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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我國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透過廣泛

的檢索搜尋到 148篇的相關研究，再篩選出符合本研究需求的論文共計 62篇，

並依照不同的學習成效面向將分析側重於學業成就（54 個比較數）和學習態度

（30個比較數）兩個面向，調節變項的分析則採用固定效果模式（fixed-effects 

model）。 

各個學習成效的效果量及其調節變項之分析結果如下：（1）學業成就的整體

效果量為 0.3947，有四個調節變項影響學業成就，其一是學科領域，國語文的學

業成就顯著優於英語和社會，數學的學業成就顯著優於英語、自然與生活科技、

社會；其二是研究設計形式，單組前後測研究的學生學業成就顯著優於不等組前

後測的研究設計形式；其三是控制組教學處理，其他教學方式的學生學業成就最

佳，其次是一般傳統教學，最差的是無教學；其四是電子白板類型，使用實體電

子白板和虛擬電子白板的學生學業成就顯著優於未說明。（2）學習態度的整體效

果量為 0.3466，亦有兩個調節變項影響學習態度，其一是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

課後使用電子白板的學生學習態度顯著優於課間；其二是實驗組指導方式，將電

子白板融入教學時，教師採用小群體和混合的指導方式，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

的成效，顯著優於未說明的指導方式。 

 

關鍵詞：互動式電子白板、國小生、學習成效、後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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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synthesize existing research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integrating interactive whiteboard into instruction with other types of 

instructions on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and affective toward 

integrating interactive whiteboard into instruction after experiments. 

For academic outcomes, there were 54 studies collected, and 30 studies on 

affective outcomes. The quantitative data of the collected studi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Effect Size (E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whole effects suggest that integrating interactive whiteboard into 

instruction is more effective than other types of instructions on both academic and 

affective learning. Their mean ES were 0.3947 and 0.3466, respectively. 

2. Four variables, subject area, type of evaluation for treatment, type of control 

group instruction, type of interactive whiteboard ha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ean E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3. Two variables, timing of interactive whiteboard use and group size of 

treatment ha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ean ES of affective 

achievement. 

4. The results of this meta-analysis show that integrating interactive whiteboard 

into instruction can promote students' academic and affective learning outcomes. 

Keywords: interactive whiteboard,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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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在將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名詞釋義、研究標準與限制

等作整體的介紹。全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

與問題；第三節為名詞詮釋；第四節為研究選用標準與限制。各節內容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研究背景 

一、 數位原民遇見數位移民 

現在的學生和以往的學生相較，有相當大的差異。他們成長的年代適逢資訊

科技高度發展的社會，電腦、電玩、音樂播放器、數位相機、手機和其他數位產

品自然而然成為其日常生活中的必備工具。目前的大學生一生平均閱讀時間少於

5,000小時，但卻花費超過 10,000小時在玩電動遊戲，更別提看電視花費的 20,000

小時。在大量運用數位科技取得資訊或進行溝通的情形之下，使得現在學生的思

考與訊息處理的方式和以往的學生截然不同(Prensky, 2001)。 

Prensky(2001)發現不同世代間學生特質的差異，便將 1980年代以後出生，

現在或者正在接受義務教育，或者上大學、研究所或剛成年不久的人，稱為數位

原民(Digital natives)，對他們來說使用電腦、電玩與網際網路的數位語言就如同

說母語一般輕鬆自然；而 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成年人則為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需要努力學習以適應新科技不斷推陳出新的社會環境。 

數位原民最明顯的不同之處是資訊溝通的方式，他們偏好主動探索、不看報

紙但是愛看電視、更愛網路，常用簡訊，喜歡觸控螢幕、喜歡圖像式的說明。然

而目前的學校教育並非依據數位原民學生的學習需求而設計，過去傳統的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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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已然無法有效吸引現代學生，且政府的教育單位、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皆為數

位移民，面對數位原民學生的新需求，是否能有效因應，並教導學生具備二十一

世紀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實為值得持續關注的教育議題。 

電子白板的出現似乎是身為數位移民的教育人員在進行教學活動時可茲利

用的新興媒材，但對數位原民是否具有相當的吸引力？真正的教學成效如何？是

否能作為彌平兩者間對資訊運用的鴻溝？皆有待研究者加以探究，以作為更新教

學的新取徑。 

二、 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發展 

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與思考模式，因

而造就「數位原民」學生的產生，提出與以往「數位移民」迥異的學習需求。現

今的教師必須教導學生具備適應未來社會的知能，使其畢業後能夠投入目前可能

還不存在的工作，使用根本還沒發明的科技，解決教師從未想過的問題。 

為了解決上述教育問題，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遂逐漸被引入教育領域，用以建構 e化學習環境與創新教學模式，期

望能藉此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培養學生具備帶得走的學習能力。在眾多的教學科

技產品中，原本為商業簡報用途的互動式電子白板(Interactive Whiteboard, IWB 

以下簡稱電子白板)，因其具有提高師生互動、有效整合多媒體資源等特性，符

合數位原民學生的學習需求，遂大量地被導入於世界各國的教育之中。是繼電腦

與網際網路後，另一波新的教學革命。 

電子白板實現了白板與電腦間的雙向互動與操作，成為整合所有教學資源的

介面。其内建的教學軟體與多媒體資源的動態呈現，不但讓教學更具變通性，也

有助於引發學生的注意力，以及增進對於概念的理解（楊凱悌、王子華、邱美

虹，2011），而電子白板的高互動特性也促使學習責任從教師轉移至學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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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學生的學習參與。基於上述優勢，近幾年電子白板開始大量引入世界各國的

學校與教室教學之中，深刻影響傳統教學環境與教學模式。 

三、 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相關政策之推動 

在全球劇烈變動的趨勢中，教育扮演著國家進步發展之關鍵推手，學生的資

訊科技知能之培育，儼然已成為資訊化社會中各國教育發展的重點，因此各國無

不積極投入資訊教育建設，以持續提升教學品質。根據統計，美國投入百億美元

採購科技產品融入教學；英國更耗費鉅資支援中小學採購電子白板，到 2007 年

已有 96％的中學及 100％的小學擁有電子白板；南韓為紓緩家庭補習費用支出，

2009年將投入約 2,166萬美元於 1 萬多所學校之 24萬間教室，完成校內寬頻網

路速率升級，以便 2010 年起提供 IPTV（網路電視）之教學服務（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2009）。 

最早將電子白板應用於教育市場的國家為英國、美國、加拿大與澳洲，相關

的研究與文獻也多集中於這些國家（陳惠邦，2006）。我國教育部則自民國96

學年度起，在「建置e化教學環境計畫」方案之下，補助部分縣市試辦電子白板

導入教室教學。並於98學年度推動「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計畫」，

持續加強培養師生運用資訊科技來提升教學與學習的成效外，更在全省中小學投

入約71億元建置「多功能e化專科教室」，補助高中職與國中小採購電子白板、

單槍投影機或顯示器、電腦、網路、攝影機、可攜式及可寫式電腦等設備（教育

部，2009），鼓勵學校積極進行電子白板教學實驗，以做為後續推廣之參考依據。

由於政府這幾年的投入，讓臺灣中小學推動電子白板融入教學的計畫蓬勃發展。 

四、 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研究現況 

政府為了有效的推動電子白板融入教學的政策，遂邀請學界進行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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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這幾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著

重於探究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歷程對課程與教學產生的改變，以及對於學生學習

成效的影響。 

分析目前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相關研究，可大致分為以下四類議題，包括：

探究學校推動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歷程、發展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系統（模式）、

調查實施現況與師生對於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的態度、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學科

教學成效等。 

這些針對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且為數不少的研究，增進了現場教師對於電子

白板的了解，倘能進一步對於研究進行後設分析將能獲致更為明確的結論，使電

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可實際而有效地提升教學成效，使教師能得心應手的應用電子

白板於教學中。 

貳、 研究動機 

一、 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對學習成效之影響備受關注 

自從教育部於 96學年度開始推動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政策之後，截至目前

為止，我國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相關學位論文數量，不僅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且增加的幅度越趨明顯；而在期刊論文部分，大多為電子白板的介紹性文章或由

學位論文改寫而成，也因此增加了閱讀的人口，提升其影響力。不論就學位論文

或期刊論文而言，在在都凸顯了電子白板在教育科技領域受關注的程度。 

綜觀在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相關研究中，探究其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議題

最受關注，占所有電子白板研究的 64％，其研究對象又以國小階段為最大宗，

占所有研究對象的 85％。在探討學習成效的研究中，資料處理的方式可分為量

化與質性，到目前為止，同時兼採量化與質性的研究有 46篇（占所有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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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 45％），僅進行量化分析的研究有 52篇（占 50％），而質性分析的研究則

僅只有 5篇（占 5％），顯示大部分的研究皆以測驗分數作為評量學生學習成效

的依據。 

儘管目前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相關研究相當多，然而對

於教育當局與教學者而言，需要耗費相當多的時間進行研讀才能對於教學有所助

益。因此，本研究的關注焦點在於分析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影響學生學習成

效的量化研究報告，以提整合性的研究數據，統整目前的研究結果，簡要的呈現

此領域的發展現況。 

二、 相關研究結果仍有爭議 

由於政府這幾年積極的投入電子白板融入教學的相關政策，也間接促進國內

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研究呈現大幅增加的趨勢。然而，相關的研究雖多，其實

際成效如何卻仍然是具爭議性的問題。 

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可分為學業成就與學習態

度兩方面來探討。以電子白板應用於英語教學為例，就學習成就的部分而言，大

部分的研究皆指出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能有效提升國小學生的英語學業成就（王

欣怡，2011；王詩涵，2011；林玥秀，2010；陳雅惠，2011；溫美幸，2010），

但是温素蘭（2010）的研究卻指出教師對國小學生應用電子白板教學和傳統英語

教學，其英語字母認讀能力沒有顯著差異。 

若就學習態度的部分而言，大部分的研究結果顯示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能有

效提升國小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王欣怡，2011；王詩涵，2011；林玥秀，2010；

陳雅惠，2011；溫美幸，2010），但也有研究發現應用電子白板教學與傳統教學

相較，學生的學習態度並無顯著差異（鄭仁燦，2009），或是運用電子白板進行

教學的學生在研究初期、中期與後期的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林鶴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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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影響學生學習成效之迥異研究結果，值得

研究者再深入進行探究與整理，以獲致較為明確的定論。 

三、 缺乏對相關研究變項與研究成果的全貌性整理 

在眾多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的文獻中可發現，文件性質（學科領域、出

版形式、出版年代等）、受試者性質（年級、學校位置等）、研究方法（研究工具、

研究設計形式等）與研究文獻的性質（電子白板的使用程度、使用時機、教學處

理的方式等）等皆有所不同。因此，實有必要對過去的相關研究進行有系統的整

理與分析，釐清目前已進行的研究主題和方向，作為未來進行相關研究的指引，

藉此也能了解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發展至今的研究結果，發掘可能被忽略的

重要研究變項。 

故本研究運用後設分析的研究方法，針對國內有關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

影響學習成效的相關研究進行量化的統整，希望能獲得有關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

教學如何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明確結論。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 研究目的 

一、 運用後設分析方法探究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二、運用後設分析方法分析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調節

變項。 

三、 提出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與教學研究之建議。 

貳、 研究問題 

一、運用後設分析方法探究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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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一) 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為何？ 

(二) 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學生學習態度的影響為何？ 

二、運用後設分析方法分析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調節

變項有哪些？ 

(一) 在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的研究中，不同文件性質（學科領域、出版形

式、出版年代）對學生學習成效是否有影響？ 

(二) 在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的研究中，不同受試者性質（年級、班級、學

校位置、實驗教學場所）對學生學習成效是否有影響？ 

(三) 在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的研究中，不同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教學者、

工具的信度、統計考驗力、統計方式、研究設計形式）對學生學習成效是

否有影響？ 

(四) 在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的研究中，不同研究文獻的性質（實驗期間、

電子白板的使用程度、學生與電子白板的互動程度、電子白板的使用方式、

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教材製作模式、實驗組教學處理、實驗組指導方式、

控制組、電子白板類型）對學生學習成效是否有影響？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電子白板 

電子白板是一可以透過投影機使電腦螢幕得以顯示的區域，分為實體電子白

板和虛擬電子白板，兩者的差異僅在於是否有實體的面板。實體電子白板的面板

是觸控式的，用觸控筆或手指來當作滑鼠，從電子白板上來操控投影至面板的電

腦螢幕畫面；而虛擬電子白板的面板則為任意的牆面、布幕或白板，透過感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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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無線手寫板，或者運用類似簡報器的筆來操作投影的畫面。不論是實體電子

白板或虛擬電子白板皆具備雙向互動的功能，使用者對投射到白板上的訊息做出

的操作，包括所有書寫內容、註記過程，以及開啟、執行電腦中的應用程式，皆

可傳輸至電腦。本研究所指的電子白板包括實體電子白板和虛擬電子白板。 

貳、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是指學生在經過實驗處理之後，在認知、情意和技能等三方面學習

結果的改變。本研究所指的學習成效係指運用後設分析軟體(MetaWin)計算出來

的加權平均效果量，分為學業成就與學習態度兩個面向。學業成就指學生在經過

實驗處理後，在學習成就測驗上的得分，得分越高代表學習的認知或技能結果越

好。學習態度則以學生的學習動機、意願來衡量，得分較高代表學習的情意結果

較好。學業成就與學習態度皆為教學實驗結束後立即測驗的結果，排除延宕測驗

的學習保留結果。 

參、 後設分析 

後設分析即是量化的文獻探討。研究者蒐集相同議題的研究，重新運用統計

方法將各研究現有的研究結果之數據整合為一，並依研究型態特徵加以分類及彙

總，進一步探究造成研究結果差異的原因，找出潛在的調節變項，形成較為可能

的假設，作為日後研究假設驗證的依據。本研究採用 Hedges 與 Olkin(1985)所建

議的後設分析方法。 

肆、 比較數 

比較數是指進行後設分析時，分析的研究總數(subjent)，而非研究篇數(study)。

一般來說，比較數就等於研究篇數，比較數只在調節變項分析中會有所增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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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研究報告的形態特徵，而使得研究總數增加，如林鶴原（2010）探討電子白

板融入教學對國小中年級、高年級學生英語學業成就之影響，在分析「年級」的

調節變項時，該篇就可再分成中年級和高年級 2個比較數。或因調節變項中屬於

某類別的研究篇數過少（至少需 2篇）無法進行統計，故需刪除該篇，使得比較

數減少。 

伍、 效果量、整體效果量和加權平均效果量 

效果量(effect size)是標準化的平均數差異，能比較不同研究報告所得之實驗

組與控制組學習成效的差異。本研究採用 Hedges 與 Olkin(1985)所建議的公式來

計算效果量，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平均分數之差，除以所有樣本的標準差。整體效

果量就是加權平均效果量，為個別研究的效果量依據樣本數進行加權的結果。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 

本研究採用後設分析的研究方法，其必須以量化研究結果計算效果量，來分

析研究結果可以解釋與推論的程度。因此本研究並無法完全涵蓋所有電子白板應

用於國小教學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研究。綜合考量研究方法與目的後，從以下四

個面向來界定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又由於後設分析是二次統計分析(secondary 

analysis)，故以下針對原始研究(primary study)進行範圍的界定。 

首先，研究主題必須是有關國內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之實證研究。其次，研究型態必須是比較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與其他教學方

法（如傳統教學、資訊融入教學等）之研究。而後，研究樣本必須是國人，普通

班、特教班、學習低成就學生皆納入探討範圍。最後，研究結果必須提供足夠之

後設分析數據，如：（1）實驗組及控制組之平均數、標準差及樣本大小；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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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值及樣本大小；或（3）t 值及樣本大小，以計算出每一篇研究報告的效果量大

小。此外，若研究報告符合上述之選用標準，但卻無法取得其完整的報告內容，

亦不包含於本後設分析之中。 

貳、 研究限制 

一、研究文獻蒐集範圍：本研究所進行之後設分析的文獻蒐集範圍，僅限於國內

的博碩士論文、期刊、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之論文為範圍。  

二、研究文獻年代：本研究所探討的研究文獻年代範圍是以政府正式推動電子白

板導入教學政策後，從 2007到 2012年 4月為止，且原作者所設定之摘要、

關鍵字或標題必須為「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研究，所以不符合這兩樣條

件不納入探討範圍。 

三、研究文獻之研究對象：本研究主題是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國民小學學生

學習成效的影響，所以研究對象若非國民小學學生的研究不納入探討範圍。 

四、研究文獻的內容：部分研究文獻因無法取得完整內容，或因樣本數與數據不

完整，則無法納入本研究的分析範圍。 

五、研究文獻的效果量：本研究可接受的效果量範圍為整體效果量的－3到＋3

倍之間。因效果量過高或過低都會造成高估或低估的情形，必須刪除，無法

納入分析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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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為有效解

答此一研究問題，需探討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和後設分析等相關文獻。全章共分三

節：第一節為電子白板在教學上的應用；第二節為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相關研

究；第三節為後設分析。各節內容詳述如下： 

第一節  電子白板在教學上的應用 

以下就電子白板的簡介、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理論基礎、電子白板的教學

應用、優勢與限制等面向加以說明。 

壹、 電子白板的簡介 

在傳統的教室之中，黑板為最主要的教學輔具，但由於教學設備的限制，老

師經常因為要寫板書，而減少課堂互動的機會，導致教學顯得生硬缺乏活力。在

資訊爆炸的現代，教育應是教導學生具備面對未來挑戰的能力，但若僅靠黑板教

導教師個人的既有知識，恐怕很難達到上述目標。隨著科技的進步，出現了電腦

與網際網路，投影機在布幕上投射的電腦畫面，使得原本封閉的黑板教學環境開

啟了一扇接觸外面世界的窗口，但卻沒有解決師生互動不良的問題。因為透過電

腦與網路輔助教學的教師為了操控電腦，必須在電腦與投影布幕間來回穿梭，而

浪費許多教學時間，同時也錯失師生互動的機會。其後為了改善這些教學上的困

境，才將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可有效解決黑板與投影教學的資訊封閉與師生互

動不足等問題。 

電子白板最初是為商業用途而設計，並廣泛應用於會議，讓與會者可以透過

電子白板進行腦力激盪，或是即時紀錄決議事項（楊凱悌、王子華、邱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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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所謂的電子白板即是指大型的觸控式螢幕，其運作時透過 USB連接線與

電腦連結，再藉由投影機將電腦畫面投射至電子白板的螢幕上。在教學時，教師

即能運用如同滑鼠功能的觸控筆或手指在電子白板上進行操作，而所有的動作也

會同步在電腦上顯示，形成人機即時互動的教學環境（電子白板運作模式詳見圖

2-1）。此外，電子白板還可搭配其他附屬科技產品，如藍芽手寫板、投票器、平

板電腦、電子顯微鏡、掃瞄器、印表機等，成為整合教學資源的平台，豐富教學

內容與互動方式。上述僅為電子白板硬體的運作模式介紹，為了有效的達成教學

目標，還必須結合相關的電子白板教學軟體。 

 

圖 2-1 電子白板運作模式 

修改自：Media Scene Technology: Interactive Whiteboard & Display Systems 

根據陳惠邦（2006）的研究，目前常見的電子白板的觸控模式主要有三種，

分別為電磁感應 (Electromagnetic)、類比電阻壓感(Analog resistive)、超音波、雷

射、紅外線感應(Ultrasonic, laser and infrared)，透過不同的感應技術與硬體配合。

電磁感應白板的構造是由許多銅線圈組成，使用者運用裝有電池的感應筆在白板

表層上書寫時會發出電子訊號，再透過與底層電磁板通導後的定位辨識傳回電腦

而形成滑鼠功能。壓感式的白板元件是兩塊電導板，其間以一層化學薄膜隔開。

當使用者以任意筆或手指觸壓在白板上時，電導板會因接觸導電而產生電子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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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對座標位置則被傳導到電腦而形成滑鼠功能。紅外線感應的白板則在左、右

上角的接收器以高速的超音、紅外線或雷射波進行巡迴掃描。當使用者以裝有電

池的感應筆在白板書寫操作時，其座標會被感應定位，同時感應筆上也有滑鼠上

左鍵、右鍵的功能設計。 

貳、 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理論基礎 

教學是一種以學習為導向的活動，因此教師必須先了解學生如何學習，才能

有效地進行教學，幫助學生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對於學習如何產生及學習歷程

的基本現象與核心概念，歷來的學者有不同的解釋和主張，可歸納為三個學習取

向：行為學習論（behavior learning theory）、認知學習論（cognition learning theory）

及互動學習論（interactive learning theory）（甄曉蘭，1997）。而欲將電子白板應

用於教學，首先應了解為何將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以下分別從行為學習論、認

知學習論及互動學習論三個學習取向探究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理論基礎。 

一、 行為學習論 

行為學習論係以行為主義心理學（Behavior Psychology）為基礎，認為學習

是個體接受特定環境刺激所產生的聯結反應行為，因此個體行為是受環境因素影

響而被動學習的。 

在行為主義創始人 John B. Watson 提出行為學習論的基本概念之後，後繼學

者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提出他們對於學習的解釋，首先，Ivan Pavlov 根據狗分泌唾

液的實驗提出「古典制約」學習理論，認為學習即為刺激與反應的聯結；其後，

Thorndike進行迷籠（pulzze box）的實驗，發現動物在嘗試錯誤的過程中逐漸學

會目標行為，而提出學習的定律－「效果律」，係指行為若帶來滿足的結果，將

強化刺激與行為之間的聯結，若是痛苦的結果，則減弱兩者之間的聯結；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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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Watson 和 Pavlov影響的 Skinner，延伸 Thorndike的「效果率」概念，發展

出「後效強化」的操作制約，跳脫「刺激－反應」聯結的古典制約。認為行為是

由行為本身的結果所塑造，行為之後若緊接著「增強物」，則行為會被「強化」，

藉此「操作制約」歷程，可將行為塑造成所欲改變的方向。Skinner的觀點，對

於行為學習的解釋，產生劃時代的重大突破，更影響了行為目標運動、編序教學

與教學機等教學理論的發展。 

綜合上述，行為學習論認為有效的學習取決於「增強」的合宜安排。電子白

板應用於教學最大的功能及優勢之一是「回饋」（劉遠楨、黃思華，2010），教師

運用電子白板寬大的螢幕進行教學，透過教學軟體內建的回饋功能，如：作答正

確則畫面立即跳出「答對了！」的視窗或發出鼓掌的聲音，在引發學生表現、提

供回饋與評估表現的歷程中清楚地「增強」正確的學習行為。在教學過程中，學

生當然也會有作答錯誤的情形，這時教師在教學軟體中事先做好的螢幕註釋就派

上用場，利用文字、圖表、圖片等添加訊息，逐步引導學生澄清解題的思考歷程。 

二、 認知學習論 

行為主義的學習理論在 30年代到 60年代間，對學校教育產生極大的影響。

但其對人類學習的觀點只限於解釋外顯行為的形成，忽略內在心理歷程。認知學

習論就在此背景下興起，關注人類學習行為的內在歷程解釋，視學習為個體對事

物經由認識、辨別、理解，在既有知識基礎上獲得新知的歷程（甄曉蘭，1997）。

認知學習論的相關理論眾多，以下僅說明與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有關的訊息處理

理論與多媒體理論。 

(一) 訊息處理理論 

訊息處理理論乃認知心理學上說明訊息的記憶（或遺忘）歷程的術語，此訊

息處理的過程等同於學習，係經由外在刺激使個體產生感官記憶、短期記憶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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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動，而形成永久儲存的長期記憶；而訊息處理時，個體的內在需經過輸入、

編碼、儲存、提取、解碼、輸出等運作之心理歷程（張春興，2006）。 

由訊息處理理論的內涵可知，探討記憶必須包含兩個層面，其一為因外在刺

激使個體產生感官記憶、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之「記憶類別」；另一則為個體在

訊息處理時，內在心理運作之編碼（encoding）、儲存（storage）與檢索（retrieval）

的「記憶歷程」。歸納記憶的相關理論，發現提高訊息獲得、儲存或使用的策略

與原則，恰與電子白板的教學應用特性相符，若能結合兩者將能有效增進學習與

記憶的效果。 

影響記憶的原則相當多，茲就與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相關的原則進行探討，

包括：注意的資源、編碼策略。在注意的資源方面，由於感官記憶要想保留下來，

需經注意才能輸入短期記憶，因此注意是產生記憶的關鍵因素(Woolfolk, 2010)。

但注意是有限的資源，若想吸引學生的注意，必須增加教材的情緒性、使用不尋

常或令人驚奇的刺激(Slavin, 2009)。此外，學生對於具熟悉度、新奇度以及重要

性的事物也會特別注意（張春興，1996）。而電子白板的軟體內建有相當多的教

學素材資源，再加上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提供無窮盡的補充資料，只要教師加以

有效地整合，即能滿足學生對於新穎的需求，有效提升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在

編碼策略方面，由於短期記憶以聲碼為先的原則，因此學習語文材料時，聲碼最

為重要，也就是字音與字形、字義相較，字音較為重要。短期記憶的容量有限，

必須靠複習輸入長期記憶，不然就會遺忘，此時可以運用多重編碼策略的原則，

在學習時按材料的性質予以多重編碼，以便增加記憶（張春興，1991；Woolfolk, 

2010）。電子白板軟體的教學資源，即包含聲音、影像和文字，在學習時可以應

用記憶的編碼原則，在訊息處理的短期記憶階段，提供容易記憶的聲碼（聲音）

刺激，稍後再透過多重編碼的原則，藉由不同形式的編碼促使學習內容可以由短

期記憶輸入長期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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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媒體理論 

人與人之間需要透過傳播來達成訊息交流的目的，而用來傳遞訊息的媒介，

我們稱之為「媒體」，如：文字、聲音與影像等。教學即是知識傳播的過程，教

師運用媒體於教學上，就稱為「教學媒體」。因為教學媒體的種類繁多，為了系

統性探究各種媒體對教學的影響，學者們針對教學媒體提出不同面向的見解，但

都不約而同地指出媒體具有從具體到抽象的連續性概念，為媒體教學奠基了重要

的基礎。故以下茲就 Hoban、Dale，以及 Bruner的理論作說明（圖 2-2）。Hoban

將各種媒體呈現的訊息型式，依其具體程度排列，由最具體的「實境」逐漸排列

至最抽象的「文字」；Dale以相同的架構，將學習經驗由具體到抽象排列，發展

了「經驗之塔」，而依據經驗的具體/抽象程度，可以分為透過實作學習、透過觀

察學習、透過思考學習三個層次；Bruner則提出三階段的認知表徵方式，解釋人

類如何透過知覺將周遭事物轉換為內在心理事件從而獲得學習，歸納學習的順序

應為具體表徵、形象表徵與符號表徵，與 Dale的經驗之塔相互對照（徐照麗，

2000；劉信吾，1994）。綜合上述，教學媒體的訊息呈現型式種類繁多，也因此

學生能透過不同的經驗進行學習，且最終可歸納為三種認知表徵的方式。即便三

位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教學媒體，但都認同學習應是從較為具體的實境媒

體、直接經驗與動作表徵開始，最後才進入抽象的文字媒體、口述符號經驗與符

號表徵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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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符號  透過 

思考學習 

 
符號表徵 

 文字 視覺符號   

   抽象 圖表 錄音、廣播、照片  

透過 

觀察學習 

  

 地圖 電影   
形象表徵 

 照片 電視   

 幻燈片 展覽    

 具立體感的照片 參觀    

      具體 影片 示範    

 模型 戲劇經驗  
透過 

實作學習 

 動作表徵 

 實物 設計經驗    

 實境 直接經驗    

Hoban的抽象層級圖 Dale的經驗之塔 Bruner的認知表徵 

圖 2-2 媒體的特性—具體到抽象 

資料來源：修改自徐照麗（2000：14） 

教學媒體的價值在於其貼近真實情境，提供具體的學習經驗，有助於抽象概

念的學習。將「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優勢之一就在於其提供整合多種媒體資

源的平台，且能針對學習者的需求提供多元的學習經驗。教師可以依照學生的先

備經驗與知識性質，選擇不同的媒體加以傳達，以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舉例來

說，觀察火山爆發、解剖青蛙等此類學習活動，因具有危險性或時間、財力限制

而難以達成，就可以透過電子白板來營造真實情境。對於先備經驗貧乏的學生來

說，藉由「電子白板」中數位教材的情境模擬，就可以如同身歷其境一般，觀察

火山爆發的實況，甚至在觸控螢幕上進行模擬解剖的開刀手術，獲得類似實作學

習的直接經驗。 

三、 互動學習論 

行為學習論根據動物實驗研究結果所建構的學習理論，在解釋人類的複雜行

為時出現以下的缺失，包括：理論觀點過於狹隘無法解釋人類的複雜學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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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直接經驗的效果有限、學習不全是在控制情境下自動產生的（張春興，1996）。

由於行為學習論有上述限制，終於在 20世紀 60年代初期，Bandura 修正行為主

義提出社會學習論。 

社會學習論屬於互動學習論的取向，迥異於傳統行為學習論和認知學習論，

雖然接受部分行為主義的原則，但是更強調心理歷程對行為的影響，並指出環境

（行為學習論關注的焦點）、心理歷程（認知學習論關注的焦點）和學習行為三

者是相互關聯的，透過內在心理歷程和外在環境刺激的互動，才可能產生認知活

動和學習行為（甄曉蘭，1997）。 

在 Bandura的社會學習理論中，提出行為學習的產生非繫於強化，而是個體

對環境認知的結果（張春興，1996）。個體透過觀察他人行為，亦即觀察學習

（observational learning）和模仿（modeling），獲得學習（吳幸宜譯，1994）。而

觀察學習和模仿的差異在於，前者是指透過他人的成功或失敗來學習，亦即經觀

察別人的行為表現，以及行為後果，即可獲得無須經過練習的替代性學習

（vircarious learing）；而後者是指個體模仿社會情境中某個楷模人物或團體行為

的學習歷程（張春興，1996）。 

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最大效用之一是「互動性」（Interactive Whiteboard 由

此命名），也因此提高學生的學習參與（林佳蓉、蔡子瑩，2011；劉遠楨、黃思

華，2010）。相較於傳統教師講課，學生在座位聽講的講述式教學，運用電子白

板軟體的相關功能進行教學，可以有效促進師生與教學內容之間的互動。在此教

學情境中，學生不僅有許多機會參與學習、成為同儕觀察學習與模仿的楷模，且

透過電子白板軟體的教學工具還能清楚呈現學習策略，讓所欲觀察模仿的行為，

能夠被學生明確認定。以電子白板應用在國語領域「課文大意」的教學為例，教

師首先以「大聲說出」的方式示範從書面文章中找故事性文體「人、事、時、地、

物」五大要素，並要求學生在電子白板上運用不同顏色的螢光筆標注各要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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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教材的互動），再運用簡短的語句合併（師生與教材的互動），即為本段的大

意。最後，再讓學生自己在書面上完成摘取課文大意的練習，並持續提供在電子

白板上的練習機會與回饋。如此，學生透過觀察學習的注意、保持、再生、動機

的四階段歷程，習得課文大意的摘要策略。 

參、 電子白板的教學應用 

國內近年來才逐漸將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之中，但英、美、加、澳等國應

用於教室教學，卻已經推行多年且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陳惠邦，2006）。以下

簡介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相關文獻與實例。 

一、 電子白板教學應用的相關文獻 

教師欲使用電子白板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就必須理解「互動性」的

意義。運用教學策略來發揮電子白板的互動性，促使學生參與學習並促進理解，

且根據學生不同的學習需求，確保欲教導的概念符合學生的認知發展程度。教師

從傳統教學轉變為互動教學的過程，需經歷三個階段的轉變(Miller & Glover, 

2009)： 

(一) 支援式講解(Supported didactic) 

教師仍然採用傳統的教學法，僅將互動式電子白板當作傳統黑板的替代品，

而未能發揮互動式電子白板的特有功能。教師僅使用電子白板的視覺輔助功能，

然而對於概念發展卻並非必要。 

(二) 互動階段(Interactive) 

教師偶爾使用電子白板來引發學生反應，並進行教學概念的演示。學生對於

互動式電子白板產生好奇，但是學生的學習潛能未能被開發，教師僅能使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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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式電子白板功能，此時教師必須尋求外在資源及支援。 

(三) 增強互動(Enhanced interactivity) 

教師發展的教材，能讓學生視電子白板為促進、解釋、發展和測試學習概念

的工具。在此階段，教師已經成功地整合了電子白板、學生學習概念、認知發展

與教學策略，掌握了運用資訊科技的優勢，能滿足學生的個別學習需求，激發學

生個人、小組與全體的學習成效。 

唯有在第三個階段，教師才能理解電子白板的教學潛能在於關注學生的學

習過程。然而要達到此階段的教學，必須具有流暢操作設備與相關軟體的能力、

深入了解教學方法，以及靈活運用在教師與學生間、學生與學生間可能的互動方

式。當教師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時，其角色可分為三個層次。最低層次是教師為

指導者(Instructor)，重視概念的講解，與規則的練習，強調電子白板的演示功能。

第二個層次是教師為促進者(Facilitator)，提供學生增進理解的方法。最高層次是

教師為中介者(Mediator)，能在學生的理解與發展之間發揮橋接的功能，透過提

問來處理學習主題，並視電子白板為促進師生互動的工具。 

上述為教師從傳統教學轉變為互動教學過程的三個階段轉變，另外，陳惠

邦（2006）提出教師應用電子白板有四個層次，分別為：代替傳統黑板的展示或

教學呈現功能、以教師為主導媒體操作平台、以教師為中心的展示平台、師生互

動的學習平台。 

綜合國內外學者的觀點，皆認為教師需經歷數個階段的教學轉變，必須改

變舊有的教學方法，才能發揮電子白板提升師生互動品質的教學功能。而藉由教

學示範與反思等教師培訓課程和專業成長活動能有效協助教師順利轉變教學方

法(Glover & Mill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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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子白板教學應用的實例 

單就科技本身並不會影響學生的學習結果，應將其視為協助學生合作、主動、

建構和組織知識的工具(Dhindsa & Emran, 2006)。電子白板為新興的教學科技，

教師在運用時若還是延用舊有的教學方法，無法有效發揮電子白板的互動功能，

且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效果有限。Glover 和Miller(2001)針對中學教師進行

問卷調查與深入訪談後，提出教師應用電子白板教學的三種方式： 

(一) 增進教學效率(efficiency)：在人文學科的教學中，教師能藉由電子白板的

大型螢幕靈活運用各種數位教材資源。 

(二) 延伸教學(extension device)：在自然領域的教學中，教師能整合各種多媒

體教材來解釋學習內容的概念，藉此提升教學品質。 

(三) 轉化教學(transformative device)：在數學領域的教學中，學生是透過與電

子白板的互動過程、分組活動和課堂討論來學習。 

綜合上述，在不同的學科領域中，教師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的方式迥異，

但皆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終極目標。以下茲舉國內外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實例

詳細說明教師在不同的學科領域中，如何應用電子白板的功能進行教學。 

在數學領域中，林儀惠（2008）以電子白板布題（詳見圖 2-3），引導學生計

算平行四邊形（圖ㄆ）的面積。首先請學生操做附件，將圖ㄆ拼成長方形，再請

學生上台示範，運用拖曳將平行四邊形拼成長方形，並比較長方形和原來的平行

四邊形面積是否一樣，藉此導出計算平行四邊形面積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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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計算平行四邊形面積的布題畫面 

在國外的文獻中，教師進行數學對稱概念的教學時，首先在電子白板上呈現

人物相片的一半畫面，引導學生描畫出人物的另一半輪廓（電子白板畫面詳見圖

2-4），藉此活動建立對稱的概念(Kent, 2006)。 

 

圖 2-4 運用人物相片進行對稱概念教學 

此外，當教師面對的是幼稚園學生時，可運用電子白板色彩豐富的圖形進行

數字排列教學（電子白板畫面詳見圖 2-5），引導學生將數字拖曳到毛毛蟲的適當

位置(Ken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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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幼稚園的數字排列活動 

在藝術與人文領域中，吳維慈（2010）利用黑板頁和板擦功能，玩筆觸刮刮

樂遊戲，電子白板畫面詳見圖 2-6。以板擦的三種功能，分別為「區域刪除」、「清

頁」和「點刪除」，恰好為三種不同的筆觸，進行刮除遊戲。藉此提升學生參與

課程的意願，且能促使學生自願上台示範。 

 

圖 2-6 筆觸刮刮樂遊戲畫面 

周孝俊（2008）以大富翁遊戲的形式設計闖關遊戲，進行自然與生活科技領

域的土石流教學，電子白板畫面詳見圖 2-7。學生透過連連看、測驗、拼圖等活

動，實際操作電子白板上的遊戲畫面，學習土石流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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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大富翁遊戲畫面 

綜合上述電子白板教學應用的實例，可以發現教師運用不同的策略將電子白

板融入於各科教學之中，雖然採用的策略不盡相同，但都發揮了電子白板的教學

功能，整合豐富的多媒體教材，營造主動學習和建構知識的環境。若教師欲藉由

電子白板導入教學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就必須充分電子白板的多媒體整合功

能，提高教學展示的品質，以騰出更多的時間針對學生的學習問題進行指導，且

需激發學生主動參與學習，以提升師生互動品質，如此才能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

產生助益(Glover, Miller,& Door, 2005)。 

肆、 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優點與限制 

將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能滿足數位原民對於學習教材的需求，整合多媒體

與網際網路資源，成為展示教材的平台，甚至成為教師、學生與教材三方互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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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平台，且透過立即的回饋機制，使教師在教學時更能因應學生的個別需求。

教師要想成功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就必須了解其功能及教學應用的方式。然而

電子白板並非解決教學問題的萬靈丹，將其應用於教學也產出諸多限制，應謹慎

地克服或避免。 

一、 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優點 

電子白板軟體具備螢幕註解、加入視聽媒體資源、物件拖放、突出顯示、裁

剪黏貼、旋轉物件、螢幕連結數位顯微鏡畫面等不勝枚舉的功能。其應用於教學

的優點為可以多元與創意的運用教材、和傳統的大班教學相較，讓學生有更多發

揮的空間，提升其學習興趣與動機，以及學生透過與電子白板的互動過程，增加

學習參與的機會(Jones, 2005)。而可大致歸納為整合多媒體資源、教學互動與教

學回饋等三個面向的教學應用優點。 

(一) 整合多媒體資源 

根據訊息處理理論，提供學生多元刺激對於提升學習成效有一定的促進效果。

電子白板的教學軟體內建有相當多的教材資源庫，包括：聲音、圖像、影片等，

教師透過數位教材內容的整合，提供由具象到抽象的豐富學習機會。電子白板的

多媒體能供性(multimedia affordance)，讓老師於備課時對於教材教法的規劃與選

用，更具彈性及多樣性。另一方面，透過電子白板所呈現的視覺化教材，則能強

化整體教學的效果（張哲恩，2011）。 

(二) 教學互動 

電子白板是一種色彩化、具體化的學習工具，教師能運用電子白板筆在相關

的學習重點，以不同的顏色或圖示即時註解，並配合大量的圖像，引導學生在電

子白板上操作學習素材，提升學生的學習參與與學習動機。教師利用學生和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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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板上學習內容的互動(learner-content interaction)，以及學生和電子白板學習介

面的互動(learner-interface interaction)，作為教學活動的導引，來提升學生和學生

間的互動(learner-learner interaction) （張哲恩，2011）。以國小五年級數學領域的

線對稱圖形單元為例，指導學生在方格紙上畫出現對稱圖形的另一半時，就能運

用電子白板軟體的翻轉功能，檢查學生畫得是否正確。 

(三) 教學回饋 

由於電子白板可以提供學生上台操作的機會，且教材能夠即時提供正確答案

與相關回饋訊息，並可評量學生的表現結果，還能提示該如何表現得更好。綜合

上述，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優點包括：彈性、變通性、提高教學效能、支援教

學計畫與發展教學資源、增進學習動機與態度、具像學習、擴大學生的學習視野。 

二、 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限制 

電子白板最大的功能為多媒體、互動性及回饋，在教學上若能善用這些電子

白板的特性，則教師的教及學生的學都容易成功。然而，將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

仍有其限制，在推展上應留意並預先防範。 

電子白板是否能順利導入教學，其軟體是否適用於教學為關鍵的要素之一，

然而個廠牌的電子白板大都自行開發教學軟體，在各軟體不相容的狀況之下，教

材的分享與流通相對受限，使得教師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於設計教材，造成教

師相當大的負擔，期望未來能研發整合教學軟體的系統，不僅能減輕教師自行設

計教材的壓力，還能提供學生更為多元與豐富的學習素材。 

第二節  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相關研究 

文獻回顧目的在於鑑往知來，從而了解某一領域既有研究的發展樣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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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結論以及對後續研究的意義。研究者將「電子白板」設定為篇名、關鍵字，

自國內「期刊論文索引」搜尋，共發現 36篇論文；再以「電子白板」為論文名

稱與關鍵詞，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搜尋，又發現 232篇論文。透

過瀏覽 268篇的摘要，發現期刊論文大多為學位論文的改寫，或是電子白板特性

與功能等的介紹性文章，故最後篩選出 177篇學位論文，作為分析我國應用電子

白板於教學相關研究的資料來源。 

以下將分別就文獻分布情形與研究議題兩個面向，探討國內近六年電子白板

應用於教學的相關研究文獻。 

壹、 文獻分布情形 

自教育部於 2007年推動電子白板導入中小學的教學之後，電子白板應用於

教學的相關研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下圖為 2007 年到 2011年相關研究篇數逐年

倍增的狀況。而截至 2012年 4月中旬，筆者也已搜尋到該年度有 16篇的學位論

文，顯示此研究議題受到關注的程度。 

  

圖 2-8 我國 2007-2011 年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相關學位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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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議題 

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相關研究可大致分為以下四類

議題，包括：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學科教學成效、調查實施現況與師生對於應用

電子白板於教學的態度、發展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系統（模式）、探究學校推

動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歷程等。 

統計 177 篇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相關研究後發現，學科教學成效為最大宗

的研究議題，共有 113 篇（約占所有研究的 64％）；其次是實施現況與師生態度

調查，有 46篇（約 26％）；接著是教學系統發展，有 13 篇（約 7％）；學校導入

歷程的研究最少，僅有 5篇（約 3％）。 

分析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的研究議題，若以「年代」為依據，可藉由統計圖

表呈現各個議題的崛起年代、研究數量的發展趨勢以及現況。圖 2-9 是各研究議

題在 2007－2011年發表的分布情形（本文撰寫時間為 2012年 4月中旬，無法完

整蒐集 2012年出版的論文，故先排除 2012年 16篇的相關研究）。由統計圖表得

知，在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相關研究中，最早出現的議題是教學系統發展（2007

年），但在往後的五年間，其篇數卻始終維持在 6篇以下，截至 2012年四月中旬

僅有 1篇；反觀學科教學成效的議題雖慢了一年才出現（2008年），但當年就有

6篇，且在三年間快速累積到 104篇，是其他議題篇數加總（57篇）的 1.82倍，

截至 2012年四月中旬也已累積 9篇，顯示其為目前電子白板相關研究中最受關

注的議題。 

與前述兩個議題相較，學校導入歷程、實施現況與師生態度的議題則遲至

2009年才出現。調查實施現況以及師生對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的態度之議題在

2009年時只有 3篇，經過二年迅速成長到 39篇，躍升為篇數次多的議題，截至

2012年四月中旬也已累積 7篇；而探究學校推動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歷程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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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從 2009到 2012年一直在 2篇以下，顯示這方面的議題始終未獲得重視。

 

圖 2-9  各研究議題發表年代的分布情形 

接著，將透過整理與檢視各個議題的相關研究，以形塑出電子白板應用於教

學的研究議題樣貌： 

一、 調查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實施現況與師生態度 

由統計資料得知，調查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實施現況與師生態度之研究共

有 46篇（占所有電子白板相關教學研究的 26％），詳見表 2-1。研究對象包括國

中小師生，大多採取調查研究法，運用問卷或訪談的方式來了解電子白板應用於

學校教學的現況，以及學生、教師或學校行政人員對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看法。

並針對目前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所遭遇的困難研擬解決之道，將研究結果作為未

來推動與執行電子白板相關計畫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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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調查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現況與師生態度之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代 篇名 研究

對象 

階段 研究方法 

王淑夜 2011 導入互動式電子白板對國小高年

級學童自然科學習滿意度之影響 

學生 國小：

高年級 

調查研究：問卷 

王朝慶 2010 以互動性和科技接受模型探討電

子白板學習環境中使用者之行為 

  調查研究：問卷 

朱文達 2012 以科技接受模式觀點探討國小教

師使用電子白板預期效益之評估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何純瑩 2010 影響國中教師使用電子白板關鍵

因素之探討 

教師 國中 調查研究：問卷 

吳宏益 2011 屏東縣非 e 化學習環境示範學校

國小教師運用互動式電子白板融

入教學關注階層與使用層級之相

關研究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吳娜妃 2012 影響國小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意願之研究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李娟瑩 2010 高雄市公立國中教師使用「電子

白板」教學之教學信念與教學意

願之研究 

教師 國中 調查研究 

李淑圓 2011 國小教師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之

行為意向研究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沈妙伶 2011 利用 UTAUT 模式探討互動式電

子白板使用意圖與行為影響因素

之研究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周士雄 2009 國中小教師應用互動式電子白板

教學之創新接受度與科技接受度

之相關研究—以屏東縣 e 化示範

點學校為例 

教師 國中、

小 

調查研究：問卷 

周毓玫 2011 互動式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英語

教學之師生互動與教材選擇之個

案研究 

學生 國小 個案研究 

林有倫 2010 國小教師及學生對電子白板 e 化

教學態度之研究-以臺南市為例 

師生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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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宏 2011 影響中小學教師使用互動式電子

白板之關鍵因素 

教師 國中、

小 

調查研究：問卷 

林威仁 2011 「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之執行

評估—以新竹縣大肚國小為例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林柏寬 2011 以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探討

台南縣市國中小教師採用互動式

電子白板之意願 

教師 國中、

小 

調查研究：問卷 

林家賢 2010 Wiimote 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

學模式之建置與評估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洪淑芬 2011 電子白板融入教學對國小高年級

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研

究 

學生 國小：

高年級 

調查研究：問卷 

翁全裕 2010 以創新接受度及科技接受模式探

討雲林縣國小教師運用互動式電

子白板融入教學現況之研究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張君豪 2011 教師眼中的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

－以台中市立育英國中為例 

師生 國中：

九年級 

個案研究 

張明欽 2011 桃園縣國民小學執行「建置優質

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政策之調

查研究 

編制內行

政人員與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張哲恩 2011 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教英語：補習

班英語教師的經驗談 

教師  個案研究 

張維真 2011 高雄市國小教師運用互動式電子

白板融入教學之現況調查研究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許忠文 2012 國民小學教師使用互動式電子白

板教學現況與困難之研究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

卷、訪談 

陳秋 2010 多媒體學習為基礎之互動式電子

白板教學滿意度調查分析 

學生 國小：

高年級 

調查研究 

陳進卿 2010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國中學生互

動式電子白板使用行為之研究~

以台中市立育英國民中學為例 

學生 國中：

七年級 

調查研究 

陳睿彬 2011 影響國民小學教師使用電子白板

因素之研究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陳龍門 2012 在不同城鄉環境下教師使用互動

式電子白板教學對學生學習動機

的影響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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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藝方 2012 屏東縣國小教師使用互動式電子

白板教學之教學信念和教學效能

之研究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陳藝娟 2010 嘉義市國小教師對互動式電子白

板融入教學之意見意願及影響因

素調查研究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歐偉志 2010 以科技接受模式來研究國民小學

採用電子白板之接受性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蔡青芸 2010 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對教師社群

之影響 

教師 國中、

小 

調查研究：問卷 

蕭宗彥 2011 國小學生對電子白板教學觀點之

研究 

學生 國小：

三至六

年級 

調查研究：問卷 

賴寬航 2011 以修正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南投縣

國小教師運用互動式電子白板融

入教學之研究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謝文銓 2011 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之成效調查

分析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謝佳容 2010 以科技接受模式理論探討影響國

民小學教師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

行為意願之研究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羅淑貞 2010 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使用互動式

電子白板之科技接受模式研究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龔志隆 2011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國小教師對電子

白板接受度之研究-以高雄縣為例 

教師 國小 調查研究：問卷 

二、 發展電子白板的教學系統 

電子白板教學系統發展的研究問題是何種模式最適合，共有 13篇（占所有

電子白板相關教學研究的 7％），詳見表 2-2。此類研究旨在設計能夠提升學生學

習成就，且讓教師教學更有效率的電子白板教學系統。 

教學系統可能具備整合各種不同的多媒體教材例如影片、網頁、flash 動畫、

互動式遊戲以及電子書等數位教學資源，可以編輯及設計各種情境教學模式，或

是使用模擬和手寫環境，搭配認知學徒制教學流程，提供學生詳細的學習過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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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提供學生在課後也可以在個人電腦上使用此系統模擬出和教師上課時相同

的環境，來複習學習過的教材內容，以輔助教師提高教學效能，進而縮短各校落

差以達均衡（林庭緯，2010；許立勳，2011；徐榕謙，2010；蘇世榮，2010）。 

表 2-2  發展電子白板的教學系統之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代 篇名 

王信偉 2007 建構一個動態筆墨技術為基礎之數位學習系統 

王錫奎 2008 多元互動式教學之新模式研發及應用 

林庭緯 2010 情境式電子白板多元教學系統設計及應用 

夏綠茵 2010 資訊教育融入國小生活課程之研究 

徐榕謙 2010 以自由軟體建構互動式人機介面應用於教學 

曹勝傑 2009 

以互動式電子白板為基礎之 ICT教學環境建置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之研究 

許立勳 2011 電子書『教』與『學』之統整架構探討及設計 

陳燕珠 2009 以Wiimote互動白板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行動研究 

馮建中 2010 運用Wii Remote建置電子白板之教學環境發展 

葉予婕 2009 電子白板的教學創新脈絡~以人上人教育事業機構為例 

劉桂君 2007 未來教室的建制與應用-以英語教學結合電子白板為例 

羅瑞昌 2010 發展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國小數學估算數位化教學方案之歷程研究 

蘇世榮 2010 互動式電子白板教材於 Java初階課程教學助益之研究 

三、 探究學校推動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歷程 

學校推動電子白板導入教學歷程的研究有 5篇（占所有電子白板相關教學研

究的 3％）。張育瑋（2009）藉由探討學校落實電子白板教學政策之執行情形與

影響因素，以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提供教育處和其他學校政策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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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其實，學校可以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資源交流與情感支持等功能，將電

子白板順利導入教學之中（劉芷源，2010）。吳依純（2011）的研究則指出教師

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於數學科教學，對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皆有正面的成效。但

欲達到上述成效，必須先順利推廣，張明慧（2009）認為推廣計畫的失敗，大多

與教師「不會使用」無關，多半是和安裝方式、安裝地點、是否容易使用有關。

此外，當學校導入資訊科技並期望其改善教學時，不僅需要思考資訊科技的設計

是否符合教師的教學，更需要考量組織或整體教育環境的因素，以及影響教師使

用的情境脈絡，才能讓資訊融入教學發揮最大的效益（徐偉貿，2011）。 

表 2-3  探究學校推動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歷程之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代 篇名 研究

對象 

階段 研究方法 

吳依純 2011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歷程之個案研

究：以互動式電子白板導入五年級數學

科教學為例 

教師 國小：

五年級 

個案研究 

徐偉貿 2011 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教學之探索性研

究-以一所國小為例 

師生 國小 個案研究 

張育瑋 2009 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政策執行之研究-

以桃園縣瑞塘國小為例 

師生 國小 個案研究 

張明慧 2009 「電子白板融入教學」創新推廣歷程之

研究—以台北市某私立高級中學為例 

教師 高中 個案研究 

劉芷源 2010 運用教師社群發展國小數學教師 TPCK

之行動研究 

教師 國小 行動研究 

四、 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學科教學的成效 

在 177篇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的相關研究之中，有 113篇（占所有電子白板

相關教學研究的 64％）屬於應用電子白板於學科教學的研究，探討其對學科教

學成效的影響，包括：學生的學業成就、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以及教師的教

學滿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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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對象 

在研究對象的就學階段中，以國小學生為最大宗的研究對象（96篇，85％）；

其次為國中階段（13篇，12％）；針對幼稚園學童的研究則相對稀少，僅有 3 篇

（3％）；針對高中生的研究則更少，僅有 1篇。推論此一分布現象的相關因素，

可能因為國小的教育型態及課程內容頗適合以電子白板的方式呈現，再加上國、

高中教師肩負學生升學的壓力，在面對新的教學科技時難免有所顧忌。此外，教

育部推動的電子白板導入教學計劃，實施對象為國中、小，幼稚園並未被納入。 

依據研究對象的性質來分析，可以發現大多為普通班（98篇，87％）；其次

為學習低成就學童（7篇，6％）、智能障礙學童（3篇，3％）、學習障礙學童（2

篇，2％），最少的是自閉症學童（陳谷柱，2011）、文化不利學童（曹桂禎，2011）

和原住民學童（尤信福，2011），各只有 1篇。 

(二) 教學領域 

基於現行「97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程分

為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綜合活動等

七大學習領域，本文遂依照此七大領域進一步分析電子白板應用於學科教學成效

等文獻的教學領域分布概況，期能從中了解研究與教學之間的關聯。 

從表 2-4的統計可知，研究領域多集中於數學，亦即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各

種不同數學概念（如分數、面積、解題等）教學的成效研究，共有 43篇約占全

部文獻的 38%；其次為語文領域，約占 26%，包括國語（12篇）、英語（17篇），

為電子白板應用於語文聽說讀寫等能力（如國語的注音符號、識字、摘寫課文大

意；英語的字母認讀、寫作等）的教學之成效研究。因 113篇文獻中並無以綜合

活動為教學領域者，故以下分為數學、語文、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其

他學習領育（社會、健康與體育、生活、生活技能）五類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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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教學領域分布統計表 

學習領域 篇數 百分比 

數學 43 38% 

語文 29 26% 

自然與生活科技 20 18% 

藝術與人文 8 7% 

社會 6 5% 

健康與體育 3 3% 

其他 4 4% 

合計 113  

1. 數學 

教學領域為數學的研究，主要在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各種不同數學概念教學

的成效。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將數學內容分為「數

與量」、「幾何」、「代數」、「統計與機率」、「連結」等五大主題，進一步分析電子

白板應用於數學教學成效等文獻的主題分布概況。 

表 2-2為數學領域主題分部統計表，在 43篇電子白板應用於數學教學的文

獻中，吳惠玲（2011）、李曉萍（2010）、陳秀雯（2009）、陳彥君（2010）、陳美

吟（2010）、黃國禎（2008）、盧宗賢（2011）、顏菀廷（2008）等人的研究包含

兩個以上的主題，故五大主題所涵括的篇數合計有 52篇。從表 2-5的統計可知，

數學領域研究主題多集中於幾何，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幾何教學，對學生數學學

習成效與態度之影響。推測數學領域研究主題多集中於幾何的現象，與電子白板

內建的教學軟體有關。教師能利用電子白板軟體提供的「幾何繪圖工具」、「畫面

擷取」、「觸控拖曳」、「旋轉、縮放圖形」、「無限複製器」和「電子測量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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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幫助學生了解幾何的概念，再運用電子白板的互動特性，提升學生的學習

參與度，讓數學教學更有效率（李宏基，2011；李曉萍，2010；陳彥至，2008）。 

其次為數與量的主題，分析電子白板運用於數與量教學，對於教師的教學與

學生的學習成效產生的影響。代數的主題有 4篇，3篇研究電子白板應用於「一

元一次方程式」教學之後，是否會改變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以及影響學生的數學

學習態度（陳美吟，2010；劉亦恭，2010）；另一篇劉文斌（2010）探討以電子

白板作為主要媒介融入代數推理之教學和其成效。5篇屬於連結的主題之研究中，

有 2篇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數學解題教學的成效（尤信福，2011；蔡佳容，2010），

另外 2篇的單元則為多步驟解題（曹桂禎，2011；黃品靜，2012）、加減法文字

題（李沁慧，2011）。統計與機率的主題，僅有 1篇的研究，旨在了解運用合作

學習結合電子白板於統計量與百分圖教學的成效（顏菀廷，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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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數學領域主題分布統計表 

數學領域主題 篇數 百分比 單元 

幾何 24 46% 

周長、面積、柱體表面積、體積、容積與容量、

圓與角、線對稱圖形、縮圖與比例尺、柱體與

椎體、立體圖形 

數與量 18 34% 

小數、分數、整數四則運算、比例、因數與倍

數 

代數 4 8% 代數推理、一元一次方程式 

連結 5 10% 加減法文字題、題數學解題、多步驟解題 

統計與機率 1 2% 統計量與百分圖 

合計 52   

2. 語文 

語文領域包括國語文和英語，其研究主要在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語文聽、說、

讀、寫、作等基本能力教學的成效。 

從表2-6的統計可知，國語文研究主要集中於識字與寫字的教學，在識字教

學方面，係指運用「部件識字教學策略」、「不同教學媒材之圖像化識字策略」

配合「電子白板」進行識字教學，對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林佳儀，

2011；陳莉娜，2011），其次是應用電子白板於成語教學活動，探討學生學習成

就與動機之表現情形及其相關性（李亭萱，2010），蔡貞瑩（2010）則運用「圖

片褪除策略」結合電子白板進行功能性詞彙教學，分析國小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

學習成效與注意力之表現情形。在寫字教學方面，蔡子瑩（2011）應用「ARCS

動機模式」和電子白板融入國小一年級寫字教學，探究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有所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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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語文閱讀能力教學的部分，有運用故事結構結合電子白板進行國小學習

障礙學生的閱讀理解教學（王玲，2010），以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電子白板

融入閱讀策略教學模式，再透過實務教學，了解教學歷程與學生在閱讀理解能力

上的表現（李青秀，2011）。而在注音符號運用和寫作教學的部分，皆旨在運用

電子白板的特性，來改善目前教學的困境，提升學生的參與感與專注力，使其對

學習注音符號與大意的態度改變，進而增進學生之語言能力（黃郁婷，2010；黃

雅貴，2010）。 

英語的研究，則主要集中於聽說讀寫綜合應用的教學，大部分皆旨在了解電

子白板應用於英語教學的歷程、學生課堂學習投入情形和學習成效，進一步探討

學生對電子白板應用於英語教學之看法以及教師在研究中的省思與成長（余蕙芬，

2011；林鶴原，2010；許榮盛，2010；陳雅惠，2011；温素蘭，2010；鄭仁燦，

2009）。少部分研究電子白板融入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生補救教學的效益（王欣怡，

2011；王詩涵，2011；林玥秀，2010）。亦有探討電子白板結合「溝通式」或「合

作學習」等策略進行英語教學，對學生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焦慮的影響之研究

（尤乃玉，2010；張夏暖，2010）。此外，廖元鴻（2010）的研究目的最為特殊，

探討應用電子白板和單槍布幕進行英語教學的學習成效差異，並將運用電子白板

的互動量依比例的不同分為師生中心、師白中心、生白中心三種，分析電子白板

互動教學法對英語學習成效的影響，試圖找出較佳的電子白板教學互動模式。 

英語讀的教學方面，探討應用電子白板操作多媒體英語教材，搭配系統化複

習策略與小組教學模式，對師生英語認句教學歷程和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蔡文

瓊，2010）。英語寫的教學方面，則利用英語創意寫作整合電子白板教學，探究

學生英語寫作能力的成效（溫美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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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語文領域主題分布統計表 

語文領域 語言能力 篇數 百分比 

國語文 識字與寫字能力 5 42% 

 閱讀能力 3 25% 

 注音符號運用能力 2 17% 

 寫作能力 2 17% 

 小計 12  

英語 聽說讀寫綜合應用能力 15 88% 

 讀 1 6% 

 寫 1 6% 

 小計 17  

合計  29  

3. 自然與生活科技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學習需要具備高層次的認知思考，尤其是課程中的抽

象內容，學生常常無法理解其邏輯概念，也由於時空限制無法進行實驗操作，而

電子白板具備的多媒體教材與互動等特性剛好可以解決上述問題。 

教學領域為自然與生活科技的研究，大部分是針對自然科探索與主動學習的

精神，運用電子白板融入教學，以傳統講授教學、電腦單槍教學、廣播教學等不

同教學方式作為對照，比較其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周孝俊，2008；翁一峰，

2010；翁宏霖，2010；廖乃瑩，2010；羅芸慧，2010）。研究對象除了上述的一

般學生之外，而江志浩（2010）更進一步分析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不同強勢智

能學生學習的影響。 

也有研究運用電子白板結合「概念構圖」、「合作學習」或「合作概念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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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策略進行教學，增進互動學習的機會，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目的（王澤祐，

2010；林宜樺，2010；洪小雯，2010；陳靚玨，2011；鄭詠本，2010）。或是利

用 ASSURE 模式來進行教學設計，結合 TINS 做為輔導學生課後學習平台，探究

電子白板應用於自然科教學的歷程（黃致翔，2010）。除了研究教學歷程之外，

鄭惠敏（2009）分析師生互動、學生學習態度及教師教學信念，黃建福（2010）

則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學習成就與認知負荷的影響。 

4. 藝術與人文 

電子白板應用於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教學，包括：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

音樂教學研究的部分，探討運用互動式電子白板結合「合作學習」、「遊戲式學習」

策略於教學時，能否有效提升音樂教學品質，解決教師所面臨的教學困境（于若

涵，2010；林瑞雪，2011）。視覺藝術教學研究的部分，則旨在探討使用電子白

板融入教學，對學生繪畫學習態度與技能表現之影響（賴瓊瑜，2010；熊惠君，

2010）。表演藝術教學的部分，羅久芳（2010）探討學生接受「以電子白板融入

戲劇的教學（輔以電子白板觸控面板為舞臺佈景）」與「一般戲劇教學（輔以傳

統布幕或海報設計為舞臺佈景）」二種教學方式，所產生的學習差異。 

5. 其他學習領域（社會、健康與體育、生活等） 

社會領域的教學研究為探究心智圖結合電子白板之教學模式與學生學習成

就、學習動機及學後保留之關係（鄭琇穗，2010）。健康與體育領域的教學研究

則在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高年級健康課程教學對不同學習風格學習者學習

情形之影響（高瑩真，2009）。生活領域的教學研究，主要在探討電子白板教學

中，板書呈現方式（適度引入傳統板書即時手寫整理與歸納的教學方式）對低年

級學童生活學習領域學習成效的影響（鄭之婷，2010）。 

游崑豪（2011）的研究旨在解決現行九年一貫統整課程，教學之缺失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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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規劃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以建構國小三年級學童國語、數學、社會基礎

能力的教學方案，透過實際實施教學以評估成效。黃椏芬（2011）探討電子白板

融入學習之成效，但卻未說明是應用於哪一學科的教學，由於國家圖書館並未收

藏其論文，無法確認其學科領域，故將其歸類為未說明。 

(三) 教學策略 

在 113 篇應用電子白板於學科教學成效的研究之中，有 25 篇（約占 22％）

運用電子白板結合策略進行教學。表 2-7為學習領域的教學策略統計表，括號內

的數字為篇數，未標明則代表 1篇。由表 2-7 的統計可知，教學策略中，合作學

習和概念構圖為最常用的教學策略，而健康與體育、生活兩個領域則未運用任何

教學策略。 

表 2-7  學習領域的教學策略統計表 

學習領域 教學策略 

數學 合作學習（4）、專題導向學習、重建表徵策略、多重表徵策略 

語文 

合作學習（2）、部件識字教學策略、圖像化識字策略、閱讀策略、

ARCS 動機模式、溝通式教學、圖片褪除策略、小組系統化複習

策略 

自然與生活科技 合作學習、概念構圖教學（3）、合作概念構圖教學 

藝術與人文 合作學習、遊戲式學習 

社會 概念構圖教學 

(四)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可歸納出準實驗研究法、個案研究法、行動研究法、設計

本位研究法等幾類，此四種方法皆適用於教學介入的研究設計，其中以準實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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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法占最多（85 篇，75％），包含不等組前後測設計、單組前後測設計、單一跨

行為多試探實驗設計，此或許受限於研究對象隨機取得的困難性，故採用準實驗

研究法既可行也較可論證教學成效，惟研究結果的可推論性則相對的受限。行動

研究有 17篇（15％），目的在於透過電子白板的教學應用，以解決教學特定問題。

個案研究總計有 10篇（9％），旨在運用多種資料來源，在真實的生活情境中，

對當前的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的個案做縝密而深入的描述和分析。設計本位研究

法僅有 1篇，目標在於改善電子白板應用於學科教學的實務，透過反覆分析、設

計、發展、實施的方式進行研究，連結教學的理論與實務，導出針對電子白板學

習環境而設計的教學原則（郝永崴，2009）。 

(五) 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可以從學生的學業成就、學習態度與師生的滿意度等三個面向加以

探討。 

1. 學業成就 

在 113篇的電子白板應用於學科教學成效的研究中，有 94篇探討其對學生

學業成就的影響，其中 82篇（87%）的結果皆指出電子白板應用於學科教學有

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僅有 12 篇的研究結果顯示電子白板應用於學科教學

與其他教學方式相較，學生的學習成效無顯著差異。但在這些研究之中發現，雖

然電子白板應用於學科教學對整體學生沒有顯著的成效，卻能夠提升高學習成就

（李曉萍，2010）或低學習成就（李曉萍，2010；廖乃瑩，2010）學生的學習成

就。迥異於上述學習成就的研究，黃建福（2010）的研究結果則發現電子白板上

不同資訊量、不同教師與電子白板互動量以及不同學生與電子白板互動量的多媒

體教材對於學習成效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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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態度 

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學科教學對學生學習態度的影響有 64篇，其中 59 篇

（92%）的研究發現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但也有 5 篇的研究結果指出應用

電子白板於教學的學生，其學習態度並未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 

3. 滿意度 

滿意度的研究最少，只有 40篇，但全部研究的結果皆顯示學生、教師或家

長對於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抱持著高度的滿意。 

綜合上述，電子白板應用於學科領域教學成效的研究為最大宗，約占電子白

板應用於教學研究的 64％，顯示其受學者關注的程度與重要性。在研究結果方

面，不論是學生的學業成就、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以及教師的教學滿意度各

方面，雖絕大部分皆呈現正向的結果，證實了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在學生學習成

就或學習態度上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法，如：于若涵（2010）、李郁芬（2010）、

林鶴原（2010）、翁一峰（2010）、陳彥君（2010）、黃建福（2010）、黃郁婷（2009）、

廖元鴻（2010）、劉亦恭（2010）、鄭琇穗（2010）等；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在

學生學習成就上應用電子白板的教學並未顯著優於傳統教學或其他多媒體教學

法（李曉萍，2010；翁宏霖，2010；陳美吟，2010；溫美幸，2009；賴瓊瑜，2009）。 

同樣是運用電子白板於教學的研究，為何出現迥異的結果，使得實際教學成

效至今仍無定論。研究者進一步分析後發現各篇報告的研究設計多有差異，如研

究對象之階段、樣本數、教學科目、教學時間、教學策略、研究工具、師生與電

子白板的互動程度等皆有所不同。基於此，實有必要對國內電子白板融入教學的

相關研究進行有系統的整理及分析，一方面可整理出已進行過之研究的主題和方

向，作為未來研究的指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了解電子白板融入教學發展至

今，累積了什麼樣的結果？是否有哪些重要的研究變項被忽略？採用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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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對學習成效產生影響？這些都是本研究擬探究的焦點。 

為有效解答上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運用後設分析方法探究電子白板應用於

國小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並分析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調節變項。由於後

設分析為量化的研究方法，需藉由原始研究提供的統計數據進行效果量計算，再

透過加總獲得所有研究的平均效果量，並分析每一調節變項與效果量之間的關係，

而此結果即能有效解答電子白板導入教學之成效，分析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調節

變項。由此可知，原始研究必須提供量化的統計數據，故採用以實驗研究法作為

研究方法之論文進行後設分析，因其研究焦點為了解教學方法的導入對學生學習

成效的影響，與後設分析的研究重點不謀而合。其他研究方法，包括：行動研究

法、個案研究法、設計導向研究法等，雖也提供學生學習成效的統計數據，但其

研究焦點並非學習成效，還包括了其他的研究目的。故本研究在篩選原始研究時，

將實驗研究法以外的研究方法予以排除，而在 113 篇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

學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的研究中，僅有 62篇為實驗研究法並提供足夠計算效

果量的統計數據，因此本研究就以此 62篇作為進行後設分析的原始研究。 

第三節  後設分析 

壹、 後設分析的意涵 

實徵研究是研究者針對某一主題提出其假設，並使用科學方法加以驗證以得

到研究結論。然而，針對同一主題的相關研究，其研究結果並不一致，甚至有時

候還會出現相反的結果。若此議題的研究數量稀少，或許還能夠藉由仔細閱讀各

篇研究以判斷其優劣，決定何種研究結果是值得相信的；倘若研究數量龐大，再

透過仔細閱讀的方法加以探討就顯得不夠經濟，後設分析研究方法就是為了解決

此問題應運而生。 

後設分析是一種量化研究方法，其透過系統性的蒐集過去研究文獻及相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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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處理多個同一主題的研究結果，以進行二次統計分析(Secondary analysis)，

產出對特定主題的實徵知識（謝進昌，2011）。最早使用後設分析進行的研究是

Pearson在 1904 年所進行的有關傷寒疫苗的後設分析。後來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

沉寂，1970 年後期社會與行為科學界才開始運用後設分析的研究方法。此時，

有關精神療法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所產生的結果眾說紛紜，包括正面效

果、無效果，以及負面效果等，莫衷一是。面對這些分歧的結果，Glass 就運用

統計方法整合一系列針對心理治療效果的相關研究，以了精神療法研究中的治療

組與控制組之間的差異。其後，Glass 又就有關班級人數的多寡影響學習成效等

研究進行後設分析。1980年中期以降，先後有學者提出有關後設分析的研究方

法：Light 和 Pillemer 提出一種整合社會政策的科學方法；Hedges 和 Olkin 發展

了後設分析的統計方法等，此時後設分析的統計技術可說漸趨成熟(吳政達、吳

盈瑩，2011；Littll, Corcoran, & Pillai, 2009)。 

採用後設分析的方法來進行研究時，必須逐篇閱讀研究報告的全部內容才能

計算出每一研究結果的效果量(Effect size)，因為效果量是兩組分數差異情形的標

準分數，所以可以相互比較，也可以累加平均，以計算所有研究結果的平均效果

量，以及分析每一研究特徵與效果量之間的關係。此研究結果可以作為綜合解釋

與推論之依據，提高研究結論之準確度，對於原理原則之發現具重要貢獻，因而

在近年來廣受到學術領域的重視（吳清山、林天祐，2005）。 

貳、 後設分析的優點與批評 

一、 後設分析的優點 

後設分析的功能在於能有效的整理某個領域的研究結果，透過處理大量的研

究資料找到各篇研究之間的關係，以針對某主題提出整合性的研究數據。與傳統

的文獻探討相較，是不同的呈現方法。統整 2006年 Abrami 和 Bernard（引自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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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光，2009）以及 Littell 等人( 2008)的說法，後設分析的優點包括： 

(一) 更易懂、清楚：後設分析回答了關於效果量的問題，直接呈現研究中實

驗處理對於結果的影響程度。 

(二) 減少偏誤：將重心放在研究的比較而不是聚焦在一個個別的研究，因此

能有效控制研究的內在效度。且每一效果量的權重係根據研究的樣本大

小而定，因此大樣本的研究可獲得較高的權重。 

(三) 提供更好的參數估計：從多個研究整合的結果可以提供最佳的參數估計

值。 

(四) 可以評估各種領域的結果：後設分析的結果能告訴我們各種領域目前的

研究結果(What)，但無法說明為什麼(Why)，這部分需透過質性研究來

解答。為了特殊的研究目的，還可以對部分所收集的資料做多次的分析。

除此之外，也可以加入新出版的研究報告，亦可刪除原先不適用的研究

而獲得更具時效的結果。 

(五) 系統性的說明影響結果的調節變項：有系統地探索了效果量中變異的來

源，包括研究對象、實驗處理或研究設計的特點等。當個別研究的整合

結果產生新方向的研究方向時，研究者也可以在未來的分析中增加新的

研究變項。 

二、 後設分析的批評 

然而後設分析並非完美無缺，仍有一些缺點存在，最常受到批評的是不合邏

輯的運用後設分析以及其技術的誤用，甚至有些研究還採用過時的統計分析技術。

以下說明後設分析遭受到的批評(Littell et al., 2008)： 

(一) 研究問題的不當概念化：若研究問題缺乏紮實的理論基礎，將難以解釋由

不同實驗處理、研究對象和結果所得到的結論。因此，後設分析需有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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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和堅實的概念架構，才能得到有意義的研究結果。 

(二) 研究品質異質性的問題：後設分析中若包括劣質的原始研究，將影響後設

分析的品質。 

(三) 低外在效度：後設分析的外在效度低，難以推論於社會情境之中。 

(四) 新技術尚未得到證實：一些新的後設分析技術還有待驗證，如學者至今仍

在爭論如何校正發表偏誤。 

(五) 保值期短：後設分析需要時時更新以反應該領域目前的知識，故其保值其

相當短暫。 

(六) 忽略有價值的質性資訊：後設分析無法分析質性資料，因而忽視由質性研

究所提供的資訊。 

(七) 結果偏差：研究者不容易找到負面且未達顯著性的研究，且此類研究通常

不會被發表，導致最終蒐集到的大多為正面且達顯著差異之研究結果。 

(八) 散布偏差：由於語言、可得性、熟悉度、費用的限制，造成研究者在蒐集

原始研究時的偏誤。 

(九) 研究資格決定：為了避免造成選擇的偏誤，在開始研究時，就應先訂立明

確的原始研究篩選標準，透過仔細審視各篇研究，以提升後設分析結論的

品質。 

(十) 資料提取：各篇原始研究登錄調節變項時，登入者間存在一致性的信度問

題。 

後設分析除了上述的缺點之外，還有蘋果和橘子的問題，當不同研究被整合

在一起時，就如同把蘋果和橘子放在一起比較，是不合理的，此結合橫跨不同類

型的研究處理、樣本、背景之作法並不恰當。此外，進行後設分析時，還需要投

注大量的努力，最終所呈現的效果量，也不容易讓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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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後設分析應用於教學科技的相關研究 

在教學科技的領域中，已有許多學者利用後設分析的方法，探討教師運用教

學科技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本研究整理後設分析應用於教學科技的相關研究，

以及與教學科技相關的研究論文，參考其設定的調節變項與研究中的重要變項，

據以發展為本研究的調節變項，以下說明各研究的重點與其設定的調節變項內

容。 

廖遠光、黃淑敏（2003）探討電腦網路學習相對於傳統教學，對學生學習成

效之影響，並進一步探討不同文件性質、受試者性質、研究方法、與研究案性質

之變項是否會造成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之差異。其研究指出，在整體成效的部分，

網路教學應用於學生認知學習上可帶來中等的學習成效，且能增進學生透過網路

學習的信心，產生正向的學習態度，顯示電腦網路學習確實優於傳統教學；在各

調節變項的部分，則僅有「學校位置」一變項達顯著性差異，顯示教學在南部與

東部地區有較佳的學習成效，越靠近北部，網路學習效果越不明顯。 

本研究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參考廖遠光、

黃淑敏（2003）對於調節變項的分類方式，探討不同文件性質、受試者性質、研

究方法、與研究案性質等四種類型的變項是否會造成學生的學業成就與學習態度

之差異。 

在 Schmid、Bernard、Borokhovski、Tamim、Abram、Wade、Surkes 和

Lowerison(2009)的後設分析中，提出科技應用於教學的研究並非全有全無的爭論，

而是程度的問題，因此更應該探討科技對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有多少的作用，

找出能夠最佳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科技功能。Schmid等人透過文獻分析後提出，

當電腦工具作為提供認知支持、後設認知技能和其他自我調節學習策略的鷹架實

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但在一般的科技使用（如演示的輔助）則無效。而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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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科技的使用程度和使用類型對學生的成就的影響有顯著差異」也應證了其

假設。本研究參考 Schmid 等人的研究，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時，其使用程

度（部分、全程）、學生參與的程度（低、中、高）、使用方式（僅使用電子白

板、搭配其他教學輔具）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Clark 對教育科技研究方法提出批判，認為整個教學的過程核心在於內容、

教學策略而非媒體，對教育科技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引自劉修豪、白亦方，2007）。

因此，除了上述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所特有的調節變項之外，再納入教學策略的

調節變項，包括：教師指導方式（大群體、小群體）、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教學處

理（一般電子白板教學、電子白板搭配學習策略、一般傳統教學、其它教學方式）

等。希冀能了解在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時，教學策略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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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分析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與其他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故

運用 Hedges 和 Olkin 的同質性檢定（Homogeneity test）進行後設分析。本章共

分三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流程、第三節為實施步驟。各節內容

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及相關文獻分析所得之結果，共分三

類變項：教學方法變項、學習成效變項及調節變項。教學方法為自變項可分為：

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其他教學兩類；學習成效為依變項，分為：學業成就與學

習態度兩個向度；調節變項則分為文件性質、受試者的性質、研究方法、研究文

獻的性質四個向度。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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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是研究方向的指南針，以下以圖示是說明本研究的流程： 

準

備

階

段 

 確定研究方向進行相關文獻閱讀、課程修習  

    ↓     

   確定研究主題    

    ↓     

   進行文獻探討    

     ↓     

實

施

階

段 

  蒐集相關文獻與研究報告   

    ↓     

   建立研究選用標準    

    ↓     

   篩選可用之研究報告    

    ↓     

   檢驗出版偏差    

    ↓     

  選擇調節變項與發展登錄表格   

    ↓     

  資料編碼登錄以及檢驗編碼者信度   

     ↓     

分

析

階

段 

  計算學習成效的效果量   

    ↓     

   進行同質性檢定    

    ↓     

   撰寫研究報告    

圖 3-2  研究流程 

第三節  實施步驟 

本研究運用後設分析的研究方法，實施步驟依序為：確定研究主題、蒐集相

關文獻與研究報告、建立研究選用的標準、篩選可用之研究報告、檢驗出版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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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調節變項與發展登錄表格、資料編碼與登錄以及檢驗編碼者信度、計算學習

成效的效果量、進行同質性檢定、撰寫研究報告。各步驟的內容敘述如下： 

壹、 確定研究主題 

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具有足夠的研究數量，顯示其受到重視的程度，然

而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仍具有爭議性，運用後設分析的研

究方法可以回答究竟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程度為何，並能

發現除了教學方法之外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其他重要調節變項，對於應用電子白

板於教學的教育政策制定與現場教師的教學有相當大的助益，故本研究的主題即

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影響之後設分析」。 

貳、 蒐集相關文獻與研究報告 

確定研究主題之後，即進行相關文獻與研究報告的蒐集工作，資料來源包

括： 

一、歷年之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二、博碩士論文 

三、期刊論文 

四、相關研究報告所附之參考文獻 

參、 建立研究選用的標準 

本研究採用後設分析的研究方法，由於並非每一篇研究報告皆能分析，必須

事先依據後設分析的要求（提供量化的研究結果）訂定選用標準，以進行研究報

告的篩選。因此本研究並無法完全涵蓋所有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影響學生學

習成效的研究。考量研究目的與後設分析研究方法的限制後，設定原始研究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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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標準如下： 

一、研究主題：必須是有關國內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影響學生學習成效之實

證研究。 

二、研究型態：必須是比較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與其他教學（如傳統教學、

一般資訊融入教學、學習策略教學等）之研究。 

三、研究樣本：必須是國人，可能是普通班、特教班或學習成就低落的學生。 

四、研究結果：必須提供足夠之後設分析數據，如：（1）實驗組及控制組之平均

數、標準差及樣本大小；或（2）F值及樣本大小；或（3）t 值及樣本大小，

以計算出每一篇研究報告的效果量大小。 

肆、 篩選可用之研究報告 

確立研究主題之後，即進行相關文獻與研究報告的蒐集工作，研究報告來源

包含：博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研究者以「電子白板」為關鍵字，自國內「期刊

論文索引」搜尋，共發現 34篇論文，再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搜

尋，又發現 197 篇論文，並從「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專題研究計畫找到 2

篇成果報告。首先，瀏覽 233篇的摘要，依據選用標準篩選出 113篇探討電子白

板應用於學科教學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研究，其中82篇的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童，

有 80篇提供量化資料，經研究者逐篇閱讀後，排除 20篇屬於行動研究、個案研

究、設計導向研究之論文，最後有 60篇符合本後設分析的條件，故以此 60篇作

為原始研究。 

綜合上述，本研究分析的原始研究大部分為學位論文，此現象肇因於國內期

刊論文的篇幅限制，而無法提供完整的研究數據與呈現教學活動流程。又由於政

府推動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始於 2008 年，故從 2008年開始，相關研究報告的篇數

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雖然研究者已篩選60篇的研究做為後設分析的原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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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會每隔一個月再做一次搜尋工作以確認蒐集到所有研究報告。截至 2012 年

四月，又蒐集到 2篇論文，最後總計以 62篇論文作為本研究的後設分析文獻。 

伍、 檢驗出版偏差 

後設分析在蒐集研究報告時可能會遇到抽樣誤差或文屜的問題，導致研究結

果的高估。故本研究應用廖遠光（2009）所建議之 Rosenthal 的 Fail-safe Number

方法來檢驗出版偏差。確認 Fail-safe Number（.05）大於 Tolerance level，表示未達

顯著性、未出版或未尋獲研究的問題不會影響到後設分析的結果。 

Fail-safe Number（.05）＝19s－n 

公式中的 s為後設分析中達.05顯著水準的研究篇數，n為後設分析中未達.05

顯著水準的研究篇數。代表需增加多少不顯著、未出版或遺漏的研究，會推翻後

設分析原本達顯著的結果。 

Tolerance level＝5k+10 

公式中的 k為後設分析中所有研究的篇數。 

經套用公式計算後，學業成就的 Fail-safe Number（.05）＝2658.5，而 Tolerance 

level＝280，Fail-safe Number（.05）大於 Tolerance level，表示未達顯著性、未出版

或未尋獲研究的問題不會影響到後設分析的結果；學習態度的 Fail-safe Number

（.05）＝719.2，而 Tolerance level＝160，Fail-safe Number（.05）大於 Tolerance leve，

表示未達顯著性、未出版或未尋獲研究的問題不會影響到後設分析的結果。 

陸、 選擇調節變項與發展登錄表格 

本後設分析共設定四大類 24個調節變項進行分析，各變項之細部分組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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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以下說明各變項之內容與界定。 

一、 文件性質 

(一) 比較組數目：即各研究提供幾個效果量。 

(二) 總樣本數：該研究報告總樣本人數、實驗組人數和控制組人數。 

(三) 學科領域：分為國語文、英語、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藝術與

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生活課程、其他。 

(四) 出版形式：資料的來源，分為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和其他。 

(五) 出版年代：以西元計。 

二、 受試者性質 

(一) 年級：分成不同學習階段，包括：低年級（1-2）、中年級（3-4）、高年

級（5-6）、混合。 

(二) 學校位置：受試者所屬學校的地理位置，區分為北區各縣（基、北、

桃、竹）、中區各縣（苗、中、南投、彰、雲）、南區各縣（嘉、台南、

高、屏）、東區各縣（宜、花、東）四區。 

(三) 實驗教學場所：分為電腦教室、班級教室、專科教室、其他。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工具：用以獲得研究分數之研究工具量表係自編、標準化、或混

合。 

(二) 教學者：整個教學實驗過程中，實驗組和控制組的教學者相同或不相

同。 

(三) 工具的信度：研究工具是否嚴謹，研究者是否報導該研究量表之信度、

效度，又或是未說明、還是說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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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統計考驗力：研究樣本是嚴謹的控制（大於 15 人）、控制不構嚴謹（小

於 15 人）還是未控制或不明確（未說明人數）。 

(五) 統計方式：計算效果量的方式，分為平均數和標準差、t 值、F值。 

(六) 研究設計形式：視該研究報告採用何種實驗設計模式，是單組前後測、

單組後測、等組前後測、等組後測，或是不等組前後測等。 

四、 研究文獻的性質 

(一) 實驗期間：探討教學實驗時間之長短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期間為

0-1週、1-2週、2-3週、3-4週、1-2月、2-3 月、3-4月，或是超過 4

月等。 

(二) 電子白板的使用程度：分為全程或部分使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部份

使用的狀況可能為學生運用其他的教學輔具來學習，如運用電腦進行

分組學習、使用科學器材進行實驗或以實物進行演練等；另一種狀況

則為變換學習情境，如到教室外進行校園景物的寫生。 

(三) 學生應用電子白板的程度：以教師和學生使用電子白板的次數來判斷

為低互動或高互動，當學生使用電子白板的次數占教師使用次數的三

分之一以上為高互動，少於三分之一為低互動。 

1. 低互動：以教師為主導的媒體操作與展示平台，教師透過電子白板操控

個人電腦，開啓相關的學習材料或媒體，以配合講解；或應用電子白板

軟體功能如圖像化、動態化等，以及引用電子白板資料庫中的教材、遊

戲等進行教學。 

2. 高互動：為師生互動學習平台，教師應用電子白板相關軟體功能（拉幕、

聚光燈、超連結、捷徑、部件與方塊、書寫辨識或語音辨識）及其資料

庫中的教學素材，並經網際網路擷取相關的教學資源，設計符合師生互

動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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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子白板的使用方式：是僅使用電子白板教學或電子白板搭配其他教

學輔具（黑板、群組電腦、平板電腦、實物投影機、實體教具等）教

學。 

(五) 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分為課前、課間（一般正常教學）、課後（補充

或補救教學）、混合。 

(六) 教材製作方式：利用現成教材（出版商提供或網路搜尋之相關多媒體

資料作為教材）或改編、自編教材（自網際網路上搜尋資料製作成教

材、改編出版商提供之相關多媒體資料作為教材）。 

(七) 實驗組教學處理：是一般電子白板教學或電子白板搭配學習策略教

學。 

(八) 實驗組指導方式：依據指導的群體大小來分類，分為大群體、小群體

（分小組）、個人、混合。 

(九) 對照組教學處理：分為無對照組、一般傳統教學、其他教學方式（學

習策略教學、資訊融入教學、學習策略搭配資訊融入教學等）、無教學。 

(十) 電子白板類型：分為實體電子白板、虛擬電子白板、混合。 

柒、 資料編碼與登錄以及檢驗編碼者信度 

符合選用標準的研究報告，需經過閱讀與分析，將每一篇的內容依據特定之

調節變項，編碼於登錄表格之中。為了降低個人主觀因素之影響，以提高編碼的

可信度，編碼者信度在後設分析之中更顯得相當重要（廖遠光，2009）。本研究

編碼登錄的工作係透過明確定義各調節變項的構念，再經過兩位編碼者進行編碼，

並於編碼登錄後，檢核兩者編碼結果的一致性為 98.99％，並針對不一致之處進

行討論以取得共識，來確保編碼的可信度。 

捌、 計算學習成效的效果量 



 

59 
 

本文 62篇研究的學習成效效果量分為學業成就與學習態度兩部分，都採用

Hedges 與 Olkin 的公式計算，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平均分數之差除以所有樣本的標

準差。 

   
  
      

   

 
 

其中   為效果量，  
    為實驗組之平均數，  

    為控制組之平均數，S 為所

有樣本之標準差。因此，在計算學習成效的效果量之前，研究者必須將學習成效

的類別、實驗組平均數、實驗組標準差、控制組平均數、控制組標準差、實驗組

樣本、控制組樣本等資料登入於表格之中（表格內容詳見附錄三），再利用

MetaWin 2.1 的軟體計算各篇研究的效果量。 

針對僅提供 t值或 F值的研究，則運用MetaWin 2.1的轉換鍵盤(S-callculator)

計算效果量。 

     
     

    
 

       
     

    
 

上述兩個式子為 MetaWin 2.1 中，t 值與 F值轉換為效果量的計算公式。其

中   為效果量，   為實驗組之樣本數，   為對照組之樣本數。 

為調節小樣本研究所產生之偏差，再以下列公式進行調整： 

      
 

    
    

待效果量計算出來後，再運用 Excel 套用以下公式計算效果量的變異數。 



 

60 
 

Var(d)＝ 
     

    
 + 

  

         
 

除了上述的數據之外，計算效果量的登錄表格最後一欄可再加上「顯著性」，

以了解有多少篇研究的研究結果達到顯著差異，作為最後撰寫研究報告時的參考

資料。 

此外，研究者在登錄統計表格時曾遭遇到幾個狀況，茲將問題與解決方式敘

述如下： 

一、 研究報告同時提供平均數與調節平均數時： 

由於調節平均數為排除前測影響之數據，所以當研究中同時提供平均數與調

節平均數時，採用調節平均數做為計算效果量的數據。 

二、 研究報告只提供標準誤，而未提供標準差時： 

當研究未提供標準差，只提供標準誤時，則運用 MetaWin 2.1 的轉換鍵盤

(S-callculator)將標準誤轉換為標準差。 

三、 在一篇研究報告中，實驗組或控制組有兩種以上的實驗處理時： 

由於本研究的試圖了解實驗組與控制組不同實驗處理是否會影響學生的學

習成效，故將其做為調節變項進行分析。因此在登錄統計數據時，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兩組以上的實驗處理視為個別的比較數，俾便於後續進行調節變項分析時，

探討不同實驗處理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玖、 進行同質性檢定(Homogeneity test) 

本研究採用 Hedges 與 Olkin 的同質性檢定作為統計分析的方法，其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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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質性檢定達顯著差異，表示不單是教學方法造成學習成效的差異，可以

進一步探討其他影響結果的調節變項。本研究利用MetaWin 2.1 的軟體進行調節

變項分析，其採用 Q-Statistics 類似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方法，來檢定哪些調節

變項對整體成效有顯著影響，其公式如下： 

           
        

   
 

其中，     為每一研究變異數之倒數乘以每一研究之效果量，       為

每一研究之變數之倒數乘以每一研究之效果量再開方根。而組內同質性檢定就等

於  ，其公式如下： 

       

其中，   =        ，也就是組內變異數指標。而當   的同質性檢定達顯

著差異，表示除了教學方法之外，尚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學習成效的結果；

若  的同質性檢定未達顯著，則表示研究結果是檢驗相同的母群體。 

另外，組內同質性檢定則是分析調節變項中的各個組別間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其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   =       ，也就是整體變異數。若某一調節變項之  達顯著性差

異，表示該調節變項對學習成效的整體效果量有顯著影響。 

壹拾、 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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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必須撰寫研究報告以呈現研究結果，透過表格整理整體成效與調節變項

的分析，並進行研究結果的學術與實務意義和調節變項對整體成效之意義之討論，

結論的部分則闡述研究結果的歸納與價值，以及說明未來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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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是否能有效的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運

用後設分析的方法獲得研究結果，並以相關文獻進行討論。全章共分二節：第一

節為研究結果；第二節為研究討論。各節內容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結果 

以下分別說明學業成就與學習態度的整體成效分析、同質性檢定與調節變項

之分析結果。 

壹、 學業成就面向 

一、 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學生學業成就影響之整體成效 

在學業成就方面，為了避免整體效果量受到效果量極端值的影響，刪除整體

效果量 0.4634 三倍以外的效果量，包括：李沁慧（2011）的效果量 1.8552、郭

伊黎（2009）的效果量 4.8217、溫美幸（2010）的效果量 1.5765、蔡文瓊（2010）

的效果量 4.6208、蔡佳容（2010）的效果量 8.7591，最後選定符合標準之研究共

54篇，產生 54 個比較數，總樣本數為 3926人，各研究之效果量與變異數如表

4-1所示。 

54個比較數中，有 49個（約占 91%）之效果量為正數；僅有 5個（約 9%）

為負數。全部研究之效果量值分布範圍為－0.4884～＋1.2096。從效果量的計算

公式可以得知：當效果量為正數時，表示實驗組優於控制組；當效果量為負數時，

表示控制組優於實驗組。整體效果量為＋0.3947，95%信賴區間為＋0.3253～＋

0.4641（不包含 0），顯示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顯著地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其他教

學方式係指一般傳統教學、其他教學方式和無教學），也可詮釋為當其他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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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等級 50（以下簡稱為 PR＝50）時，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 PR＝65，因此

電子白板教學優於其他教學方式 15 百分等級。又根據 Cohen(1977)所提的標準：

效果量為 0.2表示效果量低：0.5左右為中度效果量；0.8 以上則為高度效果量。

換言之，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在學生學業成就的整體效果量為正向，且介於中度

到低度效果之間（＋0.3947）。整體而言，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在提升學生學業

成就上僅具有中度到低度之間的效果；但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其仍顯著優於其

他教學方式。 

表 4-1  學業成就面向研究的效果量、變異數與基本資料 

作者 總樣本數 出版年代 年級 學科領域 效果量 變異數 

于若涵 53 2010 中 藝術與人文 0.7557  0.0809  

尤乃玉 51 2010 高 英語 0.3262  0.0795  

尤信福 12 2011 中 數學 1.0290  0.3775  

王俊卿 81 2010 低 數學 0.5992  0.0782  

王澤祐 92 2010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4884  0.0670  

王懷憲 60 2011 高 英語 -0.1273  0.0668  

朱怡貞 62 2010 高 數學 0.8487  0.0703  

江志浩 64 2010 中 自然與生活科技 0.6882  0.0662  

吳巧儀 66 2010 高 數學 0.5654  0.0633  

吳惠玲 60 2011 高 數學 0.0562  0.0673  

吳維慈 60 2010 高 藝術與人文 0.5607  0.0694  

李沃彥 108 2012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1932  0.0748  

李忠屏等 190 2009 高 其它 0.1429  0.0212  

李明燕 100 2011 中 數學 0.3333  0.0406  

李俊頡 48 2011 高 數學 0.6914  0.0883  

周孝俊 84 2008 中 自然與生活科技 0.5148  0.0740  

林永淇 90 2012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1012  0.0677  

林永裕 52 2011 中 數學 0.6428  0.0814  

林宜樺 58 2010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0802  0.0691  

林玥秀 20 2010 中 英語 0.1937  0.2009  

林儀惠 54 2008 高 數學 0.5308  0.0767  

林鶴原 422 2010 中、高 英語 0.4415  0.0195  

翁宏霖 56 2010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1890  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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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總樣本數 出版年代 年級 學科領域 效果量 變異數 

高俊豐 57 2009 高 數學 0.4789  0.0722  

高瑩真 85 2009 高 健康與體育 0.4292  0.0485  

張用亶 64 2011 混合 健康與體育 0.4660  0.0642  

張詠瑄 54 2011 高 社會 0.0552  0.0742  

許美惠 53 2010 中 數學 0.2537  0.0763  

許榮盛 65 2010 高 英語 0.1851  0.0618  

郭毅玲 55 2010 高 數學 0.6177  0.0762  

陳秀雯 54 2009 中 數學 0.5445  0.0769  

陳佩琪 88 2011 高 英語 0.1468  0.0680  

陳彥君 67 2010 高 數學 0.2939  0.0604  

陳雅惠 58 2011 中 英語 0.7479  0.0738  

温素蘭 44 2010 高 數學 -0.0097  0.0909  

黃思華等 60 2011 高 數學 0.7872  0.0718  

黃昱嘉 65 2011 中 國語文 0.7555  0.0667  

黃郁婷 114 2010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4666  0.0749  

黃珮雯 137 2011 高 社會 0.4577  0.0300  

楊勝傑 37 2011 低 英語 0.3663  0.1100  

廖元鴻 16 2010 高 英語 1.1676  0.2926  

廖婷怡 52 2011 低 數學 0.9697  0.0862  

廖惠珍 50 2010 高 數學 0.5828  0.0834  

熊惠君 66 2010 高 藝術與人文 0.7026  0.0644  

趙貞怡等 56 2011 高 社會 0.4019  0.0730  

蔡貞瑩 26 2010 混合 國語文 1.1604  0.2752  

鄭仁燦 57 2009 高 英語 0.3737  0.0716  

鄭琇穗 121 2010 高 社會 0.2346  0.0333  

鄭詠本 51 2010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5274  0.0812  

盧宗賢 52 2011 高 數學 0.6485  0.0814  

賴美莉 32 2011 高 國語文 1.2096  0.1479  

賴瓊瑜 54 2010 高 藝術與人文 0.0912  0.0743  

羅久芳 65 2010 高 藝術與人文 0.3729  0.0626  

羅芸慧 128 2010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4047  0.0319  

 整體效果量 0.3947  

 95% CI 0.3253～0.4641  

 N of study 54  

 同質性檢定（QT） 71.6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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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二、 學業成就的同質性檢定與調節變項之分析 

在同質性檢定的部分，經 Q-Statistics 檢驗後（詳見表 4-1），提升學業成就

的成效達顯著性差異（QT ＝71.6896，p<.05），表示各研究間所顯示的差異不

是源自同一母群體的抽樣誤差，因此有必要針對學業成就的各調節變項做進一步

的檢驗，結果詳見表 4-2、4-3、4-4、4-5。以下針對四大類調節變項，解釋比較

數有所增刪或無法進行分析的原因，並說明 Qb是否達顯著差異。 

(一) 文件性質 

屬於文件性質的調節變項包括：學科領域、出版形式、出版年代等，其檢驗

結果詳見表 4-2。 

1. 學科領域 

在學科領域方面，僅有 1篇研究電子白板應用於資訊素養課程對教學成效之

影響（李忠屏、羅希哲，2009），歸類為「其他」。因屬於「其他」的篇數過少（至

少需 2篇）無法進行統計，需排除此組別，最終總計分析 53篇研究，共 53個比

較數，包含的學科有國語文、英語、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等 7個領域。 

學科領域的 Qb達顯著差異（Qb＝16.64，p<.05），表示各組間之平均效果量

有顯著差異存在。隨後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將電子白板應用於國語文教學之研究，

其平均效果量（ES＝0.78）顯著高於英語（ES＝0.32）和社會（ES＝0.25）。由

此顯示，比較國語文和英語、社會兩個領域，電子白板應用於國語文教學對於提

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最佳。此外，電子白板應用在數學教學之研究，其平均效

果量（ES＝0.55）也顯著高於英語（ES＝0.32）、自然與生活科技（ES＝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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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ES＝0.25）。由此可知，將數學和英語、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三個領域

做比較，電子白板應用於數學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最好。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英語、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

人文等學科領域的研究之平均效果量，其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

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在這些領域中，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的學生學業成就，

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由於自然與生活科技的 QW亦達顯著差異（QW＝20.09，

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反之，國語文、社會、健

康與體育等學科領域，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電

子白板應用於這些學科領域的學生學業成就，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

差異。 

2. 出版形式 

出版形式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0.23，p>.05），表示期刊論文（ES＝0.35）

和博碩士論文（ES＝0.40）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期刊論文

和博碩士論文這兩種出版形式的研究，其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學生學業成就無顯

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兩組平均效果量的 95%信賴區間來看，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且平

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不論何種出版形式，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提升學

生學業成就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由於博碩士論文的 QW亦達顯著

差異（QW＝66.43，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 

3. 出版年代 

出版年代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6.20，p>.05），表示 2008年（ES＝0.52）、

2009年（ES＝0.32）、2010年（ES＝0.38）、2011年（ES＝0.47）、2012年（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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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近五年出版（2008至 2012

年）的電子白板導入教學之研究，其學生學業成就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平均效果量的 95%信賴區間來看，2009 年、2010年和 2011

年的研究之平均效果量，其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

正數。顯示在這幾年的研究中，應用電子白板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

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2008 和 2012年出版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

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在 2008 和 2012年的研究中，電子白板應用

於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之成效，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表 4-2  學業成就方面文件性質調節變項檢驗結果 

研究性質 Qb K d+ 95% CI QW 事後比較 

學科領域 16.64* 53
b
    1.國語文

＞英語、

社會 

2.數學＞

英語 

、自然與

生活科

技、社會 

國語文  3 0.78 -0.10-1.67 3.09 

英語  10 0.32 0.14-0.50 10.74 

數學  19 0.55 0.42-0.68 12.99 

自然與生活科技  10 0.25 0.08-0.42 20.09* 

社會  4 0.25 -0.14-0.64 0.96 

藝術與人文  5 0.50 0.17-0.82 4.01 

健康與體育  2 0.45 -1.67-2.56 0.01 

出版形式 0.23 54     

期刊論文  5 0.35 0.09-0.62 5.04 

博碩士論文  49 0.40 0.33-0.48 66.43* 

出版年代 6.20 54     

  2008年  2 0.52 -1.94-2.99 0.002 

2009年  5 0.32 0.05-0.58 2.77 

2010年  27 0.38 0.28-0.48 37.33 

2011年  18 0.47 0.34-0.60 24.77 

2012年  2 0.04 -2.36-2.43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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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Qb 是組間同質性檢定，k 是各組的研究總數，d+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 

95% CI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的 95% 信賴區間，Qw 是組內同質性檢定。 

a研究總數增加，b研究總數減少 

*p<.05 

(二) 受試者性質 

屬於受試者性質的調節變項包括：年級、班級、學校位置、實驗教學場所等，

其檢驗結果詳見表 4-3。 

1. 年級 

在年級方面，林鶴原（2010）探討電子白板融入教學對國小中年級、高年級

學童英語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影響，故該篇可再分成 2個比較數，總計分析

54篇研究，共 55個比較數。 

年級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7.24，p>.05），表示低年級（ES＝0.53）、

中年級（ES＝0.54）、高年級（ES＝0.34）、混合年級（ES＝0.60）的平均效果

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在國小低、中、高年級和混合年級應用電子白板於教

學的學生學業成就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中年級和高年級的研究之平均效果量，

其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在中、高年級，

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由

於高年級的 QW亦達顯著差異（QW＝54.22，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

變項影響此結果。反之，低年級和混合年級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電子白板應用於低、混合年級，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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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2. 班級 

在班級方面，蔡貞瑩（2010）探討電子白板結合圖片褪除策略對中重度智能

障礙學生功能性詞彙教學成效之影響，屬於「特教班」；林玥秀（2010）將電子

白板融入英語低成就學生補救教學，歸類成「學習低成就」；尤信福（2011）結

合電子白板及融入原住民文化，進行原住民學童的數學解題成效研究，歸類為「其

他」。由於特教班、學習低成就和其他這三個組別各只有 1篇研究，無法進行統

計，應予以刪除，而剩下的 51篇研究全為「普通班」，其組別僅有一組，因此班

級的調節變項無法進行分析。 

3. 學校位置 

學校位置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7.30，p>.05），表示北區各縣（ES＝0.40）、

中區各縣（ES＝0.50）、南區各縣（ES＝0.27）和東區各縣（ES＝0.40）的平均

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北、中、南、東這四個學校區域之研究，其

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學生學業成就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學校位置在北區、中區和南區各縣的研

究之平均效果量，其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

顯示在北、中、南區各縣，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顯

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由於南區的 QW亦達顯著差異（QW＝21.38，p<.05），

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反之，在東區各縣的研究，其平均效

果量雖為正數，但95%信賴區間包含0。顯示在東區各縣使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

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4. 實驗教學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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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學場所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3.07，p>.05），表示班級教室（ES

＝0.45）、專科教室（ES＝0.42）、其他（ES＝0.69）和未說明實驗教學場所（ES

＝0.35）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班級教室、專科教室、其他

和未說明等四種實驗教學場所之研究，其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學生學業成就無顯

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班級教室、專科教室和未說明教學場所

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

顯示在班級教室、專科教室和未說明教學場所中，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

生學業成就的提升，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在其他教學場所的研究，其

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在其他教學場所中，使用電

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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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學業成就方面受試者性質調節變項檢驗結果 

研究性質 Qb K d+ 95% CI QW 

年級 7.24  55
a
       

低年級（1-2）   3 0.53  -0.19-1.25  5.51  

中年級（3-4）   12 0.54  0.38-0.70  5.11  

  高年級（5-6）   38 0.34  0.26-0.42  54.22*  

混合   2 0.60  -2.30-3.50  1.42  

學校位置 7.30  54       

北區各縣   14 0.40  0.26-0.54  14.31  

中區各縣   24 0.50  0.38-0.61  26.80  

南區各縣   13 0.27  0.13-0.40  21.38*  

東區各縣   3 0.40  -0.26-1.06  1.90  

實驗教學場所 3.07  54    

班級教室  6 0.45  0.14-0.76  10.33  

專科教室  19 0.42  0.30-0.54  26.59  

其他  2 0.69  -2.00-3.38  2.61  

未說明  27 0.35  0.26-0.45  29.09  

註：Qb 是組間同質性檢定，k 是各組的研究總數，d+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 

95% CI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的 95% 信賴區間，Qw 是組內同質性檢定。 

a研究總數增加，b研究總數減少 

*p<.05 

(三) 研究方法 

屬於研究方法的調節變項包括：研究工具、教學者、工具的信度、統計考驗

力、統計方式、研究設計形式等，其檢驗結果詳見表 4-4。 

1. 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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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工具方面，54篇成就面向的研究工具皆為自編。因其組別僅有一組，

無法進行調節變項分析。 

2. 教學者 

在教學者方面，黃郁婷（2010a）研究結合電子白板與小組合作學習策略輔

助摘寫國語課文大意之成效，以四個班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接受不同實驗處理，

並由兩位教師進行教學。該篇因此出現「相同教學者」、「不同教學者」兩種狀況，

產生 2個比較數，總計分析 54篇研究，共 55個比較數。 

教學者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8.76，p>.05），表示相同教學者（ES＝0.36）、

不同教學者（ES＝0.50）、控制組無教師（ES＝1.16）和未說明教學者（ES＝0.34）

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相同教學者、不同教學者、控制組無

教師和未說明的研究，其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學生學業成就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相同教學者和不同教學者的研究，其平

均效果量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當實驗

組與控制組為相同或不同教學者時，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

提升，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控制組無教師與未說明教學者的研究，其

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當控制組無教師或未說明教

學者時，使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與其他教學方式比

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3. 工具的信度 

工具信度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4.77，p>.05），表示有進行信度考驗並

提供數據（ES＝0.44）、有進行信度考驗但無數據（ES＝0.47）和未說明工具信

度（ES＝0.28）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此三種不同工具信度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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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其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學生學業成就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有進行信度考驗並提供數據和未說明工

具信度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

為正數。顯示在有進行信度考驗並提供數據和未說明工具信度的研究中，應用電

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由於未說

明工具信度的 QW亦達顯著差異（QW＝25.93，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

節變項影響此結果。反之，有進行信度考驗但無數據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

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在有進行信度考驗但無數據的研究中，使用

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

著差異。 

4. 統計考驗力 

統計考驗力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2.58，p>.05），表示嚴謹控制（ES＝

0.39）和控制不夠嚴謹（ES＝0.81）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

嚴謹控制和控制不夠嚴謹的研究，其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學生學業成就無顯著差

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屬於嚴謹控制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當教學實驗人數

大於 15 人，屬於嚴謹控制的研究中，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業成就

的提升，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控制不夠嚴謹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

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在控制不夠嚴謹的研究中，使用電子白板

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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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統計方式 

統計方式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6.40，p>.05），表示平均數和標準差（ES

＝0.37）、t 值（ES＝0.57）和 F值（ES＝0.68）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

此顯示，比較平均數和標準差、t 值和 F值等統計方式的研究，在電子白板導入

教學後，學生的學業成就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平均數和標準差、F值等統計方式的研

究，其平均效果量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

示在統計方式為平均數和標準差、F值的研究中，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

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統計方式為 t 值的研究，

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在以 t 值作為統計方式的

研究中，使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與其他教學方式比

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6. 研究設計形式 

在研究設計形式方面，僅有許榮盛（2010）採用等組後測，進行電子白板結

合 e-book之英語教學成效探討。因該組別篇數不足，予以刪除，最終以 53篇研

究，共 53個比較數進行分析。 

研究設計形式的 Qb達顯著差異（Qb＝5.50，p<.05），表示兩組間之平均效

果量有顯著差異存在。在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研究中，單組前後測的研究設計

形式之平均效果量（ES＝1.16）顯著高於不等組前後測（ES＝0.39）。由此顯示，

比較兩種研究設計形式的學生學業成就，單組前後測的成效較佳。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研究設計形式為不等組前後測的研究之

平均效果量，其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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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不等組前後測作為研究設計形式的研究中，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於提升學

生學業成就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單組前後測的平均效果量雖

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在運用單組前後測作為實驗設計形式的研

究中，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與其他教學方式相較

之下，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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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學業成就方面研究方法調節變項檢驗結果 

研究性質 Qb K d+ 95% CI QW 

教學者 8.76  55
a
       

  相同教學者   38 0.36  0.27-0.44  47.10  

  不同教學者   11 0.50  0.34-0.67   10.07  

  控制組無教師   2 1.16  -2.98-5.30  0.06  

  未說明   4 0.34  -0.04-0.73  5.77  

工具的信度 4.77  54       

  有進行信度考驗並提供數據   36 0.44  0.36-0.53  40.85  

  有進行信度考驗但無數據   2 0.47  -1.99-2.93  0.14  

  未說明   16 0.28  0.14-0.41  25.93*  

統計考驗力（人數） 2.58  54       

  嚴謹的控制（＞15）   50 0.39  0.32-0.46  66.21  

  控制不夠嚴謹（＜15）   4 0.81  -0.02-1.64  2.90  

統計方式 6.40  54       

  平均數和標準差   47 0.37  0.29-0.44  60.99  

  t 值   3 0.57  -0.23-1.36  1.61  

  F值   4 0.68  0.27-1.10  2.69  

研究設計形式 5.50*  53
b
       

  單組前後測   2 1.16  -2.98-5.30  0.06  

  不等組前後測   51 0.39  0.32-0.46  65.40  

註：Qb 是組間同質性檢定，k 是各組的研究總數，d+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 

95% CI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的 95% 信賴區間，Qw 是組內同質性檢定。 

a研究總數增加，b研究總數減少 

*p<.05 

(四) 研究文獻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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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研究文獻性質的調節變項包括：實驗期間、電子白板的使用程度、學生

與電子白板的互動程度、電子白板的使用方式、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教材製作

方式、實驗組教學處理、實驗組指導方式、控制組教學處理、電子白板類型等，

其檢驗結果詳見表 4-5。 

1. 實驗期間 

在實驗期間方面，温素蘭（2011）運用電子白板進行 13週的教學活動，研

究其對學生字母認讀學習之影響，但屬於 3至 4個月的研究僅此 1篇，因篇數不

足需予以刪除，最終以 53篇，共 53 個比較數進行分析。 

實驗期間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10.39，p>.05），表示 0至 1週（ES＝

0.71）、1至 2 週（ES＝0.73）、2至 3週（ES＝0.43）、3至 4週（ES＝0.47）、

1至 2月（ES＝0.38）、2至 3月（ES＝0.55）和未說明實驗期間（ES＝0.27）

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不同實驗期間的研究，其電子白板導

入教學的學生學業成就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2至 3週、3至 4週、1至 2月、2至 3

月和未說明等實驗期間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0，

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應用電子白板進行 2至 3週、3至 4週、1至 2月、2

至3月和未說明期間的教學，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

反之，0 至 1週、1至 2週等實驗期間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

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使用電子白板進行 0至 1週、1至 2週的教學，對於學生

學業成就的提升，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2. 電子白板的使用程度 

在實驗組教學處理方面，王俊卿（2010）運用電子白板融入數學分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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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實驗組分為電子白板合作學習教學組、電子白板教學組，探討其與傳統教學成

效之差異，因而有 2個比較數；黃郁婷（2010 a）研究電子白板與小組合作學習

策略輔助摘寫課文大意之成效，安排二個實驗組，分別為電子白板與小組合作學

習組、電子白板組，研究其與小組合作學習組、一般教學組的教學成效差異，故

產生 2個比較數。因王俊卿（2010）黃郁婷（2010 a）的研究各有 2 個比較數，

最終總計分析 54篇研究，共 56個比較數。 

電子白板使用程度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2.40，p>.05），表示全程使用

（ES＝0.42）和部分使用（ES＝0.27）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

較全程和部分使用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研究，其學生學業成就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兩組平均效果量的 95%信賴區間來看，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且平

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不論全程或部分使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提升學生

學業成就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由於部分使用的 QW亦達顯著差異

（QW＝24.70，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 

3. 學生與電子白板的互動程度 

學生與電子白板互動程度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0.32，p>.05），表示高

互動（ES＝0.41）、低互動（ES＝0.36）和未說明互動程度（ES＝0.40）的平均

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學生與電子白板不同互動程度的研究，其學

生學業成就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三組平均效果量的 95%信賴區間來看，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且平

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不論高互動、低互動或未說明互動程度的電子白板導入

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由於高互動的

QW亦達顯著差異（QW＝31.07，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

結果。 



 

80 
 

4. 電子白板的使用方式 

電子白板使用方式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1.88，p>.05），表示僅使用電

子白板（ES＝0.42）和電子白板搭配其他教學輔具（ES＝0.32）的平均效果量無

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兩種電子白板使用方式的研究，其學生學業成就無顯

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兩組平均效果量的 95%信賴區間來看，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且平

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電子白板導入教學時，不論僅使用電子白板或電子白板

搭配其他教學輔具，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

由於電子白板搭配其他教學輔具的 QW亦達顯著差異（QW＝25.30，p<.05），表

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 

5. 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 

電子白板使用時機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2.71，p>.05），表示課間（ES

＝0.39）和課後（ES＝0.83）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兩種電

子白板使用時機的研究，其學生學業成就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兩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在課間使用電子白板教學的研究，其平

均效果量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在課間

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

反之，在課後使用電白板教學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

包含 0。顯示在課後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之成效，與其

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6. 教材製作方式 

教材製作方式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6.58，p>.05），表示現成教材（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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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改編或自編教材（ES＝0.38）、混合（ES＝0.41）和未說明教材製作

方式（ES＝0.10）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不同教材製作方式

的研究，其學生學業成就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現成、改編或自編和混合教材的研究，

其平均效果量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教

師應用電子白板搭配現成、改編或自編和混合教材進行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

成就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由於改編或自編教材的 QW亦達顯著差

異（QW＝34.39，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反之，未

說明教材製作方式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

示在未說明教材製作方式時，教師使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業成就之提

升，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但因為未說明教材製作方式的 QW

亦達顯著差異（QW＝8.69，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 

7. 實驗組教學處理 

在實驗組教學處理方面，王俊卿（2010）運用電子白板融入數學分數教學，

將實驗組分為電子白板合作學習教學組和電子白板教學組，探討其與傳統教學對

學生學習成就之影響，因而有 2個比較數；黃郁婷（2010 b）研究電子白板與小

組合作學習策略輔助摘寫課文大意之成效，安排二個實驗組，分別為電子白板與

小組合作學習組、電子白板組，研究其與小組合作學習組、一般教學組的對學生

學習成就的影響，故產生 2個比較數。因王俊卿（2010）黃郁婷（2010 b）的研

究各有 2個效果量，最終總計分析 54篇研究，共 56個比較數。 

實驗組教學處理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0.004，p>.05），表示一般電子白

板教學（ES＝0.40）和電子白板搭配學習策略或教學模式（ES＝0.40）的平均效

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兩種實驗教學處理的研究，其學生學業成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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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兩組平均效果量的 95%信賴區間來看，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且平

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教師不論是進行一般的電子白板教學，或者運用電子白

板搭配學習策略、教學模式進行教學，其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顯著優

於其他教學方式。 

8. 實驗組指導方式 

在實驗組指導方式方面，王俊卿（2010）黃郁婷（2010 a）的研究都分別運

用 2個教學處理，包括電子白板組、電子白板合作學習教學組，對應到指導方式

則為「大群體」、「小群體」的教學方式，因而多產生了 2 個比較數，最後總計以

54篇研究，共 56個比較數進行分析。 

實驗組指導方式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2.66，p>.05），表示大群體（ES

＝0.29）、小群體（ES＝0.43）、混合（ES＝0.44）和未說明指導方式（ES＝0.41）

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實驗組不同指導方式的研究，其學生

學業成就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四組平均效果量的 95%信賴區間來看，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且平

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教師運用電子白板配合大群體、小群體、混合或未說明

等指導方式進行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

但由於小群體的 QW亦達顯著差異（QW＝34.57，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

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 

9. 控制組教學處理 

在控制組教學處理方面，周孝俊（2008）、陳佩琪（2011）、黃郁婷（2010）、

蔡貞瑩（2010）等 4篇研究各有 2個比較數，故總計分析 54篇研究，共 58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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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數。以上 4篇研究，除了比較電子白板教學和一般傳統教學的學習成就差異之

外，再增加另一組控制組，分別採用以下的教學方式：廣播教學（周孝俊，2008）、

互動式教學（陳佩琪，2011）、小組合作教學（黃郁婷，2010）、無介入教學（蔡

貞瑩，2010），比較電子白板教學與上述教學方式是否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

因此多產生了 4個比較數。 

控制組教學處理的 Qb達顯著差異（Qb＝16.57，p<.05），表示各組間之平均

效果量有顯著差異存在。隨後進行事後比較，發現控制組教學處理為無教學之研

究，其平均效果量（ES＝1.28）顯著高於一般傳統教學（ES＝0.46），而一般傳

統教學的平均效果量又顯著高於其他教學方式（ES＝0.28）。而控制組教學處理

的平均效果量，其意義是實驗組與控制組教學處理成效的差距，平均效果量越大

代表該控制組的教學處理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越差，平均效果量越小表

示成效越好。由此顯示，當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時，不同教學處理的控制組學生

學業成就有顯著差異，其它教學方式的學生學業成就最佳，其次是一般傳統教學，

最差的是無教學。 

其次，從 95%信賴區間來看，控制組的三種教學處理，其 95%信賴區間都

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表示當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時，無論

控制組教學處理為一般傳統教學、其他教學方式或無教學，研究結果皆顯示，電

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成就的成效，皆顯著優於控制組的教學處理。

但由於其他教學方式的 QW亦達顯著差異（QW＝33.22，p<.05），表示仍有其他

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 

10. 電子白板類型 

在電子白板類型方面，張用亶（2011）探討不同示範策略在合作學習情境下

對國小學童樂樂棒球打擊表現之影響，以三所國小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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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實體電子版，另兩所使用虛擬電子白板，而將其歸類為「混合」，但該組別

只有一篇故予以刪除，最後總計分析 53篇研究，共 53 個比較數。 

電子白板類型的 Qb達顯著差異（Qb＝13.02，p<.05），表示各組間之平均效

果量有顯著差異存在。教師使用實體或虛擬電子白板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ES

＝0.45；0.53）顯著高於未說明使用何種電子白板類型的研究（ES＝0.17）。由

此顯示，未說明電子白板類型之研究，其學生的學業成就最差。 

其次，從三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

正數，表示無論電子白板類型為實體、虛擬或未說明，研究結果皆顯示，電子白

板應用於教學的學生學業成就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 

表 4-5  學業成就方面研究文獻性質調節變項檢驗結果 

研究性質 Qb K d+ 95% CI QW 事後比較 

實驗期間 10.39  53
 b
        

  0-1週   2 0.71  -2.52-3.95  0.91  

  1-2週   2 0.73  -1.71-3.18  0.42  

  2-3週   4 0.43  0.001-0.87 3.13  

  3-4週   8 0.47  0.25-0.69  5.69  

  1-2月   20 0.38  0.27-0.50  20.29  

  2-3月   5 0.55  0.20-0.90  4.53  

  未說明   12 0.27  0.12-0.42  24.51*  

電子白板的使用程度 2.40  54        

  全程使用   43 0.42  0.34-0.50  44.58  

  部分使用   11 0.27  0.08-0.46  24.70*  

學生與電子白板的互動程

度 

0.32  54        

  高互動   20 0.41  0.28-0.54  31.07*  

  低互動   13 0.36  0.20-0.52  9.42  

  未說明   21 0.40  0.29-0.51  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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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白板的使用方式 1.88  54        

  僅使用電子白板   39 0.42  0.34-0.51  44.50  

  搭配其他教學輔具   15 0.32  0.17-0.46  25.30*  

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 2.71  54        

  課間   51 0.39  0.32-0.46  65.88  

  課後   3 0.83  -0.31-1.96  3.09  

教材製作方式 6.58  54        

現成教材   12 0.49  0.32-0.67  8.49  

  改編或自編教材   19 0.38  0.26-0.50  34.39*  

  混合   19 0.41  0.30-0.53  13.54  

  未說明   4 0.10  -0.33-0.53  8.69*  

實驗組教學處理 0.004  56
 a
        

  一般電子白板教學   33 0.40  0.31-0.49  42.82  

  電子白板搭配學習策略

或教學模式 

  23 0.40  0.28-0.51  32.16  

實驗組指導方式 2.66  56
 a
        

  大群體   14 0.29  0.12-0.45  12.50  

  小群體（分小組）   22 0.43  0.32-0.55  34.57*  

  混合   10 0.44  0.25-0.63  13.25  

  未說明   10 0.41  0.26-0.56  12.00  

控制組教學處理 16.57*  58
a
       無教學＞

一般傳統

教學＞其

他教學方

式 

  一般傳統教學   33 0.46  0.37-0.55  31.75  

  其他教學方式   22 0.28  0.17-0.39  33.22*  

  無教學   3 1.28  0.07-2.49  0.62  

電子白板類型 13.02*  53
 b
       實體電子

白板、虛

擬電子白

板＞未說

明 

  實體電子白板   36 0.45  0.36-0.54  38.78  

  虛擬電子白板   6 0.53  0.28-0.78  6.09  

  未說明   11 0.17  0.01-0.33  13.72  

註：Qb 是組間同質性檢定，k 是各組的研究總數，d+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 

95% CI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的 95% 信賴區間，Qw 是組內同質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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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研究總數增加，b研究總數減少 

*p<.05 

貳、 學習態度面向 

一、 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學生學習態度影響之整體成效 

在學習態度方面，為了避免整體效果量遭到效果量極端值的影響，刪除整體

效果量 0.4687 三倍以外的效果量，包括：吳維慈（2010）的效果量 1.6905、蔡

文瓊（2010）的效果量 3.1314、鄭琇穗（2010）的效果量 6.8196，最後選定符合

標準之研究共 30篇，產生 30個比較數，總樣本數為 2390 人，各研究之效果量

與變異數如表 4-3所示。 

30個比較數中，有 27個（占 90%）之效果量為正數；僅有 3個（10%）為

負數。全部研究之效果量分布範圍為－0.0785～＋1.2456。整體效果量為＋0.3466，

95%信賴區間為＋0.2532～＋0.4400（不包含 0），顯示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顯著

地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也可詮釋為當其他教學方式 PR＝50時，電子白板應用於

教學 PR＝63，因此電子白板教學優於其他教學方式 13百分等級。參照

Cohen(1977)對後設分析效果量之界定，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在提升學生學習態

度的整體效果量為正向，且介於中度到低度效果之間（＋0.3466）。整體而言，

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在提升學生學習態度上僅具有中度到低度之間的效果；但與

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其仍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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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學習態度面向研究的效果量與變異數 

作者 總樣本數 出版年代 年級 學科 效果量 變異數 

于若涵 54 2010 中 藝術與人文 0.3512  0.0752  

尤乃玉 51 2010 高 英語 0.4498  0.0815  

王俊卿 81 2010 低 數學 0.4959  0.0774  

王澤祐 92 2010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1674  0.0674  

王懷憲 60 2011 高 英語 0.5853  0.0695  

李明燕 100 2011 中 數學 0.2785  0.0404  

周孝俊 84 2008 中 自然與生活科技 0.5737  0.0771  

林永淇 90 2012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0740  0.0667  

林永裕 52 2011 中 數學 0.2239  0.0779  

林玥秀 20 2010 中 英語 1.2456  0.2388  

林鶴原 424 2010 中、高 英語 -0.0048  0.0189  

翁一峰 87 2010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4139  0.0699  

翁宏霖 56 2010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7214  0.0762  

高俊豐 57 2009 高 數學 0.3592  0.0713  

張用亶 64 2011 混合 健康與體育 0.5361  0.0647  

張詠瑄 53 2011 高 社會 -0.0785  0.0758  

許美惠 53 2010 中 數學 0.0324  0.0757  

陳彥君等 54 2010 高 數學 0.2946  0.0753  

温素蘭 44 2010 高 數學 0.2338  0.0915  

黃思華等 60 2011 中 國語文 1.0492  0.0758  

黃郁婷 114 2010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1999  0.0707  

黃珮雯 132 2011 低 英語 0.3955  0.0309  

廖惠珍 50 2010 高 數學 0.0988  0.0803  

熊惠君 66 2010 高 藝術與人文 0.9196  0.0671  

趙貞怡等 56 2011 高 社會 0.6368  0.0751  

鄭仁燦 57 2009 高 英語 0.3391  0.0714  

賴美莉 32 2011 高 國語文 1.0465  0.1421  

賴瓊瑜 54 2010 高 藝術與人文 0.7182  0.0790  

羅久芳 65 2010 高 藝術與人文 0.4308  0.0648  

羅芸慧 128 2010 高 自然與生活科技 0.0724  0.0313  

 整體效果量 0.3466  

 95% CI 0.2532～0.4400  

 N of study 30  

 同質性檢定（QT） 42.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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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二、 學習態度的同質性檢定與調節變項之分析 

在同質性檢定的部分，經 Q-Statistics 檢驗（詳見表 4-3）後，學習態度的

成效亦達顯著性差異（QT ＝42.9803，p<.05），表示各研究間所顯示的差異

不是源自同一母群體的抽樣誤差，因此有必要針對學習態度的各調節變項做進

一步的檢驗，結果詳見表 4-7、4-8、4-9、4-10。以下針對四大類調節變項，解

釋比較數有所增刪或無法進行分析的原因，並說明 Qb是否達顯著差異。 

(一) 文件性質 

屬於文件性質的調節變項包括：學科領域、出版形式、出版年代等，其檢驗

結果詳見表 4-7。 

1. 學科領域 

在學科領域方面，僅有一篇研究電子白板應用於健康與體育教學，探討其對

學生學習態度之影響（張用亶，2011），因篇數不足無法進行統計，故將健康與

體育領域排除。最終總計分析 29篇研究，共 29個比較數，包含的學科有國語文、

英語、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藝術與人文等六個領域。 

學科領域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0.32，p>.05），表示國語文（ES＝0.48）、

英語（ES＝0.24）、數學（ES＝0.35）、自然與生活科技（ES＝0.29）、社會（ES

＝0.28）、和藝術與人文（ES＝0.61）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

較電子白板導入六個學科領域教學的研究，其學生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等

學科領域的研究之平均效果量，其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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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為正數。顯示在這些領域中，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

度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國語文、英語和社會等學科領域之研

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電子白板應用於這些

學科領域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

著差異。 

2. 出版形式 

出版形式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4.24，p>.05），表示期刊論文（ES＝0.66）

和博碩士論文（ES＝0.32）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期刊論文

和博碩士論文這兩種出版形式的研究，其電子白板導入教學的學生學習態度無顯

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兩組平均效果量的 95%信賴區間來看，博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之平

均效果量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且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在博碩士論學位論

文的研究中，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顯著優於其

他教學方式。反之，期刊論文的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

顯示在期刊論文的研究中，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之成效，

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3. 出版年代 

在出版年代方面，因 2008年（周孝俊，2008）、2012 年（林永淇，2012）

篇數不足，無法進行統計，故刪除這兩年。最後針對 2009 至 2011年，總計 28

篇研究，共 28 個比較數進行分析。 

出版年代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2.67，p>.05），表示 2009年（ES＝0.35）、

2010年（ES＝0.30）和 2011年（ES＝0.46）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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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比較 2009 至 2011 年出版的電子白板導入教學之研究，其學生學習態度無顯

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平均效果量的 95%信賴區間來看， 2010 和 2011年的研究之

平均效果量，其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

在 2010 和 2011 年出版的研究中，應用電子白板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

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2009年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

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在 2009 年出版的研究中，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

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之成效，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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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學習態度方面文件性質調節變項檢驗結果 

研究性質 Qb K d+ 95% CI QW 

學科領域 0.32  29
b
       

國語文   2 0.48  -2.28～3.24  3.37  

英語   6 0.24  -0.01～0.49  9.80  

數學   8 0.35  0.13～0.57  9.21  

自然與生活科技   7 0.29  0.08～0.50  7.79  

社會   2 0.28  -2.19～2.75  3.39  

藝術與人文   4 0.61  0.18～1.03  2.96  

出版形式 4.24  30       

期刊論文   3 0.66  -0.02～1.34  3.78  

博碩士學位論文   27 0.32  0.22～0.42  34.96  

出版年代 2.67  28
b
       

2009   2 0.35  -2.05～2.75  0.003  

2010   17 0.30  0.17～0.42  23.75  

2011   9 0.46  0.27～0.65  13.22  

註：Qb 是組間同質性檢定，k 是各組的研究總數，d+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 

95% CI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的 95% 信賴區間，Qw 是組內同質性檢定。 

a研究總數增加，b研究總數減少 

*p<.05 

(二) 受試者性質 

屬於受試者性質的調節變項包括：年級、班級、學校位置、實驗教學場所等，

其檢驗結果詳見表 4-8。 

1. 年級 

在年級方面，只有 1篇屬於「混合」，張用亶（2011）探討不同示範策略在

合作學習情境下對學生樂樂棒學習動機之影響，研究對象囊括四、五、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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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篇數不足，刪除該組別。林鶴原（2010）探討電子白板融入教學對國小中年

級、高年級學童英語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影響，故該篇可再分成 2個比較數。

年級的調節變項總計分析 29篇研究，共 30個比較數。 

年級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2.87，p>.05），表示低年級（ES＝0.38）、

中年級（ES＝0.19）和高年級（ES＝0.35）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

在國小低、中、高年級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學生的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高年級的研究之平均效果量，其 95%

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教師在高年級應用電

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度的提升，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由於高年

級的 QW亦達顯著差異（QW＝34.46，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

響此結果。反之，低年級和中年級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

區間包含 0。顯示電子白板應用於中、低年級，對於學生學習態度的提升，與其

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2. 班級 

在班級方面，全部 30篇研究中，有 29篇屬於普通班，只有林玥秀（2010）

探討電子白板融入英語低成就學生補救教學對學習態度的影響，歸類為「學習低

成就」班級，但該組別僅有一篇，無法進行統計，需予以刪除。再加上其餘研究

全屬於「普通班」，故其組別僅有一組，無法進行班級的調節變項分析。 

3. 學校位置 

學校位置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10.02，p>.05），表示北區各縣（ES＝

0.53）、中區各縣（ES＝0.29）、南區各縣（ES＝0.21）和東區各縣（ES＝0.53）

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北、中、南、東這四個學校區域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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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後，學生的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學校位置在北區、中區和南區各縣的研

究之平均效果量，其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

顯示在北、中、南區各縣，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度的提升，顯

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在東區各縣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在東區各縣使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

度的提升，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4. 實驗教學場所 

實驗教學場所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5.73，p>.05），表示班級教室（ES

＝0.58）、專科教室（ES＝0.29）、其他（ES＝0.70）和未說明實驗教學場所（ES

＝0.32）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班級教室、專科教室、其他

和未說明等四種實驗教學場所之研究，其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後，學生的學習態度

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專科教室和未說明教學場所的研究，其

平均效果量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在班

級教室和未說明教學場所中，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度的提升，

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班級教室和其他教學場所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

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在班級教室和其他教學場所中，使用電

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度的提升，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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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學習態度方面受試者性質調節變項檢驗結果 

研究性質 Qb K d+ 95% CI QW 

年級 2.87  30       

低年級（1-2）   2 0.38  -2.23～2.98  0.41  

中年級（3-4）   8 0.19  -0.01～0.38  10.52  

  高年級（5-6）   20 0.35  0.24～0.46  34.46*  

學校位置 10.02  30       

北區各縣   8 0.53  0.33～0.74   9.14  

中區各縣   8 0.29  0.06～0.53  7.85  

南區各縣   11 0.21  0.06～0.37  14.76  

東區各縣   3 0.53  -0.16～1.22  1.21  

實驗教學場所 5.73  30    

班級教室  3 0.58  -0.10～1.27  4.56  

專科教室  11 0.29  0.14～0.45  15.88  

其他  2 0.70  -1.98～3.38  1.26  

未說明  14 0.32  0.17～0.47  15.55  

註：Qb 是組間同質性檢定，k 是各組的研究總數，d+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 

95% CI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的 95% 信賴區間，Qw 是組內同質性檢定。 

*p<.05 

(三) 研究方法 

屬於研究方法的調節變項包括：研究工具、教學者、工具的信度、統計考驗

力、統計方式、研究設計形式等，其檢驗結果詳見表 4-9。 

1. 研究工具 

在研究工具方面，30篇成就面向的研究工具皆為自編。因其組別僅有一組，

無法進行調節變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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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者 

在教學者方面，黃郁婷（2010a）研究結合電子白板與小組合作學習策略輔

助摘寫國語課文大意對學生學習態度的影響，以四個班級為研究對象，分別接受

四種實驗處理，並由兩位教師進行教學。該篇因此出現「相同教學者」、「不同教

學者」兩種狀況，產生 2個比較數，總計分析 30篇研究，共 31個比較數。 

教學者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3.60，p>.05），表示相同教學者（ES＝0.36）、

不同教學者（ES＝0.44）、控制組無教師（ES＝0.12）和未說明教學者（ES＝0.41）

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相同教學者、不同教學者、控制組無

教師和未說明的研究，在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後，學生的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存

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相同教學者和未說明教學者的研究，其

平均效果量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當實

驗組與控制組為相同教學者、未說明教學者時，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

學習態度的提升，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不同教學者和控制組無教師的

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當實驗組與控制組

為不同教學者、控制組無教師時，使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度的

提升，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但由於控制組無教師的 QW亦達

顯著差異（QW＝6.87，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 

3. 工具的信度 

在工具信度方面，温素蘭（2010）以電子白板進行字母認讀之研究，其態度

量表有進行信度考驗但未提供數據，由於該組別僅有 1篇，故予以刪除，總計分

析 29篇研究，共 29個比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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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信度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6.65，p>.05），表示有進行信度考驗並

提供數據（ES＝0.31）和未說明工具信度（ES＝0.71）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

由此顯示，此兩種不同工具信度類型的研究，在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後，學生的學

習態度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兩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其平均效果量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

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在有進行信度考驗並提供數據和未說明

工具信度的研究中，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度的提升，顯著優於

其他教學方式。 

4. 統計考驗力 

在統計考驗力（人數）方面，30 篇學習態度的研究中，有 29篇屬於嚴謹的

控制（研究人數多於 15人），只有林玥秀（2010）探討電子白板融入英語低成就

學生補救教學對學習態度的影響，實驗組與控制組人數皆為 10人，屬於控制不

夠嚴謹。由於「控制不夠嚴謹」組別的篇數不足，其餘研究又全部集中於「嚴謹

的控制」，致使其組別僅有一組，所以無法進行統計考驗力的調節變項分析。 

5. 統計方式 

在統計方式方面，廖惠珍（2010）探究電子白板融入數學教學對學生學習態

度之影響，並採用 t 檢定進行統計分析，因僅有 1篇，該組別需予以刪除，總計

分析 29 篇研究，共 29個比較數。 

統計方式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0.36，p>.05），表示平均數和標準差（ES

＝0.35）和 F值（ES＝0.47）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平均數

和標準差、F值這兩種統計方式的研究，在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後，學生的學習態

度無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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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兩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統計方式為平均數和標準差的研究，其

平均效果量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在以

平均數和標準差作為統計方式的研究中，應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

度的提升，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由於其 QW亦達顯著差異（QW＝41.06，

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反之，統計方式為 F值的

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在以 F 值作為統計

方式的研究中，使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度的提升，與其他教學

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6. 研究設計形式 

研究設計形式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p>.05），表示單組前後測（ES

＝0.12）和不等組前後測（ES＝0.38）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

較單組前後測、不等組前後測這兩種設計形式的研究，在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後，

學生的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研究設計形式為不等組前後測的研究之

平均效果量，其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表示

以不等組前後測作為研究設計形式的研究中，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對於提升學生

學習態度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單組前後測的平均效果量雖為

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在運用單組前後測作為實驗設計形式的研究

中，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與其他教學方式相較之

下，沒有顯著差異。 

  



 

98 
 

表 4-9  學習態度方面研究方法調節變項檢驗結果 

研究性質 Qb K d+ 95% CI QW 

教學者 3.60  31
a
       

  相同教學者   23 0.36  0.25～0.48  27.96  

  不同教學者   2 0.44  -2.53～3.40  3.56  

  控制組無教師   2 0.12  -1.52～1.76  6.87*  

  未說明   4 0.41  0.02～0.79  1.29  

工具的信度 6.65  29
b
       

  有進行信度考驗並提供

數據 

  25 0.31  0.21～0.41  31.75  

  未說明   4 0.71  0.24～1.17  4.44  

統計方式 0.36  29
b
       

  平均數和標準差   27 0.35  0.25～0.44  41.06*  

  F值   2 0.47  -2.00～2.93  0.78  

研究設計形式 3.57  30       

  單組前後測   2 0.12  -1.52～1.76  6.87*  

  不等組前後測   28 0.38  0.28～0.48  32.55  

註：Qb 是組間同質性檢定，k 是各組的研究總數，d+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 

95% CI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的 95% 信賴區間，Qw 是組內同質性檢定。 

a研究總數增加，b研究總數減少 

*p<.05 

(四) 研究文獻的性質 

屬於研究文獻性質的調節變項包括：實驗期間、電子白板的使用程度、學生

與電子白板的互動程度、電子白板的使用方式、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教材製作

方式、實驗組教學處理、實驗組指導方式、控制組教學處理、電子白板類型等，

其檢驗結果詳見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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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驗期間 

在實驗期間方面，0至 1週（廖惠珍，2010）、1至 2週（王俊卿，2010）、3

至 4月（温素蘭，2011）各有一篇，因篇數不足，將這三個組別予以刪除，最後

總計分析 27篇研究，共 27個比較數。 

實驗期間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4.46，p>.05），表示 2至 3週（ES＝0.29）、

3至 4週（ES＝0.40）、1至 2月（ES＝0.30）、2至 3月（ES＝0.57）和未說明

實驗期間（ES＝0.24）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不同實驗期間

的研究，在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後，學生的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 3至 4週、1至 2月和 2至 3月等實驗

期間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

正數。顯示應用電子白板進行 3至 4週、1至 2月和 2至 3月的教學，對於學生

學習態度的提升，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2至 3 週和未說明實驗期間的

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使用電子白板進行

2至 3週和未說明實驗期間的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度的提升，與其他教學方式

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2. 電子白板的使用程度 

電子白板使用程度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0.18，p>.05），表示全程使用

（ES＝0.34）和部分使用（ES＝0.39）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

較全程和部分使用電子白板的研究，其學生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兩組平均效果量的 95%信賴區間來看，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且平

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不論全程或部分使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對於提升學生

學習態度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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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與電子白板的互動程度 

在學生與電子白板的互動程度方面，翁一峰（2010）研究電子白板融入自然

科的教學成效，將實驗組分為電子白板高互動組和低互動組，比較電子白板高、

低互動組與一般傳統教學對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故此篇有 2個比較數，總

計分析 30篇研究，共 31個比較數。 

學生與電子白板互動程度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4.86，p>.05），表示高

互動（ES＝0.45）、低互動（ES＝0.40）和未說明互動程度（ES＝0.24）的平均

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學生與電子白板之間不同互動程度的研究，

其學生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三組平均效果量的 95%信賴區間來看，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且平

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不論高互動、低互動或未說明互動程度的電子白板導入

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由於高互動的

QW亦達顯著差異（QW＝23.22，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

結果。 

4. 電子白板的使用方式 

電子白板使用方式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0.89，p>.05），表示僅使用電

子白板（ES＝0.33）和電子白板搭配其他教學輔具（ES＝0.44）的平均效果量無

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兩種電子白板使用方式的研究，其學生學習態度無顯

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兩組平均效果量的 95%信賴區間來看，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且平

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教師不論是只使用電子白板或除了應用電子白板以外還

搭配其他教學輔具，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顯著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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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學方式。但由於僅使用電子白板的QW亦達顯著差異（QW＝38.12，p<.05），

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 

5. 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 

在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方面，Qb達顯著差異（Qb＝6.89，p<.05），表示兩

組間之平均效果量有顯著差異存在。教師在課後使用電子白板教學的研究，其平

均效果量（ES＝1.12）顯著高於在課間使用電子白板教學（ES＝0.33）。由此顯

示，在課後使用電子白板教學，對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的成效較佳。 

其次，從兩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在課間使用電子白板教學的研究，其平

均效果量為正數，且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表示電子白板應用於課

間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在課後使

用電子白板教學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

在課後運用電子白板教學與其他教學方式相較，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沒

有顯著差異。 

6. 教材製作方式 

教材製作方式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8.27，p>.05），表示現成教材（ES

＝0.21）、改編或自編教材（ES＝0.53）、混合（ES＝0.26）和未說明教材製作

方式（ES＝0.39）的平均效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不同教材製作方式

的研究，其學生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改編或自編、混合教材的研究，其平均

效果量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教師應用

電子白板搭配改編或自編、混合教材進行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

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現成和未說明教材製作方式的研究，其平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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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教師使用電子白板搭配現成教材或未

說明教材製作方式的狀況下進行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度之提升，與其他教學方

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7. 實驗組教學處理 

在實驗組教學處理方面，王俊卿（2010）運用電子白板融入數學分數教學，

將實驗組分為電子白板合作學習教學組和電子白板教學組，探討其與傳統教學對

學生學習態度之影響，因而有 2個比較數；黃郁婷（2010 b）研究電子白板與小

組合作學習策略輔助摘寫課文大意之成效，安排二個實驗組，分別為電子白板與

小組合作學習組、電子白板組，研究其與小組合作學習組、一般教學組的對學生

學習態度的影響，故產生 2個比較數。因王俊卿（2010）黃郁婷（2010 b）的研

究各有 2個效果量，最終總計分析 30篇研究，共 32個比較數。 

實驗組教學處理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3.88，p>.05），表示一般電子白

板教學（ES＝0.27）和電子白板搭配學習策略或教學模式（ES＝0.45）的平均效

果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兩種實驗教學處理的研究，其學生學習態度無

顯著差異存在。 

其次，從兩組平均效果量的 95%信賴區間來看，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且平

均效果量也為正數。顯示教師不論是進行一般的電子白板教學，或者運用電子白

板搭配學習策略、教學模式進行教學，其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顯著優

於其他教學方式。 

8. 實驗組指導方式 

在實驗組指導方式方面，王俊卿（2010）黃郁婷（2010 b）的研究都分別運

用 2個教學處理，包括電子白板組、電子白板合作學習教學組，對應到指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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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大群體」、「小群體」的教學方式，因而多產生了 2 個比較數，最後總計以

30篇研究，共 32個比較數進行分析。 

實驗組指導方式的 Qb達顯著差異（Qb＝14.25，p<.05），表示四組間之平

均效果量存在顯著差異。在教師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的研究中，指導方式為小群

體的平均效果量（ES＝0.45）顯著高於未說明（ES＝0.18）；且指導方式為混合

的平均效果量（ES＝0.74）亦顯著高於未說明。由此顯示，教師採用小群體和混

合的指導方式將電子白板融入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較佳。 

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以大群體、小群體和混合作為指導方式

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為正數，且 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 0。表示電子

白板搭配大群體、小群體和混合等指導方式的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

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未說明指導方式的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在未說明指導方式的情形下，將電子白板教學與其他

教學方式相較，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沒有顯著差異。 

9. 控制組教學處理 

在控制組教學處理方面，因周孝俊（2008）、黃郁婷（2010b）的研究除了比

較電子白板教學和一般傳統教學的學習成就差異之外，再增加另一組控制組，分

別採用廣播教學（周孝俊，2008）、小組合作教學（黃郁婷，2010），探討電子白

板教學和其他不同教學方式是否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由此多了 2 個比較數，

最後總計分析 30篇研究，共 32個比較數。 

控制組教學處理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3.88，p>.05），表示一般傳統教

學（ES＝0.40）、其他教學方式（ES＝0.35）和無教學（ES＝0.12）的平均效果

量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控制組三種教學處理的研究，其學生學習態度無

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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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各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控制組為一般傳統教學和其他教學方式

等教學處理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為正數，且95%信賴區間都為正數且不包含0。

表示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顯著優於一般傳統教學

和其他教學方式。但由於其他教學方式的QW亦達顯著差異（QW＝23.99，p<.05），

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反之，控制組為無教學的平均效果量

雖為正數，但 95%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電子白板教學與無教學相較，對於提升

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沒有顯著差異。但由於無教學的 QW亦達顯著差異（QW＝

6.87，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 

10. 電子白板類型 

在電子白板類型方面，張用亶（2011）探討不同示範策略在合作學習情境下

進行樂樂棒球教學對學生學習動機之影響，並以三所國小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其

中所使用實體電子版，另兩所使用虛擬電子白板，而將其歸類為「混合」，但該

組別只有一篇故予以刪除，最後總計分析 29篇研究，共 29個比較數。 

電子白板類型的 Qb未達顯著差異（Qb＝2.19，p>.05），表示實體電子白板

（ES＝0.32）、虛擬電子白板（ES＝0.51）和未說明（ES＝0.30）的平均效果量

無顯著差異。由此顯示，比較三種電子白板類型的研究，其學生學習態度無顯著

差異存在。 

其次，從三組的 95%信賴區間來看，實體電子白板和未說明白板類型為正數

且不包含 0，平均效果量也為正數，表示當電子白板類型為實體和未說明時，電

子白板導入教學後，學生的學習態度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由於實體電子白

板的 QW亦達顯著差異（QW＝29.72，p<.05），表示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

響此結果。反之，屬於虛擬電子白板的研究，其平均效果量雖為正數，但 95%

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教師應用虛擬電子白板進行教學，與其他教學方式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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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沒有顯著差異。 

 

表 4-10  學習態度方面研究文獻性質調節變項檢驗結果 

研究性質 Qb K d+ 95% CI QW 事後 

比較 

實驗期間 4.46  27
 b
        

  2-3週   2 0.29  -2.16～2.75  0.12  

  3-4週   6 0.40  0.14～0.66  12.45*  

  1-2月   10 0.30  0.14～0.47  15.61  

  2-3月   5 0.57  0.22～0.91  5.83  

  未說明   4 0.24  -0.14～0.63  3.31  

電子白板的使用程度 0.18  30        

  全程使用   24 0.34  0.23～0.44  34.07  

  部分使用   6 0.39  0.10～0.68  8.73  

學生與電子白板的互動程

度 

4.86  31
a
        

  高互動   14 0.45  0.29～0.61  23.22*  

  低互動   7 0.40  0.14～0.65  2.10  

  未說明   10 0.24  0.08～0.39  12.94  

電子白板的使用方式 0.89  30        

  僅使用電子白板   24 0.33  0.22～0.43  38.12*  

  搭配其他教學輔具   6 0.44  0.15～0.73  3.98  

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 6.89*  30       課後＞

課間   課間   28 0.33  0.23～0.42  35.99  

  課後   2 1.12  -2.67～4.91  0.10  

教材製作方式 8.27  30        

現成教材   6 0.21  -0.08～0.51  1.64  

改編或自編教材   11 0.53  0.35～0.70  16.03  

  混合   11 0.26  0.10～0.41  15.50  

  未說明   2 0.39  -2.01～2.78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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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質 Qb K d+ 95% CI QW 事後 

比較 

實驗組教學處理 3.88  32
a
        

  一般電子白板教學   16 0.27  0.14～0.40  18.72  

  電子白板搭配學習策略

或教學模式 

  16 0.45  0.30～0.59  22.16  

實驗組指導方式 14.25*  32
a
       小群

體、混合

＞未說

明 

  大群體   8 0.28  0.04～0.52  9.60  

  小群體（分小組）   14 0.45  0.30～0.61  15.13  

  混合   3 0.74  0.08～1.41  0.83  

  未說明   7 0.18  -0.001～0.36 4.96  

控制組教學處理 3.88  32
a
        

  一般傳統教學   16 0.40  0.26～0.55  11.12  

  其他教學方式   14 0.35  0.21～0.50  23.99*  

  無教學   2 0.12  -1.52～1.76  6.87*  

電子白板類型 2.19  29
 b
        

  實體電子白板   19 0.32  0.20～0.44  29.72*  

  虛擬電子白板   3 0.51  -0.04～1.06  3.24  

  未說明   7 0.30  0.04～0.55  7.26  

註：Qb 是組間同質性檢定，k 是各組的研究總數，d+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 

95% CI 是加權平均效果量的 95% 信賴區間，Qw 是組內同質性檢定。 

a研究總數增加，b研究總數減少 

*p<.05 

第二節  討論 

以下分別探討整體加權平均效果量、在學業成就與學習態度中調節變項達顯

著差異的分析結果，最後再進行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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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整體效果量之探討 

從我國 2008 年開始推動電子白板導入教學之後，教育行政機關、學界、教

師都相當關心將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後，是否會對學生的學習成效產生影響，因

此探討電子白板教學的學習成效研究紛紛出爐，但其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故本研

究為釐清電子白板對學生學習成效真正的影響，針對現有相關研究結果不一致的

現象，進行討論。本研究共蒐集 62篇研究報告，其中有 54 篇探究學業成就面向，

30篇探究學習態度面向，再運用後設分析整合研究數據，以呈現此領域的發展

現況，發掘可能被忽略的重要研究變項，以求獲致較為明確的定論。結果顯示電

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於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與學習態度之整體效果量分別

為 0.3947和 0.3466，表示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學生的學習成效具有正向，

且介於中度和低度之間的效果。 

綜觀目前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的研究，皆為教室應用的微觀研究，尚未出現

整合原始研究(primary study)的後設分析報告，因此無從獲得與本研究結果對等

的參照標準，只能退而求其次，以範圍較大的科技融入教學之後設分析報告作為

背景，探討本研究在此領域中的定位。 

Schmid、Bernard、Borokhovski、Tamim、Abram、Wade、Surkes 和 Lowerison 

(2009) 運用後設分析的方法探討科技對高等教育的影響，認為科技應用於教學

並非全有全無的爭論，而是程度的問題，且更應該探討科技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的效果如何，找出最能夠提升學習成效的科技功能。在其研究中，科技係指「教

學過程中所運用的所有科技」，包括電腦輔助教學、模擬、線上學習等；學習成

效則為所有關於學業表現的測驗結果。自 6000個相關研究中，分析 231個研究

（310個比較數），最後產生 0.28的加權平均效果量，顯示科技應用於教學對提

升學生的學業成就具有正向的低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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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國內的資訊融入教學對中、小學生學習成效影響之後設分析結果來看，

蔡欣嘉（2006）探討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傳統教學對國、

中小學生情意學習成效之影響，以 21篇情意方面的研究進行後設分析。結果顯

示，情意學習成效的加權平均效果量為 0.4686，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方式會

優於傳統教學，具有正向，且介於中度和低度之間的效果。 

綜合國內外針對教學科技融入教學的研究大致可以結論，本研究所探討的教

學科技範圍較小，僅限於電子白板一類。就學業成就的效果量部分而言，電子白

板導入教學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ES＝0.39），高於 Schmid 等人(2009)綜

合各種教學科技的效果（ES＝0.28），代表單以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對於學生學

業成就的提升具有相當正向的影響；而就學習態度的效果量部分而言，電子白板

導入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度的提升（ES＝0.35），低於蔡欣嘉（2006）綜合各種

教學科技的效果（ES＝0.47），顯示單以電子白板融入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度

的提升雖具有正向的影響，但與綜合各種教學科技融入教學相較之下，成效稍

差。 

除此之外，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後，學生的學業態度與學習態度之成效經同

質性考驗得知整體效果量並非同質。在學業成就的部分，應是受到學科領域、研

究設計形式、控制組教學處理和白板類型等變項的調節效果；而在學習態度的部

分，則是受到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實驗組指導方式等變項的調節效果，有關各

調節變項之調節作用分別討論如後。 

貳、 調節變項分析結果之探討 

一、 學業成就面向 

在學業成就面向中，學科領域、研究設計形式、控制組教學處理和電子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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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等調節變項達顯著差異，以下探討其代表的意義。 

(一) 學科領域 

後設分析的結果顯示，將電子白板應用於國語文、英語、社會等領域的教學

中，以融入國語文領域的教學最能有效提升學生學業成就。但屬於國語文學科領

域的研究僅有 3篇（黃郁婷，2010；蔡貞瑩，2010；賴美莉，2011），由於篇數

過少，不宜過度推論。 

若就篇數來看，有超過半數以上的研究樣本集中於英語、數學、自然與生活

科技等三個領域（39篇，約占 75%），而國語文、社會、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

育等領域篇數皆為個位數（14篇，約占 25%）。 

此外，將數學和英語、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三個領域做比較，電子白板應

用於數學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最好。由各領域的研究篇數來看，數

學領域所佔的研究數量最多（19篇，約 36%），而其學業成就的效果量為各領域

中次高（僅次於國語文），顯示大部份的電子白板研究集中於數學領域且能有效

地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 

綜合上述，可發現一個有趣的現況，不論電子白板應用於國語文或數學領域

教學，與融入英語及社會領域比較之下，其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都較好。然

而為何運用電子白板教學會造成學科領域之間，學生學業成就差異的狀況，值得

進一步探討。 

其次，在英語、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等領域中，應用電子白

板進行教學的學生學業成就，顯著優於其他教學，但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仍有

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此結果，而這也是未來研究可以繼續探究的問題；反之，

電子白板應用於國語文、社會、健康與體育等學科領域的學生學業成就，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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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沒有顯著差異。但由於國語文、社會、健康與體育等學科領域的篇數與其他

學科領域相較，篇數明顯較少，故此不顯著的研究結果不宜過度推論。 

(二) 研究設計形式 

比較不同研究設計形式的學生學業成就，單組前後測的成效優於不等組前後

測。就研究設計形式的嚴謹度來分析，和不等組前後測相較，單組前後測為品質

較差的研究設計形式，且其研究數量只有 2篇，僅占約 0.04%，因樣本過小，不

予以討論。 

以單組前後測作為研究設計形式，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效果不顯著，表

示應用電子白板於教學與無教學比較似乎沒有達到顯著水準，有可能是受教學時

間不夠長或是剛開始教學導致學習成效不顯著等因素影響。 

另外，若再從不等組前後測作為研究設計形式比較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效果，

顯示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跟其他教學方式比較仍達顯著，所以應用電子白板於教

學和其他教學方式比較，電子白板則為較有效的教學方式，對於提升學生的學習

成效有正向的幫助。 

(三) 控制組教學處理 

當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時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與不同教學處理的控制組學

生相較之下有正向顯著差異。且其差異程度由高至低依序是無教學、一般傳統教

學、其它教學方式，因此可知無教學與使用電子白板的教學相較，學生學業成就

表現最差，一般傳統教學次之，其他教學方式則是控制組中，學生學業表現較佳

的。 

其次，當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時，無論控制組教學處理為一般傳統教學、其

他教學方式或無教學，研究結果皆顯示，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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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成效，皆顯著優於控制組的教學處理。但對其他教學方式而言，仍有其他

調節變項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而這也是未來研究可以探究的重要問題。 

由此可知，此研究結果對於積極推動教學精進以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教育工

作人員來說是莫大的肯定，顯示教師在教學上所投注的心力並沒有白費，雖然應

用電子白板於教學需經歷一段不算短的學習與調適過程，最讓人感到欣慰的是，

這些努力全都反應在學生的學業成就上，融入電子白板教學的成效最好。次佳的

為其他教學方式，包括合作學習、問題導向學習、資訊融入教學等，比一般傳統

教學的效果好，顯然運用教學設計或學習策略能提升學生學業成就。而無教學因

為教師完全沒有指導，當然成效最差，再次證明了教師教學的重要性。 

(四) 電子白板類型 

就電子白板類型的比較而言，未說明電子白板類型與實體或虛擬電子白板的

研究相較之下，其學生學習成就最差，但也因為其研究未說明使用的電子白板類

型，故研究者無法得知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是何種電子白板，增添了此一比較變

項的不確定性。 

其次，無論電子白板類型為實體、虛擬或未說明，研究結果皆顯示，電子白

板應用於教學的學生學習成就顯著優於其他教學，仍舊支持電子白板對教學的正

向影響。 

二、 學習態度面向 

在學習態度面向中，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和實驗組指導方式等調節變項達顯

著差異，以下探討其代表的意義。 

(一) 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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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方面，與課中相較之下，在課後使用電子白板進行教

學，對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有較佳的成效。課後導入電子白板教學的研究只有

2篇，賴美莉（2011）利用綜合課的時間進行電子白板小組互評討論教學，探討

其對不同寫作能力學生議論文寫作態度之影響；另一篇則將電子白板應用於英語

低成就學生的補救教學（林玥秀，2010）。由此可知，將電子白板應用於課後的

補充或補救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顯著優於一般的課間教學，但因為

屬於課後教學研究僅有 2篇，此結果不宜過度推論。 

其次，電子白板應用於課間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效果，顯著優於其

他教學方式；反之，在課後運用電子白板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態度的提升，與其

他教學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但因為大部份的研究皆屬於課中，課後導入電子

白板教學的研究篇數僅有 2篇（林玥秀，2010；賴美莉，2011），其與其他教學

相較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無顯著差異的結果不宜過度推論。 

(二) 實驗組指導方式 

在實驗組指導方式方面，教師採用小群體和混合等指導方式將電子白板融入

教學，與未說明指導方式相較，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較佳，但也因為其

研究未說明實驗組的指導方式，故研究者無法得知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是何種指

導方式，增添了此一比較變項的不確定性。 

其次，電子白板搭配大群體、小群體和混合等指導方式的教學，對於提升學

生學習態度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比較上述三種指導方式的效果量，

以混合最高、小群體次之、大群體最低，雖三者之間的差距未達顯著差異，似乎

意味著當教師決定運用電子白板導入教學時，可優先考慮以混合，亦即包含大群

體與小群體的指導方式進行教學，較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 

反之，在未說明指導方式的情形下，將電子白板教學與其他教學方式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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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沒有顯著差異，但也因為研究未說明採用何種指導

方式，故無法進一步探討導致此狀況的原因。 

參、 綜合討論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一在探討電子白板導入教學與其他教學方式相較之下，

對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之效果如何，為回答此研究問題，遂進行各調節變項的

信賴區間分析。不論在學業成就或學習態度的面向，大部份的變項分析結果皆是

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效果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研究

者發現信賴區間分析常受到效果量極端值的影響，而呈現不顯著的結果。 

在學業成就方面，低年級的信賴區間分析未達顯著，顯示電子白板應用於低

年級的教學上，不能有效改善學生的學業成就。究其原因發現可能是溫素蘭（2010）

的效果量為極端值（ES=-0.0097），導致整體的效果量驟降，使得信賴區間未達

顯著。 

在學習態度方面，英語學習領域及中年級的信賴區間分析未達顯著，顯示電

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在這兩個不同的變項上，均不能有效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究

其原因發現可能林鶴原（2010）的效果量為極端值（ES=-0.0048），導致整體的

效果量驟降，造成信賴區間未達顯著。 

不過在各調節變項信賴區間的分析上，仍有一些例外的結果。學習態度的調

節變項分析上，仍有實驗期間、教材製作方式以及實驗組指導方式中的未說明組

別未達顯著，但由於其變項在原先文本中就沒有明確的陳述，以致於研究者無從

猜想可能造成其調節變項不顯著的成因。另外，在不同電子白板類型的調節變項

分析上，虛擬電子白板組別的數量小於未說明組別的數量，因而可能導致其顯著

程度不易獲得具有說服力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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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教材製作方式的調節變項分析上，現成教材的信賴區間分析未達顯

著，代表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和其他教學方式相較，並不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

態度。如同電子白板作為一種較能夠吸引學生的教學媒材，其中一個原因即是因

為對學生而言電子白板相較於傳統教學媒體是新穎的。但倘若教學所使用的教材

仍未加以改善，縱然因為採用電子白板作為教學媒體使學生的學業成就的正向改

善，在學習態度的改變上，若教材內容不能有效與教學媒體配合更新，很可能無

法有效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 

本研究的目的除了比較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和其他教學方式對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的效果之外，另一個研究目的則是了解運用電子白板導入教學時，各調節變

項是否會對學生學習成效產生影響，並運用組間同質性檢定（Qb）作為解答此研

究問題的方法。由於在本章的調節變項分析中已經討論過達顯著差異的變項，以

下茲就學業成就與學習態度中未達顯著差異，但具重要意義的調節變項進行探

討。 

從出版年代來看，研究數量有逐年成長的趨勢，且在 2010年、2011 年達到

最高峰，總計這兩年的研究，在學業成就的部分就占了 83％，而在學習態度的

部分更高達約 86％，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可能為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電子白板導

入教學的政策有關。 

再從學科領域來看，不論學業成就或學習態度，研究皆集中於英語、數學、

自然與生活科技等三個領域，在學業成就的部分就占了約 72％，而在學習態度

的部分則占了 70％。其他的學科領域，包括：國語文、社會、藝術與人文、健

康與體育等領域，相較之下研究的篇數極少。推論可能電子白板的功能與學科性

質之間是否適配，造成學科領域明顯集中於英語、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等三個

領域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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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使用程度方面，比較全部和部分教學時間使用電子白板來教學，對於

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與學習態度的影響後，結果顯示不論是全程或部分時間導入

電子白板教學，對學生學業成就與學習態度的提升皆無顯著差異，且電子白板導

入教學的成效皆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似乎推翻 Schmid 等人(2009)的研究結

果，其指出科技使用程度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有差異，低和中度使用的效果顯著優

於高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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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壹、 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學生的學習成效為正向

且介於中度和低度效果之間 

針對國內探討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的 62篇文獻進行後設分析後，得到

學業成就的加權平均效果量為 0.3947，學習態度的加權平均效果量為 0.3466，表

示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學生學業成就和學習態度為正向，且介於中度和低

度效果之間。 

貳、 學業成就的調節變項對研究結果具調節作用 

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時，學科領域、研究設計形式、控制組教學處理、

電子白板類型等調節變項確實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茲說明如下： 

一、 學科領域 

在學科領域方面，比較國語文和英語、社會兩個領域，電子白板應用於國語

文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最佳；將數學和英語、自然與生活科技、社

會三個領域做比較，電子白板應用於數學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最

好。 

其次，在英語、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等學科領域中，應用電

子白板進行教學的學生學業成就，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但導致「自然與生活

科技」達到顯著差異的因素，除了電子白板導入教學之外，仍有其他未知的調節

變項影響。反之，電子白板應用於國語文、社會、健康與體育等學科領域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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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就，與其他教學方式比較後，沒有顯著差異。 

二、 研究設計形式 

在研究設計形式方面，組間平均效果量有顯著差異存在。比較單組前後測、

不等組前後測兩種研究設計形式的學生學業成就，單組前後測的成效較佳。 

其次，在以不等組前後測作為研究設計形式的研究中，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

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在運用單組前後

測作為實驗設計形式的研究中，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成

效，與其他教學方式相較之下，沒有顯著差異。 

三、 控制組教學處理 

在控制組教學處理方面，組間平均效果量有顯著差異存在。當電子白板應用

於教學時，不同教學處理的控制組學生學業成就有顯著差異，其它教學方式的學

生學業成就最佳，其次是一般傳統教學，最差的是無教學。 

其次，當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時，無論控制組教學處理為一般傳統教學、其

他教學方式或無教學，研究結果皆顯示，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

成就的成效，皆顯著優於控制組的教學處理。但導致「其他教學方式」達到顯著

差異的因素，除了電子白板導入教學之外，還受到其他未知的調節變項影響。 

四、 電子白板類型 

在電子白板類型方面，比較實體電子白板、虛擬電子白板和未說明使用何種

電子白板類型的研究之學生學業成就，屬於實體和虛擬電子白板類型之研究，其

學生的學業成就較佳。 

其次，當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時，無論電子白板類型為實體、虛擬或未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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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皆顯示，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效果，顯著優於

其他教學方式。 

參、 學習態度的調節變項對研究結果具調節作用 

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時，電子白板使用時機、實驗組指導方式等調節變

項確實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茲說明如下： 

一、 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 

在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方面，比較課間和課後兩種使用時機，在課後使用電

子白板教學，對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的成效較佳。 

其次，電子白板應用於課間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顯著優於其

他教學方式；反之，在課後運用電子白板教學與其他教學方式相較，對於提升學

生學習態度的成效沒有顯著差異。 

二、 實驗組指導方式 

在實驗組指導方式方面，比較小群體、混合和未說明等三種指導方式，教師

採用小群體和混合的指導方式將電子白板融入教學，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

效較佳。 

其次，電子白板搭配大群體、小群體和混合等指導方式的教學，對於提升學

生學習態度的成效，顯著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反之，在未說明指導方式的情形下，

將電子白板教學與其他教學方式相較，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的成效沒有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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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 對教學工作上之建議 

教學設計與教學媒材的運用，對學生的學習成效而言影響至為關鍵。由本研

究的後設分析可以發現，對教學者而言，倘若能妥善運用電子白板作為教學媒體，

並搭配自編或改編的教材，就能夠使教學媒體與教材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因此，

教學工作的精進有賴教師同時熟悉新的教學媒體，並配合教材發展與設計。對未

來電子白板的教學或研究而言，同時考慮教材與教學媒體的配合，也是至關重要

的議題。 

貳、 對電子白板融入教學的建議 

就改善學生學業成就而言，電子白板融入教學對中年級的學生而言是有顯著

影響的，也就是說，對教學者或政策推動者而言，電子白板的運用在中年級的教

學中較能有效改變學生的學業成就。故在資源分配時，考量就中年級學生提供電

子白板作為教學媒材是最為經濟的決策。 

而就使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而言，隨著電子白板融入教學時間的增長，不論

是學業成就或學習態度改善的分析中，效果值大抵呈現上升的趨勢，但這樣的趨

勢是指融入教學的時間出現在三週以上、三個月以下。然而電子白板融入教學對

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是否隨時間繼續拉長而仍舊維持正向的學習促進效果，目前

並沒有相關研究進行討論，而這也是未來研究能夠繼續進行討論的重要問題之

一。 

參、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科技應用於教學並非全有全無的爭論，而是程度的問題，研究重點應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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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配地運用科技功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Schmid et al., 2009)。就目前的電子白板

應用於教學的相關研究報告來看，為數不少的研究設計只說明比較「是否」使用

電子白板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卻不說明「如何」將電子白板導入教學，

但這是本研究最該關注的重點。建議未來的相關研究應詳細呈現這部分的資料，

包括如何將電子白板的功能結合學科領域的教材進行教學、師生與電子白板互動

的程度、電子白板的使用方式等。 

對後設分析而言，研究重點在於發現哪些變項造成電子白板導入教學對學生

的學習成效的改變，但對整體教學歷程而言，什麼原因造成學生學習成就的顯著

差異則是未來研究可以繼續探究的重要課題。易言之，若未來研究者對電子白板

改善教學有興趣，則可以就本研究所提出的顯著差異變項進行探討，以確切說明

造成差異的原因，俾利教學的改善與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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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電子白板影響學科教學成效之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代 學科領域 研究對象 階段 研究方法 資料性質 

于若涵 2010 音樂 普通班 國小(三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尤乃玉 2010 英語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尤信福 2011 數學 原住民學

童 

國小(三年級) 準實驗研究：單組前

後測 

量化、質性 

王欣怡 2011 英語 學習低成

就學童 

國小(六年級) 行動研究 量化、質性 

王俊卿 2010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二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王玲 2010 閱讀理解 學習障礙

學生 

國小(四年級) 單一跨行為多試探

實驗設計 

量化 

王梅錦 2010 數學 普通班 幼稚園 行動研究 質性 

王詩涵 2011 英語 學習低成

就學童 

國小(六年級) 個案研究 量化、質性 

王澤祐 2010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王懷憲 2011 英語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朱怡貞 2010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江志浩 2010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小(四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江素芸 2011 國語 幼兒 幼稚園 個案研究 質性 

余蕙芬 2011 英語 普通班 國小(二年級) 行動研究 量化、質性 

吳惠玲 2011 數學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李宏基 2011 數學 學習低成

就學童 

國小(五年級) 個案研究 量化、質性 

李沁慧 2011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二年級) 準實驗研究：單組前

後測 

量化 

李沃彥 2012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李怡君 2012 藝術與人 普通班 國小（二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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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學科領域 研究對象 階段 研究方法 資料性質 

文 前後測 

李明燕 2011 數學 普通班 國小(四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李欣怡 2011 數學 普通班 高中（二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李青秀 2011 閱讀理解 普通班 國小(二年級) 行動研究 量化、質性 

李亭萱 2010 國語 普通班 國小(四年級) 設計本位研究 量化、質性 

李俊頡 2011 數學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李郁芬 2010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二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李舜隆 2012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三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李慶志 2009 數學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個案研究 量化、質性 

李曉萍 2010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三年級) 行動研究 量化、質性 

周孝俊 2008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小(四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周彥均 2011 生物 普通班 國中(七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林永裕 2011 數學 普通班 國小(四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林佳儀 2011 國語 識字困難

學童 

國小(四年級) 準實驗研究：單組前

後測 

量化 

林宜樺 2010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林玥秀 2010 英語 學習低成

就學童 

國小(四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林瑞雪 2011 音樂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行動研究 量化、質性 

林儀惠 2008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林鶴原 2010 英語 普通班 國小(中、高年

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洪小雯 2010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行動研究 質性 

徐章華 2011 社會 普通班 國小(三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涂曉琍 2011 數學 普通班 國小(四年級) 準實驗研究：單組前 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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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學科領域 研究對象 階段 研究方法 資料性質 

後測 

翁一峰 2010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小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翁宏霖 2010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高俊豐 2009 數學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高瑩真 2009 健康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張用亶 2010 體育 普通班 國小(四、五、

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等組前

後測 

量化 

張宜煌 2011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三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張夏暖 2010 英語 普通班 國中(九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張詠瑄 2011 社會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張瑞純 2011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中(八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張曉惠 2011 地理 普通班 國中(七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曹桂禎 2011 數學 文化不利

學童 

國小 單一受試研究法 量化 

梁芯佩 2010 數學 學習障礙

學童 

國小 單一跨行為多試探

實驗設計 

量化 

許美惠 2010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三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許榮盛 2010 英語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郭伊黎 2009 數學 中重度智

能障礙學

童 

國小(混齡) 準實驗研究：單組前

後測 

量化 

郭毅玲 2010 數學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陳秀雯 2009 數學 普通班 國小(四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陳谷柱 2011 生活技能 重度自閉 國小 單一受試實驗研究 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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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學科領域 研究對象 階段 研究方法 資料性質 

症學童 法之跨行為多探試

實驗設計 

陳彥至 2008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行動研究 量化、質性 

陳彥君 2010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陳美吟 2010 數學 普通班 國中(七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陳英佳 2011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中(八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陳莉娜 2011 國語 普通班 國小(低年級) 個案研究 量化、質性 

陳雅惠 2011 英語 普通班 國小(四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陳詩瑾 2011 音樂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陳靚玨 2011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小(三年級) 行動研究 量化、質性 

陳燕鳳 2011 數學 普通班 國中(八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温素蘭 2010 英語 普通班 國小(一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游崑豪 2011 國語、數

學、社會 

普通班 國小(三年級) 行動研究 量化、質性 

黃品靜 2012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二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黃建福 2010 生物 普通班 國中(七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黃昭陵 2008 數學 普通班 國中(七年級) 行動研究 量化 

黃昱嘉 2011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黃致翔 2010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行動研究 量化、質性 

黃郁婷 2010 國語 普通班 國小(四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黃珮雯 2011 自然與生

活科技領

域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黃國禎 2008 數學 普通班 國小(高年級) 行動研究 量化、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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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學科領域 研究對象 階段 研究方法 資料性質 

黃婉妤 2012 
健康與體

育 
普通班 

國中（一至三

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黃椏芬 2011 未說明 普通班 國小(低年級) 個案研究 量化、質性 

黃雅貴 2010 國語 普通班 國小(一年級) 行動研究 量化、質性 

楊才秉 2011 藝術與人

文領域 

普通班 國小(三年級) 行動研究 量化、質性 

楊勝傑 2011 社會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楊維軒 2012 英語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溫美幸 2010 英語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單組前

後測 

量化 

董松喬 2011 社會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廖乃瑩 2010 理化 普通班 國中(八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廖元鴻 2010 英語 普通班 國小(高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廖婷怡 2011 數學 普通班 國小(二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廖惠珍 2010 數學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熊惠君 2010 美勞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劉文斌 2010 數學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個案研究 量化、質性 

劉亦恭 2010 數學 普通班 國中(七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劉詠欣 2011 數學 普通班 幼稚園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蔡子瑩 2011 國語 普通班 國小(一年級) 個案研究 量化、質性 

蔡文瓊 2010 英語 普通班 國小(四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蔡佳容 2010 數學 學習低成

就學童 

國小(一年級) 個案研究 量化、質性 

蔡宛蓉 2011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中(七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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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學科領域 研究對象 階段 研究方法 資料性質 

蔡貞瑩 2010 國語 中重度智

能障礙學

童 

國小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鄭之婷 2010 生活 普通班 國小(二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鄭仁燦 2009 英語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鄭琇穗 2010 社會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 

鄭惠敏 2009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小(五年級) 個案研究 量化、質性 

鄭詠本 2010 自然與生

活科技 

普通班 國小(六年級) 準實驗研究：不等組

前後測 

量化、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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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登錄表格 

互動式電子白板應用於國小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影響之後設分析 – Coding Sheet 

編碼序號  

作者  

篇名  

A、文件性質  

＃比較組數目        

＃總樣本數    實驗組       控制組       

＃   學科領域 1＝國語文 

2＝英語 

3＝數學 

4＝自然與生活科技 

5＝社會 

6＝藝術與人文 

7＝健康與體育 

8＝綜合活動 

9＝生活課程 

10＝其他 

＃   出版形式 1＝期刊論文 

2＝博碩士論文 

3＝其他 

＃      出版年代（西元） 

B、受試者性質  

＃   年級 1＝低年級（1-2） 

2＝中年級（3-4） 

3＝高年級（5-6） 

4＝混合 

＃   班級 1＝普通班 

2＝特教班 

3＝學習低成就 

4＝其他（原住民、文化不利） 

＃   學校位置 1＝北區各縣（基、北、桃、竹） 

2＝中區各縣（苗、中、南投、彰、雲） 

3＝南區各縣（嘉、台南、高、屏） 

4＝東區各縣（宜、花、東） 

9＝未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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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教學場所 1＝電腦教室 

2＝班級教室 

3＝專科教室 

4＝其他 

9＝未說明 

C、研究方法  

＃   研究工具 1＝自編 

2＝標準化 

3＝混合 

9＝未說明 

＃   教學者 1＝相同教學者 

2＝不同教學者 

3＝混合 

4＝控制組無教師 

9＝未說明 

＃   工具的信度 1＝有進行信度考驗並提供數據 

2＝有進行信度考驗但無數據 

9＝未說明 

＃   統計考驗力（人數） 1＝嚴謹的控制（＞15） 

2＝控制不夠嚴謹（＜15） 

3＝未控制或不明確（未說明人數） 

＃   統計方式 1＝平均數和標準差 

2＝t 值 

3＝F值 

＃   研究設計形式 1＝單組前後測  

2＝單組後測 

3＝等組前後測 

4＝等組後測 

5＝不等組前後測 

D、研究文獻的性質  

＃   實驗期間 1＝0-1週（   hr） 

2＝1-2週（   hr） 

3＝2-3週（   hr） 

4＝3-4週（   hr） 

5＝1-2月（   hr） 

6＝2-3月（   hr） 

7＝3-4月（   hr） 

8＝超過 4 月（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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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未說明 

＃   電子白板的使用程度 1＝全程使用電子白板教學 

2＝部分使用電子白板教學 

9＝未說明 

＃   學生與電子白板的互

動程度 

1＝高互動（師生互動學習平台） 

2＝低互動（以教師為主導的媒體操作與展示平台） 

9＝未說明 

＃   電子白板的使用方式 1＝僅使用電子白板教學 

2＝電子白板搭配其他教學輔具（如：黑板、群組電腦、

平板電腦、實物投影機、數位相機、攝影機等）教學 

9＝未說明 

＃   電子白板的使用時機 1＝課前 

2＝課間 

3＝課後 

4＝混合 

9＝未說明 

＃   教材製作方式 1＝現成教材（利用出版商提供或蒐集相關之多媒體資料

作為教材） 

2＝改編或自編教材（自編或改編自出版商提供之相關多

媒體資料、運用網際網路資源作為教材） 

3＝混合 

9＝未說明 

＃   實驗組指導方式 1＝大群體 

2＝小群體（分小組） 

3＝個人 

4＝混合 

9＝未說明 

＃   實驗組教學處理 1＝一般電子白板教學 

2＝電子白板搭配學習策略或教學模式 

＃   控制組教學處理 0＝無控制組 

1＝一般傳統教學 

2＝其他教學方式（學習策略教學、單槍布幕教學、單槍

合作學習教學等） 

3＝無教學 

9＝未說明 

＃   電子白板類型 1＝實體電子白板 

2＝虛擬電子白板 

3＝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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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未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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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效果量計算登錄表格 

統計資料 

組別 實驗組

平均數 

實驗組

標準差 

控制組

平均數 

控制組

標準差 

實驗組

樣本數 

控制組

樣本數 

t 值 F 值 顯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