形
質，增加了生活美感與鑑賞能力。(學生問卷心得) 
寫字的動作，每一次的運筆也在運氣，吐納之間非常舒壓，習得書法技能
又療育。(學生問卷心得) 
活到老，學到老。雖然現在字寫得不好，有機會想好好把字練好。(學生問
卷心得) 
老師教我們從點、畫、線條理解字的結構，賞析不同字體筆法、筆勢，增
加對書法國粹的興趣。(學生問卷心得) 
每次上課，是一天中最平靜的時候，寫字中學會了靜心的秘訣。(學生問卷
心得)  

(二)、對教學者的回饋 

雖然沒法像實體上課，在電腦前可以感受到老師的用心，讓我學習書法有
信心。(學生問卷心得) 
每次上課老師正面鼓勵大家，循循善誘增強我學習的動力。(學生問卷心
得)  

(三)、對機構及遠距教學環境建置的意見 

從上課前數位教材的提供，到上課中資訊數位助理即時的協助，以資訊設

備提供多個視角觀察教師的筆法，真的很神奇。(學生問卷心得) 

二、學習者回饋的量化資料： 

(一）、書法課程教學環境及行政支援資源與 ICT 設備的滿意度 

由教學環境及行政支援資源與 ICT設備的滿意度之結果分析，描述統計顯

示（如表 1所示），滿意度平均值介於 4.25~4.56%，表示參與學員對於中心團

隊及 CT設備的滿意度極高。經單一樣本 t檢定(檢定值 = 3)分析結果顯示，所

有題目之 p小於.001，達顯著水準，且平均數皆大於 4.59 (檢定值 = 3)，表

示參與學員都給予中心團隊高度且正向肯定。 

表 1、書法課程教學環境及行政支援資源與 ICT設備的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及 t

檢定  

題目 
很滿

意 

% 

滿意 

% 

尚可 

% 

不滿

意 

% 

很不滿

意 

% 

平均值 標準差 t(16) 

1.您對於中心提供的

教學環境與硬體設備

感到滿意嗎? 

50.0 31.3 12.5 6.3 0 4.25 .931 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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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對於中心服務團

隊感到滿意嗎? 

75.0 6.3 12.5 6.3 0 4.50 .966 6.211*** 

3.您對於中心辦理的

各種活動(如:講座)感

到滿意嗎? 

62.5 25.0 6.3 12.

5 

0 4.44 .892 6.446*** 

4.您對於中心的整體

行政服務品質感到滿

意嗎? 

68.8 18.8 6.3 6.3 0 4.50 .894 6.708*** 

5.您對於中心目前的

收費情形感到滿意嗎? 

62.5 25.0 6.3 6.3 0 4.44 .892 6.446*** 

6.您對於中心的師資

安排感到滿意嗎? 

81.3 12.5 0 0 6.3 4.63 1.025 6.343*** 

7.您對於中心的課程

與進度安排感到滿意

嗎? 

62.5 25.0 6.3 6.3 0 4.44 .892 6.446*** 

8.您對於課程教材感

到滿意嗎? 

68.8 25.0 0 0 6.3 4.50 1.033 5.809*** 

9.我認為此次課程準

備充分，教學認真。 

81.3 6.3 6.3 0 6.3 4.56 1.094 5.715*** 

***p<.001 

 

（二）、書法課程對教學的滿意度及感受 

課程的滿意度經描述性統計顯示（如表二），滿意度平均值介於

4.38~4.63%，表示參與學員都給予本課程內容認同度極高。經單一樣本 t檢定

(檢定值 = 3)分析結果顯示，所有題目之 p小於.001，達顯著水準，且平均數

皆大於 4.59 (檢定值 = 3)，表示參與學員都給予本課程高度且正向肯定。 

表 2、書法課程的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及 t檢定 

題目 
完全 

同意 

% 

同意 

% 

尚可 

% 

不同意 

% 

完全 

不同意 

% 

平均

值 
標準差 t(16) 

1.您對於本課程之

內容感到滿意嗎? 
68.8 25.0 0 0 6.3 4.50 1.033 5.809*** 

2.我認為本課程可

以增進「知識」。 
68.8 18.8 6.3 6.3 0 4.50 .894 6.708*** 

3.我認為本課程可

以增進「技能」。 
62.5 25.0 6.3 6.3 0 4.44 .892 6.446*** 

4.我認為本課程可

以獲得「學習樂

趣」。 

68.8 25.0 0 6.3 0 4.56 .814 7.679*** 

5.我認為本課程可

以增加「思考能

力」。 

56.3 31.3 6.3 6.3 0 4.38 .885 6.214*** 

6.我認為本課程可

以調劑「生活壓

力」。 

62.5 25.0 6.3 6.3 0 4.44 .892 6.446*** 

7.我認為本課程可

以讓我保持「終身

學習意識」。 

62.5 31.3 0 6.3 0 4.50 .816 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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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認為「課程內

容」對我有幫助，

符合我的需求。 

62.5 31.3 0 6.3 0 4.50 .816 7.348*** 

9.每次上完課，我

都感到身心更愉

快。 

68.8 25.0 0 6.3 0 4.56 .814 7.679*** 

10.我願意「再次

參加」更多相關課

程。 

75.0 18.8 0 6.3 0 4.63 .806 8.062*** 

11. 我 願 意 「 推

薦」親朋好友參與

課程。 

68.8 25.0 0 6.3 0 4.56 .814 7.679*** 

***p<.001 

伍、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顯示，以數位科技融入書法教學可以讓長者覺得有趣、有幫助。擁

有多年經驗的授課教師雖然對於數位科技工具較不熟悉，透過大學內的資訊數

位助理的協助，從課前的準備，到數位教材的建置，都減輕教學者及學習者的

負擔並給予很大的幫助。 

透過「示範、仿作與練習、展示」教學模式，學習者可以即時與教學者互

動產生回饋，對於學習有困難及需要改進之處，教學者能馬上地給予指導，讓

學習者除了情意上得到滿足，在技能上也明顯的提升。 

研究未來擬增加影片註記的功能，再經過設計與編譯後，上傳至平台提供

學生反覆的學習。因為 Covid-19的緣故，國內中小學、大學對於遠距教學的使

用均已經習慣，而對於需要終身學習的高齡者，參考教育部（2021）的調查，

長者數位知識仍顯不足。以研究者機構內位長者所開設的「樂齡 IT」來看，長

者有強烈的學習動機，但學習的管道仍略嫌不足，課程內容的開發仍有待成人

及高齡教育工作者，設計以長者需求為主可生活應用的實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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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數位學伴實施因材網教學促進偏鄉學童的自主學習 

劉明洲  王儀樺  王鐿媗  葉昱廷  許睿芸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摘要 

本研究分析三個國小中高年級的實踐個案，在為期十週的學習過程中，透過觀

察、課堂回饋與教學省思，分析其學習歷程與成效，尤其是自主學習能力的養

成與發揮。研究結果發現，因材網應用於數位學伴中，能帶來正面的價值與效

益，大學伴應用因材網給小學伴進行學習的過程就必須是「因材施教」的過

程，可以讓偏鄉學生的課業學習更有效率與效果。 

關鍵詞：數位學伴、因材網、自主學習、學習成效、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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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TeSRL Website LearningThrough Digital 
Learning Companions to Promote Self-directed Learning of Rural 

Areas Students  
 

LIU MING CHOU      WANG YI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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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Digital Learning Companion" is a study conducted by college students who lead 

primary school peers in remote villages through distance video. "TeSRL Website" is 

an intelligent platform that can promote self-learning。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and benefits of implementing TeSRL Website learning 

through digital companions, hoping to improve th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of 

schoolchildren in remote areas. This study analyzes tree practice cases of middle and 

upper grade learners during their ten-week learning process. Through observation, 

classroom feedback and teaching reflection, analyze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effect,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and exertion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SRL in digital learning comppanions 

can bring positive value and benefits.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eSRL to primary 

school buddies must be a process of "teach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which can make the academic study of students in remote areas mor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Keywords：Digital Learning Comppanions、TeSRL、Self-Regulated Learning、

Learning Effectives、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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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部的「數位學伴計畫」，參與對象大多為偏鄉地區數位發展程度較慢

亦或是需要參加學習扶助的學生，而這些地區常有家庭支持功能薄弱的問題，

因此透過大學生線上即時陪伴與教學的模式，讓小學生在課後能補足情感層面

的缺失以及學習層面的落後，藉以提升偏遠地區學童的學習動機與成就。另外

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建立偏鄉學童線上自我學習的認知與習慣，藉由科技的協

助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與能力。數位學伴藉由視訊設備與線上學習平臺的輔

助，讓教學端(大學生)與學習端(國民中小學/數位機會中心學童)以定時、定

點、集體方式進行課堂活動，其中以充足的教育訓練、課輔教學模式、課後的

課輔日誌檢討、調整與設計下堂課的課程為四大循環。數位學伴計畫自 2006 年

開始，今已邁入第十六年，依照教育部數位學伴入口網所記載，已約有 1.9 萬

學童因此計畫受益，根據李月碧、何榮桂（2011）所指出數位學伴計畫能提升

社會三大面項的效益， 包括: (1)一對一與適性教學，(2)建立學習成長與關懷

網路，以及(3)網路讓城鄉思維開始交流對話。 

科技的應用與陪伴總是有其極限，要能引發出學生的自主學習，才是可長

可久之計。程炳林與林清山（2001）認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具有目的性和

策略性。通過學習策略的選擇、動機的調節和行為的控制，學生能够主動建構

知識，提高學習能力和效果。龐維國（2001）認為，自主動機是一種自我指

導、調節的過程，亦即學生對學習的態度是自己 「會學」、「想學」、「能

學」及「堅持學」。周新富（2014）則認為，自主學習是學習者透過後設認

知，有動機性地在行為上主動參與自己的學習 歷程，產出自已的想法、感覺和

行動。周慧儀（2017）認為，自主學習可視為是本能之一，因為每一個個體都

有獨立學習的能力，因此「自主學習」是指「自覺、主動、積極的學習」。游

玉英（2020）認為，學生可以適當地設定學習目標，規劃學習過程，製定學習

策略，對學習情况進 行自我監督和反思，從而達到有效的學習，滿足自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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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和家長的期望。國外亦有許多學者對於自主學習提出看法，例如 Knowles 

(1975)認為，自主學習是個體在有或無他人幫助的情况下診斷自己的學習需

求、確定學習目標、建立學習資源、選擇和實施適當的學習策略、評估學習結

果的過程。Zimmerman(1992)認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為自己設定目標，並

有效的策略去達成目標，且隨時監控學習成效、調整學習策略及檢視是否達成

目標。而 Pintrich (2000)認為，學習者積極且有效地設定目標、監控學習歷程和

控制動機、行為和認知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學生首先要確立自己的學習目

標，然後在目標和情境特 徵的引導下，對約束、認知、動機和行 為進行監

控、調節和控制。 

教育部所推出的因材網平台，主要為減輕教師的教學負擔，提升適性教

學，落實自主學習，因此具備功能包括:(1)利用電腦化適性診斷，提供學生的

學習效果以及教師的教學成效並達到因材施測的效果。(2)可以自動化提供學生

「個別化學習路徑」，達到「因材施教」並幫助教師修正教學方式與策略。(3) 

系統中整合「教學媒體」、「診斷測驗」及「互動式教學輔助元件」，輔助教

師教學。因材網適用對象為國小到高中的學生，科目包含國語文、數學、自

然、乃至程式學習等。內容則涵蓋項目有:(1)知識結構學習，依概念節點作為

學習的單位，包含專業的教學影片，學生可以在觀看的同時發問問題、做筆

記，診斷試題、互動式教學，則提供學生學習後的檢測以及幫助教師了解學生

學習的進程。(2)智慧適性診斷，採用 Wu, Kuo, Yang（2012）的適性測驗技

術，可以讓學生有效率地完成診斷測驗，並在觀看數據後，立即得到回饋，同

時系統中也附有練習題提供學生自我檢核，除了單元式的診斷外，還具有跨年

級的縱貫式適性診斷。(3)互動式學習，包含國語文、數學、自然與對話式教

學，在實作型的教學指標中，除了提供教學影片外，也有互動式的教學元件，

根據學生操作的過程，即時給予回饋，並且系統也模擬真人教師，藉由學習者

回答的內容作出反應，目的是藉由持續引導與操作過程，建構學生完整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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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4)21世紀核心素養，包含 PISA(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計畫的合作問題解決電腦化測驗，系統中具備科學、數學、閱讀、

綜合的合作問題解決單元，依據學生與電腦的互動，判斷學生是否具備與他人

合作共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提供師生進行線上合作問題解決的測驗。 

既然數位學伴應該訓練學生自主學習，而因材網具備了自主學習的功能，

數位學伴整體計畫亦鼓勵參與學校使用因材網（教育部數位學伴入口網，

2022），因此，以因材網應用於數位學伴中是值得去實踐並探究其中效益的一

項作為。 

二、 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背景，本研究之目的在為應用因材網於數位學伴中的個案進行歷程與

效益分析。具體研究問題可分為以下幾點： 

1.應用因材網於數位學伴，對於教學端的備課準備是否有效益。 

2.應用因材網於數位學伴，對於學習端是否有效提升學習動機。 

3.應用因材網於數位學伴，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觀察法，以研究者的教學對象為研究參與者。研究流程為先進

行文獻資料分析，再透過觀察研究參與者上課時的課堂回饋，佐以教學者自身

的教學省思與因材網之檢測成效，以「了解學生起點行為-選擇教學策略-觀察

與省思-進行教學調整」的流程進行個案觀察。研究對象為三位小學伴，都經過

10 週的因材網融入數位學伴教學。 

四、 實施與分析 

(一) 個案 A 

1. 個案起點 

小學伴為五年級的學習扶助型學生，基本能力較同齡學生弱，在經過前測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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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後，大學伴發現其具備基礎的加減運算能力，但是對於許多數學概念多為混

淆不清，因此教學目的是希望能補足個案中年級以前所需要會的概念與能力，

使其可以更加連貫到高年級的單元中。 

2. 教學過程 

參考課堂四學模式並加以調整成適合此個案的方式，以教師導學、師生共做以

及學生自學為三大項來做教學。教材的內容我以因材網的教學影片來做參考，

使用裡面的教學內容來做修改，將原有的教材改編成更適合個案的教學簡報，

從一開始的概念導入，到一步一步的帶學生去做操作，接著使學生能獨立完成

使用因材網中的操作，以選擇題的練習題為主，其目的為搭配在簡報中學習過

的內容來做測驗，而如果遇到錯誤的部分，就可以回到簡報中去做檢討與訂

正，就可以為一個完整小節的教學模式。前期因不熟於個案的教學模式與進

度，所以多以教師導學與師生共做的部分為主，使用問答的方式了解個案的吸

收情況，另外也有嘗試過讓個案獨立使用看因材網中影片的方式來學習，但發

現成效不彰，因此將影片的內容擷取成我認為個案較能理解的形式來做教學，

發現效果好了許多；中期則加入了更多的因材網練習題的內容，讓個案能試著

使用因材網的部分功能；後期原預期讓學生能獨立在因材網上進行自學，但或

許是因為個案很少使用電腦或是硬體設備的緣故，常常無法讓小學伴自己進入

到練習的頁面，因此在學生自學的部分依舊還是會適時地提供教師的協助，使

其能順利操作。 

 3. 大學伴的教學省思 

總結來說，我認為因材網融入於數位學伴的教學是利大於弊的教學模式，教學

前可以先使用裡面的練習題前測進行課程內容的定標，再依照學生的程度調整

作業難度以及教學方法，讓學生有了擇策的能力，而單元結束後針對小學伴的

弱點進行形成性、總結性評量，還能從測驗紀錄中很快地找出學生的弱點，完

成了監評與調節的四項自主學習功能，另外有利於教師在授課前的備課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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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搭配使用因材網的學生，在學習的專注度上也有達到了提升。但

若要真的將此模式推廣，必定是現場教師也需要具備操作因材網的能力，因為

在遠距教學的方式，有時也很難掌控學生在軟硬體上發生的問題，若能補足這

方面的條件，整體是十分推薦使用的。 

 

(二) 個案 B 

1. 個案起點 

個案 B為國小四年級學生，於該校成績優異，亦為該班級前三名學生，因此在

實施前測前，將此學伴的輔導類型定義為精進型學伴(可以應付該國小的段考，

但對於進階題型需透過大學伴的引導，才能作答)，對於一般基本概念有一定的

了解，且基礎題皆可以輕鬆答對，而在進行前測後，成績結果也幫助確認了之

前對他的能力判斷，因此在後續教學實施時，將以基礎應用題、進階題和課外

知識為主要教學內容。 

2. 教學過程 

選擇以課堂四學模式中的教師導學、師生共學和學生自學三個模式來做主要的

教學，在學伴課程的初期，主要以師生共學的方式進行課程，由大小學伴共同

理解題目的意思和釐清相關概念，以利進階題的作答。中後期主要以教師導學

和學生自學的方式來進行，不斷的引導學生的概念，例如小學伴先自行思考，

再引導其進行題目的計算，也從中反問，例如請學生自行解釋其列式之用意，

以及要如何算出答案，或描述所學給大學伴聽，以增進後設認知的學習力；在

此階段中，小學伴也學習因材網中的「資訊科技」課程，先自行觀看因材網中

的題目並作答，大學伴從因材網中的節點，分析出小學伴的學習弱點，再針對

弱點的地方，來補足小學伴不會的概念。 

3. 大學伴的教學省思 

使用因材網來融入數位學伴，整體上覺得效果相當的不錯，教學的過程中，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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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給予小學伴施測因材網中的題目，經由因材網中的節點，找出小學伴的迷思

概念，再做出相對應的加強，加強後再做測驗，確認是否學會，以定標、擇

策、監評和調節的教學循環，來幫助大學伴清楚了解學伴的學習成效，更可以

幫助大學伴在備課時，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此單元的先備課程和延伸課程為何，

有效的幫助小學伴找到問題點，進而幫助小學伴奠定良好的觀念。小學伴關於

因材網的使用心得「我超喜歡的，這一個網站中有好多不一樣的課程，因為我

平常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有限，而上學伴課程可以讓我看影片，我非常開心」，

說明小學伴是喜歡因材網的，而且其中的資訊科技以動畫的方式教導網路科技

的正確使用方式，深得小學伴的喜歡。將因材網融入至數位學伴當中，在大小

學伴皆熟悉系統操作的前提下，其效果良好，不但可以減少大學伴在備課時，

挑選題目和題材的時間，也可以幫助老師有效的診斷出小學伴對於此科目的問

題，進而透過因材網的資源，幫助小學伴學習。 

 

(三) 個案 C 

1. 個案起點 

小學伴為國小三年級學生，數學能力的落點為基礎型，有些教過的概念可以理

解，但有些曾學習過的基礎概念尚未熟悉，因此，在數學科方面主要以複習、

精熟為主，經由挑選因材網中三年級各單元基礎題自組模組當作前測卷，結果

可知學生對於特定單元的基礎概念較不熟悉，像是角度、分數、數線，但在應

用題的作答，大多都能清楚題意，並能採取相對應的計算方式，解題歷程也可

以清楚講解，在課堂活動，也能保持積極學習的態度，對於自己正確解答會表

達自己的喜悅，但遇到較困難的習題或久久無法正確回答的題目，也會表現出

氣餒、不耐煩的狀態，需要適時給予鼓勵。針對因材網的使用經驗是零。 

2. 教學過程 

以四學模式中的教師導學、師生共學和學生自學進行教學，在課程前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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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教師講解，搭配提問檢測學生是否理解，直到課程中期，就會以學生自己

解釋居多，解釋自己的解題過程，對於題意的理解等等，如果有錯誤的概念也

會從學生口說而知，而老師大多扮演反問者的角色，會詢問學生為什麼不能這

樣做，或是為什麼是這樣寫以及這個選項需要如何更正才正確，引導學生進行

思考，如果有概念上的誤解，則採用例如將數字化小、畫圖示輔助、化抽象為

具體、帶入生活情境等方式來化解。在課程後期，持續採用學生解題，尤其多

讓學生在因材網中練習題目，教師則透過提問以輔助學生思考，然後在學生遇

到困難時加以鼓勵。教學操作主要在因材網中的自組模組與簡報上進行，例如

如果小學伴在答題中需要計算空間，可以回到簡報上做計算。過程中一直持續

使用因材網，例如課程的前期利用因材網中的練習題與動態評量當作課程教

材，一題一題講解。課程中期，於幾個單元的教學後會派發任務(自組模組)當

作練習並檢測教學成效。課程後期，則搭配每周一題的素養導向題目，目的是

配合教學現場，訓練學生閱讀較長題目並解題。 

 

3. 大學伴的教學省思 

整體教學策略，先是廣泛選擇先前曾學習過的單元題目進行前測，之後則挑選

小學伴較不熟悉的單元作為教學內容。大學伴利用引導與問答的方式共學與導

學，之後則漸漸讓小學伴自己說明答題過程，並且，基於小學伴喜歡分享也時

常會提出自己想法，在作答完成後，對於自己的答題狀況會有明顯的反應，情

緒展露無遺，老師適時的鼓勵是重要的。小學伴本身其實也有在反思、調整自

己的心態。 

五、 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個案分析內容，從了解學生起點行為開始，搭配教師的教學省思

與歷程回顧，可以發現因材網融入於數位學伴對於大小學伴而言，確實有實質

且正面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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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增進小學伴學習動機: 我們發現小學伴對於因材網的融入不僅不排斥，

甚至表現出非常喜歡的態度，同時，因為這樣的態度，讓小學伴對於學習這

件事情更加積極。因材網不僅有學科上的教學內容，還包含了不同的教學資

源，小學伴的學習形式可以更多元。 

2.可以有效提升小學伴的學習成效: 以往數位學伴的教學主要是以簡報搭配教

師講述的方式進行教學，時常會因為長時間盯著螢幕而使小學伴的注意力難

以集中，進而影響學習成效。但將因材網結合於數位學伴後，因為會有頁面

上的切換，反而能讓小學伴更加專注在課程內容，以免錯過教學重點或是操

作指令，以因材網搭配數位學伴的教學方式，讓小學伴多一個自主學習的管

道，個案的課業表現也確實顯示能從中增進學習成效。 

3. 大學伴可以有效診斷小學伴學習困難:要發現學習者的迷思概念是不容易但

卻十分重要的，透過因材網的多種診斷方式，可以幫助大學伴準確找出小學

伴的學習困難，幫助後續的教學安排。系統根據小學伴的作答情況分析先前

不熟悉的學習概念為何，都可以使大學伴協助小學伴掌握學習重點。 

4.學習歷程描述具體化、數據化: 過往大學伴撰寫教學日誌大多仰賴大學伴本

身的觀察以及由大學伴所設計的簡報內容來知曉小學伴的作答情況，對於了

解自身的教學成效實則不夠全面，但藉由因材網的真實數據以及明確的課程

架構，能夠確切掌握小學伴的學習狀況，進而了解自身的教學成效以進行教

學檢討，讓每次的教學都能夠進行滾動式的調整，持續改進自身的課程內

容，以給予小學伴最好的學習體驗。 

5.善用因材網進行創新應用或典範再造: 目前在數位學伴的實施上我們使用因

材網的功能不多，還有很多種應用的可能性值得繼續開發。整體應用經驗告

訴我們，因材網不僅僅是一個教學平台，它可以作為教材，也能夠是一種教

具，更有可能是一種教學法，很值得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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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輔助英語口說學習之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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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英語成為了國際語言並在全球作為資訊傳播及

理念溝通之工具，促使國際交流日趨頻繁。探討臺灣作為以英語為第二外語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的國家，如何透過科技輔助語言學習，使
學生有效的使用英語溝通？本研究藉由語音辨識工具輔助學生英語口說學習，觀

測語音辨識工具之詞彙辨識功能對於臺灣英語學習者而言，如何有效應用於英語

口說學習，提升學生自主學習。 
 
關鍵字：EFL、科技輔助語言學習、英語口說、語音辨識、自主學習 

Abstract 
In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English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is used as a tool for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idea exchanges in the 
world, which promotes more and more frequ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scuss 
how Taiwan, as a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country, can use technology 
to assist learning to enable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in English? This study 
uses voice recognition software to assist students in oral English learning, and observes 
how the vocabulary recognition function of voice recognition software can be 
effectively applied to English oral learning for Taiwanese English learners to improve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skill. 

 
Keywords: EFL,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Oral English, Voice 
recognition software, Self-direc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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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全球化的發生導致學習英語在今日已經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且國際上大多數

的國家也認為英語是重要且必要的語言能力。因此如何有效學習一直是被討論研

究的方向。加上現今科技的進步與普遍的優勢，使科技融入教學能夠逐漸得以實

現，科技並非完全取代實體教師存在，而是透過科技部分取代具有偵錯性、輔助

性、不斷訓練性的教學方式，是可以有效降低師資不足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

發音也是國內主流英語口語考試的評分量表之一，例如：IELTS口語測試（流利
度和連貫性、詞彙資源、語法範圍和準確性、發音）和 TOEIC（發音、語調）。
可見發音是外語口說能力中重要一環，會直接影響學習者的交際能力和表現。有

限的發音技巧會降低學習者的自信心，由於害怕發音錯誤學生很少主動發言或是

在課堂和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語對話。 
語音辨識工具便可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提供一對一互動式的發音指引，

將抽象的聲音轉為視覺化呈現，藉由第三方客觀協助學生調整發音方式，補足了

傳統模式下口說評量主觀性較高、評價效率低的缺陷。如同 Shadiev 等人(2016)
將語音到文本(Speech-to-text, STR) 識別技術應用於英語授課的研討會，探討非
英語母語學習者如何使用語音辨識生成的文本進行學習，以及學習者對語音辨識

工具應用於英語口說學習的看法。這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大多數參與者認為翻譯

文本對學習過程和課程總結上很有幫助。建立客觀、高效的英語口語語音識別工

具，為學習者提供客觀可信的評價和及時反饋指引，將科技輔助工具導入自主學

習，在教室中營造每人一機的自主學習環境，並在課後增加學生溝通式的練習機

會，讓學生漸漸提升對英語學習的態度與動機。 
 

貳、 文獻探討 

一、 英文口說學習中遇到的困境 

英語學習領域中普遍分為聽、說、讀、寫四大項，其中寫可以潤飾、讀

可以查詢、聽可以推測，而口說能力是以英語的邏輯進行思考、分析、整合

並創造的能力。其中發音是學習者口說能力的關鍵，且整體上對學習者的口

語表現有一定的影響。根據 Seidlhofer (2001)的說法，發音在現實生活中的
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為它反映了說話者的身份和他們所屬的國家或地

區，且良好的發音也有助於學生獲得更好的學術成就。 
而在臺灣傳統的教育體制下，教師擁有一切權力和控制權，且大部分的

老師仍採取傳統式英語教學法，聽讀一直是英語教學中主要的趨勢，而忽略

了語言溝通能力的更要性。導致學生真正需要使用英語溝通時卻說不出口，

漸漸對自身英語口說缺乏自信，出現聽得懂卻難以開口的窘境。根據 Cross 
(1999)、Gass & Selinker (2001) 和 Larsen-Freeman (2001) 的觀點，語言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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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溝通交流的，其中口說發展對 EFL 學習者相當重要。而英語的溝通應該
要更貼近生活中實際使用，因此當代 EFL 教室的英語教學目標應該在於幫
助學生能夠在沒有學校的幫助下，與其他人進行交流（Shun，2000）。為了
達到這個目標，老師要教導學生如何使用英語溝通而不是教授英語的知識，

透過英語來表達想法、與他人交談和寫信、閱讀和聆聽，並學習如何與他人

合作。在英語學習中有效地運用溝通教學策略，能幫助學習者突破英語口說

障礙，達到語言以溝通為目的的最初宗旨 (蘇雅珍，2021)。 
 

二、 對話式情境應用對於英語教學之影響 

根據學者 Larsen-Freeman & Long (2000)研究指出，溝通式教學強調語
言學習是以溝通為目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學習者必須對語言形式

（linguistic forms）、語意（meaning）與語言功能（linguistic functions）有
所瞭解。學習者必須配合社會情境與內容，從各種語言形式中選擇最適合

的形式。溝通式教學觀並不排除語言能力的重要性，但更能強調言談中的

社會文化涵意。其重點不在於使用語言正確性，而在於語言是否使用合宜

（Widdowson，1978）。 
讀者劇場(Reader's Theater)為一種以英語為第二語言學習(EFL)國家廣

為人知的英語教學策略，台上演員並非死記台詞而是看著文本上的文本並

大聲朗誦，透過團體表演的過程，讓演出者使用不同的口語表達方式進而

理解並呈現出不同的效果，能有效的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力。因此讀者劇

場活動方式常融入語言學習課程中，增加學生閱讀、聽力與表達的能力。

由於臺灣為 EFL的學習環境，許多學生只把英文當成在學校須應付的科目
之一，甚至許多人在以往傳統式教學下對英語漸漸失去學習興趣。而讀者

劇場的出現正好能幫助學生透過聲音、肢體及表情等生動的變化，讓學生

重新拾回學習動機。 
 

三、 科技輔助系統融入英語教學 

藉由科技輔助學習，有助於降低學習者直接面對人產生的焦慮感，透過

語音辨識練習口說，減少口說焦慮。其中發音準確度和語調是口說的重要要

素，現在已有許多英語教學環境嘗試加入科技輔助系統，藉由特定情境對話

等方式練習口說，降低學習焦慮同時也訓練學習者正確的字母發音，例如另

外國內推出的英語線上學習平臺 Cool English語音辨識平台，其特色在於系
統即時回饋，每當學生練習完一句話，系統也同時偵測發音並利用顏色給予

不同回饋。在學生唸完可立即知道哪些部分需要加強，教材難易度也可以依

照學生不同的程度來選擇，循序提升學生英語口說能力。 
語音辨識技術有別於過去老師面對學生一對多的口說教學，能將收到的

詞語或句子進行立即性比較，實際的針對學生說出來的發音狀況給予指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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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模式。林宸宇、林志敏、沈薇薇（2019）在期刊中表示，他們利用 NAO
機器人設計英語對話練習的教學活動，一方面可以透過與機器人互動降低學

習焦慮，並同時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NAO 會根據每個學生的學習進度，
以每個單元半小時的時間來讓學生學習單字課文，每個單元都有單字練習、

閱讀練習、錄音（唸課文）、會話測驗四個部分，並透過錄音來記錄每個課

程的口語練習，針對口說的地方會先進行初步的評估出字詞的正確率與口語

速度。科技的進步與成熟也不斷改變教育端的學習方式，不僅讓學習變得更

加豐富、有趣之外，也讓學習的方式彈性更高，讓個別化的英語學習得以日

趨盛行並受到重視。 

參、 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 研究與實驗設計 

本計畫將探討語音辨識功能用於輔助英語口說之效果，實施對象為 18
位某國立大學大二、大三學生，在課程安排進度下共有 18週的 Linux 作業
系統課程，前 17週教學內容以英語的教材為主並著重於 Linux 作業系統的
操作，最後一週的課程模擬 Linux作業系統的面試情境（如下圖 1），讓學生
透過 Otter語音辨識系統作為語言輔助學習工具，進而了解學生在該課程學
習的狀況、語言輔助工具提升學習者的口說能力之關係。在最後一週的課堂，

教學者準備常見的 60 道有關 Linux 作業系統的面試考題並提供參考的應對
方式。活動分為兩階段，在開始之前學生兩兩一組並抽出四道題目與應對的

參考內容並在手機中下載 Otter應用程式，第一階段學生分配好面試考官（A）、
求職者（B）的角色，依據問答設計提問與回答，完成後兩者角色交換如上
述流程進行。過程中學生皆使用 Otter分別紀錄對答中的語音、文字紀錄。
接著引入 Otter口說輔助工具進入階段二的學習活動，學生有 5分鐘的時間
使用 Otter練習的機會，透過系統辨識出來的文字使學習者了解英語口說需
要協助之處，進而加強訓練辨識錯誤的地方，如同階段一的學習過程，全程

皆以 Otter做文字、語音的紀錄，完成後角色交換以完成學習。為了更進一
步了解系統在學習上的使用性，本計畫以 Google 語音助理為發音標準，並
讓 Otter進行錄音與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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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英語學習活動流程圖 

 

二、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計畫的實施對象為 Linux作業系統選修課程的某臺南國立大學大二、
大三學生，共 18位。情境以應徵外商公司的工程師職缺為設定，結合本課
程相關學習內容，希望學生能用簡單英語對話以及 Linux作業系統維護相關
專業知識，作為本學期總結性的課程活動。 

 

三、 研究工具 

◼ 語音辨識工具 — Otter.ai 
Otter.ai舊稱 AISense（以下簡稱 Otter）是一個透過網頁或 APP錄

下聲音或是上傳音檔的同時, 使用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技術辨識聲音
內容並即時輸出成英文逐字稿的工具。Otter主要用於會議、訪談、課堂
中，若以教育用途為例，Otter能使學生在課堂筆記中畫重點、評論和插
入圖像，並為學生提供具有儲存翻譯文本、搜索和關鍵字顯示等免費學

習功能。學生可透過 Otter來練習發音，同時系統也提供重播錄音內容
的功能，如果學生單詞發音不正確，會在 Otter筆記中收到錯誤單字的
提示訊息。對於需要更多功能的使用者，Otter也提供付費版，使用者可
導入外部音檔並執行文本轉譯，甚至可自定義詞彙，增加相關領域的專

有名稱、行話或縮寫用法，使 Otter辨識度更加精確且符合使用者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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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音辨識工具 — Google語音助理 
Google語音助理為 2016年首次發表，以對話式和雙向的體驗設計

帶來一種「跨裝置的環繞式體驗」，支援將近 30種語言的語音辨識，提
供跨平台的系統服務。在 Beta 版本中，英語使用者可以要求系統「檢
測並在轉錄結果中插入標點符號」，將語音文字轉錄為文字的功能。但

相對於 Otter為訪談中立即辨識與系統資料庫最相符之單字，並轉為文
本顯示之使用情境，Google語音助理較為重視語意的呈現，並且系統將
在語料庫中搜尋符合情境的回覆。 

 
◼ 英語對話情境 

 
提供 60道有關 Linux作業系統的口試面試考題，根據基礎、進階、

技術層面、行政管理、作業系統核心和系統指令命四大類別準備一系列

面試問題和詳細參考答案。學生可從基礎 Linux面試問題開始，再逐步
的往下個類別練習回答，漸漸地累積對 Linux作業系統相關專業知識，
同時也練習使用英語口說溝通，在國際化的趨勢下能透過英文與世界交

流專業知識。整體而言對話文本使用的語句並不難，提問內容著重於專

業技術上的提問，因此問句不超過 2句、語句表達也相當簡潔。透過語
音辨識系統記錄對話內容，藉此了解學生使用科技輔助口說學習上可能

會發生的發音問題。以圖 2為例，是一個簡單的Wh-問句，但其中 Swap 
Space與 Swap Partition為 Linux作業系統中儲存空間管理的專有名詞。
學生需具備 Linux作業系統相關背景知識，才能夠看懂提問想問的內容，
並做出對應的回答。 

 
圖 2、英語對話教材（截圖自 https://www.whizlabs.com/blog/top-linux-

interview-questions-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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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論 

一、 Otter的辨識度分析 

本研究預計以語音辨識系統 Otter作為英語對話中的發音輔助工
具，針對其語音辨識準確度，評估語音辨識功能用於輔助英語口說之

成效。使用學習者在 Linux面試情境對話中使用 Otter錄音並辨識後產
生的文字檔，移除其專用名詞表達上的空格問題（如 user-level顯示為
user level或者 filenames顯示為 file names）並對照教師提供的參考講
義內容，Otter在語音辨識上出現共 22個不同處，如下表 1結果顯
示。 

Otter 辨識學習者的口說內容中出現兩次以上的錯誤可歸類成四大
問題：一、系統較無法偵測學習者 d的發音，command經系統判定與修
改會以 t結尾並顯示成 comment；二、因 Linux為專業用語，系統判定
學習者唸做 Venus或是 Nina's；三、學習者在發音定冠詞 the時，系統
出現忽略其發音而沒有顯示之狀況；四、系統將學習者對 full的發音皆
辨識為 for。相較於 Otter辨識出 22處的辨識錯誤，Google語音助理只
有 4處不同，分別是「LILO」辨識為「leelo」；the有時辨識為「a」；「are 
hidden」辨識為「or hidden」，以及將「du –sh」辨識為「douche folder」，
而其中「LILO」、「du –sh」為專用名詞。 

 
表 1、情境對話學習活動之 Otter語音辨識錯誤統計 

 單字 出現 
頻率 

Otter辨識結果 錯誤 
次數 

錯誤率 Google語音助理 
辨識結果 

錯誤 
次數 

1.  command 11 Comment *2 
Comments *1 

3 36.7% command 0 

2.  It will 2 is we're 1 50% It will 0 
3.  Linux 13 Venus *2 

Nina's *1 
in us *2 

5 26% Linux 0 

4.  user-level 
interaction. 

2 users naval 
invasion. 

1 50% user level 
interaction 

0 

5.  LILO 1 NATO 1 100% leelo 1 
6.  boot loader 1 post nodal 1 50% bootloader 0 
7.  it 8 he *1 

let *1 
無顯示 *3 

4 50% it 0 

8.  click 2 CLI 1 50% click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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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anipulate 2 menu appear 1 50% manipulate 0 
10.  the 16 in *1 

無顯示 *3 
4 39.9% a *3 3 

11.  intended 1 intend 1 100% intended 0 
12.  non-propriety 1 non property 1 100% non propriety 0 
13.  full 2 for *2 2 100% full 0 
14.  filenames 2 file names *2 2 100% file names 0 
15.  are hidden 2 in General *2 2 100% or hidden 2 
16.  a folder 1 for older 1 100% a folder 0 
17.  uses 1 UCS 1 100% uses 0 
18.  du –sh 

folder1 
1 Do you dish, sh 

folder one. 
1 100% douche folder one 1 

19.  sudo apt-get 1 So to add dash kit 1 100% sudo apt get 0 
20.  library_name 1 library.Underline 

them 
1 100% library underscore 

name. 
0 

21.  Where the 1 Further 1 100% Where the 0 
22.  less 

filename.txt. 
1 next file name dot 

txt. 
1 100% less file name dot 

txt. 
0 

  

二、 科技輔助英語口說之活動規劃指引 

讀者劇場在臺灣教學現場時常與英語教學做多元課程的結合，圖 3
為活動流程圖。在活動一開始時，教學者先將學習者分組並確定演出的

劇本，學習者們透過合作分工的方式，使用 Otter作為團體練習時的學
習輔助工具，透過 Otter將台詞演練的對話立即轉為文本顯示，小組可
以將文本與劇本相互比對差異處，若學生需要加強個人發音的學習，可

透過 Google語音助理單獨將單字反覆練習。小組將每次 Otter辨識的文
本上傳給教師端後，教師便可隨時監督學生分組練習狀況，也可追蹤個

別學生發音問題，適時的給予個別化指導。有別於其他戲劇式活動教學，

讀者劇場不需要把劇本中的台詞一字不漏的精準背出或是演的多維妙

維肖，也因此學生能將其餘的心思轉移至閱讀、聽力、發音之英語學習

本身，透過不斷彩排故事內容與台詞演練，一同協力完成演出。對於教

學者來說不需額外投入戲劇教學的指導，也能減少教學時間有限的壓力。

而不斷反覆唸讀的投入活動的過程中，不僅能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更

能提升英語學習成效，讓教學與學習達成雙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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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語音辨識工具搭配讀者劇場之活動流程圖 

 

伍、 結論與建議  
因應學生在自主學習情境下，加入優良的科技輔助工具將給予客觀的發

音準確度評比，可減少教學者的負擔及潛在的判斷錯誤，使學習者能夠評估

自己的學習狀況與自己的進步和表現。在連續的英語對談下，輔助工具需要

及時錄音並視覺化呈現以輔助學生錯誤覺察之功能，語音辨識工具 Otter便
可以立即顯示多人口說學習者發音狀況，課後也能重新聆聽錄音檔並將發音

錯誤的單字設為關鍵字，學生透過反覆練習達到自主學習的正向循環。 
本研究為探討 Otter用於英語口說對話時，辨識度程度是否能有效輔助

學生口說學習，而實驗結果證明 Otter的辨識度成效好，能在對話式學習時
給學生文字化指引。建議英語口說教學者可以創造對話式教學情境，例如融

入讀者劇場的教學活動，並搭配 Otter語音辨識工具，讓學習者在學習過程
增添更多靈感、動力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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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速降線問題」是指在全程只受重力的影響下，質點從高點滾到低點，所需

時間最短的路徑。此問題的理論答案即為一條倒置的擺線。這個問題中的原型

理論假設是質點全程只受到重力影響，但是在現實中不可能有這麼完美的環

境。所以，我們想知道在現實中最速降線問題裡，摩擦力對於理論答案的影響

究竟大不大。 

藉由「實體實驗模擬最速降線問題」，再使用「慢動作攝影」逐幀分析觀察，

並與擺線比對，發現有摩擦力的情況大約為½週期擺線，與理論上的答案有很

大的差距。 

最後， 使用壓克力板作為軌道，會因為其本身的彈性，導致軌道的形變難以控

制且無法準確量化，希望未來可以找到更好的材料改善此問題。 

 
關鍵字:    最速降線、摩擦力、擺線  

Abstract 
A brachistochrone curve is lying on a plane, from a given point to the other not 

directly below the former, along which a bead slides frictionless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uniform gravitational field in the shortest time. The solution, in theory, to the 
problem of searching for the curve is an inverted cycloid.  

However, for a brachistochrone curve in theory, it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a particle under the unique influence of gravitational field without friction. It is 
unrealistic to have such frictionless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to investigate how 
much the deviation is for a brachistochrone curve to be affected by friction.  

Experimental data includes measuring descent times of a spherical steel rolling 
down along different curved surfaces and video shooting in slow motion. The results 
of the loci for the particle motion under gravitational force with friction are further 
analyz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ycloi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brachistochrone 
curv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riction is approximately 1/2 period of cycloid, far from 
the solution proposed by the theory. Moreover, acrylic-surfaced tracks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constant reliable data due to its bouncy texture. It is suggested that better 
material is needed to optimize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  
Keyword: brachistochrone curve, friction, cycloid 

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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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速降線問題（Brachistochrone）是個古老的數學、物理問題，問題如

下：假設你正在側視的場景有高低不同的兩個點，且高點不在低點的正上方，

若從高點放開一個靜止的質點讓它沿著任一路徑（直線、曲線、或折線皆可）

滾至低點（圖一），期間只有均勻的重力作用，且沒有摩擦力影響，則怎樣的

路徑可讓抵達的時間最短。 

數學家的推論確定是擺線的一部分。擺線是一個圓沿一條直線滾動時，

圓邊界上的固定點所形成的運動軌跡（圖二）。 

但在現實中並不存在這麼理想的空間，所以我們想知道在現實中最速降

線問題裡摩擦力對答案的影響究竟大不大。 

 
圖一  最速降線問題（示意圖） 

                  
 圖二  擺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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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的 
一、用實體實驗模擬最速降線問題（有摩擦力的情況），與擺線比對尋找

出實驗裡最速降線，和理論上的最速降線比較判斷摩擦力對最速降線影響究竟

大不大。 

二、觀察質點所經過的路徑對抵達時間的影響，並分析其原因。 

3、 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實驗器材 

(一)、鐵球（半徑 1.0 cm），因與壓克力軌道的摩擦力較小，故用來模擬最速

降線中的質點（圖三）。 

 
圖三 鐵球 

(二)、手機（iPhone 11），使用內建 240fps（即每張照片間隔 0.004166 秒）

的慢動作攝影鏡頭，紀錄實驗中鐵球抵達的時間和路徑（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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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手機（拍攝用） 

(三)、尺（單位公分，最小刻度毫米），用於測量實驗中器材的各項種距離的

長度（圖五）。 

 
圖五 尺 

(四)、壓克力軌道，由VEX IQ零件中的塑膠積木條、插銷、塑膠桿組成支架長

44.5 cm 高 38.0 cm 與水平傾斜 6.0 度的支架，接著在透明壓克力板（長 60 

cm 寬 4 cm）上取 20.5 cm、31.5cm、43.5cm 三處用熱熔膠把棉繩黏上，

並放置在支架上（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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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VEX 積木.軌道（壓克力板） 

(五)、比例板，用於判斷實驗中物體的相對位置，減少鏡頭對實際距離的影響

（圖七）。  

 
 圖七 比例板 

 

二、分析軟體 

(一)、 Adobe Photoshop, 用此軟體來描繪軌道彎曲程度（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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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Adobe Photoshop（影像處理軟體）右邊為使用畫面  

 (二)、GeoGebra，用此軟體輸入指令 r=1、a=Curve(r*(t-sin(t)﹐r*(1-

cos(t)))﹐t﹐0﹐6*π)，來繪製擺線。（圖九） 

  

圖九 GeoGebra（數學繪圖軟體）右邊為使用畫面 

(三)、Premiere Pro，用此軟體來逐幀計算鐵球到達終點所花費的時間。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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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Premiere Pro（影片編輯軟體）右邊為使用畫面 

三、研究方法 

為了研究摩擦力對最速降線的影響究竟大不大，所以設計一個最速降線尋找實

驗，由鐵球代替最速降線問題中的質點，由壓克力軌道代替最速降線問題中的

路徑，並在實驗中盡量減少摩擦力，接著與擺線比對找出實驗中的最速降線，

最後觀察實驗中的最速降線理論上差距是否巨大。 

(一)、縮小實驗範圍 

我們一開始就先否定掉折線、上凸曲線、多凹曲線。原因如下: 

(一)、折線：當質點經過夾角時，路徑會迫使質點改變方向，此時的動能將有

一部分動能用於改向，改變角度越大，動能的消耗也就越多，這些消耗會導致

質點速度變慢（圖十一），因此折線不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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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改變角度越大，動能的消耗也就越多 

(二)、上凸曲線：質點的速度與路徑的坡度成正相關，所以上凸曲線質點的移

動速度是由慢到快（圖十二），越接近末端時移動速度越大，但因主要是垂直

位移，無法將移動距離最大化，因此上凸曲線也不是答案。  

     

 

圖十二 

(三)、多凹曲線：已知上述否定掉的路徑都將不會為答案，所以上述路徑不會

以任何方式、組合出現在答案中（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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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至此，可能的答案只剩下直線與下凹曲線 

(二)、實驗步驟 

壓克力軌道的彎曲，是由棉繩的長度所影響，所以依序調整左、中、右三條棉

繩的長度，再將小球從高點放開，待其滑落至低點，並全程以手機記錄鐵球在

壓克力軌道上的的抵達時間，用 Pr 逐幀找出各自耗時最短的路徑，並用 Ps 與

擺線比對，來得到實驗裡的最速降線（近似值），再將壓克力軌道凹成實驗裡

的最速降線重新在進行實驗，確認抵達時間是否為所有軌道中最快。（圖十四） 

 

圖十四  左、中、右棉繩 

(三)、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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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制變因： 

   (1). 兩點之間的直線距離 

     (2). 鐵球與壓克力軌道的摩擦力大小 

        (3). 兩點離地面的垂直高度  

        (4). 鐵球的質量 

2、操縱變因：兩點之間的軌道 

3.、應變變因：兩點之間不同路徑鐵球抵達的時間 

4、 結果與討論 

一、中鐵球抵達時間與對應的繩長，以及三條最快軌道與擺線比對的結果。 

（一）、鐵球抵達時間與對應的繩長 

繩長（公分）及

編號 
第一次結果

（秒） 
第二次結果

（秒） 
第三次結果

（秒） 
平均（秒） 四

捨五入到小數點

後第二位 

直線 0.89 0.90 0.92 0.90 

直線的抵達時間，為所有路徑中最長。 

繩長（公分）及

編號 
第一次結果

（秒） 
第二次結果

（秒） 
第三次結果

（秒） 
平均 （秒） 

四捨五入到小數

點後第二位 

曲線 右 繩長

29.5 
0.71 0.72 0.73 0.72 

曲線 右 繩長

28.0 
0.65 0.67 0.66 0.66 

曲線 右 繩長

26.3 
0.61 0.61 0.59 0.60 

曲線 右 繩長

24.3 
0.60 0.59 0.59 0.59 

曲線 右 繩長

22.6 
0.56 0.57 0.58 0.57 

曲線 右 繩長

20.8 
0.60 0.58 0.58 0.59 

在只控制右邊繩長的實驗中，鐵球在繩長 22.6公分的軌道中，抵達時間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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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右邊繩長與抵達時間關係圖 

 

繩長（公分）及編號 第一次結果

（秒） 
第二次結果

（秒） 
第三次結果

（秒） 
平均 （秒） 
四捨五入到小

數點後第二位 

曲線 中 繩長 28.1 0.64 0.64 0.63 0.64 

曲線 中 繩長 26.5 0.65 0.63 0.63 0.64 

曲線 中 繩長 24.8 0.58 0.58 0.59 0.58 

曲線 中 繩長 23.8 0.58 0.57 0.57 0.57 

曲線 中 繩長 22.9 0.59 0.60 0.57 0.59 

曲線 中 繩長 20.9 0.59 0.60 0.59 0.59 

在只控制中間繩長的實驗中，鐵球在繩長 23.8 公分的軌道中，抵達時間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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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中間繩長與抵達時間關係圖 

  實驗一           
繩長（公分）及編號 

第一次結果

（秒） 
第二次結果

（秒） 
第三次結果

（秒） 
平均 （秒） 
四捨五入到小

數點後第二位 

曲線 左 繩長 29.8 0.75 0.77 0.73 0.75 

曲線 左 繩長 28.3 0.63 0.65 0.66 0.65 

曲線 左 繩長 26.7 0.61 0.62 0.63 0.62 

曲線 左 繩長 24.9 0.60 0.60 0.60 0.60 

曲線 左 繩長 23.1 0.59 0.59 0.59 0.59 

曲線 左 繩長 21.3 0.59 0.60 0.61 0.60 

在只控制左邊繩長的實驗中，鐵球在繩長 23.1公分的軌道中，抵達時間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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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中間繩長與抵達時間關係圖 

（二）、左、中、右三條最快的路徑分別是繩長：23.1、23.8、22.6（公

分），經過 Pr 擷取影片中的圖片，再將圖片由 Ps 描繪出路徑（圖十八），並

將頭尾對齊比對得出½週期擺線大幅相同（圖十九），並用½週期擺線再做實

驗，確認抵達時間確實是所有路徑中最短的。   

 

圖十八  Ps 使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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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綠色為½週期擺線，黑、紅、藍線分別為左、中、右棉繩實驗出的最快

路徑。 

繩長（公分）及編號 第一次結果

（秒） 
第二次結果

（秒） 
第三次結果

（秒） 
平均 （秒） 
四捨五入到小

數點後第二位 

½週期擺線 0.56 0.56 0.55 0.56 

 

5、 討論與結論 

一、討論 
（一）整理研究結果得出，隨著路徑下凹彎度越大，鐵球的抵達時間越短。但

超過一定限度之後，抵達時間將會增加（圖十五~圖十七）。我們分析這是因為，

根據機械能守恆，物體在重力場中運動時動能和位能之和不變，所以質點無論

路徑為和抵達低點時速度都將一至，最速降線問題實質上是在問如何最有效分

配動能和位使其成為快路徑。路徑為直線時，質點做等加速度運動，越靠近終

點速度越快。速度最快時已在終點，整個過程動能只有增加，卻無法用於移動

(以到達終點)。隨著彎度增加越大，下凹曲線與直線在同一條鉛直線上的交叉

點除了起點和終點前者始終高於後者，使其在同一垂直位置時獲得較大的動能，

雖然位能減少，但卻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了較大的速度，在之後的時間裡保持

著較快的速度，且下凹程度越大在同一垂直位置（不含起點和終點）時速度越

快，因此抵達時間變短，直到彎度過大，距離增加，抵達時間因而變長為止。

（圖二十）（速度與動能成正相關 KE = ½ m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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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位能比較示意圖 

(二)在尋找有摩擦力情況的最速降線時，我們推斷左 23.1 中 23.8 右 22.6 三條

能成為各自變因下最快的路徑，一定有共同的原因，在路徑比對圖裡可以發現

後半段幾乎重疊，在三條自變因下最快的路徑與擺線的比對中，發現½週期擺線

與三個最快路徑大致相符，接著對½週期擺線進行實驗，發現確實是所有實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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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點抵達終點時間最短的，因此最速降線問題在此實驗中的答案約為½週期擺

線。（圖二十一） 

 

圖二十一 

(三)實驗中的答案（討論二）與理論上在傾斜 6 度情況下的最速降線相差甚遠

(圖二十二)，另外在實驗的過程中，鐵球在部分過凹的路徑裡無法抵達終點

（圖二十三），以上兩點說明了摩擦力對最速降線的影響巨大，也說明了最速

降線問題中答案是擺線只存在於理論上。 

 

圖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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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 
二、討論 

(一)、用實體實驗模擬最速降線問題，得出各自的最佳路徑，並與擺線加以比

對，找出實驗中的最速降線大約為½週期擺線，這與理論上在傾斜 6 度情況下

的最速降線相差甚遠(圖)，同時在實驗的過程中，鐵球在部分過凹的路徑裡無

法抵達終點，以上兩點說明了摩擦力對最速降線的影響巨大，也說明了最速降

線問題中答案是擺線只存在於理論上。 

(二)、觀察質點所經過的路徑對抵達時間的影響分析其原因，原因為依據機械

能守恆原理，下凹的曲線與直線相比，則是以犧牲位能，換取動能的方式增加

速度，在路徑相當的前提下，在較短時間內抵達終點，但彎度大於一定限度

時，路徑將會過長，而使抵達時間增加。 

三、未來展望與應用 

(一)、未來展望 

1.使用壓克力板作為軌道，會因為其本身的彈性，導致軌道的形變難以控制且

無法準確量化，希望未來可以找到更好的材料改善此問題。 

(二)、最速降線的應用 
1. 我們認為可以運用最速降線為兩點間最快的路徑之性質，應用在緊急快速的

事物上，例如，幼兒園的逃生溜滑梯，因為孩童的身體還未發育完全，若是在

危急時刻，走樓梯會是一種較沒有效率的方法，因此用最速降線搭建逃生溜滑

梯可以大幅提升逃生安全、效率（圖二十四）；也可以運用在飛機的逃生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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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快逃生速度（圖二五）。 

 
圖二十四 此圖為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的逃生溜滑梯 

 
圖二十四  此圖為飛機上的逃生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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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觸覺是人類認知行為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方式，也是交互設計領域中不可忽視

的一部分。隨著科技的發展，技術的革新與增進同樣推動著觸覺回饋裝置的發展，

由觸覺回饋方式以增進抽象信息的認知能力已經被廣泛運用。皮亞傑提出的建構

主義主張學習過程不是兒童被動的接受知識，而是積極地建構知識的過程，學習

活動是以兒童為中心，因此學習具有發展性、演化性，並非一陳不變。在此基礎

上本文探索一個觸覺回饋裝置原型之設計概念，它可增強使用者對博物館文物信

息的認知能力。為參觀博物館的學齡兒童提供更具體的感官體驗，輔助兒童在真

實情境的互動中學到知識，激發兒童主動求知的欲望，進而創造出「個人、空間、

互動」三種情境下的優質教育體驗。	  

關鍵詞：觸覺回饋、教育技術、學齡兒童	

 Abstract 
Touch is an indispensable way of human cognitive behavior, and it is also a part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field of interaction desig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aptic feedback devices, and haptic feedback methods have been 
widely used to improve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abstract information. The constructivism 
proposed by Piaget advocates that the learning process is not the passive acceptance of 
knowledge by children, but the activ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sign concept of a tactile somatosensory feedback device prototype, which can 
enhance users' cognitive ability to museum cultural relics information. Provide more 
specific sensory experience for school-age children visiting the museum, assist children 
to learn knowledge in the interaction of real situations, stimulate children's desire to 
actively seek knowledge, and then create a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experience in three 
situations of "personal, space, and interaction". 

Keywords：Haptic Feedback、Educational Technology、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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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人類的觸覺系統是自身感知與探索外在世界的基礎，是一個幫助我們處理資

訊的重要感知系統。從幼兒時期開始，我們通過觸摸來獲取物體的信息，如距離、

大小、形狀、質量等，因此觸覺被定義為是一種主動探索的認知行為(Loomis	&	

Lederman,	1986)。當視覺無法為我們提供物體更具體的信息時(Klatzky	et	al.,	1985)，

觸覺就成為了我們感知信息的有效手段。	 	

傳統的教育型態無法給學齡兒童提供真實的體驗，因此兒童難以有透徹的理

解與體會。由於觸覺為我們提供豐富的感官信息增加我們感知能力，它逐漸成為

兒童的教學工具。因此隨著科技的進步，多媒體教育除了以視覺與聽覺輔助呈現，

觸覺回饋的加入也給學齡兒童創新了學習體驗，以多模態方式的互動讓兒童理解

未知物體的質量。 	

貳、 文獻探討	

一、 觸覺	
1931 年，Revesz 首次提出“觸覺”一詞，該詞來源於希臘單詞「haptikos」

與「haptesthai」，前者表達的意思是「能夠觸摸」，後者的意思則是「能夠抓住」

(Révész,	1950)。而如今所謂的觸覺還包含壓覺，是皮膚受到觸、壓等機械刺激所
引起的感覺，因此觸覺可以說是一個完整的感覺系統，為了解物體表面的觸覺信

息，人類會主動觸摸物體表面，並經由皮膚去感知物體表面特徵。而人類的手指

中包含高密度的低閾值力學感受器，因此能快速的進行信息的傳遞(Johnson,	2001)，

所以當我們通過手指觸摸物體表面時，手指接觸所產生的震動，在皮膚中傳播並

激活力學感受器，力學感受器接收到一個刺激後，將其轉換成一個電信號，最後

將刺激發送到大腦再由大腦進行編碼(Ndengue	et	al.,	2016)。	

二、 觸覺與認知	
皮亞傑曾認為兒童是通過體驗世界，並與世界互動來建構知識結構的積極過

程(Hourcade,	2008)，兒童的學習方式應為實踐學習，而非被告知學習。因此通過

結合觸覺與視覺的通感往往能出乎意料的起到豐富視覺信息的效果，激發學齡兒

童對於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並增強學習動機。Antle 的團隊(Antle	et	al.,	2009)在研究

中提出，兒童是否實際動手能影響他們對於事物的理解深度，并且強調了觸覺能

夠更好的刺激大腦有助於兒童理解。	

三、 觸覺回饋	
在現實生活中人類通過觸覺探索與操作事物，沒有觸覺就無法確定物體以及

其的表面特徵，但在早期研究中人類是通過材料本身的視覺運動來評估物體屬性，

而觸覺回饋的出現是為了將虛擬物體的形狀以及表面特徵，如紋理、質量、重量

等更精準的傳遞給使用者，讓其有如觸碰到真實物體之感。Israr	(Israr	et	al.,	2014)

的團隊所提出的觸覺回饋裝置能夠更好的增加兒童故事的體驗。類似的觀點在

Rovers團隊(Rovers	&	van	Essen,	2004)的研究中也有提及：觸覺回饋可以彌補實

際接觸的抽象信息表達。如今已經開了許多呈現力的觸覺回饋裝置，例如：

Lecuyer(Lécuyer,	2009)在虛擬環境中讓使用者以恆定的速度移動正方體，根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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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的推力計算出虛擬環境中的摩擦力，當正方體位於具有較高摩擦力的區域時，

將以恆定的速度減慢並要求使用者維持立方體的速度，通過力的變化與立方體的

視覺反饋讓使用者體驗到摩擦力的差異。Haptic	Bed(Koge	 et	 al.,	 2014)、Novint	

Falcon(Karbasizadeh	et	al.,	2016)以及Haptic	Links(Strasnick	et	al.,	2018)，他們通

過施加真正的物理力以表達不同形式的力。除此之外，一些作品也通過觸覺回饋

裝置以引發兒童對於學習的興趣。Kinder	BURU	BURU	 cushion(Shibasaki	 et	 al.,	

2020)通過坐墊與兒童書籍進行結合，通過震動的觸覺回饋方式增加兒童對於書

記、故事的興趣。	

參、 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 研究工具	
(一)	觸覺回饋裝置	

1.	裝置概念	

此裝置通過觸控方塊與 3D 列印機（ender5）上層框架進行結合，以牛頓第二

定律為原理核心，通過不間斷且隨機方向（前、後、左、右四個方向）對觸控方

塊施加不同大小的力，以感受在改變不同運動狀態下觸控方塊所用力的大小，去

瞭解物體質量這一物理屬性（即物体所受到的外力不變，則物體的加速度与質量

成反比。質量越大，越難改變原有的運動狀態）。裝置模型與實際主體如圖 1所
示。	

	 	

圖 1：實體裝置圖與模型圖（本研究自行繪製）	

2.	裝置組成	

(1) 觸控方塊	

a. 硬體結構 
觸控方塊分為框架主體與四個觸控區，為方便結合多樣化列印物品（例線上

下博物館文物應用）故設計為方形，其外觀與內部細節結構如圖 2所示，分別為
主體結構框架，支撐架，壓力傳感器框架固定結構以及壓力觸碰區活動面板。	

	 	
圖 2：觸控方塊整體爆炸圖及傳感器安裝位置（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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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塊整體采用光固化列印為確保裝置結構精度及觸控面感測力之靈活度，亦

可使用家中任意可正常工作之 3D 列印機自行打印與安裝。觸控方塊主要由
Arduino 傳感器模組收集數據，其安裝位置如圖 2，通過摁動觸控區域之觸控板
以採集壓力數據。	

(2) 基座框架	

a. 硬體結構 
基座框架為裝置有效工作區域大小，其取決於基座拼裝后實際面積爲主。為

減少裝置的特定性，並隨著主題裝置的設計推進，此裝置采用 3D 列印機框架結

構之材料。但目前研究裝置僅限 Ender5（或相同材料為結構主體之 3D 列印機）
之框架結構延申使用設計為核心。通過雙步履馬達、傳動履帶，Arduino及雙 12V
電源進行組裝。此裝置可自由拼裝框架總長與總寬，方便使用者隨意控制所需要

的體驗區域。	

(3) Arduino控制與連接 
觸控方塊與基座之鏈接方式為通過Unity中開源素材包ARDITY以 PORT方

式互相連接，連接邏輯如圖 3。通過將 Arduino 1（觸控方塊數據）中的訊息傳入
Unity 中，結合 Unity 中自帶物塊的物理屬性進行數據運算（Rigidbody 物理屬
性），並將數據傳輸給 Arduino 2（基座移動數據），通過 Arduino自行編寫之程
式驅動基座的兩個步履馬達以帶動觸控方塊。以此給予使用者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讓使用者通過觸覺回饋方式感受不同模擬物體質量的物理特性。	

	

圖 3：裝置工作流程圖	

二、 研究方法	
(一) 裝置應用與實驗設計	
1. 線上博物館場景應用	
此裝置具有相對較方便的組裝與移動特性，加之疫情時代的來臨。故設計此

裝置之應用於線上交互，從而緩解學齡兒童由疫情導致的課外常識性認知之學習

機會的減少。裝置應用方式為列印線上博物館之展品模型安裝於裝置上（如圖 4
所示），以供學齡兒童體驗。	

	
圖 4：實驗裝置安裝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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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設計	
本研究以準實驗研究，研究對象為學齡兒童（一至六年級），邀請約 30人參

與本實驗。	

(1)	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如圖 5 所示，先進行與受測者簡單問答，了解測驗對象是否有接觸

過其他觸覺回饋裝置，接著進行實驗說明，讓學齡兒童了解到實驗中設計了 5項

任務，進入到正式測試，研究者會在必要時輔助幫助完成任務，並在觀察受測者

對任務的反應，最後進入 SUS 問卷填寫與簡短的訪談，收集受測者對於本研究

觸覺回饋裝置的滿意度與建議。	

	
圖 5：研究流程	

(2) SUS系統易用性量表 
當受測者進行觸覺回饋裝置體驗后，研究者對受測者進行 SUS系統易用性量

表填寫。此問卷共為 10題	，其中奇數題為正向題，偶數題為負向題，并采用李

克特 5 分量表，選項從 1 分非常不同意到 5 分非常同意。在計算 SUS 分數時，

應將奇數題分數減去 1分，用 5分減去偶數題分數，將 10項數據加總后乘 2.5即

為 SUS 分數。SUS 問卷題目內容見附錄。預通過此量表了解學齡兒童對於觸覺

回饋裝置之易用性與滿意程度。	

(3)觀察紀錄 
在實施研究測驗過程中將採取觀察法，收集改良觸覺回饋裝置與應用的要素

以及問題，同時觀察不同受測者使用時的不同行為與反應，進行觀察紀錄整理。	

(4)訪談法 
在填寫 SUS問卷後將會與受測者詢問一些開放式問題，其方向將主要圍繞受

測者在體驗過後的收穫。擬定問題內容如下：	

	

問：你喜歡用觸覺回饋裝置了解線上博物館的文物嗎？與之前去博物館相比

又什麼不同感受？	

問：觸覺回饋裝置有幫助你更了解博物館的文物嗎？	

問：在剛剛的體驗中你能分辨不同文物之間的質量差異嗎？哪個最重？那個

最輕？	

問：這個裝置以後可以讓你去體驗 VR 應用中的物體你覺得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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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完問題後，將會請受測者反饋一些自由建議，以此來探索裝置設計或實

驗設計中的潛在可能性發展與設計。	

肆、 結果與討論	
本論文研究目的在於透過觸覺回饋裝置並結合綫上博物館，以提升學齡兒童

認知學習之成效。通過結合Arduino傳感器與 Unity的結合，開發新形態的教育

技術。現階段研究重點為裝置主體的實現與應用方式設計，裝置主體可以通過簡

單的推拉動作觸發觸覺傳感器，以 Unity運算為核心收發數據於兩塊Arduino 以

實現觸覺回饋裝置的正常工作及預計裝置互動感受。同時擬定了將觸覺回饋裝置

結合線上博物館為實驗場景，為此設計實驗並擬定相應問卷。通過此方式對裝置

整體的易用性進行測試，同時瞭解學齡兒童對於實驗設計之教育環境的實際反饋。

裝置主題現已調試為可供實驗狀態，其裝置主體能夠有效提供觸覺反饋，並能良

好的反應不同測試物理量之質量物理屬性閒的差異。	

伍、 未來展望	
本研究為探討學齡兒童學習之成效，因此將儘快完善裝置與實驗受測者收

集之相關事宜，通過未來收集與分析道的數據進行修改裝置與應用方式。同時

將探索更多此觸覺回饋裝置的應用形式。若能成功且行之有效，則希望具有此

些材料的任意可組裝場合，為學齡兒童創造一個有趣的學習環境，讓學齡兒童

在娛樂中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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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SUS問卷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1.	我想我會願意經常使用

這個觸覺回饋裝置	

	 	 	 	 	

2.	我覺得這個觸覺回饋裝

置過於複雜	

	 	 	 	 	

3.	我認為這個觸覺回饋裝

置很容易使用	

	 	 	 	 	

4.	我想我需要有人幫助才

能使用這個觸覺回饋裝置	

	 	 	 	 	

5.	我覺得這個觸覺回饋裝

置的功能整合得很好	

	 	 	 	 	

6.	我覺得這個觸覺回饋裝

置有太多不一致的地方	

	 	 	 	 	

7.	我可以想像大部份的人

很快就可以學會使用這個觸

覺回饋裝置	

	 	 	 	 	

8.	我覺得這個觸覺回饋裝

置使用起來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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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很有自信能使用這個

觸覺回饋裝置	

	 	 	 	 	

10.	我需要學會很多額外的

資訊，才能使用這個觸覺回

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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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程式設計已成為全球所重視的教育，因此教學方式與教學內容都是發展的

重點項目。本研究旨在探討融入運算思維於程式判斷結構課程，對於學習者的

程式設計學習成效影響。採準實驗研究方法，設計實驗組（融入運算思維於課

程之教學方式）、對照組（傳統教學方式）的教學安排，以自製「學習成效測

驗試題」、「學習成效評分表」作為學習成效的研究工具，並透過統計分析本

研究之教學設計對於學習者學習成效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之教學設

計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關鍵字：運算思維、判斷結構、程式設計、學習成效	

	

Abstract 
Programming has become a global focus of education, so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tent are the focus of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incorporating operational thinking into the course of programming 
judgment structure on the learning of programming. 
Using the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 the teaching arrangemen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lace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on course) and the control group 
(normal teaching methods) was designed, and the self-made ‘’learning outcomes test’’ 

407



and ‘’learning outcomes evaluation table’’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tools of learning 
outcome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teaching design on learners' learning outcomes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this research 
can improve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learners. 
 
Keywords：Computational Thinking, Control Structure, Computer Programming, 
Learning Outcomes 
	

壹、前言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背景下，程式設計課程為教育的一大重點。程式設計

是一複雜且具順序性的知識，基本概念知識會影響著後續的學習。如果在學習

程式基本概念時，就無法理解其概念，那將會影響後續的學習，形成一個惡行

循環（Savage	&	Piwek,	2019）。將想法轉換為抽象的程式語言是學習者學習程

式的困難之處，因此如何「解決問題」是程式學習的挑戰（Medeiros,	Ramalho,	

&	Falcão,	2018）。然而，教學教材及教學方法的設計，亦須搭配得宜才能解決
程式學習的困境（Cheah,	2020）。	

多數國家將程式教育目標訂定為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運算思維」

的概念也因此成為學習內容之一。運算思維是「解決問題」的思考流程，此過

程具有邏輯系統性。而控制結構是程式的基本概念之一，為程式執行流程的架

構，程式流程的控制會影響著程式執行結果，如果能將程式流程控制得當，不

僅能讓程式正確執行，亦能獲得更符合預期的結果。	

綜合上述，運算思維為一有邏輯性的思考流程，程式控制結構為程式執行

的流程，兩者皆為有系統及目標性的流程，且目標皆為成功「解決問題」。因

此，本研究欲將運算思維融入於程式控制結構的課程中，探討此種教學方法的

設計，對於學習程式設計之學習成效的影響，希冀研究結果能提供程式教育另

一種教學方法的參考。	

二、	研究目的	

（一）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學習者學習成效影響。	

（二）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 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正

確性之影響。	

（三）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符號正確性之影響。	

（四）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縮排格式正確性之影響。	

（五）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條件式正確性之影響。	

三、	研究問題	

408



根據研究目的，形成以下研究問題：	

1.	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學習者學習成效之影響為何？	

2.	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 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正確性

之影響為何？	

3.	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符號正確性之影響為何？	

4.	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縮排格式正確性之影響為何？	

5.	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條件式正確性之影響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	運算思維	

（一）運算思維定義與核心元素	

運算思維一詞之定義由周以真教授於 2006年提出。Wing（2017）將運算思

維之定義具體化，認為運算思維是以電腦（人或機器）可有效執行的角度，去

理解問題並思考解決方案的思維過程。學者們開始探討運算思維的組成要素，

美國國際社會教育科技組織（ISTE）和電腦科學教師協會（CSTA）提出運算

思維的操作性定義，將運算思維分為創造力、演算法思考、批判性思考、問題

解決、合作等五元素（ISTE	&	CSTA,	2011）。運算思維流程有四個核心元素，

為根據程式設計流程中的含義所定義出的核心元素。四核心元素分別為問題拆

解、規律辨識、摘要化、步驟化。以下為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對運算思維四元素的定義：	

1. 問題拆解（Decomposition）：	
將問題細分為一系列的子問題，或是統整相似的部分，形成一個易於執行的

問題。	

2. 規律辨識（Pattern	Recognition）：從細分出來的子問題中，找出相似之處，
並思考這些相似問題的解決方式是否相同。	

3. 摘要化（Abstraction）：統整歸納出問題解決方法的核心之處為何。	
4. 步驟化（Algorithm）：設計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依據方法步驟逐一執
行，來解決問題。	

二、	程式控制結構	

（一）控制結構定義與特性	

具有控制結構的程式稱之為「結構化程式設計（Structured	

Programming）」。結構化的程式設計為一種程式設計的方法，它能提升程式

的可讀性、執行時間（Corrado	Böhm	&	Giuseppe	Jacopini,	1966），因此控制結
構可視為模組，程式會依據這個模組來執行，也就是程式執行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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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控制結構有循序結構（Sequence	Structure）、判斷結構（Decision	

Structure）、重複結構（Loop）三種。根據 Python 的語言參考手冊對三種控制

結構的定義為：	

（1）循序結構（Sequence	Structure）：程式依照程式語法的順序，依序執行。	

（2）判斷結構（Decision	Structure）：程式執行時，會依據使用者輸入的資料

進行判斷，執行對應的程式區塊。因此在判斷結構中，需有條件式的設計	

（3）重複結構（Loop）：當設定的條件成立時，會重複執行該區塊的程式。	

綜合上述，透過運算思維來解決問題的過程是以電腦科學的角度去思考，

而判斷結構為程式控制結構的一環，為控制程式執行流程的結構。程式的抽象

概念理解是學習者認為學習程式的困難之一，因此本研究欲融入運算思維於程

式判斷結構課程，給予學習者有邏輯性的教學內容，來探討其學習成效。	

	

參、	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準實驗的設計，實作組為融入運算思維於課程，對照組則無。

選擇程式控制結構中的判斷結構作為教學主題，並選擇判斷結構中的 if…與

if…else…兩種程式敘述進行教學內容的設計。透過前、後測的設計，探討將運

算思維融入判斷結構程式課程中，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之影響。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普通型高中一年級學生，兩個班級總人數為 66人。採

非隨機分組的方式，實驗組 34 人，對照組 32人。全體學習者的學習時間、內

容皆相同。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有「Python 語言(3.8.8)」、「Python	IDE	–	

Spyder(4.2.5)」、「學習成效前、後測試卷」、「學習成效測驗試題評分表」，

以下針對學習成效前、後測試題、學習成效測驗試題評分表分列詳述。	

一、學習成效前、後測試題	

學習成效將會分析學生在課程前、後測之成績表現。研究者針對課程內容進

行試卷的出題，並邀請三位專家為試題進行審查與修訂，來建立本試卷專家

效度。本試卷共五題實作題，每題四分，總分為二十分，詳細內容於附錄一。	

二、學習成效測驗試題評分表	

學習成效測驗試題評分表為學習者在測驗試題作答內容的評分標準。根據學

生作答狀況，與專家們討論後統整出四項錯誤項目，並將此四項目列為評分

項目。此四項評分項目為：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錯誤、符號錯誤、縮排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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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錯誤、條件式錯誤。專家們將依據評分表項目進行評分，每一個項目皆為

一分，只要有一錯誤，該項目即得零分，因此每一評分項目的總分為五分，

詳細的評分表內容如表 3.1。	

	

表 3.1	學習成效測驗評分表	

	

	

	

	

	

四、	教學設計	

依據課程主題，研究者設計兩大教學活動。一為程式判斷結構的概念講

解；二為程式判斷結構的實作練習。以下將分別說明分別教學活動的內容：	

一、程式判結構概念	

此教學活動設計在於講解判斷結構的概念，以及透過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來

讓學習者理解判斷結構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為何。	

二、程式判斷結構實作練習	

基本概念講解完後，此教學活動將讓學習者透過上機實作來編寫程式碼，

將想法轉換為程式碼，並將結果輸出。在學習者實作練習前，教學者會先實作

示範例題，在示範例題的過程中，會以運算思維流程所包含的四步驟來進行示

範講解。練習題共計三題。以下將說明運算思維在本課程中所代表的含義：	

1.問題拆解：確定程式的判斷目標（期望達到的結果為何），再根據判斷的目

的來列出對應的條件式有哪些。	

2.規律辨識：從條件式中來設計條件式的成立與否，各自對應的結果有哪些。	

3.摘要化：依照設計的條件式各自對應的結果，來組成一個判斷結構。	

4.步驟化：依照程式執行流程，將判斷條件、欲達到的結果依序代入其中，來

設計程式。	

五、	研究實施	

	

	

	

前測	

填答學習成效測驗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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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實驗流程圖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探討將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課程，對於學習者學習成效之影

響，並依據程式判斷結構之程式敘述，細分出四個評分項目，分別為 if…與
if…else程式判斷結構、符號、縮排格式、條件式。因此學習成效除了依據測驗
試題的總分作為統計數據，也將分別根據學習者在四個評分項目的得分進行統

計分析與探討。本研究之對照組共 32人，實驗組共 34人，經統計後共有 66筆
有效數據，將以 IBM SPSS Statistics 26統計軟體進行數據統計分析。以下將根
據統計分析結果來逐一回答研究問題。 

一、有無融入運算思維於程式判斷結構課程之學習成效分析 

此小節為了解學習者在進行融入運算思維的程式判斷結構課程後，是否有

提升學習成效。實驗組、對照組兩組別在學習成效前測分數皆為 0分，因此根
據兩組別在學習成效後測分數，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兩組的差異，來回

實驗組（34 人）	

融入運算思維於課程	

	

	

對照組（32人）	

未融入運算思維於課程	

 

教學流程	

1. 判斷結構基本概念
講解	

2. 判斷結構實作練習	
（示範例題融入運

算思維流程進行講

解）	

後測	

填答學習成效測驗試卷	

教學流程	

1. 判斷結構基本概念
講解	

2. 判斷結構實作練習	
（以傳統教學方式

進行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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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研究問題一：「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學習者學習成

效之影響為何？」下表 4-1為實驗組、對照組在學習成效前、後測之敘述性統
計分析表，表 4-2為實驗組、對照組學習成效後測之獨立樣本 T檢定。 
 
表 4-1實驗組、對照組學習成效前、後測之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N	 Mean	 SD	

前測	 實驗組	 34	 0.00	 0.00	

	 對照組	 32	 0.00	 0.00	

後測	 實驗組	 34	 12.18	 1.524	

	 對照組	 32	 10.34	 2.664	

 
表 4-2實驗組、對照組學習成效後測成績之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表 
	 t	 df	 p	

不同組別學習成

效後測成績	

4.742	 53.110	 .000	

 
由表 4-1敘述性統計結果可看出實驗組、對照組在學習成效後測的平均

數，實驗組高於對照組。另以表 4-2的統計結果可看出，兩個組別之間的學習
成效後測成績有顯著差異，即代表有無融入運算思維於程式判斷結構課程，對

於學習成效有顯著影響。 

二、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正確性之學習成效分析	

此小節為了解學習者在進行融入運算思維的程式判斷結構課程後，是否有

提升 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正確性。實驗組、對照組兩組別在學習成效前測分

數皆為 0分，因此根據兩組別在 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評分項目之後測分數，
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兩組的差異，來回答研究問題二：「運算思維融入
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 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正確性之影響為何？」

下表 4-3為實驗組、對照組在 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後測成績之敘述性統計分

析表，表 4-4為實驗組、對照組在 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後測成績之獨立樣本

T檢定。	

	

表 4-3 不同組別在 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後測成績之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後測

成績	

實驗組	 34	 4.9118	 .28790	

對照組	 32	 3.7500	 1.1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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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不同組別在 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後測成績之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表 
	 t	 df	 p	

不同組別「if…與

if…else…判斷結

構程式」後測成

績	

5.490	 34.565	 .000	

 
由表 4-3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看出實驗組後測成績平均高於對照組，再由

表 4-4的統計結果可看出，兩組別在「if…與 if…else…判斷結構程式」評分項
目的後測成績有顯著差異，即代表有無融入運算思維於程式判斷結構課程，對

於「if…與 if…else…判斷結構程式」有顯著影響。 

三、符號正確性之學習成效分析	

此小節為了解學習者在進行融入運算思維的程式判斷結構課程後，是否有

提升符號正確性。實驗組、對照組兩組別在學習成效前測分數皆為 0分，因此
根據兩組別在符號評分項目之後測分數，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兩組的差
異，來回答研究問題三：「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符號

正確性之影響為何？」下表 4-5為實驗組、對照組在符號後測成績之敘述性統
計分析表，表 4-6為實驗組、對照組在符號評分項目後測成績之獨立樣本 T檢
定分析表。 

 
表 4-5不同組別在符號後測成績之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符號後測成績	 實驗組	 34	 3.3235	 1.34221	

對照組	 32	 2.6563	 1.28539	

	

表 4-6不同組別在符號後測成績之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表 
	 t	 df	 p	

不同組別「符

號」後測成績	

2.060	 64	 .043	

	

由表 4-5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看出實驗組後測成績平均高於對照組，再由
表 4-6的統計結果可看出，兩組別在「符號」評分項目的後測成績有顯著差
異，即代表有無融入運算思維於程式判斷結構課程，對於「符號」有顯著影

響。 

四、縮排格式正確性之學習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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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小節為了解學習者在進行融入運算思維的程式判斷結構課程後，是否有

提升縮排格式正確性。實驗組、對照組兩組別在學習成效前測分數皆為 0分，
因此根據兩組別在縮排格式評分項目之後測分數，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
兩組的差異，來回答研究問題四：「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

對於縮排格式正確性之影響為何？」下表 4-7為為實驗組、對照組在縮排格式
後測成績之敘述性統計分析表，表 4-8為實驗組、對照組在縮排格式評分項目
後測成績之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表。 

 
表 4-7 不同組別在縮排格式後測成績之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縮排格式後測

成績	

實驗組	 34	 2.7941	 1.40948	

對照組	 32	 2.3750	 1.09985	

	

表 4-8 不同組別在縮排格式評分項目後測成績之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表 
	 t	 df	 p	

不同組別「縮排

格式」後測成績	

1.341	 64	 .185	

 
由表 4-7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看出實驗組後測成績平均高於對照組，進一

步分析由表 4-8的統計結果可看出，兩個組別之間在「縮排格式」評分項目的
後測成績無顯著差異，表示縮排格式正確性可能並非受到有無融入運算思維於

程式判斷結構課程所影響，須進一步探討其他原因。 

五、條件式正確性之學習成效分析	

此小節為了解學習者在進行融入運算思維的程式判斷結構課程後，是否有

提升條件式正確性。實驗組、對照組兩組別在學習成效前測分數皆為 0分，因
此根據兩組別在條件式評分項目之後測分數，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兩組
的差異，來回答研究問題五：「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

條件式正確性之影響為何？」下表 4-9為實驗組、對照組在條件式後測成績之
敘述性統計分析表，表 4-10為實驗組、對照組在條件式評分項目後測成績之獨
立樣本 T檢定分析表。 

 
表 4-9 不同組別在條件式後測成績之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組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條件式後測成

績	

實驗組	 34	 1.7353	 1.33278	

對照組	 32	 1.4688	 1.0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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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不同組別在條件式評分項目後測成績之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表 
	 t	 df	 p	

不同組別「條件

式」後測成績	

.910	 64	 .366	

 
由表 4-9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看出實驗組後測成績平均高於對照組，進一

步分析由表 4-10的統計結果可看出，兩個組別之間在「條件式」評分項目的後
測成績無顯著差異，表示條件式正確性可能並非受到有無融入運算思維於程式

判斷結構課程所影響，須進一步探討其他原因。 
 

伍、 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以下將依據研究問題，來依序回答出本研究之結論。	

（一）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學習者學習成效之影響為

何？	

實驗組、對照組在進行教學課程前的前測分數均為 0分，而在進行教學課程後
的後測分數有顯著差異。由此可得出將運算思維融入於程式的判斷結構課程

中，會顯著影響學習者之學習成效。 
 
（二）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 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正

確性之影響為何？	

實驗組、對照組在進行教學課程前的「if…或 if…else 程式結構」評分項目之前

測分數均為 0分，而在進行教學課程後的後測分數有顯著差異。由此可得出將
運算思維融入於程式的判斷結構課程中，會顯著影響學習者在 if…或 if…else 程

式結構之正確性。 
 
（三）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符號正確性之影響為何？	

實驗組、對照組在進行教學課程前的「符號」評分項目之前測分數均為 0
分，而在進行教學課程後的後測分數有顯著差異。由此可得出將運算思維融入

於程式的判斷結構課程中，會顯著影響學習者在符號之正確性。 
 
（四）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縮排格式正確性之影響為

何？	

實驗組、對照組在進行教學課程前的「縮排格式」評分項目之前測分數均

為 0分，而在進行教學課程後的後測分數並無顯著差異。在縮排格式的評分項
目中，學習者須在判斷結構之程式敘述透過縮排來區分出程式的執行區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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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全體學習者的作答內容，發現學習者在縮排格式的錯誤之處在於 if…判斷結
構外的縮排、if…else…結構內的縮排。 
因此對於融入運算思維於程式判斷結構課程，針對縮排格式之教學的設計，有

待進一步探討。 
 
（五）運算思維融入程式判斷結構之教學方式，對於條件式正確性之影響為

何？	

實驗組、對照組在進行教學課程前的「條件式」評分項目之前測分數均為

0分，而在進行教學課程後的後測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在條件式的評分項目中，學習者須根據題目的要求設計對應的條件式。根據全

體學習者的作答內容，發現學習者在條件式的設計，錯誤之處在於運算子的使

用，條件式之程式敘述會用到程式的概念有「邏輯運算子、算數運算子、關係

運算子」。	

因此，推測在判斷結構的條件式中，先備知識的理解程度會影響學習者設計條

件式，此論點需再進一步探討。	

二、後續研究建議 

（一）教學課程時間 
本研究的教學實驗設計為一節課，檢驗學習者在這一節課的學習成效為

何。根據研究結果看出影響學習者在判斷結構的程式敘述之細節（縮排格式、

條件式）的表達仍有待進一步探討，因此未來研究可拉長教學時間，藉以觀察

學習者之學習成效。 
（二）教學內容加入先備知識概念 
程式設計為複雜、專業性高的知識。根據本研究結果看出學習者在判斷結

構的條件式設計時，對於邏輯運算子、算數運算子、關係運算子的表達錯誤，

而運算子屬於課程的先備知識內容。因此未來研究可將先備知識納入課程的複

習單元，亦可將先備知識作為研究變項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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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人因為滑手機的習慣，深受觸控螢幕點一下、滑一下的魔力影響，使得

直接觸控與間接觸控的效果對使用者產生不同影響 (Wu, Yu, & Liu, 2019)。教育

現場也鼓勵教師透過教育科技輔助學生學習。然而，至今在國小教育領域和「直

接觸控」與「間接觸控」相關之研究並不多，且國內外各項研究並未達成一致的

結論，這讓本研究想探討使用滑鼠輸入的電腦和使用觸控輸入的平板是否會對國

小低年級學生的感官體驗及心情感受產生不同影響，進而影響其學習表現。 

關鍵字：資訊載體、直接觸控效果、人機互動與教學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habit of using mobile phones or tablets, people are deeply affected 
by the magic of clicking and tapping on the touch screen. So direct touch and indirect 
touch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users (Wu, Yu, & Liu, 2019). Schools in Taiwan also 
encourages teachers to support students in learning through educational technology. 
However, there are few studies comparing direct touch and indirect touch in the field 
of primary education. Also, there isn’t a consensus among the researches, which makes 
this study still potential. In this study, we’ll see how mouse-clicked computer screen 
and the finger touch tablets have to do with user experienc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imary grade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Keywords：technological devices, direct touch effect,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 teaching

419

mailto:maggywu_7211@apps.ntpc.edu.tw
mailto:swchen@tea.ntue.edu.tw


壹、 前言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因應世代的改變，在「聲-光-觸」視覺、聽覺及觸覺兼具的環境下，導致人

類傾向於觀看敘述概念的影片，而非閱讀完整的文章，若能使每件事物視覺化，

將更容易抓住新世代人類的注意力 (Fell, 2020)。現代人因為滑手機的習慣，深受

觸控螢幕影響，不論眼前是否為觸控面板，看到螢幕都會不自覺就想滑滑看、點

點看。研究者在教育現場就時常發現新世代學生看著電腦螢幕、投影布幕，手指

常常不自覺就按上去了。或許，因為平板載體等觸控產品剛好符合新世代學生的

成長背景，才使得各項螢幕設備不只出現一種讓人看了就想點一下、滑一下的魔

力，還激起孩子的好奇心和興趣。這讓本研究開始好奇同樣都是資訊載體，使用

滑鼠點擊的電腦螢幕和使用觸控面板的行動載體，應用於教學時，是否會對學生

的感官體驗及心情感受產生不同的影響，以至於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習動機，以

及學習滿意度有所差別，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 

二、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開始發想若同樣一套英語字母拼讀動畫教材，以「電腦+點擊滑鼠」

（間接性人機互動）和「平板+觸控螢幕」（直接性人機互動）兩種不同的資訊

載體來呈現，並以「教師控制」與「學生操作」兩種與資訊載體不同的科技互

動程度進行學習，對新世代學生在英語領域的學習成效、學習動機，以及對學

習滿意度有什麼影響。 
綜觀以上所述，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 教師運用不同資訊載體及不同互動程度對國小低年級學生的英語學習

表現(學習成效、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有顯著差異嗎？ 

(二) 教師運用不同資訊載體及不同互動程度對國小低年級學生進行英語教

學，在教學效果上的差異為何? 

(三) 教師運用資訊載體融入教學時，哪一項「載體與互動程度之組合」對提

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較具效果? 

貳、 文獻探討 
 

一、 國內外教育科技相關研究 

(一) 教育科技的定義 
因應世代所需，為滿足世代變遷下的學習需求及增進學習效益，各國政府陸

續提倡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鼓勵教師善用科技提升教學成效。而「教育科技」

則成為人類為了促進教學與學習效果，滿足教育及求知需求，達到適應學習環

境及學習型態之目的之教學模式（朱耀明，2004）。「教育科技」僅是一種教

學策略、是一項學習工具，而非課程的學習重點。教師必須仔細思考，如何讓

課程引導科技，讓科技輔助學習，讓科技不喧賓奪主，如此，才能真正提升教

師的教學品質，並讓學生能進行有意義的學習（尹玫君，2000；陳家綺，2010）。 
因此，本研究認為若能在英語教學活動中，運用教育科技做為教師教學及學

生學習的工具，將可能激勵新世代學生學習動機，引起其學習興趣，及滿足其學

習需求，而教師該如何整合課程及科技，選用合適的資訊載體及科技互動方式作

為因應新世代之教學模式，則為本研究所欲探討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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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外教育科技應用於教學之相關研究 
教育現場的教師常在教學活動中，加入文字、圖像、聲音、或投影片、動畫、

影片等教材，將課程內容透過聲光效果的輔助，除了能增加教學活動的多元性及

趣味性，輔助學生理解課程內容外，也能帶給學生較豐富的學習刺激，有助於提

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陳惠雯，2011；蔡佳玲，2011）。 
國外亦有多數研究對運用電腦、平板等資訊載體融入教學持有正向態度，認

為使用教育科技對學習成效、學習動機皆有加分的效果，也容易提高學生的學習

興趣，以及讓學生對課程及學習感到滿意 (Hilton, 2018; Ismail & Maat, 2020; 
Warantz, 2019)。Hilton (2018)的研究結果表示透過iPad進行數學課程，學生的參

與度、對數學領域的學習態度及滿意度皆有正向提升。Warantz (2019)亦證明運

用iPad進行學習，實驗組學習成就及前後測進步狀況皆優於控制組，前後測的結

果證明iPad對學習具有顯著影響。 
相反地，歐陽誾（2016）則是有感於教育現場從「班班有電腦及投影機」，

進步到可能「一生一平板」，每位學生都擁有一台平板進行學習，教師與家長關

心的問題可能不只是教育科技的應用是否真的能幫助學生學習，更會擔憂使用科

技及資訊載體是否會影響學生的專注力。這需要有更多的實證研究來探討與證實

若教育科技不再只是由教師掌控，而是成為學生操控的學習工具時，科技如何有

效提升學習。 

二、 人機互動與使用者體驗相關研究 

(一) 人機互動 
人機互動是指使用者和計算機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人類使用機器或設

備的方式，以及人類在使用機器時所產生的效果和情緒（唐國豪，2003；林維

真，2013）。以往人機互動較少著重探討互動及使用情緒層面，但是，人的情

緒會受經驗所影響，與機器互動方式的不同也會影響使用者的心情感受（周書

暉、林佑全，2011）。若能了解情緒設計與人機互動的關係，可以改善人機互

動設計，並且發展理想的互動模式，藉以提供使用者正面的互動經驗，讓使用

者對互動經驗感到滿意 (Geven, Tscheli, &Noldus, 2009)。 

Norman (2004)提出情緒設計，將人類與機器互動的情感認知層次分成內在、

行為、反思三個層次，探討使用者的情緒與人機互動的經驗。下表針對Norman的
情緒設計來說明與本研究自變項「不同載體」與「不同互動程度」相關的人機互

動之概念。 
表 1  Norman (2004)情緒設計與本研究自變項之對應 

Norman (2004) 情緒設計 本研究之自變項 

內在

設計  
使用者與機器之間最初的感官

體驗會觸發使用者內在情緒。 
資訊

載體 
1.桌上型電腦（含滑鼠） 
2.觸控平板 

行為

設計  
人類如何對機器互動做出反

應，並從人機互動中獲得樂趣。 
輸入

模式 
1.滑鼠點擊 
2.平板觸控 

反思

設計  
人機互動後，使用者感到滿意，

就會提高其再體驗的意願。 
互動

程度 
1.與載體無互動(教師控制) 
2.與載體有互動(學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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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者體驗相關研究 
近幾年來，國外陸續也有學者開始在探討間接性「點擊滑鼠」和直接性的「觸

控螢幕」對使用者在互動經驗上是否會因為動作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心情感受。

其中多數研究指出直接性觸覺效果，容易營造出身歷其境的感受，對人機互動是

具有影響力的（Wang, Keh, Zhao, & Ai, 2020; Wong, 2020; Wu, Yu, & Liu, 2019）。 
但至今和「直接觸控」與「間接觸控」相關之研究仍不算多數，本研究蒐集

的相關文獻也是近五年左右的資料，仍稱不上是已被廣泛討論的議題，況且也有

其他研究結果認為「點擊滑鼠」的效果並不比直接觸控差 (Ahmed et al., 2019; 
Sauter & Mack, 2020)。 

Boon, Boon 與 Bartle (2020)透過2010-2019文獻回顧指出近十年來，使用

iPad學習數學、英語等，並非總是能成功提高學生學習成就。此外， Ling (2016)
讓國中學生分別以電腦及平板等載體，進行閱讀及數學測驗後，也發現多數學生

會因為使用平板學習而覺得課程更有興趣，但使用不同的載體進行學習，在其閱

讀與數學測驗成績上並無顯著差異。 

參、 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新北市某國小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運用英語字母拼

讀動畫教材，在「平板」與「電腦」兩項不同的資訊載體，以及「教師控制」與

「學生操作」兩種與資訊載體不同的科技互動程度下，對國小低年級學生在英

語領域的學習成效、學習動機，以及學習滿意度是否具有影響。 
本研究有「資訊載體」與「學生與載體的互動程度」兩項自變項，且各有

兩個不同的類型，因此實驗處理過程依二乘二析因實驗設計  (two-by-two 
factorial experimental design)將學生分為四個組合：實驗組A（教師控制電腦動

畫）、實驗組B（教師控制平板動畫）、實驗組C（學生操作電腦動畫）、實驗

組D（學生操作平板動畫），共四組。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教學實驗於國小二年級班級之英語課堂中實施。為測得載體及語

載體互動的關係對低年級是否具有顯著影響，本研究之教學實驗為1節課，共 40 
分鐘，並以「英語單字拼讀測驗」、「英語學習動機量表」、以及「英語學習滿

意度量表」為研究工具，並於教學實驗開始前及結束後一週內進行學習成效、

學習動機，以及學習滿意度之前後測，根據統計資料分析資訊載體對低年級學

生在英語學習領域是否具有短期效果（short-term effect）的差異。教學實驗所得

資料經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ANOVA）進行統計分析，最後輔以學生課程心

得回饋，記錄學生對字母拼讀動畫及資訊載體融入英語課堂的想法，作為研究

結果之佐證。 

(一) 英語單字拼讀測驗 
本研究，根據學習目標及字母拼讀動畫教材內容，編製英語單字拼讀測驗而

成。本研究於試題完成後，採專家效度評定方式，諮請英語輔導團教授及校內英

語教師進行審題，由專家教師給予回饋建議後，加以修正及定稿，以建立其內容

效度，再進行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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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語學習動機量表 
İlter（2009）針對非以英語為母語之學習者(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進行教育科技與學習動機影響之研究。İlter根據研究目的製作問卷，該問卷

由15個關於資訊載體運用及學習動機的描述性問題組成（詳見附錄一）。 
本研究旨在探討資訊載體以及學生與載體互動程度對低年級學生學習動機

的影響，與上述三項學習動機層面中的「學習情境」較為相關，例如：（一） 在
課堂中融入資訊載體，建立教育科技的學習情境；（二） 因應新世代學生的成

長背景及習慣，透過資訊載體提供學生兼具聲-效果的學習情境；（三） 不同的

教材呈現模式及教師角色的不同，亦為不一樣的學習情境。因此，本研究選定國

外資訊載體與英語學習動機之量表 (İlter, 2009)，作為本次探討學習動機的研究

工具。 

(三) 學習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選定Fieger (2012)編製之滿意度檢核表作為本次探討學習滿意度的研

究工具。該份量表由澳大利亞國家職業教育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NCVER)所出版發行，是該機構每年用於檢視職業

培訓課程是否符合需求及期待而編製的，為驗證其目的及信效度，每年量表所得

數據及分析結果皆一致，且各層面Cronbach’s α值分別為.77、.80、.82，皆大於.70，
其內部一致性高，具有良好信度。唯因為需翻譯成中文及受試對象不同，本研究

將題目敘述翻譯後並稍作潤飾 (詳見附錄二）。 

肆、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四組實驗組分別各有27份樣本，總樣本數共計108份。經SPSS 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後，得知學生英語學習表現「學習成效」、「學習動機」、與「學習

滿意度」之同質性檢定數字分別為.101，.174，.347 ，p值皆大於.05沒有違反同

質性檢定假設，因此，本次分析能回答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分述討論如下: 

一、 不同資訊載體及不同互動程度對學生的英語學習表現有顯著差異嗎？ 

在本次分析中，根據表3的Anova 變異數分析表格，得知不同實驗組合對「學

習成效」、「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的顯著性分別為.449，.212，.268，

p>0.05，因此不同資訊載體及不同互動程度在「學習表現上」不存在顯著差異。 

二、 不同資訊載體及不同互動程度進行英語教學，在教學效果上的差異為何? 

 根據表4各實驗組的平均數值顯示，實驗組A由教師控制電腦動畫，透過教師

帶領學習，反而是四組當中最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模式；但實驗組D的學生透

過自己操作平板學習英語後，其學習成效與學習滿意度最高。 

三、 哪一項「載體與互動程度之組合」對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較具效果? 

根據表4各實驗組的平均數值顯示，還是能發現實驗組D的學生透過操作平

板學習英語後，拼讀測驗的平均分數達82.15，相較其他三種教學模式高出5~9分，

是學習成效最好的班級。此結論依然與本研究假設符合，證明平板的直接觸控效

果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是教育現場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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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未來展望 
本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D讓學生自己操控平版的教學模式下，其學習成效與

滿意度皆是最好的，僅在學習動機層面上，平均分數略低於由教師引導或主導教

學過程的模式。因此，雖然本次分析中，發現載體與互動程度的不同對學生的學

習表現不存在顯著差異，但可能是樣本數不足的關係導致差異不夠明顯，期許日

後還能有相關研究，在蒐集更多樣本後繼續探討不同載體與互動程度對學生的學

習影響，讓教育工作第一線的老師在備課與設計教學活動時，能有更多的依據! 
 
表 2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Levene 統計量 自由度 1 自由度 2 顯著性 

學習成效 2.130 3 104 .101 

學習動機 1.687 3 104 .174 

學習滿意度 1.115 3 104 .347 

 
表3 Anova 變異數分析表格 

群組之間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學習成效* 組別 
1367.148 3 455.716 .796 .499 

學習動機* 組別 
707.954 3 235.985 1.526 .212 

學習滿意度* 組別 880.148 3 293.383 1.333 .268 

 

表 4 平均值摘要表 

組別 學習成效 學習動機 學習滿意度 

實驗組A 

(教師控制電腦動畫) 

平均值 75.93 56.48 77.74 

標準偏差 18.315 9.701 17.324 

實驗組B 

(教師控制平板動畫) 

平均值 73.44 57.44 81.44 

標準偏差 27.337 10.804 13.625 

實驗組C 

(學生操作電腦動畫) 

平均值 73.44 50.78 82.85 

標準偏差 27.337 12.562 13.490 

實驗組D 

(學生操作平板動畫) 

平均值 82.15 55.48 85.67 

標準偏差 21.422 15.807 1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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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正式資訊載體與英語學習動機量表 

題

號 題目 

完

全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完

全

不

同

意 

1 
運用不同的資訊設備，能夠讓我學習英語更加積

極。 5 4 3 2 1 

2 
我覺得上英語課，使用資訊設備會提高我的學習

動力。 5 4 3 2 1 

3 
我希望每一堂英語課，都能使用資訊設備來學習

英語。 5 4 3 2 1 

4 
我覺得有沒有使用資訊設備來上英文課並不重

要。 5 4 3 2 1 

5 
我上英文課時，很需要透過資訊設備來學習英

語。 5 4 3 2 1 

6 線上教學對我來說很困難。 5 4 3 2 1 

7 我認為使用資訊設備上英語課是必要的。 5 4 3 2 1 

8 每次使用資訊設備上英語課，我都覺得很無聊。 5 4 3 2 1 

9 電腦教學會讓英語課更有趣。 5 4 3 2 1 

10 
網路上的教學資源能夠讓我在學習英語的過程

中更加積極。 5 4 3 2 1 

11 運用資訊設備學習英語比一般傳統課程更有效。 5 4 3 2 1 

12 
透過影片、CD、電子書學英語，能加強我的英語

能力。 5 4 3 2 1 

13 老師用 PPT 教學簡報上英語課，我會很開心。 5 4 3 2 1 

14 
我覺得英語老師應該常常使用資訊設備來進行

教學。 5 4 3 2 1 

15 
使用資訊設備來學習英語，我更能聽懂老師教的

內容。 5 4 3 2 1 

底線處為將經本研究潤飾文字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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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正式學習滿意度量表 
 

題號 題目 

完

全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完

全

不

同

意 

A. 
教

師

教

學 

A1 英語老師對課程內容很熟悉。 5 4 3 2 1 
A2 英語老師提供我們發問的機會。 5 4 3 2 1 
A3 英語老師會尊重我。 5 4 3 2 1 
A4 英語老師了解我的學習需求。 5 4 3 2 1 
A5 英語老師能成功教我課程內容。 5 4 3 2 1 
A6 英語老師能使英語課很有趣。 5 4 3 2 1 

B. 
學

習

評

量 

B1 我知道我會怎麼被測驗我學會了沒。 5 4 3 2 1 
B2 測驗的方式是對我是公平的。 5 4 3 2 1 
B3 我會在適合的時間間隔進行測驗。 5 4 3 2 1 

B4 
每次測驗後，我會收到有意義的回饋評

語，知道如何訂正。 5 4 3 2 1 

B5 寫測驗對我是很好練習。 5 4 3 2 1 

C. 
技

能

習

得

與

學

習

歷

程 

C1 英語課讓我學會解決不會唸的英語單字。 5 4 3 2 1 
C2 英語課幫助我提高學習興趣。 5 4 3 2 1 
C3 英語課讓我的英語能力進步。 5 4 3 2 1 
C4 英語課訓練我字母拼讀能力。 5 4 3 2 1 

C5 
英語課能讓我有信心，唸出不熟悉的英語

單字。 5 4 3 2 1 

C6 英語課使我對自己的英語能力更有信心。 5 4 3 2 1 

C7 
英語課程讓我對實現自己的目標更加積

極。 5 4 3 2 1 

C8 英語課程會讓我思考了生活中的問題。 5 4 3 2 1 
D. 
整

體

學

習

滿

意

度 

D1 整體而言，我對英語課很滿意。 5 4 3 2 1 

題目到此結束，記得檢查是否有漏掉的題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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