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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學習者之學習情況與學習策略之研究 

研究生：高守潔                         指導教授：蔡雅薰 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碩士班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 MOOCs使用者的學習情形以及其學習策略，包含基本背景資

料、取得證書與否、影片觀看度、影片總觀看次數、後設認知學習策略、時間與

環境管理、同儕學習，並比較不同性別、年齡層以及職業之學習者的差異。 

本研究針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 2015 年開設的 R系列 MOOCs 課程學習者進

行問卷調查，研究工具以 Duncan and McKeachie（2005）所發展的「學習動機與

策略問卷」為基礎，中譯化並依照實際情況加以設計，經專家效度審查與修訂後

發放。研究資料以統計軟體分析比較不同背景的學習者在 MOOCs 的學習狀況和學

習策略之差異，以及學習者之學習狀況與使用之學習策略之相關性。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 在 R系列 MOOCs 課程中，有 15.4%的學習者取得了證書，其中男性學習者

數量顯著大於女性學習者，而不同年齡層及職業之間無顯著差異。 

二、 取得證書與否與影片觀看度、影片總觀看次數都呈正相關。 

三、 學習者的影片觀看度和「後設認知」學習策略與「時間與環境管理」學習

策略呈現正相關。 

四、 學習者之學習策略表現上，「後設認知學習策略」顯著大於「時間與環境

管理」和「同儕學習」，「同儕學習」的學習策略被使用得最少。 

五、 在「時間與環境管理」的學習策略上，男性學習者顯著優於女性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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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結果，由於後設認知策略為學習者最常使用的學習策略，因此建議

MOOCs教師及經營方在課程中多加入能激勵學習者使用後設認知策略的元素以增

加影片的觀看度。 

 

 

關鍵詞：MOOCs、線上學習、線上學習情況、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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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MOOCs Users' Learning Situation and Learning 

Strategy 

Student: Kao, Shou-Chieh           Advisor: Tsai, Ya-Hsun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OCs 

users’learning situation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Learning situation 

include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e obtain of certificate, the 

percentage of videos watched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times videos were 

watched. Learning strategies measures metacognitive strategy, time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peer learning strateg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 age and occupation.  

    This research targeted “R series”, a MOOCs lesson launched b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 2015. Using questionnaire adapted 

from Duncan & McKeachie（2005）’s “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SLQ）, translating it into Mandarin and designed in 

a manner that meets the actuation of the lesson. Validity is being audited 

before releasing to the MOOCs users. Research data is analyzed by 

statistic program to fi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background’s 

user and their learning situation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also the 

correlation of the user’s learning situation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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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ing the findings as below: 

1. 15.4% of the learner in the R series obtained the certificate. Within, 

male learner noticeably exceeds female. 

2. The obtained of the certificate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ercentage of the videos watched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times videos 

were watched. 

3. Learner’s percentage of videos watched is slightly in correlation 

with metacognition strategy and time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trategy. 

4. Learner performed metacognition strategy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ime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peer learning strategy. 

With peer learning strategy used least. 

5. In time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trategy, male learners perform 

better than female learne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due to the metacognition strategy is the 

learning strategy most used by learners. Therefore, would advise MOOCs 

lesson teachers and operators to add more metacognition elements into the 

lesson and also encourage the learners to do so to increase the percentage 

of the videos watched. 

 

 

Key Words: MOOCs, Online learning, Online learning situation, learn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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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 MOOCs課程學習者的學習情形與學習策略 。此章一共分成四

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第三節說明研究的範圍和

限制；第四節進行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14 年秋，研究者在因緣際會下參與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 MOOCs計畫，擔

任某一 MOOCs 課程的助教，負責協助教師錄製課程影片、出題、管理平台、與學生

互動等等，如此近距離參與了MOOCs課程的第一現場，也從此對MOOCs產生了興趣，

想要深入研究這個全新的教學模式是否真的能跨越時間與空間、打造出理想的新興

教學？是否真的能滿足全世界的求知慾、讓世界的教育水準邁出嶄新的一步？這樣

小小的想法促成了這個研究的開端。 

研究者很喜歡學習，也瞭解到學習的重要性，一生為了國家未來而奔走的魯迅

也說：「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每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為聯合國世

界人權宣言的基本人權之一。唯有透過學習與改變，人們才有可能看見平等與和平

的未來，因此全世界多間教育機構都在尋找教育普及的更好途徑，讓更多人可以獲

得受教權進而改變全人類的未來。 

2011 年，美國 Stanford大學教授 Sebastian Thrun 和 Andrew Ng將自己開設

的大學課程於網路上開放，讓不同背景的上萬名學生透過網路免費選修名校課程，

此舉在全球的教育界興起旋風。其後的 2012 年，美國 Udacity、Coursera 和 edX

三大 MOOCs 平台的設立帶領了世界各大校開設 MOOCs課程的風潮，在短短一年多的

時間內席捲全球數十個國家，《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形容 2012年是

MOOCs之年，如同海嘯般衝擊著高等教育現場（趙荻瑗, 2013）。 

 MOOCs 在開放教育與數位學習的發展歷史上皆是重要的里程碑，在既有的開放

 



2 
 

教育與數位學習的基礎上，MOOCs增添互動性和認證機制，成為在網路上帶領人們

進行教學活動的線上課程。 

然而，新興的 MOOCs 教學也面臨了許多挑戰：MOOCs的教學法多以單方傳輸為

主，缺乏創新線上學習體驗（Daniel, 2012）；以及 MOOCs過低的完課率也引起關

注，投資大量資源與心血的每一堂 MOOCs平均只有 5-10%的完課率會造成教育資源

的嚴重浪費（Kay, Reimann, Diebold & Kummerfeld, 2013），因此各平台仍在評

估 MOOCs持續經營的可能性。 

有鑑於以上缺失，本研究期盼能透過分析不同使用者於 MOOCs 中實際的學習情

形以及學習策略，整理之後對 MOOCs的學習者、教師以及經營者提出建議，使 MOOCs

的課程設計以及內容能更符合使用者需求，使用線上互動或是創新課程安排等方式，

幫助學習者使用合適的學習策略在 MOOCs得到更好的學習體驗，使得課程參與率得

以提升，達到 MOOCs 平台和學習者的最大效益。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節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條列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瞭解 MOOCs學習者的學習情形。 

二、比較不同背景的 MOOCs學習者學習情形之差異。 

三、瞭解 MOOCs學習者學習策略使用的情形。 

四、比較不同背景的 MOOCs學習者學習策略使用情形之差異。 

五、探討 MOOCs學習者學習情形與學習策略使用情形之相關。 

 

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瞭解 MOOCs學習者的學習情形。 

 （一） MOOCs學習者取得證書的情形如何? 

 （二） MOOCs學習者的影片觀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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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MOOCs學習者的總影片觀看次數為何? 

二、比較不同背景的 MOOCs學習者學習情形之差異。 

 （一）「不同性別」的 MOOCs學習者在取得證書的情形上有何差異? 

 （二）「不同年齡層」的 MOOCs學習者在取得證書的情形上有何差異? 

 （三）「不同職業」的 MOOCs學習者在取得證書的情形上有何差異? 

三、瞭解 MOOCs學習者學習策略使用的情形。 

（一） MOOCs學習者後設認知學習策略的使用情形為何? 

（二） MOOCs學習者時間與環境管理的情形為何? 

（三） MOOCs學習者同儕學習學習策略的使用情形為何? 

四、比較不同背景的 MOOCs學習者學習策略使用情形之差異。 

 （一）「不同性別」的 MOOCs學習者後設認知學習策略的使用情形有何差異? 

（二） 「不同年齡層」的 MOOCs學習者後設認知學習策略的使用情形有何差

異? 

（三） 「不同職業」的 MOOCs學習者後設認知學習策略的使用情形有何差異? 

五、探討 MOOCs學習者學習情形與學習策略使用情形之相關。 

 （一） MOOCs學習者取得證書與否與學習策略使用情形之相關性為何? 

 （二） MOOCs學習者的影片觀看度與學習策略使用情形之相關性為何? 

 （三） MOOCs學習者的影片總觀看次數與學習策略使用情形之相關性為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將說明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包含區域、對象、時間、研究內容、研究方

法等。 

一、 研究範圍 

    本研究針對前述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範圍擬定如下： 

（一）研究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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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項主、客觀因素考量，本研究問卷調查實施範圍為 R系列 MOOCs課程註冊

者全體。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某台灣國立大學於 2015年開設的 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進行問

卷調查，該課程總報名人數為 182人。 

該課程採用德國大學特有的「系列講座」 （Ringvorlesung），除一般課程的授課

之外，還邀請各領域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進行演講，藉由學者專家的導讀、分享，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引領學習者吸收相關知識。 

該課程的開課時間為 2015年 11月至 2016 年 1月，一個星期進行一堂課，總

共十個星期十堂課，以及一個期末考試和三次作業評量。 

（三）問卷發放時間 

    本研究範圍僅針對 R系列 MOOCs課程之學習者，調查其個人背景、R系列 MOOCs

課程之學習情形、於 R系列 MOOCs課程中使用學習策略的情形，發放問卷時間為

2016年一月至二月，並在三月十日前回收完畢。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針對 R系列 MOOCs課程之學習者的「學習情形與學習策略」進行問

卷調查，基於研究者人力、時間及其他客觀因素考量，本研究有以下限制：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僅針對 R 系列 MOOCs課程之學習者的「學習情形與學習策略」進行問卷

調查。本研究結果僅代表 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的調查，無法將研究結果推論至

其他種類課程的參與者。 

（二）就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依據「R 系列 MOOCs課程之學習者的學習情形與學習策略之調查研究問

卷」蒐集資料，研究內容依此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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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研究方法而言 

由於研究者並非該課程助教，僅以一般學生身分進入課程，以及為了符合研究

倫理，本研究只以網路進行問卷調查，未輔以其他相關研究方法，只能對問卷結果

進行分析與討論，無法排除受試者填問卷時的影響變因。 

 

 

第四節 課程介紹與名詞釋義 

本節將說明此研究中ＭＯＯＣｓ課程介紹與其他相關名詞，相關名詞的界定如

下： 

一、 R 系列 MOOCs課程介紹 

本研究針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 2015 年開設的 R系列 MOOCs 課程學習者進行

問卷調查，該課程總報名人數為 182人，回收有效份數為 78份。 

該課程精選重要經典著作，透過課堂上的導讀、講解，讓修課同學親身閱讀文

本內容，耐心咀嚼文字背後的理論觀念和歷史演變。 

該課程採用德國大學特有的「系列講座」（Ringvorlesung），除一般課程的授

課之外，還邀請各領域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進行演講，藉由學者專家的導讀、分享，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引領學習者吸收相關知識。 

該課程導讀經典文本之目的，也不僅只是為了擴展修課同學的知識，更希望可

以結合 MOOCs 網路平臺，設計各種線上的討論和分享，引導修課同學進行思考、相

互討論，並主動學習。藉由上述經典閱讀、演講介紹、思想交流，讓學生感受兼具

廣度與深度的跨領域思想啟發，培養全方位的人文素養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該課程的開課時間為 2015年 11月至 2016 年 1月，一個星期進行一堂課，總

共十個星期十堂課，以及一個期末考試和三次作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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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R 系列 MOOCs課程學習情形 

本研究所指之「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情形」，包含學習者於 R系列 MOOCs課

程中，「是否取得證書」、「影片觀看度」和「影片總觀看次數」。 

 

三、 R 系列 MOOCs課程證書 

在 R系列 MOOCs 課程中，不論學習者是否看完課程影片，只要於時限內通過期

末考便能取得結業證書，作為學習者順利完成課程的證明。 

 

四、 R 系列 MOOCs課程影片觀看度 

R系列 MOOCs課程總共有十個教學影片，看過一個影片的學習者被標示為「影

片觀看度 1」，看過兩個影片的學習者被標示為「影片觀看度 2」，以此類推，影片

觀看度最大值為 10。 

 

五、 R 系列 MOOCs課程影片總觀看次數 

影片總觀看次數指的是，R系列 MOOCs 課程中十個課程影片加起來總共觀看了

幾次影片，沒有最大值限制。 

 

六、 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y） 

學習策略泛指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為使學習過程更加順暢而自主規劃、監控

學習的方式。學習者執行學習策略包含後設認知的能力及自我調整學習（張新仁, 

2006）。本研究將從後設認知、及自我調整學習理論中的同儕學習、時間與環境管

理策略為著眼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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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後設認知學習策略 

後設認知學習策略包含計劃策略、監控策略和調節策略，指學習者能設定好目

標、自我檢查與持續調整的策略。 

 

八、 時間與環境管理策略 

時間策略是指規劃排成和有效利用個人的讀書時間，而讀書環境策略是指學習

者懂得挑選適合自己學習的空間。 

 

九、 同儕學習策略 

同儕學習策略是指透過同儕的合作鷹架，以協助學習者透過洞察來達到理解課

程內容，而不需自己飽受挫折，無助地單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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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 MOOCs課程參與者的學習情況與學習者所採取的學習略之關

係。學習策略採後設認知、時間與環境管理及同儕學習幾個面向分別探討。本章節

第一節說明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OOCs）之緣起與概況，並進一步說明其種類

和特色，最後將和其他形式的線上課程比較；第二節說明學習策略，簡介後設認知、

時間與環境管理策略及同儕學習之定義及應用範圍；第三節則說明線上課程的內容

和其學習情形與學習策略。 

 

第一節  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OOCs） 

    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OOCs）為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之縮寫，

為線上課程中的一種模式，開放不分年齡層、地區及職業的社會大眾註冊使用，使

不論背景的任何人都可以透過網路取得知識。此一平台提供了高品質的課程內容外，

也製造了線上互動、評鑑以及即時回饋等服務，與過去的線上課程及課室教學截然

不同，提供學生全新的學習體驗。 

一、MOOCs 的發展與概況 

MOOCs 誕生於 2008 年，由 Bryan Alexander 與 Dave Cormier 提出，而當時以

MOOCs形式呈現的第一門課程是於加拿大 Manitoba 大學開設的「關聯主義與連結

知識」（Connectivism and Connective Knowledge） 。由 George Siemens 與 Steve 

Downes和數位學習專家聯合授課，這堂課的學生僅有 25名是 Manitoba 大學的付

費學生，其餘 2300 位學生都是透過網路免費參與課程。 

於 2011 年十月，Stanford大學教授 Sebastian Thrun 亦將他兩百人修讀的「人

工智慧概論」（Introduction to AI） 課程在網路上開放瀏覽，竟然超乎想像地

吸引了 16 萬人訂閱（Rodriguez, 2012）。與此同時，同樣任教於 Stanford 的 Andrew 

Ng教授亦將他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開放於網路上，竟也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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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萬人註冊（Waldrop, 2013）。因著這樣成功的經驗，兩位教授備受鼓舞而先後

於 2012年的二月與四月各自成立了營利性質的線上 MOOCs平台 Udacity 與

Coursera。同年九月，由麻省理工學院（MIT）與 Harvard大學聯合創立的非營利

組織 edX亦跟進投入 MOOCs的發展。從此，MOOCs在 Udacity, Coursera 和 edX三

大平台的引領之下引起全球教育界的關注，2012年因此也被稱作「MOOCs 元年」（New 

York Times, 2012）。 

由於這些線上課程的註冊人數龐大，而且同樣開放給任何背景的人註冊，因此

也被視為 MOOCs，但是本質和 2008年出現的 MOOCs完全不同。做為區別，依照連

結主義（Connectivism）設計的課程被稱為「cMOOCs」，為了擴展線上學習者數量

而經過設計的課程則被稱為「xMOOCs」，其中，c代表 connectivism，而 x代表

extensional（Yang, 2014）。 

 

二、MOOCs 的環境特色 

    如上所述，xMOOCs 與 cMOOCs有不同的教學設計。然而，兩者都讓大量背景多

元的學習者於線上平台自由參與課程，因此在其學習環境上共同展現有別於以往傳

統實體及線上課程的特點。而拜科技所賜，學生能以彈性的方式進行課程並隨時瀏

覽保留於平台上的學習資料。然而 MOOCs課程的自由彈性無強制性也使得課程的完

成率相當低，成為開課學校與學者共同關心的議題。 

（一）背景多元的大規模學習者 

MOOCs 的參與者並非傳統定義的「學生」，他們不一定是為了要取得學分

才來修課，因此對他們的稱呼應該改為註冊者、學習者、使用者（DeBoer et al., 

2014）。Coursera 創辦人 Koller便於 2014年指出，面對這些不同於傳統高

等教育體制內的學生，開課大學要因應其需求重新思考課程內容與設計方式，

平台則應發展出更適合這些學習者接收資訊的方式，並盡可能促成 MOOCs證書

的價值被更多人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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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MOOCs提供學習者間的社群互動管道，不僅能與教師互動，亦

能和同儕切磋，是和過去的線上教學不同之處。過去之線上教學如：MIT 

Opencourseware，採用將課室教學的錄音或錄影上傳網路，輔以課堂講義及作

業題目讓學習者能自行練習，沒有評量系統且無法聯繫教師或同學。 

    （二）彈性的課程進行方式 

多元背景的學習者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使用任何科技裝置，選擇

線上串流或是下載課程的方式進行學習活動（Yang, 2014）。課程活動的參與

方式也很彈性，雖然教師會提供建議的修課順序，然而學習者不一定要依照該

順序進行。學習者甚至在實際課程期間結束後仍可以註冊課程，藉由觀看平台

上所保留的學習資料進行課程（Anderson et al., 2014）。 

由於學習者可以在不同的時間點選擇性地參與課程，導致同一時間每個人

接收的課程內容不同，完成最終學習任務的時間也不同。一方面造成同一時間

互動的學習者未必處於相同課程活動階段，另一方面也導致難以用傳統的課程

活動參與量、完成率等指標來衡量學習者的學習成效（DeBoer et al., 2014）。 

    （三）保留大量學習者行為資料的平台 

   由於大量學習者在 MOOCs平台上進行學習活動，系統有就會保存大量資料，

包含 IP位址、作業繳交時間，以及在影片、討論區、評鑑中的各種互動紀錄，

如此一來將能建立出在實體教室難以累積的大型資料庫（DeBoer et al., 

2014）。教師可以透過學習者觀看影片的次數、完成作業的時間點等行為資料

中發現學習者容易錯誤的類型或需要特別講解的概念。如此以來既可以針對學

習者的困難適時提出回饋，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教學方法與內容有哪些需要改進，

是線上平台不同與傳統教學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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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OOCs 課程完成率 

    即便課程如此多元，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也變得更輕鬆，但是真正能從開

始堅持到最後的人數卻是相當少。MOOCs 的其中一大問題就是超過 90%的人都

不會完成課程。 

    倫敦大學 2013年 MOOCs執行報告指出倫敦大學國際課程在 Coursera開的

四門課程，超過 210,000人註冊，完成課程比率 6%~18%，最後只有 8843人拿

到證書，得到證書比率不到 5%。 

    MIT 針對 edX 上的第一門課程進行資料分析，該課程有 154,763 名學生註

冊，10,547 名學生進行期中考，而 9,318 名學生通過；而最後有 8,240名學

生進行期末考，其中 7,157通過並得到認證，其課程完成率約 4.6%，在 14周

的課程之間的退出比例如下圖 2-1，學生好像一個漏斗般在不同時間點不斷流

失（Breslow et al., 2013）。 

 

 

圖 2-1：Edx課程學習者中輟率 

 

資料來源：Breslow,L.B.,etl, Studying learning in the worldwide 

classroom: Research into edX’s first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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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能完成 MOOCs課程以及得到證書認證者比率相當稀少，許多學生在課

程的前幾堂課上完之後就不再繼續上，但 Justin Reich發現，那些有意圖取

得修課修課證明的學生最終有 22%的人得到證書，這比上述 5%~10%的比率高了

許多。因此，本研究欲探討的焦點就是何種類型的學生擁有比較高的比率能拿

到證書。 

  

第二節  學習策略 

 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y）泛指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為使學習過程更

加順暢而自主規劃、監控學習的方式。學習者執行學習策略包含後設認知的能力及

自我調整學習（張新仁, 2006）。本研究將從後設認知、及自我調整學習理論中的

同儕學習、時間與環境管理策略為著眼點分析。 

一、自我調整學習策略之基本主張 

    1980 年代起，出現了一種新興的學習與教育心理學理論即是自我調整學習

（self-regulated learning），主要是在探討「學生是如何在學習過程中逐漸精

熟於課業學習活動」的問題（Zimmerman, 2001）。因此，自我調整學習強調學習

者可以主動地透過後設認知與動機等策略的使用，能夠選擇、建構與創造有利的學

習環境。 

    另外，學習活動要能產生驅力，學生必須在外顯或內隱的調節上，主動地投入

學習過程中。因此，具備自我調整能力的學習者，能夠為自己設定學習目標，並主

動地投入學習計畫。同時，也會在學習過程中使用各種有助於提升學習效果的學習

策略，並持續地對學習歷程的各種影響因素進行監測與調整（Shawn & Nordell, 

2009）。Pintrich、Smith、Garcia及 Mckeachie（1991）提出學習策略中包含學

習動機、認知策略、後設認知及資源管理策略，茲將其內涵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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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習動機 

1.價值成分：價值成分又包含有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以及工作價值。

內在目標導是為了達成某個自行設定的目標所做的行為。外在目標導向是關切

學習者是否能知覺體察到滿足自己外在需要的程度，像是成績、獎賞、表現、

競賽等。工作價值則是指學習者依據自己對此工作的評價所產生，工作價值是

由學習者自我對於課程素材所知覺到的樂趣、重要性及實用性所決定。 

2.期望成分：期望包含有控制學習信念以及學習和表現上的自我效能。控制學

習信念：控制學習信念是依據學生認為自己投入努力可得正向結果之信念。學

習和表現上的自我效能：學習和表現上的自我效能是指學習者對自己完成一個

任務的能力判斷，以及達成這個任務所需的能力表現信心。 

3.情感成分：測驗焦慮是指學業表現上有時會產生負面期待，例如考試時的測

驗焦慮。測驗焦慮分成兩種成分，一種是認知面的擔心，另一種則是情緒面的

焦躁不安。擔心的成分是受學生的負面思考干擾所產生的反應，而情緒面的成

分則是由情感和生理上所引起的焦慮。 

    （二）認知策略  

1.演練策略：演練策略是指運用條列式技藝與背誦。僅適合用在簡易單純的作

業和活化工作記憶的訊息處理上，而無法幫助學生組織和整合長期記憶中的訊

息。 

2.精緻化策略：精緻化策略是指學習者與被學習的項目之見建立好內在連結，

以協助儲存訊息到長期記憶中，包含解釋意義、摘要、分類和做重點筆記，可

以幫助學習者將先前的知識整合並連結新訊息。 

3.組織策略：組織策略是指學習者與被學習的訊息之間建構好連結，以協助選

擇最適當的訊息作串聯。 

4.批判思考策略：批判思考策略是指對於任何資料來源，應保持科學驗證態度，

謹慎對資料作分析與判斷，以篩選不必要的資訊，避免被蒙蔽或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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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後設認知策略 

1.計劃策略：是指協助設定好目標和透過作業分析，以利籌備或檢視規劃步驟

程序，幫助學習者更容易了解和組織。 

2.監控策略：監控策略是指協助學習者自我檢查、測試和追蹤可能問題點，以

利延續進階的學習，幫助學習者了解瓶頸所在和整合過去知識。 

3.調節策略：調節策略是指協助學習者的認知活動能持續調整到自己最佳的學

習狀態，以利學習歷程中修正行為，幫助改善學習者的表現狀態。 

（四）資源管理策略 

1.時間和讀書環境策略：時間策略是指規劃排成和有效利用個人的讀書時間，

而讀書環境策略是指學習者懂得挑選適合自己學習的空間。 

2.努力策略：努力策略是自我管理的能力之一，可表現出一個人承諾要完成的

目標，但遭逢困難和分心時的堅持程度。所以，對於努力所作的控管也能對學

業成就產生重大影響力，這不僅是對目標的承諾也能持續調整對學習策略的使

用。 

2.同儕學習策略：同儕學習策略是指透過同儕的合作鷹架，以協助學習者透過

洞察來達到理解課程內容，而不需自己飽受挫折，無助地單獨學習。 

3.尋求幫助策略：尋求幫助策略是指對於環境、資訊等其他資源方面，學習者

可經由他人及多面向的資源輔助，包含有工具、媒體、老師或專業人士等。 

 

二、本研究之學習策略構面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以後設認知策略以及資源管理策略來建構學習者在 MOOCs

平台上的學習情況圖像。由於 MOOCs平台具有彈性學習時間及線上同儕互動系統的

特殊性，因此本研究將著重在探討學習者是否具有後設認知能力、使用時間與環境

管理策略及同儕學習策略與學習者使用 MOOCs 平台的學習情況之間的關聯。將我調

 



15 
 

整學習中的「後設認知策略」及「資源管理策略」中的「時間與讀書環境策略」與

「同儕學習策略」三項作為研究測量的變項。 

 

第三節  線上課程與學習策略 

 拜網路科技之所賜，近年來線上課程蓬勃發展，小至個人上傳的 youtube教學

影片，大至知名大學所開設的線上課程。依不同的學習者需求發展出不同的平台，

而線上教學中學習者的學習狀況亦是研究者關注的議題。 

一、線上課程 

 線上課程可分為「同步課程」（synchronous learning）與「非同步課程」

（asynchronous learning），同步課程即學習者在不同地點同時進行課程；而非

同步課程學生進行課程的時間、地點皆不受限制。 

  （一）同步線上課程 

 同步線上課程包含遠距教學、課程直播等。遠距教學通常教師和學生皆在

線上進行課程，而課程直播通常包含現場的學生。透過同步線上教學，學生能

透過語音或線上互動平台直接與教師互動，增加參與感與課程的臨場感。 

 同步線上課程除了消弭了學生的距離限制外，更是建立了一個線上的虛擬

教室，使課程不拘泥於課室的硬體設備，利用多媒體影音豐富課程，增加互動

性，相關虛擬教室平台如：JoinNet等（林翠雲、黃依駿，2016）。 

（二）非同步線上課程 

 非同步線上課程中，教師將教材上傳網路平台，學生能在任何時間觀看學

習課程內容。非同步課程之優勢包含學生能選擇觀看時間，能在學生最適合學

習的時間觀看學習影片，避免精神不濟的問題；學生能以自己的學習速度自行

調整課程速度，隨時可以暫停或重新觀看。而有學習障礙或身心障礙的學生亦

能在不錯過課程內容的情況下暫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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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自學型的非同步線上課程因缺乏與同儕、教師互動的機會，容易產生

孤獨感而降低學習興趣。因此線上課程的可達性和完整的課程架構更是影響學

生學習的重要因素，透過完善的課程規劃循序漸進引導學生學習，維持學習動

機（Politis & Politis, 2016）。 

（三）混合學習 

 混合學習（blended learning）是在課程中融入線上教學及面授課程，其

中最有名的模式便是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最早源於補救教學的

手段之一，教師將課程錄製成影片上傳，讓缺課或跟不上進度的學生能在家透

過影片學習。而反轉教室之最大的特色便是翻轉學生在課堂上與在課後的學習

模式，使原本的上課聽課，下課寫作業轉變成學生在家透過英片學習，在課堂

上完成教師指派的任務並將所學實際應用（Friesen, 2012）。 

 翻轉教室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使不同程度及學習速度的學生都能在

課堂上以同一個基礎進行活動，避免學生因跟不上進度或進度超前而對課程缺

乏參與感的問題。 

 

二、線上課程之學習情況 

 線上課程不同於傳統課室，教師無法掌握學生確切的學習狀況，學生表現於成

就也有較大的差距。許多研究顯示於線上課程活動中較積極參與的學生有較高的學

習動機，在學習成效也較好（陳年興、林甘敏，2002）。另外對於線上課程平台操

作較熟悉並能發展出自我提調整學習的學生亦對線上課程較有參與感（Wang, 

Shannon, Ross, 2013）。 

（一）後設認知 

  基於線上課程的彈性，學生的自我約束力對於課程表現影響有顯著關係，能主

動規劃學習進度並監控成效的學生多在課程中展現較好的成績（Kua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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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araksa, 2016）。因此線上課程規劃中能增強學生運用後設認知的能力，以增

進學生之學習成效。 

（二）產生連結性 

  線上課程缺乏了傳統課室課程中地緣上的連結，在無法實際接觸進而對同儕、

教師或該課程產生歸屬感或情感的情況下，線上課程必須在連結上多下功夫，多以

討論區或課後社群讓學生互動學習並產生連結並創造學生合作學習的機會（Ritter 

& Polnick,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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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旨在瞭解 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的學習情況，研究之架構依據所研究

主題及欲探討之研究問題分為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兩個部分。文獻探討主要針對

「MOOCs課程」、「數位學習理論」、「學習策略」、「數位學習與學習策略」四部分進

行探究。問卷調查和資料分析則根據社會科學調查的標準流程進行。本章將依研究

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步驟、資料處理方式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透過文獻的歸納與分析後，採用「問卷調查法」

作為相關研究資料的蒐集，以助瞭解 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的學習狀況與學習策

略之情形。此外，本研究亦進一步探討 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的性別、年齡層、

職業對其在 R系列 MOOCs 課程之學習情況與學習策略所造成的差異，並探究學習情

況與學習策略其變項之間的相關性。 

一、 自變項： 

即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齡層（依照高中、大學、初入社會等因素予

以分層）、職業（由於除了教師與學生之外的職業個數過少，故合併成「其他

職業」）。 

二、 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學習情況」與「學習策略」兩項。「學習情況」包含是否

取得證書、影片觀看度、影片總觀看次數等三項；「學習策略」包含後設認知、時

間與環境管理、同儕學習等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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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某台灣國立大學於 2015年開設的 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進行問

卷調查，該課程總報名人數為 182人。 

在有效樣本中，R系列 MOOCs課程的學生總數為 78人，其中男性佔 33.3%，女

性佔 66.7%， 16-18 歲的學習者比例最高，佔 28.2%，60歲以上學習者最少，佔

2.6%，有接近一半的參與者是學生，教師也佔了三成多。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學習情況與學習策略之調查研

究問卷」，改編自 Duncan & McKeachie（2005）所發展的「學習動機與策略問卷」

（The 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研究者與指導教授

討論後將其中譯化，並命名為「R系列 MOOCs 課程學習者學習情況與學習策略之調

查研究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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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卷內容 

(一)刪題與中譯化 

本研究所採用之問卷原為「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之調查問卷，由於本研

究只討論學習策略的部分，因此將原始問卷中關於學習動機之第一部份問題刪除，

剩下的學習策略的問題當中，除了本研究欲探討的「後設認知」、「時間與環境管理」、

「同儕學習」之外，尚有其餘學習策略項目，因其不在本研究的範圍內，也將其刪

除，保留了相關的 22 題。 

另外，此原始問卷為英文，研究者經字典和相關網路資料，並與指導教授討論

與修改後，翻譯成中文，並依據研究目的加入自編題 1、2、3題，最後形成正式問

卷─「R系列 MOOCs 課程學習者學習情況與學習策略之調查研究問卷」。 

（二）問卷架構 

 本研究工具「R 系列 MOOCs 課程學習者學習情況與學習策略之調查研究問卷」

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分為學習者「個人基本資料」，主要為選填題；第二部分為

「R系列 MOOCs 課程學習者學習情況」，也是以選填題呈現；第三部分為「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之學習策略」，問卷設計使用李克式七點量表（Likert），受試者

根據自己理念與狀況選填作答。 

 

表 3-3-1：問卷內容各層面與題目對照表 

 層面 題

數 

題號 題型 

學習情況 取得證書與否 1 1 選擇題 

影片觀看度 1 2 選擇題 

影片總觀看次數 1 3 填空題 

學習策略 後設認知 8 4r、7、9、11、15、16r、

22、24 

Likert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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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環境管理 8 6、10、14r、17、19、20 、

23r、25r 

同儕學習 6 5、8r、12、13、18、21 

 

二、信、效度 

 本研究對問卷量表共 22題進行信度（reliability）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其

Crobanch’s alpha 內部一致性係數為.83；具可接受之信度。 

 效度部分，在指導教授推薦下邀請三位在教育統計、學習評量、學習理論等方

面之專家對「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學習情況與學習策略之調查研究問卷（初稿）」

進行效度審核，針對初稿的翻譯用字遣詞之適切性與施測對象之合適度兩大部分進

行審查。 

 經三位專家進行內容效度評鑑後，依其意見再與指導教師充分討論後進行修改，

定稿後成為正式問卷。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章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共包含準備階段（蒐集資料、編製問卷）、問

卷調查實施階段、資料處理與分析階段及撰寫研究結果等四部分。 

一、 準備階段 

（一）蒐集資料 

蒐集國內外關於 MOOCs課程、線上學習、線上學習情形、學習策略、線上學習

策略等期刊、論文及書籍相關文獻，並從中分析 MOOCs課程及學習策略相關內容。 

（二）編製問卷 

根據 Duncan & McKeachie（2005）所發展的「學習動機與策略問卷」（The 

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為設計基礎，針對問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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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化及用詞遣詞進行設計與修改，經專家效度檢核並再次進行各題修正後形成正式

問卷。 

 

二、 實施階段 

問卷編製完成後，以網路方式寄送至 R 系列課程學習者的電子信箱中。 

 

三、 資料處理與分析階段 

將初步整理過後之問卷，進行編碼與資料登錄，根據研究問題進行統計分析，

回應研究問題。 

 

四、 撰寫研究結果 

根據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結果之分析與整理後，針對研究目的與問題，探討各

變相間影響之情形後，撰寫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第五節  資料處理方式 

 本研究的資料經過問卷篩選、計分、編碼後，使用統計軟體一一整理、統計並

分析，詳細流程如下所示： 

一、 處理流程 

本研究所使用之調查問卷，在回收後以兩道流程進行分析前之處理： 

（一）篩選問卷 

由於問卷中含有少數未填寫或填寫不完全之問卷，未填寫或填寫不完全之

問卷皆視為無效問卷並捨棄，以提高問卷結果之信度。本研究對象包含 182

人，發出 182份問卷，共回收 81份，回收率約為 44.5%。經人工篩選後剔除

無效問卷 3份後，共計 78份有效問卷，佔問卷比例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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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分填寫 

「學習策略」是使用李克是七點量表（Likert），受試者根據自己的理念

及現況以勾選方式作答進行。除了量表中的 4、8、14、16、23、25題為反向

題之外，其餘皆為正向題；其中關於正向題計分方式，依選項強到弱的排列給

予 7、6、5、4、3、2、1的得分；而反向題的計分方式，依選項弱到強的排列

給予 7、6、5、4、3、2、1的得分。 

（三）問卷編碼 

為了充分利用問卷中的調查數據，提高問卷的輸入效率及分析效果，對問

卷選項結果進行編碼，對不同題的答案分別以數字及英文字母形成代碼，以利

於數據進行分組和後期分析。 

 

二、 資料處理方式 

本研究將回收之問卷，先經人工篩選出有效問卷，將各問卷進行編號後，

以電腦軟體 Excel2010 建立問卷資料庫，再以 SPSS18.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

計分析處理，依據研究問題進一步分析結果與討論，皆採用.05 的顯著水準，

茲將統計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以描述性統計的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 R系列 MOOCs

課程之學習者的性別、年齡層、職業等各不同背景變項的分布狀況，且根據研

究目的和問卷中不同性質的問題，計算問卷各選項的次數分配。 

（二）t檢定（t-test） 

以 t檢定（t-test）分析「不同性別」對於學習情況、學習策略的差異情

形。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考驗不同「年齡層」、不同「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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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習情況、學習策略的差異情形。 

（四）薛費檢定法（Scheffe’s Method）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針對背景變項不同之不同「年齡

層」、不同「職業」對於學習情況、學習策略情形之分析與考驗，若差異達到

顯著水準，則進行薛費檢定法（Scheffe’s Method），事後比較各組之間的差

異情形。 

（五）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 

以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 R系列 MOOCs課程之學習者的學習情

況（是否取得證書、影片觀看度、影片總觀看次數）和學習策略（後設認知、

時間與環境管理、同儕學習）的相關情形。 

（六）卡方檢定 

以卡方檢定分析不同「性別」、不同「年齡層」、不同「職業」在「是否取得證

書」的學習情形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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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共分成五節，第一節為基本描述統計結果；第二節為 R系列課程參與者的

學習情況分析，以及比較不同背景對其所產生的差異；第三節為學習策略情形並比

較不同背景與其差異；第四節為學習情況與學習策略之相關情況；第五節則為綜合

討論。 

 

第一節  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針對 2015 年於線上開設的 R系列 MOOCs課程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回收

有效份數為 78份。本節根據問卷調查所得資料的基本資料，分別就學生的性別、

年齡層與職業進行討論。 

一、 個人背景資料統計結果 

（一）性別 

在有效樣本中，R系列 MOOCs課程的學生總數為 78人，其中男性佔 33.3%，女性佔

66.7%，女性人數為男性人數的 2倍。 

 

表 4-1-1：受訪者性別統計結果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男 26 33.3 2 

女 52 66.7 1 

N=78 

（二）年齡層 

根據有效樣本之統計，16-18歲的學習者比例最高（28.2%），其次為 41-60歲（23.1%），

60歲以上學習者最少（2.6%）。 

表 4-1-2：受訪者年齡層分佈一覽 

年齡層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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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歲 22 28.2 1 

19-23歲 10 12.8 5 

24-30歲 14 17.9 3 

31-40歲 12 15.4 4 

41-60歲 18 23.1 2 

60歲以上 2 2.6 6 

N=78 

 

（三）職業 

以有效樣本來看，有接近一半的參與者是學生，教師也佔了三成多。推測原因可能

是因為該課程的重點目標對象是學校，較多學生與教師接觸此課程資訊而報名。 

 

表 4-1-3受訪者職業分佈情形 

職業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學生 40 51.3 1 

教師 28 35.9 2 

其他 10 12.8 3 

N=78 

第二節  課程學習情況分析 

本節根據問卷調查所得資料，針對 R系列課程學習者的學習情況來進行分析與

討論，並檢視於性別、年齡層、職業三個背景變項之結果。學習情況分別為是否拿

到證書、影片觀看度、總觀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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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否拿到證書 

（一）描述統計 

根據問卷結果，在 R系列 MOOCs課程中，有 15.4%的學習者取得了證書，有 84.6%

的學習者沒有取得證書。 

 

表 4-2-1：證書取得分佈情形 

是否取得證書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是 12 15.4 2 

否 66 84.6 1 

N=78 

 

（二）依不同背景比較學習者取得證書之差異 

1. 性別 

以卡方分析檢驗：不同性別在取得證書的分布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分析結果如

表 4-2-2。由於有細格期望人數小於 5，因此以 Fisher’s 精確檢定（Fisher’s 

exact test）加以檢驗，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在取得證書的分布上有顯著差異

（p=0.016）。在取得證書的學習者之中，男性比率（66.7%）高於女性（33.3%），

為女性學習者的兩倍，具有顯著差異。 

表 4-2-2：不同性別學習者取得證書分布情形 

證書 

性別 

 取得證書 未取得證書 

 

男性 N 8 18 

% 66.7 27.3 

女性 N 4 48 

% 33.3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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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齡層 

以卡方分析檢驗：不同年齡層的學習者在取得證書的分布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分析結果如表 4-2-3。 

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齡層學習者取得證書分布情形沒有顯著差異，x2 （2,N=78）

=4.96,p=.42, phi=.42。 

 

表 4-2-3：不同年齡層學習者取得證書分布情形 

證書 

年齡層 

 取得證書 未取得證書 

 

16-18歲 N 4 18 

% 33.3 27.3 

19-23歲 N 2 8 

% 16.7 12.1 

24-30歲 N 4 10 

% 33.3 15.2 

31-40歲 N 0 12 

% 0 18.2 

41-60歲 N 2 16 

% 16.7 24.2 

60歲以上 N 0 2 

% 0 3.0 

註：x2 （2,N=78）=4.96,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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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職業 

以卡方分析檢驗：不同職業的學習者在取得證書的分布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分

析結果如表 4-2-4。 

分析結果顯示，不同職業學習者取得證書分布情形沒有顯著差異，x2 （2,N=78）

=2.27,p=.32, phi=.32。 

 

表 4-2-4：不同職業學習者取得證書分布情形 

證書 

職業 

 取得證書 未取得證書 

 

學生 N 8 32 

% 66.7 48.5 

教師 N 2 26 

% 16.7 39.4 

其他 N 2 8 

% 16.7 12.1 

二、 課程影片觀看度 

（一）描述統計 

根據問卷結果，在 R 系列 MOOCs課程中，學習者平均看了 5.56個不同的課程影片，

達一半以上。 

 

表 4-2-5：影片觀看度平均值 

向度 平均值 標準差 

影片觀看度 5.56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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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不同背景比較影片觀看度之差異 

1.性別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2-6，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的表現沒有顯著

差異，t（76）=8.13，p=.41，d=-0.19。 

 

表 4-2-6：性別於影片觀看度之 t檢定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效果量

（d） 男性（N=26） 女性（N=52） 

影片觀看度 

 

6.00（3.29） 5.35（3.37） 76 8.13 .41 -0.19 

 

2.年齡層 

以 ANOVA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年齡層對影片觀看度之效果，分析結果如表

4-2-7。 

結果發現：不同年齡層在影片觀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F（5,72）=1.26，p=.28，

效果量=.08。 

 

表 4-2-7：不同年齡層學習者在影片觀看度上之 ANOVA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F p 

效

果

量 

16-18歲

（N=22） 

19-23歲

（N=10） 

24-30歲

（N=14） 

31-40 歲

（N=12） 

41-60 歲

（N=18） 

60以上

（N=2） 

影片

觀看

度 

5.09 

（3.63） 

4.20 

（3.08） 

6.14 

（3.06） 

5.83 

（3.09） 

5.78 

（3.42） 

10.0 

（.00） 

1.26 .2

8 

.0

8 

 

3.職業 

 



31 
 

以 ANOVA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職業對影片觀看度之效果，分析結果如表 4-2-8。 

結果發現：不同年齡層在影片觀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F（2,75）=0.40，p=.66，

效果量=.01。 

 

表 4-2-8：不同職業的學習者在影片觀看度上之 ANOVA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F p 效果量 

學生（N=40） 教師（N=28） 其他（N=10） 

影片 

觀看度 

2.05（.93） 1.86（.75） 2.00（.94） .40 .66 .01 

 

三、 影片總觀看次數 

（一）描述統計 

根據問卷結果，在 R系列 MOOCs課程中，所有影片加起來學習者平均總共看了

12.92次影片。 

 

表 4-2-9：影片觀看度平均值 

向度 平均值 標準差 

影片總觀看次數 12.92 11.57 

 

（二） 依不同背景比較影片總觀看次數之差異 

1.性別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2-10，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的表現沒有顯

著差異，t（76）=.45，p=.65，d=-0.36。 

 

表 4-2-10：性別於影片總觀看次數之 t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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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效果量

（d） 男性（N=26） 女性（N=52） 

影片總觀看次數 

 

13.76 

（12.90） 

10.95 

（1.51） 

76 .45 .65 -0.36 

2.年齡層 

以 ANOVA 分析結果如表 4-2-11，由於資料不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定，因此嘗

試對原始分數進行開根號、對數、倒數轉換，然均無法符合同質性假定，因此以下

的分析是在不符合同質性假定下的分析結果。此時有可會增加型一、型二錯誤，因

此對以下分析結果的解讀，宜更加保守謹慎對待。 

結果發現：不同年齡層在總影片觀看次數上沒有顯著差異，F（5,72）=1.36，p=.24，

效果量=.08。 

 

表 4-2-11：不同年齡層學習者影片總觀看次數之 ANOVA 

向

度 

平均值（標準差） 

F p 
效果

量 
16-18歲

（N=22） 

19-23 歲

（N=10） 

24-30歲

（N=14） 

31-40歲

（N=12） 

41-60歲

（N=18） 

60 歲以

上（N=2） 

影

片

總

觀

看

次

數 

12.36 

（14.0） 

8.83 

（5.6） 

11.45 

（6.2） 

10.62 

（4.8） 

17.22 

（15.7） 

20 

（4.2） 

1.36 .2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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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職業 

以 ANOVA 分析結果如表 4-2-12。 

結果發現：不同職業在影片總觀看次數上沒有顯著差異，F（2,75）=.69，p=.50，

效果量=.01。 

 

表 4-2-12：不同職業學習者影片總觀看次數之 ANOVA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F p 
效果

量 學生（N=40） 教師（N=28） 其他（N=10） 

影片總

觀看次

數 

11.5（10.72） 14.9（13.07） 12.8（10.67） .69 .50 .01 

 

四、取得證書與否、影片觀看度、影片總觀看次數之相關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2-13。 

結果發現：影片觀看度[r（76）=.29, p=.01]、影片總觀看次數[r（76）=.34, 

p=.002]和取得證書與否有顯著正相關；影片觀看度[r（76）=.59, p=.001]與影片

總觀看次數有顯著相關。 

 

表 4-2-13：學習情形之相關矩陣（N=78） 

學習情形 1 2 

1.取得證書與否 -  

2.影片觀看度 .29** - 

3.影片總觀看次數 .34** .59**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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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習策略情形分析 

本節根據問卷調查所得資料，針對 R系列課程學習者的學習策略來進行分析與

討論，並檢視於性別、年齡層、職業三個背景變項之結果。學習策略分別為後設認

知、時間與環境管理、同儕學習。 

 

一、學習策略情形整體分析 

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之學習策略情形以李克特七點量表調查統計後得到的

平均數為 4.45，顯示 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使用學習策略的平率中等。就各分

項平均數而言，「後設認知」的平均得分為 4.86，「時間與環境管理」的平均得分

為 4.39，「同儕學習」的平均得分為 4.29。各分項的平均分在 4.29~4.68 之間，其

中以「後設認知」平均得分 4.68最高，以「同儕學習」的平均得分 4.29最低。 

進一步使用單因子相依 ANOVA分析學習者在學習策略的表現，結果如表 4-3-2。

結果發現：學習者在使用學習策略的種類上有顯著差異，F（2,154）=5.92，p=.003，

效果量=.071。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時間與環境管理」（M=4.39,SD=.81）和「同

儕學習」（M=4.29,SD=1.1）沒有顯著差異，「後設認知學習策略」（M=4.68,SD=.84）

顯著大於「時間與環境管理」（p<.05）， 「後設認知學習策略」顯著大於「同儕學

習」（p<.01）。 

 

表 4-3-1：學習者學習策略情形各分項得分狀況摘要表 

分項 題數 M SD 

後設認知 8 4.68 .84 

時間與環境管理 8 4.39 .81 

同儕學習 6 4.2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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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學習者在學習策略上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效果量 

學習策略 6.3 2 3.15 5.92 .003 .071 

誤差 81.9 154 .532    

 

二、後設認知 

 學習時能排除分心，使用後設認知管理監控自己的學習狀況，例如使用問自己

問題、整理脈絡、改變閱讀方式等等策略來提升自己的學習效率。本研究問卷之「後

設認知」部分共包含六個題目，以李克特七點量表進行調查，數值越低表示學習者

的後設認知學習策略表現較差；越高表示受試者在學習時使用後設認知學習策略的

狀況越佳。在本構面中，經獨立樣本 t檢定和 ANOVA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在題目

「我上課時會因為想其他的事情而漏掉重要內容。」以及「為確定我理解了正在學

習的內容，我經常問自己一些問題。」中，不同性別的表現有顯著差異；不同年齡

層在後設認知學習策略上沒有顯著差異；在題目「我上課時會因為想其他的事情而

漏掉重要內容。」、「為確定我理解了正在學習的內容，我經常問自己一些問題。」、

「上課作筆記記得不清的話我一定會課後整理好。」、「學習這門課時我會確定哪些

要點我沒有完全掌握。」等題目中，不同職業有顯著差異。 

（一）後設認知填答狀況 

本研究問卷之「後設認知學習策略」部分，有效樣本在後紹認知選填結果之平

均值為 4.67，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在後設認知學習策略掌控度為中等偏上。 

其中題目「閱讀課堂內容時遇到不清楚的地方我會重讀，盡量弄懂。」、「如果

閱讀材料難以理解我會改變閱讀方式。」和「為確定我理解了正在學習的內容，我

經常問自己一些問題。」分數達到 5分以上，由此可知學習者最常使用的後設認知

策略是重讀、改變閱讀方式、問自己問題等方式；至於題目「我上課時會因為想其

他的事情而漏掉重要內容。」的得分則低於 4 分，顯示學習者認為自己較容易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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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有效樣本對後設認知的看法之統計結果 

題號 題目 平均值 M 
標準差

SD 
排序 

4r 我上課時會因為想其他

的事情而漏掉重要內容。 

 

3.87 1.59 8 

7 閱讀這門課的資料時我

設計問題以便集中精力

閱讀。 

 

4.69 1.78 4 

9 閱讀課堂內容時遇到不

清楚的地方我會重讀，盡

量弄懂。 

 

5.46 1.20 1 

11 如果閱讀材料難以理

解，我會改變閱讀方式。 

 

5.07 1.19 3 

15 為確定我理解了正在學

習的內容，我經常問自己

一些問題。 

 

5.12 1.25 2 

16r 我在學習這門課時常常

發現自己不知道這些材

料究竟是什麼意思。 

 

4.12 1.4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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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習這門課時我會確定

哪些要點我沒有完全掌

握。 

 

4.53 1.52 6 

24 上課作筆記記得不清的

話我一定會課後整理好。 

4.56 1.47 5 

 

（二）依不同背景比較「後設認知」填答之差異 

以下將以有效樣本知問卷結果，針對性別、年齡層、職業三個背景變相進行分

析。 

1. 性別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3-3，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的表現沒有顯著

差異，t（76）=.282，p=.779，d=-0.07。 

更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在每個題目的表現，結果發現：在題目「我上課時會因為想

其他的事情而漏掉重要內容。」以及「為確定我理解了正在學習的內容，我經常問

自己一些問題。」中，不同性別的表現有顯著差異，分別為 t（76）=3.42，p=.001，

d=-0.82，以及 t（76）=3.41，p=.001，d=-0.82m。在這兩題中，男性的分數（M=4.69, 

SD=1.67）（ M=5.76, SD=.99）均大於女性的分數（M=3.46, SD=1.41） （ M=4.8, 

SD=1.25）。 

 

表 4-3-4：性別於後設認知之 t檢定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效果量

（d） 男性（N=26） 女性（N=52） 

後設認知學習策略 

 

4.72 

（.83） 

4.66 

（.86） 

76 .282 .77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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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不同性別學習者於後設認知之填答統計結果 

題

號 
題目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效果量

（d） 男性（N=26） 女性（N=52） 

4r 我上課時會因

為想其他的事

情而漏掉重要

內容。 

 

4.69（1.67） 3.46（1.41） 76 3.42 .001 -0.82 

7 閱讀這門課的

資料時我設計

問題以便集中

精力閱讀。 

4.92（1.98） 4.57（1.68） 76 .807 .422 -0.19 

9 閱讀課堂內容

時遇到不清楚

的地方我會重

讀，盡量弄懂。 

5.53（1.02） 5.42（1.28） 76 .397 .692 -0.09 

11 如果閱讀材料

難以理解，我會

改變閱讀方式。 

 

4.92（1.46） 5.15（1.03） 76 37.86 .478 0.19 

15 為確定我理解

了正在學習的

內容，我經常問

自己一些問題。 

 

5.76（.99） 4.80（1.25） 76 3.41 .001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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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r 我在學習這門

課時常常發現

自己不知道這

些材料究竟是

什麼意思。 

 

4.38（1.04） 4.00（1.22） 76 .958 .344 -0.32 

22 學習這門課時

我會確定哪些

要點我沒有完

全掌握。 

 

4.84（1.04） 4.38（1.70） 76 1.47 .145 -0.06 

24 上課作筆記記

得不清的話我

一定會課後整

理好。 

4.84（1.31） 4.42（1.53） 76 1.19 .234 -0.28 

 

2. 年齡層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分析年齡層對後設認知學習策略之效果，結果如表

4-3-5。 

由於資料不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定，因此嘗試對原始分數進行開根號轉換，經

轉換後符合同質性假定。 

結果發現：不同年齡層在後設認知學習策略上沒有顯著差異，F（5,72）=1.76，

p=.13，效果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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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職業在後設認知學習策略上之 ANOVA分析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F p 效果量 16-18 歲

（N=22） 

19-23歲

（N=10） 

24-30歲

（N=14） 

31-40歲

（N=12） 

41-60歲

（N=18） 

60 以上

（N=2） 

後設認

知學習

策略 

2.21 

（.20） 

2.1 

（.10） 

2.0 

（.14） 

2.0 

（.15） 

2.2 

（.24） 

2.1 

（.28） 

1.

7 

.1

3 

0.10 

 

3. 職業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分析職業對後設認知學習策略之效果，結果如表

4-3-4。結果發現：不同職業在後設認知學習策略上沒有顯著差異，F（2,72）=1.66，

p=.19，效果量=.04。 

再進一步分析不同職業在各題目的表現，結果發現：在題目「閱讀課堂內容時

遇到不清楚的地方我會重讀，盡量弄懂。」、「我在學習這門課時常常發現自己不知

道這些材料究竟是什麼意思。」中，由於資料不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定，因此嘗試

對原始分數進行開根號、對數、倒數轉換，然均無法符合同質性假定，因此以下的

分析是在不符合同質性假定下的分析結果。此時有可會增加型一、型二錯誤，因此

對以下分析結果的解讀，宜更加保守謹慎對待。 

結果發現： 

在題目「我上課時會因為想其他的事情而漏掉重要內容。」中，不同職業有顯

著差異，F（2,75）=10.61，p=.00，效果量=.02。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學生（M=4.5, 

SD=1.33）與教師（M=4.28, SD=1.46）沒有顯著差異（p=.83）、其他職業（M=2.2, 

SD=1.68）顯著小於學生（p=.000）、其他職業顯著小於教師（p=.001）。 

在題目「為確定我理解了正在學習的內容，我經常問自己一些問題。」中，不同職

業有顯著差異，F（2,75）=4.83，p=.01，效果量=.01。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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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M=5.05, SD=1.25）與教師（M=4.85, SD=1.2）沒有顯著差異（p=.83）、其

他職業（M=6.2, SD=.78）顯著大於學生（p=.02）、其他職業顯著大於教師（p=.01）。 

在題目「學習這門課時我會確定哪些要點我沒有完全掌握。」中，不同職業有顯著

差異，F（2,75）=9.33，p=.00，效果量=.019。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其他職業

（M=4.8, SD=1.22）與學生（M=5.1, SD=1.27）沒有顯著差異（p=.82）、教師（M=3.6, 

SD=1.56）與其他職業沒有顯著差異（p=.083）、教師顯著小於學生（p=.00）。 

在題目「上課作筆記記得不清的話我一定會課後整理好。」中，不同職業有顯著差

異，F（2,75）=6.11，p=.003，效果量=.014。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教師（M=3.9, 

SD=1.69）與學生（M=4.7, SD=1.23）沒有顯著差異（p=.06）、學生與其他職業（M=5.6, 

SD=.84）沒有顯著差異（p=.22）、教師顯著小於其他職業（p=.007）。 

 

表 4-3-7：職業在後設認知之 ANOVA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F p 
效果

量 學生（N=40） 教師（N=28） 其他（N=10） 

後設認

知 

4.76（.93） 4.46（.82） 4.95（.24） 1.66 .196 .04 

 

 

表 4-3-8：職業在後設認知學習策略上之 ANOVA分析 

題

號 
題目 

平均值（標準差） 
F p 效果量 

學生（N=40） 教師（N=28） 其他（N=10） 

4r 我上課時會因

為想其他的事

情而漏掉重要

內容。 

4.5（1.33） 4.28（1.46） 2.2（1.68） 10.61 .000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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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閱讀這門課的

資料時我設計

問題以便集中

精力閱讀。 

 

4.55（1.64） 4.64（1.9） 5.4（1.95） .925 .401 0.02 

9 閱讀課堂內容

時遇到不清楚

的地方我會重

讀，盡量弄懂。 

 

5.35（.97） 5.42（1.57） 6（.66） 1.191 .31 0.03 

11 如果閱讀材料

難以理解，我會

改變閱讀方式。 

 

4.9（1.1） 5.14（1.26） 5.6（1.26） 1.46 .238 0.03 

15 為確定我理解

了正在學習的

內容，我經常問

自己一些問題。 

 

5.05（1.25） 4.85（1.2） 6.2（.78） 4.83 .011 0.11 

16r 我在學習這門

課時常常發現

自己不知道這

些材料究竟是

什麼意思。 

3.95（1.21） 3.78（1.39） 3.8（2.44） .115 .89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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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習這門課時

我會確定哪些

要點我沒有完

全掌握。 

 

5.1（1.27） 3.64（1.56） 4.8（1.22） 9.33 .000 0.19 

24 上課作筆記記

得不清的話我

一定會課後整

理好。 

4.84（1.31） 4.42（1.53） 76 1.19 .234 -0.28 

 

三、時間與環境管理 

（一）時間與環境管理填答狀況 

本研究問卷之「時間與環境管理」部分，有效樣本在時間與環境管理選填結果

之平均值為 4.39，R 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在後設認知學習策略掌控度為中等。 

其中題目「我通常在能夠靜下來集中精神的地方學習這門課。」分數達到 5

分以上，由此可知學習者最常使用的環境管理策略是尋找一個能夠集中精神的學習

地點；至於題目「我按時上課。」的得分則低於 4分，顯示學習者比較少配合 R

系列 MOOCs 一週一堂課的進度。 

 

表 4-3-9：有效樣本對後設認知的看法之統計結果 

題號 題目 平均值 M 
標準差

SD 
排序 

6 我通常在能夠靜下來集

中精神的地方學習這門

5.05 1.6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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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10 在這門課上我的學習時

間利用得很好。 

 

4.38 1.60 4 

14r 我覺得堅持按計畫學習

很難。。 

 

4.33 1.53 5 

17 我有固定的學習地點。 

 

4.56 1.82 3 

19 每周我一定要完成這門

課的任務並讀完學習材

料。 

 

4.02 1.95 6 

20 我按時上課。 

 

3.94 1.99 8 

23r 我常常發現因為其他活

動太多我沒有花多少時

間學習。 

 

4.87 1.23 2 

25r 考試前我很少找時間複

習筆記和學習材料。 

4.00 1.51 7 

 

 

 

 



45 
 

（二）依不同背景比較「時間與環境管理」填答之差異 

以下將以有效樣本知問卷結果，針對性別、年齡層、職業三個背景變相進行分

析。 

1.性別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2-10，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的表現有顯著

差異，t（76）=2.82，p=.006，d=-0.68。男性的分數（M=4.75, SD=.73）顯著大

於女性的分數（M=4.22, SD=.80）。 

 

表 4-3-10：性別於時間與環境管理之 t檢定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效果量

（d） 男性（N=26） 女性（N=52） 

時間與環境管理 

 

4.75 

（.73） 

4.22 

（.80） 

76 2.82 .006 -0.68 

2.年齡層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分析年齡層對時間與環境管理之效果，結果如表

4-3-5。 

由於資料不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定，因此嘗試對原始分數進行倒數轉換，經轉

換後符合同質性假定。 

結果發現：不同年齡層在後設認知學習策略上沒有顯著差異，F（5,72）=1.86，

p=.11，效果量=.11。 

表 4-3-11：年齡層在時間與環境管理學習策略上之 ANOVA 分析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F p 效果量 

16-18

歲

（N=22

） 

19-23

歲

（N=10

） 

24-30

歲

（N=14

） 

31-40

歲

（N=12

） 

41-60

歲

（N=18

） 

60以上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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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

時間管

理 

.24 

（.05） 

.21 

（.03） 

.22 

（.23） 

.22 

（.05） 

.25 

（.04） 

.19 

（.05） 

1.

86 

.11 0.11 

 

3.職業 

以 ANOVA 分析結果如表 4-2-12。 

結果發現：不同職業在時間與環境管理有顯著差異，F（2,75）=7.50，p=.001，

效果量=.16。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教師（M=4.08, SD=.84）與學生（M=4.4, SD=.69）

沒有顯著差異（p=.17）、其他職業（M=5.15, SD=.68）顯著大於教師（p=.001）、

其他職業顯著大於學生（p=.03）。 

 

表 4-3-12：職業在環境與時間管理之 ANOVA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F p 
效果

量 學生（N=40） 教師（N=28） 其他（N=10） 

環境與

時間管

理 

4.40（.69） 4.08（.84） 5.15（.68） 7.50 .001 .16 

四、同儕學習 

（一）同儕學習填答狀況 

本研究問卷之「同儕學習」部分，有效樣本在同儕學習選填結果之平均值為

4.29，R系列 MOOCs 課程學習者在後設認知學習策略掌控度為中等。 

其中題目「學習過程中我經常努力向同學或朋友解釋學習內容。」分數達到

4.5分以上，由此可知學習者最常使用的同儕學習策略是向同儕解釋學習內容；至

於題目「我盡量和其他同學一起學習，共同完成作業任務。」的得分則低於 4分，

顯示學習者比較少和同儕一起學習並且團隊完成作業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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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3：有效樣本對後設認知的看法之統計結果 

題號 題目 平均值 M 
標準差

SD 
排序 

5 學習過程中我經常努力

向同學或朋友解釋學習

內容。 

 

4.69 1.56 1 

8r 即使學習這門課的教材

有困難我也要靠自己的

力量學習，不找別人幫

忙。 

 

4.12 1.69 5 

12 我盡量和其他同學一起

學習，共同完成作業任

務。 

 

3.89 1.84 6 

13 學習這門課時我常常留

出時間和一些同學討論

學習材料。 

 

4.33 1.74 3 

18 我看材料時有不懂的地

方會問另一個同學。 

 

4.25 1.90 4 

21 我會盡量認識以後有需 4.46 1.6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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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可以與之討教的同學。 

 

（二）依不同背景比較「同儕學習」填答之差異 

以下將以有效樣本知問卷結果，針對性別、年齡層、職業三個背景變相進行分

析。 

1.性別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2-10，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的表現沒有顯

著差異，t（76）=.55，p=.58，d=-0.13。 

 

表 4-3-14：性別於同儕學習之 t檢定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效果量

（d） 男性（N=26） 女性（N=52） 

同儕學習 

 

4.39 

（1.23） 

4.24 

（1.12） 

76 .55 .58 -0.52 

 

2.年齡層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分析年齡層對同儕學習之效果，結果如表 4-3-5。 

結果發現：不同年齡層在同儕學習有顯著差異，F（5,72）=7.41，p=.001，效果量

=.34。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16-18歲（M=4.80, SD=.78）顯著大於 24-30歲（M=3.6, 

SD=.91）（p=.03）以及 41-60歲（M=3.5, SD=.69） （p=1.01）；31-40歲（M=5.00, 

SD=1.38）顯著大於 24-30歲（M=3.6, SD=.91 ）（p=.03）以及 41-60歲（M=3.5, 

SD=1.07） （p=.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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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5：年齡層在同儕學習策略上之 ANOVA分析 

向

度 

平均值（標準差） 

F p 效果量 16-18歲

（N=22） 

19-23歲

（N=10） 

24-30歲

（N=14） 

31-40歲

（N=12） 

41-60歲

（N=18） 

60以上

（N=2） 

同

儕

學

習 

4.80 

（.78） 

3.21 

（.03） 

3.6 

（.91） 

5.00 

（1.38） 

3.5 

（1.07） 

3.19 

（.05） 

7.

4 

.001 0.34 

 

3.職業 

以 ANOVA 分析結果如表 4-2-12。 

結果發現：不同職業在同儕學習有顯著差異，F（2,75）=6.36，p=.003，效果量=.14。

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其他職業（M=4.86, SD=1.28）與學生（M=4.5, SD=.85）

沒有顯著差異（p=.71）、教師（M=3.72, SD=1.28）顯著小於其他職業（p=.02）、

教師顯著小於學生（p=.01）。 

 

表 4-3-16：不同職業學習者在同儕學習上之 ANOVA分析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F p 
效果

量 學生（N=40） 教師（N=28） 其他（N=10） 

同儕學

習 

4.5（.85） 3.72（1.28） 4.86（1.28） 6.36 .00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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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習情況與學習策略之差異與相關分析 

本節將探不同學習情況的學習者在學習策略表現上之差異與相關，使用獨立樣

本 t檢定分析取得證書的學習者與未取得證書的學習者在學習策略上之差異，亦使

用 Pearson相關係數分析影片觀看度、影片總觀看次數與學習策略之相關情形。 

一、是否取得證書在學習策略上之差異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4-1，結果發現：取得證書的學習者與未取

得證書的學習者在學習策略上沒有顯著差異，分別為t（76）=-.48，p=.63，d=-0.15、

t（76）=-1.74，p=.08，d=-0.56、t（76）=-.32，p=.74，d=-0.06。 

 

表 4-4-1：取得證書的學習者與未取得證書的學習者在學習策略上之差異分析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效果量

（d） 是（N=12） 否（N=66） 

後設認知 4.79（.77） 4.66（.86） 76 -.48 .63 -0.15 

環境與時間管理 4.77（.58） 4.32（.83） 76 -1.74 .08 -0.56 

同儕學習 4.36（.64） 4.28（1.22） 76 -.32 .74 -0.06 

 

二、影片觀看度與學習策略之相關情形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4-2。 

結果發現：後設認知[r（76）=.46, p=.001]、時間與環境管理[r（76）=.30, p=.007]

和影片觀看度有顯著正相關；同儕學習[r（76）=.79, p=.079]與影片觀看度無顯著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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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影片觀看度與學習策略之相關矩陣（N=78） 

 1 2 3 

1.後設認知 -   

2.時間與環境管理 .31** -  

3.同儕學習 .39** .56** - 

4.影片觀看度 .46** .3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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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影片總觀看次數與學習策略之相關情形 

以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4-3。 

結果發現：後設認知[r（76）=.19, p=.086]、時間與環境管理[r（76）=.062, 

p=.587]、同儕學習[r（76）=-.059, p=.609]和影片觀看度沒有顯著相關。 

表 4-4-3：影片總觀看次數與學習策略之相關矩陣（N=78） 

 1 2 3 

1.後設認知 -   

2.時間與環境管理 .31** -  

3.同儕學習 .39** .56** - 

4.影片觀看度 .19 .062 -.059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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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中將更進一步探討在「取得證書與否」、「影片觀看度」、「影片總觀看次數」

及學習策略的三個構面──「後設認知」、「時間與環境管理」、「同儕學習」等三個

向度在不同性別、年齡層、職業等三個面向之分析結果。 

一、 學習情況 

（一）取得證書與否 

林祐綸（2014）的研究顯示，性別差異對於採用 MOOCs做為學習平台與否則是

沒有太大的影響，然而在 R系列 MOOCs課程 78位受試者當中，有 15.4%的學習者

取得了證書，其中男性學習者數量顯著大於女性學習者，而不同年齡層及職業之間

無顯著差異。在學習人數上，女性學習者人數為男性學習者的兩倍，然而在取得證

書的人數上，男性學習者卻為女性學習者的兩倍。由此推測，男性學習者比較傾向

參加課程後將證書拿到手，而女性參與者對取得證書的動機較弱。 

（二）影片觀看度 

在 R系列 MOOCs 課程中，學習者平均看了 5.56個不同的課程影片，達一半以

上，而不同性別、年齡層及職業之間無顯著差異。換句話來說，R 系列 MOOCs課程

十個不同的課程影片中，學習者平均只看了一半的影片，也就是只參與了一半的課

程，而根據分析，影片觀看度和取得證書與否呈現正相關，由此可以大致推測證書

取得率只有 15%的可能原因，因為課程只參與了一半讓大多數學習者傾向選擇放棄

證書。 

（三）影片總觀看次數 

影片總觀看次數和取得證書與否、影片觀看度都呈現正相關，在性別、年齡層

和職業上沒有顯著差異。每個受試者之間影片總觀看次數的差異龐大（SD=11.57），

所有影片加起來，有的學習者最多可以觀看 50次以上，有的只看過 1次，資料呈

現略厚尾（thick-tailed）的觀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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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策略 

（一）後設認知學習策略 

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之學習策略表現上，「後設認知學習策略」顯著大於

「時間與環境管理」和「同儕學習」，「同儕學習」的學習策略被使用得最少，而「後

設認知學習策略」與影片觀看度呈現正相關，由此推測，若鼓勵或幫助學習者使用

後設認知學習策略可以提高影片觀看度，而「後設認知」學習策略是學習者更傾向

使用的學習策略，若從此下手效果可能更好。 

（二）時間與環境管理學習策略 

R系列 MOOCs課程學習者在「時間與環境管理」的學習策略上，男性學習者顯

著優於女性學習者。而「時間與環境管理」與影片觀看度呈現正相關，由此推測，

男性學習者可能時間與環境管理上表現較佳而更容易取得證書。 

（三）同儕學習學習策略 

何鴻略（2010）的研究指出，同儕學習進度的顯示對學生學習效果沒有顯著影

響，與本研究的結果類似，在 R系列 MOOCs 課程中，「同儕學習」學習策略與取得

證書、影片觀看度、影片總觀看次數皆沒有顯著關係。 

 研究者推測，同儕學習使用頻率不高可能與經營方式有關，研究者也是該課程

的學習者之一，但是研究者在該課程中沒有看見與同儕學習有關的互動與討論項目，

只有繳交個人作業與期末考的部分而已，這樣的環境很難激發同儕學習，再加上學

習者來自不同領域、年齡、甚至國家，本來就有背景上的差異造成同儕學習不易，

再加上課程或平台沒有經營相關機制，導致同儕學習效果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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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與討論顯示，某些學習情形和某些學習策略呈現正相關，某

些學習策略和學習狀況在性別中有顯著差異，本章將以條列的方式呈現本研究的結

論，再分別對 MOOCs 學習者、MOOCs教師、MOOCs 經營方未來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問卷調查分析結果，在 R系列 MOOCs 課程中，取得證書與否和「時間與環

境管理策略」的使用在性別上有顯著差異；學習情況中，取得證書與否與影片觀看

度、影片總觀看次數都呈正相關；學習策略方面，「後設認知學習策略」顯著大於

「時間與環境管理」和「同儕學習」，「同儕學習」的學習策略被使用得最少，其中

「後設認知」學習策略與「時間與環境管理」學習策略和影片觀看度都呈現正相關。 

一、 證書取得 

在 R系列 MOOCs 課程中，有 15.4%的學習者取得了證書，其中男性學習者數量

顯著大於女性學習者，而不同年齡層及職業之間無顯著差異。 

在 R系列 MOOCs課程 78位受試者當中，女性學習者人數為男性學習者的兩倍，

然而在取得證書的人數上，男性學習者卻為女性學習者的兩倍。由此推測，男性學

習者比較傾向參加課程後將證書拿到手，而女性參與者對取得證書的動機較弱。 

 

二、學習情形之間的相關 

在 R系列 MOOCs 課程中，取得證書與否與影片觀看度、影片總觀看次數都呈

正相關。 

根據本研究結果，「取得證書與否」與「影片觀看度」、「影片總觀看次數」都

呈正相關，若提升學習者的影片觀看度和總觀看次數，可能可以有效提升證書的取

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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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情形與學習策略之相關 

R 系列 MOOCs 課程學習者的影片觀看度和「後設認知」學習策略與「時間與環

境管理」學習策略呈現正相關。 

根據本研究結果，「影片觀看度」和「後設認知」學習策略與「時間與環境管

理」學習策略呈現正相關，若提升學習者的「後設認知」學習策略與「時間與環境

管理」學習策略，可望有效提升學習者的影片觀看度，進而提升證書的取得率。 

 

四、學習策略表現 

R 系列 MOOCs 課程學習者之學習策略表現上，「後設認知學習策略」顯著大於

「時間與環境管理」和「同儕學習」，「同儕學習」的學習策略被使用得最少。 

根據問卷結果，面對 R系列 MOOCs 課程時，比起「時間與環境管理」和「同儕

學習」，使用者更傾向使用「後設認知」學習策略，而「後設認知學習策略」與影

片觀看度呈現正相關，由此推測，若鼓勵或幫助學習者使用後設認知學習策略可以

提高影片觀看度，而「後設認知」學習策略是學習者更傾向使用的學習策略，若從

此下手效果可能更好。 

 

五、使用者學習策略的差異 

R 系列 MOOCs 課程學習者在「時間與環境管理」的學習策略上，男性學習者顯

著優於女性學習者。 

男性學習者在「時間與環境管理」的學習策略上表現得較好，而「時間與環境

管理」的學習策略與「影片觀看度」呈正相關，男性學習者在「影片觀看度」上也

表現得女性好些，由此推測，若鼓勵學習者多使用「時間與環境管理」的學習策略

可能可以幫助其提升影片觀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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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據上述結論，本節將針對 MOOCs學習者、MOOCs教師、MOOCs 經營者、未來

相關研究者提出建議，主要的建議為：由於後設認知策略為學習者最常使用的學習

策略，因此建議 MOOCs 教師及經營方在課程中多加入能激勵學習者使用後設認知策

略的元素以增加影片的觀看度。 

一、 對 MOOCs課程學習者的建議 

（一）在學習策略方面 

根據本研究顯示，「後設認知」和「時間與環境管理」學習策略和「影片觀看

度」呈正相關，因此建議學習者在加入一個全新 MOOCs課程時，能立下目標並好好

規劃自己要花多少時間觀看影片，也思考最佳的觀看影片地點，好避免分心或是找

不到時間學習，最後心有餘而力不足完成課程的結果。 

（二）在課程學習方面 

根據本研究顯示，「取得證書與否」與「影片觀看度」、「影片總觀看次數」都

呈正相關，因此建議想要取得證書的學習者多多觀看影片，不論是觀看不同種類的

課程影片或是同一個影片多次觀看，都能有效幫助自己取得證書。 

 

二、 對 MOOCs教師及 MOOCs 經營者的建議 

（一）在課程安排方面 

根據本研究顯示，「後設認知」和「時間與環境管理」學習策略和「影片觀看

度」呈正相關，因此建議 MOOCs教師或 MOOCs 經營者在規劃課程時能考慮加入這

兩個概念，例如加入複習單元用提問的方式幫助學習者思考、提供詳細合理的課

程進度學習規劃以供參考、安排不同元素的授課方式避免學習者疲乏分心等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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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與學習者互動方面 

本研究發現，學習者的「後設認知」和「時間與環境管理」學習策略對「影片

觀看度」有顯著影響，因此建議 MOOCs教師或 MOOCs經營者能透過各種與學習者

互動的方式加強其這方面的能力，例如經營相關線上社群並安排助教在裡面引導

學習者反思或提問、在學習影片中加入能讓學習者集中精神的安排、將每一個影

片之間做連結（例如預告、複習、整理等等）、舉辦相關活動鼓勵學習者分享學習

心得或是創意成果等方式。 

三、 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之對象為 R系列 MOOCs課程的學習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將範圍擴大

至整個平台所有課程的學習者來進行學習者的學習情形和學習策略的相關研究，也

可以和其他平台甚至海外平台進行互相比較，更能了解 MOOCs學習者的學習情形與

學習策略之間的差異。 

（二）問卷的設計 

本研究之問卷分為三個構面：「個人背景」、「學習情形」、「學習策略」。建議未

來研究者進行相關研究時，可以加入「學習成效」、「學習動機」或「成就表現」等

構面，或者探討不同人格特質與其學習情形之關係；在「學習情形」方面可以加入

「觀看頻率」、「觀看時間」等「學習習慣」的構面，讓 MOOCs學習者的學習情形與

習慣可以更詳細的被掌握。 

（三）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方式進行學習情形與學習策略之調查，然而學習情形可能會因

為學習者遺忘或是記錯而與實際情形有所出入，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選擇有後台資

料的 MOOCs 平台並且嘗試取得研究使用同意；學習策略方面，由於學習策略牽涉學

習者許多層面因素，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加入訪談等質性方法，協助進行問卷數據

之結果討論與解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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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MOOCs課程學習者學習情況與學習策略之調查研究問卷 

 

您好： 

這是一份研究 MOOCs 學習者學習情形與學習策略的問卷，大約花費您五分鐘的

填答時間，請依照您的真實情況作答即可。此問卷所取得的資料，將僅用於本人碩

士論文分析之用，為不涉及隱私的不記名問卷，敬請放心填答。 

誠摯地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蔡雅薰 博士 

研究生：高守潔 敬上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性別： 

男 

女 

 

年齡： 

15歲（含）以下 

16-18歲 

19-22歲 

23-30歲 

31-40歲 

41-60歲 

60歲以上 

 

職業： 

學生 

教師 

其他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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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MOOCs課程學習情況 

 

1. 在這堂課當中我總共觀看了____個不同的影片。 

 

2. 在這堂課當中是否取得了結業證書？ 

是 

否 

 

3. 全部影片加起來我的觀看總次數大約是____次。 

 

 

第三部分：MOOCs課程學習策略 

 

4. 我上課時會因為想其他的事情而漏掉重要內容。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5. 學習過程中我經常努力向同學或朋友解釋學習內容。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6. 我通常在能夠靜下來集中精神的地方學習這門課。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7. 閱讀這門課的資料時我設計問題以便集中精力閱讀。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8. 即使學習這門課的教材有困難我也要靠自己的力量學習，不找別人幫忙。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9. 閱讀課堂內容時遇到不清楚的地方我會重讀，盡量弄懂。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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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這門課上我的學習時間利用得很好。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11.如果閱讀材料難以理解，我會改變閱讀方式。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12.我盡量和其他同學一起學習，共同完成作業任務。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13.學習這門課時我常常留出時間和一些同學討論學習材料。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14.我覺得堅持按計畫學習很難。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15.為確定我理解了正在學習的內容，我經常問自己一些問題。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16.我在學習這門課時常常發現自己不知道這些材料究竟是什麼意思。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17.我有固定的學習地點。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18.我看材料時有不懂的地方會問另一個同學。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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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每周我一定要完成這門課的任務並讀完學習材料。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20.我按時上課。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21.我會盡量認識以後有需要可以與之討教的同學。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22.學習這門課時我會確定哪些要點我沒有完全掌握。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23.我常常發現因為其他活動太多我沒有花多少時間學習。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24.上課作筆記記得不清的話我一定會課後整理好。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25.考試前我很少找時間複習筆記和學習材料。 

            1   2   3   4   5   6   7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