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般來說，一個完善的網路學習環境應包含網路系統功能與教學

策略兩部份（林奇賢，1998）。就功能而言，學習網站要能有效的將學

習內容傳遞給學習者，讓學習者能接受、了解；而運用什麼樣的教學

策略來設計學習課程，則直接影響學生學習方法。 

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方法中，較常使用的是「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以及「探究為主」（inquiry-based）的學習方式（吳明隆，1998a），

其中問題解決教學已廣為應用於科技教育中，其教育理念正與九年一

貫精神相契合。九年一貫課程強調科際整合，將原有的學科整合成為

學習領域，其中自然與生活科技整合成為「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

域，其教學目的在於培養學生解決問題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因此本章

第一節—科技的學習—將探討在科技教育中兩項十分重要的教學策

略—問題解決及MST。 

在本章第二節—網路學習之設計—將針對網路學習環境探討應如

何設置學習網站，分別由網路課程設計、學習網站設計、網站系統功

能三方面著手進行探討。 

本章末節—現有教學／學習網站之探討—則探討現有教學／學習

網站之優點，以做為本研究學習網站建置之參考。 

 

第一節 科技的學習 

 

科技教育強調培養學生解決真實情境中的問題，而根據研究結果

顯示，MST教學能夠將問題解決和科學及數學的應用連接，學生在嚐

試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必須應用科學和數學的知識（Childress, 1996）。



 

因此，我們將 MST及問題解決兩項教學策略視為科技學習中的重要內

容，並於本節中探討問題解決及MST兩項教學策略。 

 

一、問題解決 

就某種意義上而言，教學的最終目標是要使學生能自主地解決各

種問題（施良方，1996）。問題解決教學策略主張學習者透過實際操作

將會比直接知道如何去做學得多；學習者在解決問題時將產生處理問

題的知識需求，而知識則由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產生(Agostinho, Hedberg, 

& Geraldine, 1998)。 

何謂問題解決？吳德邦與吳順治（1989）認為問題解決是運用個

人的舊經驗、知識以及技巧，以滿足未能解決之情境的要求。鄭昭明

（1993）則認為問題解決是利用某些方法和策略，使個人能從「呈現

狀態」達到「目的狀態」。鄭麗玉（1993）認為問題解決是想辦法將目

前狀態和想要達到的狀態之間存在的差距去除，也就是達到預定的目

標。針對上述，李大偉（1998）將問題解決歸納為：為達成目標而運

用的有效方法、策略和過程。美國科技教育學會則定義問題解決為—

為了解決問題或滿足需求或慾望而去了解問題、設計解決計劃、實施

計劃、評估計劃的過程（ITEA, 2001）。然而，問題解決的過程並不是

一個固定的步驟，Zanden及 Pace（1984）認為（引自施良方，1996）： 

 

問題解決的各個步驟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不可能觀察到的，而是只能通過

推斷得出的，況且，並不是所有問題解決都要經過這幾個步驟或階段。在有些

情況下，這些階段會有一些重疊，人們有時可能會跳過其中的某一或某些階

段，有時則還要回復到前面的階段上去。因此，不能把問題解決的過程看作是

一種按刻板的方式實施預先準備好的程序的過程。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所定義的問題解決為：為了解決問題或滿

足需求或慾望而去了解問題、設計解決計劃、實施計劃、評估計劃的

過程，然而這個過程並非一定，而是取決於待解決的問題需要及解決

者個人而定。 

要如何運用問題解決教學策略於教學中？Johnson 在歸納許多解

決問題研究文獻後做了以下的建議：（1）規劃學生所不熟悉的活動；（2）

所規劃的活動應在學生的能力範圍內；（3）提供學生各種不同類型的

問題，注意給學生問題而不只是練習；（4）教導學生各種解決問題的

策略和解決問題的整體計劃；（5）利用開放式的設備和作業問題增加

學生界定和解決問題的經驗；（6）在施行解決方案之前先讓學生腦力

激盪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7）積極和開放地鼓勵革新和創造性的構

想和解決方法；（8）旁觀學生實驗各種方法以解決問題，但要在他們

遭遇大挫折之前施予援手；（9）詢問可引發學生興趣和參與的引導性

問題；（10）著重較高層次思考能力（如分析、綜合和評鑑）的教學（引

自李隆盛，1996）。問題解決策略在科技教育中不僅只是達到目的的方

法，更是教學目的的本身，即問題解決策略並不是用來製作或生產產

品，而是製作或生產產品的過程為教導問題解決的眾多方法之一（李

大偉等，1998）。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利用問題解決教學策略，針對學生能力設

計網路問題解決活動，讓學生在網路上運用所學解決問題，以期達到

透過網路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能力的目的。 

 

二、MST 

1970年代，Maley即提倡科技與科學、數學合科教學（游光昭，

1999），到了 1980年代中期，亦有許多教育改革報告認為科技、科學、



 

數學應該要重新編組，並將這三個學科加以整合。例如美國國家科學

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即提出 MST整合計劃，希

望藉由發展科技、科學、數學的整合活動，利用這些活動來幫助中學

教師統整這三門學科，進而讓學生在活動的過程中學習這三門學科（數

學、科學、科技）的概念，並應用所學解決問題（Childress, 1996）。 

在學習科技之前應該要先了解科學和數學的概念是如何被運用

的，利用數學及科學的概念去分析科技問題時，將能使抽象的概念變

得更具體且更有意義，因為數學、科學、科技三者是相輔相成的。因

此，為了能更精確且更合理的學習科技，我們必須要用到計量及科學

的分析方法（Liao, 1998）。紐約州教育部門（NYSED）則在 1997 年

提出的 MST資源指引（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Guide)中明白指出整合數學、科學及科技三個學科的理由如下： 

1. 我們無法不透過數學的分析及工程的設計過程而能恰當的解

釋科學探索。 

2. 今日的工程和科技需要科學探索的原則和理論去幫助設計和

製作工具和技術。 

3. 未來許多倫理議題的結果將是因為數學、科學、科技及社會

之間的相互影響。學生學習這些學科將能讓學生能更明智的

去處理這些問題，如環境保護和關心健康等。 

4. 當學生實際應用於真實世界中時，將能刺激學生學習數學、

科學及科技。 

由上述四項理由，我們可以知道科技與科學、數學三者相輔相成。

因此，在發展科技教育的同時亦必須關照到數學及科學，本研究將依

循這個理念進行課程設計。 

基於科技教育透過MST教學來培養學生能運用數學、科學和科技



 

來改善未來的生活的理念，紐約州教育部門（NYSED）即在1996年提

出下列七個MST的學習指標： 

1. 學生能夠使用數學的分析、科學的調查以及工程的設計適當

的提出問題、尋找答案、發展解決方案。 

2. 學生能夠使用適當的方法來接收、生產、處理及轉換資訊。 

3. 學生能了解數學並對於傳達、推論數學充滿信心，應用數學

於真實世界中，透過數學系統（幾何、代數、資料分析、機

率、三角函數）的整合去解決問題。 

4. 學生能夠配合自然科學的設定、生活環境以及認識科學的發

展過程去了解並應用科學的概念、原理及理論。 

5. 學生將應用科技的知識及技能去設計、建構、使用以及評估

產品及系統以滿足人類需求和環境需要。 

6. 學生將了解數學、科學、科技的關係及常見的議題並將他們

用在其他領域的學習。 

7. 學生將應用數學、科學、科技的知識及思考技巧去應付真實

生活中的問題並做結論。 

除此之外，紐約州教育部門（NYSED）亦提出五個實施 MST 的

引導原則（1997）： 

1. 調查方法—能支撐起整體架構。學生使用數學的分析、科學的

調查以及工程的設計去提出問題、尋找答案以及發展解答。 

2. 數學、科學、科技整合—今日的學生成長於科技社會之中，他

們必須了解數學、科學、科技三者之間的關係。 

3. 公平—所有的 MST 教學計劃必須要包含女性及低社經地位階

層的人。在科技社會中常因他們缺少知識而使他們錯失機會。 

4. 七個指標—人們習慣將學科區分開來，這在第 3、4、5此三個



 

指標中看到，這提醒我們這七個指標是教育的關鍵。 

5. 領域和連貫—教學計劃需注意是否具有連續性及發展性。教師

需要建置具發展性的 MST課程，並將之應用於科技教育之中。 

在這七個學習指標及五個引導原則中，強調了 M、S、T三者在學

習方面的整合，並更進一步的要求學生在學習 MST的知識後，能實際

將它應用於問題解決之中，這即是本研究所預期達到的目標。而要如

何實施 MST 教學方面呢？下面提供三種模式可行的模式（NYSED, 

1997；李隆盛，1998）： 

模式 1—聯結型：在學習其中二科相關知識之後，再到另一學科

中統整。 

 

 

 

 

圖 2.1  聯結型（MST或 STM或 TMS） 

資料來源：NYSED, 1997, pp.7 

 

模式 2—協同型：協同型則為三者之間有各自的部份及重疊部

份，三者相互支援。 

 

 

 

 

圖 2.2  協同型 

資料來源：NYSED, 1997, p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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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3—融合型：將與課程內容相關知識即加以整合，而無所謂

先備知識，三者之間無輕重之分。 

 

 

 

圖 2.3  融合型 

資料來源：NYSED, 1997, pp.7 

 

本研究網站內容將採融合型 MST架構，以攝影為課程主題進行單

元課程內容建置，學生在單元課程中將能夠學習到課程單元中所包含

的數學、科學、科技三者的相關知識。這除了讓學生了解知識、原理

外，並透過學習活動的設計讓學生能適當的應用這三門學科的知識於

模擬操作以及問題解決的過程中。 

MST 



 

第二節 網路學習之設計 

 

本研究研究目的之一為學習網站之建置，然而目前所見文獻及網

站多以網路教學為主，鮮少探討網路學習的相關資料，幸而網路教學

與網路學習之間有著十分深厚的關係。因此，本節中將透過對網路教

學設計的探討來規劃網路學習設計。 

學者 Khan（1998）認為網路教學的組成應包含下列八項內容： 

1.內容開發—內容開發包含學習及教學理論、課程設計以及課程發

展等。 

2.多媒體—文字及圖片、聲音、影像及各種的圖形介面皆可應用於

網路教學之中。 

3.網路工具—泛指常見的網路傳播工具，包含同步的文字交談（如

聊天室、IRC）及影音會議（如 CuSeeMe）、遠端存取工具（如

telnet、ftp）、網際瀏覽器、搜尋及其他工具等。 

4.電腦及儲存設備—包含各種電腦網路平台（如 Unix、Dos、

Windows、麥金塔等）、伺服器、硬碟、CD ROM等。 

5.連結及服務提供者—包含各種網路設備，如數據機、網路幹線（如

電話、ISDN、56K、T1等）以及通訊閘、網際網路等服務的提

供。 

6.應用程式編輯—泛指各種網站製作軟體及程式語言，常見的有

HTML、Java等。 

7.伺服器—如 HTTP 伺服器、HTTPD 軟體、網站、網址（URL）

等，或是以 CGI的方式連結 http或是網路伺服器。 

8.瀏覽器及其他應用—如文字瀏覽器、圖形化瀏覽器、VRML 瀏

覽器以及各種連結（如超文字連結、超媒體連結、3D連結等）。 



 

因此在本節中，將分別探討網路課程設計、學習網站設計、學習

網站系統功能等三部份。 

 

一、網路課程設計 

教學設計可分為分析、設計、製作、發展實施、評估與修正五個

階段，各階段的工作分別如表 2.1所示。 

 

表 2.1  教學設計步驟表 

階段 工               作 

分析 

 選擇製作主題 
 分析學習內容大綱 
 陳述教學目標 
 擬定學習行為目標 
 分析教學及學習者的需求 
 收集整理學習者原有概念（或迷失概念） 

設計 

 陳列學習目標及設計原則 
 整理安排內容流程和學習路徑 
 規劃形成性評量與回饋 
 安排補救教學或附加補充資料 

製作 

 蒐集教學媒體 
 安排學習情境及編製故事卡 
 製作腳本（劇本）及畫面 
 安排學習活動 
 安排問題及學習評量活動 
 選擇製作軟體 

發展實施 

 製作發展學習活動 
 發展總結性評量策略 
 安排線上求助及教學指引 
 整合各類軟體及媒體（串連部份） 
 檢查軟體的完整性（完稿） 

（續後頁） 

 



 

（接前頁） 

評估與修正 

 安排學生試作 
 檢查軟體教學內容 
 修正校正軟體 
 信、效度考驗 
 更新軟體版本 
 評估學生學習效果 
 除錯 

資料來源：湯清二，1998，頁 199。 

 

李隆盛（1998）更將教學系統設計模式流程做了以下更詳細的闡

述： 

1.分析 

1.1 分析教學系統（課程理想、學生背景、教學資源⋯） 

1.2 研訂教學單元 

1.3 研擬評鑑措施 

1.4 安排教學環境 

1.5 預估各單元成本 

2.設計 

2.1 發展各單元學習目標（含最終及過程目標） 

2.2 擬訂各單元學習步驟 

2.3 發展各單元評鑑工具 

2.4 開列各單元學前必備知能 

2.5 排序及建構各單元目標（如由易而難） 

3.發展 

3.1 研擬各單元教學活動 

3.2 選用現有教材 



 

3.3 發展適切教材 

3.4 選用施教方法 

3.5 擬訂教學計畫 

4.實施 

4.1 執行教學計畫 

5.評鑑 

5.1 評鑑學生進步情形與績效 

5.2 檢討各階段實施與原訂計畫符合情形 

5.3 改進教學系統 

一個完整的課程皆應遵守上述五個設計步驟，網路教學亦是如

此，然而不同於傳統課程的是：網路課程以學習者為中心，並且不受

時空限制，因此在設計時必須考量學習環境的特性。Bonk & Cummings

（1998）則針對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網路學習提出了十二項建議： 

1. 建立一個安全的環境及社群的感覺 

2. 藉由媒體本身的豐富資源引發學生積極參與 

3. 提供學生自行選擇的機會 

4. 協助學生學習而非告知答案 

5. 使用公開或私底下的方式給予回饋 

6. 利用電子郵件進行學徒制學習方式 

7. 依據個人知識使用遞迴式策略 

8. 採用不同電子寫作、反思及其它具教育性的活動 

9. 運用學生對網路之探險精神以發展課程內容 

10. 對學習者有明確期待及任務結構化的快速轉化 

11. 有效評量學生作業 

12. 人性化學習活動、促發科技進步 



 

另外，林奇賢、沈滄鉉（2000）即由下面九個向度來說明其設計

主題探索式網路課程的原則： 

1. 課程目標—充份應用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主動學習與合作學

習的二個主要特質。 

2. 學習主題—學習主題必須具有（1）挑戰性 （2）真實性 （3）

科際性。 

3. 學習評量—評量項目應包含任何有意義的學習表現，非僅是注

意學習成果的總結性，以確實掌握學習者理解程度和能力。 

4. 教學模式與策略—主題探索式學習通常使用的教學策略包

含：（1）個人與小組綜合報告（2）探討多重觀點（3）應用先

備知識的技巧（4）腦力激盪（5）問答教學法（6）陳述解決

問題過程（7）合作教學。 

5. 學習環境—注重學習社群在創造、理解時所扮演的角色。 

6. 分組—依據教學目標，彈性的將不同族群分組進行合作學習，

是一個重要的教學管理課題，若處理得宜，可確實增加學習機

會與提高學習效能。 

7. 教師身份—轉化成為協助者、引導者、學習者。 

8. 學習者身份—主題探索式學習注重學習者如何展現多元學習

成效及應用知識的動機，學習者要能整合外界所學事物而加以

實際應用，學習者亦須能培養專業思考過程，自我教導，使有

能力從見習者轉為知識創造者，在知識領域做多重貢獻。 

9. 課程架構—主題探索式課程之結構與學習活動流程可分為五

大單元：（1）呈現問題（2）討論解決途徑（3）尋找資料（4）

嘗試解決問題 （5）呈現成果。 

雖然網路學習具有許多優點，但仍需融合適切的學習理論，才能



 

達到學習的目的（許瑛玿，1999）。學者 Alessi 及 Trollip 即針對電腦

教學提出下列五種教學策略以達成學習目標（引自陳昭秀，1995）： 

1. 反覆練習（Drill and practice）：主要是根據行為學派的「刺激—

反應（stimulus-response）」理論，藉著重覆的動作及提供即

時的回饋給學生，以訓練學生做出正確的反應。 

2. 教導（Tutorials）：主要是以一步步的順序、畫面來呈現內容，

使學生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所要學習的材料。 

3. 模擬（Simulations）：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透過系統的設計，模

仿真實世界的景象，讓學生能夠透過直接的操作、檢視，來

學習真實世界裡的事物。 

4. 遊戲（Games）：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 

5. 測驗（Test）：提供適當的測驗以檢驗學生的學習效果。 

本研究將運用上述五種教學策略達到學習的效果，並希望能透過

模擬的活動讓學習者有「動手做」的機會。一般而言，在網路教學中

為了讓學生與真實世界做結合，模擬是常被使用的教學方式。在模擬

的過程中，提供學習者操作螢幕上的物件之互動機會，學習者經由探

索、考驗假說及嘗試發現該現象的合理解釋等認知過程，以對模擬的

事物能更加了解。林秀美（1998）更指出應用電腦模擬於科技教育中，

具有下列三項功能： 

1. 教導工作技能或工作程序等 

2. 簡化真實世界的系統或現象 

3. 學生可自我調整學習速度 

模擬能以數字、符號、方程式、圖表、動畫等多重表徵呈現，運

用多元的操作方式能符合更多不同學習者的需求，而課程內容以多重

的表徵呈現亦能讓學習者以各項感官進行學習（許瑛昭，1999）。  



 

綜合以上所述，網站學習課程將依分析、設計、製作、發展實施、

評估與修正五個步驟進行設計，學習內容確定之後，再依據學習對象

編寫課程，將學習內容利用各種網路媒體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現在網頁

中。學習網站內容應包含學習內容、學習活動、線上模擬、學習評量。

在課程內容設計時應考量學生能力，不宜太過簡單而使學生喪失學習

興趣，亦不能超過學生學習能力之外，以防學生因無法獲得成就感而

降低學習意願。 

 

二、學習網站設計 

在產生學習內容之後，即應著手開始網站的建置。一個有系統的

網路學習環境應包括：(1)多元化的學習資源，(2)個人化的學習環境，

(3)合作式的學習方法，(4)建構式的學習理念，(5)多人化的學習參與，

(6)豐富化的學習內容，(7)導向式的學習指示，(8)跨文化的學習素材，

(9)全球化的學習方式，(10)彈性化的學習時間，(11)人性化的學習環

境，(12)簡易化的操作界面，(13)多種式的學習機制。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學習模式即包含此十三項內容（吳明隆，1998a）。 

Sloane 亦認為運用網路媒體進行學習時，應考量到下列七項因素

(引自吳明隆，1998b)： 

1.資訊可用性 

一個基本先備的條件，是可資利用資訊的搜尋有明確的範圍，

以因應不同群體需求，並提供不同的選擇。 

2.資訊可得性 

有用的資訊須從網路上找尋到，因而網路上所建構的教育資源

必須是充足而完整。 

 



 

3.易於掌控 

學生在搜尋資訊時，能掌控與主題相關之資料，使學習者能隨

心所欲的暢遊於網路上。 

4.團體動力 

能依據學生個別差異與專長，而予以分組。 

5.詳細說明 

讓使用者知道，從網際網路上發掘許多詳盡有用的資訊是可能

而且容易的。 

6.適當性 

資訊內容能滿足學生需求，允許教師使用相關資訊以協助教學

及評量。 

7.教師輸入 

教師所輸入應包括不同學生知識間的差異情形，亦即能因應學

生個別差異。 

學習網站除了學習內容之外，使用者界面亦是網站設計的一大重

點。一般而言，網頁設計包含下列三個要素：內容、技術和使用者親

切度。雖然這三個要素十分重要，但使用者滿意度是決定系統設計是

否成功的最終指標。在許多個案中，只要使用者對於系統感到親切即

可達到高使用者滿意程度，而不需要複雜的技術和內容。這就是為什

麼在製作網路學習教材時，Kostur 將研究重點放在學習者的學習風格

上，了解他們怎麼學習、組織需要的知識，評估過程，評估使用者反

應，以及管理計劃，這些主要都是為了達到較高的使用者滿意程度（Tao, 

Ho, & Yeh, 2000）。 

要如何達到高使用者親切度，網站版面的編排即佔一個重要角

色。編排設計的變化是無窮盡的，但其編排的方式要將資訊以一種有



 

意義的視覺形式呈現出來，Norman等人認為，如果呈現過多或過雜的

資訊量給使用者時，會造成視覺範圍破裂，就會造成一些問題。由Apple

（1987）、Shneiderman（1992）、Hiltz & Turoff（1993）、Browne（1994）

和 Leavens（1994）等人的研究，提出以下幾點使用者界面應符合的

準則（引自陳昭秀，1995）： 

1. 一致性：此項準則最常為人所用，螢幕編排的一致、命令或

執行順序的一致、提示文句的一致等等，都包含在一致性的

準則中。 

2. 為使用系統的使用者提供捷經：也就是對於某項工作，提供

不同的方法，讓使用者能夠彈性地根據自己的需求來執行動

作，例如縮寫、特殊鍵、隱藏的指令或是巨集等，都可以減

少動作的時間。 

3. 有意義的訊息回饋：對於每個動作，系統應該要有回饋，回

饋的訊息要對使用者來說必須具有明確的意義。 

4. 設計一些對話以產生完整性：將一些動作以符合邏輯的方式

組合在一起，組合的動作應含有開始、中間過程及結束，於

動作完成後提供有意義的回饋給使用者，讓使用者有完成的

成就感，並知道可以再繼續下一個動作。 

5. 使用者改變心意：讓使用者可以跳離目前的動作，結合警示

使用者的提示，避免使用者犯錯。 

6. 簡單的錯誤處理：應儘可能避免讓使用者犯下嚴重錯誤，如

果錯誤發生了，要能原諒使用者，提供一些簡單的方法讓使

用者可以處理這些錯誤。 

7. 簡單的反轉行為：也就是在使用者做完動作時，能夠反轉回

來，可讓使用者放心去做動作，例如常見的 undo。 



 

8. 讓使用者內在有操控感：令人訝異的系統反應、沈悶的資料

輸入動作或是不能獲得需要的訊息等，都將讓使用者失去操

控感並感到焦慮，所以要讓使用者感覺到他們是動作的起始

者，不是對系統動作的回應者。 

9. 減少使用者短期記憶的負荷：系統顯示應保持簡單、動作少、

不需記住許多指令等，用易了解的資訊呈現方式、提供線上

的輔助等，以減少使用者的負擔。 

10. 用使用者所能了解的詞句。 

11. 不要讓使用者感到迷失或迷惑。 

12. 對於如何使用這個系統應提供指導的說明，例如文件說明或

線上輔助說明。 

教學網站的設計時，應考量操作上是否符合使用者（教師及學習

者）需求，儘量以多元的輸入方式以適合不同的使用者；在內容知識

的呈現上則應善用各種網路多媒體，以多元化的方式傳遞知識，以期

讓學習者能在網路學習環境中更有效的學習。 

 

三、學習網站系統功能 

林奇賢（1998）指出，學習者應透過網路進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以構成一個完整的學習歷程。其中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包括三個類型，

分別為：(1)瀏覽、搜尋的學習活動，(2)學習評量的學習活動，(3)討論、

觀摩與學習輔導等合作學習的活動。其認為一個理想的網路學習環境

應具備如下五項要素： 

1. 線上課程 

學習者依據線上課程進行網路學習活動，因此線上課程的設

計，必須充分運用全球資訊網的特色，而線上課程設計的最高指



 

導方針為建構主義與支架學習理論。 

2. 線上測驗 

線上測驗應以網路多媒體方式呈現，並於受測結束時能立即

給予回饋，以充份發揮電腦之功能，進而增強學習效果。而測驗

之設計，也應納入適性的概念，以適應學習者之個別差異。 

3. 虛擬教室 

虛擬教室提供學習者合作學習情境，學習者藉著它來進行討

論、觀摩、與合作學習，教師則利用它來輔導學習者學習。 

4. 教學管理 

教學管理的主要目的，係在記錄學習者的學習資訊，以提供

教師輔導與評量學習者的依據。 

5. 學習工具 

在網路學習過程中，學習工具將支援學習者進行線上學習，

常見的有筆記本、蒐尋引擎、個人化環境等。 

而本研究所欲架設的學習網站，以學生自學為主，將淡化教師的

角色，讓學習者自行在網路上學習及相互討論。因此，綜合以上所述，

並配合研究目的，本研究所預設的系統功能如下： 

1. 使用者登錄—學習者的登錄。 

2. 課程單元—包含該學習網站的學習內容，其內容呈現方式包含

文字、圖片、動畫、影音、聲音等多媒體。 

3. 線上活動—線上活動可透過模擬的方式進行，讓學生能有操作

的機會。 

4. 問題解決活動—配合課程內容，運用各種網路媒體（如影音、

文字、圖片⋯）的特性設計問題類型，學習者可以透過這些

問題進行學習。 



 

5. 線上測驗—測驗題目依據網站內容而設計，學習者可以透過測

驗了解自己的學習情形。 

6. 討論區—討論區具有張貼文章之功能，學習者能利用討論區提

出學習上的問題或做經驗分享及交流，而教師也能利用討論

區回答學習者所提出的問題，並由其中了解學習者學習情

況，以做為課程內容調整、設計的依據。 



 

第三節 現有教學／學習網站探討 

 

本節中，將針對內容呈現、操作界面、人際互動等探討現有的教

學／學習網站的優點，以作為建置學習網站之參考。 

 

一、現有教學／學習網站 

在此所選擇的網站，為研究者在網路上所發現具有參考價值的網

站或網頁，以下將針對各網站優點加以說明敘述。 

1.CHEM4KIDS（http://www.chem4kids.com/index.html）之優點： 

（1） 針對使用者設計—本網站對象以兒童為主，所使用的色彩豐

富、圖案可愛，並能運用圖示來增加兒童對元素的記憶。 

（2） 按鈕圖示化—以圖示按鈕代替文字按鈕，更能讓使用者接受。 

（3） 語音功能—具有語音功能，學習者按下語音鍵後即能聽到該

元素的讀法，以助學習。 

（4） 相關網站連結—提供相關知識網站連結。 

 

 

圖 2.4  CHEM4KIDS教學畫面 

資料來源：http://www.chem4kids.com/index.html 



 

2.The Interactive Frog - Dissection-An on-line tutorial

（http://curry.edschool.virginia.edu/go/frog/）之優點： 

（1） 文字說明配合實際操作圖，能使學習者更了解實作步驟。 

（2） 在學習者操刀前，能利用測試了解自己是否知道如何進行。 

 

 

圖 2.5  The Interactive Frog教學畫面 

資料來源：http://curry.edschool.virginia.edu/go/frog/ 

 

3.國家圖書館遠距學園(http://cu.ncl.edu.tw/index.html)之優點： 

（1） 操作界面簡單明瞭。 

（2） 具有討論區，可進行同步的群體討論和小組討論。 

（3） 具有討論版，可以利文章張貼進行非同步的討論。 

（4） 具有影音功能，畫面上可看到並聽到教師進行講解。 



 

（5） 能夠讓學習者進行線上測驗，以了解自己學習情形。 

（6） 學習者能將自己的作品（如一首詩、一首歌⋯）以多媒體的

方式（聲音、影像、圖檔等）置於分享園地中與其他學習者

分享。 

 

 

圖 2.6  國家圖書館遠距學園學習畫面 

資料來源：http://cu.ncl.edu.tw/index.html 

 

4.亞卓市（http://www.educities.edu.tw/） 

此學習網站在學習部份由若干不同單元組成，故在此探討以各個

學習單元為主。 

優點： 

（1） 按鈕為圖和文字的切換，既能美化按鈕，又能讓使用者清楚

了解每個按鈕的意義（小英網）。 

（2） 點選音效時，使用者將能聽到語句的念法（小英網）。 



 

（3） 讓學習者能在遊戲中進行學習（遊戲學堂）。 

 

 

圖 2.7 亞卓市-小英網畫面 

資料來源：http://www.educities.edu.tw/ 

 

 
圖 2.8 亞卓市-遊戲學堂 

資料來源：http://www.educities.edu.tw/ 



 

5. 花崗國中-王建忍-Flash 5 國中理化地科輔助教材教具

（http://www.hgjh.hlc.edu.tw/welcome.htm） 

優點： 

（1） 利用精美的動畫呈現教材，使學習者了解作動原理。 

（2） 能讓學習者自行操作，以增加學習者學習興趣。 

 

 

圖 2.9  國中理化地科輔助教材教具 

資料來源：http://www.hgjh.hlc.edu.tw/welcome.htm 

 

二、綜合討論 

在探討諸多網站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下列四點值得學習的優點： 

1. 善用各種網路媒體—部份教學網站已經能運用用各種多媒體

來呈現教材，如文字、圖片、聲音、影音等多媒體相互配合，

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 

2. 線上測驗—讓學習者能自行測驗，以了解自己學習情形。 

3. 線上討論—提供即時（線上交談、討論）和非即時的互動（討

論版），學習者能經由與他人的討論來得到回饋進而刺激學

習。 

4. 線上模擬—能引起學習者的興趣，並能透過模擬來進行學習。 



 

 

然而，研究者亦在網站探討過程中發現了下列幾個現象： 

1. 鮮少有一個學習網站能同時具備這些功能。 

2. 有些網站雖有多媒體功能，但在應用上無法真正發揮功效而徒

具形式。 

經由對現有網站的探討，研究者將參考這些網站的優點來設計學

習網站，以期能達到本研究設置網站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