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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探究研究者自行建構之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課程架構，並

於實施五堂課程後，進行運算思維學習成效的評估，進而探討程式設計融入體驗

學習課程架構是否完善與學生的學習成效成果，且同時分析學生不同背景變項與

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之運算思維變化的關係。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本身任

教學校學生，高一 71人，高二 33人，高三 13人（共 117人）。於課程實施前先

進行運算思維前測，接著施行由研究者自行設計之五堂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課

程，在課程結束後實施運算思維後測與學習態度問卷量表。資料分析以量化資料

分析為主、質性資料為輔，根據學生學習問卷量表與五堂課的形成性評量，探討

課程架構是否完善，接著透過運算思維前測、後測的成績，進行 t檢定與變異數

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根據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五堂的課程架構，普遍學生喜

愛實作或遊戲式課程。在實施五堂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課程後，學生的運算思

維能力（包括：抽象化、資料表示、樣式辨識/一般化、問題解析、演算法思維）

中，除了「資料表示」無明顯進步外，其餘四項能力皆有明顯進步。學生不同背

景變項（包含：性別、年級、在班級成績、居住地、學制、是否曾接觸過程式設

計課程）對於學生運算思維學習狀況，皆無顯著的影響。預期本研究成果未來讓

程式設計課程的教師與研究人員在設計課程上，能有所依據並更加完整，讓學生

運算思維能力的培養更加順利。 

 

關鍵詞：程式設計教學、體驗學習、運算思維、學習成效、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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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is based on writer’s research：The Inquiry of Programming 

Curriculum Delivered through Experiential Learning. After five classes, the researcher 

evaluates the result of Computation Thinking to know how about the effect of inquiry 

of programming curriculum delivered through experiential learning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The target of the research is 117 high school students, including grade one to 

three. Before the lesson, they made some pretests about Computation Thinking and 

took effect to five lesson of the inquiry of programming curriculum,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The data analyses mainly rely on quantization, based on student’s 

questionnaire and test to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lessons.After the reseach, 

most students like practical course and game-based learning. After five lessons, 

student’s Computation Thinking (abstraction, data representation, pattern 

recognition/generalization, decomposition, and algorithmic thinking)are improved. 

There is no distinguished affect between student’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gender, grade, 

class performance, place of residence, school system, whether or not contacting with 

the process design course)and learning Computation Thinking lesson.This reaeach is 

aim to help teachers who want to do inquiry of programming curriculum, and make 

students effective in learning Computation Thinking. 

 

Key words: programming instruction, experiential learn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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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究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實施之歷程，以及程式設計

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對學生運算思維的影響，以及學生不同背景變項對於運算思維學習

過程之影響。研究者將發展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之課程內容架構，透過高中

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 5 堂課的教學，以蒐集與分析學生運算思維學習成就、學生

學習態度問卷以及學生學習成果。並針對不同學生在學習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的課

程中，運算思維能力指標之變化加以分析，最終並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給資訊科技

教師及相關單位做參考。本章共分六節 : 其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

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第四節為預期成果、第五節為研究限制、第

六節為研究架構，茲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築基於未來人才之培育，其根源在於未來社會所需人才之需求的素質，因此

預測與判斷未來社會人才需求進而給予教育方向是重要的。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OECD, 2010）指出，21 世紀應具備之關鍵能力為：學習與創新能力、數位素養、

工作與生活能力。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預測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

所需的十大能力，2020 年應具備的能力應包括：複雜問題解決、批判思考、創意、人

員管理、與他人協調、情緒管理、判斷和決定、服務導向、談判與認知彈性等。另外

根據鳳凰城大學未來研究所（Institute for Future the University of Phoenix Research）提

出 2020 未來工作能力應包括：意義化、社會智商、新奇和適應性思考、跨文化能力、

電腦資料應用及思考、新媒體素養、跨領域、設計思維模式、認知負荷管理、虛擬合

作。21 世紀關鍵能力於 2009 提出如：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有效溝通、團隊合作、

創造與創新等，而以上所述不論是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世界經濟論壇所提出

之數位素養與問題解決、鳳凰城大學未來研究所研究中所提出電腦資料應用及思考之

能力，抑或 21 世紀關鍵能力，有多數都能透過資訊科技能力來培養，因此資訊科技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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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在世界各國的教育欲培養之能力指標上皆受到重視與關注，歐盟更提出之核心素養

第四項便是數位能力之培養。 

綜觀其他國家資訊科技教育之發展脈絡，例如美國二十一世紀學習架構中包含訊

息、媒體和科技能力，2011 的美國電腦科學教師學會（Computer Science Teacher 

Association，簡稱 CSTA）便修訂了 K-12 電腦科學課程標準，明列了所需的能力及學

習內容，美國白宮更於 2016 年提出的 Computer Science for all 計畫（WhiteHouse, 2016）

便投入了 40 億美元的教育經費給從幼兒園到高中階段的學生，培養資訊科學與創造數

位經濟的能力，也在全美最大的七個學區推動程式設計課程，美國大學委員會也推出

了高中先修電腦科學課程 AP Computer Science Principles（College Board, 2014）課程

著重於資訊科技與程式設計解題之應用。另外，新加坡的二十一世紀素養中最外層之

素養項目為：公民素養、全球化的覺知與跨文化技能，批判性思考與創造性思考，溝

通、合作與資訊技能；芬蘭於 2016 年實施的新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廣泛基礎素養

（broad-based competence）包括下列七種素養：思考學習、文化素養互動與表達、自

我照顧、多元識讀、資訊科技素養、必備工作生活素養和創業家精神、創意、授權與

責任，英國在 2012 年便啟動了老虎計畫（Proge Tiiger），讓小學生從一年級便開始學

習程式設計、網頁架設與應用，藉此培養學生的邏輯思考、創造力與數學能力。到目

前為止，全世界已經有包括歐洲 15 國、澳洲與台灣共 17 個國家，正式將程式設計納

入課綱。另外，南韓、以色列、荷蘭等國，程式設計沒有進入課綱，卻直接成為中小

學課程。由此可知，許多先進發展中國家都已經將資訊科技中程式設計能力列為教育

欲培養之能力重要指標，因此在資訊快速發展的時代，提高國民數位之能力便是發展

國家之關鍵所在，但如何培養國民程式設計能力便是教育之重要課題。 

反觀台灣資訊科技教育方向訂定，2001 年教育部頒布的「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

揭示了「資訊隨手得，主動學習樂，合作創新意，知識伴終生」等四大資訊教育願景，

2008 年教育部頒布的「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 2008-2011」中提到三大願景：「學生能

運用資訊科技增進學習與生活能力、教師能善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學品質、教室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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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均等的數位機會」，四個核心理念：「善用資訊科技、激發創意思考、共享數位資

源、保障數位機會」。再從現行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述重點，可以得知九年一貫資訊

教育的課程設計，首先著重在使學生瞭解資訊科技與生活的關係，認識電腦硬體及操

作環境，學習基本應用軟體的操作，以及網際網路的使用，其次強調如何使用資訊科

技工具有效的解決問題，並進一步養成學生運用邏輯思維的習慣（教育部，2008a）。

教育部民國 102 年人才培育白皮書則指出，未來十年我國人才應具備 6 項關鍵能力，

分別為：全球移動力、就業力、創新力、跨域力、資訊力、公民力（教育部，2013）。

另外，在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的三大面向九大項目中的核心素養中

也加入了「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課程包含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

兩門科目（教育部，2014）；另外，ITSA 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所辦理的大學程式先修

檢測（Advanced Placement Computer Science，簡稱 APCS），也是因程式設計在資訊科

學當中扮演著基礎但也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國教育也因而開始重視程式設計中運算思

維的重要性，因此教育部也實施了運算思維推動計畫，透過計劃的推行可以達到紮根

程式學習、培養運算思維、接軌國際活動。資訊科技課程在我國的發展上歷經數次變

革，十二年國教總綱中已將「資訊科技」列為國、高中之必修課程，課綱草案亦已將

運算思維列為重要理念，希冀由運算思維之培養，提升學生善用運算思維與資訊科技

工具解決問題、合作共創、溝通表達等高階能力（林育慈、吳正己，2016）。 

在資訊教育中程式設計是相當重要之一環，各國在推行「程式設計」課程上，主

要著重於「聽、說、讀、寫、算」以外的素養，透過程式符號去推理、解決問題，就

像是生活中用各種方法去推敲並有邏輯地解決問題，蘋果電腦創辦人Steve Jobs曾說：

「在這個國家中，每個人都應該學習如何使用電腦編寫程式，因為它能教你如何思考」，

這也是資訊科技強調的「運算思維」。程式設計課程中最重要的能力培養項目乃為運算

思維（Computation Thinking，簡稱 CT），電腦科學學者 Wing 所提出：「運算思維是運

用電腦科學基本概念來解決問題、設計系統、以及了解人類的行為。」透過程式設計

課程的學習，培養學習者邏輯思考、系統化思考等運算思維，並藉由程式設計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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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運算思維的應用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團隊合作以及創新思考的能力（Wing, 2006）。

Wing 更進一步定義運算思維「架構及解決問題之思考流程，將其以訊息處理者可以有

效執行之形式呈現（Wing, 2011）。」另外，美國電腦科學教師協會將運算思維定義為

電腦可執行的問題解決策略，包括使用抽象化、遞迴、重複等概念，處理及分析資料，

和製作虛擬或實際的成品（CSTA, 2011a）。美國國際教育科技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簡稱 ISTE）認為運算思維是問題解決的過程，它包括：

架構問題、邏輯化、抽象化、自動化、效率化、及一般化等特性（ISTE, 2011）。Grover 

及 Pea 彙總相關文獻後提出，目前廣為人知的運算思維內涵包含：模式一般化與抽象

化（包括建模及模擬）、系統化處理資訊、符號系統及表示方法、流程控制的演算法概

念、結構化分解問題（模組化）、條件邏輯、效率及執行限制與除錯及系統性錯誤偵測

等（Grover & Pea, 2013）。 

程式設計中培養運算思維能力之重要性已漸漸備受重視，Wing 在 2006 年所發表

的一份報告中就曾提到：「電腦運算思考的技巧，並非電腦科學家的專利，而是每個人

都應該具備的。」目前教育部推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就是希望能將運算思維的

能力培養整合到程式設計課程中，透過程式設計課程之具體規劃與實施，使學習者能

夠具備運算思維的能力，但在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實施上較缺乏有架構性之規劃與研

究方案，研究者本身為資訊教師，在高中任教資訊課程 5 年的時間中可以發現，在臺

灣程式設計教育課程的規劃上，目前較缺乏一套有架構的系統，資訊教師大多以自己

的習慣與喜好教授資訊相關課程，此外，對於學生學習程式設計後所產生之運算思維

之變化，及學生不同背景變項與學習運算思維之關係皆沒有相關研究。本研究將發展

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之課程內容架構，並針對不同學生在學習程式設計融入

體驗學習的課程中運算思維能力指標之變化，加以分析最終並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

給資訊科技教師及相關單位做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在程式設計課程中最重要的能力培養項目乃為運算思維（CT），電腦科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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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2006）所提出：「運算思維是運用電腦科學基本概念來解決問題、設計系統、

以及了解人類的行為。」然而國內外目前對於發展程式設計課程與培養學生運算思維

能力之相關實證研究並不多，且電腦科學的培養不只是課本上的知識傳授，更應是運

算思維能力的培養，對於一位教授程式設計課程的教師在教學上，因為沒有部定版本

的教材，也較少有其他教師的經驗可以參考，對於自己所設計的課程與學生學習成效

的關係都無相關實證可以依據，因此，本研究旨在發展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

之課程內容架構，以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能力，並探究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的課程中

運算思維能力指標之變化，最後針對學生的個別差異性，以學生性別（男、女）、學生

年齡（高一、高二、高三）、學生居住地（都市、偏遠地區）、學生班級成績（分為三

個群體，以在班級成績分為三分個子體、含高分群：班級成績前三分之一、中分群：

班級成績中間三分之一、低分群：班級成績後三分之一）、學制（專門學程資訊群、專

門學程應用外語群、高一未分類）、過去是否接觸過程式設計相關課程（有接觸過、完

全無接觸過）作為個別差異的依據，並與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的課程後運算思維能

力指標之變化加以分析並提出建議。 

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有下列三項： 

一、發展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之課程內容架構。 

二、探究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課程對學生運算思維能力之影響。 

三、探究學生不同背景變項與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課程運算思維學習之

關係。 

第三節 名詞解釋 

壹、 程式設計課程 

程式設計課程的學習目標就是讓學生透過學習程式撰寫的方式用以解決問題，進

而培養學生思考的能力。本研究將以程式設計包括四個主要步驟：瞭解問題的需求、

擬定解題的計畫、撰寫程式碼及測試與除錯。讓學生透過學習程式設計進而促進思維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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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體驗學習 

體驗學習是指學習者透過實際參與、操作中學習，並透過做中學的體驗過程進而

反思，最終轉化為自己的知識與價值。因此本研究的體驗學習將定義為讓學生透過親

身體驗、互相對話、進而思考，最後內化為個人意義與價值的過程。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旨在，發展體驗式程式設計課程架構，並評估課程實施後學生運算思維之

變化，與探討學生差異性與運算思維變化之關係。研究對象為新北市某公立綜合高中

學生三個年級的學生，合計 117 位學生，實驗期為 5 堂課，資料蒐集方式為量化為主

質性為輔之資料。本章便說明研究對象、研究場域、研究設計、研究工具、以及資料

蒐集與分析方法。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為了瞭解研究者自行設計的程式設計課程內容架構是否完善，並在施

行完五堂程式設計課後，學生的運算思維變化與學生不同背景變項與運算思維學習之

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方法採用個案研究（case study）對於一個或多個個人、團體、

社群、企業或機構之背景、現況、環境和發展歷程予以觀察、記錄、分析，就其內部

和外部的諸種影響而言得出某些階段性的變化模式來。 

 

肆、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新北市某公立綜合高中學生，高一兩個班不分組共計 71 位學生，屬

於常態編班；高二、高三各一班專門學程班級，共計 46 名學生，故全校合計 117 位學

生。 

 

 



7 
 

 

伍、 研究場域 

本研究學校位於新北市地處偏遠區，是一所完全中學兼綜合高中的學制，國中部

一個年級三班，高中部一個年級 5 班，高二開始有所謂的專門學程（包括資訊學程與

應用外語學程二種），因此高二及高三一樣各有 5 班，其中 4 班為學術學程（即指社會

學程與自然學程），另 1 班則為專門學程。 

本研究學校資訊教育情形，本校師資編制資訊教師 1 人、資訊組長 1 人，生活科

技教師 1 人，電腦教室共三間：2 間為高中部電腦教室、1 間為國中部電腦教室。在資

訊教育推廣上也在持續努力中，並期待能資訊科技融入各領域，因此推行行動教學並

有各項行動載具之教學用具。高一學生上下學期皆有 1 學分的資訊科技概論課程，高

二則提供學生資訊相關多元選修課程。 

 

陸、 研究設計 

課程實驗期程 5 堂課的時間全程使用本研究所發展之體驗式程式設計課程，授課

教師為研究者本身，研究者擔任此高中資訊科技教師。本課程實施時間不含前測與後

測時間共計 5 堂課，每次上課時間為一節 50 分鐘。前測時間與後測時間，將於此實驗

課程開始前一周實施前測，與結束後一周實施後測。教材、課程設計與問卷的編制，

經過教育專家與同領域資訊科技教師及研究者本人等共同討論後進行編制。 

一、程式語言工具選用： 

本研究所選用之程式語言工具為 Scrach 與 Visual Basic。Scrach 是一套圖形化程式

設計軟體，主要目的是幫助八歲以上的中小學生發展二十一世紀的學習技能。使用者

不太需要使用鍵盤來輸入各項指令，而是用滑鼠拖曳程式區塊到腳本區，以組合積木

的方式來撰寫程式碼。學習者可使用 Scratch 創造故事、動畫、遊戲、或音樂等，並透

過Scrach的體驗，加強學習者對程式流程的認知，當你對程式邏輯有直覺性的了解後，

將更有能力使用不同的軟體，提昇自己的問題解決能力。因研究者所研究的對象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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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設計都未有基礎，因此選用 Scrach 程式工具幫助學生在不需要懂太多程式語法的

同時，也可以了解撰寫程式語言的思維過程，進而幫助學生在生活中能思考與解決問

題。Visual Basic 是由微軟公司開發的包含環境的事件驅動程式語言。它源自於 BASIC

程式語言。VB 擁有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和快速應用開發程式（RAD）系統，

可以輕易的使用 DAO、RDO、ADO 連線資料庫，或者輕鬆的建立 ActiveX 控制項。

主要讓學生除了使用圖形化程式設計軟體外，也可以使用程式語法加以實作程式設計

過程。 

二、程式設計課程規劃： 

本研究課程節數總共實作五堂課，課程目標為幫助學生提升運算思維的能力，此

研究在此依據 2017年台灣教育部所定義之五項內涵為課程目標：1.抽象化（abstraction）、

2.資料表示（data representation）、3.樣式辨識/一般化（pattern recognition/generalization）、

4.問題解析（decomposition）、5.演算法思維（algorithmic thinking）。以下為五堂程式

設計課程之架構如圖 1，茲分述如下： 

第一堂課：在第一堂的目標為讓學生了解何謂抽象化（abstraction），並且讓學生能理

解文字與圖示之關係與能從題目中擷取出重點。此堂課將透過前測學生測驗的運算思

維 10 道試題進行二度思考與討論，透過前測試題讓學生可以再一次對於問題進行釐清，

並學習如何在文字中找到問題重點並以組別為單位繪製解決問題的流程圖（flow 

chart），此課程活動會採用合作學習與翻轉教學的模式，讓學生可以自己主導自己的學

習歷程，試著自己建構自己的思維模式，進而反思過去思考邏輯。 

1. 合作學習：合作學習的分組採用異質性分組，每組大約 5-6 人，分組方式將依據

運算思維前測成績將學生高分組與低分組放在同一組別，根據 Vygosky 於 1976

年所提出的鷹架理論，即指學習者內在心理能力的成長有賴成人或能力較強的同

儕的協助，因此期待同組中有能力不同的學生互相合作與學習。 

2. 翻轉學習：此教學活動將利用平板進行遊戲闖關活動，透過小組合作討論前測運

算思維的試題，教師透過平板與網路蒐集學生們討論的結果，並進而協助學生去

反思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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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程圖（flow chart）：流程圖就是利用各種方塊圖形、線條及箭頭等符號來表達

問題的解決問題的步驟及進行的順序；是演算法的一種表示方式。一般而言，從

這些符號本身的形狀，就可以看出記載資料的媒體，使用機器的種類、處理的方

法及工作程序等特殊意義；此外，在符號內也可以加入一些運算式或說明文字，

增加它的可讀性。 

第二堂課：在第二堂課中主要幫助學生了解何謂資料表示（data representation）與樣

式辨識/一般化（pattern recognition/generalization），即是讓學生能有邏輯的組織和分析

資料、了解不同資料格式、預測問題的規律、找出樣式做測試、歸納與辨識解題元素、

歸納條件結構的指令樣式、了解條件結構的解題樣式與特性、歸納迴圈內重複的指令

樣式、了解迴圈的解題樣式與特性。因此在此堂課會讓學生使用 Scrach 程式工具，並

透過 hour of code 網路學習平台搭配遊戲 minecraft 工具幫助學生了解程式的邏輯思維

以及程式語言的基本架構語法，程式語言基本架構與法如下所述： 

1. 循序結構：從上而下，依序執行的結構。 

2. 選擇結構（if…then…else）：測試某一條件，並按其結果來改變執行的路徑的結構。 

3. 重複結構（for…next）：測試某一條件是否成立，以決定是否重複執行某一段程式。 

第三堂課：在第三堂課中主要幫助學生了解何謂問題解析（decomposition），即是讓學

生能將大問題分解成組以解決的小問題與分析解題步驟。因此在此堂課程中讓學生試

著從資料結構有名的 0-1 背包（knapsack problem）問題中去解題與分析步驟，並以動

態規劃去解決之，最終試著將此問題的解題步驟以程式表示之。 

1. 背包問題（knapsack problem）：是一種組合優化的 NP 完全問題。問題可以描述，

給定一組物品，每種物品都有自己的重量和價格，在限定的總重量內，我們如何

選擇，才能使得物品的總價格最高。問題的名稱來源於如何選擇最合適的物品放

置於給定背包中。 

2. 動態規劃（Dynamic programming，簡稱 DP）：若要解一個給定問題，我們需要解

其不同部分（即子問題），再根據子問題的解以得出原問題的解。通常許多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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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相似，為此動態規劃法試圖僅僅解決每個子問題一次，從而減少計算量：一

旦某個給定子問題的解已經算出，則將其記憶化儲存，以便下次需要同一個子問

題解之時直接查表。這種做法在重複子問題的數目關於輸入的規模呈指數增長時

特別有用。 

 

第四堂課：第四堂課中主要幫助學生了解何謂演算法思維（algorithmic thinking），即

是讓學生能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重複的指令流程。因此在此堂課

程中讓學生試著從演算法的排序方式去學習演算法的概念。本堂課所教學的排序方式

選用選擇排序（selection Sort）、插入排序（insertion sort）、泡沫排序法（bubble sort）

三種排序法，讓學生對於基本的排序方式有一定的認識後，再讓學生使用 VB 程式工

具撰寫選擇排序（selection sort）、插入排序（insertion sort）、泡沫排序法（bubble sort）

三種排序法的程式碼。 

1. 選擇排序（selection sort）：是排序演算法的一種，也是一種簡單容易理解的演算

法，其概念是反覆從未排序的數列中取出最小的元素，加入到另一個的數列，結

果即為已排序的數列。 

2. 插入排序（insertion sort）：是排序演算法的一種，他是一種簡單容易理解的排序

演算法，其概念是利用另一個數列來存放已排序部分，逐一取出未排序數列中元

素，從已排序數列由後往前找到適當的位置插入。 

3. 泡沫排序（bubble sort）：是一種簡單的排序演算法。它重複地走訪過要排序的數

列，一次比較兩個元素，如果他們的順序錯誤就把他們交換過來。走訪數列的工

作是重複地進行直到沒有再需要交換，也就是說該數列已經排序完成。這個演算

法的名字由來是因為越小的元素會經由交換慢慢「浮」到數列的頂端。 

第五堂課：第五堂課中也是接續第四堂課的內容，主要是希望幫助學生了解何謂演算

法思維（algorithmic thinking），即是讓學生能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

重複的指令流程。因此在此堂課程中讓學生試著利用 VB 程式設計實作，讓學生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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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程式撰寫的過程，並透過 Visual Studio 整合開發環境程式開發工具去學習程式設

計的操作，從中了解程式設計中的 VB 程式語言的控制項（button, textbo & lable）、物

件（object）、屬性（property）的關係、事件（event）與方法（method）。 

1. VB 程式語言的控制項：用來獲取使用者的輸入資訊和顯示輸出資訊，包括文字

方塊、指令按鈕、清單方塊、存取其它應用程式並處理資料的控制項。Label 為

使用者顯示使用者不可交談方式作業或不可修改的文字、Text box 提供一個區域

來輸入文字、顯示文字。 

2. 物件（object）:在實際生活中任何實體皆可視為物件，例飛機、汽車、電腦主機

等。 VB 也有類似觀念，表單、按鈕、文字方塊、標籤等皆視為物件。物件將資

料給封裝（encapsulate）起來，只提供屬性和方法改變物件。程式設計師不須知

道物件內部如何運作，只須瞭解如何利用物件所提供的功能，建立物件與物件的

關係，達成程式所要提供使用者功能。 

3. 屬性（property）：即指描述物件的特性，改變物件的外觀、特性須由屬性的設定。

日常生活活中用到屬性的觀念，例如「那台車是紅色的」轉成「那台車的顏色是

紅色的」；那台車是物件，顏色是車的屬性，紅色是用於設定車的顏色屬性。 

4. 事件（event）：即指對物件所做得到的動作。視窗化應用程式是以事件方式驅動

程式執行，如滑鼠左鍵一下、鍵盤輸入、表單載入等事件。事件方式驅動的動作

是寫於函式中，函式格式為「控制物件名稱 _ 控制物件的事件」，例 

Command1_Click，Command1 事件偵測到滑鼠按左鍵（Click）一下時，會觸發

函式中的事件動作。常用的控制物件（可分滑鼠、鍵盤、表單等）。 

5. 方法（method）：即是物件本身已具備功能。物件本身所提供的功能，已內含於 VB 

開發環境中，可直接呼叫使用。例如 Form 提供列印字串功能，需由 Form 物件

的 paint 方法達成。程式碼為 Form1.print”Hello”或 print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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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程式設計五堂課架構 

柒、 研究工具 

本節將針對本研究將使用的研究工具進行評估與說明，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

分為三項：第一項以評估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第二項為學生學習態度問卷，

第三項則為研究自行設計的程式設計課程教材，教材內容以提升學生以下五項運算思

維內涵為目標： 

1、抽象化：能理解文字與圖示之關係與能從題目中擷取出重點。 

2、資料表示：有邏輯的組織和分析資料與了解不同資料格式。 

3、樣式辨識/一般化：預測問題的規律、找出樣式做測試、歸納與辨識解題元素、歸

納條件結構的指令樣式、了解條件結構的解題樣式與特性、歸納迴圈內重複的指令

樣式、了解迴圈的解題樣式與特性。 

4、問題解析：將大問題分解成組以解決的小問題與分析解題步驟。 

5、演算法思維：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重複的指令流程。 

第一項詳細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如附錄 A、B（附錄錄為運算思維之學

習成就測驗前測題目、附錄 B 為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後測題目）。第二項詳細學

生學習態度問卷如附錄 C。第三項程式設計課程教材學習單如附錄 D、E。以下將以三

項主要研究工具分項進行詳細說明。 

一、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 

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International Challenge on Infor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第一堂課：抽象化教學 

第二堂課：資料表示與樣式辨識／一般化 

第三堂課：問題解析（0-1背包問題、動態規劃） 

第四堂課：演算法思維上（選擇排序、插入排序泡
沫排序） 

第五堂課：演算法思維下（程式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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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主要是在測試 8 至 18 歲（國小三年級至高中三年級）學生的運算思維能力，

以提升學生利用資訊方法解決問題的能力。自 2004 年開始，挑戰賽於每年 11 月中的

國際 Bebras 週（World-Wide Bebras Week）舉行，我國自 2012 年開始加入，與全球同

步舉辦。 

本研究量測運算思維之前測成就測驗工具為「2015 澳洲 Bebras 運算思維挑戰」

試題內容（Schulz, Hobson, & Keane, 2015），再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工學系運算思維

工作團隊所挑選並翻譯的試題，如附錄 A，試題年齡組挑選九、十年級，試題數量研

究者自選 10 題，難易度分為三級：A 級屬於簡易題、B 級屬於中等題、C 級屬於困難

題，此份前測試題共有 3 題簡易題、4 題中等題、3 題困難題，運算思維元素內容分析

架構由教育專家、同領域資訊教師與本研究者共同分析，難易度與 2015 年國際運算思

維全國學生試題答對率總表，則是由 Beras 運算思維挑戰賽工作團隊提供，2015 年國

際運算思維全國學生試題答對率總表受試對象為高一與高二學生，分析架構如表 1-1

與試題答對率如表 1-2： 

表 1-1 

2015 教育部推動國內運算思維測驗內容架構  

資料來源：教育專家、同領域資訊教師、研究者共同分析 

題

號 
難易度 

運算思維元素 

抽象化 資料表示 
樣式辨識/

一般化 
問題解析 演算法思維 

1 A ●  ● ●  

2 A ● ● ● ●  

3 B  ● ● ●  

4 B ●  ● ● ● 

5 C ●  ● ● ● 

6 C ●  ● ● ● 

7 C ● ● ● ●  

8 B ● ● ● ● ● 

9 B ●  ● ● ● 

10 A ● ● ● ● ● 

合計 9 5 10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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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15 國際運算思維全國學生答對率總表  

編號 題目名稱 全國學生答對率 

1 QB碼 63.25% 

2 剪刀石頭布蜥蜴史巴克 75.72% 

3 動畫 79.24% 

4 碗工廠 19.03% 

5 香辣茄汁雞 18.45% 

6 轉彎 56.95% 

7 海狸煉金師 65.06% 

8 畫線機器人 65.78% 

9 劇院 66.14% 

10 撿石頭 27.06%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工學系運算思維工作團隊提供。 

本研究量測運算思維之前測成就測驗工具為「2016 澳洲 Bebras 運算思維挑戰」

試題內容（Schulz, Hobson, & Zagami, 2016），再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工學系運算思

維工作團隊所挑選並翻譯的試題，如附錄 B，試題年齡組挑選九、十年級，試題數量

研究者自選 10 題，難易度分為三級：A 級屬於簡易題、B 級屬於中等題、C 級屬於困

難題，此份後測試題共有 3 題簡易題、4 題中等題、3 題困難題，運算思維元素內容分

析架構由教育專家、同領域資訊教師與本研究者共同分析，難易度與 2016 年國際運算

思維全國學生試題答對率總表，則是由 Beras 運算思維挑戰賽工作團隊提供，2016 年

國際運算思維全國學生試題答對率總表受試對象為高一與高二學生，分析架構如表 1-3

與試題答對率如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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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6 教育部推動國內運算思維測驗內容架構 

資料來源：教育專家、同領域資訊教師、研究者共同分析。 

表 1-4 

2016 國際運算思維全國學生答對率總表 

編號 題目名稱 全國學生答對率 

1 倉庫機器人 72.49% 

2 摺紙骰子 65.55% 

3 魔法藥劑 84.06% 

4 把小偷揪出來 21.32% 

5 彩帶派對 58.63% 

6 自動駕駛的計程車 37.65% 

7 賽格威 49.98% 

8 紅藍彈珠遊戲 31.55% 

9 木筏牌照 78.52% 

10 運送沙包 45.22%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工學系運算思維工作團隊提供。 

本研究成就前後測驗分數計算規則採用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賽依題目之難度計分：

答對給分、答錯扣分，略過不答則不給分亦不扣分；為了避免負分，挑戰賽之起始分

數為各題扣分之總和。Benjamin 組每次挑戰賽共 12 題，各難度平均分配 4 題，其他

組別每次共 15 題，各難度平均分配 5 題。各組別分數計算分式如下表所示；各組起始

題

號 
難易度 

運算思維元素 

抽象化 資料表示 
樣式辨識/

一般化 
問題解析 演算法思維 

1 A ●  ● ●  

2 A ● ●  ●  

3 A ● ●  ●  

4 B ● ● ● ● ● 

5 B ● ● ● ●  

6 B ● ● ● ● ● 

7 C ● ● ● ● ● 

8 C ●  ● ● ● 

9 C ● ● ● ●  

10 B ●  ● ● ● 

合計 10 7 8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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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為 60 分，最低 0 分，最高 300 分。 

表 1-5 

Bebras 各組別分數計算方式 

年齡組 

難度 題

數 

起

始

分 

最

高

分 易 中 難 

正

確 

錯

誤 

正

確 

錯

誤 

正

確 

錯

誤 

Benjamin 五、六年級 16 -4 20 -5 24 -6 12 60 300 

Cadet 七、八年級 12 -3 16 -4 20 -5 15 60 300 

Junior 九、十年級 12 -3 16 -4 20 -5 15 60 300 

Senior 十一、十二年級 12 -3 16 -4 20 -5 15 60 300 

資料來源：Bebras 官方網站 

二、自編學生學習態度問卷 

自編學生學習態度問卷題目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蒐集學生背景資料（如：

學生性別、居住地區、年級、是否接觸過程式設計課程、在班級成績、就讀學制等…），

用以分析學生不同背景變項與運算思維之關係。第二部分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第三

部分則是開放式問題，第二、三部分主要在了解學生對於課程中所使用的教學工具及

活動之態度，包含學習興趣與意願、對學習的助益以及整體課程的建議與感想，詳細

說明如下： 

1. 課程教材對於學習的助益：主要想瞭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於教學工具以及教

學活動與內容，在課程學習上是否有幫助。藉以反思本研究之教材內容與工具的

使用是否能幫助學生學習。（參見附錄 C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第二部份第 1、2、3、

4、5 題） 

2. 學習興趣與意願：欲瞭解學生對於整體課程的興趣、程式設計的認同之感想。藉

以探討整體課程是否能夠引起學習動機以及加深認同程式設計的重要性。（參見附

錄 C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第二部份第 6、7、8、9、1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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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和教材的建議：本題為開放式試題，讓學生依據本研究課程內容和教材自由

回答給予個人意見、看法和建議事項，作為教學後的回饋。（參見附錄 C 學生學

習態度問卷第三部份第 1、2、3 題） 

捌、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將蒐集三項資料：第一項為學生運算思維學習成就測驗前測與後測的成績，

第二項為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結果，第三項為本研究各班級五堂課程的學生作業成果。 

第一項學生運算思維成就測驗前測與後測結果採用國際運算思維 2015 與 2016 年

考題，前後測各 10 題，前測試題於本研究課程實施前一周進行，給予學生 50 分鐘進

行填答，施測試題依據本研究欲評量之運算思維 5 大元素包含：抽象化、資料表示、

樣式辨識/一般化、問題解析、演算法思維進行分析，後測於本研究課程實行五節課程

後一周進行施測，施測結果也將依據本研究之運算思維 5 大元素和前測結果進行分析

比較，以了解本研究參與學習者在運算思維學習成就的變化。 

第二項學生學習態度問卷方面，第一部分主要了解填答學生的個人背景，如：學

生性別、居住地區、年級、是否接觸過程式設計課程、在班級成績、就讀學制等，第

二部分共 10 題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回答項目依序依照同意程度給予選擇，非常同意

給予 5 分，同意給予 4 分，無意見給予 3 分，不同意給予 2 分，非常不同意給予 1 分。

第三部分以簡答題方式讓學生依照自己對於課程想法給予簡單的質性回應。以上三個

部分之資料以用來探討此研究學校的高中生對於此研究課程的想法與學生不同背景變

項與運算思維之間關係。 

第三項學生作業成果，透過五堂課學生在課堂上所寫之學習單（參見附錄 D、E），

透過學生之形成性成績做量化分析，最後研究者再以質性分析瞭解課堂運作之狀況。 

第五節 預期成果 

本研究計畫預期成果是希望研究者可以發展出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參與

研究之學習者能透過本研究之課程提升運算思維之能力，並透過課程的實施加以瞭解

學習者在課程前後運算思維之變化。最終期待透過本研究的實施所蒐集之資料加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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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進而提供具體建議，讓未來從事程式設計課程的教師在設計課程上能更加完整，並

提供給相關領域的教師與研究人員有所依據，在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能力上能更加順

利。 

第六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如下： 

1. 本研究對象學校位於較為偏遠之地區，學生文化刺激較弱，學生在會考成績上平

均為 5B，學習態度上較為被動。因此本研究結果只適合相同背景之對象作為參考，

並不適合過度推論。 

2. 本研究時間為 5 堂課，故研究期程並不長，因此課程對於學生之影響仍有限。 

3. 本研究對象樣本數量大約 117 位學生，樣本數量上並不算多，因此研究結果只適

合作參考。 

4. 本研究之前、後測考題，未來宜進一步分析其鑑別度、難度。 

 

第七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程序分「準備」、「正式施測與教學」及「結果分析」三個階段，如圖

1，茲分述如下： 

壹、 準備階段 

由於研究者對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對學習者運算思維之影響及學習者個別差異

與運算思維變化之關係感到興趣，因此，從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來探究對學生

運算思維學習成效的影響。 

初步與指導教授決定研究方向後，確定研究主題，為「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

習之探究」。本研究所選定的研究工具為「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與「學生學習

態度問卷」。選定研究工具後，接著進行問卷與量表的編制，並編製教學時所使用教

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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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比較不同學制對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成就與學習

態度之差異，因本研究者任教學校為綜合高中，故選定研究對象分別為高中部一年級

兩班及高職部兩班的學生。 

 

貳、 正式施測與教學階段 

在本階段初期，首先針對所有參與研究的學生進行「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

前測，欲測量之運算思維 5 大元素為抽象化、資料表示、樣式辨識/一般化、問題解析、

演算法思維，然後，依據運算思維 5 大元素進行分析，接著讓參與研究之學生進行本

研究者所設計之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的教學策略，課程結束後對參與研究的學

生進行「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後測與「學生學習態度問卷」，以了解課程實施

後學生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之變化。 

 

參、 結果分析階段 

研究者根據正式施測與教學期間所蒐集的相關資料，包括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

驗、學生學習態度問卷、教學日誌與學生作業成果等進行分析。量化分析所使用的軟

體為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進行 t 檢定與變異係數分析，質性

分析則以學生作業成果與問卷調查等文件分析為主。最後，進行論文撰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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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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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相關理論與研究進行探討，本章分為二節，第一節探討運算思維相關研

究，第二節探討體驗式課程之發展與運用，分述如下： 

第一節 運算思維相關研究 

運算思維乃為程式設計課程中欲培養之重要能力，本節就運算思維相關的理論與

研究加以分析、探討。 

壹、 運算思維定義 

運算思維（computation thinking）是由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 Jeannette M. Wing 在

2006 提出：「運算思維是除了閱讀、寫字、算術基本能力外，每個人也該具備的能力，

而非電腦科學家才需要的能力。因為運算思維是一個人在處理問題時，採取方法所思

考的歷程，所以運算思維包含問題解決能力、設計及能了解人類的行為。」（Wing, 2006）。

Wing 指出運算思維是種分析式思維，包含以數學思維來解決問題、以工程思維來設計

與評估複雜系統及以科學思維來理解人類行為（Wing, 2008）。Wing 在 2011 年再重新

定義運算思維是架構問題（formulating problem）及解決問題之思考過程，將其以訊息

處理者可以有效執行之形式呈現（Wing, 2011）。 

在 Jeannette M. Wing 提出了運算思維的觀點後，陸續開始有許多學者也提出了他

們的看法與相關研究。Lu 及 Fletcher 認為運算思維是用來解決問題及設計系統的一個

方法，使用不同等級的抽象化與演算法概念，以達到有效發展與解決問題的方案（LU 

& Fletcher, 2009）。Cuny 與 Snyder 定義運算思維是個包含找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思考

過程（Cuny, Snyder, ＆ Wing, 2010）。Google（2010）認為運算思維適合任何一個學

科，是一系列問題解決的方法。Brennan 和 Resnick 提出運算思維的三個維度： 1.運

算概念（computational concepts）：在程式設計過程中所使用到的概念，例如變數。2.

運算實作（computational practices）：程式設計過程中解決問題的方法，例如除錯。3.

運算觀點（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s）：學生可以了解自己與其他人和這世界連結，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5%86%85%E5%9F%BA%E6%A2%85%E9%9A%86%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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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達自己的想法（Brennan & Resnick, 2012）。因此透過以上學者對於運算思維之論

述，我們發現各學者對於運算思維皆有一個共同定義就是問題解決的思考歷程，因此

本研究將探討之重點著重於程式設計課程對於學習者問題解決思考歷程之提升加以研

究，然而問題解決思考歷程將包含哪些元素，我們將於運算思維具體操作方式再加以

定義。 

貳、 運算思維特性 

綜觀 Wing 所提出之觀點，我們可以知道運算思維有以下特性： 

1. 運算思維是一種概念化的過程，而非只是撰寫程式的工具。 

2. 運算思維是一種基本能力，而非死記硬背的技能。 

3. 運算思維是人類解決問題的方法，並非只適用於電腦應用上。 

4. 運算思維結合了數學及工程的思維。 

5. 運算思維是一種想法或者概念，並非只是作品的呈現。 

6. 運算思維適用於每個地方與每個人，並沒有特定領域。 

華東師範大學课程與教學研究所學者任友群在 2016 年時，以 2011 年美國國際教

育技術協會（ISTE）聯合計算機科學教師協會（CSTA）的問卷調查結果與 2012 年英

國學校電腦课程工作小组（Computing at School Working Group，簡稱 CAS）在研究報

告中闡述再加上 2013 年南安普頓大学 John Woollard 研究者在計算機科学教育創新與

技術（ITiCSE）會議報告等研究。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整理出運算思维是一種特殊

的解决問題的過程，反映出電腦科學的基本思想方法。通過運算思维人們可以更好地

理解和分析複雜問題，形成具有形式化、模組化、自動化、系统化等電腦特徵的問題

解决方案。 

根據任有群的整理，運算思維主要包括以下特徵：（1）採用抽象和分解的方法將

複雜問題具體化，建立結構模型，形成具備更高效能、可執行的解決方案；（2） 運用

計算機學科之基本概念與工具方法，判斷、分析、綜合各種資訊，強調個體與資訊系

統的交互思考過程；（3）是一種獨特的問題解決能力組合，融合設計、演算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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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等多種思維工具，綜合運用可以形成系統化的問題解決方案。（任友群，2016） 

參、 各國教育在運算思維之發展 

美國 CSTA「電腦科學」認為資訊課程一種能利用電腦解決問題的思維，包含使

用如抽象化、遞迴、迭代等概念來處理與分析資料，並產出實體與虛擬作品的能力

（CSTA, 2011a）。澳洲「數位科技」課程利用數位科技設計與實作演算法解決問題的

思維（ACARA, 2013）。英格蘭「運算」課程一種凌駕於電腦軟硬體之上，能針對系統

與問題提出思考架構的思維模式（DOE, 2013）。我國「資訊科技」課程具備運用運算

工具之思維能力，藉以分析問題、發展解題方法，並進行有效的決策（國教院，2015）。 

2011 年美國國際教育技術協會（ISTE）聯合計算機科學教師協會（CSTA）基于

運算思维的表現性特徵，给出了一個操作性定義：「運算思维是一種解决問題的過程，

該過程包括明確問題、分析數據、抽象、設計算法、评估最優方案、遷移解决方法六

個要素。」（CSTA, 2011b） 

2012 年英國學校電腦课程工作小组（CAS）在研究報告中闡述：運算思维是識別

計算，應用計算工具和技術理解人工信息系统和自然信息系统的過程，是邏輯能力、

算法能力、遞歸能力和抽象能力的综合呈現。（CAS, 2015） 

2013 年，南安普頓大学 John Woollard 研究者在計算機科學教育創新與技術

（ITiCSE）會議報告中提出運算思维是一項活動，與問題解决相關（但不限于問題解

决）。它是一個認知或思维過程，能夠反映人們的抽象能力、分解能力、算法能力、評

估能力和概括能力，其基本特徵包括思维過程、抽象和分解。（Selby & Woollard, 2013） 

而台灣的資訊教育在 2017 年對於運算思維之定義為：抽象化、 資料表示、樣式

辨識/一般化、問題解析、演算法思維。 

因此就各國的資訊教育發展來看，許多國家都已將程式設計課程作為運算思維之

培育相當重要的一環，因此如何透過程式設計課程有效促進學生運算思維的提升將是

資訊教育中迫切需要研究之問題，故本研究將試圖建構一套程式設計課程以研究學生

運算思維之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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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運算思維具體操作定義 

運算思維的應用並非只是存在於電腦範疇中，而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都處處可

見，而許多學者也陸續將運算思維具體化，使運算思維有具體化的操作型定義。

Kazimoglu 等人歸納多位學者的論點，提出五點運算思維具體核心技能：（Kazimoglu, 

Kiernan, Bacon, & Mackinnon, 2012） 

1.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定義問題、分解問題、評估適當方法解決問題。 

2. 建立演算法（building algorithm）：有結構且逐步執行流程解決特定問題，並可以

使用相似情境中。 

3. 除錯（debugging）：分析問題中的錯誤，屬於批判性和程序性的思考。 

4. 模擬（simulation）：已預先設計好的模組來幫助解決問題 。 

5. 社交（socializing）：指上述過程中與他人進行協調、競爭與合作的行為。 

美國國際教育技術協會 ISTE 與計算機科學教師協會 CSTA 合作，透過問卷調查

的方式蒐集了與電腦科學相關工作的人員對於運算思維的想法，给出了一個操作性定

義：「運算思维是一種解决問題的過程，該過程包括明確問題、分析數據、抽象、設計

算法、評估最優方案、遷移解决方法六個要素。」，運算思維的具體性操作型定義如下

（ISTE ＆ CSTA, 2011）將問題以可用電腦或其他工具解決的方式呈現 

1. 有邏輯組織、分析資料 

2. 採抽象化方式表示資料內容 

3. 建立演算法並使解決方案能自動化 

4. 分析各種解決方案後，找到最佳解決方案 

5. 將問題解決方案能一般化以解決其他相似問題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做法其實都和運算思維不謀而合，也可以說運算思維從

生活中吸收了很多有用的方法。以下便是運算思維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之具體範例：（賴

和隆，2016） 

1. 算法（或程序化）：食譜，將一道菜的烹飪方法一步一步地羅列出来，即使不是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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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廚師，照着菜譜的步驟也能做出可口的菜肴。 

2. 模組化：「勾芡」這個步驟，與其說是一個基本步驟，不如說是一個模組。勾芡本

身代表一組操作序列：取一些澱粉類的粉末，加點水，攪拌均匀，在適當時候倒

入菜中。由於這個操作序列經常使用，為了避免重複，也為了使食譜結構清晰、

易讀，所以用「勾芡」這個術語簡明地表示。這個例子同时也反映了在不同層次

上進行抽象的思想。 

3. 緩衝：整理書包的方式：學生隨身攜帶所有的教科書是不可能的，因此每天只能

把當天要用的教科書放入書包，第二天再換入新的教科書。 

4. 搜尋：如果現在老師說請將本書翻到第 8 章，讀者會怎麼做呢？目錄可以幫助我

們直接找到第 8 章所在的頁碼。這正是電腦中廣泛使用的索引技術。 

5. 多工及優先性：同時預備多款宴客菜餚的方法。 

6. 回溯：試圖走出一個陌生的大公園。 

根據各文獻所提出的運算思維內涵整理出以下表件： 

表 2-1 

運算思維內涵整理表  

 Wing 

(2006) 

Google 

(2010) 

Barr & Stephenson 

(2011) 

CSTA 

(2011a) 

CSTA 

(2011b) 

ISTE and CSTA 

(2011) 

Lee et al. 

(2011) 

Grover & Pea 

(2013) 

Abstraction         

Simulation         

Algorithm design & 

procedure 
        

Data analysis         

Data representation         

Problem decomposition         

Automation         

Modelling         

Problem solving         

Parallelization         

Data colloction         

Pattern gener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Conditional logic         

Connection to other fields         

Debug & error detection         

Efficiency & performance 

constraint 
        

Pattern recongnition         

Reduction         

Systematic Processing         

Visualization         

資料來源：教育部運算思維推動計畫（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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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oogle for Education 認為運算思維的概念元素是解決計算問題相關的心理過程

和實質的成果，其中共包含 11 個概念元素。心理過程包括：抽象化、演算法、資料

分析、資料收集、分解、模型識別；而實質的結果則是：自動化、資料表示、並行化、

模型類化、模擬。 

在臺灣 2017 年教育部推動運算思維推動計畫中揭示運算思維導向教學的 5 大架

構： 

1、抽象化（abstraction）：能理解文字與圖示之關係與能從題目中擷取出重點。 

2、資料表示（data representation）：有邏輯的組織和分析資料與了解不同資料格式。 

3、樣式辨識/一般化（pattern recognition/generalization）：預測問題的規律、找出樣式

做測試、歸納與辨識解題元素、歸納條件結構的指令樣式、了解條件結構的解題樣

式與特性、歸納迴圈內重複的指令樣式、了解迴圈的解題樣式與特性。 

4、問題解析（decomposition）：將大問題分解成組以解決的小問題與分析解題步驟。 

5、演算法思維（algorithmic thinking）：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重複的

指令流程。 

研究者專注於發展高中職運算思維，將依據 2017 年教育部運算思維推動計畫所揭

示的五大內涵架構作為本研究方向指標、並依據此五項內涵架構，作為此研究的程式

設計課程的教學目標與評量向度。 

第二節  體驗式學習相關理論 

體驗式學習又稱為經驗學習係指一個人直接透過體驗而建構知識、獲得技能和提

升自我價值的歷程（Association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 AEE 1995）。因此體驗式

一種活動也是活動後的產物，透過課程活動的經驗讓學習者在親歷某個學習歷程中進

行反思，並從學習過程中的反思獲得新的價值的過程。 

在 1984 年，大衛·庫伯（David Kolb）曾在他的著作《體驗學習：體驗——學習

發展的源泉》（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一書中提出了頗具影響的體驗學習概念。並且提出了體驗式學習的本質中，有以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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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要特性： 

1. 具體的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學習者可以具體的察覺正在發生的學習過程。 

2. 經驗可以被觀察與反思（observation of and reflection on that experience）：學習者

是投入於學習過程省思的體驗中，並且將過去經驗與當下的學習做連結。 

3. 根據經驗形成自己的價值觀（ formation of abstract concepts based upon the 

reflection）：那些體驗和內容是獨具個人意義的，對當事人而言，學到了什麼和如何學

到的，對個人而言有特別的重要性，並且根據自己學習過程中的經驗反思進而形成自

己的觀念。 

4. 嘗試新的觀念（testing the new concepts）：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反思的新觀念可

以在未來中被應用。 

另外，Kraft and Sakofs（1985）認為體驗學習的過程必須包含下列要素： 

1. 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是參與者而非旁觀者。 

2. 學習活動中個人動機需予以激發，以表現主動學習、參與和責任感。 

3. 學習活動以自然的結果方式呈現給學習者，所以是真實有意義的。 

4. 學習者的反思內省（Reflection）是學習過程的關鍵因素。 

5. 情緒變化與學員及其隸屬群組之目前及未來皆有關聯。 

另外，1993年Miller和Boud於「運用經驗進行學習（using experience for learning）」

一書中，歸納出了體驗學習的五項基本元素： 

1. 經驗是學習的基礎，也可以刺激學習。 

2. 學習者主動的建構其理論。 

3. 學習是整體的（holistic）。 

4. 學習是社會的、文化的經驗建構。 

5. 學習是受到社經脈絡的影響。 

Kolb（1984）的四階段經驗學習圈，他把體驗學習闡釋為一個體驗迴圈過程：具

體的體驗——對體驗的反思——形成抽象的概念——行動實驗——具體的體驗，如此

 



28 
 

迴圈，形成一個貫穿的學習經歷,學習者自動地完成著反饋與調整，經歷一個學習過程，

在體驗中認知： 

1. 體驗階段（experiencing） 

   體驗學習是以活動（activity）為媒介來促進參與者利用本身既有的能力，建構團隊

的分工合作、人際溝通協調、領導與被領導，以及面對挑戰或壓力的問題解決能力，

即使參與者有不同的專業背景、不同的想法，可是因為所有夥伴共同參與一套針對團

隊特性設計的體驗式課程，學員當場聽到、看到、想到，團隊間有了共通的語言，所

以彼此可以馬上交融、對談，這樣產生的課程具體經驗，是許多講授式課程達不到的

效益。 

2. 反思內省階段（reflecting） 

   從體驗式課程實務操作來講，參與者會比較過去的活動和經驗，並與團隊成員討論

達成目標的方法，確認團隊的分工細節，活動時間的考量，以發展出突破規則的限制

與創新的想法。  

    但訓練過程中傳遞的課程目標，必須從抽象化的概念，以不同角度做類比，將概

念的型態具體化，參與者便足以在具體化的過程中找到跟自我的連結。其次，對參與

者而言即便完成活動，但這個過程對我有什麼意義？如果課程設計或課程帶領者找不

出來，對參與者而言可能會是負面的影響，參與者會認為這堂課是浪費時間的，甚至

有可能感受到那是製造紛爭與衝突的，因為他沒有找到那個最終意義，所以這個過程

之間怎麼讓他 make meaning 產生意義其實是很重要的。  

    課程引導必須讓參與者在活動體驗的過程中，藉由省思與檢視問題產生的核心意

義所在，對課程活動中所看到、聽到、想到的，能夠連結過去既有的概念架構與經驗，

找到問題最終的解決方法。 

3. 歸納階段（generalizing） 

    透過體驗與反思內省兩個階段，好處是在這個階段會發現一些現實工作環境的事

實狀態，即便參與者在體驗課程中產生意義了，可是學員的身、心、想法在此階段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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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太久會針對現實面提出個人的觀點，甚至流於抱怨，課程需引導參與者反思與檢視

問題產生的核心意義所在，並嘗試將新知識與既有的概念架構加以聯結，找到問題最

終的解決方法。  

    過程中透過個人反思及團隊間交叉分享，許多思考片段得以拼湊組合，進而將體

驗中所形成之意義與其它相關經驗作連結，是此階段的重點。其次參與者透過內省、

討論、分析、及評估，很多的解決方案就此提出來，也因為解決方案是由參加者自己

講出來，所以自我承諾的價值比較高，然後再把這些想法、做法帶到具體經驗，即有

助於個人或團隊未來面對新的情勢與挑戰時，迅速地建立適應及作出正面反應。 

4. 應用階段（applying） 

    參與者透過體驗式活動中充分地參與，獲得的學習經驗與成效，在訓練引導師的

引導下，成員經差異化過程的觀察反省與對話交流中獲得新的態度信念，並將之整合

運用於未來新情境的解決行動方案或策略上，這個階段著重在將這些活動經驗應用到

正確的情境，把所學習到的知能去推理到實際的工作環境。 

在現今社會多元開放的時代潮流中。體驗學習也如吳清山教授所言，包含以下五

大內涵，深具時代意義：一、回歸學生學習本質。二、符應教育改革需求。三、破除

智育掛帥迷思。四、跳脫傳統教學方式。五、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而教師也要學習在

時代潮流中，充分了解體驗學習的理念，落實體驗學習的課程設計，進而讓學生能夠

活用與實用知識，成為一位能從實際生活中觀察實作及反思，進而獲得紮實能力及提

升自我價值的地球村公民（洪淑觀，2003）。 

綜觀以上學者對於體驗學習的論述，可以發現，體驗學習相當強調學習者在學習

的過程中不斷反思，以建構自己的學習歷程，而本研究欲建構之程式設計課程，將欲

培育學習者之能力為運算思維中，學習者能夠主動且有效地思考問題解決之歷程，與

體驗學習理論以學習者為中心，且強調學習者自主建構與反思學習歷程不謀而合，因

此本研究將試圖建構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以透過體驗學習來協助程式設計課

程能運作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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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歷程結果與討論 

本章分成三節，第一節課程實作情形，本節主要探討發展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

驗學習之課程內容架構之實行過程，並依照程式設計五堂課之教學目標五大項度：1.

抽象化、2.資料表示、3.樣式辨識/一般化、4.問題解析、5.演算法思維，以及學生的學

習態度與對於課程的回饋加以描述。 

第二節主要呈現課程對於運算思維能力之影響，本節主要探究高中職程式設計融

入體驗學習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後，對學生運算思維能力之影響，此節將根據學生所施

測之國際運算思維前測成績與國際運算思維後測成績進行分析進步情形，最後再依照

五大項度的進步成績：1.抽象化、2.資料表示、3.樣式辨識/一般化、4.問題解析、5.演

算法思維進行研究討論。 

第三節學生個別差與運算思維之關係，本節主要探究學生不同背景變項與高中職

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課程學習之關係，以學生性別（男、女）、學生年齡（高一、高

二、高三）、學生居住地（都市、偏遠地區）、學生班級成績（分為三個群體，以在班

級成績分為三分個子體、含高分群：班級成績前三分之一、中分群：班級成績中間三

分之一、低分群：班級成績後三分之一）、學制（專門學程資訊群、專門學程應用外語

群、高一未分類）、是否接觸過程式設計課程（曾經接觸過、完全無接觸過）作為個別

差異的依據，並與運算思維後測總成績與運算思維後測五大項度成績：1.抽象化、2.

資料表示、3.樣式辨識/一般化、4.問題解析、5.演算法思維做變異系數分析並將結果

呈現。此歷程結果與討論將根據參與此程式設計課程的 117 名學生進行資料分析與討

論。 

第一節  課程實作情形 

本節探討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之課程對於運算思維：1.抽象化、2.資料表

示、3.樣式辨識/一般化、4.問題解析、5.演算法思維五項能力的形成性評量之學習成

就的影響。第一部分學生課堂學習狀況，學生皆於每一堂的程式設計課程結束後進行，

以研究者根據課程目標自編的形成性評量作為測驗內容，本節將根據此形成性成就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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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成績加以探討學生的學習成效。第二部分將根據學生的程式設計課程學習態度問

卷的結果，進行量化分析與解釋，分別就學習興趣與意願、課程教材對學習的助益與

課程和教材的建議，共三個向度進行討論。 

壹、 學生課堂學習狀況 

根據每堂結束課程後教師按照課程目標，自行設計的考試或作業所進行的形成性

評量之資料，加以說明學生在課程中所學習之情形與課程架構之利弊，資料敘述如下： 

表 3-1主要呈現學生在第一堂課抽象化教學中學生能否理解文字與圖示之關係與

能從題目中擷取出重點。實際參與第一堂課程的學生總人數為 117 人，無學生缺席。

形成性評量結果如表 3-1，第一項表示學生能夠理解文字與圖示之關係與能從題目中

擷取出重點達 80%以上的學生人數 38%，第二項表示學生能夠理解文字與圖示之關係

與能從題目中擷取出重點介於 79%~50%之間的學生人數 62%，第三項表示學生能夠

理解文字與圖示之關係與能從題目中擷取出重點低於 49%以下的學生人數 0%，平均

分數 76.88 分。 

 

表 3-1 

抽象化能力分析 

具體目標 
佳（答對率

80%以上） 

基礎(答對率

79%~50%) 

差(答對率

49%以下) 

平均分數

(滿分 100) 

抽象化教學中學生能理

解文字與圖示之關係與

能從題目中擷取出重點 

38% 62% 0% 76.88 

 

表 3-2 主要呈現學生在第二堂課何謂資料表示（data representation）與樣式辨識/

一般化（pattern recognition/generalization）中學生能否有邏輯的組織和分析資料、了

解不同資料格式、預測問題的規律、找出樣式做測試、歸納與辨識解題元素、歸納條

件結構的指令樣式、了解條件結構的解題樣式與特性、歸納迴圈內重複的指令樣式、

了解迴圈的解題樣式與特性。實際參與第二堂課程的學生總人數為 117 人，無學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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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形成性評量結果如表 3-2，第一項表示學生能有資料表示與樣式辨識/一般化的能

力達 80%以上的學生人數 38%，第二項表示學生能有資料表示與樣式辨識/一般化的能

力介於 79%~50%之間的學生人數 62%，第三項表示學生能有資料表示與樣式辨識/一

般化的能力低於 49%以下的學生人數 0%，平均分數 76.88 分。 

 

表 3-2 

資料表示與樣式辨識/一般化的能力分析 

具體目標 
佳(答對率

80%以上) 

基礎(答對率

79%~50%) 

差(答對率

49%以下) 

平均分數

(滿分 100) 

學生能有資料表示

與樣式辨識/一般化

的能力 

38% 62% 0% 76.88 

 

表 3-3 主要呈現學生在第三堂課問題解析（decomposition）中了解學生能否將大

問題分解成組以解決的小問題與分析解題步驟。實際參與第三堂課程的學生總人數為

111 人，缺席學生人數 6 人。形成性評量結果如表 3-3，第一項表示學生能將大問題分

解成組以解決的小問題與分析解題步驟的能力達 80%以上的學生人數 66%，第二項表

示學生能將大問題分解成組以解決的小問題與分析解題步驟的能力介於 79%~50%之

間的學生人數 27%，第三項表示學生能將大問題分解成組以解決的小問題與分析解題

步驟的能力低於 49%以下的學生人數 8%，平均分數 82.70 分。 

 

表 3-3 

問題解析能力分析 

具體目標 
佳(答對率

80%以上) 

基礎(答對率

79%~50%) 

差(答對率

49%以下) 

平均分數

(滿分 100) 

學生能將大問題分解成

組以解決的小問題與分

析解題步驟 

66% 27% 8% 82.70 

表 3-4 主要呈現學生在第四堂課演算法思維（algorithmic thinking）中了解學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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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重複的指令流程。實際參與第四堂課程的學

生總人數為 110 人，缺席學生人數 7 人。形成性評量結果如表 3-4，第一項表示學生

能否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的重複指令流程的能力達 80%以上的學生

人數 55%，第二項表示學生能否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重複的指令流

程的能力介於 79%~50%之間的學生人數 37%，第三項表示學生能否設計出能夠解決

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重複的指令流程的能力低於 49%以下的學生人數 8%，平均分

數 70.90 分。 

 

表 3-4 

演算法思維能力分析 

具體目標 
佳(答對率

80%以上) 

基礎(答對率

79%~50%) 

差(答對率

49%以下) 

平均分數

(滿分 100) 

學生能設計出能夠解決

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

重複的指令流程 

55% 37% 8% 70.90 

 

表 3-5 主要呈現學生在第五堂課演算法思維（algorithmic thinking）中了解學生能

否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重複的指令流程，此課程主要以 VB 實作為

課程核心。實際參與第五堂課程的學生總人數為 112 人，缺席學生人數 5 人。形成性

評量結果如表 3-5，第一項表示實做程式設計課程中學生能否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

題，並且能夠執行重複的指令流程的能力達 80%以上的學生人數 73%，第二項表示實

做程式設計課程中學生能否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重複的指令流程的

能力介於 79%~50%之間的學生人數 15%，第三項表示實做程式設計課程中學生能否

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重複的指令流程的能力低於 49%以下的學生

人數 13%，平均分數 80.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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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演算法思維實作能力分析 

具體目標 
佳(答對率

80%以上) 

基礎(答對率

79%~50%) 

差(答對率

49%以下) 

平均分數

(滿分 100) 

實作程式設計-學生能設計

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

能夠執行重複的指令流程 

73% 15% 13% 80.80 

貳、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 

根據五堂課程結束課程後所進行的程式設計課程學習態度問卷（參見附錄 C）之

結果資料加以說明學生學習興趣與意願、課程教材對學生學習的助益與學生對於課程

和教材的建議，實際參與問卷填寫學生人數為 117 人，有效問卷數 113 份，無效問卷

數 4 份。本問卷結果資料敘述如下： 

一、課程教材對學生學習的助益 

該向度主要是想探討在經過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後，學生透過學習的過程對於教學

工具、教學活動與教學內容等在運算思維學習上是否有幫助。藉以反思本研究之教材

內容與工具的使用是否能幫助學生學習。（參見附錄 C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第二部份第 1、

2、3、4、5 題）。 

 

表 3-6 第一題主要是想了解透過第三堂程式設計課程中，01 背包問題使用動態規

劃解題的學習過程，是否能有問題解析的能力並應用於其他情境下，此題結果顯示有

77%（非常同意 34.5%、同意 42.5%）的學生認為水果放入背包的小活動幫助我解決類

似問題的能力。 

表3-6第二題主要是想了解透過第二堂程式設計課程中使用 hour of code中的圖形

式介面學習平台，並結合 minecraft 小遊戲融入的學習過程，是否能讓學生能夠自己完

成程式撰寫的工作，此題結果顯示有 85.8%（非常同意 44.2%、同意 41.6%）的學生認

為 minecraft 積木程式活動有助於我寫程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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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第三題主要是想了解學生對於透過第四堂程式設計課程中，日常生活中常

見的排序概念學習演算法思維（algorithmic thinking）的學習過程是否有助益，此題結

果顯示有 67.3%（非常同意 23.9%、同意 43.4%）的學生認為我們這一班排身高小活動

對我的排序能力有幫助； 

 

表 3-6 第四題主要是想了解學生對於透過第五堂程式設計課程中，學生實作程式

設計是否能夠結合前幾堂課之所學加以應用，此題結果顯示有 54.9%（非常同意 20.4%、

同意 34.5%）的學生認為我可以用 VB 寫出課程裡活動的程式碼； 

 

表 3-6 第五題主要是想了解學生對於透過第一堂程式設計課程中，學生對於透過

繪製流程圖學習抽象化（abstraction）的能力是否對問題解決有幫助，此題結果顯示有

58.4%（非常同意 21.1%、同意 37.2%）的學生認為我覺得利用畫圖的方式有助於我去

解決問題。 

 

表 3-6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課程教材對學生學習的助益分析 

題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滿分 5 分) 

1、水果放入背包的小

活動幫助我解決類似

問題的能力。 

34.5% 42.5% 20.4% 1.8% 0.9% 4.49 

2、我覺得 minecraft 積

木程式活動有助於我

寫程式的能力。 

44.2% 41.6% 12.4% 1.8% 0% 4.282 

3、我們這一班排身高

小活動對我的排序能

力有幫助。 

23.9% 43.4% 28.3% 2.7% 1.8% 3.852 

4、我可以用 VB 寫出課

程裡活動的程式碼。 
20.4% 34.5% 32.7% 8.8% 3.5% 3.592 

5、我覺得利用畫圖的

方式有助於我去解決

問題。 

21.2% 37.2% 32.7% 7.1% 1.8% 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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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學習興趣與意願 

該向度主要是想探討學生在經過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後，學生對於整體課程的興趣、

程式設計的認同之感想。藉以探討整體課程是否能夠引起學習動機以及加深認同程式

設計的重要性。（參見附錄 C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第二部份第 6、7、8、9、10 題）。 

表 3-7 第六題主要是想了解透過第五堂程式設計課程中，學生在透過完成程式設

計實作時是否能因此感到成就感，此題結果顯示有 56.7%（非常同意 24.8%、同意 31.9%）

的學生認為利用 VB 寫出程式碼很有成就感；  

表 3-7 第七題主要是想了解透過這五堂程式設計課程的教學，是否能讓學生對程

式設計更感興趣，此題結果顯示有 47.8%（非常同意 15.9%、同意 31.9%）的學生認為

透過五堂程式設計課程我對程式設計更感興趣了；  

表 3-7 第八題主要是想了解透過這五堂程式設計課程的教學是否能讓學生覺得電

腦科學，可以幫助他解決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此題結果顯示有 66.3%（非常同意

26.5%、同意 39.8%）的學生認為電腦科學可以幫我解決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表 3-7 第九題主要是想了解學生是否能將這五堂程式設計課程所學習到的能力應

用到生活上，此題結果顯示有 58.4%（非常同意 17.7%、同意 40.7%）的學生認為我可

以將課堂上的所學應用到生活上。  

表 3-7 第十題主要是想了解學生是否能將這五堂程式設計課程的學習內容與生活

做連結，此題結果顯示有 58.4%（非常同意 17.7%、同意 40.7%）的學生認為我發現程

式的解題過程與生活息息相關。 

表 3-7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學生學習興趣與意願分析 

題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滿分 5 分) 

6、我覺得利用 VB

寫出程式碼很有成

就感。 

24.8% 31.9% 36.3% 6.2% 0.9% 3.738 

7、我對程式設計更

感興趣了。 
15.9% 31.9% 42.5% 7.1% 2.7% 3.515 

8、我覺得電腦科學 26.5% 39.8% 33.6% 0% 0% 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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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幫我解決生活

中可能出現的問

題。 

（續下頁） 

 

 

題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滿分 5 分) 

       

9、我可以將課堂上

的所學應用到生活

上。 

17.7% 40.7% 35.4% 6.2% 0% 3.699 

10、我發現程式的

解題過程與生活息

息相關。 

17.7% 40.7% 38.1% 3.5% 0% 3.726 

 

三、學生對於課程和教材的建議 

此部分為選擇題與開放式試題，讓學生依據本研究課程內容和教材自由回答給予

個人意見、看法和建議事項，作為教學後的回饋，來對整體課程進行質性分析與統整

而做出系統性探討。（參見附錄 C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第三部份第 1、2、3 題） 

第一題主要是想了解在五次程式設計課程（包含：繪製流程圖、minecraft 程式積

木遊戲、水果放入背包、我們這一班身高排序、VB 程式實作）的活動內容中，學生

對於哪一個課程活動比較有印象，並且採開放式問題了解其選擇的原因。結果敘述如

下： 

由表 3-8 可以得知學生對於 minecraft 程式積木遊戲的認同度最高，有將近 7 成的

學生喜歡這項課程活動。 

 

表 3-8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學生對於課程和教材的建議分析 

題目 繪製流程圖 
minecraft 程

式積木遊戲 

水果放入

背包 

我們這一班

身高排序 

VB 程式

實作 

1. 你對那個課程或 1.8% 69.9% 8.8% 4.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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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最印象深刻？ 

 

接著透過附件C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第三部份第一題中的第二小題的開放性問題可

以了解學生為什麼喜歡這項課程活動，minecraft 程式積木遊戲吸引學生學習的原因如

下所述： 

1. 透過遊戲的方式來學習寫程式覺得很有趣 

學生認為在學習的過程中可以以玩遊戲的方式來學習式一件相當吸引人的方式，

透過玩積木遊戲的方式比較簡單、易懂，也可以讓自己更專注於學習上，吳志偉（2009）

提到遊戲能吸引個案學童注意，提升學習意願，並且可以增加低成就學童的自尊心，

引發個案學童做更高層次的學習。透過遊戲結合課程可以讓學習更有趣也很新鮮，且

學生在遊戲的媒介下學習比較不會感受到壓力，在學習的狀態上可以更加順利與進入

狀況。吳幸玲在 2003 年提到在遊戲的過程中沒有達成目標的壓力可以嘗試很多新的、

不尋常的方法，以便日後應用到實際生活上的問題。因此，遊戲增加學習者行為的彈

性，對變通力的增長有助益。由以下學生回答所續可以得知，學生覺得透過遊戲的形

式進行學習可以增加他們的學習動機，也讓他們覺得學習不再無聊乏味。 

透過遊戲的方式，會比較容易記得，而且遊戲也沒有太艱澀難懂。 

因為沒有接觸過玩遊戲也能學習覺得很新奇。 

感覺自己就像設計一款遊戲一樣有趣。 

用遊戲去學習一個新的東西，會讓人很容易記住所學的知識。因為我覺得可以 

因為畫面人物是遊戲，所以覺得親和力很高，除了有教學的小動畫以外，我覺得

將課程製作成遊戲會有助於部分學生提升學習能力。 

因為這是以遊戲的方式從中學習到程式的使用，比較有趣。 

利用自己設計的程式，完成小遊戲真的非常有趣，也開始想要瞭解程式設計。 

因為這個程式是類似於遊戲的感覺所以覺得很印象深刻。 

很有趣，它搭配了闖關的遊戲來做教學，可以邊玩邊思考。 

用一個小遊戲去學會程式設計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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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近日常生活經驗，比較好上手 

學生認為 minecraft 這個活動與過去的生活經驗比較相關，也因此透過這樣與自己

經驗較為接近的活動可以更吸引他們，Dewey（1958）主張課程與教學須從兒童的經

驗來選擇與組織，讓兒童的經驗不斷的改造與重組。因此課程設計若能與學生過去的

學習經驗加以整合，以讓學習者的學習經驗可以不段的復習、重組、擴大，那麼對於

學生的學習歷程可以更加的完整與有效。課程的統整著眼於當下生活本身的經驗，它

主張學習是經驗與知識的持續統整，因此可以加深與加廣我們對自己與世界的理解（范

信賢，2010）。透過學生的回應可以瞭解課程設計若能與生活貼近，他們會覺得學習是

有用的也會是有趣的。 

因為我有玩過 minecraft。 

曾經也有玩過類似的遊戲。覺得此遊戲內容可以鍛鍊自己的邏輯力 

因為以前有玩過這個遊戲，還蠻貼近生活的。 

因為國中也有類似過的課程，覺得很有趣 

因為是從小玩到大的遊戲。 

有接觸過這款遊戲，而沒想到居然能利用它來上電腦課。 

曾經也有玩過類似的遊戲。覺得此遊戲內容可以鍛鍊自己的邏輯力。 

比較貼近生活上，且是與遊戲有關聯的。 

因為自己有在玩minecraft，剛剛好課堂上面又讓我知道怎樣做才會出現這些動作，

貼切。 

因為麥塊在平常會玩的遊戲，沒想到背後的程式相當的多在電腦課也能學到相當

的棒，而且非常有趣。 

因為這樣要做一個動畫的遊戲很方便只要知道怎麼放都很可以運用在生活中。 

3. 以簡單的方式了解如何寫程式，從具體到抽象，更可以促進思考 

透過 minecraft 程式積木學習的過程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學習如何寫程式外，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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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式課程（spiral curriculum）是由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認知學習論和發展心理學的專

家─Bruner 所提出（1960），他認為課程應該根據認知與知識的連續性與發展性，不

斷的重新檢視。螺旋式課程是一種倒圓錐形的螺旋結構，即一階段比一階段高升、深

入、及分化的邏輯次序，同時也結合了擴散、加廣之心理組織，而形成一圈又一圈向

外擴張的同心圓，也就是整合了邏輯與心理結構，來作為課程組織的原理與方法。

Bruner 建議學校教學宜採用「螺旋式課程」的構想，由具體到抽象，由簡單到複雜，

由動作表徵到符號表徵等循序漸進，每一個階段的學習自成一個圓周，以後難度漸次

升高，範圍漸次擴大，終而學到完整的知識（張春興、林清山，1989）。在單一節的課

程中也可以將課程教材由簡而難、由具體到抽象，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以認真思考

解決每一到關卡的方式，進而促進他們在學習的過程都能循序漸進的思考內化。 

這個活動可以幫助我思考。 

因為要一直動腦 , 但是又很想一直過關。 

小小動腦 動動手指就可以做出我想要的。 

這樣的課程可以促進邏輯思考。 

覺得很有趣，也讓我努力思考。 

那個遊戲很好玩，思考很多。 

很有趣，它搭配了闖關的遊戲來做教學，可以邊玩邊思考。 

可以思考下一步要怎麼放積木。 

由表 3-8 可以得知，學生對於 VB 程式實作的認同度第二高，有將近 15%的學生

喜歡這項課程活動，透過附件 C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第三部份第一題中的第二小題的開

放性問題可以了解學生為什麼喜歡這項課程活動，VB 程式實作吸引學生學習的原因

如下所述： 

1. VB 程式實作相對於其他課程較為進階，故學生完成時很有成就感 

學生認為透過第五堂課 VB 程式實作課程的學習過程中，透過較為進階的程式撰

寫介面與直接和程式碼接觸，雖然學生一開始覺得陌生、不熟悉，但真的完成課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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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實作時，都覺得很有成就感。 

因為跟真實的程式差不了多少，雖然全部都是英文字感覺很難，但做出來後會很

有成就感。 

因為讓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覺得很酷，把確認按鈕按下就能跑出字，但不會用取消鍵把文字取消。做完很有

成就感。 

因為是第一次接觸到，感覺很有趣也很有成就。 

因為我做對了，而且不太難...按確認跟取消，然後框框的字出現或不見，很好玩、

很有成就感。 

因為想出了可行辦法後，超有成就感。 

很酷，可以讓文字跑出來又消失，覺得自己很厲害。 

做完有莫名的成就感。 

可以自己設計程式出來而且還能操作很酷。 

很有趣，好像自己很厲害一樣，很有成就感。 

了解程式寫法和原理，讓我有真的寫程式的感覺。 

因為我想學寫程式，這樣的課程讓我覺得跟真正寫程式很接近。 

由表 3-8 可以得知，學生對於水果放入背包活動的認同度第三高，有將近 8.8%的

學生喜歡這項課程活動，透過附件 C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第三部份第一題中的第二小題

的開放性問題可以了解學生為什麼喜歡這項課程活動，水果放入背包活動吸引學生學

習的原因如下所述： 

1. 水果放入背包活動課程難易度適中，且教材內容生活化 

學生認為在水果放入背包的活動中，一開始先開放讓他們自由解決問題，接著在

導入課程所要教學的動態規劃的方式，並讓他們有練習的機會，這樣的學習過程讓學

生可以很順利的進入學習狀況，並了解課程內容，知識是從生活經驗中累積出來的，

因此，所有知識性的東西，皆可被歸類為生活化，假如我們安排一系列在生活中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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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所關心的問題，藉由處理及探究這些問題中，使學生獲得相關的經驗及解決問題

的能力，進而培養各項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且因此獲得自然科學知識及設計與製作

的各項才能，這種課程我們可以稱它為「生活課程」（陳文典，1997）。因此最後課程

取材的素材與學生生活接近，他們都對這樣的課程都比較有感覺，也認為是實用的，

對他們的生活是有幫助的。 

因為要推理，而且也滿貼近我們的生活，像是買水果之類了。 

課程上要解決的問題，感覺在日常常常會用到。 

因為這個課程，讓我練習比較多，而且是每一個水果價錢慢慢推算出來的。 

因為此活動在生活中運用的到所以印象深刻。 

問題中有很多方法可以用。 

很簡單的小思考題目有趣。 

課程內容很生活化。 

由表 3-8 可以得知，學生對於我們這一班身高排序活動的認同度第四高，有將近

4.4%的學生喜歡這項課程活動，透過附件 C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第三部份第一題中的第

二小題的開放性問題可以了解學生為什麼喜歡這項課程活動，我們這一班身高排序活

動吸引學生學習的原因如下所述： 

1. 我們這一班身高排序活動難度適中和課程取材生活化，且搭配適當的小測驗，讓

學生有檢視自己的機會 

學生認為在我們這一班身高排序活動中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課程內容且有討論活動

讓他動腦思考，還可以透過老師所提供的小測驗來檢視自己的學習狀態，最後課程上

的內容取材也與生活相近讓學生覺得很平易近人，學習起來會覺得比較有用。 

因為在這個課程我學習到了三樣排序法，而這三樣排序都有各自的特色及應用，

我也都跟得上老師的腳步、知道自己在學什麼等等... 對於生活上的應用也挺常見

的，所以總結我還蠻喜歡這門課程的。 

課程活動取材比較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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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考試可以檢視自己會不會。 

第二題主要是想了解在五次程式設計課程（繪製流程圖、minecraft程式積木遊戲、

水果放入背包、我們這一班身高排序、VB 程式實作）的活動內容中，學生認為哪一

個課程活動比較困難，並且採開放式問題了解其選擇的原因。結果敘述如下： 

 

表 3-9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課程活動比較困難度分析 

題目 繪製流程圖 
minecraft 程

式積木遊戲 

水果放入

背包 

我們這一班

身高排序 

VB 程式

實作 

2. 哪個課程或

活動讓你學習起

來最為困難？ 

54.0% 3.5% 8.0% 4.4% 30.1% 

 

由表 3-9 可以得知學生認為繪製流程圖的活動困難度最高，有將近 54%的學生在

這個學習活動上有困難，透過附件 C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第三部份第二題中的第二小題

的開放性問題可以了解學生為什麼認為繪製流程圖的活動較為困難的原因如下所述： 

1. 將解決方法抽象化的過程很困難 

學生認為在第一堂繪製流程圖的學習過程中，最為困難的原因為不知道該如何將

自己所想法以有邏輯性的圖表式之，是故無法在有限的時間內將自己具體的想法抽象

化。 

抽象化步驟很難想。 

因為我不太會用畫圖表達。 

要想步驟，且把自己的作法寫出來我覺得有點困難。 

把想法畫出來很難。 

沒有頭緒不知道順序如何。 

有時候我邏輯會轉不過來，然後會卡住，就會很挫折。 

因為腦筋會轉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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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沒有想法，所以我不知道應該怎麼畫。 

 

2. 第一次接觸相關課程內容，覺得陌生、不上手，且與平常思考的習慣並不相同。 

許多同學認為在繪製流程圖的課程中，因為是第一次接觸流程圖的內容，像是流

程圖中所使用的各種符號都不是那麼熟悉，所以很難上手，而且平常在思考一件事情

時，並不會將思考的過程以有架構的方式呈現。Sternberg（1997）認為思考風格是一

個人運用其才智的偏好，若能針對學生的風格傾向，瞭解其面對情境學習的策略與偏

好，進而適當地加以引導，將可強化其學習表現。因此建構一套能符合學生思考風格

的教材，對於教學的過程將會更有助益。 

不瞭解每一個圖案所含的意義是什麼、沒有頭緒 

有時候會不知道該用哪一種格子去寫 

我的思考邏輯不需要用到圖形所以要再額外去想圖形。 

我會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要放甚麼形狀的格子，也不太知道要做什麼．就算別人跟

我說了我還是不會做。 

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連接那些流程圖。 

不太懂那些符號所表示的東西，覺得很複雜。 

可能是剛接觸新課程，那時候真的覺得很困難，雖然聽老師解說感覺蠻容易的，

但自己實作的時候其實搞不太清楚流程圖該怎麼繪製。 

因為有太多太多的圖形然後每個圖形都有不一樣的意思要去記它的意思讓我上的

好無感。 

我對它們每個的用處不適很理解，例如:六角形、菱形。 

不太懂哪些部份的東西該去用哪個圖形來繪製。 

有時候不太清楚流程圖中的各個形狀表示什麼，也不太清楚什麼時候要使用什麼。

因為我不太懂要利用什麼方塊填寫指令。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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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可以得知學生認為 VB 程式實作的活動困難度第二高，有 30.1%的學生在

這個學習活動上有困難，透過附件 C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第三部份第二題中的第二小題

的開放性問題可以了解學生為什麼認為 VB 程式實作的活動較為困難的原因如下所

述： 

1. 直接撰寫程式碼難度高，且程式碼為英文符號，對於英文不好的學生來說會有恐

懼 

在第五堂課程中讓學生親自撰寫程式碼，對於學生來說挑戰較大也較為困難，尤

其思考邏輯的部分，若無聽懂老師所解釋的原理與概念，只是想照做可能就會做不出

來，另外因為是第一次接觸，所以大多不熟悉，課程設計上需要學生轉化思考，也因

此有部分學生無法跟上課程進度，最後，因為程式碼為英文符號，而本校學生英文能

力不佳的學生比例較高，當他們看到英文的程式碼，難免會有害怕、看不懂的感覺。 

真的實際操作程式碼的過程發現難很多。 

剛接觸所以很不熟悉程式碼。 

因為都是程式代碼，會覺得看不太懂。 

實際撰寫程式的操作上較困難。 

因為我花了很久的時間才弄好這個實作。 

有點難操作，有時候會忘了步驟。 

不太懂該如何寫入正確的程式碼。 

我覺得課程難爆了、太複雜。 

因為我記憶很差有時候很容易搞混。 

課程內容有點複雜。 

我覺得課程中有很多東西看不懂。 

我本身不太喜歡動腦思考，所以像是程式設計的小加分題或是同學詢問哪裡有問

題，就會讓我想很久，也會造成我心裡感到挫敗。 

不懂也不熟悉寫程式的東西。 

 



47 
 

步驟繁複，常常拉不出要的東西，做起來沒有成就感。 

因為我後來做不出老師要的錯誤選項。 

程式碼對我來說真的很難、聽不太懂。 

不知道怎麼讓他跑出想要結果，而且很麻煩，因為一個地方錯就出不來了。 

因為沒有很清楚定義在哪裡，所以就不會寫程式，而不會去執行。 

因為不太清楚它的作法，所以在這方面學習上有困難。 

因為沒學好老師教的東西，所以都做不出來。 

看不太懂程式碼在寫什麼。 

我覺得這個比較需要思考，相較之下也比較困難。 

內容較複雜如果不思考就很難做出來。 

英文太爛，所以看不懂程式碼。 

因為全部都英文，所以我看不懂。 

都是英文而且寫程式好難、好複雜。 

要看得懂英文而且要背很多流程。 

要認識許多英文單字。 

由表 3-9 可以得知學生認為水果放入背包的活動困難度第三高，有 8.0%的學生在

這個學習活動上有困難，透過附件 C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第三部份第二題中的第二小題

的開放性問題可以了解學生為什麼認為，水果放入背包的活動較為困難的原因如下所

述： 

1. 課程內容需要大量思考與太多數字計算 

學生認為課程內容要花相當大量的時間去思考，且對於邏輯不好的學生來說這會

是必較難的部分，另外，在動態規劃中的背包問題會有最佳價值的計算與比較，因此

這些數字的計算對於學生來說也會比較有障礙。 

需要大量的邏輯思考，所以我不太會。 

因為要計算很難。 

我實在不知道題目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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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想比較久的時間。 

說起上課內容，"水果放入背包"是我這四個裡面比較沒有印象的，而且過程也比

較複雜，需要對照、算一些數字，讓我看了頭有點痛，倘若不小心寫錯一格後面

的答案就有可能出錯，對於生活上的應用可能我想不到有甚麼太多的關聯（個人

觀點認為較不方便），所以我比較不能得心應手。 

我覺得計算的過程很複雜。 

由表 3-9 可以得知學生認為我們這一班身高排序的活動困難度第四高，有 4.4%的

學生在這個學習活動上有困難，透過附件 C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第三部份第二題中的第

二小題的開放性問題可以了解學生為什麼認為我們這一班身高排序的活動較為困難的

原因如下所述： 

1. 課程內容有三種排序法，學生可能無法一次搞清楚 

在第四堂程式設計課程中所帶給學生的排序有三種方法（包含：選擇排序、插入排

序、氣泡排序法），因為在課堂中需一次講解三種排序法，學生會有混淆的狀況。 

我覺得選擇排序有三種方法讓我有一點難理解，需要花較多的時間聽懂。 

排序法有三種，因為邏輯思考方面比較慢，導致容易混亂。 

要用三種方式一直去模擬下個情況，比較難。 

第三題主要是想了解學生對於五次程式設計課程（繪製流程圖、minecraft 程式積

木遊戲、水果放入背包、我們這一班身高排序、VB 程式實作）的活動內容有沒有任

何建議與感想，此題採開放式問題了解其原因。分析結果敘述如下： 

1. 課程可以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學生認為在透過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後，對於撰寫程式有不一樣的想法，也因此產

生了學習動機。運用新奇、生動、孩子較易理解的舉例或活動都可以引發更多情境性

的興趣（Wigfield, Eccles, Schiefele, Roeser, & Davis-Kean, 2006）。甚至期待有更多的相

關課程可以讓他們再有機會繼續學習如何撰寫程式。 

在學完五堂程式設計課還想繼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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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寫程式很有趣，因為看不懂程式碼，希望能夠學好英文，才能寫好程式。 

程式實作雖然難但是很有趣。 

我覺得這個課程很有趣讓我體驗了平常不會去體驗到的東西。 

我希望能多出一點寫程式的課程,因為我想學 Cheat Engine 的修改器製作。 

我覺得程式設計這堂課可以讓我們了解其重要性，而且對以後如果想寫程式時有

很大的幫助。 

從前都沒學過程式設計，所以覺得特別不容易上手，但希望能再有機會多多講解

和多多練習。 

我覺得 VB 那個可以再教深入一點,因為我覺得很好玩:） 

我覺得玩遊戲的課程可以再多給一些時間玩，一至兩堂課....一節課做的很趕又玩

不完~會有挫折感，因為明明自己可以做得完卻因為時間不夠。 

經過了五堂程式設計的課程，其實收穫真的蠻大的，除了繪製流程圖之外，其他

的課程都覺得蠻有趣的，流程圖真的太難了！也因為有了這個課程，我會想叫我

爸爸教我寫程式，認識程式設計更多一點。 

希望再有機會學習更進階的程式設計課程。 

這些課程都很喜歡，真希望時間能長一點，就可以做很多東西! 但一節課只有 50

分鐘，謝謝老師這麼用心的教我們。 

我覺得很棒，因為這是平常不會去接觸的東西，但因為有這個課程，所以接觸到

了覺得很好玩。雖然對程式設計一點也不了解，但經過這次的上課，學到了很多，

也對程式設計開始有了興趣！ 

我覺得老師很用心地讓我們在課程上感受資訊學程之後會學的課程，能讓我們能

考慮好以後是否選擇資訊學程，謝謝老師。 

我希望可以再多學習有關程式設計的內容。 

希望有更多程式的事情可以繼續玩，覺得這方面還不錯。 

2. 學生喜愛貼近生活的實作課程（例如遊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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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認為若能增加像第二堂課 minecraft 積木遊戲程式實作或者第五堂課的 VB程

式設計實作的課程次數，讓他們除了透過學科原理來認識如何寫程式外，若能實際操

作來理解他們可以更加專注也覺得更加有趣，甚至可以讓他們在知識的建構上更加深

刻。另外實作內容若能與遊戲結合將更能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實作課程的意涵即是

「做中學」。實作課程的概念源自於杜威（1959）開始提倡「做中學」的經驗學習方式，

首重實作活動可以促進學生反思與經驗重組，經由試驗產生結果，藉由個體「經驗」

以及「結果」的組合，自然而然形成的教學，讓個體學習和成長。實作課程類的教學

活動，主要是希望打破傳統的「講述式教學」，透過動手進而動腦，為學生為本位的教

學方式（王光復，2011）。因此課程透過實作的方式讓學生學習，學生可以在實際操作

的情況中思考與解決問題，並能更加專注於課堂中，對於學生的學習是相當有幫助的。 

希望可以有更多程式實作的機會或是比較詳細點的解說。 

期待能有更多實際操作。 

希望以後可以多教些寫程式的實作部分。 

若可以用多一點的生活例子來教會更好。 

能再多學一些程式設計實作的東西。 

我喜歡 minecraft 和 VB 的實做，有趣又能學習到，雖然一開始會有點懵懂，但我

覺得如果再給我一些時間，我可以學得更好，並且會更想進一步去學習程式的設

計，因為它的操作容易上手，所以就不會有太大的挫折感。 

我覺得那些需要寫的題目可以少一點，實作的部份多一些。 

VB 實作課程可以多一些課程，寫程式是未來趨向，營造更多電腦人才。 

我覺得可以再多安排一些程式碼實作的課程。 

我覺得可以再用多一點遊戲方式，幫助學習更增加一些印象。 

希望上很多遊戲的設計的課程大家可能會更喜歡，然後也不要太常寫學習單。 

首先謝謝老師給我們這五門課程及一些討論、測驗及小考，我認為 VB 跟創世神

的課程可能會對個年紀的學生比較有關聯也比較有趣，但是繪製流程圖我個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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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喜歡，不是老師上的不好，這門課真的要好好思考再畫出實際有用的流程圖（個

人認為），所以我很推 VB 跟創世神，排身高我也很喜歡。總之謝謝老師的教導，

希望老師安排的課程新高一能融入其中! 

在繪製流程圖的課程時，多舉些例子；程式積木活動時，抽考一下。不然大部分

的人都沒有在看程式碼。 

很喜歡，因為有些內容還蠻實用的，可以用在生活周遭上。 

Minecraft 程式積木活動真的很好玩。 

很棒，比國中小所學的多很多，而且舉例很貼近日常生活。 

之前的電腦課都是在上關於理論與電腦產品相關的內容，加上自己對程式設計也

有點興趣，覺得這學期能夠自己動手操作很好。 

我覺得可以多上些跟 minecraft 程式積木活動相關的課程，我覺得這種活動對我們

而言會比較喜歡也比較好上手。 

我覺得可以多學習有關程式設計的實作內容。 

希望類似 minecraft 的課程時間可以多一點。 

我覺得可以多一點類似 minecraft 程式積木活動的課程，可以邊學習邊玩，提高上

課的樂趣。 

我覺得很有趣，有時候覺得這些課程很可以運用在生活中很方便。 

希望可以搭配遊戲來做程式設計。 

3. 課程採問題導向，可以訓練學生邏輯思考 

學生認為透過課堂上老師的提問、學習單的撰寫、活動實作、團體討論等體驗式

程式設計課程真的有效幫助自己多動腦思考，Barrows 和 Tamblyn（1980）將 PBL 定

義為讓學習者朝向了解及解決一個問題的過程，同時來進行學習的歷程（洪榮昭，2001）。

教學的過程中讓學習者面對問題，進而解決問題，透過同儕間的互相討論，進而將學

習的內容內化，而最終提升自己的高階思考能力。 

希望可以多一點 VB 實作跟流程圖跟積木，這三項會想要去思考該怎麼做，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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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後會有成就感。 

不錯，刺激我的思考能力。 

這次的資訊課程我感到很豐富課程也很好玩，但我覺得在水果的那題數字太多，

讓我感覺比較有動腦的感覺。 

我覺得能讓我的邏輯思考進步。 

 

4. 學生對於此次程式設計融入體驗課程整體架構都相當滿意 

學生在經歷了五堂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式課程教學後，對於課程整體架構包含課程

內容、課程教材、學習活動與測驗都是覺得滿意、有趣也學習到很多，且期待教師可

以使用相同的程式設計課程模式繼續教學。 

我覺得整體課程很有趣，蠻好玩的。 

我覺得這個課程很有趣讓我體驗了平常不會去體驗到的東西。 

這些課程都很喜歡，真希望時間能長一點，就可以做很多東西，但一節課只有 50

分鐘，謝謝老師這麼用心的教我們。 

老師上的課，都用有趣的方式上，當有問題詢問時都可以得到解答，程式的東西

真的好難。 

希望老師繼續保持下去這樣的教法。 

我覺得整個課程都還不錯喔。 

整個課程讓我學到很好的電腦知識。 

很好玩，可以跟同學一起討論想出解決方法。 

我覺得老師排的這些課程都挺不錯的，但是我對電腦這種東西比較沒什麼興趣，

雖然不能給老師你好的意見，但是我覺得可以延續你現在為我們上的這些帶到之

後的高一。 

我覺得這學期的老師跟之前的教我的老師相比很認真，我覺得這樣的課程讓我上

到很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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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來老師對課程準備很用心，所以整體都很好。 

我覺得整體課程都還不錯，且能從課程中學到一些有關程式的東西。 

經過了五堂程式設計的課程，其實收穫真的蠻大的，除了繪製流程圖之外，其他

的課程都覺得蠻有趣的，流程圖真的太難了！也因為有了這個課程，我會想叫我

爸爸教我寫程式，認識程式設計更多一點。 

課程內容很好，讓我知道程式相關的東西。 

首先謝謝老師給我們這五門課程及一些討論、測驗及小考，我認為 VB 跟創世神

的課程可能會對個年紀的學生比較有關聯也比較有趣，但是繪製流程圖我個人比

太喜歡，不是老師上的不好，這門課真的要好好思考再畫出實際有用的流程圖（個

人認為），所以我很推 VB 跟創世神，排身高我也很喜歡。總之謝謝老師的教導，

希望老師安排的課程新高一能融入其中。 

整體都很好，但是還是要有這面有興趣的人會更喜歡。 

我覺得老師講解仔細，也會去幫忙不懂的同學，這些課程其實都還算簡單、有趣，

覺得很棒。 

我覺得課程上來講是還蠻有趣的，讓我接觸到資訊這方面的東西。 

我覺得老師備課很用心，讓我們了解過程，接著讓我們自己練習來加深印象，是

一個很棒的方法，謝謝老師。 

我覺得很有趣，有時候覺得這些課程很可以運用在生活中很方便。 

我覺得這樣的上課方式很不錯，因為每節課都可以學到新的東西，讓我們沒有時

間做自己（不重要）的事~~~~~ 

我覺得老師的上課方式很有趣~也沒有什麼地方需要改的~讚。 

覺得下學期老師上課的方式和內容都跟之前的老師不一樣,覺得學到很多。 

5. 課程難易度與課程內容過於繁雜 

部分學生覺得課程內容有點難，尤其是撰寫程式的部分可能無法立即上手而造成

學習挫折感較大。另外也有部分學生認為課堂書寫太多的學習單與繪製流程圖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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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太大助益。 

我覺得程式碼好難喔。 

對我來說電腦真的是很難的東西，不過未來的行業趨勢，感覺就是需要滿多高科

技的東西，我有點不安，因為我真的不太會。 

我對課程內容沒有太大的問題，有的話也只有圖形吧。畢竟多數的時候思考一件

事情不會用到圖形，所以要再額外去思考怎樣的圖形可以達到目標，對我來說是

大大增加我的思考時間，畢竟對我來說只要想怎樣找到最簡單就可以求得答案就

好。 

我覺得有些課程可以再簡單一點。 

我覺得可以少一點填寫題目卷的活動。 

從前都沒學過程式設計，所以覺得特別不容易上手，需要多多講解和多多練習。 

第二節  程式設計對於學生運算思維能力之影響 

本節主要探究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後對學生運算思維

能力之影響。學生於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前進行前測與課程結束後進行後測，研究者將

以前測與後測總成績做比較了解學生整體運算思維之變化情形，接著再以五大向度包

含：1.抽象化、2.資料表示、3.樣式辨識/一般化、4.問題解析、5.演算法思維進行細部

探討學生運算思維於各向度之改變狀況。量化分析結果如下： 

壹、 研究假設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的差異

情形，故擬考驗以下的虛無假設： 

H1：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其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沒有顯著差異 

H2：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其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沒有顯

著差異 

H3：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其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沒有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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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其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

驗沒有顯著差異 

H5：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其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沒有

顯著差異 

H6：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其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沒

有顯著差異 

貳、 成對樣本 t 檢定 

成對樣本 t 檢定的主要目的在於，檢定兩成對樣本的平均值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所謂成對樣本的意義在於兩組樣本資料目具有關聯性或會互相影嚮。在這樣的概念下，

這兩組樣本可以是對同一個案在「前」、「後」兩個時間點下某屬性的兩種狀態，也可

以是對某事件兩個不同側面或方向的敘述。 

一般而言，成對樣本最大的特徵是對受訪者進行了重複測量。以本研究而言對同

一批學生進行了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的「前測」、「後測」，以檢定前後測樣本的平

均值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參、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前、後測成績分析 

由表 3-10 及表 3-11 可知，對學生 117 人進行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後測成

績平均值=116.10 大於前測成績平均值=102.05，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的效果我

們接著使用 t 檢定以分析之。 

表 3-10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前測成績敘述統計 

 統計量 標準誤 

前測 平均數 102.05 2.592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96.92  

上限 107.19  

5% 修整的平均數 102.78  

中位數 104.00  

變異數 78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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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 28.042  

最小值 23  

最大值 165  

範圍 142  

表 3-11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後成績測敘述統計 

 統計量 標準誤 

後測 平均數 116.10 3.272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109.62  

上限 122.58  

5% 修整的平均數 116.76  

中位數 115.00  

變異數 1252.37  

標準差 35.389  

最小值 4  

最大值 200  

範圍 196  

 

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由表 3-12 發現 t（116）= -5.049 ，d= 0.440 為小效果（Cohen, 

1988），顯著性 p=0.000 < 0.05 （顯著性水準α），前測和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表

示拒絕 H1，且後測成績 （平均值=116.10，標準差=35.389） 顯著大於前測成績（平

均值=102.05，標準差=28.042），是以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可提高運算

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是可支持的。 

 

表 3-12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前測、後測成績之差異 t 檢定 （N = 117）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效果量

（d） 前測 後測 

成績 
102.05 

（28.042） 

116.10 

（35.389） 

116 -5.049 0.000 0.440 

 

由表 3-13 及表 3-14 可知，對學生 117 人進行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

後測成績答對率平均值=0.5805 大於前測成績答對率平均值=0.4642，程式設計課程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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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體驗學習的效果我們接著使用 t 檢定以分析之。 

 

 

 

 

表 3-13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前測成績敘述統計（答對率） 

 統計量 標準誤 

抽 

像 

化 

前 

測 

成 

績 

平均數 0.4642 0.0147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0.4352  

上限 0.4932  

5% 修整的平均數 0.4680  

中位數 0.4889  

變異數 0.0250  

標準差 0.1585  

最小值 0.0167  

最大值 0.8612  

範圍 0.8444  

 

表 3-14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後測成績敘述統計（答對率） 

 統計量 標準誤 

抽 

像 

化 

後 

測 

成 

績 

平均數 0.5805 0.01636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0.5481  

上限 0.6129  

5% 修整的平均數 0.5838  

中位數 0.5750  

變異數 0.031  

標準差 0.1769  

最小值 0.020  

最大值 1.000  

範圍 0.980  

 

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由表 3-15 發現，t（116）=-8.218，d= 0.692 為中效果（Cohen, 

1988），顯著性 p=0.000 < 0.05（顯著性水準α），前測和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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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 H2，且後測成績（平均值=0.5805，標準差=0.1769）顯著大於前測成績（平均值

=0.4642，標準差=0.1585），是以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可提高運算思

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是可支持的。 

 

表 3-15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前測、後測成績之差異 t 檢定 （N = 117）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效果量（d） 
前測 後測 

成績 
0.4642 

（0.1585） 

0.5805 

（0.1769） 

116 -8.218 0.000 0.692 

 

肆、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前、後測成績分析 

表3-16及表3-17可知，對學生117人進行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後測

成績答對率平均值=0.6054小於前測成績答對率平均值=0.7269，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

學習的效果我們接著使用t檢定以分析之。 

 

表 3-16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前測成績敘述統計（答對率） 

 統計量 標準誤 

資 

料 

表 

示 

前 

測 

成 

績 

平均數 0.7269 0.01731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0.6927  

上限 0.7612  

5% 修整的平均數 0.7352  

中位數 0.8421  

變異數 0.035  

標準差 0.1872  

最小值 0.2105  

最大值 1.0000  

範圍 0.7895  

範圍 0.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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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後測成績敘述統計（答對率） 

 統計量 標準誤 

資 

料 

表 

示 

後 

測 

成 

績 

平均數 0.6054 0.01741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0.5709  

上限 0.6399  

5% 修整的平均數 0.6118  

中位數 0.6000  

變異數 0.035  

標準差 0.1884  

最小值 0.0286  

最大值 1.0000  

範圍 0.97143  

 

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由表 3-18 發現，t（116）= -5.867，d= 0.647 為中效果（Cohen, 

1988），顯著性 p=0.000 < 0.05（顯著性水準α），前測和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表示

拒絕 H3，但後測成績（平均值=0.6054，標準差=0.1884）顯著小於前測成績（平均值

=0.7269，標準差=0.1872），是以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對於運算思維

之資料表示學習尚待於課程中加強相關觀念的導入教學。 

 

表 3-18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成績前測、後測之差異 t檢定（N = 117）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效果量（d） 
前測 後測 

成績 
0.7269 

（0.1872） 

0.6054 

（0.1884） 

116 5.867 0.000 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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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前、後測成績分析 

表3-19及表3-20可知，對學生117人進行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

後測成績答對率平均值=0.5437大於前測成績答對率平均值=0.5103，程式設計課程融入

體驗學習的效果我們接著使用t檢定以分析之。 

 

表 3-19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前測成績敘述統計（答對率） 

 統計量 標準誤 

樣 

式 

辨 

識 

一 

般 

化 

前 

測 

成 

績 

平均數 0.5103 0.0130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0.4846  

上限 0.5359  

5% 修整的平均數 0.5139  

中位數 0.5200  

變異數 0.020  

標準差 0.1402  

最小值 0.115  

最大值 0.825  

範圍 0.710  

 

表 3-20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後測成績敘述統計（答對率） 

 統計量 標準誤 

樣 

式 

辨 

識 

一 

般 

化 

後 

測 

成 

績 

平均數 0.5437 0.0174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0.5094  

上限 0.5781  

5% 修整的平均數 0.5432  

中位數 0.5294  

變異數 0.035  

標準差 0.1877  

最小值 0.0235  

最大值 1.0000  

範圍 0.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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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由表 3-21 發現，t（116）= -2.275，d=0.202 為小效果（Cohen, 

1988），顯著性 p=0.025< 0.05（顯著性水準α），前測和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表示

拒絕 H4，且後測成績 （平均值=0.5437，標準差=0.1877）顯著大於前測成績（平均值

=0.5103，標準差=0.1402），是以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可提高運算思維

之樣式辨識/一般化學習成就測驗是可支持的。 

 

表 3-21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成績前測、後測之差異 t 檢定（N = 117）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效果量（d） 
前測 後測 

成績 
0.5103 

（0.1402） 

0.5437 

（0.1877） 

116 -2.275 0.025 0.202 

 

陸、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前、後測成績分析 

 

表 3-22 及表 3-23 可知，對學生 117 人進行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

後測成績答對率平均值=0.5437 大於前測成績答對率平均值=0.5103，程式設計課程融

入體驗學習的效果我們接著使用 t 檢定以分析之。 

 

表 3-22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前測成績敘述統計（答對率） 

 統計量 標準誤 

問 

題 

解 

析 

前 

測 

成 

績 

平均數 0.5103 0.01296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0.4846  

上限 0.5360  

5% 修整的平均數 0.5139  

中位數 0.5200  

變異數 0.020  

標準差 0.1402  

最小值 0.115  

最大值 0.825  

範圍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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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後測成績敘述統計（答對率） 

 統計量 標準誤 

問 

題 

解 

析 

後 

測 

成 

績 

平均數 0.5805 0.0164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0.5481  

上限 0.6129  

5% 修整的平均數 0.5838  

中位數 0.5750  

變異數 0.031  

標準差 0.1769  

最小值 0.020  

最大值 1.000  

範圍 0.980  

 

以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由表3-24發現，t（116）= -5.049，d= 0.440為小效果（Cohen, 

1988），顯著性p=0.000< 0.05 （顯著性水準α），前測和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表示

拒絕H5，且後測成績（平均值=0.5805，標準差=0.1769）顯著大於前測成績（平均值

=0.5103，標準差=0.1402），是以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可提高運算思維

之問題解析學習成就測驗是可支持的。 

 

表 3-24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成績前測、後測之差異 t檢定 （N = 117）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效果量（d） 
前測 後測 

成績 
0.5103 

（0.1402） 

0.5805 

（0.1769） 

116 -5.049 .000 0.440 

 

表3-25及表3-26可知，對學生117人進行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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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成績答對率平均值=0.3936大於前測成績答對率平均值=0.3398，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

驗學習的效果我們接著使用t檢定以分析之。 

 

 

表 3-25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前測成績敘述統計（答對率） 

 統計量 標準誤 

演 

算 

法 

思 

維 

前 

測 

成 

績 

平均數 0.3398 0.0151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0.3099  

上限 0.3698  

5% 修整的平均數 0.3385  

中位數 0.3600  

變異數 0.027  

標準差 0.1636  

最小值 0.000  

最大值 0.800  

範圍 0.800  

 

表 3-26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後測成績敘述統計（答對率） 

 統計量 標準誤 

演 

算 

法 

思 

維 

後 

測 

成 

績 

平均數 0.3936 0.0207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下限 0.3527  

上限 0.4346  

5% 修整的平均數 0.3828  

中位數 0.3636  

變異數 0.050  

標準差 0.2236  

最小值 0.0364  

最大值 1.0000  

範圍 0.9636  

 

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由表 3-27 發現，t（116）= -2.717，d=0.275 為小效果（C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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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顯著性 p=0.008< 0.05（顯著性水準α）前，測和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表示

拒絕 H6，且後測成績 （平均值=0.3936，標準差=0.2235） 顯著大於前測成績（平均

值=0.3398，標準差=0.1636），是以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可提高運算思

維之演算法思維學習成就測驗是可支持的。 

表 3-27 

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前測、後測之差異 t 檢定 （N = 117） 

向度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效果量（d） 
前測 後測 

成績 
0.3398 

（0.1636） 

0.3936 

（0.2235） 

116 -2.717 .008 0.275 

 

第三節 學生不同背景變項與運算思維之關係 

本節主要探究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後對學生運算思維

能力之影響。學生於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前進行前測與課程結束後進行後測，研究者將

以進步分數與五大向度進步答對率，分別以就讀年級、居住地區、班級排名、性別、

就讀學程、是否接觸過程式設計課程，做 ANOVA 分析，以了解學生整體運算思維之

變化情形。 

五大向度包含:1.抽象化、2.資料表示、3.樣式辨識/一般化、4.問題解析、5.演算法

思維。量化分析結果如下: 

 

壹、 研究假設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五大向度進步答對率

與學生的就讀年級、居住地區、班級排名、性別、就讀學程、程式課程，是否有顯著

差異，故擬考驗以下的虛無假設： 

H7：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與就讀年級沒有顯著差異 

H8：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沒有顯著差異 

H9：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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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沒有顯著

差異 

H11：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沒有顯著差異 

H12：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沒有顯著差異 

H13：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與居住地區沒有顯著差異 

H14：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沒有顯著差異 

H15：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沒有顯著差異 

H16：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沒有顯著

差異 

H17：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沒有顯著差異 

H18：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沒有顯著差異 

H19：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與班級排名沒有顯著差異 

H20：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沒有顯著差異 

H21：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沒有顯著差異 

H22：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沒有顯著

差異 

H23：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沒有顯著差異 

H24：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沒有顯著差異 

H25：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與性別沒有顯著差異 

H26：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沒有顯著差異 

H27：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沒有顯著差異 

H28：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沒有顯著差異 

H29：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沒有顯著差異 

H30：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沒有顯著差異 

H31：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與就讀學程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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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2：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沒有顯著差異 

H33：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沒有顯著差異 

H34：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沒有顯著

差異 

H35：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沒有顯著差異 

H36：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沒有顯著差異 

H37：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與程式課程沒有顯著差異 

H38：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沒有顯著差異 

H39：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沒有顯著差異 

H40：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沒有顯著

差異 

H41：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沒有顯著差異 

H42：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沒有顯著差異 

 

貳、 變異數分析 

在統計分析中，需要比較兩個樣本，其平均值是否具有顯著差異時，我們通常會

應用 t 檢定，但在同時具有多個樣本時，我們會應用變異數分析方法取而代之，其將

提出問題的方式進行了改變，其統計假設為：多個母體的平均值中，至少有一個與其

它母體的平均值間存在著顯著差異。 

通常，一件事務會被認為複雜，往往是有許多因素互相排斥及相依，研究者透過

反覆的實驗及觀察，來分析哪些因素對特定問題有顯著影嚮？有顯著影嚮的因素，何

者效果最大？影嚮因素間有沒有交互作用等。1923 年 R.A.Fisher 首先提出了變異數分

析（Analysis of Variance，簡稱 ANOVA）的概念。 

然而，嚴格來講，「變異數分析」所分析的並不是變異數，而是在研究拆解資料間

的「變異」。它是在可比較的群組中，把總變異按各指定的變異來源進行分解的一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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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由於，通常我們使用「離差平方和」的概念來度量變異，因此「變異數分析」方

法就是從總離差平方和中，分解出數個可追溯到指定來源的部分離差平方和。 

為充分了解變異數分析，應了解其相關名詞： 

1. 觀測變量（依變量）：在變異數分析裡，研究目的所要測量的目標值或具有「結果」

性質的變量稱之。以本研究而言就是前測、後測成績。 

2. 控制變量（自變量）：會影嚮觀察變量或觀察值的因素稱之。在本研究而言就是就

讀年級、居住地區、班級排名、性別、就讀學程、否接觸過程式設計課程等。 

3. 水準：控制變量（因子）的各種不同類別、水準、層次或取值，稱為控制變量的

不同水準（Level）。在本研究如就讀學程就分為高一不分群、資訊學程、應用外

語學程。 

4. 處理：各種因子水準的組合則稱為處理（Treatments）。在本研究如「高一不分群、

男生」涉及就讀學程、性別兩因子之水準值的組合，就是一種處理。 

變異數分析正是從拆解「觀測變量」（依變量）的變異著手，研究諸多「控制變量」

（因子）中，那些「控制變量」是對「觀察變量」有顯著影嚮的。具這些對「觀察變

量」有顯著影嚮的「控制變量」，不不同「水準」以及各「水準」的交互搭配（處理）

又是如何影嚮「觀測變量」的科學方法。 

對於抽樣因素（誤差）所造成的變異，一般稱為隨機變異或組內變異；而不同水

準間，所造成的變異則稱為組間變異。這些變異，都可以使用變數在各組的平均值與

總平均值間的離差平方和（Sum of Squares of Deviations，簡稱 SS）來加以衡量。將

SS 組內、SS 組間除以各自的自由度（df）後，就可以得到其均方和（Sum of Mean Squares，

簡稱 MS），即組間均方和 MS 組間與組內均方和組內。 

ANOVA 的基本概念就是：比較組間均方和（MS 組間）與組內均方和（MS 組內）的

大小。此外，根據統計理論，MS 組間/MS 組內的比值可構成 F 分配，於是就可用 F 統計

量與代表顯著與否的臨異值做比較，並據此推斷各控制變量對觀察變量的影嚮力。所

以 ANOVA 也有人簡稱為「F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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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統計考驗若達顯著差異時，本研究利用薛費式法（Scheffe’s Method）做多重比

較來進行事後檢定（Post Hoc Test），以找出差異之所在（Cooper & Schindler, 2003）。 

 

 

參、 就讀年級與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五大向度進步答

對率分析 

表 3-28 為 117 位學生的就讀年級次數分配表，一年級 2 個班、二三年級各 1 個班。 

表 3-28 

就讀年級次數分配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效 

一年級 71 60.7 60.7 60.7 

二年級 33 28.2 28.2 88.9 

三年級 13 11.1 11.1 100.0 

總計 117 100.0 100.0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進步分數與就讀年級，結果如表 3-29 所示。結果

發現： F（2,114）=1.144，p=0.322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20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與就讀年級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7。 

表 3-29 

進步分數與就讀年級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年級 2068.990 2 1034.495 1.144 0.322 0.020 

誤差 103046.702 114 903.918    

總和 105115.692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結果如表

3-30 所示。結果發現：F（2,114）=0.909，p=0.406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16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

年級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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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 

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年級 0.43 2 .021 0.909 0.406 0.016 

誤差 2.676 114 .023    

總和 2.719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結果如表

3-31 所示。結果發現：F（2,114）= 0.214，p=0.808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04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

讀年級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9。 

表 3-31 

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年級 0.022 2 0.011 0.214 0.808 .004 

誤差 5.799 114 0.051    

總和 5.821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結

果如表 3-32 所示。結果發現：F（2,114）= 0.958，p=0.387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17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

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10。 

表 3-32 

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年級 0.048 2 0.024 0.958 0.387 .017 

誤差 2.883 114 0.025    

總和 2.932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結果如表

3-33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1.144，p=0.322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20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

與就讀年級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11。 

表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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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年級 0.052 2 0.026 1.144 0.322 .020 

誤差 2.576 114 0.023    

總和 2.628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結果如

表 3-34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1.355，p=0.262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23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

與就讀年級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12。 

 

表 3-34 

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年級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年級 0.124 2 0.062 1.355 0.262 0.023 

誤差 5.200 114 0.046    

總和 5.323 116     

 

肆、 居住地區與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五大向度進步答

對率分析 

表 3-35 為 117 位學生的居住地區次數分配表，就近入學為新北市深坑、石碇、雙

溪、平溪區四區。 

 

表 3-35 

居住地區次數分配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效 

就近入學 46 39.3 39.3 39.3 

新北其它 51 43.6 43.6 82.9 

台北市 20 17.1 17.1 100.0 

總計 117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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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進步分數與居住地區，結果如表 3-36 所示。結果

發現： F（2,114）= 0.176，p=0.839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03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與居住地區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13。 

 

表 3-36 

進步分數與居住地區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地區 322.708 2 161.354 0.176 0.839 0.003 

誤差 104792.985 114 919.237    

總和 105115.692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結果如表

3-37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0.109，p=0.897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02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

住地區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14。 

表 3-37 

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地區 0.005 2 0.003 0.109 0.897 0.002 

誤差 2.713 114 .024    

總和 2.719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結果如表

3-38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1.277，p=0.283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22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

與居住地區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15。 

 

表 3-38 

 



72 
 

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地區 0.128 2 0.064 1.277 0.283 0.022 

誤差 5.693 114 0.050    

總和 5.821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結

果如表 3-39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0.180，p=0.835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03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

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16。 

 

表 3-39 

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地區 0.009 2 0.005 0.180 0.835 0.003 

誤差 2.923 114 0.026    

總和 2.932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結果如表

3-40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0.176，p=0.839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03

為小效果 (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

居住地區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17。 

 

表 3-40 

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地區 0.008 2 0.004 0.176 0.839 0.003 

誤差 2.620 114 0.023    

總和 2.628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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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結果如

表 3-41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0.820，p=0.443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0.014

為小效果 (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

與居住地區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18。 

 

表 3-41 

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居住地區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地區 0.075 2 0.038 0.820 0.443 0.014 

誤差 5.248 114 0.046    

總和 5.323 116     

 

伍、 班級排名與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五大向度進步答

對率分析 

表 3-42 為 117 位學生的班級排名次數分配表，4 個班級前 10 名共有 40 名、10~25

名有 49 名、25 後有 28 名。 

 

表 3-42 

班級排名次數分配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效 

前 10 名 40 34.2 34.2 34.2 

10~25 名 49 41.9 41.9 76.1 

25 之後 28 23.9 23.9 100.0 

總計 117 100.0 100.0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進步分數與班級排名，結果如表 3-43 所示。結果

發現： F（2,114）=2.483，p=0.088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42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與班級排名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19。 

 

表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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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分數與班級排名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排名 4387.205 2 2193.602 2.483 0.088 0.042 

誤差 100728.488 114 883.583    

總和 105115.692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結果如表

3-44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1.410，p=0.248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24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

級排名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20。 

 

表 3-44 

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排名 0.066 2 0.033 1.410 0.248 0.024 

誤差 2.653 114 0.023    

總和 2.719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結果如表

3-45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0.840，p=0.434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15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

班級排名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21。 

 

 

表 3-45 

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排名 0.085 2 0.042 0.840 0.434 0.015 

誤差 5.736 114 0.050    

總和 5.821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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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結

果如表 3-46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2.390，p=0.096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40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

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22。 

 

表 3-46 

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排名 0.118 2 0.059 2.390 0.096 0.040 

誤差 2.814 114 0.025    

總和 2.932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結果如表

3-47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2.483，p=0.088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0.042

為小效果 (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

級排名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23。 

 

表 3-47 

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排名 0.110 2 0.055 2.483 0.088 0.042 

誤差 2.518 114 0.022    

總和 2.628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結果如

表 3-48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1.174，p=0.313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20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

與班級排名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24。 

 

表 3-48 

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班級排名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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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排名 0.107 2 0.054 1.174 0.313 0.020 

誤差 5.216 114 0.046    

總和 5.323 116     

 

陸、 性別與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五大向度進步答對

率分析 

表 3-49 為 117 位學生的性別次數分配表，4 個班級女生 61 名、男生 56 名。 

表 3-49 

性別次數分配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效 

女 61 52.1 52.1 52.1 

男 56 47.9 47.9 100.0 

總計 117 100.0 100.0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ANOVA分析進步分數與性別，結果如表 3-50所示。結果發現： 

F（1,115）= 0.559，p=0.456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05 為小效果（Cohen, 1988），

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與性別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25。 

表 3-50 

進步分數與性別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性別 508.715 1 508.715 0.559 0.456 0.005 

誤差 104606.977 115 909.626    

總和 105115.692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結果如表 3-51 所

示。結果發現： F（1,115）= 1.154，p=0.285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10 為小

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

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26。 

 

表 3-51 

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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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性別 0.027 1 0.027 1.154 0.285 0.010 

誤差 2.692 115 0.023    

總和 2.719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結果如表 3-52

所示。結果發現： F（1,115）= 0.083，p=0.773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01 為

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

性別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27。 

表 3-52 

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性別 0.004 1 0.004 0.083 0.773 0.001 

誤差 5.817 115 0.051    

總和 5.821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結果如

表 3-53 所示。結果發現： F（1,115）= 0.340，p=0.561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03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

對率，與性別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28。 

表 3-53 

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性別 0.009 1 0.009 0.340 0.561 0.003 

誤差 2.923 115 0.025    

總和 2.932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結果如表 3-54

所示。結果發現： F（1,115）=0.559，p=0.456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05 為

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

性別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29。 

表 3-54 

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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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性別 0.013 1 0.013 0.559 0.456 0.005 

誤差 2.615 115 0.023    

總和 2.628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結果如表

3-55 所示。結果發現： F（1,115）= 0.120，p=0.729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01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

與性別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30。 

表 3-55 

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性別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性別 0.006 1 0.006 0.120 0.729 0.001 

誤差 5.318 115 0.046    

總和 5.323 116     

柒、 就讀學程與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五大向度進步答

對率分析 

表 3-56 為 117 位學生的就讀學程次數分配表，2 個班級為高一不分組共 71 人、

應外學程 113 人、資訊學程 33 人。 

表 3-56 

就讀學程次數分配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效 

應外學程 13 11.1 11.1 11.1 

資訊學程 33 28.2 28.2 39.3 

高一不分組 71 60.7 60.7 100.0 

總計 117 100.0 100.0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進步分數與就讀學程，結果如表 3-57 所示。結果

發現： F（2,114）= 1.362，p=0.260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23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與就讀學程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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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7 

進步分數與就讀學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學程 2452.235 2 1226.118 1.362 0.260 0.023 

誤差 102663.457 114 900.557    

總和 105115.692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結果如表

3-58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1.024，p=0.362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18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

就讀學程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32。 

 

表 3-58 

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學程 0.048 2 0.024 1.024 0.362 0.018 

誤差 2.671 114 0.023    

總和 2.719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結果如表

3-59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0.278，p=0.757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0.005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

與就讀學程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33。 

表 3-59 

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學程 0.028 2 0.014 0.278 0 0.005 

誤差 5.793 114 0.051    

總和 5.821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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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 3-60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1.339，p=0.266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23 為小效果 (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

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34。 

 

 

表 3-60 

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學程 0.067 2 0.034 1.339 0.266 0.023 

誤差 2.864 114 0.025    

總和 2.932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結果如表

3-61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1.362，p=0.260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23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

與就讀學程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35。 

 

表 3-61 

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學程 0.061 2 0.031 1.362 0.260 0.023 

誤差 2.567 114 0.023    

總和 2.628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結果如

表 3-62 所示。結果發現： F（2,114）= 2.517，p=0.085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42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

與就讀學程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36。 

 

表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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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就讀學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學程 0.225 2 0.113 2.517 0.085 0.042 

誤差 5.098 114 0.045    

總和 5.323 116     

 

捌、 程式課程與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五大向度進步答

對率分析 

表 3-63 為 117 位學生是否接觸過程式設計課程學程的次數分配表，完全無接觸過

的有 57 人、有接觸過有 60 人。 

 

表 3-63 

程式課程次數分配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效 

完全無接觸過 57 48.7 48.7 48.7 

有接觸過 60 51.3 51.3 100.0 

總計 117 100.0 100.0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進步分數與程式課程，結果如表 3-64 所示。結果

發現： F（1,115）=0.606，p=0.438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05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測驗進步分數與程式課程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37。 

 

表 3-64 

進步分數與程式課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程式課程 551.113 1 551.113 0.606 0.438 0.005 

誤差 104564.579 115 909.257    

總和 105115.692 116     

 



82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結果如表

3-65 所示。結果發現： F（1,115）= 0.274，p=0.602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02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

程式課程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38。 

表 3-65 

抽象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程式課程 0.006 1 0.006 0.274 0.602 0.002 

誤差 2.712 115 0.024    

總和 2.719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結果如表

3-66 所示。結果發現： F（1,115）= 0.372，p=0.543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03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

與程式課程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39。 

 

表 3-66 

資料表示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程式課程 0.019 1 0.019 0.372 0.543 0.003 

誤差 5.802 115 0.050    

總和 5.821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結

果如表 3-67 所示。結果發現： F（1,115）= 1.169，p=0.282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10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

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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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7 

樣式辨識/一般化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程式課程 0.030 1 0.030 1.169 0.282 0.010 

誤差 2.902 115 0.025    

總和 2.932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結果如表

3-68 所示。結果發現： F（1,115）= 0.606，p=0.438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0.005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

與程式課程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41。 

 

表 3-68 

問題解析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程式課程 0.014 1 0.014 0.606 0.438 0.005 

誤差 2.614 115 0.023    

總和 2.628 116     

 

以單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結果如

表 3-69 所示。結果發現： F（1,115）= 2.521，p=0.115 ≥ 0.05 無顯著，效果量 ηp
2

 = 0.021

為小效果（Cohen, 1988），表示學生運算思維之學習成就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

與程式課程沒有顯著差異，即接受 H42。 

 

表 3-69 

演算法思維測驗進步答對率與程式課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程式課程 0.114 1 0.114 2.521 0.115 0.021 

誤差 5.209 115 0.045    

總和 5.323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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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數位時代的來臨，電腦科學的學習顯然已經成為相當重要的一環，而電腦科學的

知識培養不再只是學科上的知識傳授，更應轉型為運算思維能力的培養，讓學生具備

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在 108 科技領域課綱中就指出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資訊

科技的核心素養，便有以下欲培養的能力：第一，具備應用科技知能有效規劃個人生

涯發展，以達成自我精進及肯定自我價值的能力與態度。第二，具備系統思考與分析

探索的能力，並能運用科技工具與策略有效處理並解決人生各種問題。第三，具備統

整科技資源進行規劃、執行、評鑑及反省的能力，並能以科技創新的態度與作為，因

應新的情境與問題。第四，具備精確掌握各類科技符號與運算思維表達的能力，能有

效進行思想與經驗的表達，與他人溝通並解決問題。第五，理解科技與資訊的原理及

發展趨勢，具備科技、資訊、媒體的整合運用能力，並能分析、思辨、批判人與科技、

社會、環境等之關係。第六，具備欣賞科技創作之美感，以啟發科技藝術的創作、傳

播與分享。第七，具備利用科技分析與探討人文、科技、生態、與生命倫理議題之能

力，並能主動參與相關活動。第八，具備利用科技以妥善組織工作團隊與溝通協調，

以進行合作共創的能力。第九，具備利用科技主動關注全球及本土科技或其他重大議

題，並參與論述該議題之能力。因此在電腦科學中課程設計就應以培養學生的素養為

目標，而非只在課本上知識的教學，而在電腦科學中相當重要的目標便是運算思維能

力的培養。因此本研究旨在讓學生透過課程的學習，可以擁有 1.抽象化、2.資料表示、

3.樣式辨識/一般化、4.問題解析、5.演算法思維的運算思維的能力，以解決生活中所

遇到的問題。因此本研究之課程架構融入體驗課程，期待透過體驗課程讓學習者可以

透過課程活動的經驗讓學習者在親歷某個學習歷程中進行反思，並從學習過程中的反

思獲得新的價值，在課程設計上將以體驗課程的基本核心歷程，讓學習者具體的體驗

課程內容，接著學習者對體驗進行反思進而形成抽象的概念，並能付諸行動實驗，而

這樣的過程會在課程中不斷循環，讓學習者可以透過這些歷程而有所獲得。因此本研

究旨在發展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課程架構，並探討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

 



86 
 

驗課程對於學生運算思維之變化，並進一步了解學生的個別差異包含：以學生性別（男、

女）、學生年齡（高一、高二、高三）、學生居住地（都市、偏遠地區）、學生班級成績

（分為三個群體，以在班級成績分為三分個子體、含高分群：班級成績前三分之一、

中分群：班級成績中間三分之一、低分群：班級成績後三分之一）、學制（專門學程資

訊群、專門學程應用外語群、高一未分類）、過去是否接觸過程式設計相關課程（有接

觸過、完全無接觸過）與運算思維變化之關係是否有關係。以下針對本研究之結果歸

納出結論，並針對實施過程中所發現之問題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未來相關研究之依

據。 

第一節  結論 

壹、 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課程架構 

一、第一堂程式設計課程-繪製流程圖 

在第一堂程式設計課程繪製流程圖的活動中，主要目的是希望學生透過此次課程

可以了解何謂抽象化，並且讓學生能理解文字與圖示之關係與能從題目中擷取出重點。

此堂課將透過前測學生測驗的運算思維 10 道試題進行二度思考與討論，透過前測試題

讓學生可以再一次，對於問題進行釐清並學習如何在文字中找到問題重點，讓學生可

以自己主導自己的學習歷程，試著自己建構自己的思維模式，進而反思過去思考邏輯

方式。但就課程實際實施情形來說，狀況較不甚理想，大多學生在將自己的思維轉化

為抽象化的過程中都遇到瓶頸，透過分組討論也並未解決大多數無法了解抽象化過程

學生的問題，另外，學生由於是第一次接觸相關課程，因此對於流程圖繪製的相關細

節規定不是那麼熟悉，這也可能導致他們無法完整學習的主因，也因為如此有些學生

可能在第一次課堂中就遇到挫折而對程式設計不感興趣。 

二、第二堂程式設計課程-minecraft 程式積木遊戲 

在第二堂程式設計課程 minecraft 程式積木遊戲的活動中，主要目的是希望幫助學

生了解何謂資料表示與樣式辨識/一般化，即是讓學生能有邏輯的組織和分析資料、了

解不同資料格式、預測問題的規律、找出樣式做測試、歸納與辨識解題元素、歸納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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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結構的指令樣式、了解條件結構的解題樣式與特性、歸納迴圈內重複的指令樣式、

了解迴圈的解題樣式與特性。在第二堂課程中學習的三大程式結構重點為：1.循序結

構、2.判斷結構、3.重複結構。在課程上的實作上透過 Scrach 程式撰寫工具配合學生

熱愛的 minecraft 遊戲為設計此課程的重點，讓學生利用玩遊戲寫成是去闖關的方式進

而了解三大結構的重點與差異。在此次課程的架構上學生的滿意度甚高，透過遊戲實

作更能讓學生投入於學習中，且每一遊戲關卡都有其學習重點，這樣的學習過程不只

是好玩外，更可以引發學習動機與提高學生寫程式的興趣。 

三、第三堂程式設計課程-水果放入背包 

在第三堂程式設計課程水果放入背包的活動中，主要目的是希望幫助學生了解何

謂問題解析，即是讓學生能將大問題分解成組以解決的小問題與分析解題步驟。因此

在此堂課程中讓學生試著從資料結構有名的 0-1 背包（knapsack problem）問題中去解

題與分析步驟，並試著將此問題的解題步驟以程式表示之。此課程以學習單做導入引

導學生思考背包最大價值的問題如何解決，透過團體討論與分享進行個人自我價值的

建立，接著教師以動態規劃的方式帶領學生解決背包問題，從中了解如何將大問題分

解成組以解決的小問題與分析解題步驟，最終進而將此解決過程加以轉化為程式碼。

在第三堂課程中學生普遍認為數字過多的計算會造成他們的學習困擾，另外學習單過

多的撰寫也是會讓他們在學習過程感到沒興趣的原因，但課程的內容取材設計上以生

活化的水果放入背包問題讓他們比較有親切感，也會覺得學習的內容與生活貼近，因

此比較有學習動力。 

四、第四堂程式設計課程-我們這一班身高排序 

在第四堂程式設計課程我們這一班身高排序的活動中，主要目的是希望幫助學生

了解何謂演算法思維，即是讓學生能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重複的指

令流程。因此在此堂課程中讓學生試著從演算法的排序方式去學習演算法的概念。本

堂課所教學的排序方式選用選擇排序（selection sort）、插入排序（insertion sort）、泡

沫排序法（bubble sort）三種排序法，讓學生對於基本的排序方式有一定的認識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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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使用 VB 程式工具撰寫選擇排序（selection sort）、插入排序（insertion sort）、泡

沫排序法（bubble sort）三種排序法的程式碼。在課程實際實作上，發現的最大困難點

便是由於此課程學習重點有三種排序法，但在一堂 50 分鐘的課程內，很難將三種排序

法與程式碼教完，也因此課程的最終只完成到學生認識泡沫排序法就結束課程，如此

無法完整性的連結整體課程，讓學生由淺入深的學習，而只是停留在三種排序法的認

識，那此堂課程的難易度便會過於簡單，對於學生來說也會比較不知道學習此堂課程

的重點是什麼，但整體課程的編排以生活化元素作為課程設計的取材，讓學生對於課

程的內容感受上比較親切將大大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 

五、第五堂程式設計課程-VB 程式實作 

在第五堂程式設計課程 VB 程式設計實作的活動中，主要目的是希望幫助學生了

解何謂演算法思維，即是讓學生能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能夠執行重複的指令

流程。因此在此堂課程中讓學生試著利用 VB 程式設計實作，讓學生實際體驗程式撰

寫的過程，並透過 Visual Studio 整合開發環境程式開發工具去學習程式設計的操作，

並從中了解程式設計中的VB程式語言的控制項（button、textbox、lable）、物件（object）、

屬性（property）的關係、事件（event）與方法（method）。在課程實際實施的情況上，

因為屬於較為進階式的課程，故困難度會較為高，對於程式設計有興趣的學生在此堂

課程都回比較有成就感，但相對於對程式設計興趣缺缺或者學習速度比較慢的學生來

說，這堂課程的難度可能就會讓他們學習興趣降低，但整體而言這樣有難度的課程設

計是可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且可以讓他們在完成作業時獲得成就感，透過讓學生實作

程式設計，透過介面互動產生動態效果都是吸引學生注意的方法，更透過課程實作上

遇到問題進而解決問題的過程，讓學生的思維模式可以更加清晰、有條理，而形成一

套有邏輯的思維系統。 

 

貳、 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對於學生運算思維之影響 

一、學習成效-運算思維整體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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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施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後，國際運算思維總

成績前測和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且國際運算思維後測總成績平均值顯著大於國際

運算思維前測總成績，是以學生在本研究所設計的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可提

高運算思維之學習整體成就測驗。 

二、學習成效-運算思維抽象化能力 

在實施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後，運算思維抽象化

能力的前測成績和後測成績平均值有顯著差異，且運算思維抽象化能力的後測成績平

均值顯著大於運算思維抽象化能力的前測成績，是以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

習後可提高運算思維之學習抽象化能力。 

三、學習成效-運算思維資料表示能力 

在實施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後，運算思維資料表

示能力的前測成績和運算思維資料表示能力的後測成績平均值有顯著差異，但運算思

維資料表示能力的後測成績平均值顯著小於運算思維資料表示能力的前測成績平均值，

是以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學習成效中的運算思維資料表示能力並沒

有顯著進步，因此對於運算思維之資料表示學習尚待於課程中加強相關觀念的導入教

學。 

四、學習成效-運算思維樣式辨識/一般化學習能力 

在實施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後，運算思維樣式辨

識/一般化學習能力前測成績和運算思維樣式辨識/一般化學習能力後測成績平均值有

顯著差異，且運算思維樣式辨識/一般化學習能力後測成績平均值顯著大於運算思維樣

式辨識/一般化學習能力前測成績平均值，是以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可

提高運算思維之樣式辨識/一般化學習能力。 

五、學習成效-運算思維問題解析能力 

在實施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後，運算思維問題解

析能力前測成績和運算思維問題解析能力後測成績平均值有顯著差異，，且運算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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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析能力後測成績平均值顯著大於運算思維問題解析能力前測成績 平均值，是以

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可提高運算思維之問題解析能力。 

六、學習成效-運算思維演算法思維能力 

在實施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五堂程式設計課程後，運算思維演算法

思維能力前測成績和運算思維演算法思維能力後測成績平均值有顯著差異，且運算思

維演算法思維能力後測成績平均值顯著大於運算思維演算法思維能力前測成績平均值，

是以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後可提高運算思維之演算法思維學習能力。 

 

參、 學生不同背景變項與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之關係 

一、學生性別（男、女） 

根據學生性別（男、女）之差異性，對於學生在實施完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

體驗學習五堂課程後，對於學生運算思維五項能力：1.抽象化、2.資料表示、3.樣式辨

識/一般化、4.問題解析、5.演算法思維的學習變化皆無明顯影響。 

二、學生年級（高一、高二、高三） 

根據學生年級（高一、高二、高三）之差異性，對於學生在實施完高中職程式設

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五堂課程後，對於學生運算思維五項能力：1.抽象化、2.資料表示、

3.樣式辨識/一般化、4.問題解析、5.演算法思維的學習變化皆無明顯影響。此向度所

呈現結果與原本預期有所差異，根據研究者依研究學校狀況推論，可能是因研究學校

在未開始本實驗課程前並無完善的資訊課程，因此對於學生的年級差異性上來說影響

並不大。 

三、學生居住地（都市、偏遠地區） 

根據學生居住地（都市、偏遠地區）之差異性對於學生在實施完高中職程式設計

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五堂課程後，對於學生運算思維五項能力：1.抽象化、2.資料表示、

3.樣式辨識/一般化、4.問題解析、5.演算法思維的學習變化皆無明顯影響。 

四、學生班級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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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生在班級成績之差異性對於學生在實施完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

習五堂課程後，對於學生運算思維五項能力：1.抽象化、2.資料表示、3.樣式辨識/一

般化、4.問題解析、5.演算法思維的學習變化皆無明顯影響。 

五、學制（專門學程資訊群、專門學程應用外語群、高一未分類） 

根據學生學制（專門學程資訊群、專門學程應用外語群、高一未分類）之差異性

對於學生在實施完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五堂課程後，對於學生運算思維

五項能力：1.抽象化、2.資料表示、3.樣式辨識/一般化、4.問題解析、5.演算法思維的

學習變化皆無明顯影響。 

六、過去是否接觸過程式設計相關課程（有接觸過、完全無接觸過） 

根據學生過去是否接觸過程式設計相關課程（有接觸過、完全無接觸過）之差異

性對於學生在實施完高中職程式設計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五堂課程後，對於學生運算思

維五項能力：1.抽象化、2.資料表示、3.樣式辨識/一般化、4.問題解析、5.演算法思維

的學習變化皆無明顯影響。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設限於時間、人力與資源的情況下，而無法將此研究面面俱到的完整實行，

但就本研究現有之研究狀況，提供以下幾項對未來研究之具體建議： 

一、對教師層面的建議 

在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學習課程的課程架構是可行的，學生普遍喜愛以實作

課程或遊戲課程作融入，這樣的課程更可以吸引學生學習動機。在高中職程式設計融

入體驗學習課程的學習成效上，欲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能力之五大項目除了資料表示能

力外，其餘四項都有顯著進步情形，在第二堂課程的主要學習目標之一便是資料表示

能力的培養，故此堂課程的內容設計需要再行調整進而達到學習目標。另外，第二堂

課主要是以遊戲融入課程，讓學生透過積木程式遊戲學習寫程式，這堂課也是學生滿

意度最高的一門課，因此學生喜愛遊戲式課程與能力的習得上如何獲得平衡相當值得

我們仔細省思。在學生個別差與運算思維學習成就上之關係，所有個別差異的因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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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習運算思維並無顯著影響，因此學生不同背景變項大致上與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

體驗學習課程的學習成效上並無太大關係。 

二、對教育行政相關單位的建議 

近來程式教育課程相當受到重視，但是資訊科技教師數量與專業度明顯不足，本

研究者在執行此研究時欲找到可以討論之同領域教師相當少，因此建議可再多舉辦相

關資訊研習外，提供機會促進同領域教師進行交流相當重要。 

三、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在本研究的執行過程中，雖然受限於時間、地點、資源等因素，可能對研究結果

造成影響，在考量現實層面之影響，因盡力排除可能改變學習成效之困難，並以其他

教學方式或資源進行輔助，以增強研究結果之成效性，若未來欲進行相關研究之探討。

以下提供四點建議參考給予未來研究相關議題之研究者： 

1. 研究的教學時間延長：本研究僅進行五周時間，每周一堂課，因此共執行了五堂

課的時間，因此在五堂課程中欲改變學生運算思維的成效有限，建議研究者未來

可以加長研究的教學時程，讓學生可以有充分學習的時間。 

2. 研究對象之年級數量盡量一致：本研究因研究者本身所任教班級的限制，故僅以

高中一年級兩個班級（共 71 人）、高中二年級一個班（共 33 人）與高中三年級一

個班（13 人）為研究對象，而三個年級所採樣本數差異甚大，建議研究者未來在

各年級人數盡量一致的情形下進行實驗。 

3. 測驗試卷編制發展標準化量表：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工具「國際運算思維成就測

驗」及「程式設計課程學習態度量表」雖然根據相關文獻、指導教授、同領域教

師意見編製而成，但在分析過程中，仍覺得不夠完善，因此建議研究者在未來能

發展出標準化量表，以供後續的研究。 

4. 學生不同背景變項影響可以繼續延伸探究：本研究是以高中職程式設計融入體驗

學習課程的課程探討運算思維學習成效的學生不同背景變項情形，然而影響學習

成效的因素不只如此，其他如班級風格、教師特質、學習環境、家庭背景等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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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探討的變數，因此未來研究者也可朝此方向做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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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A：2015 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試題內容 

題目一：QB 碼 

海狸想將數字編碼，因此開發了 Quick-Beaver(QB 碼），一

種九宮格的圖形碼。每個格子都有固定的值；其值如右圖所示，

從右下方開始，由右至左再由下至上，每一格的值維前一格的

值的兩倍。 

為了要加密數字，海狸塗黑了某些格子，每個 QB 碼所代表的數字

就是黑格子中數字的總和。例如下圖 QB 碼代表數字 17。 

下方有個 QB 碼，請問如何旋轉它才能得到最大值？ 

 

 

 

 

(Ａ）   (Ｃ） 

 

 

 

(Ｂ）    (Ｄ） 

 

 

  

… … … 

… … ８ 

４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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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二：剪刀 石頭 布 蜥蜴 史巴克 

「剪刀石頭布」是個玩家必須在同時從剪刀、石頭、布中選擇一種武器的遊戲。

石頭贏過剪刀、剪刀贏過布、布贏過石頭。不管玩家出什麼武器，只會有兩種結果：

平手或者一方贏過另一方。 

海狸薛爾登和雷傑在玩「剪刀石頭布」的變種「剪刀石頭布蜥蜴史巴克」。其規則

如下圖：其中有五個不同手勢分別代表剪刀、石頭、布、蜥蜴、史巴克。箭頭指向每

個手勢可以打敗另一個手勢。例如：石頭贏過蜥蜴。如果某一局結果為平手，則玩家

各得 0 分；若有一方得勝，則贏的一方得 1 分。 

 

海狸薛爾登和雷傑玩了五局，薛爾登出拳順序為：史巴克蜥蜴史巴克石頭

史巴克。而雷傑出拳的順序為：史巴克布剪刀剪刀剪刀。 

請問下列何者是最後的分數比(薛爾登－雷傑）？ 

(Ａ）4-0 

(Ｂ）5-0 

(Ｃ）4-1 

(Ｄ）3-2 

(Ｅ）1-3 

  

 



101 
 

題目三：動畫 

海狸太郎在製作一部臉的動畫，動畫由六張照片組成。若照片順序正確，動畫中的臉

一次會改變一個部位，而且只改變一個部位。 

不幸的是照片的順序被打亂了，海狸太郎只知道最後一張照片是哪一張，它必須將前

面五張照片 A~E 依正確順序排好。 

 

請問這五張相片的正確順序為何？ 

(Ａ）DBECA 

(Ｂ）CBDAE 

(Ｃ）DBCEA 

(Ｄ）BD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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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四：碗工廠 

有間工廠生產一組六種大小不同的碗，碗都放置在傳送帶上由左向右一個個傳送，工

廠會將同一組的碗集合後一起放到傳輸帶上，隨意擺放。而在包裝這些碗之前，需將

這些碗如下圖依小到大的順序排好： 

 

工廠安排工人在傳輸帶旁將碗排序：每當相鄰的兩個碗經過工人面前時，若碗的順序

有誤，他會將兩個碗交換位置。下圖為一組碗經過一位工人時碗順序的變化： 

 

請問需要幾個工人才能將下圖的碗按順序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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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五：香辣茄汁雞 

 

海貍澀吉喜歡做菜，他的拿手菜是香辣茄汁雞。 

澀吉喜歡用後院裡的單一火爐做菜，而且他有自己一套順序原則： 

步驟一：(10 分鐘）燉煮一顆洋蔥 

步驟二：(10 分鐘）燉煮一顆甜椒 

步驟三：(20 分鐘）將煮過的洋蔥和甜椒混合再放入番茄燉煮 

步驟四：(30 分鐘）燉煮一隻雞 

步驟五：(20 分鐘）將步驟三和四的食材混合，加上一些香料一起燉煮 

料理香辣茄汁雞共需花費九十分鐘。當在室內裡做菜時，為了加快速度，澀吉會使用

多個火爐來做菜。 

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澀吉使用兩個火爐可以節省 10 分鐘的烹調時間 

(Ｂ）澀吉使用兩個火爐可以節省 30 分鐘的烹調時間 

(Ｃ）澀吉使用三個火爐可以節省 40 分鐘的烹調時間 

(Ｄ）澀吉使用四個火爐可以節省 50 分鐘的烹調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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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六：轉彎 

有位國王很喜歡坐馬車，所以國王命令車夫遇到叉路時不可以直走，所以車夫一定要

向右轉或向左轉，即使叉路是山澗小路。右圖是這個國家的地圖，每兩個相連的路口

中間接相隔一公里。 

 

國王需要由左下角至右上角，圖中用圓形標示。然而車夫只想要盡快到達目的地。 

請問在不違反國王的規定下，起始點到終點最短路徑有多長？ 

(Ａ）11 公里 

(Ｂ）13 公里 

(Ｃ）15 公里 

(Ｄ）不可能在遵守規定之下到達目的地 

  

 



105 
 

題目七：海貍煉金師 

海梨煉金術師可以把某種物品轉換成另一種物品，下列為他可以轉換的物品： 

 兩朵幸運草轉換成一枚硬幣 

 一枚硬幣和兩朵幸運草轉換成一顆紅寶石 

 一顆紅寶石和一朵幸運草轉換成一頂皇冠 

 一枚硬幣、一顆紅寶石和一頂皇冠轉換成一隻小貓 

要注意的是，一旦轉換成另一個物品後，原本的物品將會消失。 

 

請問海貍煉金術師需要幾朵幸運草合成一隻小貓？ 

(Ａ）5 

(Ｂ）10 

(Ｃ）11 

(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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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八：畫線機器人 

湯姆製作了一個可以畫垂直直線和水平線機器人，並利用一連串的數字來操作它。第

一個數字代表機器人必須畫的垂直線長度，若為正數則向上畫，負數則向下畫。 

第二個數字代表要畫出水平線長度，若為正數向右畫，負數則向左，且須從上一條線

結束的地方開始畫。 

第三個數字代表另一條垂直線，第四個數字代表另一條水平線，依此類推。 

例如，若輸入下方這一串數列： 

2,1,-1,1,1,1,-2 

則機器人會畫出這樣的圖形： 

 

請問下咧那一組序列無法讓機器人畫出正方形？ 

(Ａ）1,1,-1,-1 

(Ｂ）1,-1,-1,1 

(Ｃ）-1,1,-1,1 

(Ｄ）-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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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九：劇院 

在海貍市戲劇院的舞台，是由三盞聚光燈來照明，一盞是紅色、一盞是綠色，另一盞

是藍色。舞台的顏色取決於三盞燈的開關組合，如下表所示： 

 

從演出開始，三盞燈光會依照以下規則重複循環運作： 

 紅燈：關閉一分鐘，開啟一分鐘。 

 綠燈：關閉半分鐘，開啟半分鐘。 

 藍燈：開啟兩分鐘，關閉兩分鐘。 

請問演出開始一分鐘之後，接下來的半分鐘舞台是什麼顏色？ 

(Ａ）紅 

(Ｂ）綠 

(Ｃ）白 

(Ｄ）洋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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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十：撿石頭 

你正在和一隻海貍玩遊戲。在這個遊戲中有一些石頭，玩家要輪流撿起這些石頭。在

每回合，玩家輪流撿起 1、2 或 3 顆石頭，撿起最後一顆石頭的玩家獲勝。這個遊戲最

早的版本是從 9 顆石頭開始玩，而歷史顯示若只有兩個玩家時，只要第一個玩家開局

時只撿一顆石頭，接下來不論對手撿幾顆石頭，第一玩家都能獲勝。但現在你和海貍

要玩的版本開局時有 15 顆石頭。 

 

若遊戲從你開始，你應該要撿起幾顆石頭才能保證獲勝？ 

(Ａ）1 

(Ｂ）2 

(Ｃ）3 

(Ｄ）沒有任何方法能保證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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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2016 國際運算思維挑戰試題內容 

題目一：倉庫機器人 

在一間倉庫中，有三個機器人負責撿取散落在地上的貨物。由於倉庫內發送指令的主

機只有一台，所以三個機器人都會收到同樣的指令，同步執行相同的動作。 

控制主機台只有「東」、「西」、「南」、「北」四個按鈕，按下這四個按鈕分別代表傳遞

指令給三個機器人往東邊、往西邊、往南邊、或北邊走一格，然後撿起該格內的貨物(也

可能沒有貨物）。舉例來說，假設倉庫內三個機器人和地上貨物散佈如下圖所示，當機

器人依序收到「北、北、南、南、東」指令時，機器人 A 

會撿起一個圓錐、機器人 B 會撿起一個圓環、機器人 C 會撿起一個圓錐。 

 

請問下列的那一組指令，剛好可以讓機器人撿起一個球、一個圓錐和一個圓環？ 

(Ａ）北、東、東、東 

(Ｂ）北、東、東、南、東 

(Ｃ）北、北、南、東、北 

(Ｄ）北、東、東、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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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二：摺紙骰子 

兩支海貍要玩擲骰子(Yatzy）遊戲，但是需要五個骰子，他們手邊一個骰子都沒有，

因此上網找到正常骰子的標示規則，準備自製五個骰子。骰子製作有兩大主要規則： 

1. 骰子的對面加總一定等於 7(1+6、2+5、3+4） 

2. 骰子 1 點、2 點、3 點的三個面必定相交於一

個頂點，且其順序必定依逆時針方向排序，如右

圖所示。 

海貍們成功的用厚紙板設計、製作了四個骰子，四個骰子的剖面圖如下圖。 

 

請問下面哪一個厚紙板剖面圖可用來製作第五顆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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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三：魔法藥劑 

海貍魔法師製作了五種魔法藥劑，魔法藥劑的短期作用分別為： 

1. 使耳朵變長 

2. 使牙齒變長 

3. 使鬍鬚綣曲 

4. 使鼻子變白 

5. 使眼睛變白 

 

魔法師將魔法藥劑分別裝入不同的燒杯，且另外裝了一杯白開水(沒有任何魔法作用），

所以桌上有邊是 A、B、C、D、E、F 的六個燒杯。然而，他忘記了每個燒杯裡裝的是

哪一個魔法藥劑了！ 

於是，魔法師做了幾個實驗，試圖分辨每個燒杯裡的內容物。 

實驗 1：他喝下燒杯 A、B、C 的混合物後，暫時變成圖 1 的樣子。 

實驗 2：他喝下燒杯 A、D、E 的混合物後，暫時變成圖 2 的樣子。 

實驗 3：他喝下燒杯 C、D、F 的混合物後，暫時變成圖 3 的樣子。 

 

請問哪個燒杯裡裝的是白開水？ 

(Ａ）A 

(Ｂ）B 

(Ｃ）C 

(Ｄ）D 

(Ｅ）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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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四：把小偷揪出來 

不好了！一顆價值連城的藍鑽石在展示時被偷了， 但

小偷犯了一個錯誤，他用一外型一樣但廉價的綠鑽 石

替換。已知寶石失竊當天有 2000 人按照一個接一個 的

順序進入展示間，因此犯人一定在這 2000 人當中。 警

方已掌握了這 2000 人進入展示間的順序名單，並透 過

測謊機詢問每人一個問題：「你離開展示間的時候鑽 石

是藍鑽石還是綠鑽石？」在測謊機的監控下，每個 人

都會誠實地回答這問題(包括犯人），也就是說，犯人將是離開展示間時，鑽石已是綠

鑽石的第一個人！ 

與其一個一個訊問，警方想了一個聰明的方式來減少詢問的人數，以下敘述何者一定

是對的？ 

(Ａ）警方一定可以在訊問 20 人之內揪出小偷 

(Ｂ）訊問 20 人以內不保證能揪出小偷，但是訊問 200 人以內一定能揪出小偷 

(Ｃ）警方至少要訊問 200 人，至多可能要訊問 1999 人 

(Ｄ）訊問的人數與運氣有關，如果運氣很差的話，需要訊問全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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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五：彩帶派對 

小畢的生日快到了，他想要辦一場生日派對來慶祝。為了布置派對場地，小必買了一

卷彩帶，這卷彩帶有著如下圖所示每四格一組(黃紅紅藍）的重複樣式。小畢的姊姊也

很喜歡這卷彩帶，因此趁小畢不注意的時候從綵帶中間剪下了一段，缺少的那一段在

下圖以「…」表示。小畢的姊姊說：「如果你能猜出剪下來的這段彩帶有幾個格子，我

就把綵帶還給你。」 

 

請問下列哪一個選項可能是姊姊剪下彩帶的格子數？ 

(Ａ）31 格 

(Ｂ）32 格 

(Ｃ）33 格 

(Ｄ）34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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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六：自動駕駛的計程車 

一台不需要人類駕駛的計程車上市了！它只要根據以下三個規則，就可以順利將乘客

送達目的地： 

1. 沒有岔路時，持續沿著路前進 

2. 當遇到岔路的路口時(在地圖上以英文大寫字母標示），判斷每條岔路與目的地所

形成的夾角，並選擇夾角較小的那條路前進 

3. 遇到死路時就迴轉 

舉例來說，下圖中計程車要前往黃色圓圈的位置，當計程車沿著路走到達標是為 E 的

路口時，它有兩個選擇：直走(實線箭頭）或左轉(虛線箭頭）。當計程車比較實線箭頭

和虛線箭頭與黃色圓圈的夾角時，可以發現實線箭頭與黃色圓圈所形成的夾角較小，

因此計程車會選擇質走前進。 

 

請問地圖上計程車從目前位置(D、E 中間）到目的地(黃色圈圈位置）的路程中，經過

的路口按先後順序排列為何？(若某個路口經過不只一次，需要在每次經過路口時寫出

該路口英文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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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七：賽格威 

在海貍世界有一種非常流行的個人運輸載具：賽格威。它是 由

電力驅動而且只要用兩個按鈕就可以控制：左邊的藍色按鈕 控

制左輪的驅動；右邊按鈕控制右輪的轉動。 

當指右左邊按鈕按下時，左邊輪子轉動達到右轉的效果。同 理，

當指右邊按鈕按下時，右邊輪子轉動達到左轉的效果。當兩個按

鈕同時按下時，兩個輪子同時轉動，這時賽格威會直直前進。 

左方上圖代表一台賽格威由位置1移動到位置2兩個輪子的路徑。

右圖代表左邊藍色按鈕(L）和右邊紅色按鈕(R）在四個時間被按

下的狀況。 

一開始賽格威在位置 1 的地方，這時按下左邊藍色按鈕，所以賽

格威向右轉，接著兩個按鈕都被按下，賽格威就直直前進，最後只按下右邊紅色按鈕，

這時賽格威左轉到達位置 2。上述的操作讓賽格威在移動後，仍然面朝原本的方向(向

上）。假設有一台賽格威一開始面對著上方，在經過上述的按鈕操作後，最後賽格威會

面朝哪一個方向？ 

 

(Ａ）上方 

(Ｂ）左方 

(Ｃ）下方 

(Ｄ）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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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 8：紅藍彈珠遊戲 

海貍弟弟在海貍一日營學到了一個新遊戲。 

首先他抓起一把紅色及藍色的彈珠一一放進一個透明的塑膠 管

中，每顆彈珠都從塑膠管的上頭放入。接 下

來每此從塑膠管下頭取出兩顆彈珠，若第 一

顆彈珠是紅色，則再從上頭放入一顆藍色 的

彈珠(如左圖所示），若第一顆取出的彈珠 是

藍色，則從上頭依序放入紅色、藍色、紅 色

三顆彈珠(如右圖所示）。 

此「取出＋加入」彈珠程序持續到塑膠管內只剩下兩顆或一顆彈珠為止。 

若海貍弟弟一開始依序放入紅、藍、藍、紅、紅等五顆彈珠如左圖所示，總共需

要幾次的取出+加入程序程序，才會使得塑膠管內的彈珠剩下一或二顆彈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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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 9：木筏牌照 

海貍的交通工具是木筏，由於最近河川要進行通行管制，所有的木筏都要申請牌照。

每一個木筏都會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牌照。合法的牌照必須依據下圖的規則由英文字母

和數字組成，每個牌照都由字母 B 開始，並以數字 0 或 1 結束。海貍們可以自行依此

規則產生合法牌照進行註冊。 

 

請問下列那一個牌照選擇不符合規定(無法註冊）？ 

(Ａ）BB0001 和 BBB011 

(Ｂ）BBB100 和 BR00A0 

(Ｃ）BB0100 和 BSA001 

(Ｄ）BE0S01 和 B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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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 10：運送沙包 

走廊上的電梯旁有一列整齊排放的沙包，每袋沙包上標示著該袋沙包的重量(公斤）。

小海貍依下列規則將沙包以電梯運送到樓上的商店裡： 

 

 電梯每趟運送都裝載 80 至 100 公斤的沙包，最後一趟可裝載低於 80 公斤。 

 裝載沙包時，須從最靠近電梯的沙包依序裝載。 

 若某袋沙包導致電梯超重，則把該袋沙包放到該列沙包的最後方。 

請問電梯最少需運送幾趟才能將所有的沙包送達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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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程式設計課程學習態度問卷 

親愛的同學你們好： 

這一份問卷是為了要瞭解過去五堂程式設計課程的實施情形，以作為改善未來程式設

計課程教學的參考，你所提供的意見將對資訊科學教育非常有助益，且你所提供的資

訊將只提供此份研究做分析不會有其他用途，請你安心填答。感謝你的協助！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性別：男□ 女□ 

年級：高一□  高二□  高三□ 

居住地：深坑、石碇、雙溪、坪溪區□ 新店區□ 木柵區□ 信義區□ 基隆區□ 

新北市其它區□ 台北市其它區□ 

學制：專門學程-資訊□ 專門學程-應外□  高一未分類□ 

以前是否接觸過程式設計的相關課程或活動：是□ 否□ 

你在第二次段考班級排名：前 10 名□  11~25 名□  25 名之後□ 

你平常使用電腦或 3C 產品的頻率約：每天都使用□ 一週使用 3、4 次□   

一週使用不超過 2 次□ 

第二部分：課程學習態度 

請根據問題的描述並依據你在五堂程式設計課程的學習狀況勾選你的答案： 

問題 非

常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水果放入背包的小活動幫助我問題解決的能力。      

2、我覺得 minecraft 積木程式活動有助於我寫程式的能力。      

3、我們這一班排身高小活動對我的排序能力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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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可以用 VB 寫出課程裡活動的程式碼。      

5、我覺得利用畫圖的方式有助於我去解決問題。      

6、我覺得利用 VB 寫出程式碼很有成就感。      

7、我對程式設計更感興趣了。      

8、我覺得電腦科學可以幫我解決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9、我可以將課堂上的所學應用到生活上。      

10、我發現程式的解題過程與生活息息相關。      

第三部分： 

1. 你對那個課程或活動最印象深刻？為什麼？ 

(繪製流程圖、mincraft、水果放入背包、我們這一班排身高、VB 程式實作…等等） 

 

 

2. 承上題，那個課程或活動讓你學習起來最為困難？為什麼？ 

(繪製流程圖、mincraft、水果放入背包、我們這一班排身高、VB 程式實作…等等） 

 

 

3. 關於課程內容你有什麼感想或建議： 

 

 

非常感謝同學你耐心地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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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排序法 Sort 學習單 

~排序法 Sort 學習單~ 

姓名：      班級：    

如果我們這一班要按照身高排座位，總共有 5 位同學：小紅 158 公分、小黃 165 公分、

小綠 162 公分、小藍 170 公分、小紫 150 公分。請寫出你會用什麼方法排他們的座位

呢？(需一步一步描述喔！！！） 

 

 

請大家互相分享你的做法，你覺得哪種方法比較棒呢？為什麼？ 

 

 

請畫下選擇排序法的運作過程。 

 

 

請畫下插入排序法的運作過程。 

 

 

請畫下泡沫排序法的運作過程。 

 

 

請你想一想！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狀況與排序有關呢？(請分享 1~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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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0-1 背包問題 Knapsack problem 學習單 

～0-1 背包問題 Knapsack problem 學習單～ 

姓名：      班級：     

假設有一個背包的負重最多可達 8 公斤，而希望在背包中裝入負重範圍內可得之總價

物品，假設是水果好了，水果的種類、單價與重量如下表所示： 

 

水果種類 

  

 

  

重量 4Kg 5Kg 2Kg 1kg 6kg 

價值 NT$4500 NT$5700 NT$2250 NT$1100 NT$6700 

 

請想想你會放哪些水果到你的背包中，讓你的背包有最大價值？ 

 

 

 

承上題，請寫下你是用什麼方法找到背包可以放哪些水果的呢？並與同學分享。 

 

 

 

讓我們來認識什麼是「動態規劃」(Dynamic programming），並將過程寫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