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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 

對國中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與動機之影響 

 

鄭嘉鴻 

摘要 

 

本研究旨探討在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 (擴增實境、虛擬環境)及鷹架策略(程

序鷹架、反思鷹架)對於學習者在自然科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

之影響。本實驗研究對象為國中一年級學生，研究設計採因子設計之準實驗研究，

自變項為「數位學習環境」及「鷹架策略」，有效樣本為 103 人。數位學習環境

依照環境的不同分為「擴增實境」及「虛擬實境」；鷹架策略依照提示方式不同

分為「程序鷹架」及「反思鷹架」。依變項為該單元之學習成效及學習動機。 

研究結果發現：(1) 就知識理解而言，擴增實境組學習者搭配反思鷹架在知

識理解表現上優於虛擬實境組學習者搭配反思鷹架，而虛擬實境組學習者搭配程

序鷹架在知識理解表現上優於虛擬實境搭配反思鷹架組學習者；就知識應用而言，

學習者在擴增實境學習環境中比起虛擬實境學習環境有更好的知識應用表現，而

學習者在程序鷹架策略中比起反思鷹架策略有更好的知識應用表現；(2) 在動機

方面，學習者在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皆抱持正向的學習動機，其中擴增實境學習

者有較高的參與動機表現。 

 

關鍵詞： 凸透鏡成像課程、擴增實境、鷹架策略、體驗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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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Scaffolding Strategies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and Motivation toward Learning of Convex 

Lens Image Forming 

 

Chia-Hung Che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scaffolding strategies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and motivation toward learning of convex lens image forming 

concepts.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employed and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types of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scaffolding strategies. While the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consisted of the augmented reality and the virtual reality 

environments, the scaffolding strategies were the procedural scaffolding and the 

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the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motivation. The participants were 113 seventh graders and the 

effective sample size was 103.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a) for knowledge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 the 

augmented reality group outperformed the virtual reality group while using the 

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 and the procedural scaffolding group outperformed the 

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 group while using the virtual reality environment; for 

knowledge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the augmented reality group outperform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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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reality group, and the procedural scaffolding group outperformed the 

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 group; (b) as for learning motivation, participants showed 

positive motivation toward the employ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the augmented 

reality group revealed higher degree motivation than the virtual reality group. 

 

Keywords: Convex lens image forming learning,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 

scaffolding strategies,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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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別就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範圍與限

制及重要名詞釋義等四個小節分別進行探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然科學教育一直是國內相當重視的課程之一，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指出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主要目的為培養學生對於科學探索的興趣和熱忱並且能夠

應用於現在及未來的生活當中，另外對於觀察、規劃、實驗、歸納、創造等各種

能力，希望可以藉由學習中的教學活動、實際的實驗操作等幫助學生學習，期許

學生以探究和實作的方式進行，強調手腦並用養成設計與製作兼顧的能力(教育

部，2008)。因此，自然科學是人們所需具備的基本能力，在教育上更是扮演了

十分重要的角色。 

隨著資訊科技的日趨進步，教師在課堂中的教學早已與過去不同，從前教師

礙於手邊工具的匱乏，對於難以用口語闡述的概念或是現象，例如：光是直線前

進的、電磁波的行進方向等，多半只能盡力解釋並且請學生運用想像力建立抽象

的概念。使用數位模擬幫助學習者學習，可以有效幫助學習者看到難以用肉眼觀

察的現象並且建構抽象概念(Gorsky & Finegold, 1994)。利用這些數位模擬工具，

不但可以提升教學效果，幫助學習者建構完整的知識概念，更可以讓教學變得生

動有趣，使學習過程更符合個別化的需要，彌補過去傳統教學的缺點(董家莒，

2000)。國中理化科由於學習難度較高，因此常常成為學生在學習中感到害怕的

科目。為了改變這樣的教學現況，必須從課程的教學方式進行改變，例如：課程

的創新教法、學習環境的改變及教學載具的創新等(楊明獻，2008)。Coker 與 White 

(1993)指出，今日的教師應致力於營造適合學生學習的環境及有效的學習方式，

使學習者可以在良好的環境下主動的進行學習。凸透鏡成像課程在國中的理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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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屬於較艱深的單元，探究其原因為學生難以想像光的型態，因此較難建構出

學習概念。雖然學習者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接觸光學的經驗，但由於光不具有可

接觸、可觀察的特性，因此學生很可能會發展出許多個人的想法及概念(何嘉峻，

2003)。若能善用數位科技將那些難以建構的概念以虛擬動畫或是遊戲化的方式

呈現，對於自然科中抽象概念的學習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過去幾年中，許多應用數位模擬、動畫影片等方式的研究已被許多研究者證

明對於學習自然科學實驗是有趣且有效的(Gorghiu, Gorghiu, Dumitrescu, Olteam, 

Bîzoib & Suducb, 2010)。Tatli 與 Ayas (2010)指出，使用數位模擬等虛擬環境的教

學實驗活動，雖然能夠提升學習成效，但卻有部分學習者認為實際進行操作的真

實體驗比起虛擬環境中的操作流程會更容易幫助學習。擴增實境具備結合虛擬環

境及真實世界兩個情境的特色，使之能夠在真實世界中操作虛擬的物件資訊。透

過此特點，可以在進行教學活動的實驗器材加上虛擬資訊，進一步提供學習者在

操作實驗過程中更多的輔助資訊 (Fiorentino, E-Uva, Gattullo, Debernardis & 

Monno, 2014)。擴增實境提供了模擬實驗教學嶄新的學習方式，相較於虛擬實驗，

擴增實境可以進一步提供學習者自我探索，並且與真實環境結合的可能性，這對

於一些較具抽象概念的實驗課程有很大的幫助。擴增實境亦廣泛使用在許多產業

上，例如：教育、遊戲、醫療及工程中，其中遊戲與教育結合更是近年來數位教

育發展的重點。Cheng 和 Su (2012)指出，若能在遊戲化的學習環境中進行學習，

學習者可以融入遊戲情境中並且反覆進行學習內容操作，除了可以有效提升學習

者的興趣之外，還可以幫助學習者完成學習目標。Lopez-Morteo 與 Lopez (2007)

指出，遊戲本身所具備的聲光效果及趣味性，可以引發學習者挑戰新事物的好奇

心，進而有效地促進學習者習得新知識及提升學習動機。因此，若能結合擴增實

境與遊戲在教學課程中，應能幫助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興趣及注意力，進而提

升對於學習內容的吸收程度。 

擴增實境若結合遊戲應用在教育上應可以帶給學習者不一樣的感官體驗，不

同於傳統講述式教學法，可以帶給學生更豐富的學習輔助資訊及關卡挑戰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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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若擴增實境太過於侷限在遊戲的聲光效果及動畫影片，將會偏離擴增實境遊

戲的主軸(Egenfeldt-Nielsen, 2007; Sweetser & Wyeth, 2005)。對於一開始接觸擴增

實境的初學者而言，提供明確的教學活動指引，可以使學習者將焦點放在待解決

的學習任務上，可有效降低學習者的認知負載(Hill & Hannafin, 2001)。因此，若

能在擴增實境遊戲中加入適切的鷹架輔助，一方面可以確保學習者不會因遊戲的

聲光效果而忽略了學習內容，另一方面可以幫助學習者逐步地完成學習任務(李

紋綺，2005)。 

此外，Kolb (1984)的體驗式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是經由學習者自身的經驗轉

化而來，其體驗式學習循環包括：具體經驗 (Concrete Experience)、反思觀察 

(Reflection Observation)、抽象概念  (Abstract Concept)和主動驗證  (Active 

Experimentation)等四個階段。透過此四個學習階段，學習者融入體驗式架構並且

在與不同的數位模擬與鷹架策略結合下，應可以有效提升學習者在凸透鏡成像單

元的知識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 

因此，本研究採用體驗式學習模式做為學習架構，探討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

(擴增實境、虛擬實境)與鷹架策略(程序鷹架、反思鷹架)對於國中一年級學生在

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成效及學習動機的影響，期望能藉由數位科技的輔助，讓

學習者體驗有趣的實驗內容，並有效促進學習理解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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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學習者在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擴增實境、虛擬實境)及

不同的鷹架策略(程序鷹架、反思鷹架)，對於國中一年級學生在凸透鏡成像單元

的學習成效及學習動機的影響。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分述如下：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有二： 

一、探討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擴增實境、虛擬實境)及不同的鷹架策略(程序鷹架、

反思鷹架)對於國中一年級學習者在自然科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知識

理解、知識應用)的影響。 

二、探討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擴增實境、虛擬實境)及不同的鷹架策略(程序鷹架、

反思鷹架)對於國中一年級學習者在自然科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價值

成分、期望成分)的影響。 

 

貳、待答問題 

本研究針對研究目的所提出之待答問題有二： 

一、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擴增實境、虛擬實境)及不同的鷹架策略(程序鷹架、反

思鷹架)對於國中一年級學習者在自然科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上是否有

差異? 

二、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擴增實境、虛擬實境)及不同的鷹架策略(程序鷹架、反

思鷹架)對於國中一年級學習者在自然科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上是否有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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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為配合教學活動之設計與進行，在研究對象、學習內容、教學時間與

環境及評量方法有以下之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國中一年級學生，常態分班，年齡介於 13 至 14 歲間，之前並

未接觸過理化相關課程，因此未具備做自然科學實驗的經驗。此外，各班性別人

數比例相等，具有代表性並且符合常態分配的基本假設。由於本研究之實驗學校

位於桃園縣，並非市中心之學校，亦不是山區學校。學生雖對於平板電腦的使用

經驗上不熟悉，但在教學實驗第一堂課時會給予學生操作說明及練習，因此數位

科技的熟練度差異不在此做深入探討與研究。 

 

貳、學習內容 

本研究之實驗教學內容為根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

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的「光的折射與透鏡」單元編撰而成，教材內容與學習單

設計完成後皆經自然科專任教師校閱修訂完成。本研究之教學範疇主要包含：「凸

透鏡成像名詞定義」、「凸透鏡成像定理」及「凸透鏡成像實驗操作」等三個學習

概念。依難易度區分為低、中、高，本研究之教學重點在於讓學習者了解凸透鏡

的基本概念及實驗的進行流程。 

 

參、教學時間與環境 

本研究為配合參與研究之班級授課進度及教學時間，學習者進行學習活動之

歷程共 105 分鐘。本研究之實驗地點為施測班級原教室，每位同學皆在自己熟悉

的環境中進行學習，並非在傳統實驗室中進行，故研究結果推論需考量此差異。 

肆、評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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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使用兩種評量方法，皆為讓學習者以紙筆填寫的方式進行。評量凸透

鏡成像學習成效的問卷為研究者編撰並經由自然科專門老師校閱後製作而成，由

於本研究僅蒐集學習者之學習成效及動機等資料，故研究結果僅能推論至類似的

評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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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使用的重要名詞，詳細說明如下： 

 

壹、數位學習環境 

隨著資訊科技進步及行動裝置的發展，電腦模擬的方便性已經從傳統固定位

置的個人電腦轉移到適時適地隨身攜帶的平板電腦上了。本研究依據學習環境的

不同分成「擴增實境學習環境」及「虛擬實境學習環境」。在「擴增實境學習環

境」中，學習者除了可以透過平板電腦學習到相關的知識內容外，還可以透過與

實體教具的結合，達到將操作經驗與學習內容整合的優點，以幫助學習者建構抽

象的學習概念。在「虛擬實境學習環境」中，學習者可以透過平板電腦學習凸透

鏡成像單元的知識內容並且透過虛擬動畫了解現實生活中無法用肉眼看到的現

象，例如:光的行徑路線、波的流動方向及電磁波的行進方向等。 

 

貳、鷹架策略 

本實驗採用 Hill 與 Hannafin (2001)所定義的四種鷹架類型中的「程序鷹架」

及「反思鷹架」。「程序鷹架」為提供學習者逐步地提示資訊以幫助其完成學習活

動，學習者透過程序鷹架方式可以有效的掌握實驗的每一個步驟並且順利完成實

驗操作；「反思鷹架」為提供學習者反問式的提示資訊以幫助其思考學習內容，

學習者透過反思鷹架方式可以有效的幫助思考實驗每一個環節所代表的意義以

協助進一步了解學習內容。 

 

參、體驗式學習 

體驗式學習理論中指出，學生的學習知識會在經過「具體經驗」、「反思觀察」、

「抽象概念」及「主動驗證」四個過程後，達到有效的學習。從幫助學習者操作

經驗開始，接著思考所觀察到的現象，之後逐步在心中建構抽象概念，最後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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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或實際操作驗證學習內容。透過實際經驗的轉換從而獲取抽象知識概念，將

其遷移至真實世界中，並且強調學習是經由學習者的經驗轉換而來，是需要學習

者在學習活動中，不斷反思其學習歷程的經驗，並且從中體悟並自行整理學習概

念，之後再將學習到的概念應用於解決日常生活上的問題(Kolb, 1984)。故本研

究藉由讓學習者實際操作凸透鏡成像實驗達到「具體經驗」階段；接著透過平板

中提供的提示訊息幫助學習者反思學習內容以達到「反思觀察」階段；第三階段

透過實際的凸透鏡成像教學及平板電腦所提供的虛擬光路徑動畫，幫助學習者建

構抽象知識以達到「抽象概念」的學習階段；最後階段透過平板電腦所提供的錯

誤回饋訊息及實體操作的即時回應性，幫助學習者馬上驗證知識內容正確性以達

到「主動驗證」的學習階段。 

 

肆、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係指學習者對凸透鏡成像單元概念之學習理解及

學習應用，本研究之學習成效係指經由實驗教學活動後學習者在凸透鏡成像單元

的學習成效。測驗內容為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

科技學習領域」中的「光的折射與透鏡」單元編撰而成，範圍分成「知識理解」

和「知識應用」兩面向。「知識理解」為評估學習者是否能夠了解凸透鏡成像單

元的基本概念，用以了解學習者在記憶與理解層次的認知能力；「知識應用」為

評估學習者是否能夠將凸透鏡成像單元所學知識應用於不同的情境中，用以了解

學習者在凸透鏡成像單元中應用層的認知能力。因此，本研究之凸透鏡成像單元

課程學習成效是依據凸透鏡成像單元課程學習成效測驗進行評估，各向度測驗所

得分數越高，表示學習者於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表現越佳，反之若測驗所得分

數越低，則表示學習者其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表現越差。 

 

伍、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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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動機係指能夠引起學習者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且使該學習活動

趨向教師所設定目標之內在心理歷程(張春興，2004)。本研究之學習動機係指學

習者在經過凸透鏡成像教學活動後對於自然科的學習動機看法，採用五點量表為

改編自 Pintrich、Smith、Garcia 與 McKeachie (1991)發展的動機學習策略量表，

分成價值成分(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工作價值)及期望成分(控制信念、

自我效能、期望成功)兩個面向。問卷各向度之平均分數越高則表示學習者其自

然科學習動機越高，反之所得之平均分數越低則表示學習者對於自然科學習動機

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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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擴增實境、虛擬實境)及鷹架策略(程序

鷹架、反思鷹架)對於國中一年級學習者在凸透鏡成像實驗單元的學習成效及學

習動機之影響。本章首先剖析科學學習的教學意義及困境，接著探討體驗式遊戲

學習結合不同鷹架策略對於自然科學習的影響。以下分別就「科學學習」、「數位

學習環境」、「鷹架學習理論」及「體驗式學習」相關文獻進行歸納與整理。 

 

第一節 科學學習 

本節先就自然科學學習之定義進行探討，了解科學概念對於國中教育的必要

性及重要性後，再進一步探討自然科學學習的教學困境，遊戲式數位學習對於科

學教育的影響，分述如下： 

 

壹、自然科學之學習與教學意義 

自然科學的教育一直是我國及世界各國的教學焦點，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指出

學習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目的在能了解科學學習與技術的發展對於人類生活的

影響，藉由善用現在各種科技與工具讓我們可以更適應現代化的社會生活(教育

部，2008)。另美國在 2061 課程計畫中指出「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為科學教育

目標之一(科學發展，2013)，科學素養包括了解科學的本質，能夠運用科學的知

識和方法解決問題，並且了解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張鳳琴，1994；Roach & 

Wandersee, 1995)。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即強調學習者在三個層面上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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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辨識科學議題(Identify science issues)：包括可以了解用科學方法探究的議題、

可以定義搜尋科學資訊的關鍵詞，並且察覺出科學探索的主要特徵。例如：

哪些事物應該一起比較、哪些變項應該被控制或改變。 

2. 解釋科學現象(Explain phenomena scientifically)：希望學生能運用適當的科學

知識於特定的情境中，並且能夠科學地描述及詮釋現象的產生，最後能夠預

測該現象在未來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3. 運用科學證據(Use scientific evidences)：希望學生能在取得科學資訊後，可以

根據科學證據形成論證和結論(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1)。 

故教學者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應盡可能符合上述三項提及之層面以增進學習者的

科學能力。 

 

貳、自然科學教學困境 

對於大多數的學生而言，國中自然科課程通常較為艱深難懂。雖然透過實驗

觀察可以發現許多現象，但往往在現今的升學主義下，老師們沒有多餘的課堂時

間可以讓學習者探索所有的自然現象。另外，實驗設備的不足也是一個很大的因

素。往往一間實驗室器材有限，無法讓全班同學各自獨立操作，只能由老師在台

前示範，學生們在台下看著老師進行實驗操作。若透過資訊科技輔助，可以幫助

學生建構出適合的學習環境。一個好的物理學習環境應符合以下兩種原則：1. 提

供探索性的學習環境讓學習者能夠參與其中並且親自動手進行操作。2. 在遊戲

操作過程中，提供大量的提示訊息幫助學生逐步建構物理概念(Enyedy, Danish, 

Delacruz & Kumar, 2012)。在傳統課堂中由於多以講述式教學為主，老師只能透

過文字訊息傳遞知識內容，然而一般教科書的內容多半過於枯燥，無法有效提供

足夠的圖示、範例供學生參考，並且最重要的無法提升學生的興趣(劉昌宏、郭

重吉，1995)。若能將遊戲化方式應用在學習活動中，對於一些難以用文字敘述

的單元或是內容較乏味的課程，學生可以用探索性的方式學習並且由於更有趣味

還能夠提升學習的興趣及動機。此外，學生在學習較為困難的抽象單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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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形成、路徑、力的大小及波的成因等，由於無法用肉眼觀察或是親身體驗，

因此在學習上往往會力不從心(李采褱，2003)。因此在凸透鏡成像單元中，常常

導致學生在學習成像概念時，會面臨以下四種問題： 

1. 面對實驗會不知所措，需要教師在旁協助並且逐步進行教學。 

2. 學生雖能觀察到透鏡的成像，但對於光線經過透鏡折射的原理與光的路徑不

太了解(楊明獻，2008)。 

3. 對於一些難以具體化的物理意義，例如：物距、像距對成像的關係，或是成

像的形成，比較難以想像理解。 

4. 無法了解成像實驗的目的，及無法正確操作實驗。 

就第二點及第三點而言，可以藉由與目前資訊科技的結合找到解決方法，使用電

腦模擬或是平板裝置等數位載具可以將無法用肉眼觀察的自然現象具體化呈現

(Merchant, Goetz, Kennicutt, Kwok, Cifuentes & Davis, 2012)；就第一點及第四點

而言，透過學習活動給予適當的鷹架輔助，逐步地輔助學習者掌握實驗的目的及

正確操作實驗的步驟(Molenaar, Roda, Boxtel & Sleegers, 2012)。 

表 2-1 各學者對於透鏡成像的迷思概念整理 

年份與學者 透鏡成像的迷思概念 

(Andersson & 

Karrqvist(1983)；唐

明，2011) 

學習者對於放大鏡的作用有兩種迷思概念，一為放大鏡

有聚集光線的功用，另一為放大鏡會使光線量變多。因

此常常會有學生無法分辨凸透鏡和凹透鏡的差別，認為

凡是透鏡皆會增加光線的能量。 

(Galili & Hazan, 2000) 傳統教授凸透鏡成像概念時都會教學生畫透鏡成像

圖，但學生因此認為光線經過凸透鏡時必須都得先匯聚

於凸透鏡上一點，然後才會發散成像。 

(Galili & Hazan, 2000) 有些學生因為在進行透鏡成像實驗時在紙屏上所看見

的像皆為倒立的，誤以為凸透鏡只會產生倒立的像，而

沒有正立的像。 

(竇一龍，2002) 學生因為學會了如何繪製成像圖。誤以為物體射向凸透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puCT8/search?q=auc=%22%E6%9D%8E%E9%87%87%E8%A4%B1%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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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的光線均與凸透鏡的主軸平行。 

(竇一龍，2002) 在透鏡成像實驗中，學生認為將整個透鏡組移走仍會有

成像，因為成像是物體直接投影在屏幕上的。 

(陳均伊、張惠博、郭

重吉, 2004) 

學生若有使用放大鏡的經驗通常會誤以為凸透鏡只能

產生正立的像，或者以為放大鏡所成的像必定比原物要

大。 

(Jong & Joolingen, 

1998) 

學生難以理解焦點的意義，認為焦點就是物體成像的位

置，並且以為屏幕的所在位置就是焦點。 

(Goldberg & 

Mcdermott, 1986) 

對於實像的觀察，有些學生認為若將紙屏移走，則像會

成像於透鏡上、透鏡內、透鏡與光源之間或是透鏡與眼

睛之間。 

(陳志忠，1989) 有些學生認為屏幕會帶著成像前進，因此若沒有屏幕則

成像會消失 

 

參、遊戲式數位學習對自然科學教育的影響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遊戲對於人們而言早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許多文獻

指出將遊戲融入教學活動中對於學習十分有幫助(Gillispie, Martin, & Parker, 

2010；Lowrie & Jorgensen, 2011；Shaffer, Squire, Halverson & Gee, 2005)。遊戲式

數位學習具有將抽象概念具體化，並且提供驗證的特點(Betz, 1995)，以及能夠促

進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學習成效，讓學習者記憶深刻(Rastegarpour & Marashi, 

2012)。 

Kebritchi 與 Hirumi (2008)指出由於數位遊戲在教育上有幫助是因為具備了以下

因素：1. 降低對學科的恐懼。2. 使學習者花在學習的時間上變得更多。3. 結合

遊戲趣味性，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4. 提供具挑戰性的任務，供學習者探索。 

但亦有研究指出，遊戲式數位學習與傳統教學方式相比，並沒有比較好的學習效

果(O’Neil, Waines & Baker, 2005 )。當學習者在進行遊戲學習時，很容易被遊戲

中的聲光效果所吸引，進而只投入於遊戲過程中，對於知識內容的學習完全沒有

吸收，造成了高投入低學習的狀況(蔡福興、游光昭、蕭顯勝，2008)。綜合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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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開發一個能夠激發學習者學習動機並且促使能主動參與活動的遊戲，應具

備以下幾點遊戲元素(Prenksy, 2007)： 

1. 遊戲性(Play)：遊戲的設計必須帶給學習者有享受、愉悅的感覺，使其具備高

度的動機與興趣。 

2. 規則性(Rules)：遊戲的設計必須有明確的架構及規範。 

3. 目標性(Goals)：遊戲的設計必須有明確的目標任務以指引學習者進行活動，

並且要能觸發學習者學習動機以達成任務。 

4. 互動性(Interactive)：遊戲的設計界面必須要能夠使學習者可以順利地與之互

動以進行遊戲。 

5. 結果與回饋(Outcomes and Feedback)：遊戲的設計須提供學習者可學習的訊

息。 

6.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遊戲設計中的學習任務，必須可以促使學習者在

思考解決任務的過程中，能夠提升問題解決的能力。 

綜合以上所述，一個好的教育遊戲設計，除了須注意以上的設計重點外，還

得提供適時的策略輔助以幫助其聚焦在學習內容上(Rienties, Giesbers, Tempelaar, 

Baker, Segers & Gijselaers, 2012)。另外，若能在虛擬遊戲世界中加入真實環境的

成分，對於一些操作性的實驗活動將可以有更好的效果(Klopfer & Sheldon, 2010)。

故若能將擴增實境虛實整合的特點融入遊戲式環境中，並且輔以鷹架策略輔助學

習，對於自然科課程中需要進行實驗操作的單元應會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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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數位學習環境 

數位學習隨著資訊科技與科技媒體的發展，目前已經漸漸茁壯，許多創新的

教材也隨著愈來愈多研究者的投入變的更加多元，本節將針對數位學習環境進行

介紹，將分別就「數位學習環境類型」、「數位學習環境在教育上的應用」及「數

位學習環境結合實驗在學習上的應用」等三部分進行詳述：  

 

壹、數位學習環境類型 

隨著科技的突破及創新，目前的數位學習境類型琳瑯滿目、五花八門，本研

究將針對國中一年級學生之凸透鏡成像概念單元設計兩種數位學習環境，分別為

「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兩種類型。以下分別就「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兩種不同之數位學習環境類型進行探討： 

 

一、擴增實境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為近年來新興的技術，透過虛擬環境與真實世

界結合的特性廣泛應用於軍事、醫療、工業維修、遊戲及教育上(Lee, 2012)。由

於擴增實境具有整合虛擬環境及真實世界的特點(Arvanitis, Petrou, Knight, Savas, 

Sotiriou & Gargalakos, 2007)，許多的教育研究者紛紛投入於這種新科技裡，試圖

利用虛實整合的優點應用在各式各類的學科中(Klopfer & Squire, 2008)。擴增實

境為虛擬環境(Virtual Environments)的延伸，有別於虛擬環境將學習者完全融入

在模擬世界中，無法觀看到真實環境的景物；擴增實境可以使學習者一方面看的

到真實環境中的景物，另一方面還可以將虛擬資訊呈現在真實世界中。Azuma 

(1997)指出，擴增實境須符合以下三種定義，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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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擴增實境與真實世界及虛擬環境比較（Milgram, 1994） 

(一) 結合真實世界與虛擬環境： 

過去數位學習環境中，多半是採完全虛擬化的方式呈現模擬環境，學生沉浸

在設計者打造的虛擬環境下進行實驗活動；擴增實境則可以與我們周遭環境結合，

在真實世界中運用擴增實境技術擴增出其他資訊，例如：文字、圖像、影片、動

畫及 3D 模型等。 

(二) 與實體物具有即時互動性： 

有別於虛擬環境學習者只能透過鍵盤滑鼠與虛幻的 NPC 或是其他模擬角色

互動，擴增實境除了可以與虛擬資訊、模型即時互動外，也可以利用雙手操作實

際物體。這樣的好處是透過更直覺的雙手觸覺體驗，學生能獲得的經驗遠比使用

鍵盤滑鼠所能得到的感受更為強烈。 

(三) 3D 定位環境： 

擴增實境目前的定位方式分為兩種：一種為 GPS 定位，可以透過行動載具

所發出的訊號偵測目前所在的位置，並且讓虛擬的資訊擴增在真實世界中對應的

位置上；另一種為標籤式定位(Marker based)，為一種透過設計的圖樣，圖樣可

以是一張風景圖、人像圖或是任何富有複雜度的圖片。只要透過行動載具將鏡頭

掃到該圖樣，即會出現相對應的動畫、3D 模型等資訊。 

由上述可知，擴增實境具有結合真實世界與虛擬環境的特性，透過虛擬 3D

模型、動畫播放、圖像資訊等功能，達到與學習者即時互動的效果。一方面除了

擁有虛擬環境裡所具備的聲光效果與模擬動畫外，另一方面也具備真實世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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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性。因此，相較於虛擬環境的學習方法，擴增實境可以提供給學習者更

多樣性的操作可能及使用體驗。 

 

二、虛擬實境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發展，個人電腦演變先從最早期的桌上型電腦，接著由於

其不具有攜帶性，因此筆記型電腦問世了，筆記型電腦憑藉著其方便性及功能性，

不僅在業界、教育界或者其餘行業都普遍使用著。不過近年來隨著行動市場的普

及，筆記型電腦已漸漸被手機及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取代(柯俊宇、賴榮裕，2012)。

虛擬環境可以將學習者不易觀察到的現象，用模擬的方式呈現給學習者，並且提

供學習者嘗試錯誤，反覆操作的機會(Huang, 2005)。也有研究指出由於虛擬實境

所提供豐富的影音效果，使得學習者在虛擬環境中是比較有自信、有創意、參與

度高並且對於學習保持正向愉悅的態度(Loureiro & Bettencourt, 2014)。 

由上述可知，虛擬環境提供學習者不同於真實世界的情境，在虛擬世界中，

任何事物都可經由軟體設計出來，因此對於一些課程內容中無法用肉眼觀察的現

象，透過虛擬實境所提供的優勢可以有效幫助解決。 

 

貳、數位學習環境在各領域上的應用 

以下分別就「擴增實境」及「虛擬實境」兩種不同的學習情境在各領域中的

教學應用進行分析探討： 

 

一、擴增實境各領域上的應用 

擴增實境已被廣泛地應用在許多行業中，以下將指出各研究在擴增實境領域

的應用。Cuendet、Bonnard、Dokenh 與 Dillenbourg (2013)將擴增實境教材應用

在技職進修專班中倉儲管理的學習課程，由於現實環境中無法實際針對具有一定

規模的倉庫進行實際試驗學習。在人力、物力及場地成本都不足的情況下，透過



 

  18 
 

擴增實境技術結合實際倉儲模型的擺放，幫助學習者在模擬的情況下進行倉儲系

統管理的學習。 

Wabel、Bockholt、Engelke、Gavish、Olbricj 與 Presche (2013)將擴增實境應

用在學習機械組裝上，由於傳統技術傳授方式限於一對一指導及錄製影片，常會

有機械組裝技術傳承的情形發生，透過擴增實境可以達到同步組裝及步驟引導的

效果。另亦有研究指出使用擴增實境於汽車工業的維修，在對於教學成本及教學

時間的控制上相較於傳統面對面指導方式更能幫助學習(Debernardis & Monno, 

2014；Fiorentino, E-Uva, Gattullo, 2014；Lee, 2012)。 

Wen、Tay、Nguyen、Chng 與 Chui (2014)則針對擴增實境在醫療上的應用進

行探討，研究指出擴增實境對於外科手術的模擬輔助可以有效幫助新手醫生建立

手術的經驗、自信心及成功率。Nikou, Digioia III、Blackwell、Jaramaz 與 Kanade 

(2000)亦指出，使用擴增實境可以減少使用具有輻射線的 X 光，並且可以幫助醫

生進行簡單的微創手術。 

 

二、虛擬實境各領域上的應用 

虛擬實境在教育上的應用：目前已有許多研究將數位教材放在平板電腦上供

學習者學習，例如：陳宜均 (2012)指出國小學生使用 iPad 平板電腦學習以科學

實驗為主題的單元時，對於學習的滿意度皆有良好的成效。也有研究指出學生使

用平板電腦學習空間能力單元，結果顯示(1) 學生普遍希望用平板電腦取代傳統

教學。(2) 學生覺得使用平板電腦學習空間能力概念會比較了解 (3) 對於低空間

能力的學習者，在平板電腦給予協助後，可以正確的解答測驗問題(Saorin, Torre, 

Martin & Carbonell, 2013)。 

綜合上述「擴增實境」及「虛擬實境」發現，兩者皆對於教學有一定的幫助

與刺激，許多在教學上無法詳述的自然現象，使用擴增實境或是虛擬實境皆可以

使之具象化以方便學習者觀察學習。然而，Wu、Lee、Chang 與 Liang (2013)指

出使用擴增實境學習的學生，雖然同時具備虛擬環境的資訊及真實世界的操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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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但相對而言認知負荷也是隨著給予的訊息愈多而愈來愈重。為了降低資訊太

多所帶來的認知負荷超載，若能將遊戲化的因素帶入擴增實境及虛擬環境中，應

可有效降低認知負荷，讓學習變得更輕鬆有趣。 

 

參、數位學習環境結合實驗在學習上的應用 

國中自然科學實驗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分組討論、互相合作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在實驗過程中除了可以學到單元知識外，還可以了解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及實

驗所帶給學習者的意義(教育部，2008)。其中，若能在數位模擬環境下加入遊戲

的元素，將會使實驗過程更為有趣，並且對於學生的概念理解及問題解決皆有正

面成效(Ke, 2008)。亦有研究指出，當學生沉浸於數位遊戲環境中，對於學習有

相當的幫助。透過操作遊戲中的虛擬角色，並與遊戲裡的非玩家角色對話等，相

對於傳統教科書陳述性的文字內容，更能達到學習成效(Bara, Scott, Siyahhan, 

Goldstone, Ingram-Goble, Zuiker & Warren, 2009)。然而擴增實境結合遊戲除了可

以達到趣味的成分，其新奇的呈現方式，對於初次接觸的學習者而言也是相當特

別的經驗(Cheok, Hwee, Wei, Teo, Lee, Farbiz & Ping, 2004)。由於擴增實境是以第

一人稱視角在真實世界中與虛擬物體互動，有別於虛擬實境第三人稱方式更具有

臨場感(Von Der PüTten, Klatt, Broeke, McCall, Krämer, Wetzel, Blum, Oppermann 

& Klatt, 2012)，並且在擴增實境遊戲中所習得的知識概念也較容易遷移至真實經

驗中(Echeverría, Améstica , Nussbaum , Barrios & Leclerc, 2012)。另外擴增實境具

有結合實體環境物體的功能，可以將實際的操作經驗結合抽象概念幫助學習者建

構知識概念(Ibanez, Serio, Villaran & Kloos, 2014)。因此，由上述所示，若能適切

的應用遊戲於數位學習環境中，對於學習者不僅是學習成效表現或是動機上，皆

有明顯的幫助。 

  



 

  20 
 

第三節 體驗式學習 

為使學習者能從電腦模擬環境中透過體驗具體情境中的問題，來獲得學習概

念，並達到有意義的學習，故本研究採用平板電腦融入體驗式學習來進行教學實

驗。本節將針對體驗式學習之範疇、體驗式學習在教育的應用及體驗式策略應用

在數位遊戲進行探討。 

 

壹、體驗式學習之範疇 

體驗式學習的核心意義為「經驗轉化」及「意義建構」並且學習的歷程就是

經驗轉化及意義建構的過程，而此歷程為將經驗創造並且轉化為知識、技能、態

度、價值或信仰的階段(Jarvis, Holford & Griffin, 1998)。李錫津(2002)指出，體驗

式學習為透過系統的情境設計，把學習者導入學習情境中，讓學習者透過身體親

自體驗學習，學習者可以有用手觸摸、實際操作的學習經驗。Deway(1983)強調

在經驗中學習的重要性，其認為學習須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須為有經驗的教育

價值，並且強調反思的過程在學習經驗中的重要性。Kolb (1984)亦強調「學習」

是經由學習者與周遭事物不斷互動所累積的經驗轉化而得，並且認為「學習」必

須包括下列意涵： 

1. 學習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 

2. 學習就是不斷的重複學習。 

3. 學習需要在對話式的辯證過程中解決衝突問題，進而適應世界。 

4. 學習是一種適應世界的整體歷程。 

5. 學習是個人與外在環境互動所產生的經驗結果。 

6. 學習是創造知識的歷程。 

由上述可知，學習本身是一種適應環境的歷程，而知識則為將適應環境歷程

的經驗所內化的結果。因此一個有效的知識學習，是可以讓學習者有歷經環境的

經驗，並且在經驗中將學到知識概念消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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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b (1984)指出體驗式學習循環依據資訊處理及獲取的不同分為四階段，包

括：具體經驗(CE)、反思觀察(RO)、抽象概念(AC)及主動驗證(AE)。如圖 2-3 所

示，以下針對此四個階段循環分別詳述如下： 

1. 具體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藉由在真實世界與日常生活中的操作經驗融

入學習情境中，使學習者能夠藉由實際體驗學習知識內容。 

1. 反思觀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藉由各種不同資訊的提供與學習內容的觀   

察，使學習者從多方面觀點思考知識內容。 

2. 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藉由實際的操作經驗與資訊的反思，分 

析統整所經歷的學習過程，進而轉化為知識。 

3. 主動驗證(Active Experience)：待學習者統整出知識概念後，藉由系統回饋或

是其他測驗方式驗證學習成效，以確保是否學到學習內容。 

 

綜合上述所示，Kolb 強調學習是一種經驗轉換與知識創造的過程。其意義

在於學習的過程，而非結果，有別於傳統教學所重視的大量學習結果，希望能讓

學習者享受吸收知識的過程，並且能夠將其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因此希望教學者

在課程設計上，可以重視學習者的學習情境，好的情境須包含能讓學習者有實際

操作經驗的環境。良好的操作情境將有助於學習者融入學習內容中，並且提供較

完善的反思歷程(Healey & Jenkins, 2000)。有了充分的反思過程，學習者可以有

獨立分析學習歷程的能力，能夠歸納統整出屬於自己的知識內容。最後透過主動

操作與系統回饋，檢驗學習者的學習現況，並且希望能夠將知識應用於新的學習

情境中(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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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體驗式循環四階段流程圖 

 

貳、體驗式學習在教育領域的應用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將體驗式學習運用在教學設計上，幫助學習者藉由「具體

經驗」、「反思觀察」、「抽象概念」及「主動驗證」等四個階段學習知識內容。林

哲宇 (2010)利用體驗式學習循環於國小生學習電腦技能，結果顯示學習者透過

實際製作投影片、過程中老師的指引思考、學生將製作經驗與老師指引資訊統整

歸納，最後產出實際成果，能夠有效提升簡報製作的表現。許燕欣 (2013)利用

體驗式學習循環於國小電磁作用單元學習，結果顯示透過故事情節的鋪成與任務

目標的指引、觀察實驗的結果、過程中學習單的填答，及最後任務的階段性認證，

能夠有效提升學習者對於電磁作用單元的學習。任欣垚 (2012)利用體驗式學習

循環於國小質因數概念學習，結果顯示透過星海爭霸編輯器遊戲中學習任務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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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遊戲中 NPC 所給予的資訊促進反思、以選擇題的方式建立正確抽象概念，

及最後給予同類型的任務讓學習者主動驗證，能夠有效幫助學習者使用星海爭霸

進行遊戲，並且提升學習成效。 

 

參、體驗式學習應用在數位遊戲 

數位遊戲若能結合體驗式學習循環，依循著「具體經驗」、「反思觀察」、「抽

象概念」及「主動驗證」，對於學習者進行遊戲時的學習效果將會有好的幫助。

Kiili 與 Lainema (2006)指出將數位遊戲的特性與體驗式學習策略結合，讓學習者

在遊戲中關卡的設計及任務的引導下建構知識，將對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學習

成效有好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透過結合四個學習階段使學習者可以在進行實驗

的過程中，進行實際實驗操作體驗，利用平板電腦提供的虛擬資訊進行反思觀察，

結合實際操作體驗與虛擬資訊分析、統整知識概念，接著進行主動驗證回饋。期

望學習者在接受四個學習階段後，會對於實驗操作的流程、成像概念的學習及未

來的學習應用等有好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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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鷹架學習理論 

蘇俄心理學家 Vygotsky (1978)在認知發展論中提到「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 ZPD)概念」，之後Wood、Bruner與Ross根據Vygotsky

理論中發展出鷹架學習理論，以下將針對鷹架的意涵、鷹架支持的類型及鷹架對

於學習的影響分別進行探討。 

 

壹、鷹架的意涵 

(一)鷹架的定義 

Vygotsky 認為社會文化發展是影響個體認知發展的重要因素，經過社會中的

互動，使得學習者從個人能力可觸及的層次到經過協助後可到達的層次，中間這

一段歷程需仰賴於其他的幫助，例如：教師、成人、有能力的同儕或是書本資訊

等輔助。當學習者藉由這些幫助漸漸地建構出屬於自已的知識時，輔助的資訊就

會逐漸撤離，直到最後學習者完全不需要輔助仍能自行操作或學習，即代表已建

構出該知識內容的學習概念(Wood, Burner & Ross, 1976；黃志賢，2006)。因此，

在學習新東西時，不管簡單或是困難，都會產生一定的認知負荷。當老師在講述

新的單元時，認知負荷的程度更會因學生對於該單元的先備知識、本身的學習能

力，或是老師的講解方式不同而有差異(Kim & Hannafin, 2011)。故必須一步一步

給予適當的幫助，例如：協助釐清問題的困難點、提供額外的資訊、給予適時的

指引等，當學習者漸漸熟練學習內容之後，再慢慢地撤離鷹架策略(Morcom, 

2014)。 

(二)近側發展區 

Vygotsky 在認知發展論中所提到的近側發展區，認為兒童有兩個發展層次：

一個是「實際發展層次」(Actual development)，另一個是「潛在發展層次」(Potential 

development)，前者指的是兒童自己本身實力即可達到的水準，後者則是兒童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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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或者能力較強之同儕協助下所能達到的水準。近側發展區是指在學習者學

習能力以內的區域，以下為 Vygotsky(1978)定義的「近側發展區」。如圖 2-2 所示 

 

圖 2-3 ZPD 近側發展區 

「近側發展區」是一種動態的發展區域，會隨著兒童學到更多複雜的知識內

容而不斷成長改變。隨著更多不同的概念技能，過去須經由他人協助才能達成的

學習任務將變成現在獨立作業的基礎。而隨著兒童所面對的困難日漸加劇，新的

協助擴展認知基模將會成為未來的基礎，這樣的循環會隨著兒童的成長不斷重複

進行著。但 ZPD 並不是沒有限制的，我們不能夠教導他超出 ZPD 範圍的技巧或

行為(Boodrova & Leong, 1996)。基於此意涵，Doolittle (1988)提出近側發展區的

動態發展圖，其指出學習者在學習的歷程中，會受到來自教師或是比自己能力強

的同儕引導及支持，以幫助且激發學習者在近側發展區中的學習。為了確保學習

者在學習過程中達到最高程度，教師應隨時觀察學習者的情況，適時地發覺學習

者的問題，並且給予適時適切的協助。之後隨著學習活動的進展逐漸減少協助，

慢慢地將學習的責任轉移到學習者身上，使其具備獨立完成任務的能力(kim & 

Hannaf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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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鷹架支持的類型 

為了提供教學者及學習者在不同情境及內容下更多的幫助，Hill 與 Hannafin 

(2001)提出了四種不同類型的鷹架支持以促進學習者對於不同環境的學習，包含

以下四種鷹架策略： 

(1) 概念鷹架(Conceptual scaffolding)：概念鷹架協助學習者決定思考事情的優先

重要性，可以是圖表、大綱及詳例。透過概念圖展示的多種概念間關係，可協助

學習者選擇或排出重要資訊的優先程度(Stalbrandt & Hossjer, 2006)。概念鷹架的

特性有以下五點：1. 繪製概念圖可以幫助學生統整學習概念，若概念有效連結

愈多，學生愈能記憶該知識。2. 繪製概念圖可以有效幫助長期記憶保持和學習

經驗的遷移。3. 可以把所學習之教材重點觀念提示出來，並可以練習將新知識

與舊有基模加以連結。4. 學生可以利用概念圖來檢驗自己的學習歷程，由於概

念圖呈現視覺化的組織訊息，因此較容易用來檢驗學生是否有錯誤或迷思概念。

5. 使用概念圖可以幫助學生在回憶課程時，較能夠清楚地描述整個文章的架構

(孫春在、林珊如，2007。) 

(2) 後設認知鷹架(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教學者提供一個明確的活動過程，

並且指引學生在活動中進行思考，幫助學生培養反思的能力。Hoffman 與 Spatariu 

(2008)指出，後設認知鷹架能夠促進學習者在教學活動過程中反思並且思考學到

的概念，也可以使用一些自我監控、自我調整等策略，提高學習者問題解決的能

力。使用後設認知鷹架的問題提示資訊除了能夠協助學習者分析問題情境，還可

以在新舊觀念的認知衝突下讓學習者主動尋找解題方案，並且將解題方法有效地

遷移到真實世界，達到學習轉移和強化的效果。學習者在學習活動過程中若進行

反思策略通常可以讓學生檢視並且修正自己的想法與知識，進而有好的架構理解

(Davis, 2000)。 

(3) 程序鷹架(Procedural scaffolding)：提供一步一步地提示資訊，幫助學習者在

面對不熟悉的學習環境時，能夠掌握學習流程，包括提供詳細步驟、逐步提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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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鷹架可以提供學習者直接引導的方式，讓學習者把焦點放在教學活動任務上，

不會因過於複雜的教學內容影響學習者在課程單元上的心力(Hill & Hannafin, 

2001)。 

(4) 策略鷹架(Strategic scaffolding)： 策略鷹架可以提供完成任務的另一種方法，

當學習者在思考該使用哪種方法或是策略時，可以幫助學習者進行分析、計畫、

決策等尋找問題解決方法的能力。 

綜合以上所述，四種鷹架輔助策略皆能對學習產生一定的幫助，若能將鷹架

策略融入不同的學習內容及學習環境，準確的運用四種鷹架的特性，應能有效幫

助學習者學習相關知識內容。 

 

參、鷹架對於學習的影響 

鷹架在教學活動中，除了可以提供學習者適切的幫助，還可以在學習過程中，

引導及擴展學生的能力。若能有效地應用鷹架策略，則可以有效地提升學習者的

學習成效(kim & Hannafin, 2011)。Wood、Brunner 與 Ross (1976)指出，使用鷹架

策略可以協助學生達到以下功能： 

1. 引發參與 (Recruitment)：在進行教學活動前，先引起學習者參與課程的興

趣。 

2. 減輕學習負擔 (Reduction in degree of burden)：教學活動一開始先提供簡單的

學習內容，等到學習者專注在目前的學習活動時，再慢慢增加後續複雜內容

的協助。 

3. 學習活動的管理 (Direction maintenance)：給予學習目標，讓學習者不會分心

在不重要的事物上。 

4. 指出關鍵特徵 (Making critical feature)：幫助學習者指出內容中的重點關鍵，

幫助其專注在重點上。 

5. 挫折控制 (Frustration control)：當學習者犯錯時，盡可能地減輕他所遇到的

挫折，給予鼓勵幫助他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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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示範 (Demonstration)：使用學習者熟悉的方式進行示範活動，藉由觀察教學

者的操作，建立基本的印象。 

 

綜觀過去文獻指出，使用程序鷹架及反思鷹架皆有助於學習者在數位學習環

境中的學習，但對於將不同的鷹架策略應用在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上則少有研

究，故本研究將程序鷹架及反思鷹架應用於數位學習環境中，探討對於凸透鏡成

像的學習成效與態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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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體驗式學習循環為骨幹，協助學習者建立凸透鏡成像單元概念並且

了解實驗操作，旨在探討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擴增實境、虛擬實境）及不同的

鷹架策略（程序型鷹架、反思型鷹架）對於國中一年級學習者在凸透鏡成像實驗

單元的學習成效及學習動機之影響。以下將對於研究對象、研究設計及研究工具

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參與之樣本為國中一年級學生，學校位於桃園縣較偏遠地區，學生多

半為純樸鄉下小孩，並且鮮少有機會接觸平板電腦等 3C 設備。為配合學校課程

之安排，於該國中一年級隨機抽取四個班級樣本共 113 人，扣除未全程參與者 2

人及極端值 8 人，故有效樣本為 103 人。實驗班級皆為常態分班，年齡介於 13

至 14 歲間。其中男性學習者共 51 位，女性學習者共 52 位。根據不同的數位學

習環境隨機分派為「擴增實境組學習環境組」及「虛擬實境學習環境組」，再根

據不同的鷹架策略分為「程序鷹架學習組」及「反思鷹架學習組」。在課程開始

之前，學習者皆未接觸過自然科光學相關概念，因此實驗對象對於凸透鏡成像單

元學習而言為初學者。 

本研究剔除未全程參與者及極端值後，有效樣本為 103 人，其中「擴增實境

-程序鷹架組」26 人，「擴增實境-反思鷹架組」26 人，「虛擬實境-程序鷹架組」

25 人，「虛擬實境-反思鷹架組」26 人。合計各組人數擴增實境學習環境組 52 人，

虛擬實境學習環境組 51 人，程序鷹架策略組 51 人，反思鷹架策略組 52 人。各

組分配情形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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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教學分組及各組人數分配表 

學習策略 

學習環境 
程序鷹架 反思鷹架 合計 

擴增實境 26 26 52 

虛擬實境 25 26 51 

合計 51 5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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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因子設計(factorial design)之準實驗研究法，旨在探討不同數位學

習環境(擴增實境組、虛擬實境組)，對不同鷹架策略(程序型鷹架、反思型鷹架)

的國中一年級學習者在自然科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成效和學習動機之影響。數

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之研究設計及實驗教學活動設計分別敘述如下圖 3-1 所

示： 

 

壹、擴增實境實驗遊戲融入體驗式循環之研究設計 

自變項 

 

依變項 

一、數位學習環境 

1. 擴增實境組 

2. 虛擬實境組 

二、鷹架策略 

1. 程序鷹架組 

2. 反思鷹架組 

一、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 

1. 知識理解 

2. 知識應用 

二、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 

1. 價值成份面向 

內在目標導向 

外在目標導向 

工作價值 

2. 期望成份面向 

控制信念 

自我效能 

期望成功 

圖 3-1 數位學習環境對國中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之研究設計架構圖 

 

本研究的自變項有二，分別為「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數位學習

環境」為根據學習者在不同的學習環境下做分類，分為「擴增實境組」及「虛擬

實境組」。兩組的實驗環境皆是在平板電腦上執行，教材內容的開發平台皆為 3D

遊戲編輯軟體「Unity」搭配 Qualcomm 公司推出的擴增實境模組資源「Vuf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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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而成，唯一的差別在於擴增實境的學習環境為結合現實場景與虛擬資訊，虛

擬實境則只有虛擬資訊無現實場景。「鷹架策略」為根據學習者在不同的學習策

略輔助下做分類，分為「程序鷹架組」及「反思鷹架組」。「程序鷹架組」學習單

設計方式為一步一步的條列式步驟指引，對於不熟悉凸透鏡成像實驗操作的學習

者，可以跟著程序鷹架學習單以確保完成每一步的教學活動。「反思鷹架組」學

習單設計方式則為以提問引導的方式進行，學生藉由學習單的提示訊息，去思考

每個實驗步驟所代表的意義。 

本研究之依變項有二，分別為「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與「凸透鏡成像

單元學習動機」。「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是指學習者在經過實驗教學活動後

對於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表現，分為「知識理解」及「知識應用」兩個向度。

其中「知識理解」多半為記憶性質的概念，係指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對於基礎實驗

概念的認識，例如凸透鏡的特性、光的性質及基本透鏡成像的定義等；「知識應

用」則為完成實驗操作活動後，學生對於凸透鏡成像的應用表現，例如了解凸透

鏡成像於生活上的應用、正確畫出透鏡概念的成像作圖等。後測知識測驗試題為

改編自某出版社中凸透鏡成像單元題目及網路上相關單元試題整合而成，用以了

解學生在透鏡成像單元教學過程中，對於使用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及不同的鷹架

策略後，能否有效的幫助學習者建構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知識。「凸透鏡成像

單元學習動機問卷」為參考 Printrich、Smith 與 McKeachie 在 1989 年所編之「動

機學習策略量表」 (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SLQ)，其目

的為了解學生在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進行學習活動後，學生對於教學活動整體的

感受及想法，包括「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工作價值」、「控制信念」、

「自我效能」及「期望成功」等共六個指標。 

本研究為配合受試學校的教室與課程安排，實驗教學活動以班級為單位，實

驗地點皆在一般課堂教室進行，教學者為研究者本人，教學實驗為期四堂課，每

堂課為 45 分鐘，共 1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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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擴增實境實驗遊戲教學活動設計 

本研究欲探討Kolb所提出的體驗式學習以不同數位學習環境（擴增實境組、

虛擬實境組）搭配不同的鷹架策略（程序鷹架組、反思鷹架組）對於國中一年級

學習自然科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成效（知識理解、知識應用）與學習動機（價

值成份、期望成份）之影響，故本研究以 Unity 軟體與 Vuforia 擴增實境模組建

置一個結合教育意義、遊戲成分、實驗目的及學習內容的教學活動。學習活動的

流程與設計分別敘述如下所示： 

一、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 

本研究實驗教材為根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

技學習領域」中的「光的折射與透鏡」單元編撰而成，並且所有教材內容及測驗

試題皆經過現任國中自然科教師修訂而成。本研究課程學習目標如下： 

 了解凸透鏡成像的名詞定義 

 了解凸透鏡的成像原理 

 了解凸透鏡成像的實驗操作 

以上學習內容主要概念將搭配學習單及數位模擬教材進行教學，詳細知識架

構如圖 3-2 所示。表 3-2 為凸透鏡成像單元之主要概念、學習目標及認知層次分

類表，分別條列出各單元的學習重點及學習成效層級。 

  



 

  34 
 

 

圖 3-2 凸透鏡成像單元課程相關概念知識架構圖 

 

 

表 3-2 「凸透鏡成像單元」之主要概念、學習目標與認知層次分類表 

主要概念 學習目標 認知層次 

凸透鏡成像名詞定

義 

1. 能夠了解光線的特性 知識理解 

2. 能夠了解凸透鏡的特性 

3. 能夠了解鏡心的特性 

4. 能夠了解物距的特性 

5. 能夠了解像距的特性 

6. 能夠了解焦距的特性 

7. 能夠了解 f 及 2f 是什麼 

知識理解 

知識理解 

知識理解 

知識理解 

知識理解 

知識理解 

 凸透鏡成像原理 

1. 能夠了解物體在大於二倍焦距(>2f)時的成像 

2. 能夠了解物體在等於二倍焦距(=2f)時的成像 

3. 能夠了解物體在一倍焦距到二倍焦距(1f~2f)時的成

像 

4. 能夠了解物體在等於一倍焦距(=1f)時的成像 

知識應用 

知識應用 

知識應用 

 

知識應用 

5. 能夠了解物體在小於一倍焦距(<1f)時的成像 知識應用 

凸透鏡成像實驗操

作 

1. 能夠了解成像步驟第一步為畫出平行主軸的光線 知識應用 

2. 能夠了解成像步驟第二步為畫出通過一倍焦距的光

線 

3. 能夠了解成像步驟第三步為畫出通過鏡心的光線 

知識應用 

 

知識應用 

 

 

凸透鏡成像 

凸透鏡成像
名詞定義 

凸透鏡 

距離 

凸透鏡成像
原理 

實像 

虛像 

凸透鏡成像
實驗操作 

成像步驟 



 

  35 
 

二、「光狙擊龍戰士」擴增實境遊戲設計發展工具 

本實驗教材設計為採用 3d 遊戲編輯器「Unity3D」搭配 Qualcomm 公司所提

供的擴增實境模組資源「Vuforia」所製作而成。運用其豐富且功能強大的編輯功

能及平台支援性，研究者得以設計符合課程目標及遊戲趣味性的教材內容。如圖

3-3 所示，Unity 編輯介面分為「場景建立區」、「畫面預覽區」、「物件編輯區」、

「素材內容區」及「細部功能區」。  

 

 

圖 3-3 Unity3D-遊戲引擎編輯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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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狙擊龍戰士」遊戲中所出現的模型動畫則是由 Autodesk 3ds Max 動畫

引擎製作而成，研究者可以自行建立凸透鏡實驗教材所需的 3D物件及模型動畫。

如圖 3-4 所示 

 

圖 3-4 Autodesk 3ds Max 之 3D 模型編輯介面圖 

程式撰寫的編輯介面如圖 3-5 所示，研究者可以用程式控制學習者與平板的

互動行為，例如觸碰點擊、拖曳物件、偵測 Marker 等。 

 

圖 3-5 UnityScript 編輯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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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實體教具部分包括：1. 凸透鏡成像實驗主體板及蠟燭移動木板。

2. 1.5V 燈泡組成之蠟燭。3. 自製木板凸透鏡。4. 凸透鏡成像提示學習單。5. 幫

助學習者觀察物體成像的紙屏。學習者經由實體教具進行實驗，一方面除了可以

實際觀察凸透鏡成像，另一方面可以透過平板電腦同時提供虛擬資訊供學習者參

考以完成實驗操作，如圖 3-6 所示。 

 

圖 3-6 凸透鏡成像組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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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教具組裝完成圖如圖 3-7 所示，組裝步驟如下： 

1. 將蠟燭移動木板放置在主體版的軌道上。 

2. 將由 1.5V 燈泡所組成之蠟燭轉進蠟燭移動木板中並且將燈泡向右旋轉啟動

光源。 

3. 將自製木板凸透鏡放在主體板卡榫上固定並且拉出凸透鏡。 

4. 將紙屏放在凸透鏡右側。 

5. 拿起平板電腦點開凸透鏡成像實驗 APP。 

 

圖 3-7 凸透鏡成像實驗操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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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狙擊龍戰士遊戲學習架構 

本實驗以體驗式學習循環作為學習活動之骨架，學習者在經歷四個循環階段

後，包括「具體經驗」、「反思觀察」、「抽象概念」及「主動驗證」，可以在過程

中有效地學會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內容，如表 3-3 所示。 

 

表 3-3 體驗式循環意義與擴增實境融入規劃 

循環階段 循環階段意義 本研究實驗之策略規劃 

具體經驗 以活動來促進學習者的參與，

透過這樣的問題解決歷程循序

漸進地達到活動的學習目標，

並學習到有價值的知識。 

透過實體實驗教具操作，讓學生

可以實際動手操作實驗，並且搭

配擴增實境提供學生操作實驗中

所需的虛擬資訊以輔助學習。 

反思觀察 學習者比較過去的知識與經

驗，在活動體驗的過程中，可

以藉由省思與檢視去瞭解本身

問題存在或是產生疑惑的地

方，並設法連結經驗來找出問

題的解決方法。 

在實驗中，透過擴增實境提供的

操作步驟提示，學生再與透鏡成

像的生活經驗知識連結並且思考

成像的形成原因。 

抽象概念 將思考過程中的想法與過往經

驗結合後形成概念以作為理想

中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 

藉由實驗操作步驟中的反覆思考

及與虛擬資訊結合的歷程，幫助

學生統整歸納並且一步一步建立

透鏡成像概念。 

主動驗證 體驗式學習的成效，即是個人

能夠應用參與活動的所有經驗

及所得，把所學習到的知識推

理運用到其他不同情境的問題

上，或是應用到個人的日常生

活當中。 

透過實驗過程中的立即回饋、操

作經驗及同步驗證性，可以有效

檢驗實驗的步驟是否正確並且進

一步應用到其他的生活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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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狙擊龍戰士實驗遊戲情境說明 

在學習任務開始前，研究者會先講述故事背景及任務目標，此舉是為了讓學

習者清楚自己要完成的學習目標為何。學生在遊戲中要扮演光光村的子民協助金

光仙人打敗邪惡龍戰士，為了擊敗邪惡龍戰士，必須得打造出傳說中的光光槍，

學生必須幫助金光仙人收集素材並且協助完成光光槍的打造。 

 

圖 3-8 遊戲情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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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狙擊龍戰士實驗關卡任務操作說明 

在第一關中，學習者必須點選左欄的遊戲操作內容，觀看完學習內容動畫後，

進行學習單的填寫，成功紀錄並學習完知識內容後便可得到一顆光金球，收集完

八顆金球後將可以進行下一關卡，如表 3-4 所示。 

在第二關中，學習者必須操作凸透鏡成像實驗移動蠟燭木板觀察在不同物距

中所出現的成像。在此關卡中，學習者必須組裝傳說中的光光槍，其中組裝光光

槍的程序分別為：1. 槍管製作。學習者必須將蠟燭木板移動到物距為二倍焦距

處並且點選學習內容即可完成。2. 槍身製作：學習者必須將蠟燭木板移動到物

距為一倍焦距到二倍焦距處並且點選學習內容即可完成。3. 槍把製作。學習者

必須將蠟燭木板移動到物距為小於一倍焦距處並且點選學習內容即可完成。4. 

彈匣填充：學習者必須將蠟燭木板移動到物距為大於二倍焦距處並且點選學習內

容即可完成。5. 手槍上色：學習者必須將蠟燭木板移動到物距為一倍焦距處並

且點選學習內容即可完成。等到完成上述五步驟後即完成傳說中的光光槍打造，

可以進行下一關打敗邪惡龍戰士，如表 3-5 所示。 

在最後第三關中，學習者必須將前兩關的知識內容應用在此任務中，必須用

手正確畫出凸透鏡成像的成像步驟：1. 首先畫出平行主軸的光線。2. 接著畫出

通過一倍焦距的光線。3. 最後畫出通過鏡心的光線。當學習者正確畫出以上三

步驟後，畫面中即會出現傳說中的光光槍，學習者點選後發射，即可擊敗邪惡龍

戰士，如表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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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光狙擊龍戰士實驗第一關任務操作說明規劃 

學習目標 操作任務 

A. 了解凸透鏡成像名詞定義 

(找回掉落的八顆金球) 

1. 了解光線的特性 

I. 光是直線前進 

II. 光向四面八方擴散 

A1. 尋找光金球 

a. 點擊畫面左欄”光線”選項 

b. 點擊畫面動態的光線得到學習內容 

c. 紀錄學習內容後得到光金球 

2. 了解凸透鏡的特性 

I. 凸透鏡有折射的效果 

II. 凸透鏡有匯聚光線的效果 

A2. 尋找凸金球 

a. 點擊畫面左欄”凸透鏡”選項 

b. 點擊畫面動態的凸透鏡得到學習內

容 

c. 紀錄學習內容後得到凸金球 

3. 了解鏡心的特性 

I. 位於透鏡的中心點 

II. 光經過鏡心前進方向不變 

A3. 尋找鏡金球 

a. 點擊畫面左欄”鏡心”選項 

b. 點擊畫面鏡心處得到學習內容 

c. 紀錄學習內容後得到鏡金球 

4. 了解物距的特性 

I. 物距為物體到鏡心的距離 

A4. 尋找物金球 

a. 點擊畫面左欄”物距”選項 

b. 點擊畫面動態的物距指示得到學習

內容 

c. 紀錄學習內容後得到物金球 

5. 了解像距的特性 

I. 像距為成像到鏡心的距離 

A5. 尋找像金球 

a. 點擊畫面左欄”像距”選項 

b. 點擊畫面動態的像距指示得到學習

內容 

c. 紀錄學習內容後得到像金球 

6. 了解焦距的特性 

I. 焦距為一倍焦點到鏡心的距離 

A6. 尋找焦金球 

a. 點擊畫面左欄”焦距”選項 

b. 點擊畫面動態的焦距指示得到學習

內容 

c. 紀錄學習內容後得到焦金球 

7. 了解 f 是什麼 

I. 一倍焦距 

A7. 尋找 f 金球 

a. 點擊畫面左欄”f”選項 

b. 紀錄學習內容後得到 f 金球 

8. 了解 2f 是什麼 

I. 二倍焦距 

A8. 尋找 2f 金球 

a. 點擊畫面左欄”2f”選項 

b. 紀錄學習內容後得到 2f 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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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光狙擊龍戰士實驗第二關任務操作說明規劃 

學習目標 操作任務 

B. 了解凸透鏡成像原理(打造光光槍) 

1. 了解物體在二倍焦距上(2f)的成像 

I. 倒立相等實像 

B1. 槍管製作 

a. 移動蠟燭木板至等於二倍焦距處 

b. 點擊成像蠟燭得到學習內容 

c. 光光槍完成進度 1/5 

2. 了解物體在一倍焦距到二倍焦距中

(1f~2f)的成像 

I. 倒立放大實像 

B2. 槍身製作 

a. 移動蠟燭木板至一倍焦距到二倍焦

距處 

b. 點擊成像蠟燭得到學習內容 

c. 光光槍完成進度 2/5 

3. 了解物體在小於一倍焦距上(<1f)的

成像 

I. 正立放大虛像 

B3. 槍把製作 

a. 移動蠟燭木板至小於一倍焦距處 

b. 點擊成像蠟燭得到學習內容 

c. 光光槍完成進度 3/5 

4. 了解物體在二倍焦距外(>2f)的成像 

I. 倒立縮小實像 

B4. 彈匣填充 

a. 移動蠟燭木板至大於二倍焦距處 

b. 點擊成像蠟燭得到學習內容 

c. 光光槍完成進度 4/5 

5. 了解物體在一倍焦距上(1f)的成像 

I. 不會成像 

B5. 手槍上色 

a. 移動蠟燭木板至等於一倍焦距處 

b. 點擊成像蠟燭得到學習內容 

c. 光光槍完成進度 5/5 

 

表 3-6 光狙擊龍戰士實驗第三關任務操作說明規劃 

學習目標 操作任務 

C. 了解凸透鏡成像實驗操作 

(射殺邪惡龍戰士) 

1. 了解一倍焦距上(1f)光的成像步驟 

I. 光的前進方向是直線前進 

II. 光經過透鏡後匯聚於焦點 

III. 光經過鏡心後前進方向不變 

C1. 攻擊邪惡龍戰士 

a. 畫出平行主軸的光線 

b. 畫出通過一倍焦距的光線 

c. 畫出通過鏡心的光線 

d. 消滅邪惡龍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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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透鏡成像實驗遊戲 APP 操作介面如圖 3-9 所示，畫面右欄由上至下依序

為「首頁」、「提示訊息」及「關閉提示」。點選首頁後畫面會跳轉到一開始的單

元選擇介面，點選提示訊息則會出現目前學習內容的提示資訊，點選關閉提示則

會把出現的提示資訊隱藏。左欄 Button 為學習內容清單，學生可以點選想學習

的內容並且在完成指示的操作後可以得到該內容的金球，如右側圓形球所示。 

 

 

圖 3-9 遊戲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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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光狙擊龍戰士遊戲學習歷程 

第一階段「具體經驗」中，透過學習活動促進學習者的參與，並且藉由問題

解決的歷程以達到學習目標。本實驗中學習者透過使用實體教具達到實際動手操

作實驗的具體經驗，一方面可以觀察現實情況實驗的情形，另一方面可以藉由平

板電腦了解虛擬情境的學習內容。如圖 3-10 所示，藉由實際操作蠟燭與凸透鏡

在不同距離時的成像變化，再與輔助的虛擬光線路徑結合以更進一步了解實驗學

習內容。 

 

 

圖 3-10 具體經驗階段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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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反思觀察」中，學習者比較過去的知識與經驗，在活動體驗的過

程中，可以藉由省思與檢視去瞭解本身問題存在或是產生疑惑的地方，並設法連

結經驗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法。本實驗中學習者透過擴增實境提供的操作步驟提示，

學生得以觀察凸透鏡成像過程並且思考成像的形成原因，如圖 3-11 所示。  

 

 

圖 3-11 反思觀察階段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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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抽象概念」中，將思考過程中的想法與過往經驗結合統整，形成

概念以作為理想中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本實驗中學習者透過操作步驟反覆思考

與虛擬資訊結合的歷程，並且透過平板電腦提供的虛擬資訊幫助學習者統整歸納

實驗的操作經驗，使其能進一步分析凸透鏡成像概念的自然現象及學習內容。如

圖 3-12 所示。 

 

 

圖 3-12 抽象概念階段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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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主動驗證」，體驗式學習的成效，即是個人能夠應用參與活動的

所有經驗及所得，把所學習到的知識推理運用到其他不同情境的問題上，或是應

用到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本實驗中藉由實體教具的操作經驗及平板電腦虛擬資

訊的同步驗證回饋，可以有效檢驗學生對於實驗的步驟是否正確了解以及能否更

進一步的應用在其他的生活情境中。如圖 3-13 與 3-14 所示。 

 

圖 3-13 主動驗證階段錯誤回饋介面 

 

 

圖 3-14 主動驗證階段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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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擴增實境組教材 

在擴增實境組中，每組學習者會配備一台平板電腦及擴增實境實體教具。在

進行教學的過程中，學生可以實際操作實驗並且觀察成像的變化，另一方面可以

透過平板電腦提供的虛擬資訊及動畫了解成像的成因及原理定義。如圖 3-15 與

3-16 所示。 

 

圖 3-15 學習者使用實體教具操作凸透鏡成像實驗 

 

圖 3-16 學習者透過平板電腦觀看凸透鏡成像實驗輔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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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虛擬實境組教材 

在虛擬實境組中，每組學習者會配置一台平板電腦但並不會配備擴增實境實

體教具。所有的資訊及學習內容皆在平板電腦上，學生不需要額外花心思去操作

實體教具，只需藉由平板電腦把學習單上的知識內容吸收即可。如圖 3-17 與 3-18

所示。 

 

圖 3-17 學習者使用平板電腦填寫實驗學習單 

 

圖 3-18 學習者使用平板電腦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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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驗流程 

本實驗之實驗流程，如圖 3-19 所示，學習內容包含實驗先前準備，教學活

動及知識成效後測共四堂課，每堂課皆為 45 分鐘。 

 

 

 

 

 

 

 

 

 

 

 

 

 

 

 

 

 

 

 

 

 

反思觀察 

將實際觀察到的實驗結果及

虛擬輔助資訊比對 

並且進行調整 

抽象觀念 

歸納統整凸透鏡成像實驗操

作概念 

擴增實境組 

（120 分鐘） 

 

虛擬實境組 

（120 分鐘） 

具體經驗 

實際觀察、動手操作實驗 

具體經驗 

觀察平板電腦中實驗動畫 

反思觀察 

觀察平板電腦中出現的虛擬

輔助資訊 

 

抽象觀念 

歸納統整凸透鏡成像實驗操

作概念 

主動驗證 

透過實驗操作中立即回饋、操

作經驗及同步驗證確保觀念

是否正確 

主動驗證 

透過平板電腦中虛擬資訊立

即回饋以驗證觀念是否正確 

圖 3-19 「光狙擊龍戰士」實驗教學活動流程圖 

單元知識後測 (30 分鐘)：凸透鏡成像單元測驗卷、學習動機問卷 

實驗準備：教學課程說明、簡易平板操作練習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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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過程總共為四堂課(每堂課為 45 分鐘，總共為 180 分鐘)。依學習環境

將班級分成擴增實境組與虛擬實境組，實驗進行為兩人一組。擴增實境組的部分：

每組會配有一台平板電腦、一份學習單及一組凸透鏡成像擴增實境實體教具；虛

擬實境組的部分：每組會配有一台平板電腦及一份學習單。在第一堂課中研究者

會先對教學單元流程做說明並且對平板系統操作做簡單的示範。第二堂課中，研

究者會先講解凸透鏡成像的基本概念，例如光的特性、物距、像距等概念，接著

才讓學生在平板電腦上進行操作。第三堂課中，擴增實境組部分會讓學生實際操

作擴增實境實體教具，希望透過實際的實驗操作觀察並且結合平板電腦上虛擬輔

助資訊以幫助學習者了解凸透鏡成像實驗概念；虛擬實境組在第三堂課則只會觀

察平板電腦中的虛擬輔助資訊，沒有實體教具的操作。第四堂課中會進行凸透鏡

成像單元學習成效測驗及學習動機量表填寫，透過成效測驗及動機量表以了解學

習者在經過本實驗教學活動後對於學習成效及動機上的改變。 

圖 3-20 基礎概念教學後進行實驗操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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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對於國中一年級學習者在

自然科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之影響。研究對象為桃園縣某國中

一年級學生，共四個班級 113 位學習者，扣除未全程參與者及極端值故有效樣本

為 103 位，研究工具包含以下兩項：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測驗卷及學習動機

問卷，分別敘述如下： 

 

壹、凸透鏡成像單元測驗卷 

本研究之「凸透鏡成效單元測驗卷」為改編自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的「光的折射與透鏡」單元編撰而成，所

有測驗卷內容皆經過國中自然科教師修訂而成。測驗目的為檢驗學習者在經過凸

透鏡實驗教學活動後對於該單元的學習成效之影響。測驗內容分成知識理解與知

識應用兩個向度。知識理解為評量學習者對於凸透鏡成像單元中基本概念、定義

及定理的理解能力，共計 13 題；知識應用為評量學習者，在經過實驗教學活動

後對於凸透鏡成像單元於不同情境中的應用能力，共計 11 題。各項度所得之平

均分數愈高代表學習者對於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表現愈佳，反之各項度所得平均

分數愈低代表學習者對於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表現愈差。期中知識理解測驗信度

為 Cronbach’s α =.515，知識應用信度為 Cronbach’s α =.512，整體信度為

Cronbach’s α =.633，如表 3-4 所示。 

表 3-7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測驗卷之內容向度、題數分配及信度係數 

向度 題目編號 題數 Cronbach's α 

知識理解 1、2、3、4、5、6、7、8、9、10、

11、12、13 

13 .515 

知識應用 14、15、16、17、18、19、20、21、

22、23、24 

11 .512 

整體  16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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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動機問卷  

本研究之學習動機問卷為改編自 Printrich、Smith 與 McKeachie 在 1989 年所

編之「激勵的學習策略量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SLQ)，包含價值成分、期望成分及情感成分三大面向，本研究以價值成分、

期望成分為主。分做「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工作價值」、「控制信

念」、「自我效能」及「期望成功」等六個向度，分數評量採用李克特 5 點量表，

其中非常同意為 5 分、同意為 4 分、部分同意為 3 分、不同意為 2 分、非常不同

意為 1 分，共計 30 題。各向度之平均分數愈高代表學習者在該學習環境的投入

度愈高，整體信度為 Cronbach’s α =.929，以下分別敘述六個向度： 

 

一、價值成分 

1. 內在目標導向 

內在目標導向係指學習者為了達到精熟、挑戰與好奇等因素而從事學習活動

的程度，內在目標導向分數愈高者代表在進行學習活動時內在目標導向愈高，並

且認為學習是為了滿足自我的挑戰及好奇心。內在目標導向信度為 Cronbach’s α 

=.667。 

2. 外在目標導向 

外在目標導向係指學習者因為成績、回饋或他人讚許等外在因素而進行學習

活動的程度，外在目標導向分數愈高者代表在進行學習活動時外在目標導向愈高，

並且傾向認為學習是為了成績及他人的讚許。外在目標導向信度為 Cronbach’s α 

=.680。 

3. 工作價值 

工作價值係指學習者對於學習活動內容是否有趣、有用或重要的評估程度，

工作價值分數愈高者代表在進行學習活動時工作價值導向愈高，並且覺得學習內

容是有趣且有用的。工作價值信度為 Cronbach’s α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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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望成分 

1. 控制信念 

控制信念係指學習者對於學習結果的成功或是失敗所做的歸納程度，控制信

念分數愈高者代表在進行學習活動時控制信念導向愈高，並且認為學習上的成功

與失敗歸因於自己的努力、能力等個人的因素，而非機會、運氣等不可控制之因

素。控制信念信度為 Cronbach’s α =.645 

2.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係指學習者在學習活動中對於自己的表現能力信心程度，自我效能

分數愈高者代表在進行學習活動時自我效能導向愈高，並且覺得自己對於該單元

學習活動的表現上是很有信心的。自我效能信度為 Cronbach’s α =.819 

3. 期望成功 

期望成功係指學習者學習活動中對於自己是否會成功的期望程度，期望成功

分數愈高者代表在進行學習活動時期望成功導向愈高，並且覺得自己對於該單元

的學習上是會成功的。期望成功信度為 Cronbach’s α =.749 

 

表 3-8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之問卷內容向度、題數分配及信度係數 

向度 題目編號 題數 Cronbach's α 

價值成分 內在目標導向 1、15、20、22 4 .667 

外在目標導向 7、10、12、29 4 .680 

工作價值 4、9、16、21、24、25 6 .830 

期望成分 控制信念 2、3、8、13、17、23、26、28 8 .645 

自我效能 6、11、14、18、27 5 .819 

期望成功 5、19、30 3 .749 

整體  30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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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實驗研究將蒐集之資料，以 SPSS 22 統計軟體分別針對「凸透鏡成像單元

學習成效」及「學習動機」進行資料處理分析，統計分析之顯著水準皆為.05，

資料處理分析方法詳述如下： 

壹、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分析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表現分析採用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two-way 

MANOVA)，以數位學習環境及鷹架策略為自變項，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之

「知識理解」及「知識應用」學習表現為依變項，進行凸透鏡成像概念之分項成

效表現分析。凸透鏡成像概念之分項學習成效表現分析流程如圖 3-21 所示。 

 

圖 3-21 凸透鏡成像單元概念分項成效表現分析流程圖 

多變項同質性檢定考驗 

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自變項：數位學習環境、鷹架策略 

依變項：凸透鏡成像單元知識理解、知識應用成效表現 

數位學習環境 x鷹架策略 

交互作用是否達顯著水準  

顯著 

進行單純主效果分析  

不顯著 

進行主效果分析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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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進行多變項同質性檢定考驗，本研究採常用之 Box’s M 考驗，用於考驗

依變項間母群變異量是否相似。在進行多變項同質性檢定考驗時，若符合變異數

同質性的基本檢定，則可進行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並觀察 Wilks’ Lambda

值；若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且各組樣本人數差距不大，亦可進行二因

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並觀察 Pillai’s Trace值；若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

且各組樣本人數差距很大，則資料分析時最好進行校正工作。接著進行多變量變

異數分析，確認數位學習環境和鷹架策略自變項交互作用是否達顯著水準，若交

互作用達顯著水準，則進行單純主效果分析(simple main effect)；若交互作用未達

顯著水準，則進行主效果分析(main effect)，判斷數位學習環境和鷹架策略之主

效果對凸透鏡成像單元的知識理解及知識應用是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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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動機分析 

一、價值成分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表現分析採用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two-way 

MANOVA)，以數位學習環境及鷹架策略為自變項，學習動機問卷中的價值成分

面向(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工作價值)之數據為依變項，進行凸透鏡成

像單元學習動機之分項成效表現分析。凸透鏡成像概念之分項學習動機表現分析

流程如圖 3-22 所示。 

 

圖 3-22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價值成分分項成效表現分析流程圖 

 

 

多變項同質性檢定考驗 

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自變項：數位學習環境、鷹架策略 

依變項：凸透鏡學習動機價值成分(內在目標導向、外在

目標導向、工作價值) 

數位學習環境 x鷹架策略 

交互作用是否達顯著水準  

顯著 

進行單純主效果分析  

不顯著 

進行主效果分析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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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進行多變項同質性檢定考驗，本研究採常用之 Box’s M 考驗，用於考驗

依變項間母群變異量是否相似。在進行多變項同質性檢定考驗時，若符合變異數

同質性的基本檢定，則可進行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並觀察 Wilks’ Lambda

值；若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且各組樣本人數差距不大，亦可進行二因

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並觀察 Pillai’s Trace值；若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

且各組樣本人數差距很大，則資料分析時最好進行校正工作。接著進行多變量變

異數分析，確認數位學習環境和鷹架學習略自變項交互作用是否達顯著水準，若

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則進行單純主效果分析(simple main effect)；若交互作用未

達顯著水準，則進行主效果分析(main effect)，判斷數位學習環境和鷹架策略之

主效果對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動機價值成分是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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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望成分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表現分析採用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two-way 

MANOVA)，以數位學習環境及鷹架策略為自變項，學習動機問卷中的期望成分

面向(控制信念、自我效能、期望成功)之數據為依變項，進行凸透鏡成像單元學

習動機之分項成效表現分析。凸透鏡成像概念之分項學習動機表現分析流程如圖

3-23 所示。 

 

圖 3-23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期望成分分項成效表現分析流程圖 

 

 

多變項同質性檢定考驗 

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自變項：數位學習環境、鷹架策略 

依變項：凸透鏡學習動機期望成分(控制信念、自我效

能、期望成功) 

數位學習環境 x鷹架策略 

交互作用是否達顯著水準  

顯著 

進行單純主效果分析  

不顯著 

進行主效果分析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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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進行多變項同質性檢定考驗，本研究採常用之 Box’s M 考驗，用於考驗

依變項間母群變異量是否相似。在進行多變項同質性檢定考驗時，若符合變異數

同質性的基本檢定，則可進行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並觀察 Wilks’ Lambda

值；若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且各組樣本人數差距不大，亦可進行二因

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並觀察 Pillai’s Trace值；若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

且各組樣本人數差距很大，則資料分析時最好進行校正工作。接著進行多變量變

異數分析，確認數位學習環境和鷹架學習略自變項交互作用是否達顯著水準，若

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則進行單純主效果分析(simple main effect)；若交互作用未

達顯著水準，則進行主效果分析(main effect)，判斷數位學習環境和鷹架策略之

主效果對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動機期望成分是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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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數位學習環境（擴增實境、虛擬實境）不同鷹架策略（程

序型鷹架、反思型鷹架）對國中一年級學生在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成效與學習

動機之影響。本章將教學實驗後所收集之「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凸透鏡

成像單元學習動機」的數據資料分別進行分析與探究，統計分析之顯著水準皆

為 .05。 

 

第一節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分析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主要在探討學習者經過凸透鏡成像單元課程的

實驗教學活動後，在凸透鏡成像單元的知識理解與知識應用兩個面向的學習成效

表現。本研究為了探討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及鷹架策略對學習凸透鏡成像單元的

影響，將兩組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擴增實境、虛擬實境）與鷹架策略（程序型

鷹架、反思型鷹架）設為自變項，凸透鏡成像單元課程學習成效測驗分數（知識

理解、知識應用）設為依變項，進行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以檢視各組學習

者在凸透鏡成像單元課程學習成效表現的情形。經統計軟體分析處理後，分析結

果如下： 

 

壹、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表現分析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初步探討「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中知識理解與知

識應用兩個面向的成效表現情形，其中知識理解面向共 13 分，知識應用面向共

11 分，分數越高表示該向度之成效表現越好。參與研究之人數為 113 人，扣除

未全程參與者 2 人及極端值 8 人，有效樣本共計 103 人。各組在知識理解與知識

應用之平均數、標準差及人數，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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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之分組狀況敘述統計 

依變項 
數位學習環境

分組 

鷹架策略分組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知識理解 

擴增實境組 

程序鷹架學習 10.92 1.197 26 

反思鷹架學習 11.15 1.642 26 

總數 11.04 1.427 52 

虛擬實境組 

程序鷹架學習 11.08 1.288 25 

反思鷹架學習 10.04 1.949 26 

總數 10.55 1.724 51 

總數 

程序鷹架學習 11.00 1.233 51 

反思鷹架學習 10.60 1.871 52 

總數 10.80 1.593 103 

知識應用 

擴增實境組 

程序鷹架學習 4.92 2.058 26 

反思鷹架學習 4.42 2.101 26 

總數 4.67 2.074 52 

虛擬實境組 

程序鷹架學習 4.36 2.119 25 

反思鷹架學習 2.92 1.623 26 

總數 3.63 2.000 51 

總數 

程序鷹架學習 4.65 2.086 51 

反思鷹架學習 3.67 2.007 52 

總數 4.16 2.095 103 

 

由敘述統計之平均數（表 4-1）可發現，以數位學習環境而言，擴增實境組

的學習者在知識理解及知識應用兩個面向之表現得分皆高於虛擬實境組的學習

者（知識理解：擴增實境組 mean=10.95，虛擬實境組 mean=10.64；知識應用：

擴增實境組 mean=4.75，虛擬實境組 mean=3.84）。就鷹架策略而言，程序鷹架

組的學習者在知識理解及知識應用上得分皆高於反思鷹架組的學習者（知識理解：

程序鷹架組  mean=10.99，反思鷹架組  mean=10.6；知識應用：程序鷹架組 

mean=4.73，反思鷹架組 mean=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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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之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採用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以進一步了解在不同學習環境及鷹架

策略之下，各個組別在凸透鏡成像單元之知識理解與知識應用的平均數之主效果

及交互作用情形。表 4-2 為共變量矩陣等式的 Box 檢定，考驗結果未達顯著水準

(F =1.382，p =.190)，接受虛無假設，顯示各組間無顯著差異，符合多變項變異

數同質性假定。 

 

表 4-2 凸透鏡成像單元分項成效表現之共變量矩陣等式 Box 檢定 

Box's M F df1 df2 顯著性 

12.909 1.382 9 111766.476 .190 

*p< .05 

接著進行多變量檢定。由表 4-3 結果所示，就交互作用而言，數位學習環境

鷹架策略在學習成效整體表現上並沒有達到顯著差異，表示數位學習環境與鷹

架策略在整體的凸透鏡成像學習表現上無顯著差異。單就主效果而言，數位學習

環境之主效果達到顯著水準(Wilks’ Lambda=.928，p=.026，η
2
=.072)，表示學習者

在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下，其知識理解與知識應用至少有一項平均數達顯著差異；

另外鷹架策略主效果亦達顯著水準(Wilks’ Lambda=.938，p=.044，η
2
=.062)，表示

學習者在不同的鷹架策略下，其知識理解與知識應用至少有一項平均數達顯著差

異。 

 

表 4-3 凸透鏡成像單元知識理解、知識應用學習表現分項之多變量檢定 

效果 
Wilks’ 

Lambda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顯著性 

Eta 平

方 

數位學習環境 .928 3.777* 2.000 98.000 .026 .072 

鷹架策略 .938 3.224* 2.000 98.000 .044 .062 

數位學習環境 

鷹架策略 

 

.955 

 

2.327 

 

2.000 

 

98.000 

 

.103 

 

.045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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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行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其檢定結果如表 4-4 所示。就交互作用

而言，數位學習環境  鷹架策略對知識理解成效達顯著水準(F(1,99) = 4.333，p 

= .040)，其交互作用如圖 4-1，表示數位學習環境及鷹架策略兩因子對於凸透鏡

成像概念知識理解上有達顯著的影響，因此，將進一步進行單純主效果分析。對

知識應用成效表現而言則無顯著影響(F(1,99) = 1.435，p = .234)。就主效果而言，

數位學習環境在知識應用的成效表現上達顯著水準(F(1,99) = 6.957，p = .010)；鷹

架策略在知識應用的成效表現上亦達顯著水準(F(1,99) = 6.132，p = .015)，顯示擴

增實境組(mean = 4.75)顯著優於虛擬實境組(mean = 3.84) ；程序鷹架組(mean = 

4.73)顯著優於反思鷹架組(mean = 3.84)。 

 

表 4-4 各組對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表現之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學習面向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數位學習環境 
知識理解 5.912 1 5.912 2.459 .120 

知識應用 27.392 1 27.392 6.957* .010 

鷹架策略 
知識理解 4.230 1 4.230 1.759 .188 

知識應用 24.144 1 24.144 6.132* .015 

數位學習環境

鷹架策略 

知識理解 10.418 1 10.418 4.333* .040 

知識應用 5.649 1 5.649 1.435 .234 

誤差 
知識理解 238.032 99 2.404   

知識應用 398.798 99 3.93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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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凸透鏡成像單元知識理解之交互作用圖 

 

最後進行單純主效果分析，如表 4-5 所示為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對凸透

鏡成像單元知識理解之單純主效果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依統計數據指出：「虛擬

實境的學習者在使用不同的鷹架策略」及「反思鷹架策略的學習者在不同的數位

學習環境下」對於凸透鏡成像單元知識理解之單純主效果皆達顯著水準(分別為

F(1,99) = 5.026，p = .030、F(1,99) = 4.981，p = .030)，表示使用虛擬實境的學習者搭

配程序型鷹架(mean= 11.08)在凸透鏡成像單元的知識理解表現上顯著優於使用

反思型鷹架的學習者(mean= 10.04)；另外，反思鷹架型學習策略搭配擴增實境

(mean=11.15)在凸透鏡成像單元的知識理解表現上顯著優於搭配虛擬實境的學

習者(mean= 10.04)。 

  

9.5

10

10.5

11

11.5

12

擴增實境 虛擬實境 

凸

透

鏡

成

像

概

念

知

識

理

解

之

平

均

數

 

程序鷹架 

反思鷹架 



 

  67 
 

表 4-5 各組對凸透鏡成像單元知識理解之單純主效果變異數分析摘要 

        組

別 

變異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 

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擴增實境 學習策略 .692 1 .692 .335 .565 .085 

虛擬實境 13.826 1 13.826 5.026* .030 .014 

程序鷹架 學習環境 .314 1 .314 .203 .654 .016 

反思鷹架 16.173 1 16.173 4.981* .030 .083 

*p<.05 

 

參、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分析摘要 

本研究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包括知識理解及知識應用兩個面向，綜合上

述數據分析結果，整理學習成效之分析摘要如表 4-6 所示，從學習成效分析摘要

表來探討待答問題一：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擴增實境學習環境、虛擬實境學習

環境）與鷹架策略（程序鷹架策略、反思鷹架策略）對國中一年級學習者在「凸

透鏡成像單元」中的學習成效是否有影響。分析摘要結果如表 4-6 所示。 

 

表 4-6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成效分析結果摘要 

 

  

學習表

現 

交 互

作用 

學習環境與鷹架

策略 
主效果分析結果 

知識理

解 
顯著 

不顯

著 

數 位 學

習環境 
無顯著差異 

不顯

著 

鷹 架 策

略 
無顯著差異 

知識應

用 

不 顯

著 

顯著 
數 位 學

習環境 
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顯著 
鷹 架 策

略 
程序鷹架>反思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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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所示，學習者在凸透鏡成像單元的知識理解與知識應用兩面向之表

現結果如下： 

 

交互作用部分，在知識理解中達到顯著水準，經進一步單純主效果分析後，

發現使用虛擬實境學習者在搭配程序型鷹架策略後，在凸透鏡成像單元知識理解

表現上優於使用反思型鷹架的學習者，推測其原因為對於知識理解類型題目而言，

由於知識內容偏向記憶層次，故直接給予步驟性的提示資訊相較於反思型的提示

訊息較為有效。另外，反思型鷹架策略搭配擴增實境組學習者在凸透鏡成像單元

知識理解表現上優於使用虛擬實境的學習者，推測其原因為對於偏記憶性的知識

理解題目而言，搭配擴增實境組的學習者可以在學習過程中結合實際操作的經驗

並且強化記憶，因此可以讓學生有更好的知識理解表現。 

接著就主效果進行討論。知識理解部分，數位學習環境及鷹架策略中未達顯

著水準，顯示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及鷹架策略在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上並無顯著

差異。推測原因為凸透鏡成像知識理解的部分多半為記憶及陳述性的題目，學生

透過數位環境學習並且搭配學習單皆可達到好的效果。因此學生不論是使用擴增

實境或是虛擬實境等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在凸透鏡成像的知識理解基礎概念學

習上皆可以達到良好的效果。知識應用部分，擴增實境組學習者優於虛擬實境組

學習者，推測原因為凸透鏡成像知識應用的部分需要學習者充分了解凸透鏡成像

整體的實驗操作及學習概念後才可達到好的學習效果。擴增實境組的學習者在實

驗中透過與實體教具操作結合，可以有效將理論知識及操作經驗合併並且達到同

步學習的效果，使得學習者可以有更深切的操作應用；程序鷹架組學習者優於反

思鷹架組學習者，推測原因為學生在進行凸透鏡成像實驗操作時對於實驗的步驟

並不熟悉，因此無法清楚了解實驗的流程，故運用程序型的學習策略一步一步引

導實驗的操作步驟能夠確保學生了解凸透鏡成像的實驗操作，並且使學生確實了

解所有實驗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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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分析 

學習動機部分主要在探討學生經由凸透鏡成像單元實驗教學活動後，對於凸

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動機表現，分做兩大面向(價值成分、期望成功)六個向度討

論，其中價值成分包括，「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及「工作價值」；期

望成分包括，「控制信念」、「自我效能」及「期望成功」。為了探討在不同的數位

學習環境及鷹架策略下對於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之影響，本研究將不同數位

學習環境(擴增實境組、虛擬實境組)及不同的鷹架策略(程序鷹架組、反思鷹架組)

設為自變項，學習者在「學習動機問卷」所得之價值成分表現分數(內在目標導

向、外在目標導向、工作價值)與期望成分表現分數(控制信念、自我效能、期望

成功)設為依變項，進行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以檢視各組學習者在凸透鏡

成像單元的學習動機表現。經統計軟體分析處理後，分析結果如下： 

 

壹、凸透鏡成像單元之學習動機價值成分表現分析 

本研究針對學習者之學習動機價值成分進行探討，分別為「內在目標導向」、

「外在目標導向」及「工作價值」三個向度，各組的分數、平均數、標準差及人

數如表 4-7 所示，去除未全程參與者 8 人及極端值 2 人後有效樣本為 103 人。從

各組自變項分別觀察平均數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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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價值成份之平均數摘要 

依變項 
自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數位學習環境 鷹架策略 

內在目標 

擴增實境 

程序鷹架 3.89 .621 26 

反思鷹架 4.18 .623 26 

總和 4.04 .633 52 

虛擬實境 

程序鷹架 3.92 .514 25 

反思鷹架 3.78 .567 26 

總和 3.85 .541 51 

總和 

程序鷹架 3.91 .566 51 

反思鷹架 3.98 .624 52 

總和 3.94 .594 103 

外在目標 

擴增實境 

程序鷹架 3.65 .725 26 

反思鷹架 3.73 .717 26 

總和 3.69 .715 52 

虛擬實境 

程序鷹架 3.54 .619 25 

反思鷹架 3.60 .778 26 

總和 3.57 .698 51 

總和 

程序鷹架 3.60 .671 51 

反思鷹架 3.66 .744 52 

總和 3.63 .706 103 

工作價值 

擴增實境 

程序鷹架 3.69 .658 26 

反思鷹架 4.12 .741 26 

總和 3.90 .727 52 

虛擬實境 

程序鷹架 3.87 .545 25 

反思鷹架 3.69 .606 26 

總和 3.78 .579 51 

總和 

程序鷹架 3.78 .606 51 

反思鷹架 3.90 .704 52 

總和 3.84 .657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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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不同數位學習環境」而言： 

1. 擴增實境組的學習者之「內在目標平均數」高於虛擬實境組（擴增實境組內

在目標 mean=4.04，虛擬實境組內在目標 mean=3.85）。 

2. 擴增實境組的學習者之「外在目標平均數」高於虛擬實境組（擴增實境組外

在目標 mean=3.69，虛擬實境組外在目標 mean=3.57）。 

3. 擴增實境組的學習者之「工作價值平均數」高於虛擬實境組（擴增實境組工

作價值 mean=3.90，虛擬實境組工作價值 mean=3.78）。 

 

（二）以「不同鷹架策略」而言： 

1. 程序鷹架組的學習者之「內在目標平均數」低於反思鷹架組（程序鷹架組內

在目標 mean=3.91，反思鷹架組內在目標 mean=3.98）。 

2. 程序鷹架組的學習者之「外在目標平均數」低於反思鷹架組（程序鷹架組外

在目標 mean=3.60，反思鷹架組外在目標 mean=3.67）。 

3. 程序鷹架組的學習者之「工作價值平均數」低於反思鷹架組（程序鷹架組工

作價值 mean=3.78，反思鷹架組工作價值 mean=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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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價值成分表現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採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以進一步了解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及鷹

架策略對於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及工作價值的平均數之主效果交互作用

情形。表 4-8 為共變量矩陣等式的 Box 檢定，考驗結果未達顯著水準(F=.746，

p=.765)，顯示各組之間無顯著差異，符合多變量變異數同質性之基本假設。 

 

表 4-8 凸透鏡成像概念分項價值成分動機表現之共變量矩陣等式的 Box 檢定 

Box’s M F df1 df2 Sig 

14.222 .746 18 34548.712 .765 

 

接著進行多變量檢定，由表 4-9 的結果顯示，就交互作用而言，數位學習環

境  鷹架策略之交互作用達顯著差異(Wilks’ Lambda=.913，p=.031，η2=.087)，

表示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二因子對於凸透鏡成像的價值成分學習動機表現

上有顯著影響。單就主效果而言，數位學習環境之主效果未達顯著(Wilks’ 

Lambda=.971，p=.414，η2=.029)，表示學習者在接受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下對於

整體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價值成分學習動機表現上無顯著差異；鷹架策略主效果亦

未達顯著(Wilks’ Lambda=.991，p=.821，η2=.009)，表示學習者在接受不同的鷹

架策略下對於整體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價值成分學習動機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表 4-9 凸透鏡成像單元價值成分動機分項之多變量檢定 

效果 
Wilks’ 

Lambda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顯著性 

Eta 平

方 

數位學習環境 .971 .962 3.000 97.000 .414 .029 

鷹架策略 .991 .306 3.000 97.000 .821 .009 

數位學習環境 

鷹架策略 

.913 3.085* 3.000 97.000 .031 .087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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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行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其檢定結果如表 4-10 所示。就交互作

用而言，數位學習環境  鷹架策略對工作價值達顯著水準(F(1,99) = 5.947，p 

= .017)，如圖 4-2 所示。因此，將進一步進行單純主效果分析。若就主效果而言，

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對於學習動機價值成分中的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及

工作價值皆未達顯著差異（內在目標導向：F (1,99)=2.701，p=.103；外在目標導向：

F (1,99)=.781，p=.379；工作價值：F (1,99)=.900，p=.345），顯示不同的數位學習環

境對於學習者的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及工作價值皆沒有顯著影響；另對

於不同的鷹架策略對於學習動機價值成分中的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及工

作價值亦未達顯著差異（內在目標導向：F (1,99)=.410，p=.523；外在目標導向：

F (1,99)=.224，p=.637；工作價值：F (1,99)=.906，p=.344），顯示不同的鷹架策略對

於學習者的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及工作價值皆沒有顯著影響。 

 

表 4-10 各組對凸透鏡成像學習價值成分動機分項表現之二因子多變量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動機面向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 

平方和 
F 顯著性 

數位學習環境 

內在目標導向 .920 1 .920 2.701 .103 

外在目標導向 .397 1 .397 .781 .379 

工作價值 .371 1 .371 .900 .345 

鷹架策略 

內在目標導向 .140 1 .140 .410 .523 

外在目標導向 .114 1 .114 .224 .637 

工作價值 .374 1 .374 .906 .344 

數位學習環境 

×鷹架策略 

內在目標導向 1.188 1 1.188 3.487 .065 

外在目標導向 .003 1 .003 .005 .941 

工作價值 2.454 1 2.454 5.947* .017 

誤差 

內在目標導向 33.722 99 .341   

外在目標導向 50.345 99 .509   

工作價值 40.845 99 .413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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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凸透鏡成像單元工作價值之交互作用圖 

 

最後進行單純主效果分析，如表 4-11 所示為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對凸

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價值成分之單純主效果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依統計數據指

出：「擴增實境的學習者搭配不同鷹架策略」及「在不同學習環境下搭配程序鷹

架策略的學習者」在凸透鏡成像單元價值成分中工作價值單純主效果表現皆達顯

著水準(F(1,99)=4.876，p=.032、F(1,99)=5.218，p=.027)，表示使用擴增實境教材搭

配反思鷹架策略的學習者(mean= 4.12)優於擴增實境教材搭配程序鷹架策略的學

習者(mean= 3.69)；反思鷹架策略搭配擴增實境教材的學習者(mean= 4.12)優於使

用反思鷹架策略搭配擴增實境教材的學習者(mean=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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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對凸透鏡成像單元工作價值動機之單純主效果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組別 變異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 

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擴增實境 學習策略 2.395 1 2.395 4.876* .032 .085 

虛擬實境 .452 1 .452 1.359 .249 .014 

程序鷹架 學習環境 .453 1 .453 1.239 .271 .016 

反思鷹架 2.391 1 2.391 5.218* .027 .083 

*p<.05 

參、凸透鏡成像單元之學習動機期望成分表現分析 

本研究針對學習者之學習動機期望成分進行探討，分別為「控制信念」、「自

我效能」及「期望成功」三個向度，各組的分數、平均數、標準差及人數如表

4-12 所示，去除未全程參與者 8 人及極端值 2 人後有效樣本為 103 人。從各組自

變項分別觀察平均數可知： 

（一）以「不同數位學習環境」而言： 

1. 擴增實境組的學習者之「控制信念平均數」高於虛擬實境組（擴增實境組控

制信念 mean=3.31，虛擬實境組控制信念 mean=3.28）。 

2. 擴增實境組的學習者之「自我效能平均數」高於虛擬實境組（擴增實境組自

我效能 mean=3.64，講述式學習組自我效能 mean=3.58）。 

3. 擴增實境組的學習者之「期望成分平均數」高於虛擬實境組（擴增實境組期

望成功 mean=3.69，講述式學習組期望成功 mean=3.63）。 

（二）以「不同鷹架策略」而言： 

1. 程序鷹架組的學習者之「控制信念平均數」低於反思鷹架組（程序鷹架組控

制信念 mean=3.19，反思鷹架組控制信念 mean=3.39）。 

2. 程序鷹架組的學習者之「自我效能平均數」低於反思鷹架組（程序鷹架組自

我效能 mean=3.59，反思鷹架組自我效能 mean=3.65）。 

3. 程序鷹架組的學習者之「期望成功平均數」低於反思鷹架組（程序鷹架組工

作價值 mean=3.64，反思鷹架組期望成功 mean=3.69）。 



 

  76 
 

表4-12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期望成份之平均數摘要 

依變項 
自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數位學習環境 鷹架策略 

控制信念 

擴增實境 

程序鷹架 3.17 .347 26 

反思鷹架 3.44 .529 26 

總和 3.31 .465 52 

虛擬實境 

程序鷹架 3.21 .523 25 

反思鷹架 3.34 .559 26 

總和 3.28 .541 51 

總和 

程序鷹架 3.19 .438 51 

反思鷹架 3.39 .541 52 

總和 3.29 .501 103 

自我效能 

擴增實境 

程序鷹架 3.47 .599 26 

反思鷹架 3.82 .645 26 

總和 3.64 .640 52 

虛擬實境 

程序鷹架 3.70 .603 25 

反思鷹架 3.47 .722 26 

總和 3.58 .670 51 

總和 

程序鷹架 3.58 .606 51 

反思鷹架 3.64 .700 52 

總和 3.61 .652 103 

期望成功 

擴增實境 

程序鷹架 3.54 .694 26 

反思鷹架 3.83 .694 26 

總和 3.69 .703 52 

虛擬實境 

程序鷹架 3.73 .726 25 

反思鷹架 3.54 .688 26 

總和 3.63 .707 51 

總和 

程序鷹架 3.63 .710 51 

反思鷹架 3.69 .700 52 

總和 3.66 .702 103 

 

  



 

  77 
 

肆、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期望成分表現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採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以進一步了解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及鷹

架策略對於控制信念、自我效能及期望成功的平均數之主效果交互作用情形。表

4-13 為共變量矩陣等式的 Box 檢定，結果顯示共變量矩陣等式 Box’s M 值達顯

著水準 (F=1.793，p=.02)，表示各組間變異數有顯著差異存在，違反變異數同質

性的基本假定，但因各組樣本人數差距不大，亦可進行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並且觀察 Pillai's Trace 值。 

表 4-13 凸透鏡成像概念分項期望成分動機表現之共變量矩陣等式的 Box 檢定 

Box’s M F df1 df2 Sig 

34.159 1.793 18 34548.712 .020 

接著進行多變量檢定，由表 4-14 的結果顯示，就交互作用而言，數位學習

環境  鷹架策略之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異(Pillai's Trace =.052，p=1.59，η2=.052)，

表示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二因子對於凸透鏡成像的期望成分學習動機表現

上沒有顯著影響。單就主效果而言，數位學習環境之主效果未達顯著(Pillai's Trace 

=.002，p=.974，η2=.002)，表示學習者在接受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下對於整體凸

透鏡成像單元的期望成分學習動機表現上無顯著差異；鷹架策略主效果亦未達顯

著(Pillai's Trace =.134，p=.056，η2=.009)，表示學習者在接受不同的鷹架策略下

對於整體凸透鏡成像單元的期望成分學習動機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表 4-14 凸透鏡成像單元期望成分動機分項之多變量檢定 

效果 
Pillai’s 

Trace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顯著性 

Eta 平

方 

數位學習環境 .002 .074 3.000 97.000 .974 .002 

鷹架策略 .056 1.907 3.000 97.000 .134 .056 

數位學習環境 

 

鷹架策略 

.052 1.765 3.000 97.000 1.59 .052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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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行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其檢定結果如表 4-15 所示。就交互作

用而言，數位學習環境  鷹架策略對自我效能達顯著水準(F(1,99) = 5.087，p 

= .026)，如圖 4-3 所示。因此，將進一步進行單純主效果分析。若就主效果而言，

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對於學習動機期望成分中的控制信念、自我效能及期望成功

皆未達顯著差異（控制信念：F (1,99)=.093，p=.761；自我效能：F (1,99)=.221，p=.639；

期望成功：F (1,99)=.133，p=.716），顯示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對於學習者的控制信

念、自我效能及期望成功皆沒有顯著影響；另對於不同的鷹架策略對於學習動機

期望成分中的控制信念、自我效能及期望成功而言，控制信念達顯著差異，表示

反思鷹架組學習策略學習者(mean= 3.40)在控制信念動機表現上顯著優於程序鷹

架組學習策略學習者(mean= 3.19)。 

 

表 4-15 各組對凸透鏡成像學習期望成分動機分項表現之二因子多變量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動機面向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 

平方和 
F 顯著性 

數位學習環境 

控制信念 .023 1 .023 .093 .761 

自我效能 .092 1 .092 .221 .639 

期望成功 .065 1 .065 .133 .716 

鷹架策略 

控制信念 1.109 1 1.109 4.502* .036 

自我效能 .092 1 .092 .221 .639 

期望成功 .065 1 .065 .133 .716 

數位學習環境 

× 

鷹架策略 

控制信念 .127 1 .127 .514 .475 

自我效能 2.112 1 2.112 5.087* .026 

期望成功 1.536 1 1.536 3.130 .080 

誤差 

控制信念 24.385 99 .246   

自我效能 41.114 99 .415   

期望成功 48.585 99 .49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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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凸透鏡成像單元自我效能之交互作用圖 

 

最後進行單純主效果分析，如表 4-16 所示為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對凸

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期望成分之單純主效果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依統計數據指

出：「擴增實境的學習者搭配不同鷹架策略」在凸透鏡成像單元期望成分中自我

效能單純主效果表現皆達顯著水準(F(1,99)=4.025，p=.05)，表示使用擴增實境教材

搭配反思鷹架策略的學習者(mean= 3.81)優於擴增實境教材搭配程序鷹架策略的

學習者(mean=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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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略對凸透鏡成像單元自我效能動機之單純主效果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組別 變異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 

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擴增實境 學習策略 1.558 1 1.558 4.025* .05 .085 

虛擬實境 .655 1 .655 1.476 .230 .014 

程序鷹架 學習環境 .655 1 .655 1.816 .184 .016 

反思鷹架 1.558 1 1.558 3.324 .074 .083 

*p<.05 

綜合上述所示，學習者在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價值成分與期望成分兩面向之表

現結果如表 4-17 所示： 

 

價值成分(內在目標、外在目標、工作價值)，在工作價值中不同的數位學習

環境及鷹架策略達到交互作用，經進一步單純主效果分析後，發現使用擴增實境

搭配反思鷹架策略的學習者顯著優於使用擴增實境搭配程序鷹架的學習者，推測

其原因為反思鷹架由於給予較多的引導問題資訊，對於學生在建構自然科的認知

上有較大的幫助；另發現反思鷹架策略搭配擴增實境學習環境在工作價值顯著優

於反思策略搭配虛擬實境學習環境，推測其原因為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者由於多

了實體教具的操作經驗，因此在對於建構自然科的認知與觀點上較沒有實體教具

操作經驗的虛擬實境組佳。 

期望成分(控制信念、自我效能、期望成功)，在主效果中，控制信念部分使

用反思鷹架策略的學習者顯著優於使用程序鷹架策略的，推測其原因為反思鷹架

策略給予的引導問題資訊可以讓學習者思考所吸收的學習內容並且統整相關的

實驗步驟，故對於知識內容的掌握度上比程序型鷹架策略學習者來的好，在對於

學習成效的自信心上也相對的較程序型鷹架策略來的優異。對於自我效能部分，

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及鷹架策略達到交互作用，進一步進行單純主效果分析後，

發現使用擴增實境組學習者搭配反思鷹架策略在自然科的自我效能表現上顯著

優於搭配程序鷹架的學習者，推測其原因為在教學活動過程中，使用反思鷹架策



 

  81 
 

略的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持續的思考每個實驗步驟流程所代表的意義，在實驗

掌握上較好，因此在自我信心方面能有較好的表現。 

 

表 4-17 凸透鏡成像單元學習動機表現分析結果摘要 

 

  

動機面向 交互作用 

數位學習環境與鷹架策

略 

主效果或單純主效果分析 

內在目標 不顯著 

不顯著 數位學習環境 無顯著差異 

不顯著 鷹架策略 無顯著差異 

外在目標 不顯著 

不顯著 數位學習環境 無顯著差異 

不顯著 鷹架策略 無顯著差異 

工作價值 顯著 

顯著 擴增實境 反思鷹架>程序鷹架 

不顯著 虛擬實境 無顯著差異 

不顯著 程序鷹架 無顯著差異 

顯著 反思鷹架 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控制信念 不顯著 

不顯著 數位學習環境 無顯著差異 

顯著 鷹架策略 反思鷹架>程序鷹架 

自我效能 顯著 

顯著 擴增實境 反思鷹架>程序鷹架 

不顯著 虛擬實境 無顯著差異 

不顯著 程序鷹架 無顯著差異 

不顯著 反思鷹架 無顯著差異 

期望成功 不顯著 

不顯著 數位學習環境 無顯著差異 

不顯著 鷹架策略 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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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擴增實境、虛擬實境)及不同的鷹架策

略(程序鷹架、反思鷹架)對於國中一年級學習者在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成效及

學習動機之影響。本研究結論依據研究結果如下節所述。此外，針對實驗教學過

程中及研究結果所發現之問題提出相關建議，以供未來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根據研究問題及第四章之研究結果進行歸納，獲得以下結論：研究結

果發現：(1) 就知識理解而言，擴增實境組學習者搭配反思鷹架在知識理解表現

上優於虛擬實境組學習者搭配反思鷹架，而虛擬實境組學習者搭配程序鷹架在知

識理解表現上優於虛擬實境搭配反思鷹架組學習者；就知識應用而言，學習者在

擴增實境學習環境中比起虛擬實境學習環境有更好的知識應用表現，而學習者在

程序鷹架策略中比起反思鷹架策略有更好的知識應用表現。(2) 學習者在不同的

數位學習環境皆抱持正向的學習動機，其中擴增實境學習者有較高的參與動機表

現。各點之結論分述如下： 

 

壹、 就知識理解而言，擴增實境組學習者搭配反思鷹架在知識理解表現上優於 

     虛擬實境組學習者搭配反思鷹架，而虛擬實境組學習者搭配程序鷹架在知 

     識理解表現上優於虛擬實境搭配反思鷹架組學習者；就知識應用而言，學 

    習者在擴增實境學習環境中比起虛擬實境學習環境有更好的知識應用表現 

    ，而學習者在程序鷹架策略中比起反思鷹架策略有更好的知識應用表現 

 

由實驗結果發現，使用擴增實境組的學習者在凸透鏡成像單元測驗的知識理

解及應用表現分數上皆高於使用虛擬實境組的學習者，其中在知識應用層面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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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顯示擴增實境學習環境能夠有效幫助國中一年級學習者學習凸透鏡成

像單元。推測其原因為擴增實境組除了可以得到平板電腦中虛擬輔助資訊外，例

如：光的行徑路線、正立放大虛像、倒立實像等，還可以實際操作凸透鏡成像實

驗。透過虛擬環境中得到的資訊與實際環境中所經歷的操作經驗結合，幫助學習

者達到同步學習的效果(Imbert, Vignat, Kaewrat & Boonbrahm, 2013)。實驗中所提

供的實體教具，除了可以讓學習者實際操作凸透鏡成像實驗外，還可以有效地引

起學習者的興趣。透過與實體教具實際的操作與互動並且輔以平板電腦的提示資

訊亦可以達到讓學習者融入教學活動的效果(Billinghurst, 2003)。因此在必須得對

於該單元有充分了解及靈活應用性的測驗題目上，擴增實境組的學習者相較於虛

擬實境組學習者多了一項操作經驗的經歷，因此測驗表現上相較出色。 

從鷹架策略而言，使用程序鷹架組的學習者在凸透鏡成像單元測驗的知識應

用表現分數上高於使用反思鷹架組的學習者，並且達顯著差異，顯示程序鷹架策

略能夠有效幫助國中一年級學習者學習凸透鏡成像單元。推測其原因為國中一年

級學生由於剛接觸自然科學領域，對於實驗教室的環境及所要進行的活動尚不熟

悉，將會影響對於學習上的成效差異(Fisher & Fraser, 2000)。再者學生對於擴增

實境結合實體教具與平板電腦操作也是第一次接觸，因此需多花點時間在練習操

作上(蔡承哲，2013)，故對於第一次進行平板電腦及實體教具整合的實驗，相對

於反問式的反思鷹架提示策略，逐條式一步一步的程序鷹架提示策略對於學習者

而言較為有效。另外凸透鏡成像單元實驗本身由於無法實際觀察到光線的路徑及

區別虛像實像的差異，傳統在進行該實驗時，多半為老師在實驗室前示範，學生

在後面觀察。因此在本實驗中學習者需自己動手操作，在過程中有一定的難度，

因此透過逐步的程序鷹架提示策略方式可以有效減低學生的認知負荷，使學習者

專心將精神放在實驗本身的操作上(Hill & Hannafin, 2001)，故在學習成效上相較

於反思鷹架有較好的效果。 

在知識理解交互作用部份，對於擴增實境學習而言，反思鷹架策略的學習者

搭配使用擴增實境組在知識理解表現上顯著優於搭配使用虛擬實境組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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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原因為在凸透鏡成像單元測驗中知識理解向度多為記憶層次的問題，在擴增

實境組中，學習者除了學習平板電腦所提供的資訊外，還得進行實體教具的操作，

故相對於虛擬實境組多了觸覺的感官經驗。再搭配反思型提示資訊引導學習者就

觀察到及操作過的現象進行思考，因此在進行知識理解向度的問題時，可以更有

效地喚起學習經驗達到較好的學習成效。 

對於虛擬實境學習而言，學習者使用虛擬實境並且搭配程序鷹架在知識理解

表現上顯著優於搭配反思鷹架的學習者。推測原因為在凸透鏡成像單元測驗中知

識理解向度多為記憶層次的問題，學習者在使用平板電腦時，由於專心於虛擬世

界中的情境，若搭配程序型提示方式逐步給予解題步驟，對於學習者而言可以將

心力放在學習內容上，無須分心於思考下一步該怎麼做。相較於反思鷹架策略所

給予反問式的提示方式，能夠刺激學習者思考，在對於學習者知識應用的表現上

較有幫助，故在知識理解測驗中，學習者搭配程序鷹架提示方式相較於搭配反思

鷹架提示方式可以達到較好的學習成效。 

 

貳、學習者在不同的數位學習環境皆抱持正向的學習動機，其中擴增實境學習 

    者有較高的參與動機表現 

 

由實驗結果發現，學習者不管是使用擴增實境或是虛擬實境，皆對於實驗參

與動機抱持正向的學習表現，其中擴增實境學習環境相對於虛擬實境有較高的參

與動機表現。推測原因為在擴增實境組中，學習者除了可以操作平板電腦外，還

可以實際利用實體教具進行實驗。相對於傳統實驗教學，礙於實驗器材的限制，

使得學生只能在實驗室裡觀看老師操作凸透鏡成像實驗。此外，相對於虛擬實境

教學，學習者雖然可以透過平板電腦中絢麗的場景及有趣的故事內容得到較高的

學習動機，但還是少了實際的操作體驗。學生藉由操作實體教具，除了得到操作

實驗的經歷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將實驗中所遇到無法用肉眼看到的學習內容透過

平板電腦提供的虛擬資訊做同步觀察學習。在控制信念部分反思鷹架組顯著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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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鷹架組，推測原因為反思鷹架所提供的問題引導型提示資訊可以讓學生反覆

思考學習到的內容及做過的實驗步驟，在對於知識內容的掌握度上比程序型提示

來的好，故對於學習結果的成功率及自信心上相較於程序型提示也會比較好。 

工作價值部分，使用擴增實境搭配反思鷹架策略在是否覺得學習自然科是有

趣且有用的較擴增實境搭配程序鷹架達顯著差異，推測原因為對於提升自然科學

習的興趣及認知性而言，在擴增實境下搭配反思鷹架所提供的問題引導式提示資

訊較可以幫助學習者思考並且能與操作經驗結合，在實驗過程中透過回答問題慢

慢地建構自己對於自然科的認知及觀點。因此相較於程序提示資訊較能夠引起學

習者的興趣；反思鷹架策略搭配擴增實境學習環境在對於自然科學習的興趣及認

知性上顯著優於搭配虛擬實境組學習環境的學習者。推測原因為在反思型提示資

訊輔助下，擴增實境由於多了實體教具的操作經驗，若搭配引導式輔助訊息，學

習者在操作過程中較能夠進行思考，相較於虛擬實境僅提供虛擬輔助資訊，無法

讓學習者有進一步的實體操作經驗，因此學生對於自然科的認知及興趣的表現上，

相對於擴增實境較差。 

自我效能部分，使用擴增實境組學習者搭配反思鷹架策略在自然科的自我效

能表現上顯著優於搭配程序鷹架的學習者。推測原因為在擴增實境教學活動過程

中，除了擁有實際操作經驗外，透過反思鷹架策略的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會持

續的思考每個實驗步驟流程所代表的意義，因此相對於程序鷹架策略的學習者對

於課程內容有較高的掌握度，對於自我信心也會有較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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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章節依據實驗教學與研究結果中所發現之相關問題、及可以再進行改善的

部份提出相關的建議，以供未來研究之參考。 

 

壹、凸透鏡成像單元教學之建議： 

本研究對國中凸透鏡成像單元教學之建議包括：(1) 使用數位學習環境結合

鷹架輔助策略學習凸透鏡成像單元。(2) 教材融入遊戲化設計成分。各項之建議

分述如下： 

 

一、使用數位學習環境結合鷹架輔助策略學習凸透鏡成像單元 

由於學習者從國小剛升至國中對於自然課程為第一次接觸，對於科學實驗更

是陌生，再加上凸透鏡成像本身為較抽象的光課程單元，在在都加深了學習者學

習的認知負荷。本研究使用平板電腦所提供的虛擬資訊及實體教具所提供的實際

操作經驗，都能夠有效幫助學習者建構抽象的光概念。若再輔以鷹架策略引導提

示，則能夠使實驗操作的完成度及知識內容的吸收度更為良好。因此，由本研究

結果指出，若使用擴增實境學習環境搭配反思鷹架策略或是使用虛擬實境學習環

境搭配程序鷹架策略皆對於凸透鏡成像單元的學習有很好的幫助，學習者不管是

學習成效或是學習動機都有良好的表現。 

 

二、教材融入遊戲化設計成分 

由研究問卷發現，學習者對於將遊戲成分帶入學習內容中覺得十分有趣。對

於較枯燥乏味的記憶性質概念，例如：光的性質，凸透鏡的特性，物距、焦距等，

對於剛接觸自然科學課程的國中一年級生而言略顯煩悶。若能將遊戲的趣味性帶

入學習內容中，對於一些須記憶的概念或是須重複操作的實驗，能夠藉由遊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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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情境讓學習者反覆的進行學習。因此，在教材中加入一些趣味性遊戲成分，

對於學習者在學習上應有好的幫助。 

 

貳、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針對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有以下三點建議，包含：(1) 不同數位學

習環境比較。(2) 其他科學內容之應用。(3) 不同評量方式，各項之建議分述如

下： 

 

一、不同數位學習環境比較 

未來研究可以嘗試加入電腦模擬及傳統教學的比較，對於黑板講述式教學、

電腦輔助動畫教學、平板電腦遊戲教學或是與實體教具結合的擴增實境教學，哪

一種方式是最適合學習者的。由於每種教學方式都有各自的優點，黑板講述式教

學可以直接傳達學習知識；電腦輔助動畫可以提供學習者活潑的動畫體驗；平板

電腦則可以讓學習者帶著學習，不用受限於學習環境；擴增實境教學則能使學習

者透過與實體教具的互動及平板電腦提供的虛擬資訊同步學習。藉由多方不同環

境的學習比較得以讓凸透鏡成像的研究更臻完全。 

 

二、其他科學內容之應用 

本研究結果指出，不僅是運用擴增實境或是虛擬實境，對於凸透鏡成像學習

動機或是成效而言，皆有好的效果。由於擴增實境具有整合真實世界及虛擬環境

的特點，若能充分將該特點應用在其他自然實驗領域上，例如：化學分子實驗、

電磁波實驗、波的行進實驗等，應可發揮一定的正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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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評量方式 

本研究之教學課程為人類每天都會接觸到卻無法觀察的光課程，研究結果雖

顯示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有好的表現，但測驗的內容終究是書本知識，

無法檢驗出其應用到日常生活中的能力。故未來研究建議可以增加不同的測驗方

式或是評量方法，希望可以讓學生確實吸收到知識內容，並且能夠應用在日常生

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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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程序鷹架組實驗學習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在擊敗邪惡龍戰士之前，必須先

找回遺落的金球! 請您試著將平板電

腦照射左圖上的”尋找遺落的金球”並

且完成所有的關卡，幫助金光仙人找

回遺落的八顆金球吧!

--------------------------------------------------------------------- 

故事背景:  

邪惡的龍戰士出現在和平的光光村了! 守護光光村的金光仙人為了要維護

村子的安詳，決定挺身而出抵抗邪惡龍戰士! 不過昔日的武器早已生鏽了無法使

用，為了重新打造可以斬妖除魔傳說中的光光槍，金光仙人需要收集八顆金球! 

但是這八顆金球卻遺失在各個關卡中了! 請英勇的光光村子孫們一同協助找回

金球! 並且重新打造傳說中的光光槍消除邪惡龍戰士吧! 

--------------------------------------------------------------------- 

提示:  

I. 右上角第一顆按鈕點選後回到任務首頁 

II. 右上角第二顆按鈕點選後出現關卡提示 

III. 右上角第三顆按鈕點選後關閉關卡提示 

IV. 右上角第四顆按鈕點選後重新進行此關卡 

--------------------------------------------------------------------- 

關卡一 尋找光金球: 我們知道大自然界的光是不可視的並且存在於我們日常生

活中，請你將觀察到光的特性記錄下來吧! 

答: 1. 光是_______前進 

    2. 光向___________擴散 

 

關卡二 尋找凸金球: 凸透鏡是個奇妙的東西，光線通過它後會有很多不同變化，

請你將觀察到凸透鏡的特性記錄下來吧! 

答: 1. 凸透鏡有________的效果 

    2. 凸透鏡有_____________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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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三 尋找鏡金球: 鏡心也是一個很有趣的概念哦! 請你將觀察到鏡心的特性

記錄下來吧! 

答: 1. 位於_____________點 

    2. 光經過_________________不變 

 

關卡四 尋找物金球: 什麼是物距呢?，請你將觀察到物距的特性記錄下來吧! 

答: 物距為______到_______的距離 

 

關卡五 尋找像金球: 什麼是像距呢?，請你將觀察到像距的特性記錄下來吧! 

答: 像距為______到_______的距離 

 

關卡六 尋找焦金球: 什麼是焦距呢?，請你將觀察到焦距的特性記錄下來吧! 

答: 焦距為_____________到________的距離 

 

關卡七 尋找 f 金球: 什麼是 f 呢? 只要是透鏡，都會有一個焦點，請你將觀察到

f 的特性記錄下來吧! 

答: f 為__________ 

 

關卡八 尋找 2f 金球: 什麼是 2f 呢? 請你將觀察到 2f 的特性記錄下來吧! 

答:  2f 為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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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姓名: 

--------------------------------------------------------------------- 

打造傳說中的光光槍 

前情提要:  

 終於收集完遺落的八顆金球了! 現在有材料可以開始著手製造傳說中的光光

槍囉! 請英勇的光光村子孫們幫忙金光仙人一起打造傳說中的光光槍吧! 

--------------------------------------------------------------------- 

提示:  

V. 物距為物體(蠟燭)到鏡心(凸透鏡)的距離 

VI. 物距與像距顯示在畫面中 

VII. 右上角第一顆按鈕點選後回到任務首頁 

VIII. 右上角第二顆按鈕點選後出現關卡提示 

IX. 右上角第三顆按鈕點選後關閉關卡提示 

X. 右上角第四顆按鈕點選後重新進行此關卡 

--------------------------------------------------------------------- 

焦距 = _____cm 

關卡六  製作槍把 

Step 1: 移動蠟燭木板到與凸透鏡距離為 11 cm 以內(小於一倍焦距)時 

Step 2: 觀察屏幕上的蠟燭成像 

Step 3: 拿出平板電腦，先對準凸透鏡 marker 再對準蠟燭 marker 

Step 4: 觀察光線路徑 

Step 5: 點擊平板電腦上的成像蠟燭 

Step 6: 紀錄學習內容 

當物距小於一倍焦距時蠟燭成像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卡七  製作槍身 

Step 1: 移動蠟燭木板到與凸透鏡距離為介於11 cm與22 cm(介於一倍焦距到二倍

焦距間)時 

Step 2: 觀察屏幕上的蠟燭成像 

Step 3: 拿出平板電腦，先對準凸透鏡 marker 再對準蠟燭 marker 

Step 4: 觀察光線路徑 

Step 5: 點擊平板電腦上的成像蠟燭 

Step 6: 紀錄學習內容 

當物距為介於一倍焦距到二倍焦距時蠟燭成像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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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八  製作槍管 

Step 1: 移動蠟燭木板到與凸透鏡距離為等於 22 cm(等於二倍焦距)時 

Step 2: 觀察屏幕上的蠟燭成像 

Step 3: 拿出平板電腦，先對準凸透鏡 marker 再對準蠟燭 marker 

Step 4: 觀察光線路徑 

Step 5: 點擊平板電腦上的成像蠟燭 

Step 6: 紀錄學習內容 

當物距等於二倍焦距時蠟燭成像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卡九  彈匣填充 

Step 1: 移動蠟燭木板到與凸透鏡距離為大於 22 cm(大於二倍焦距)時 

Step 2: 觀察屏幕上的蠟燭成像 

Step 3: 拿出平板電腦，先對準凸透鏡 marker 再對準蠟燭 marker 

Step 4: 觀察光線路徑 

Step 5: 點擊平板電腦上的成像蠟燭 

Step 6: 紀錄學習內容 

當物距大於二倍焦距時蠟燭成像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卡十  光光槍上色 

Step 1: 移動蠟燭木板到與凸透鏡距離為 11 cm (等於一倍焦距)時 

Step 2: 觀察屏幕上的蠟燭成像 

Step 3: 拿出平板電腦，先對準凸透鏡 marker 再對準蠟燭 marker 

Step 4: 觀察光線路徑 

Step 5: 點擊平板電腦上的成像蠟燭 

Step 6: 紀錄學習內容 

當物距等於一倍焦距時蠟燭成像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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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邪惡龍戰士------------------------------------------ 

前情提要:  

 邪惡的龍戰士出現了! 幸好有英勇光光村子孫們的協助，金光仙人已經完成

了傳說中的光光槍了! 現在只差發射子彈擊殺邪惡龍戰士了! 加油光光村的子孫

們! 

--------------------------------------------------------------------- 

提示:  

XI. 右上角第一顆按鈕點選後回到任務首頁 

XII. 右上角第二顆按鈕點選後出現成像步驟提示 

XIII. 右上角第三顆按鈕點選後關閉成像步驟提示 

XIV. 右上角第四顆按鈕點選後出現關卡提示 

XV. 右上角第五顆按鈕點選後重新進行此關卡 

--------------------------------------------------------------------- 

關卡十一  射殺邪惡龍戰士 

Step 1: 移動蠟燭木板到與凸透鏡距離為 15cm 時 

Step 2: 點選右上方第二顆按鈕提示訊息 

Step 3: 在平板上畫出第一條光線路徑 

Step 4: 點選右上方第二顆按鈕提示訊息 

Step 5: 在平板上畫出第二條光線路徑 

Step 6: 點選右上方第二顆按鈕提示訊息 

Step 7: 在平板上畫出第三條光線路徑 

Step 8: 出現傳說中的光光槍! 點擊它並且發射子彈射殺邪惡龍戰士! 

Step 9: 紀錄畫面左上角的成像三步驟: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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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反思鷹架組實驗學習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在擊敗邪惡龍戰士之前，必須先找

回遺落的金球! 請您試著將平板電腦

照射左圖上的”尋找遺落的金球”並且

完成所有的關卡，幫助金光仙人找回遺

落的八顆金球吧! 

故事背景:  

邪惡的龍戰士出現在和平的光光村了! 守護光光村的金光仙人為了要維護村

子的安詳，決定挺身而出抵抗邪惡龍戰士! 不過昔日的武器早已生鏽了無法使用，

為了重新打造可以斬妖除魔傳說中的光光槍，金光仙人需要收集八顆金球! 但是

這八顆金球卻遺失在各個關卡中了! 請英勇的光光村子孫們一同協助找回金球! 

並且重新打造傳說中的光光槍消除邪惡龍戰士吧! 

--------------------------------------------------------------------- 

提示:  

XVI. 右上角第一顆按鈕點選後回到任務首頁 

XVII. 右上角第二顆按鈕點選後出現關卡提示 

XVIII. 右上角第三顆按鈕點選後關閉關卡提示 

XIX. 右上角第四顆按鈕點選後重新進行此關卡 

--------------------------------------------------------------------- 

關卡一 尋找光金球: 我們知道大自然界的光是不可視的並且存在於我們日常生

活中，請你將觀察到光的特性記錄下來吧! 

答: 1. 光是_______前進 

    2. 光向___________擴散 

 

關卡二 尋找凸金球: 凸透鏡是個奇妙的東西，光線通過它後會有很多不同變化，

請你將觀察到凸透鏡的特性記錄下來吧! 

答: 1. 凸透鏡有________的效果 

    2. 凸透鏡有_____________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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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姓名: 

--------------------------------------------------------------------- 

打造傳說中的光光槍 

前情提要:  

 終於收集完遺落的八顆金球了! 現在有材料可以開始著手製造傳說中的光光

槍囉! 請英勇的光光村子孫們幫忙金光仙人一起打造傳說中的光光槍吧! 

提示:  

XX. 物距為物體(蠟燭)到鏡心(凸透鏡)的距離 

XXI. 物距與像距顯示在畫面中 

XXII. 右上角第一顆按鈕點選後回到任務首頁 

XXIII. 右上角第二顆按鈕點選後出現關卡提示 

XXIV. 右上角第三顆按鈕點選後關閉關卡提示 

XXV. 右上角第四顆按鈕點選後重新進行此關卡 

--------------------------------------------------------------------- 

 記得要先對準凸透鏡 marker 再對準蠟燭 marker 唷! 

--------------------------------------------------------------------- 

焦距 = _____cm 

關卡六  製作槍把  

a. 蠟燭木板應該移動到與凸透鏡距離在哪個區間才會出現正立放大的成像呢?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當點擊平板電腦上的成像蠟燭時會出現什麼訊息呢?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卡七  製作槍身 

a. 蠟燭木板應該移動到與凸透鏡距離在哪個區間才會出現倒立放大的成像呢?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當點擊平板電腦上的成像蠟燭時會出現什麼訊息呢?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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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八  製作槍管 

a. 蠟燭木板應該移動到與凸透鏡距離在哪個區間才會出現倒立相等的成像呢?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當點擊平板電腦上的成像蠟燭時會出現什麼訊息呢?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卡九  彈匣填充 

a. 蠟燭木板應該移動到與凸透鏡距離在哪個區間才會出現倒立縮小的成像呢?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當點擊平板電腦上的成像蠟燭時會出現什麼訊息呢?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卡十  光光槍上色 

a. 蠟燭木板應該移動到與凸透鏡距離在哪個區間才不會出現任何的成像呢?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請問為什麼會看不到成像呢?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我們可以知道當物距等於一倍焦距時蠟燭成像為?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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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邪惡龍戰士 

--------------------------------------------------------------------- 

前情提要:  

 邪惡的龍戰士出現了! 幸好有英勇光光村子孫們的協助，金光仙人已經完成

了傳說中的光光槍了! 現在只差發射子彈擊殺邪惡龍戰士了! 加油光光村的子孫

們! 

--------------------------------------------------------------------- 

提示:  

XXVI. 右上角第一顆按鈕點選後回到任務首頁 

XXVII. 右上角第二顆按鈕點選後出現成像步驟提示 

XXVIII. 右上角第三顆按鈕點選後關閉成像步驟提示 

XXIX. 右上角第四顆按鈕點選後出現關卡提示 

XXX. 右上角第五顆按鈕點選後重新進行此關卡 

--------------------------------------------------------------------- 

 若不知道該怎麼畫圖，可以點選右上角的按鈕找尋提示唷! 

 先移動蠟燭木板到距離 15cm 處 

--------------------------------------------------------------------- 

關卡十一  射殺邪惡龍戰士 

a. 請問完成凸透鏡成像畫圖的第一個步驟是什麼呢?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請問完成凸透鏡成像畫圖的第二個步驟是什麼呢?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請問完成凸透鏡成像畫圖的第三個步驟是什麼呢?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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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凸透鏡成像學習成效測驗 

 

班級: 

姓名: 

學號:  

一、是非題(共 10 題，每題 4 分) 

1. (  )  f 為一倍焦距 

2. (  ) 焦距為兩倍焦距到鏡心的距離 

3. (  ) 像距為成像到鏡心的距離 

4. (  ) 光線通過鏡心不會偏折 

5. (  ) 鏡心位於凸透鏡的中心點 

6. (  ) 凸透鏡有匯聚光線的效果 

7. (  ) 物距為物體到鏡心的距離 

8. (  ) 凸透鏡沒有折射的效果 

9. (  ) 光線向四面八方擴散 

10. (  ) 光線不是直線前進的 

二、選擇題(共 10 題，每題 4 分) 

(   )1. 請問以下那些為光線的性質? (甲) 光不是直線前進的 (乙) 光是直線前 

進的 (丙) 光向四面八方擴散 (丁) 光向同一方向擴散 

       (A) 甲乙 

       (B) 乙丙 

       (C) 丙丁 

       (D) 乙丁 

(   )2. 請問以下那些為凸透鏡的性質? (甲) 光經過凸透鏡有折射的效果 (乙)  

光經過凸透鏡匯聚於一倍焦點 (丙) 光經過凸透鏡有反射的效果 (丁) 光

經過凸透鏡匯聚於兩倍焦點 

       (A) 甲丁 

       (B) 乙丙 

       (C) 甲乙 

       (D) 乙丁 

(   )3. 請問以下那些為鏡心的性質? 

       (A) 位於透鏡的中心點 

       (B) 位於透鏡的上面 

       (C) 位於透鏡的下面 

       (D) 光鏡過鏡心前進方向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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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凸透鏡成像實驗中，當物體距離在哪個地方時，會產生倒立相等的實像? 

       (A) 2f(兩倍焦距)上 

       (B) f 到 2f(一倍焦距到兩倍焦距)上 

       (C) f(一倍焦距)上 

       (D) 大於 2f(兩倍焦距)上 

(   )5. 當物體與透鏡距離哪個位置時，會看不到任何的成像? 

       (A) 小於一倍焦距 

       (B) 等於一倍焦距 

       (C) 介於一倍焦距到兩倍焦距間 

       (D) 等於兩倍焦距 

(   )6. 電影影片帶能夠透過放映機的境頭呈現大螢幕的效果，因為電影放映機所

選用的透鏡及影片到透鏡之距離應為下列何者? 

       (A) 在兩倍焦距外 

       (B) 在兩倍焦距上 

       (C) 在一倍到兩倍焦距上 

       (D) 小於一倍焦距 

(   )7. 一透鏡焦距 10 公分，今天螢火蟲停在 20 公分處，請問光線經過透鏡成像

在屏幕上的像為? 

       (A) 倒立相等 

       (B) 倒立放大 

       (C) 倒立縮小 

       (D) 不會成像 

(   )8. 阿公將一透鏡置於紙正上方 10 公分處，結果如圖，則該透鏡應為下列何

者? 

       (A) 焦距大於 10 公分的凸透鏡 

       (B) 焦距小於 10 公分的凸透鏡 

       (C) 焦距大於 10 且小於 20 公分的凸透鏡 

       (D) 焦距大於 20 公分的凸透鏡 

 

(   )9. 物體垂直立於凸透鏡主軸焦點上，當物體向鏡面移動時，所成的像將逐漸

有何變化？ 

        (A)變大接近鏡面  

        (B)變大遠離  

        (C)變小接近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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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變小遠離鏡面 

(   )10. 以凸透鏡做成像實驗時，成像的性質與下列何者有關？ 

       (A)和透鏡用何種材料製成有關  

       (B)僅和凸透鏡的焦距有關  

       (C)和凸透鏡的焦距及透鏡與物體的距離有關  

       (D)和實驗地點光線強弱有關 

三、作圖題(共 2 題，每題 10 分) 

1. 請問物體與凸透鏡在兩倍焦距時的成像位置是什麼呢? 請圈選出來並且用畫

圖的方式找出來 

 

 

 

 

 

 

 

 

          2f         f                      f         2f 

 

答: (正立/倒立)(放大/相等/縮小)(實像/虛像) (不能成像) 

2. 請問物體與凸透鏡在一倍焦距與二倍焦距時的成像位置是什麼呢? 請圈選出

來並且用畫圖的方式找出來 

 

 

 

 

 

 

 

 

          2f         f                      f         2f 

 

答: (正立/倒立)(放大/相等/縮小)(實像/虛像) (不能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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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真心話時間(共 3 題，此大題不計分) 

1. 請問你覺得整個遊戲實驗過程最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2. 如果還有機會的話。你還會希望用平板電腦做實驗嗎?  

 

 

 

 

 

 

 

 

 

 

3. 有什麼話想對上課老師說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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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學習動機問卷 

性別：□男 □女 班級：        座號：     姓名： 

親愛的同學，你 (妳)好！這份問卷是用來瞭解你 (妳)上完這堂課後的看

法，沒有標準答案，也不會影響你 (妳)的學業成績，你 (妳)可以放心地回答問

題。共20題，請根據你 (妳)個人的感受，圈選最適切的答案，其中1代表非常

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部分同意、4代表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每題只

能圈選一個選項，請不要重複或漏填。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部
分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來學習自然科，我比較

喜歡對我有挑戰的內容， 

以便能學到新的東西。 

1 2 3 4 5 

2.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我發現

用對方法學習，我就可以學會自然科課程

的內容。 

1 2 3 4 5 

3. 如果我不瞭解擴增實境教材中所使用到

的自然科內容，那是因為自然科課程太困

難。 

1 2 3 4 5 

4. 我認為我可以將擴增實境教材中所學到

的自然科內容應用到別的課程中。 
1 2 3 4 5 

5.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我相信

我會在自然科課中得到優異成績。 
1 2 3 4 5 

6.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我確定

我可以瞭解自然科課中最困難的部分。 
1 2 3 4 5 

7.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能夠在

自然科課得到好成績，是我最滿意的事。 
1 2 3 4 5 

8.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如果我

沒學會自然科課的內容，那是我自己的問

題。 

1 2 3 4 5 

9.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學會自

然科課的內容對我是重要的。 
1 2 3 4 5 

10. 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提高我的學期總成

績；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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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用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我

最關心的事就是得到好成績。 

11.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我有信

心我可以學會自然科課所教的基本觀念。 
1 2 3 4 5 

12.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可以的

話，我要我的成績比班上大多數同學好。 
1 2 3 4 5 

13.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如果我

瞭解自然科課的內容，那主要是因為老師

的關係。 

1 2 3 4 5 

14. 我有信心我能瞭解自然科擴增實境教材

中所教的最複雜的內容。 
1 2 3 4 5 

15.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我比較

喜歡能引起我好奇心的內容，即使這些內

容難以學習。 

1 2 3 4 5 

16.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之後，我對

自然科課的內容很有興趣。 
1 2 3 4 5 

17.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如果我

夠用功的話，那麼我就會瞭解自然科課的

內容。 

1 2 3 4 5 

18.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我有信

心在自然科課裡的作業和考試表現優異。 
1 2 3 4 5 

19. 我預期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

我在自然科課中會表現良好。 
1 2 3 4 5 

20. 在自然科擴增實境教材裡，最令我滿意的

事就是盡量把提供的學習內容搞懂。 
1 2 3 4 5 

21.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我認為

學習自然科課的內容對我是有用處的。 
1 2 3 4 5 

22. 在自然科擴增實境教材裡，如果有選擇的

機會，我會挑選我能從中學到東西的模

型，即使並不能保證有好的表現。 

1 2 3 4 5 

23.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如果我

不瞭解自然科課的內容，那是因為我不夠

用功。 

1 2 3 4 5 

24.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讓我喜歡自然科課的

內容。 
1 2 3 4 5 

25.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我瞭解

自然科課的內容對我是很重要的。 
1 2 3 4 5 

26. 如果我沒學會自然科課的內容，那是因為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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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教材的關係。 

27. 我確定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

我能精通教材中所教的技能或技巧。 
1 2 3 4 5 

28.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如果我

學會了自然科內容，那是因為自然科容易

學習。 

1 2 3 4 5 

29.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後會讓我

想要在班上表現得好，因為對我的家人、

朋友、或其他人顯示我的能力是重要的。 

1 2 3 4 5 

30. 透過擴增實境教材學習自然科之後，我仔

細地考慮自然科課的困難程度、老師、和

我個人的技巧，我想我會表現良好。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