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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在多元教學策略以情境學習（situational learning）與網路學習理論

（e-learning）結合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situational-based e-learning）為經緯，並

與產業界合作進行「精密電子儀器」課程設計後進行實驗教學，以探討情境式網

路學習策略成效與滿意度，以及探討不同先備知識的學習者在情境式網路學習成

效差異比較。本研究對象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電子科技學系大學部三年級 31

位學生，進行「頻譜分析儀器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為期 22 週單一組前後測實驗

教學後，進行「頻譜分析儀學習成就後測」、「頻譜分析儀學習技能測驗」和「情

境式網路學習策略滿意度問卷」。本研究結果為 1.情境式頻譜分析儀網路學習能有

效提升學習者對頻譜分析儀的認知能力。2.情境式頻譜分析儀網路學習能有效導引

學習者正確操作頻譜分析儀並縮短學習時間。3.低先備知識學習者經過頻譜分析儀

網路學習後，在認知學習上進步幅度較高先備知識者大，但平均分數仍以高先備

知識者較高；而在技能學習上，二者差異未達顯著水準；但低先備知識學習者卻

略高於高先備知識者。4.情境式頻譜分析儀網路教學系統在「網頁介面設計」、「課

程內容」、「情境故事設計」和「整體學習觀感」均達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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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a diverse teaching strategy, this study combined situational learning and 

e-Learning with situational-based e-learning, and also cooperated with the industry for 

designing a “precision electronic instruments” course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effects and 

satisfaction of situational-based e-learning. Additionally, the study compared differences 

in situational-based e-learning results between learners with different prior knowledge. 

Aiming at 31 junior students at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Electronics Technology, 

NTNU, this study undertook a “Spectrum Analyzer Situational-based e-Learning 

System” program for 22 weeks. After pre-test and post-test with the same group,  

“Spectrum Analyzer Learning Post-Result Test”, “Spectrum Analyzer Learning Skill 

Test”, and “Questionnaire on Satisfaction with Situational-based e-Learning” were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after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Situational-based e-learning on spectrum analyzers could effectively enhance learners’ 

cognition ability of spectrum analyzers. 2. Situational-based e-learning on spectrum 

analyzers could not only efficiently guide learners to correctly operate spectrum 

analyzers but also shorten their learning time. 3. After the spectrum analyzer e-Learning, 

learners with low prior knowledge made more progres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with 

higher prior knowledge, while average scores of learners with high prior knowledg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those of learners with low prior knowledge in 

terms of cognition learning; however, in terms of average scores, although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n scores of practical skill, while the latter spen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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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less time on the practice significantly. 4.Situational-based e-learning on spectrum 

analyzers reached a level of satisfaction in “Web interface design”, “course content”, 

“situational story design” and “overall learning view”. 

Keywords: Situational learning, E-learning, Situational-based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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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在講求全球化與科技化的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與技術生命週期大幅縮短，因

此，技術教學必須與產業界密切結合（朱玉仿，2007；蕭錫錡、張仁家、陳甦彰，

2006），大學校院應將職場所需的知識、技能、態度等，設計成學習元件（learning 

object）以融入相關教學課程（陳清燿，2004）。同時，Ertl（2000）也提到課程

設計的核心目標必須朝向跨行業、跨專業的多元能力，以做為未來職業人才必備

的基本要素。由於大專校院畢業生多任職於企業界之中階人員，除了須具備相關

行業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外，更需培養問題解決能力以增進職能效益。而目前

電機電子產業極需操作精密電子儀器的技術人才，但國內大專甚少開設此種課

程。 

另外，目前大專校院學生應用相關理論解決實作問題的能力比較不足（莊謙

本、黃議正、呂正典等人，2011），再加上許多精密電子儀器礙於規格、體積、

價位等因素，造成數量不足，只有少數人可在實習課中使用，且實習時間太短，

無法養成業界需求的技術（劉明洲、汪冠宏、葉建胤等人，2008）。大多技術教

學仍以傳統講述式教學實施，師生互動或同儕互動明顯不足，致使在學習過程中

若遇到有疑義或是有困難的單元，無法立即獲得協助，造成學習歷程上的認知斷

層（連育仁、蕭顯勝、游光昭，2003）。相關研究指出在技術教學上運用新興教

學策略，包括專題製作、合作學習、情境學習、甚至是網路專題教學模式，以達

到學生主動探索和知識建構是目前技術教學主要手段（吳錫修、蔡新民，2003；

湯兆崙、黃鼎凱、蔡宜君，2006）。 

本研究基於產業導向課程需符合產業情境脈絡，以提高學習者在實際問題的

水平遷移能力。鑑此，本研究在多元教學策略以情境學習理論（situational learning）

與網路學習理論（e-learning）結合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 situational-based 

e-learning）為經緯，並與產業界合作進行「精密電子儀器」課程設計，並驗證課

程實施成效為本研究動機一。 

同時，相關研究亦指出學習者在多媒體學習環境中，其先備知識會影響學習

成效（莊謙本、黃議正、沈家伃，2011；黃議正，2006）。本研究為探討不同先

備知識的學習者在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situational-based e-learning）成效為本研

究動機二。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情境理論設計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並驗證情境式網路

學習策略成效與滿意度，以及探討不同先備知識的學習者在情境式網路學習成效

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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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根據研究動機列舉如下： 

（一）發展與設計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 

（二）探討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成效。 

（三）探討不同先備知識學習者在情境式網路學習的成效差異。  

（四）探討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的滿意度。 

 

貳、相關理論探討 

一、情境學習理論概述 

（一）情境學習理論意涵 

情境學習的理念，首由 Brown、Collins 及 Duguid（1989）在一篇名為『情

境認知與學習文化』（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Culture of Learning）的論文中提

出。它是以建構主義為理論基礎，主張知識是學習者與情境互動的產物，並且深

受社會脈絡及文化的影響（施文玲，2007）。近來網際網路的虛擬情境亦提供了

另一種教學情境的模擬，沈中偉（2004）指出由於網路世界可模擬在真實世界中

的問題、情境與脈絡給學習者，使其在做中學的歷程中分析、思考與建構知識。

一個設計良好的教學系統能夠模擬真實的操作情境，讓學習者透過自我控制、互

動、模擬以及觀察等方式學習到重要概念。根據 Brown 等人（1989）及國內學

者楊家興（1995）等研究者的主張，情境學習理論的如下： 

1. 分散式的全面智慧（Diverse comprehensive intelligence）： 知識的意義

分散在我們週遭的環境中，是人與環境交互作用下的產物，無法從環境

中單獨隔離出來。 

2. 真實性的學習環境（Authentic tasks）：學習要有真實的環境，習得的知

識才具意義，知識有透過真實活動而逐漸發展的特性。 

3. 專業化的認知學徒（Professional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學習者必須

像技藝學徒一樣，身處專業領域的文化環境中，觀察、模仿、學習才能

建立堅實的知識。 

4. 科技化的錨式教學（Technological anchored instruction）：知識要著錨

（anchor），要有一個完整的教學環境，提供足夠的機會讓學習者探索、

體會。 

5. 真實性的學習評量（Seamless assessment）：以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表

現出來的活動及完成的成品來做評估，結合真實性活動進行。 

6. 合作式的社會互動（Collaborative social interaction）：學習是經由合作式

的社會互動（Collaborative social interaction）及團體共同建造知識而逐

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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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輔助性的教學者角色（Assistant role of teachers）：教學者的角色成為輔

助者， 以架設鷹架的方式來協助學習者學習。 

由此可知、情境教學的重要論點就是個體必須置身於知識所在的情境、活動

或社群中，透過觀察、模仿、及一連串的活動，經過不斷的試驗、探索、操弄、

反思及修正的歷程，才能逐漸掌握知識或技能的意義（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 

（二）錨式情境學習理論 

「錨式情境教學法」（Anchored Instruction）是指利用互動式影碟系統，設

計一個故事環境，在故事還境中嵌入所要呈現的內容，經由學習者的探索，依序

浮現所需要的訊息，藉此得以解決故事中所呈現的問題（徐新逸，1995）。而錨

是情境學習理論在教育上有其優勢，說明如下： 

1. 增加問題解決能力 

學生常常是在去除情境的學習狀況下面對與真實生活毫無相干的問題，以至

於無法學以致用（Uden & Beaumon, 2006），為了解決知識脫離情境和過度抽象

的問題，並且培養學生對於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使知識的學習和實際生活情境

能夠互相的結合，情境學習便成為教導問題解決的一個重要理論，同時錨式情境

教學法也就是根據情境學習理論所發展而來的，其目的強調知識學習要著重能用

以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問題。 

2. 強調真實化的脈絡 

真實活動的意思是指:不論在真實情境或模擬情境，學習活動必須能呈現學

習內容的真實性與實用性 ; 在真實活動中，專家（或教師）的示範、提示、和

支持，學生的觀察、探索、操作、反省、與同儕間的互動等等，都是可供安排的

學習方式。經由此方式在真實活動中運用其所學的知識，將更能瞭解知識的意義，

產生對知識的認同，進而珍惜此知識的價值，且視為解決問題的工具。 

綜合上述，「錨式情境教學法」是要克服內隱知識的問題而產生，並且主張

由做中學及學習應提供一個真實的環境才能有助學習的遷移，在所鎖定、定錨

（anchored）的某一真實情境下進行有關認知方面的學習活動後，較可促成知識

活用，進而改善傳統學校教學所提供的學習方式之弊端。 

二、國內外電子儀器線上學習現況分析 

（一）虛擬實驗室 

1993 年 V. L. Stonick 發展出虛擬實驗室（Virtual Laboratory）（V. L. Stonick,  

1993）。即藉由電腦的軟體模擬達到真實實驗的功能（P. Federl & P. Prusinkiewicz, 

1999；A. Mahdavi, A. Metzger, & G. Zimmermann, 2002）。1997 年 M. Lundstrom, 

Kapadia 進一步發展出藉由網路技術在遠端控制電腦操作真實的儀器或設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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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成為網路化-虛擬實驗教室（Network-Based Virtual Laboratory）。網路化-虛擬

實驗室除了讓學習者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實驗，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更重要的

是它還能達成資源共享的概念，不僅實際使用到儀器裝置，亦大幅降低實驗室購

置成本（M. Lundstrom, Kapadia, 1997）。隨著電腦科技與網路技術的日新月異，

虛擬實驗室除了可以藉由電腦的模擬來提升傳統實驗室的功能，甚至可以透過網

路讓使用者在遠端進行實驗，也可以讓來自各地的使用者互相溝通及交換經驗。 

雖然虛擬實驗室有許多優點，但傳統實驗的課程中，仍有某些優點是虛擬實

驗室所無法取代的地方，例如教師與學生面對面的互動，在學習的過程中教師即

時的指導對於學生的學習有相當大的幫助。所以虛擬實驗室雖具快速多元特色，

只可作為彌補傳統實驗室的缺點，而非取代傳統實驗室。例如電子設計自動化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是一種以電腦為工作平臺，高級語言描述

並製作出擬真儀器的軟體工具，可彌補傳統實驗的不足（李東生，2004）。 

（二） 虛擬課程 

為了加強技術教學，使學習者可以不受時空限制的學習，已有一些單位與廠

商開始發展網路化「虛擬課程」。以下面列舉說明其課程開設情況： 

1. 職業訓練網路大學 

勞委會職訓局泰山職訓中心面對快速變遷的職場情勢，於 97 年度建置「職

業訓練網路大學」網站，擔任職訓數位課程整合性服務的角色，匯集職業訓練相

關網站之資源，打造學習者單一入口服務網站，同時落實具體職訓課程之實施，

其包含學程學習地圖、混成課程實施等流程與具體服務模式（泰山職業訓練中心，

2009）。職業訓練網路大學提供電子類、電機類、機械類、資訊類、家事類、商

業管理、觀光餐飲等七個職能群。職訓網路大學提供豐富且多元化的課程，職能

課程以多媒體方式呈現，結合動畫、影片、聲音、圖像等教學模式，深入淺出教

學方式。 

課程內容是利用電子書的方式與真人錄音呈現，同時搭配學習評量及課後問

卷。課程內容雖製作精美，但不外乎僅是將書本數位化並置於網頁中。如此，數

位化的技術，雖讓學習者不侷限於時間與空間上的約束，但因缺乏足夠的互動性

與教材的廣度，目前無任何研究證明其學習成效較傳統式為佳。 

2.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教學網站 

清雲科大李盛輝設計的網頁設計內容多樣化，不僅提供使用者各種不同的電

路圖及其功能說明，更可依電路圖直接線上連接進行量測。量測的結果亦可與線

上所提供的實際波形作對照，以確認實驗結果。另外網頁也提供了課後習題與綜

合練習，供使用者練習。但他並未提供電子儀器教學單元（李盛輝，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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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動式儀器教學網 

聖約翰科技大學互動式儀器教學網利用 Flash 技術呈現教學內容，主要提供

電子與通訊儀器的介紹及簡易操作。網站內容分為簡易儀器區（三用電表、電源

供應器、訊號產生器、示波器）及專業儀器區（頻譜分析儀和網路分析儀）。藉

由具動畫的教學平臺、高親和力的操作介面，使學生能夠容易學習並操作基礎電

子儀器（楊勝源、鄭又綺等，2007）。該互動式儀器教學網雖提供簡單明瞭的方

式讓初學者對儀器有基本的認識，同時亦藉由動畫教導初學者正確地使用儀器，

卻未作成效分析。換言之，此互動式儀器教學網站僅提供簡易的儀器使用與操作

說明，對於精密儀器的使用並未提供，其情境設計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4. 國內知名儀器公司 

國內較知名的儀器公司，如太克科技儀器公司、泰菱電子儀器公司，這些網

站僅提供完善且完整的操作手冊及型錄查詢，但未提供互動式（Interactive）學

習工具，亦無法證實其學習成效。該網站主要作為銷售產品與售後服務用。 

鑑此，本研究就電子儀表網路課程內容，將上述虛擬教學課程設計特色分析

如表 1。 

表 1 

虛擬教學網站特色歸納表 

 

網頁外觀及其特色 
教學內容呈現

方式 

職業訓練網路大學 

頁面設計精美、課程內容詳細，利用

電子書方法及真人錄音呈現，另有學

習評量及課後問卷 

電子書

（FLASH） 

李盛輝電腦輔助電路 

設計教學網站 

網頁設計內容多樣化，有各種不同的

電路圖以及各電路實際的波形結

果。有課後習題及綜合練習 

文字說明及

JAVA 互動 

互動式儀器教學網 

寫實的儀器-運用 Flash技術描繪儀器

模型及儀器測驗區。針對常用的通訊

電子儀器製作詳細的說明與介紹。設

有隨堂測驗區 

使用 FLASH 

其他儀器公司網頁（太

克科技儀器公司、泰菱

電子儀器公司） 

有非常完整的操作手冊與說明，內容

僅介紹自有產品，缺乏互動學習。 
制式化的規格 

 

 

 

 

 

項目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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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變項定義與架構 

（一） 變項定義 

1. 多元學習策略 

本研究多元學習策略發展結合情境學習論（situational learning）與網路學習

論（web-based learning），發展為情境網路學習策略。本研究將以電子產業中操

作電子儀表工作實務情境，包括頻譜分析參數與頻譜分析功能使用等，透過情境

擬真技術製作網路學習系統。 

2. 先備知識 

Tobias（1994）曾提到在所有影響學習結果的因素當中，先備知識是主要的

因素。先備知識是影響個體進行資訊處理過程的各個階段，如影響短期、長期記

憶的資訊處理或儲存能力，以及對外來訊息的精緻化（elaboration）過程（Glaser 

& De Corte, 1992）。本研究先備知識指「個體對頻譜分析的陳述性知識，包括頻

譜分析種類、參數、電子通訊相關訊號等，以及頻譜分析程序性知識，包括儀器

功能設定、功能找尋與測試使用的能力」。 

3. 技能學習成效 

本研究技能學習成效包括認知評量與實作評量兩個向度。認知學習成效評估

透過「頻譜分析儀測驗題庫」共 50 題，得分愈高者，代表學習者透過產業導向

情境式網路學習後，其對頻譜分析儀器基本認識、參數與功能了解度愈高。此外，

本研究技能評量以「廣播信號找尋」、「手機信號測試」、「無線網路信號測試」和

「EMI 測試」進行技能實務測驗，完成上述功能正確且時間秒數愈短者，代表其

技能學習成效愈好。 

4. 學習滿意度 

「學習滿意度」是一種對學習活動的感受或態度，此感覺或態度的形成是因

為學生喜歡該學習活動，或在學習過程中其願望及需求獲得滿足（李建霖，2010）。

本研究學習滿意度指個體在產業導向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進行電子儀表儀器內

容學習，就自編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滿意度問卷中的「網頁介面設計」、「課程介

面設計」、「故事情境設計」與「整體學習觀感」的滿足。個體在上述面項得分愈

高，表示其對產業導向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滿意度愈高。 

（二） 研究架構 

本研究使用情境理論與網路學習理論設計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並驗證產業

導向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的學習成效與學習滿意度外，同時探討不同先備知識的

學習者在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學習成效差異比較。其研究整體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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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操弄變項為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最後透過「頻譜分析儀先備知識前

測」與「頻譜分析儀學習成就後測」，探討其在網路學習成效。其次，探討不同

先備知識學習者在情境式網路學系策略的成效差異。最後，探討情境式網路學系

策略之學習滿意度。基於本研究實驗場域為學校常態課程，同時硬體設備不足所

囿，以及電子儀表儀器管理等因素，本研究基於採取現場研究法（field study），

並結合單一組前後測實驗設計（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由於教學對象僅 31 人，故採單一組前後測實驗設計（ 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首先頻譜分析儀先備知識前測分數，將學生分成高先備

知識與低先備知識兩組，且各自在產業導向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進行學習頻譜分

析儀的相關知識與操作步驟，最後透過頻譜分析儀先備知識後測與以 Youtube 場

景描述問題進行電子儀表實務操作探討學習成效與學習滿意度。教學實驗設計如

下: 

  O1         X             O2O3         O4 

前測    操弄變項         後測     學習滿意度 

O1：頻譜分析儀先備知識前測 

O2：頻譜分析儀認知學習成就測驗 

O3：以 Youtube 場景實施技能學習成就測驗 

O4：學習滿意度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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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 研究範圍 

本研究對象為選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子應用科技學系大學部三年級開設

電子儀表課程，且尚未接觸過電子儀表學生。而本研究電子儀表內容脈絡是以

GWINSTEK GSP-830 型號為主，且課程內容除電子儀表基礎功能使用外，更包

括由通訊電子產業提出電子儀表使用前四大情境與功能，包括廣播通訊信號找尋、

手機信號測試、無線網路訊號測試、EMI 信號測試。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方法採現場研究法，雖有高度教學真實情境，雖有高度外部推論結

果，但由於為單一組前後測實驗設計屬弱實驗設計，操作變項對應變項的推論影

響有其一定限制。此外，本研究內容的電子儀表為 GWINSTEK GSP-830 型號，

此技能學習結果也未能高度推論其他機種。 

 

四、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設計 

（一） 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架構 

本研究「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採 Client-Server 模式，架構如下圖 2。學習

者以瀏覽器（Browser）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對教學伺服器進行存取。 

 

圖 2  網路學習系統架構圖 

本研究在系統設計部分在多媒體動畫以互動網頁設計、簡報錄製使用

PowerCam 和真人發音、影片剪接以 PowerDirector 為主。而資料庫採 MySQL，

以 PHP 語言和 Java Script 進行網頁設計。另外，本研究「頻譜分析儀器網路教

學系統」資料庫設計的資料欄位（schema），記載學習歷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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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頻譜分析儀器網路教學系統」資料庫的資料欄位(schema) 

 

 

（二） 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學習流程機制  

本研究「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的學習流程可區分三階段。首先是頻譜分析

儀的單元式學習，包括「頻譜分析儀基礎認知學習」和「頻譜分析儀基礎技能操

作」，待單元式學習完畢後，學習者進入產業導向主題是學習的「頻譜分析儀產

業應用教材」。本系統學習流程設計如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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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學習流程機制 

 本研究內容在單元式學習共有 3 章，每章節學習內容包括電子儀表相關知識

認知，以及基礎技能學習，每章節每週課程為 3 小時，每章節須要兩周共計 6

小時。因此，在單元式學習共計 6 週，合計 18 小時。在產業導向主題式學習的

應用教材共計 4 章，每章學習重點為產業實際工作內容，包括手機 EMI 檢測等。

每個章節學習包括產業情境概述、工作實務理論等內容外，也包括產業實際工作

現場的標準化流程（SOP）等，每章節學習時間共須 4 週，合計 16 小時。整個

實驗共計 22 週，合計 66 小時。 

（三） 產業導向情境式電子儀表網路學習內容 

本研究電子儀表課程內容共有 7 個章節，「頻譜分析儀基礎認知學習」和「頻

譜分析儀基礎技能操作」共有 3 章，而「頻譜分析儀產業應用教材」共有 4 章。

通過 

頻譜分析儀 

基礎認知學習 

頻譜分析儀 

基礎技能學習 

 

形成 

性評量 

基礎課程

是否完成 
形成 

性評量 

產業導向頻譜分析儀 

主題情境影片 

頻譜分析儀產業應用 

教材(認知教材) 

頻譜分析儀產業應用 

教材(技能教材) 

 

形成 

性評量 

形成 

性評量 

應用課程

是否完成 

學習結束 

未
通
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是 

否,

進
入
下
單
元 

是 

否,

進
入
下
單
元 

通過 

未通過 

單元式學習 

產業導向主題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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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頻譜分析儀器認知學習」部分，包含頻譜分析儀器基礎認知學習和頻譜分析

儀器應用的認知學習，包括儀器功能基本認知、相關電子通訊理論如手機、網路

等主題，其流程如下圖 4： 

 

 

圖 4  頻譜分析儀基礎認知學習流程機制 

本「頻譜分析儀基礎認知學習」內容是以多媒體簡報軟體製作產業導向內容

後，透過 Powercan 軟體進行錄製，最後再將影片上傳至 Moodle 開放平臺即可，

學生就可以登入學習帳號進行學習，學習內容和線上測試題目如下圖 5 與圖 6。 

 

圖 5 「頻譜分析儀基礎認知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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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頻譜分析儀基礎認知學習」內容評量 

學習者待每個頻譜分析儀的單元認知學習後，緊接著頻譜分析儀器的基礎技

能操作學習，其流程如下圖 7。 

  

圖 7 「頻譜分析儀基礎技能操作」學習流程 

學習者進入「頻譜分析儀基礎技能操作」部分，課程內容包括影片操作學習

如圖 8、專業技能課程講解如圖 9，以及電子儀俵線上操作練習如圖 10。 

 

圖 8 「頻譜分析儀基礎技能操作」影片操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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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頻譜分析儀基礎技能操作」專業技能課程 

 

圖 10 「頻譜分析儀基礎技能操作」線上練習操作 

在頻譜分析儀的基礎認知教學以及基礎技能操作教學完畢後，本系統會引導

學習者進入頻譜分析儀器的應用學習部分。本系統的應用學習部分也是依循先對

應用主題知識進行認知性教學後，再針對應用主體的操作進行技能教學，其流程

如下圖 11： 

 
圖 11 「頻譜分析儀產業應用教材」學習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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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進入「頻譜分析儀產業應用教材」課程，課程內容開始會有情境影片

進行引導（如圖 12），學習者進行情境影片觀看後，就進行主題情境分析學習如

圖 13。 

 

圖 12 「頻譜分析儀產業應用教材」情境影片 

 

圖 13 「頻譜分析儀產業應用教材」主題情境分析內容 

 

五、研究工具 

（一） 頻譜分析儀測驗題庫 

 本研究「頻譜分析儀測驗題庫」主要區分學習者在「頻譜分析儀先備知識」，

以及「頻譜分析儀學習成就」。本研究試題可以區分「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

知識」兩類，在陳述性知識主要測驗如「數位電路中常用的信號為何？」等記憶、

理解程度；而在程序性知識主要測驗如頻譜分析儀操作程序等，其偏重認知領域

的分析、綜合與評鑑之階段。本研究頻譜分析儀測驗題庫之雙項細目表（郭玉生，

2000）與題號，如下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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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頻譜分析儀測驗題庫雙項細目分析表 

 

 

學習 

主題 

記 

憶 

理 

解 

應 

用 

分 

析 

綜 

合 

評

鑑 

題

數 

比 

重 

陳 

述 

性 

知 

識 

認識信號 
1、2、3、4、

5 
     5 7% 

頻譜分析儀的

種類 

6、7、8、9、

10 
     5 7% 

頻譜分析儀的

工作原理 
 

11、12、13、

14、15 
    5 7% 

按鍵功能介紹 
16、17、18、

19、20 
     5 7% 

頻譜分析儀的

主要設定參數 

21、22、23、

24、25 
     5 7% 

頻譜分析儀主

要配件 

26、27、28、

29、30 
     5 7% 

廣播信號   
39、40、41、

42、43 
   5 7% 

手機信號   
51、52、53、

54、55 
   5 7% 

無線網路信號   
58、59、60、

61、62 
   5 7% 

電磁干擾(EMI)   65、66、67    3 4% 

程 

序 

性 

知 

識 

儀器功能檢查     31  1 1% 

頻率功能設定     32  1 1% 

展頻功能設定     33  1 1% 

設定振幅位準     34  1 1% 

設定解析帶寬     35  1 1% 

游標功能設定     36  1 1% 

設定峰值搜尋     37  1 1% 

信號軌跡設定     38  1 1% 

廣播信號找尋    
46、47、48、

49、50 
44 45 7 10% 

手機信號測試     56 57 2 3% 

無線網路信號

測試 
    63 64 2 3% 

電磁干擾測試     68 69 2 3% 

 題數 25 5 18 5 12 4 69  

 比重 36% 7% 26% 7% 17% 6% 36% 100% 

本研究「頻譜分析儀測驗題庫」邀請相關產業、學術界對頻譜分析儀熟悉專

家（如下表 4），對本研究工具進行專家審查並修訂。因此，本研究工具有一定

程度專家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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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參與審查專家學者名單 

專家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A 專家 

B 專家 

C 專家 

D 專家 

E 專家 

        臺灣師範大學應用電子科技學系 

        臺灣師範大學應用電子科技學系 

        臺灣師範大學應用電子科技學系 

        臺灣師範大學應用電子科技學系 

        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工程師 

1. 頻譜分析儀先備知識前測 

「頻譜分析儀先備知識前測」試題來源，主要是根據內容分析後的頻譜分

析儀學習概念，並經由發展與設計的「頻譜分析儀測驗題庫」所共 20 題，

每題 5 分，得分愈高表示頻譜分析儀先備知能愈高。 

2. 頻譜分析儀學習成就後測 

「頻譜分析儀學習成就後測」試題來源，主要是根據內容分析後的頻譜分

析儀學習概念，並經由發展與設計的「頻譜分析儀測驗題庫」所挑選共

50 題，每題 2 分，得分愈高表示頻譜分析儀認知學習成效愈高。 

（二） 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滿意度問卷 

本研究自編「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滿意度問卷」共分「網頁介面設計」、「課

程介面設計」、「故事情境設計」與「整體學習觀感設計」四個構面，以了解學習

者在產業導向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進行學習後的學習滿意度。鑑於本問卷題項改

編多數學者就學習滿意度問卷，故採用「分層因素分析」進行建構校度。 

在「網頁介面設計」分量表共 3 題，採用分層因素分析模式，每個變數均可

各自收斂成一個因素，各題項因素負荷量也符合標準，其解釋變異量 83.36%，

信度係數為.900；在「課程介面設計」分量表共 5 題，經分層因素分析結果，每

個變數題項均可各自收斂成一個因素，各題項因素負荷量也符合標準，其解釋變

異量 63.36%，信度係數為.827；在「故事情境設計」分量表共 3 題，經過因素分

析結果，每個變數均可各自收斂成一個因素，各題項因素負荷量也符合標準，其

解釋變異量 81.64%，信度係數為.886；在「整體學習觀感設計」分量表共 3 題，

經過因素分析結果，每個變數均可各自收斂成一個因素，各題項因素負荷量也符

合標準，其解釋變異量 68.57%，信度係數為.881。因此，本研究結果顯示各構面

均能達到信度係數 0.7 以上的水準，具有一定的信度（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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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滿意度問卷分層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摘要表 

構面 題目 KMO 

Bartlett 

球形檢

定 

特徵

值 

因素 

負荷

量 

累積 

變異量 

信

度 

整體

信度 

網頁介

面設計 

我覺得文字的大小及字形看

起來是舒服的。 

.742 51.651 2.501 

.931 

83.36% .900 

.931 

我覺得文字色彩或背景的對

比是鮮明的。 
.913 

我覺得整體畫面設計及排版

是清晰的。 
.895 

課程介

面設計 

我覺得動畫色彩及背景搭配

是合適的。 

.736 71.040 3.168 

.822 

63.36% .827 

我覺得介面操作流程是順暢

的。 
.875 

我覺得網頁文字敘述簡單且

清楚。 
.851 

我覺得圖表及影像的配合可

促進了解文字內容。 
.709 

我覺得課程內容深度的控制

是合宜的。 
.629 

故事情

境設計 

我覺得影片故事情節安排可

以提升學習動機的。 

.676 52.579 2.449 

.949 

81.64% .886 
我覺得影片故事情節可容易

聯想日常生活經驗。 
.905 

我覺得影片故事情節的場景

佈置是自然真實的。 
.855 

整體學

習觀感 

我覺得頻譜分析儀的網路教

學對自己學習是有幫助的。 

.822 79.041 3.428 

.910 

68.57% .881 

我覺得頻譜分析儀的網路學

習是有效率的。 

.845 

我覺得頻譜分析儀的網路多

媒體學習方式可促進學習思

考。 

.844 

我覺得頻譜分析儀的網路教

學讓學習生動活潑。 

.796 

整體而言，頻譜分析儀網站

對我的學習是有幫助的。 

.735 

 

六、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 14 所示。首先探討情境學習理論和網路化虛擬儀器相關文

獻，以作為本研究立論基礎。待相關理論探討並確立本研究架構後，即就頻譜分

析儀學習概念進行分析，以供事後發展和設計頻譜分析儀教材和試題之用。 

本研究頻譜分析儀教學區分「認知學習」和「技能操作」，當教材發展與設

計完畢後，邀請專家就頻譜分析儀相關教學內容與試題進行審查，以得教材內容

效度(content validity)。待頻譜分析儀教材審查並修改完後，進行「情境式頻譜分

析儀教學系統」的設計，並且針對系統進行功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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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進行實驗教學前，會針對學習者的「頻譜分析儀先備知識」進行前

測。待前測後，進行情境式網路教學系統之實驗教學。教學實驗共經歷 22 週後，

進行「頻譜分析儀學習成就」後測、頻譜分析儀操作評量和滿意度調查。最後，

本研究將相關資料蒐集並經由統計分析後，將研究結果進行撰寫並完成本研究報

告。 

 

圖 14  研究流程圖 

肆、研究結果 

一、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認知成效分析 

本研究為探討學生透過「情境式網路教學系統」在頻譜分析儀學習成效。採

單一組前、後測教學實驗設計，由表 6 得知，學生尚未接受「情境式網路教學系

統」前的頻譜分析儀的認知平均分數為 51.77，經由「情境式網路教學系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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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頻譜分析儀的認知學習平均分數為 81.06，平均進步幅度為 29.29 分，透過相

依樣本 t 檢定進行考驗後，得 t 值為-12.85，達顯著水準（p<.05）。換句話說，本

研究「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在提升學生頻譜分析儀的認知具有效性。 

表 6   

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認知成效分析表 

項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 考驗值 

後測-前測 31 29.29 12.458  30       13.09*** 

 ***p<.001 

二、不同先備知識在「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認知成效差異比較 

（一） 整體分析 

本研究先備知識低分群與高分群的決斷值經由雙項細目審查專家群，經考慮

頻譜分析電子儀表學習內容為複合概念，及每學習內容均為物理和數學等高度抽

象概念，經會議討論出為「頻譜分析儀先備知識測驗」得分 50 分依據。在低分

群以「頻譜分析儀先備知識測驗」得分 50 以下（不包含 50 分），高分群以「頻

譜分析儀先備知識測驗」得分 50 及以上者。經由 22 週教學實驗後，本研究以獨

立樣本 t 檢定探討不同先備知識在情境式網路教學系統的學習成效差異。由表 7

得知，低分群在情境式網路教學系統的學習成效為 76.75 分，高分群在情境式網

路教學系統的學習成效為 83.79 分，且得 t 值為-2.412 達顯著性水準（p<.05）。 

 表 7 

 頻譜分析儀學習之後測成績分群 t 考驗摘要表 

分組 個數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 考驗值 

低分群 12 76.75 7.875 
  29     -2.412* 

高分群 19 83.79 7.941 

*p<.05 

如圖 15，橫軸為低分群、高分群與全體學生，縱軸為認知學習成效的平均

分數。由本圖 15 可知，低分群經學習後進步幅度平均為 35.5 分，比例為 1.86%；

高分群經學習後進步幅度平均為 25.37 分，比例為 1.43%；全體學生經學習後進

步幅度平均為 29.29 分，比例為 1.57%，表示學習者經由本研究所開發的頻譜分

析儀教學系統，其學習後的學習成效優於學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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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頻譜分析儀學習之前後測成績統計分配圖 

（二） 分群分析 

另由表 8 可知，低分群之前、後測成績以成對樣本 t 考驗後達非常顯著差異

（t = -15.43，p<0.001），而高分群之前、後測成績以成對樣本 t 考驗後，也達非

常顯著差異（t = -7.901，p<0.001），換句話說，高先備知識者在情境式網路教學

系統的學習成效優於低先備知識者。 

表 8 

頻譜分析儀學習之後測成績分群成對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 考驗值 

低分群後測-前測 12 35.5 8.21   12     15.43*** 

高分群後測-前測 19 25.37 13.45   17     7.901*** 

 ***p<.001 

三、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技能成效分析 

本研究受試者透過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後，進行真實頻譜分析儀的操作，了

解學生在頻譜分析儀的水平遷移能力。在頻譜分析儀的應用技能操作評量包括

「廣播信號找尋」、「手機信號測試」、「無線網路信號測試」和「EMI 測試」。 

本研究技能學習實務測驗共兩次，第一次平均完成時間為 326.98 秒，第二

次平均完成任務為 331.11 秒。透過「先備知識」能力高低分組後得知，在第一

次技能評量上，低先備知識平均為 380.79 秒，高先備知識技能完成時間為 293

秒，經由獨立樣本 t檢定得知高分群完成操作時間低於低分群有顯著差異。另外，

在第二次技能評量上，低先備知識在操作上的時間為 380.73 秒，高先備知識技

能完成時間為 299.76 秒，經由獨立樣本 t 檢定得知高分群完成操作時間低於低分

群（如表 9）。 

41.25 

58.42 
51.77 

76.75 
83.79 81.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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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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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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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情境式網路學習技能實務操作完成時間 

 group N Mean S.D. t 值 

stime1 
低分群 12 380.79 103.28 

**2.902 
高分群 19 293.00 65.76 

stime2 
低分群 12 380.73 105.28 

*2.634 
高分群 19  299.76  66.51  

* p<.05 **p<.01 

另外，在技能實務操作評量得分上，低分群與高分群在兩次成績顯示出有進

步的趨勢。不同先備知識的學習者在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的技能操作成績。其中

低分群在兩次操作評量平均分別為 56.98 分與 88.23 分，高分群平均分別為 65.59

分與 87.24 分。但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得知，此兩組在成績上是無顯著差異。探

究原因，無論高低分組最後將技能所需的功能均能完全實作，而最大差異為完成

功能的時間（如表 10）。 

表 10 

情境式網路學習技能實務評量分數 

 
組別 N Mean S.D. t 值 

第一次成績 
低分群 12 56.98 14.75 

-1.08. 
高分群 19 65.59 12.85 

第二次成績 
低分群 12 88.23 9.33 

0.14
 
 

高分群 19 87.24 13.13 

 

四、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滿意度分析 

（一）網頁介面設計構面 

就「網頁介面設計」各題項而言：各題項平均數介於 3.57 至 3.83 之間，標

準差介於 0.82 至 0.88 之間，進行滿意度進行單尾單一樣本 t 考驗後，針對考驗

值3分（滿意度高於為普通程度）， 「我覺得文字的大小及字形看起來是舒服的」、

「我覺得文字色彩或背景的對比是鮮明的」和「我覺得整體畫面設計及排版是清

晰的」皆達顯著水準。綜上所述，學習者對本研究「頻譜分析儀器網路學習系統」

的網頁介面設計是被學習者持認同程度以上（如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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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網頁介面設計分析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值=3) 

我覺得文字的大小及字形看起來是舒服的。 3.72 0.88 4.42*** 

我覺得文字色彩或背景的對比是鮮明的。 3.83 0.83 5.47*** 

我覺得整體畫面設計及排版是清晰的。 3.57 0.82 3.80** 

整體 3.71 0.77 5.08*** 

*p<.05, ** p<.01, *** p<.001 

（二）課程內容介面設計構面 

就「課程內容介面設計」各題項而言：各題項平均數介於 2.43 至 4.00 之間，

標準差介於 0.72 至 1.14 之間，進行滿意度進行單尾單一樣本 t 考驗後，針對考

驗值 3 分（滿意度高於為普通程度），「我覺得動畫色彩及背景搭配是合適的」、「我

覺得介面操作流程是順暢的」、「我覺得網頁文字敘述簡單且清楚」、「我覺得圖表

及影像的配合可促進了解文字內容」和「我覺得課程內容深度的控制是合宜的」

皆達顯著水準。綜上所述，本研究「頻譜分析儀器網路學習系統」的課程內容介

面設計是被學習者持認同程度以上（如表 12）。 

表 12 

課程內容介面設計分析單一樣本 t 檢定統計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值=3) 

我覺得動畫色彩及背景搭配是合適的。 3.70 0.75 5.11*** 

我覺得介面操作流程是順暢的。 3.43 1.14 -2.73* 

我覺得網頁文字敘述簡單且清楚。 3.77 0.82 5.14*** 

我覺得圖表及影像的配合可促進了解文字內容。 4.00 0.79 6.95*** 

我覺得課程內容深度的控制是合宜的。 3.97 0.72 7.37*** 

整體 3.57 0.66 4.78*** 

*p<.05, ** p<.01, *** p<.001 

（三）情境故事設計構面 

就「情境故事設計」各題項而言：各題項平均數介於 3.40 至 3.57 之間，標

準差介於 0.97 至 1.01 之間，進行滿意度進行單尾單一樣本 t 考驗後，針對考驗

值 3 分（滿意度高於為普通程度），「我覺得影片故事情節安排可以提升學習動機

的」、「我覺得影片故事情節可容易聯想日常生活經驗」和「我覺得影片故事情節

的場景佈置是自然真實的」，皆達顯著水準。綜上所述，本研究「頻譜分析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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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學習系統」的情境故事設計是被學習者持認同程度以上（如表 13）。 

表 13   

情境故事設計分析單一樣本 t 檢定統計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值=3) 

我覺得影片故事情節安排可以提升學習動機的。 3.57 1.01 3.08** 

我覺得影片故事情節可容易聯想日常生活經驗。 3.43 0.97 2.44* 

我覺得影片故事情節的場景佈置是自然真實的。 3.40 0.97 2.26* 

整體 3.47 0.89 2.88** 

*p<.05, ** p<.01, *** p<.001 

（四）整體學習觀感構面 

就「整體學習觀感」各題項而言：各題項平均數介於 3.47 至 3.80 之間，標

準差介於 0.78 至 0.97 之間，進行滿意度進行單尾單一樣本 t 考驗後，針對考驗

值 3 分（滿意度高於為普通程度），「我覺得頻譜分析儀的網路教學對自己學習是

有幫助的」、「我覺得頻譜分析儀的網路學習是有效率的」、「我覺得頻譜分析儀的

網路多媒體學習方式可促進學習思考」、「我覺得頻譜分析儀的網路教學讓學習生

動活潑」和「整體而言，頻譜分析儀網站對我的學習是有幫助的」、皆達顯著水

準。綜上所述，本研究「頻譜分析儀器網路教學系統」的整體學習觀感是被學習

者持認同程度以上（如表 14）。 

表 14   

整體學習觀感分析單一樣本 t 檢定統計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值=3) 

我覺得頻譜分析儀的網路教學對自己學習是有幫助的。 3.80 0.96 4.56*** 

我覺得頻譜分析儀的網路學習是有效率的。 3.47 0.78 3.29** 

我覺得頻譜分析儀的網路多媒體學習方式可促進學習思考。 3.63 0.93 3.74** 

我覺得頻譜分析儀的網路教學讓學習生動活潑。 3.70 0.88 4.37*** 

整體而言，頻譜分析儀網站對我的學習是有幫助的。 3.77 0.97 4.32*** 

整體 3.67 0.75 4.95***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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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可使用網路多媒體與資料庫建立產業導向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 

 本研究產業導向情境式網路學習系統建置，教師可採用多媒體簡報軟體和

Powercam 軟體進行影片製作後，可充分利用開放原始碼教學平臺如 Moodle 加以

整合即可。由此可見，情境式網路學習平臺重點不在於技術，更強調產業導向內

容的腳本分析和學習內容。 

（二）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能有效提升學習者對頻譜分析儀的認知能力 

本研究發現學習者在產業導向的情境式網路教學系統學習後，整體學習成效

在認知部分顯著高於學習前外。此外，以頻樸分析概念的低先備知識與高先備知

識分群分析，不論低先備知識群或是高纖備知識群均有在電子儀表學習顯著提

升。 

（三）高先備知識者在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的認知學習成效優於低先備知識者 

本研究低分群的學習者在情境式網路教學系統的學習成效為 76.75 分，高分

群的學習者在情境式網路教學系統的學習成效為 83.79分。經由成對比較後發現，

在低分群 t 值為 15.43，p =.000 < .001，達顯著水準，且高分群得 t 值為 7.901，p 

=.000 < .001，也達顯著性水準。換句話說，高先備知識者經由情境式網路教學

系統的學習，其學習後的認知學習成效顯著優於低先備知識者。 

（四）情境式網路學習策略能有效導引學習者在頻譜分析儀正確操作 

本研究在頻譜分析儀的應用技能操作評量上包括「廣播信號找尋」、「手機信

號測試」、「無線網路信號測試」和「EMI 測試」，操作評量平均分數分別為 87.42

分、89.84 分、90.65 分和 82.58 分，完成平均時間分別為 5 分 20 秒、7 分 3 秒、

3 分 4 秒和 6 分 28 秒，表示學習者經由情境式網路教學系統的學習，其學習後

使用真實頻譜分析儀可以加速學習效果。同時，高先備知識學習者其在技能實作

方面完成時間是顯著高於低先備知識組。 

（五） 情境式網路學習策滿意度在「網頁介面設計」、「課程內容介面設計」、「情

境故事設計」和「整體學習觀感」均達滿意程度以上 

經線上教學實驗後，學生在使用「情境式頻譜分析儀網路教學系統」在網頁

介面（平均數=3.71）和課程內容介面（平均數=3.57）設計達滿意程度。由此可

見，本研究教學系統符合人因工程標準的品質，適合學習者閱讀和瀏覽。其次，

在情境故事設計也達滿意程度（平均數=3.47）。因此，本學習系統的情境故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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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吸引學習者進行學習的功能。最後，本教學系統是可以促進學習者在學習頻譜

分析儀具有一定有效性。 

二、研究建議 

（一）在未來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用單一組前、後測實驗設計，基於缺乏比較之對照組導致學習成效

容易受到個體成熟、外在歷史事件等影響。因此，本研究建議將來可擴增研究樣

本，並設置對照組，以得較高內部性推論結果。 

（二）在提升研究推論方面 

本研究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電子科技系學生為研究之對象，研究結果無

法全面解釋並推論至國內各大專院校學生母群。因此，有待後續進一步針對全國

之大專校院或是在職員工訓練的研究，期待建立各類階層的情境式網路化教學系

統之相關研究。 

（三）在擴展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僅用單一組使用情境式網路教學系統，然影響學習成效因素眾多。因

此，本研究建議將來可將綜合型比較研究，將影響學習成效相關因素納入控制變

項或自變項，以提升情境式網路教學系統在學習成效的解釋能力。 

（四）在教學實務現場方面 

在技能學習方面，可以融入產業工作實務現場情境，以更符合技職教育須和

產業界無縫接軌，提升技職教育學生的就業競爭力。再者，技能學習成效的提升

也須提升學習者的專業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以達技能學習事半功倍

之效。最後，教師可以透過 Moodle 等開放平臺，並以簡易多媒體簡報和 Powercam

即可以製作技能模擬教材，以解決目前電子儀表價格昂貴無法普及問題。 

（五）在教育主管機關方面 

在教育資本門逐年縮減下，教育主管機關可與職訓局、產業工（協）會進行

策略聯盟，以發展產業導向情境式網路學習技能課程，尤其可透過線上模擬以取

代昂貴儀器設備。此外，發展產業導向情境式網路課程以可以提供學生進行網路

的職業試探或是建立終生教育的職業教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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