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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近年來，行動科技蓬勃發展，各式行動載具日漸普及，相對應的多

媒體教材亦推陳出新，使無所不在的學習環境日趨成熟。本研究旨在探

討先備能力相異之大學生在不同使用情境觀看英語新聞影片時，字幕呈

現內容對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效益、認知負荷及視覺疲勞的影響。

本研究採準實驗設計方式，研究對象為 80 名 18 至 24 歲大學院校學生，

依前測英語聽力測驗成績區分研究對象之先備能力，並將兩種先備能力

的研究對象隨機分配至兩種使用情境（室外和室內）、四種字幕呈現內

容（中文、英文、中英和英中），共八個組別中。室外使用情境組在台

灣師範大學校園廣場使用智慧型手機觀看影片，室內使用情境組則在教

室內透過投影機進行實驗。研究結果如下： 

一、學習動機會因使用情境與字幕呈現內容不同而產生顯著性的差異，

室外使用情境組優於室內使用情境，且中英字幕組研究對象之學習

動機最高。 

二、學習效益會因先備能力、使用情境與字幕呈現內容不同而有顯著性

的差異，高先備者優於低先備者，且室外使用情境優於室內使用情

境，中英字幕組之學習效益較其他字幕呈現內容組別佳。 

三、室內使用情境之視覺疲勞低於室外使用情境。 

四、英中字幕組之認知負荷顯著低於中文字幕組及英文字幕組。 

本研究由問卷及訪談中發現，研究對象大多願意繼續利用新聞影片

學習英語，對於無所不在學習的使用情境相當滿意，並給予肯定，此結

果將可提供教學設計者在往後進行英語教學設計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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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Subtitles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English Videos in Different Usage 

Contexts 

Author: Chia-Wei Tu 

Adviser: Yu-Hung Chien 

ABSTRACT 

 

With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mobile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mobile carrier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multimedia 

teaching materials corresponding thereto are also innovated and introduced,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ing maturity of perva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subtitle contents on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cognitive load and visual fatigue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rior abilities when they watch English news 

videos in different usage contexts. This study adopts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approach, selects 80 college students at the age of 18 to 24 years as 

study subjects, classifies their prior abilities according to their English 

listening scores in the pretest, and randomly assigns the study subjects with 

two different prior abilities into eight groups formed by the collocation of 

two usage contexts (outdoor and indoor environments) and four kinds of 

subtitle contents (Chinese-only, English-only,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English and Chinese subtitles). The groups of the outdoor usage context 

watch videos on smart phones in a square on the campus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groups of the indoor usage context undergo the 

experiment with a projector in a classroom. The study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motivation due to 

different usage contexts and subtitle contents, wherein the group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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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door usage context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groups of the indoor usage 

context, and the study subjects in the group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subtitles 

demonstrate the highest learning motivation.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due to 

different prior abilities, usage contexts and subtitle contents, wherein those 

with high prior ability perform better than those with low prior ability, the 

groups of the outdoor usage context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groups of the 

indoor usage context, and the group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subtitles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other groups i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3. The visual fatigue in the indoor usage context i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outdoor usage context. 

4. The cognitive load of the group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subtitle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groups of Chinese-only subtitles and the 

groups of English-only subtitles. 

The study find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at most study 

subjects are willing to continue using news videos to learn English and are 

quite satisfied with the usage context with pervasive learning, giving positive 

comments thereon. The study findings may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instructional designers in future English teaching design. 

 

Keywords: cognitive load,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achievement, 

ubiquitous learning, visual fati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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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就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待答問題」、

「研究範圍與限制」與「名詞釋義」等進行介紹與說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台灣的國際化發展，英語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我國的教育將英語

視為第一外語。各大學為了精進大學生之英語能力及國際競爭力，皆提供

良好的正式學習環境，希望能培養學生的英語基礎能力。在英語「聽、說、

讀、寫」四大技巧當中，應將「聽」列為首位（詹麗馨，1999；楊榮棠，

2005；Ou, 1996），且許多英語能力檢定考試都含有聽力測驗，突顯出聽力

的重要性。由於聽力內容的理解是困難的（Goh, 2000），為減少學生進行

聽力訓練的負擔，可利用多媒體影片及無所不在學習（ubiquitous learning）

協助學生學習，利用行動載具隨身攜帶的便利性，突破時間及地理上的限

制，自行選擇適合的時間及地點學習以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對學習成效

也有助益（Liu & Chu, 2010）。Kramsch和Anderson（1999）鼓勵老師們使

用多媒體教材，吸引學生學習興趣。多媒體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現教材內容，

提供室外、多樣化的資訊，也可藉由聲光效果提升學生的注意力，進而加

深學生對多媒體內容的印象。 

文字、聲音及影像都是常用於英語的多媒體教材，從雙碼理論的角度

來說，以影片為主的多媒體教材，可以從不同的感官提供訊息。綜合了視

覺與聽覺兩種訊息來源的訊息內容，會較單一訊息來源來的豐富，且接收

到的視覺與聽覺訊息可同時進行處理，幫助學習者記憶和學習轉移（Mayer, 

1997; Mousavi, Low, & Sweller, 1995; Paivio, 1987）。國內的外語影片常在

播放時配上中文字幕，從一些相關的研究結果顯示，字幕對學生在聽力理

解（Froehlich, 1988; Garza, 1991; Markham, 1989）與學習動機（林麗雲，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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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榮棠，2005）之影響皆支持字幕對外語學習有正面提昇的效用。但Reese

和Davie（1987）在探究字幕對電視新聞學習在內容理解的影響時，發現當

非口語畫面與口語訊息重疊時，再增加字幕會轉移視覺的注意力而妨礙記

憶導致訊息流失。因此，影片字幕內容該以何種方式呈現才能儘量減少使

用者在認知及視覺上的負荷，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本研究探討之使用情境乃將重點放在學生、播放影片的載具及使用空

間的關係。過往影片教學及字幕的相關研究，研究環境大多在教室中以室

內方式播放（洪美雪，2001；羅家珍，2004；連寶靜、林朝清、周建宏、

王曉璿，2011; Newton, 1995），利用智慧型手機（smartphone）這類行動載

具所提供的即時互動性與無所不在的特性搭配多媒體影片來進行英語學習

的研究較少。然而智慧型手機這類的行動科技不僅帶來生活層面的益處，

也證實是能有效增進學習的環境（BenMoussa, 2003），但行動科技的便利

性也讓使用者會在不自覺中延長使用時間，進而導致視力受損等文明病所

帶來的威脅。 

故本研究欲了解先備能力相異之大學生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進行聽力

訓練，多媒體影片之不同字幕呈現內容（中文字幕，英文字幕，英中字幕

及中英字幕）是否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效益，以及造成的認知負荷

及視覺疲勞，並找出何種使用情境及字幕呈現方式的組合最適合各種先備

能力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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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之動機，本研究欲探討於室外與室內使用情境中利用影片進

行聽力訓練，英語影片之不同字幕呈現內容〔中文字幕；英文字幕；英中

字幕（英文在上，中文在下）；中英字幕（中文在上，英文在下）〕對於不

同英語先備能力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效益有何影響，以及是否會增加

或減少學生的認知負荷及視覺疲勞？本研究擬定以下之研究目的： 

（一）探討不同的使用情境及字幕呈現內容對高先備英語聽力學生在學習

動機、學習效益、認知負荷及視覺疲勞上之影響。 

（二）探討不同的使用情境及字幕呈現內容對低先備英語聽力學生在學習

動機、學習效益、認知負荷及視覺疲勞上之影響。 

（三）探討使用行動載具及英語新聞影片進行教學時可能遇到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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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待答問題 

（一）不同的使用情境及字幕呈現內容對高先備英語聽力學生在學習動機、

學習效益、認知負荷及視覺疲勞上之影響為何？ 

（二）不同的使用情境及字幕呈現內容對低先備英語聽力學生在學習動機、

學習效益、認知負荷及視覺疲勞上之影響為何？ 

（三）使用行動載具及英語新聞影片進行教學時遇到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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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雖力求實驗流程嚴謹完整，但仍可能受到環境及時間等客觀因

素影響，導致本研究所探討的目的有未盡周全的地方，在此將本研究之範

圍與限制列出如下： 

（一）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皆從校園招募，年齡介於 18 至 24 歲，母語為中

文，且非就讀英語相關學系之大學生。 

（二）本研究以英語影片做為教學範圍，影片之中文字幕及英文字幕皆採

用 12 pt 字級新細明體，其他字級與字體型式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三）實驗進行之使用情境為模擬環境，使用者與載具之目視距離不一，

無法全然符合真實使用情境，實驗結果可能與真實使用狀況有所差

異。 

（四）由於室外使用情境影響變數眾多，為建立研究對象實驗環境的公平

性，故室外使用情境實驗場地選擇在校園廣場進行，並使用耳機接

收影片之聲音訊息，儘量排除實驗不可控制之外在因素。  

（五）實驗使用之行動載具為智慧型手機，其它行動載具不在研究範圍。 

（六）本研究探討的學習效益範圍為研究對象對於英語新聞影片的內容理

解及聽力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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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一、字幕呈現方式 

本研究共有四種字幕呈現方式，影片採原文發音（original verbal 

language），中文字幕將原文的語料轉譯為中文字；英文字幕顯示與原聲相

同語言；中英字幕及英中字幕則同時顯示兩種語言在螢幕下方的字幕區。 

二、無所不在學習 

無所不在學習（ubiguitous learning）以行動載具、無線通訊技術與相關

資訊科技的輔助，使學習者能在任何地點與任何時間，進行學習活動。無

所不在學習具有主動性、機動性、即時性、互動性、整合性與情境化等六

項特性，使教學及學習者可依需求，隨時隨地供給學習資訊。 

本研究將無所不在學習應用於室外使用情境，在臺灣師範大學校園中

庭廣場利用智慧型手機做為行動載具，以 Youtube 播放教材內容，搭配無線

網路環境，建構無所不在的學習環境。 

三、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是指引起個體的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促使該學習活

動朝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張春興，1995）。本研究所界定的

英語學習動機，引用欉浩慧（2008）的「英語學習動機量表」（附錄一），

此量表是參考許繼德（2002）的「英語學習動機量表」與鍾靜美（1999）

的英語學習態度問卷，改編成與字幕呈現內容方式有關的英語學習動機量

表，以測驗得分為依據，得分越高表示其英語學習動機越高。 

四、內容理解 

本研究內容理解乃指對英文新聞影片主要內容的了解。本研究以研究

者改編自CNN Student News內容之二十題試題，以英文出題並採用選擇方

式測試研究對象在內容理解方面的學習效益。 

五、聽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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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聽力理解乃指透過耳朵接收訊息，對英文新聞影片主要內容的

暸解。本研究以研究者改編自CNN Student News內容之二十題試題，以英

文出題並採用聽力測驗方式了解研究對象在聽力理解方面的學習效益。 

六、認知負荷 

根據 Sweller、van Merriënboer 及 Paas（1998）的定義，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是將一特定工作加諸於學習者的認知系統時所產生的負荷，本研究使

用宋曜廷（2000）的認知負荷量表，用以衡量研究對象主觀的心智負荷與

心智努力程度，量表含有兩個問題，得分總和即為認知負荷分數，得分越

高表示認知負荷越大。 

七、視覺疲勞 

視覺疲勞是現代社會常發生的一種文明病，係指因長時間近距離目視、

處於亮度過高或過低的環境中進行眼部活動，使眼睛過度使用，因而產生

程度不一的眼睛不適及視覺減退情況。本研究使用Heuer、Hollendiek、Kröger

與 Römer（1989）之視覺疲勞主觀評比評量表，包含六個題目，採 Likert

十點量表（10-point scale）方式回答，得分越高表示視覺越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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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先備能力相異之大學生在不同使用情境觀看英語新聞

影片時，字幕呈現內容對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效益、認知負荷及視覺

疲勞的影響，從雙碼理論探討運用影片於英語教學的效益；再者，探討無

所不在學習環境及影片字幕與外語學習相關文獻，最後整理與歸納影片教

學可能造成的認知負荷及視覺疲勞。 

本章節分為五節，第一節為「雙碼理論」；第二節為「影片字幕與外語

學習相關研究」；第三節為「使用情境」；第四節為「認知負荷」；第五節為

「視覺疲勞」之基本定義。 

第一節 雙碼理論 

Paivio（1986）提出雙碼理論（dual-coding theory），以此解釋人類接收

訊息時的處理及運作方式，雙碼理論假設人類認知系統有兩個子系統：語

文系統、非語文系統。圖 2.1 為雙碼理論編碼模式，認知系統的兩個子系統

可互連且同時獨立處理語文（verbal）與非語文（nonverbal）如圖片、影像

等訊息，語文訊息與非語文訊息間亦有其關連性的存在，即「參照連結」

（referential connection）。兩個子系統對於訊息的處理及組織各有不同的方

式，語文系統的訊息較傾向於個別、順序的方式來處理和組織訊息，這些

訊息在處理或儲存時的基本單元為語文元（logoens），語文系統在受到語言

或文字刺激（verbal stimuli）後，會把接收到的刺激作語文表徵（verbal 

representations），並將其編碼（verbal encoding）後儲存於文字記憶區中，

形成心智語言（mental language）；非語文系統則偏向以整體、平行的方式

來處理及組織訊息，這些訊息在處理及儲存時的基本單位為意象元

（imagens），非語文系統處理所有的非語文刺激（nonverbal stimuli），包含

圖像、週遭環境的聲音、情緒及動作等，將非語文訊息作非語文表徵

（nonverbal representations）且儲存其編碼（nonverbal encoding）在非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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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區，形成心智影像（mental images），並在對應的語文記憶區中留下一

個文字對照版本。 

 

 

圖 2.1 雙重編碼模式 

資料來源：Paivio（1986：P.67） 

 

語文系統及非語文系統中的元素有三種連結關係，分別是表徵連結 

（representational connection），參照連結（referential connection），以及關聯

性連結（associative connection）。 

表徵連結，是指當個體接觸到外界刺激時，直接引起的表徵作用。語

文性刺激進入記憶系統後，會被編為特定的語意碼，或啟動相對應的語文

表徵。相同地，非語文刺激進入記憶系統後，也會以該形式被編為意象碼，

或引發相對應的意象表徵。 

語文刺激 

（verbal stimuli） 

非語文刺激 

（nonverbal stimuli） 

感官系統（sensory system） 

表徵連結（representational 

connections） 
（nonverbal system

） 

非 

語 

文 

系 

統 

非語文反應 語文反應 

參照連結 

 

（referential 

connections） 

語 

文 

系 

統 

（verbal system

） 

關聯性連結 

（associative connection） 

關聯性連結 

（associative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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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連結，語文系統及非語文系統之間的組織藉由參照聯結得以完成，

語詞可以激發意象，意象亦可能激發語意，兩個系統之間透過相互參照而

產生聯結。給予適當的情境線索，會提高參照連結發生的可能，例如以圖

片來展示文字內容。參照性連結一旦建立，日後若面臨適當的情境或外來

刺激，個體將會自動地自兩種表徵系統中啟動相關符號以供運思。Paivio

認為，資訊若能以語文與非語文兩種形式編入長期記憶中，日後回憶的成

效將可大為增進。 

關聯性連結，是指同一系統中，擁有相同屬性的元素間所形成的連結

關係。Paivio 認為記憶系統中各元素的組織是有階層性的，人會依性質、型

態、種類、特徵或其他分類原則，將互有關聯的元素組織在一起。 

Paivio 除了將訊息運作處理的過程分為三個，其理論還包含兩個假設：

（一）同時使用兩種編碼會有相互增強的效果，透過語文與非語文方式學

習的學習效果應該會較僅有一種的效果好。Paivio 認為，個體可以透過參照

連結同時運用語文系統及非語言系統來學習，兩個系統交互參照進而輔助

學習。；（二）透過非語文學習的學習效果會比透過語文學習好，其原因在

於 Paivio 認為觀看非語文訊息時，大腦會自動將非語文訊息轉換為語文訊

息來處理，但看到文字時卻無法將其轉換為非語文訊息。  

在此理論被提出後，相關的理論與研究便不斷的發展，大多的結果顯

示支持與肯定雙碼理論，因此本研究參考雙碼理論，提供語文與非語文的

訊息給先備能力相異之大學生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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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片與外語學習相關研究 

本節分為三個部份，首先探討英語學習動機，接著探討外語學習效益，

最後列出相關研究整理。 

一、英語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是影響學習效益的主要因素之一，Kelller（1987）認為動機是

人們對經驗與目標的選擇及將為此所付出的努力程度。而學習動機是一種

令人想要學習的動力，屬於動機的一種。Gardner 及 Lambert（1972）從第

二語言習得的觀點，認為語言學習動機可分為：整合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與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整合性動機是出於對

第二語言的人民和文化產生興趣和好感。工具性動機之學習動機則是出於

為了接受較高等的教育、謀求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資、閱讀專業資料或

得到更高的社會地位。學習動機對學生學習所能達到的程度有重大的影響，

且不同的動機在不同的情況下會產生不同的影響，若該語言在某國家扮演

的是「外語」角色，即除了課堂使用外，在教室外的地方無足輕重時，整

合性動機就較有效；若該語言扮演的是「第二語言」角色，也就是在教室

外的溝通媒介，則工具性動機效果較好。不過，他們認為這兩種動機是同

時存在的，且都受到學習情境的影響。江惠蓮（1997）針對大學一年級之

學生，以全語教學的環境輔以影片教學，讓學生在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上

都有所提升；洪美雪（2001）則利用字幕及影片針對高中二年級學生探究

學習成效，研究結果顯示，在內容理解、聽力理解及學習態度上，母語字

幕組都得到了最佳的學習效益。 

多數學者認為學習動機是促成語言學習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周中天，

1993；徐貞美，1993；鍾思嘉，汪敏慧，1999；Oxford & Shearin, 1994），

動機會直接地影響學習成效。也有研究發現動機與焦慮之間存在負向關係

（MacIntyre & Donovan, 2002），也就是說，動機越高，焦慮感越低，學習



13 
 

態度越趨正面。因此藉由無所不在學習的使用情境進行影片教學，期望能

建立學生正向的學習動機，進而提高學習效益。 

二、外語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是根據學習目標之內容理解，針對學習內容所設計的評量，

在學習英語時，內容理解、聽力理解和字彙學習等是學習英語能力中重要

的項目（Carrell, 1984; Mayer, 2001）。本研究著重在內容理解及聽力理解的

部分，分別敘述如下： 

（一）內容理解之相關研究 

內容理解是指對英語影片教材的主要內容的瞭解。Garza（1991）以 70

名，平均年齡為 24 歲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觀看英文發音的錄影帶，以評

估字幕對高階程度的外語學習者在內容理解上學習成效之影響。其研究結

論顯示，母語字幕與語言理解呈現正相關，也就是說母語字幕可以使學習

者更容易理解外語，有助於瞭解節目的內容情境，進而促進新的片語與語

彙在適當的脈絡中使用。江姃慈、黃培斌、蘇美旭（1997）以 493 名，年

齡 15 至 17 歲的五專生為研究對象，觀看長度為 15 分鐘，附有標的語字幕

及無字幕的影片，探討有無英文字幕的英語影片對內容理解之影響，研究

發現附有標的語字幕的成效優於無字幕，此乃因標的語字幕的影片比無字

幕的影片製造出較好的學習情境，學生可運用其先備知識和有限的英文能

力做為邏輯思考的整合，增加對影片內容的理解。 

（二）聽力理解之相關研究 

聽力理解是指聆聽者理解內容的過程：聆聽者會嘗試將其所聽到的內

容重複、想出一個字的意義關聯至其既有經驗，以作出自己的合理解釋，

進而對應表達的意義（Brown & Yule, 1983）。Froehlich（1988）以主修德文

課程的大學生或研究生為研究對象，探討觀賞附有標的語字幕的德文發音

錄影帶是否可作為聽力訓練的新方法。在學期結束最後一週，學生須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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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一頁的摘要，從學生的摘要發現標的語字幕有助於保留，學生能活用

新學會的單字，且所有學生的寫作能力皆有顯著的提昇。另外也要求學生

評估此種教學方法，結果發現學生對標的語字幕抱持正面的態度，認為標

的語字幕有助於增進聽力理解，尤其當演員說話速度較快時。Katchen（1996）

探討配上母語（中文）字幕的影片對英文學習會是幫助或是阻礙。實驗結

束後，研究對象評論配上母語字幕之影片對個人聽力能力之助益性或阻礙

性，結果發現對能力較高的學生來說，母語字幕是種阻礙，因為母語字幕

會降低較高能力學生的理解速度，令人分心，讓人產生一種依賴，無法專

注在聽力上，如此聽力能力就無法增進。 

以上的研究結果發現，母語字幕及標的語字幕的引入皆可幫助英語學

習的內容理解，進而提升學習成效。但 Katchen 的研究結果顯示對於能力較

高的學生則否，因此本研究除使用四種字幕外，另將研究對象之英語聽力

程度做出區分，以理解各種字幕的效果對於能力不同的大學生之學習效益

所造成的影響。 

三、相關實證研究整理 

從前節雙碼理論（dual-coding theory）的角度來看，包含字幕的影片提

供視覺與聽覺訊息，根據 Paivio 的主張，記憶中的訊息是由語文系統（verbal 

system）和非語文系統（nonverbal system）組成，若語文和記憶非語文可相

互連結，則可有效的保存記憶。Mayer 和 Sims（1994）進一步提出：口語

訊息能夠強化視覺訊息的表現，若兩種訊息同時出現，可有效的提升學習

效果。因此，觀看有字幕的影片時，學生可將口語的聽覺與視覺連結，以

幫助記憶影片內容。Koskinen、Wilson、Gambrell 與 Neuman （1993）指出，

從電視觀看有字幕的影片對於程度中下的閱讀者或語言學習者，能夠提升

字彙學習和理解能力，字幕是引起學習動機的極佳媒介。但字幕是否會讓

學生分散專注力，而無法增進聽力呢？Vanderplank（1988）認為字幕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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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受益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可以吸引學習者的注意，使聲音與文字結合，

而非分散注意力。已有許多使用影片做為視聽教學之用的研究，表 2.1 為國

內、外影片字幕與教學相關的研究整理： 

 

表2.1a 國內、外影片字幕與教學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工具 探討目標 研究結果 

Froehlich 

(1988) 

 

German videos 

with German 

subtitles: A new 

approach to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development 

錄影帶、 

字幕、 

聽力訓練。 

學習成效 

在觀賞錄影帶一學期後發現標

的語字幕有助於保留

（retention），並能活用新學會

的單字，且所有學生寫作能力

有顯著提升。學生對標的語字

幕抱持正面態度，認為標的語

字幕有助於增進聽力理解。 

Markham 

(1989) 

The effects of 

captioned 

television 

videotapes on th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of 

beginning,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ESL 

students 

新聞節目、

字幕。 
學習成效 

在兩段影片中，有字幕影片組

的學生皆有較好的理解，而在

較難的影片，字幕的功效較

強。Markham 指出：有字幕的

影片對以英語為標的語的學生

可同時增進其聽力和閱讀理

解；也就是說，聲音輸入並不

會干擾學生的視覺理解。 

Garza 

(1991) 

Evaluating the 

use of captioned 

video materials in 

advance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電視節目、

字幕。 
學習成效 

字幕的存在與理解的增進呈現

正相關。從觀賞後口頭訪問的

資料顯示：有字幕組比無字幕

組對影片內容記的更多也會使

用更多影片中的標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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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b 國內、外影片字幕與教學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工具 探討目標 研究結果 

Danan 

(1992) 

Reversed 

subtitling and 

dual coding 

theory: New 

directions 

for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影片、 

字幕、 

聽力測驗。 

學習成效 

聽覺口語為母語，字幕分為三

組，無字幕組、母語組與標的

語組。實驗結果顯示字幕為標

的語組學習效果最好。 

Huang & 

Eskey 

(1999) 

The effects of 

closed-captioned 

television on th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of 

intermediate ESL 

students 

電視、隱藏

式字幕、 

聽力測驗。 

聽力理解 

分為兩組，有字幕與無字幕

組。有字幕組在聽力及字彙測

驗皆顯著的得到較高分。受試

者認為字幕可幫助學習者理解

內容、增進聽力以及讓學習變

得較有趣。 

Katchen 

(1996) 

First language 

subtitle: help or 

hindrance? 

先備能力、

影片、 

字幕。 

字幕對學

習者造成

的影響 

母語字幕對於能力中、低的學

習者有助益；對能力較高的學

生卻是種阻礙，因為學習者容

易依賴母語字幕，而無法專注

於聽力。 

林麗雲

（1996） 

大一英文教室使

用影片輔助教

學：中文字幕與

中英文字幕影片

之比較 

影片、 

字幕。 

學習動機 

學習成效 

母語與標的語字幕同時出現的

影片，學生的聽力成績較只有

標的語字幕的學生成績佳。問

卷調查顯示大部份學生認為母

語與標的語字幕皆有的影片，

較能增進字彙、聽力理解與內

容理解並降低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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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c 國內、外影片字幕與教學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工具 探討目標 研究結果 

洪美雪

（2001） 

字幕對外語學習

成效影響之探究 

電視節目、

錄影帶、 

字幕。 

學習態度 

學習成效 

在聽力理解與內容理解方面，

母語字幕顯著優於標的語字幕

與無字幕，而標的語字幕組成

績雖高於無字幕組，但兩者間

未達顯著性差異。在字彙學習

方面，三者之間未達顯著性差

異。在英文學習態度方面，母

語字幕組顯著優於標的語字幕

組，標的語字幕組再顯著優於

無字幕組。 

Yang

（2004） 

The influence of 

subtitles on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strategies 

using in freshmen 

of Taiwan 

先備能力、

字幕。 

聽力理解 

學習策略 

有字幕組學生在口頭回述方面

的成績高於無字幕組；有字幕

組學生在聽力策略方面明顯不

同於無字幕組，顯示字幕能鼓

勵學生擴展策略的運用。有字

幕組之高英聽能力者的聽力策

略明顯不同於低英聽能力者。  

楊榮棠

（2005） 

不同字幕的英語

卡通影片觀賞對

學生聽力效果之

研究 

卡通影片、

字幕。 

學習態度 

聽力效果 

中英文字幕同時呈現比只出現

英文字幕的聽力效果要好。且

由訪談中得知：學童對中英文

字幕同時呈現的影片觀賞興趣

比只呈現英文字幕的影片高。 

何詩欽

（2009） 

多媒體教材在行

動載具上不同呈

現方式之學習成

效探討﹣以高一

生活科技為例 

行動載具、

資訊量、 

學習風格。 

學習成效 

認知負荷 

視覺型學生適合先聲音，後圖

像；語言型學生適合先文字後

聲音；文字三行，旁白一句之

認知負荷為最低。 



18 
 

綜觀以上研究，大部分皆支持有字幕之影片可幫助學生理解內容，但

Katchen （1996）的研究則發現母語字幕也可能是阻礙。那麼，該如何選擇

字幕呈現內容呢？Holobow、Lambert 和 Sayegh（1984）指出，使用傳統方

法（聽覺標的語、視覺母語字幕）或雙模式（聽覺標的語、視覺標的語字

幕）在第二語言學習上皆能提升學習效果。Rost（2002）更建議使用字幕讓

輸入的語言更易被存取；因此本研究使用母語（中文）及標的語（英語）

字幕，再加入母語與標的語皆包含的中英字幕及英中字幕，以探討是否會

因字幕呈現內容的不同而帶給學習者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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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使用情境 

使用情境在不同的專業領域中，會有不同的定義，在本研究中，研究

者將使用情境定義為影響使用者與行動設備互動方式的環境型式和使用者

狀態（Beale & Lonsdale, 2004）。 

在傳統教室教學的環境下，學生的學習動機常因制式的教學課程而較

為薄弱。數位學習因網際網路的方便性及便利性，成為近年來相當普遍的

學習方式，相較與傳統教室學習，數位學習較不受時空限制，影響其學習

效益的主要因素為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及其學習動機。而無所不在學習建

立於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基礎建設下，運用其特性搭配行動載具，較數位

學習更不受到空間及地點的限制。無所不在學習是將無所不在學習科技使

用在學習環境中，透過感測學習者當下狀態，提供適性的學習協助，此學

習環境是一種新趨勢（黃國禎、楊子奇、蔡佩珊，2006）。Bekkestua（2003）

指出，無所不在學習是讓學習者可以不受時空限制，隨時進行學習活動，

藉由行動載具取得並呈現學習者需要的學習內容，而這些學習內容能夠提

供學習者與學習環境互動，或是促進學習者與教導者的雙向溝通。 

Chen、Kao 與 Sheu（2005）指出無所不在學習有主動性、機動性、即

時性、互動性、整合性與情境化等六項特性，使無所不在學習可以將學習

外語融入日常生活中，讓學生在多重感官刺激的幫助下，可更有效的吸收

知識。目前已有許多無所不在使用情境與學習相關研究。Cavus 和 Ibrahim

（2008）利用手機的訊息服務（short message service）在英文單字學習上；

賴信川（2005）運用行動載具於課堂中，並發展一套空間幾何學習系統，

透過行動裝置使用視覺化空間幾何教材，輔以即時形成性評量，用以提升

學生的數學空間幾何能力；張謙楣（2005）發展一套適用於國文科教室情

境的教學輔助系統，並應用行動載具以支援國文科課堂教學活動中個別閱

讀活動與合作學習活動的進行，改善學生缺乏閱讀策略應用的訓練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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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無法了解個別學生預習的閱讀理解狀況，以及教學流程一成不變且缺

乏合作互動的缺點，進而提升學生國文閱讀理解能力與學習興趣；許耀升

與羅希哲（2007）將行動載具應用於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設計並發

展此領域教材，再評估相關教材在課程活動中所具備的特色及實施情形做

為教學參考；何詩欽（2009）運用行動載具於高中生活科技領域，探討行

動載具上教材設計時資訊量數多少時為最佳，且不同種類的多媒體呈現順

序組合之生活科技教材，對於學習風格不同之學生認知負荷及學習成效的

影響；蕭顯勝、吳姈蓉與洪琬諦（2009）運用無所不在學習環境輔助數學

學習，建立一個輔助數學學習的教學系統，融合步道與無所不在學習的精

神，讓數學與生活連結，以提升學習者的數學學習成就與數學連結能力。

以上各個研究雖各有所不同，但皆顯示出無所不在學習對於學生的學習都

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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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認知負荷 

根據 Paas 與 van Merriënboer（1994）的定義，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

是將一特定工作加諸於學習者的認知系統時所產生的負荷，也是工作記憶

區負荷。Sweller 與 Paas 及 van Merriënboer（1998）認為認知負荷受下列三

個要素的影響：（一）教材本身內容的困難度與複雜程度，屬於內在的認知

負荷（intrinsic cognitive load）；（二）教材內容的編排、呈現方式的不同，

會對學習者產生不同的負荷，屬於外在認知負荷（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

（三）藉由改良後的教學設計與教材呈現，吸引學習者專注在學習時所產

生的增生認知負荷（germane cognitive load），也稱為有效的認知負荷

（effective cognitive load）。增生認知負荷為外在認知負荷的一種，雖然會

增加學習者的負荷，但能協助基模的建構，只有在總認知負荷量（內在認

知負荷與外在認知負荷之總和）未超出學習者的可承受範圍時，才能有效

提升學習。 

認知負荷理論是基於記憶、基模發展以及自動化訊息處理的概念，提

供探討認知歷程及促進教學設計的主要理論架構。依據訊息處理模式的認

知理論，人類工作記憶（短期記憶）的容量是有限的；而長期記憶則沒有

容量限制，學習內容主要以基模的型態存在；透過基模運作自動化是基模

建構的重要過程（Baddeley, 1999; Ellis & Hunt, 2005）。因此，「認知負荷」

是個體在學習歷程時，所感受到的心智努力與心智負荷加諸於工作記憶的

心智活動總量（Cooper, 1998）。由於認知負荷理論的核心主張是提昇教學

設計的品質，而這需要教學者在設計課程時考慮到工作記憶的角色及限制

等因素，而經由學者研究後，彙整出十一種因教學設計而產生的效應，其

中與多媒體呈現相關的有：分散注意力效應、形式效應、多餘效應，簡述

如下（Cooper, 1998; Sweller, 200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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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散注意力效應（split-attention effect） 

分散注意力效應是指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因教材呈現方式過於分散，

以致於需要將他們的注意力分開，以獲得不同資訊呈現的來源，並且花費

心力透過不同來源的資訊整合起來，致使產生較高的認知負荷，而影響學

習效果。例如，以文字來說明一張圖片，可視為資訊的整合。圖片和文字

整合在一起解說，比圖片和文字解說分開好，學習者可以免去因注意力分

散於圖片及文字間，以搜尋相關訊息，而耗費工作記憶容量，且能同時專

注於圖片和文字，將能有效整合資訊的呈現方式，省去圖、文之間的搜尋，

可提高學習成效。 

二、形式效應（modality effect） 

形式效應意指學習者同時藉由視覺型式和聽覺型式不同的感官刺激，

分別處理不同型態、不同性質的訊息來呈現資訊，以避免過多的視覺訊息

量在有限容量的工作記憶中相互競爭認知資源，將可增加有效工作記憶區

的空間而降低認知負荷程度，進而提升學習成效。李勝富、房思平（1996）

指出相關研究顯示：人類知識的來源經由聽覺的部分較少，但保存在記憶

中的比例較高；而有 80％是經由視覺而來，但僅能保存 11％，兩者綜合應

用之時，則保存率可提高至 50％。因此，同時利用視覺、聽覺通道來呈現

教材內容，所得到的效果會比利用單一通道的效果要好。 

三、多餘效應（redundancy effect） 

多餘效應是指如果資訊可藉由單一的呈現方式即可完整的傳達資訊的

意義，若藉由多種方式來呈現，便是多餘且會增加認知負荷、干擾學習，

對學習成效產生負面影響。亦即多餘的呈現方式應該被排除，以免產生多

餘效應。 

由以上文獻可知，不當的多媒體教材呈現方式，會導致「分散注意力

效應」及重複或多餘訊息的「多餘效應」，而增加訊息處理的工作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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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ller（2003）及 Mayer（2001）指出，多媒體教材的呈現方式會產生形

式效應，可同時藉由視覺與聽覺不同的感官刺激，來接收影像、文字與聲

音的訊息，將可增加有效記憶區的空間而降低認知負荷。但若同時呈現的

教材皆屬單一通道的處理訊息系統時，由於訊息同時透過有限容量的記憶

區塊，容易造成訊息相互競爭有限資源而產生認知超荷（cognitive overload），

反而不利學習。多媒體影片之字幕呈現，大部份使用完整的翻譯字幕，可

能會造成視覺通道有更大量的訊息要處理，容易造成視覺通道的認知超過

負荷。因此，本研究欲探討何種情境與字幕的呈現內容組合，可防止分散

注意力效應，並避免不必要的多餘效應，最能降低視覺通道的認知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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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視覺疲勞 

視覺疲勞是現代社會常發生的一種文明病，由於視覺是人類相當倚重

的感官，但過多的使用會讓視覺能力減弱，因而產生程度不一之疲勞。然

而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及普及，人們經常性地使用各種不同之裝置來獲得

生活中的資訊，這些裝置產生的人造光源會持續地刺激眼睛部位，當視覺

過程中任一個環節發生疲勞情形時，對於人眼觀看之品質將會下降，也就

是視覺發生疲勞情況。 

依據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在 1983 年的研究，當時美國有 50%的人在使

用電腦時會感到身體不適，更有 91%的電腦使用者產生眼睛疲勞的症狀。

持續性的電腦作業與視覺負荷讓作業人員產生眼睛不舒服、視線模糊、雙

重影像與近視等視覺疲勞現象，以及因眼壓過高所造成的眼睛疼痛。 

然而，視覺疲勞不會毫無緣因的發生，依據 Megaw（1990）的研究，

Megaw 認為視覺疲勞來源可分為三部份：（一）眼球運動控制系統

（oculomotor control systems）所引發之疲勞，如調節力控制（accommodation 

control）、聚合控制（vergence control）和眼球肌肉之平衡、眼球的轉位控

制（version control）、瞳孔控制（pupil control）、眨眼控制（blink control）

等。（二）視神經過程（neural processes）包含視網膜、視神經經由大腦視

丘後方之側膝體（lateral geniculate body）傳遞至大腦皮層橫紋區（striate 

cortex）之過程。（三）喚起與努力程度（arousal and effort）等其他因素所

產生之疲勞。視覺疲勞症狀的發生並不一定完全與視覺因素有關，個人的

狀況及週遭環境因素均有可能造成視覺疲勞。 

視覺疲勞的量測，有許多的指標可供採用，Megaw（1990）提出五種

對視覺疲勞的量測方法，分別為：（一）包含調節（accommodation）、聚合

（convergence）等；（二）視力的量測：包含閃光融合閾值（critical fusion 

frequency）、視覺敏感度的變化等；（三）視覺疲勞的量測；（四）主觀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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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勞的衡量；（五）其他視覺相關指標：如視距的變化。 

本研究以受測者主觀評比來探討研究對象視覺疲勞的變化，使用主觀

評比法來評估研究對象之視覺疲勞的優點是較容易實施，表面效度與時效

性也比較高，且有極高的敏感度。但主觀評比法缺乏診斷性，難以清楚了

解造成視覺疲勞的原因。Sinclair（1990）歸納了五種視覺疲勞主觀評量方

法，分別為評等法（ranking methods）、評比法（rating methods）、問卷法 

（questionnaire methods）、訪談法（interviews）、及檢核表（checklist），其

中應用最普遍，也是本研究所使用的為問卷法。主觀評量可以蒐集在實驗

室外的資料，且可以快速的處理複雜的變數，是一項簡單、成本低的工具

（Bullimore, Fulton, & Howarth,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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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文獻小結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可得知，有字幕之影片可幫助學生理解內容及增加

學習動機，無所不在的使用情境對於學生的學習也有助益。但也有研究發

現字幕可能是種阻礙（Katchen, 1996），且字幕的呈現內容是否會造成學生

的認知超荷及視覺疲勞？ 

本研究依據Paivio（1986）提出的雙碼理論以及Chen、Kao與Sheu（2005）

指出無所不在學習的各項特性為設計主軸，研究對象可在室外使用情境利

用行動裝置來觀看英語新聞影片，也可在室內使用情境利用投影機來觀看。

本研究藉由內容理解與聽力理解來了解研究對象對於英語新聞影片的理解

程度如何，學習動機是影響學習效益的主要因素之一，並對學習有重要的

影響，而研究對象是否可承受英語新聞影片帶來的各種負荷則會表現在認

知負荷中，視覺疲勞可幫助本研究了解播放載具不同所可能帶來的影響。 

故本研究將探討使用情境與字幕呈現內容對於大學生之學習動機、學

習效益、認知負荷及視覺疲勞的影響。並進一步了解對於不同先備能力之

大學生，使用情境與字幕呈現內容的最佳組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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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旨在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設計，以探討兩種使用情境（室外、室內）

及四種影片字幕呈現內容（中文字幕組、英文字幕組、中英字幕組與英中

字幕組）共八種組合，對英語聽力先備能力不同之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

效益、視覺疲勞、認知負荷及視覺疲勞的影響。 

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流程及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研

究工具；第四節實驗設計；第五節實驗步驟；第六節統計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及架構 

本研究以準實驗（quasi-experimental）研究法進行，在研究主題確認後，

依研究背景與動機，發展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蒐集相關文獻並界定研究

範圍，發展研究架構，尋找適合的教材及測量工具，進行實驗處理並統計

數據，經統計分析後得到研究結果，並由討論研究結果得到結論。研究流

程依程序設計如下圖3.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實驗設計 

 

進行實驗處理 

 

蒐集數據並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圖 3.1 研究流程圖 



28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在探討及參考完文獻後發展出研究架構，本研

究共有二個自變項，四個依變項，自變項為「使用情境」與「字幕呈現內

容」，依變項為「學習動機」、「學習效益」、「認知負荷」及「視覺疲勞」。

架構圖如圖3.2所示。 

 
控制變項 

 

自變項 

 

依變項 

學習動機前測 

進行時間 

載具類型 

影片教材 

使用情境 

 室外使用情境 

 室內使用情境 

學習動機 

學習效益 

認知負荷 

視覺疲勞 

 

先備能力 

 高先備能力 

 低先備能力 

 

字幕呈現內容 

 中文字幕 

 英文字幕 

 中英字幕 

 英中字幕 

圖 3.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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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便利抽樣，以80名18至24歲間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M=19.58，

SD=2.055），其中，男性41人，女性39人。研究對象的母語皆為中文，受過

三年以上英語正式教學，非就讀英語相關學系、且有操作智慧型手機半年

以上的經驗。根據實驗設計，利用觀看英語影片來進行聽力訓練，研究對

象需經過英語基礎能力訓練。為了解研究對象之先備能力，需進行先備能

力測驗， 經前測英語聽力測驗後，發現80位研究對象中，有20位高先備能

力者及60位低先備能力者。本研究將研究對象簡單隨機分配（simple 

randomization）至兩種使用情境、四種字幕呈現內容，共八個組別中，以了

解研究對象之英語聽力先備能力可能造成的影響。 

 

表3.1 研究對象資料 

項目 分類 
人數

（N=80） 
所佔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41 

39 

51% 

49% 

年齡 

18 

19 

20 

21 

22 

23 

24 

38 

16 

3 

7 

4 

5 

7 

47.5% 

20% 

3.8% 

8.8% 

5% 

6.3%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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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智慧型手機 

本研究使用 Apple iPhone 智慧型手機（圖 3.3）進行觀看影片之各項實

驗。其螢幕為 3.5 吋 IPS 液晶（in-plane-switching liquid crystal），機身大小

為 115.2 x 58.6 公釐、1670 萬色、解析度為 960 x 640 畫素，可讓學習者清

楚觀看教材內容。使用耳機為 iPhone 4 之耳機（圖 3.4），頻率範圍為 20 Hz

至 20,000 Hz。 

  

圖 3.3 iPhone 4 手機 圖 3.4 iPhone 耳機 

 

二、影片 

英語影片為本研究重要的研究工具，所選擇的影片內容、深度都會影

響到整體研究的結果。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大學生，已擁有基本的英語能

力。依據語言學習相關研究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當中的輸入假說提到：當

學習者接受到的第二語言輸入是比他現有的語言能力高一階、屬於可理解

的輸入時，習得就會發生（Krashen, 1982）。因此，若給予學習者觀看難度

略高於其英語能力的英語影片，將有助於英語的習得。研究者依據研究對

象所應具備的英語程度挑選英語影片，影片選定由 CNN 發行之 CNN 

Student News，CNN Student News 是替全世界學生製作的英語新聞平台，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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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週五每天都有由各大國際新聞組成的新聞短片。本研究將使用 2012 年

10 月 10 日（10 分 30 秒）及 2012 年 10 月 11 日（10 分 29 秒）的 CNN Student 

News，兩部新聞影片做為學習、研究的工具。 

三、學習動機量表（附錄二） 

本量表乃引用欉浩慧（2008）的「英語學習動機量表」，此量表學習動

機量表乃是參考 Pintrich、Smith、Garcia 與 McKeachie （1993）所編之

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MSLQ）－「激勵的學習策

略量表」中的動機量表部份， 經過語意轉換為適用於本研究內容修訂而來，

共 31 題之「學習動機量表」進行學習動機前、後測的檢測，檢視研究對象

學習動機之變化。此量表包括三大成分「價值成分」、「期望成分」與「情

感成分」，及七個主要因素，其涵義分別說明如下： 

（一）價值成份： 

包含「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及「工作價值」三部分。「內

在目標導向」是指學生學習是否可達精熟、是否可以滿足其求知慾和是否

有挑戰性的程度為導向。「外在目標導向」是指學生在大部分課程中，以追

求成績分數、外在表現或尋求他人的認可為依歸。「工作價值」是指學生對

於某特定課程或教材內容所抱持的信念，包括是否覺得其重要、有用和有

興趣。代表價值成份的題目有第 1、2、5、7、9、11、14、15、16、20 題，

共有十題，題目設計時已涵蓋以上三部分，因此不再針對各個部分一一說

明。 

（二）期望成份： 

包含「學習的自我效能」、「學習的控制信念」及「期望成功」三部分。

「學習的自我效能」是指學生對於是否學會技巧、有能力去完成特定目標

所抱持的信念。「學習的控制信念」是指學生認為學習的結果將視自己是否

努力而定，與他人的影響無關。「期望成功」是指學生對於自己是否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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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學習工作所抱持的信念。代表期望成分的題目是第 4、8、10、12、18、

19 題，共有六題。 

（三）情感成份： 

包含「測試焦慮」。「測試焦慮」是指學生在考試之前或考試時，因為

擔心或害怕表現，所發生的不舒服感覺。代表情感成分的題目是第 3、6、

13、17 題，共有四題。本量表共有 20 題，答案採 Likert 四點量表方式，

以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為反應選項，計分方式以各分量表為單位，正向

題以受試者勾選之答案為該題分數（如：選「非常同意」給 4 分、選「同

意」給 3 分、選「不同意」給 2 分、選「非常不同意」給 1 分）；反向題則

相反（如：選「非常同意」給 1 分、選「同意」給 2 分、選「不同意」給 3

分、選「非常不同意」給 4 分），其中「測試焦慮」為反向題，其餘為正向

題。三個分量表將分別予以統計、分析。 

四、英語先備能力測驗（附錄一） 

本研究於研究處理前進行之先備能力測驗使用中高級全民英檢聽力測

驗，以辨別研究對象的英語聽力先備能力，測驗成績達中高級標準者為高

先備能力，未達者為低先備能力。 

五、英語學習成就測驗（附錄三） 

本研究之英語學習成就測驗採用研究者依據影片內容自編之「英語學

習成就測驗」。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分為 2012 年 10 月 10 日及 2012 年 10 月

11 日兩則，每則二十題，包含聽力測驗及內容理解測驗，兩則共四十題，

每題答對得一分，四十題分數的加總即為受測者之學習效益分數。學習成

就測驗請參考附錄二。 

六、視覺疲勞量表（附錄五） 

Heuer、Hollendiek、Kröger 與 Römer（1989）在其研究中，發展一套

視覺疲勞主觀評比評量表，包含以下六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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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看東西有困難（I have difficulties in seeing.）。 

（2）我眼睛周圍有種奇怪的感覺（I have a strange feeling around the 

Eyes.）。 

（3）我感到眼睛疲勞（My eyes feel tired.）。 

（4）我感到麻木（I feel numb.）。 

（5）我感到頭痛（I have a headache.）。 

（6）我注視螢幕時感到暈眩（I feel dizzy looking at the screen.）。 

受試者對各個題目採 Likert 十點量表（10-point scale）方式回答，1 代

表「一點也不」（not at all），10 代表「非常嚴重」（very much）。  

七、認知負荷量表（附錄五） 

本研究使用宋曜廷（2000）的認知負荷量表，用以衡量研究對象主觀

的心智負荷與心智努力程度，量表含有兩個問題，採 Likert 七點量表，1 代

表「非常容易」，依序到 7 表示「非常困難」，兩題的得分總和即為本研究

之認知負荷分數，分數總和最高為 14 分，最低為 2 分，得分越高表示認知

負荷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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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驗設計 

本研究針對兩種先備能力者在兩種使用情境（室外和室內）與四種字

幕內容呈現方式（中文字幕、英文字幕、英中字幕及中英字幕）做探討，

為 2×2×4 受測者間之實驗設計。每位研究對象需觀看該組別所屬使用情境

及字幕呈現內容的兩部影片。 

兩種使用情境之規劃，分別為室外情境與室內情境，室外情境中，學

生可於校園廣場之草坪任意走動並使用智慧型手機及耳機來觀看影片，影

片播放介面大小為手機螢幕的大小；室內情境中的學生在教室中不可走動，

依組別觀看由投影機播放之影片。四種字幕呈現內容分別為：中文字幕組、

英文字幕組、中英字幕組與英中字幕組。中文字幕及英文字幕之字體皆為

新細明體，字級為 12 pt，顏色為白色，皆包含標點符號，英文字幕有分大

小寫，擺放位置為影片下方中央，且字幕與影片口語同步出現，中文字幕

組學生接收影片的訊息及下方出現的中文字幕如下圖 3.3；英文字幕組學生

接收影片的訊息及下方出現的英文字幕如下圖 3.4；中英字幕組學生接收影

片的訊息及下方出現的中英字幕如下圖 3.5；英中字幕組學生接收影片的訊

息及下方出現的英中字幕如下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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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中文字幕示意圖 

 

 

圖 3.4 英文字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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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中英字幕示意圖 

 

 

圖 3.6 英中字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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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驗步驟 

實驗開始前，讓研究對象接受英語聽力測驗，藉由此先備測驗區分研

究對象之先備英語聽力能力，將能力不同之研究對象隨機分配至兩種使用

情境（室外、室內），四種字幕呈現內容（中文字幕組、英文字幕組、中英

字幕組與英中字幕組），共計八個組別中，每位研究對象觀看兩部英語新聞

影片。每位研究對象觀看完第一部影片後，隨即填寫該影片之 20 題英語學

習成就測驗，完成後即觀看第二部影片及填寫該影片之英語學習成就測驗。

影片播放順序為輪流先播放，兩種情境共 40 人先觀看「2012 年 10 月 11 日

CNN Student News」（10 分 30 秒）後觀看「2012 年 10 月 12 日 CNN Student 

News」（10分 29秒），另 40 人先觀看「2012年 10月 12日CNN Student News」

後觀看「2012 年 10 月 11 日 CNN Student New」。  

室外使用情境研究對象可於 45分鐘內利用智慧型手機觀看該組之影片

及填寫英語學習成就測驗，並可在校園廣場草坪內移動，如下圖 3.7；室內

使用情境研究對象於 45 分鐘內以固定座位的方式觀看由投影機播放之影片，

如圖 3.8。當實驗處理完成後，實施學習動機量表、認知負荷量表及視覺疲

勞量表以評量實驗處理對研究對象所造成的各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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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室外使用情境 

 

 

圖 3.8 室內使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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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統計分析方法 

為了考驗研究假設，本研究使用 SPSS 統計軟體來分析資料，以多變量

共變異數分析方法（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MANCOVA）進行檢

定，以學習動機前測分數為共變量，以排除可能影響依變項所造成的影響，

固定因子為先備能力、使用情境與字幕組別，依變項為學習動機後測分數、

學習效益成績、視覺疲勞及認知負荷，並以 α= 0.05 作為主要效果是否達到

顯著差異的判定標準，以驗証研究假設，並探討研究對象之先備能力、進

行學習的使用情境及影片的字幕組別是否會影響其學習動機、學習效益、

認知負荷及視覺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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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先備能力不同的研究對象在不同使用情境中觀看不同

字幕之英語新聞影片對英語學習動機、學習效益、視覺疲勞及認知負荷的

影響，本章將實驗所得之測驗及量表數據彙整統計，並分為四節予以說明。

第一節為英語學習動機量表結果分析；第二節分析學習效益測驗結果，第

三節對認知負荷及視覺疲勞量表結果進行分析；第四節為訪談結果；第五

節針對各項研究結果進行討論。 

第一節 英語學習動機量表結果分析 

本節分析先備能力不同的研究對象在不同使用情境中觀看不同字幕之

英語新聞影片對英語學習動機的數據，使用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檢定檢視自

變項對研究對象於前、後測之英語學習動機變化。首先使用 Box’s M 檢定

進行多變量變異數矩陣同質性檢定，得知 Box’s M 值為 118.400（F=1.220，

p= .105> .05），不違反多變量變異數矩陣同質性之假設，表示多個變量符合

變異數同質性假設，可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一）信度分析及描述性統計 

英語學習動機量表信度部分，依據 80 名研究對象於學習動機量表受測

之資料，進行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考驗，前測 Cronbach α 係數為 .784，後測

所得分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列表如下表 4.1.1，總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

為 .828，顯示英語學習動機量表具有良好之信度。 

表4.1.1 研究對象於英語學習動機量表後測分數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分量表 Cronbach α 係數 總量表 Cronbach α 係數 

內在目標導向 .650 

.828 

外在目標導向 .511 

工作價值 .575 

控制信念 .674 

自我效能 .796 

期望成功 .834 

測試焦慮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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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英語學習動機總分及各分量表的平均數、標準差，及每題平

均得分之描述性統計結果如下表 4.1.2。 

 

表4.1.2 英語學習動機各分量表分數之描述性統計 

分量表 題數 
前測每題

平均得分 
標準差 

後測每題

平均得分 
標準差 

內在目標導向 4 3.688 0.596 3.800 0.573 

外在目標導向 4 3.384 0.689 3.269 0.825 

工作價值 6 3.452 0.510 3.563 0.603 

控制信念 4 3.638 0.477 3.634 0.522 

自我效能 5 3.148 0.586 3.243 0.680 

期望成功 3 3.063 0.688 3.146 0.794 

測試焦慮 5 2.858 0.658 2.938 0.753 

英語學習動機 31 3.315 0.371 3.372 0.461 

 

由表 4.1.2 可得知，研究對象在英語學習動機量表之「內在目標導向」、

「工作價值」、「自我效能」、「期望成功」及「測試焦慮」五個分量表之平

均得分皆高於前測，「外在目標導向」及「控制信念」則略低於前測。 

 

（二）同質性檢定及多因子共變量分析 

根據表 4.1.3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表（F=1.031，p= .437> .05），未達顯著

水準。顯示各組研究對象之間的學習動機符合同質性考驗的結果，可進行

多因子共變量分析。將各組的前測學習動機成績作為共變項，實驗處理後

所得之學習動機後測分數為依變項，得其結果列於表 4.1.4。 

 

表4.1.3 英語學習動機後測之誤差變異量的Levene檢定表  

依變數：英語學習動機後測分數  

F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1.031 15 64 .437 

檢定各組別中依變數誤差變異量的虛無假設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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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英語學習動機之多因子共變量分析摘要表 

依變數：英語學習動機後測分數 

 型 III 平方和 df F 顯著性 
Partial Eta 

Squared 

英語學習動機

前測分數 
4242.397 1 45.838    .000*** .421 

先備能力 247.555 1 2.675 .107 .041 

使用情境 573.743 1 6.199  .015* .090 

字幕組別 1313.514 3 4.731   .005** .184 

先備能力 * 

使用情境 
38.549 1 .417 .521 .007 

先備能力 * 

字幕組別 
475.991 3 1.714 .173 .075 

使用情境 * 

字幕組別 
204.323 3 .736 .535 .034 

先備能力 * 

使用情境 * 

字幕組別 

642.926 3 2.316 .084 .099 

誤差 5830.816 63    

總和 13569.814 79    

註：*表示 p< .05，**表示 p< .01，***表示 p< .001 

 

由表 4.1.4 可知，英語學習動機前測與英語學習動機後測的表現有顯著

差異（F（1,63）=45.838，p= .000< .05，Eta2= .421）。使用情境對英語學習

動機的影響達顯著水準（F（1,63）=6.199，p= .015< .05，Eta2= .090），字

幕組別對英語學習動機也有顯著的影響（F（3,63）=4.731，p= .005< .05，

Eta2= .184），先備能力對英語學習動機後測之影響則未達顯著差異（F（1,63）

=2.675，p= .107> .05，Eta2= .041），先備能力與使用情境（F（1,63）= .417，

p= .521> .05，Eta2= .007）、先備能力與字幕組別（F（3,63）= 1.714，

p= .173> .05，Eta2= .075）、使用情境與字幕組別（F（3,63）= .736，p= .535> .05，

Eta2= .034）以及先備能力和使用情境與字幕組別（F（3,63）= 2.316，

p= .084> .05，Eta2= .099）對英語學習動機的交互作用也無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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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對比較 

使用情境對英語學習動機後測分數之影響經成對比較分析及詳細的敘

述統計（詳見表 4.1.5 及表 4.1.6）發現，室外使用情境中的研究對象之學習

動機後測分數明顯較高於室內使用情境的研究對象（104.53> 101.53, F（1,63）

=6.199，p= .015< .05，Eta2= .090）。各分量表的部分，室外使用情境之內在

目標導向、工作價值、自我效能、期望成功及測試焦慮後測分數均較高於

前測分數，室內使用情境除內在目標導向及測試焦慮外，後測分數皆略為

降低。 

表4.1.5 使用情境對英語學習動機後測分數之成對比較摘要表 

使用情境

(I) 

使用情境

(J) 

平均差異

（I - J） 
標準差 顯著性 

差異的 95﹪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室外 室內 

室外 

6.932 2.784 .015* 1.368 12.495 

室內 -6.932 2.784 .015* -12.495 -1.368 

註：*表示 p< .05 

 

表4.1.6 不同使用情境下英語學習動機分量表之描述性統計 

分量表 使用情境 前測平均得分 標準差 後測平均得分 標準差 

內在目標導向 
室外 14.75 2.384 15.20 2.291 

室內 15.15 2.402 15.23 2.423 

外在目標導向 
室外 13.54 2.756 13.08 3.299 

室內 13.58 3.037 12.75 3.402 

工作價值 
室外 20.71 3.057 21.38 3.619 

室內 21.00 3.630 20.83 4.224 

控制信念 
室外 14.55 1.909 14.54 2.086 

室內 14.70 1.911 14.38 2.372 

自我效能 
室外 15.74 2.928 16.21 3.400 

室內 15.90 3.193 15.50 3.735 

期望成功 
室外 9.19 2.063 9.44 2.381 

室內 9.28 2.219 8.83 2.500 

測試焦慮 
室外 14.29 3.292 14.69 3.764 

室內 13.50 3.830 14.03 4.215 

英語學習動機 
室外 102.76 11.502 104.53 14.278 

室內 103.10 12.345 101.53 1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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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組別對英語學習動機後測分數之影響經成對比較分析（表 4.1.7）

發現，英中字幕及中英字幕組對研究對象之英語學習動機之影響接近

（p= .004< .05），兩組對英語學習動機後測分數之影響顯著（詳見表 4.1.7）

佳於英文及中文字幕組。 

 

表4.1.7 字幕組別對英語學習動機後測分數之成對比較摘要表 

字幕組別

(I) 

字幕組別

(J) 

平均差異

（I - J） 
標準差 顯著性 

差異的 95﹪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中文 

英文 

中英 

-4.355 3.841 .261 -12.031 3.322 

-12.312 4.121   .004** -20.547 -4.074 

英中 -12.583 4.257   .004** -21.090 -4.077 

英文 

中文 

中英 

4.355 3.841 .261 ﹣3.322 12.031 

-7.957 3.522  .027* -14.995 - .919 

英中 -8.229 3.968  .042* -16.159 - .299 

中英 

英文 

中文 

12.312 4.121   .004** 4.076 20.547 

7.957 3.522  .027* .919 14.995 

英中 - .272 4.246 .949 -8.757 8.214 

英中 

中文 

英文 

12.582 4.257   .004** 4.077 21.090 

8.229 3.968  .042* .299 16.159 

中英 .272 4.246 .949 -8.214 8.757 

註：*表示 p< .05，**表示 p< .01 

 

表 4.1.8 為字幕組別於學習動機各分量表的前後測成分數比較，從中發

現研究對象之內在目標導向僅有英文字幕組低於前測；外在目標導向部份

則有中文及英文字幕較前測低；工作價值部份所有字幕組皆較前測有所提

升；控制信念方面僅有英中字幕在後測的表現有提高；自我效能分量表當

中，除英文字幕外，其餘字幕組別皆較前測提高；期望成功分量表僅有中

文字幕組表現低於前測；測試焦慮分量表之分數僅有英文字幕較前測低，

經實驗處理後，英文字幕組研究對象之測試焦慮反而提高了；學習動機整

體表現上，中文字幕及英文字幕組是較低於前測，中英字幕及英中字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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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較前測高。 

表4.1.8 不同字幕組別的英語學習動機分量表之描述性統計 

分量表 字幕組別 前測平均得分 標準差 後測平均得分 標準差 

內在目標導向 

中文 14.3 2.08 14.35 1.843 

英文 15.5 2.626 14.75 2.807 

中英 15.25 2.531 16.45 2.064 

英中 13.95 2.064 15.25 1.916 

外在目標導向 

中文 12.45 2.645 11.35 2.852 

英文 14.7 2.716 13.15 3.265 

中英 14.2 2.567 14.3 3.278 

英中 12.8 2.628 13.5 3.285 

工作價值 

中文 20.8 2.895 21.15 3.631 

英文 21.6 3.235 21.75 3.076 

中英 21.25 3.024 22.2 4.137 

英中 19.2 2.707 20.4 3.575 

控制信念 

中文 13.95 1.959 13.65 1.981 

英文 15.05 1.669 14.85 2.11 

中英 15 2.103 14.95 2.502 

英中 14.2 1.765 14.7 1.525 

自我效能 

中文 15.45 1.986 15.5 2.606 

英文 16.25 3.21 16.15 3.774 

中英 16.35 3.249 17.15 3.216 

英中 14.9 3.059 16.05 3.9 

期望成功 

中文 9.05 1.905 8.9 1.832 

英文 9.1 1.861 9.3 2.473 

中英 9.55 2.259 10.2 2.118 

英中 9.05 2.305 9.35 2.943 

測試焦慮 

中文 13.85 2.907 13.9 3.37 

英文 15.4 2.624 15.1 2.732 

中英 14.2 4.086 14.9 4.4 

英中 13.7 3.342 14.85 4.452 

英語學習動機 

中文 99.85 10.353 98.8 10.541 

英文 107.6 13.473 105.05 16.136 

中英 105.8 11.651 110.15 14.18 

英中 97.8 7.509 104.1 1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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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習效益測驗結果分析 

本節分析先備能力不同的研究對象在不同使用情境中觀看不同字幕之

英語新聞影片對學習效益測驗的數據，本研究在實驗處理後，進行英語學

習效益測驗的填寫，以得到各組的學習效益成績，有效樣本同樣為 80 位，

使用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檢定自變項對研究對象於學習效益測驗之影響。 

（一）描述性統計 

表 4.2.1 為各組之基本描述統計，由其發現室外使用情境之高先備能力

者除中文字幕組外，平均得分皆高於室內使用情境之高先備能力者；室外

使用情境中低先備能力者之平均得分則皆高於室內使用情境；室外使用情

境中字幕組別的平均分數從高至低為中英字幕（M=33.80，SD= 2.781）、英

中字幕（M=33.10，SD= 4.067）、中文字幕（M=28.50，SD= 5.104）及英文

字幕（M=25.80，SD= 5.095），室內使用情境中，中英字幕（M=27.00，SD= 

5.869）及英中字幕（M=27.00，SD= 6.498）平均分數相同，高於中文字幕

（M=26.00，SD= 5.907），最低則為英文字幕（M=24.80，SD=6.070）。 

表4.2.1a 英語學習效益分數之描述性統計 

先備能力 使用情境 字幕組別 
平均得分 

（佔總分之百分比） 
標準差 個數 

高 

室外 

中文 30.25（75.6﹪） 5.123 4 

英文 29.00（72.5﹪） 7.810 3 

中英 36.50（91.3﹪） .707 2 

英中 40.00（100﹪） - 1 

室內 

中文 35.00（87.5﹪） - 1 

英文 28.75（71.9﹪） 2.630 4 

中英 32.00（80﹪） 1.414 2 

英中 31.33（78.3﹪） 5.033 3 

低 

室外 

中文 27.33（68.3﹪） 5.203 6 

英文 24.43（61.1﹪） 3.359 7 

中英 33.13（82.8﹪） 2.696 8 

英中 32.33（80.8﹪） 3.464 9 

室內 

中文 25.00（62.5﹪） 5.292 9 

英文 22.17（55.4﹪） 6.432 6 

中英 25.75（64.4﹪） 5.922 8 

英中 25.14（62.9﹪） 6.44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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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b 英語學習效益分數之描述性統計（續） 

先備能力 使用情境 字幕組別 
平均得分 

（佔總分之百分比） 
標準差 個數 

總計 

室外 

中文 28.50（71.3﹪） 5.104 10 

英文 25.80（64.5﹪） 5.095 10 

中英 33.80（84.5﹪） 2.781 10 

英中 33.10（82.8﹪） 4.067 10 

室內 

中文 26.00（65﹪） 5.907 10 

英文 24.80（62﹪） 6.070 10 

中英 27.00（67.5﹪） 5.869 10 

英中 27.00（67.5﹪） 6.498 10 

 

（二）同質性檢定及多因子共變量分析 

根據表 4.2.2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表（F=1.758，p= .062> .05），未達顯著

水準。顯示各組研究對象之間的學習效益符合同質性考驗的結果，繼續進

行多因子共變量分析。各組的前測學習動機成績為共變項，實驗處理後所

得之學習效益成績為依變項，得其結果列於表 4.2.3。 

表4.2.2 英語學習效益成績之誤差變異量的Levene檢定等式  

依變數：英語學習效益成績 

F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1.758 15 64 .062 

檢定各組別中依變數誤差變異量的虛無假設是相等的。 

 

表4.2.3 英語學習效益之多因子共變量分析摘要表 

依變數：英語學習效益成績 

 型 III 平方和 df F 顯著性 Partial Eta Squared 

英語學習動機前測分數 .321 1 .013 .909 .000 

先備能力 420.262 1 17.088    .000*** .041 

使用情境 142.604 1 5.798  .019* .084 

字幕組別 340.543 3 4.615   .006** .180 

先備能力 * 使用情境 21.125 1 .859 .358 .013 

先備能力 * 字幕組別 6.992 3 .095 .963 .004 

使用情境 * 字幕組別 145.347 3 1.970 .128 .086 

先備能力 * 使用情境 * 

字幕組別 
24.357 3 .330 .804 .015 

誤差 1549.459 63    

總和 2651.01 79    

註：*表示 p< .05，**表示 p< .01，***表示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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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3 可知，英語學習效益成績與先備能力的高低有顯著差異（F

（1,63）=17.088，p= .000< .05，Eta2= .041）。使用情境對英語學習效益的

影響達顯著水準（F（1,63）=5.798，p= .019< .05，Eta2= .084），字幕組別

對英語學習效益也有顯著的影響（F（3,63）=4.615，p= .006< .05，Eta2= .180），

英語學習動機前測分數對英語學習效益之影響則未達顯著差異（F（1,63）

= .013，p= .909> .05，Eta2= .000），先備能力與使用情境（F（1,63）= .859，

p= .358> .05，Eta2= .013）、先備能力與字幕組別（F（3,63）= .095，p= .963> .05，

Eta2= .004）、使用情境與字幕組別（F（3,63）= 1.970，p= .128> .05，Eta2= .086）

以及先備能力和使用情境與字幕組別（F（3,63）= .330，p= .804> .05，

Eta2= .015）對英語學習效益的交互作用也無顯著的影響。 

（三）成對比較 

先備能力對英語學習效益成績的影響經成對比較分析（詳見表 4.2.4）

發現，擁有高先備能力的研究對象在學習效益成績的表現顯著高於低先備

能力者。 

使用情境對英語學習效益成績造成之影響經成對比較分析（詳見表

4.2.5）發現，室外情境中之研究對象在英語學習效益成績的表現上顯著優

於室內情境組。 

字幕組別對英語學習效益成績之影響經成對比較分析（詳見表 4.2.6）

發現，英中字幕及中英字幕組對研究對象之英語學習動機之影響接近，兩

組對英語學習動機後測分數之影響顯著佳於英文字幕。 

 

表4.2.4 先備能力對英語學習效益成績之成對比較摘要表 

先備能力(I) 先備能力(J) 平均差異（I - J） 標準差 顯著性 
差異的 95﹪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高 低 

高 

5.974 1.445 .000*** 3.086 8.862 

低 -5.974 1.445 .000*** -8.862 -3.0866 

註：***表示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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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5 使用情境對英語學習效益成績之成對比較摘要表 

使用情境

(I) 

使用情境

(J) 

平均差異

（I - J） 
標準差 顯著性 

差異的 95﹪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室外 室內 

室外 

3.456 1.435 .019* .588 6.324 

室內 -3.456 1.435 .019* -6.324 - .588 

註：*表示 p< .05 

 

表4.2.6 字幕組別對英語學習效益成績之成對比較摘要表 

字幕組別

(I) 

字幕組別

(J) 

平均差異

（I - J） 
標準差 顯著性 

差異的 95﹪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中文 

英文 3.258 1.980 .105 - .699 7.216 

中英 -2.504 2.124 .243 -6.749 1.741 

英中 -2.788 2.194 .209 -7.173 1.597 

英文 

中文 -3.258 1.980 .105 -7.216 .699 

中英 -5.763 1.815   .002** -9.391 -2.135 

英中 -6.046 2.046   .004** -10.134 -1.958 

中英 

中文 2.504 2.124 .243 -1.741 7.173 

英文 5.763 1.815   .002** 2.135 9.391 

英中 - .284 2.189 .897 -4.658 4.091 

英中 

中文 2.788 2.194 .209 -1.597 7.173 

英文 6.046 2.046   .004** 1.958 10.134 

中英 .284 2.189 .897 -4.091 4.658 

註：**表示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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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視覺疲勞及認知負荷量表結果分析 

本節分析先備能力不同的研究對象在不同使用情境中觀看不同字幕之

英語新聞影片對視覺疲勞及認知負荷的影響為何。 

（一）信度分析及描述性統計 

視覺疲勞量表及認知負荷量表信度部分，依據 80 名研究對象於視覺疲

勞量表及認知負荷量表受測之資料，進行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考驗。視覺疲

勞量表之Cronbach α係數為 .881 ；認知負荷量表之Cronbach α係數為 .853，

顯示視覺疲勞量表及認知負荷量表皆具有良好之信度。 

表 4.3.1 為視覺疲勞描述性統計表，從中可看出：不分使用情境及字幕

組別方面，高先備能力者的視覺疲勞平均分數大於低先備能力者（19.05 > 

15.33）；主要關注先備能力時，字幕組別的視覺疲勞分數並無相同的趨勢，

高先備能力者於室外使用情境受測的視覺疲勞分數大於室內使用情境中的

研究對象（26.90 > 11.20），低先備能力者則相異，室內使用情境中研究對

象的視覺疲勞分數大於室外使用情境的研究對象（15.60 > 15.07）；主要關

注使用情境時，不分先備能力，字幕組別的視覺疲勞分數仍無相同的趨勢，

室外使用情境的研究對象之視覺疲勞分數也大於室內使用情境中的研究對

象（18.03 > 14.50）。 

表 4.3.2 為認知負荷之描述性統計，主要關注先備能力時，高先備者之

認知負荷分數由高至低依序皆為中文字幕（M=11.20，SD=1.789）、英文字

幕（M=9.29，SD=3.498）、中英字幕（M= 6.75，SD=.957）及英中字幕（M=5.75，

SD=1.258）。低先備者表現則不一，但皆以英文字幕組的認知負荷分數為最

高（室外使用情境 M=8.47，SD=3.267；室內使用情境 M=9.80，SD=3.253）；

主要關注使用情境、不分先備能力時，兩種使用情境中之研究對象的認知

負荷分數皆以英文字幕為最高（室外使用情境英文字幕組 M=10.40，

SD=3.134；室內使用情境英文字幕組 M=10.20，SD=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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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 視覺疲勞之描述性統計 

先備能力 使用情境 字幕組別 視覺疲勞分數 標準差 個數 

高 

室外 

中文 27.75 8.808 4 

英文 19.67 3.512 3 

中英 31.00 12.728 2 

英中 37.00 . 1 

總計 26.90 8.913 10 

室內 

中文 19.00 . 1 

英文 9.50 2.380 4 

中英 14.00 .000 2 

英中 9.00 5.196 3 

總計 11.20 4.392 10 

低 

室外 

中文 14.33 14.250 6 

英文 13.00 7.394 7 

中英 17.75 11.610 8 

英中 14.78 7.629 9 

總計 15.07 9.903 30 

室內 

中文 14.56 6.560 9 

英文 16.00 14.085 6 

中英 18.13 8.493 8 

英中 13.71 11.056 7 

總計 15.60 9.579 30 

總計 

室外 

中文 19.70 13.663 10 

英文 15.00 7.040 10 

中英 20.40 12.411 10 

英中 17.00 10.055 10 

總計 18.03 10.871 40 

室內 

中文 15.00 6.342 10 

英文 13.40 11.108 10 

中英 17.30 7.689 10 

英中 12.30 9.627 10 

總計 14.50 8.74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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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 認知負荷之描述性統計 
先備能力 使用情境 字幕組別 認知負荷分數 標準差 個數 

高 

室外 

中文 10.50 1.000 4 

英文 9.33 5.132 3 

中英 7.00 1.414 2 

英中 4.00 . 1 

總計 8.80 3.327 10 

室內 

中文 14.00 . 1 

英文 9.25 2.630 4 

中英 6.50 .707 2 

英中 6.33 .577 3 

總計 8.55 2.908 10 

低 

室外 

中文 8.50 2.881 6 

英文 10.86 2.268 7 

中英 8.00 3.742 8 

英中 7.00 3.122 9 

總計 8.47 3.267 30 

室內 

中文 8.11 3.371 9 

英文 10.83 3.488 6 

中英 10.13 3.357 8 

英中 10.71 2.498 7 

總計 9.80 3.253 30 

總計 

室外 

中文 9.30 2.452 10 

英文 10.40 3.134 10 

中英 7.80 3.360 10 

英中 6.70 3.093 10 

總計 8.55 3.242 40 

室內 

中文 8.70 3.683 10 

英文 10.20 3.120 10 

中英 9.40 3.340 10 

英中 9.40 2.951 10 

總計 9.43 3.202 40 

 

（二）多因子共變量分析 

根據表 4.3.3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表中得知，視覺疲勞（F=1.722，

p= .069> .05）及認知負荷（F=1.426，p= .163> .05）之顯著性皆未達顯著水

準。顯示各組研究對象之間的視覺疲勞及認知負荷皆符合同質性考驗的結

果，可進行多因子共變量分析。以前測學習動機成績為共變項，實驗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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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得之視覺疲勞及認知負荷為依變項，得其結果列於表 4.3.4。 

 

表4.3.3 視覺疲勞及認知負荷量表之誤差變異量的Levene檢定等式  

依變數：英語學習效益成績 

 F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疲勞分數 1.722 15 64 .069 

認知負荷 1.426 15 64 .163 

檢定各組別中依變數誤差變異量的虛無假設是相等的。 

 

表4.3.4 視覺疲勞及認知負荷量表之多因子共變量分析摘要表 

自變數 依變數 
型 III 

平方和 
df F 顯著性 

Partial 

Eta 

Squared 

英語學習動

機前測分數 

視覺疲勞 .042 1 .000 .983 .000 

認知負荷 37.213 1 4.196  .045* .062 

先備能力 
視覺疲勞 

認知負荷 

365.577 

3.993 

1 

1 

3.959 

.450 

.051 

.505 

.059 

.007 

使用情境 
視覺疲勞 

認知負荷 

704.487 

29.733 

1 

1 

7.629 

3.352 

  .008** 

.072 

.108 

.051 

字幕組別 
視覺疲勞 

認知負荷 

280.737 

107.973 

3 

3 

1.013 

4.058 

.393 

 .011* 

.046 

.162 

先備能力 * 

使用情境 

視覺疲勞 

認知負荷 

807.594 

1.352 

1 

1 

8.746 

.152 

  .004** 

.698 

.122 

.002 

先備能力 * 

字幕組別 

視覺疲勞 

認知負荷 

183.069 

79.902 

3 

3 

.661 

3.003 

.579 

 .037* 

.031 

.125 

使用情境 * 

字幕組別 

視覺疲勞 

認知負荷 

220.339 

13.511 

3 

3 

.795 

.508 

.501 

.678 

.036 

.024 

先備能力 * 

使用情境 * 

字幕組別 

視覺疲勞 

認知負荷 

118.188 

15.753 

3 

3 

.427 

.592 

.735 

.622 

.020 

.027 

誤差 視覺疲勞 

認知負荷 

5817.289 

558.754 

63 

63 
 

總和 視覺疲勞 

認知負荷 

8497.322 

848.184 

79 

79 

註：*表示 p< .05，**表示 p< .01 

 

由表 4.3.4視覺疲勞及認知負荷量表之多因子共變量分析摘要中可得知，

使用情境對視覺疲勞有顯著的影響（F（1,63）=7.629，p= .008<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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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2= .108）。此外，先備能力及使用情境之交互作用對視覺疲勞的影響也

達顯著水準（F（1,63）=8.746，p= .004< .05，Eta2= .122），交互作用示意

圖如下圖4.1，因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本研究進一步考驗其單純主要效果。

由下表 4.3.5 可得知，先備能力與使用情境對於研究對象的視覺疲勞交互影

響，在不同的限定條件下有所不同。高先備能力者在使用情境不同的情況

下，對於視覺疲勞的影響有顯著性的差異（F（1,18）=24.968，P= .000< .05，

Eta2= .581）；而在室外使用情境中的不同先備能力者，對於視覺疲勞的影

響也有顯著性的差異（F（1,38）=11.214，p= .002< .05，Eta2= .228）。 

 

 

圖 4.1 先備能力×使用情境對視覺疲勞之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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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5 先備能力×使用情境對視覺疲勞之單純主要效果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單純主要效果 平方和 df F 顯著性 
Partial Eta 

Squared 

先備能力因子      

在高先備能力條件下 1232.450 1 24.968    .000*** .581 

在低先備能力條件下 4.267 1 .045  .833 .001 

使用情境因子      

在室外使用情境條件下 1050.208 1 11.214   .002** .228 

在室內使用情境條件下 145.200 1 1.946 .171 .049 

註：**表示 p< .01，***表示 p< .001 

 

研究對象的認知負荷部份，英語學習動機前測分數對認知負荷之影響

達顯著（F（1,63）=4.196，p= .045< .05，Eta2= .062），字幕組別對認知負

荷之影響也有顯著的影響（F（3,63）=4.058，p= .011< .05，Eta2= .162），

先備能力與字幕組別的交互作用對認知負荷的影響也達顯著水準（F（3,63）

=3.003，p= .037< .05，Eta2= .125），因此進行單純主要效果檢定，下圖 4.2

為先備能力與字幕組別的交互作用對認知負荷的交互作用示意圖 。 

由表 4.3.6 可得知，先備能力與字幕組別對於研究對象的認知負荷交互

影響。高先備能力者在字幕組別不同的情況下，對於認知負荷的影響有顯

著性的差異（F（3,16）=83.221，P= .015< .05，Eta2= .470），進行事後比較

考驗的結果，發現高先備者中僅有英中字幕（M=5.75，SD=1.258，n=4）與

中文字幕（M=11.20，SD=1.789，n=5）對於認知負荷的影響有顯著的差別，

換句話說，英中字幕組之高先備者的認知負荷顯著低於中文字幕組之高先

備者；其他的條件皆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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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先備能力×字幕組別對認知負荷之交互作用圖 

 

表4.3.6 先備能力×字幕組別對認知負荷之單純主要效果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單純主要效果 平方和 df F 顯著性 
Partial Eta 

Squared 

先備能力因子      

在高先備能力條件下 83.221 3 4.735  .015* .470 

在低先備能力條件下 53.620 3 1.698 .178 .083 

字幕組別因子      

在中文字幕條件下 32.267 1 3.985 .061 .181 

在英文字幕條件下 11.079 1 1.208 .286 .063 

在中英字幕條件下 17.113 1 1.558 .228 .080 

在英中字幕條件下 26.450 1 2.728 .116 .132 

註：*表示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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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訪談結果  

本研究希望藉由訪談能進一步了解大學學生對利用智慧型手機觀看英

語新聞影片來學習英語的各種看法與意見。本研究在實驗處理後一天實施

訪談，訪談對象的取樣方式乃依學習效益成績，高於平均分數者四位，低

於平均分數者四位；室外使用情境組四位，室內使用情境組同樣取四位，

共八位；受訪研究對象代號為 A-H，訪談對象的資料列於表 4.4.1。訪談主

題為觀看完英語新聞影片後，對於字幕呈現內容及使用情境的感想和想

法。 

表4.4.1 訪談對象資料統計表 

訪談代號 先備能力 使用情境 字幕組別 學習效益成績 

A 

高 

室內使用情境 英文字幕 低於平均分數 

B 室外使用情境 中英字幕 高於平均分數 

C 室內使用情境 英中字幕 高於平均分數 

D 室外使用情境 中文字幕 高於平均分數 

E 

低 

室外使用情境 英語字幕 低於平均分數 

F 室內使用情境 中文字幕 低於平均分數 

G 室外使用情境 英中字幕 高於平均分數 

H 室內使用情境 中文字幕 低於平均分數 

 

本研究之訪談內容可分為下列八個項目： 

（一）你是否喜歡利用看英語新聞影片來學習英語？ 

（二）當你在觀看英語新聞影片時，有沒有筆記的習慣？ 

（三）你認為，新聞影片的難度是否適中？ 

（四）你認為看英語新聞，對你的英語哪一方面幫助最大？  

（五）當你在看影片時，字幕是否能幫助你理解內容？ 

（六）當你在觀看影片時，是否會因注意畫面而沒去注意聽英語配音？ 

（七）你對於播放影片裝置的表現是否滿意？ 

（八）你會不會考慮在閒瑕時刻看英語新聞節目，以增加自己的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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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八個項目，將八位受訪對象訪談記錄整理如下： 

 

（一）你是否喜歡看英語新聞影片？ 

表4.4.2 英語新聞影片喜好統計表 

你是否喜歡看英語新聞影片？ 喜歡 沒特別感覺 不喜歡 

人數 5 2 1 

 

受訪對象中，有三位高先備者及兩位低先備者對英語新聞影片持喜歡

態度，認為新聞影片可介紹時事及國際趨勢，較國內新聞有趣。 

「可以結合時事的學習，讓我更有動力。」（B 同學） 

「喜歡，因為有台灣媒體所缺少的國際新聞。」（C 同學） 

「口音易懂。」（D 同學） 

「和平常的新聞頻道不同，蠻有趣的。」（F 同學） 

「英語新聞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難懂。」（G 同學） 

有兩位低先備受訪對象對英語新聞影片沒有特別喜好，認為沒有想看

英語新聞的動機。 

「有一些看不太懂的地方，但整體上還可以。」（E 同學） 

「英語新聞對我來說普普通通，沒有特別喜歡，但也不排斥。」（H 同學） 

有一位受訪對象，認為新聞影片沒有吸引他的特點，如果要學習英文，

他更傾向於觀看國家地理頻道的影片，不想看新聞影片。 

「我比較喜歡國家地理頻道的節目。」（A 同學） 

綜合受訪對象意見，由於可以接收到國際時事，大多數受訪對象對於

新聞影片的接受度都不錯，但有少數的受訪對象認為新聞無法吸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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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你在觀看英語新聞影片時，有專注在其中嗎？ 

表4.4.3 英語新聞影片專注度統計表 

當你在觀看英語新聞影片時，有專注在其中嗎？ 有 沒有 

人數 6 2 

 

受訪對象中，有三位高先備者及三位低先備者專注於英語新聞影片中，

認為新聞影片可介紹時事及國際趨勢，較國內新聞有趣。 

「因為英文程度不夠好，因此要更加專注才能聽懂。」（B 同學） 

「因為只有英文字幕，所以我很認真在看新聞影片。」（C 同學） 

「剛開始時還好，但看了 2﹣3 分鐘後就很投入在影片中了。」（G 同學） 

另外有兩位受訪對象，其中一位受訪對象認為新聞影片的內容較為無

趣，因此沒有一直專注於英語新聞影片中。 

「內容不有趣，所以沒有很專注在上面。」（A 同學） 

「我並沒有一直專注在影片上。」（H 同學） 

（三）你認為，新聞影片的難度是否適中？ 

表4.4.4 英語新聞影片難度統計表 

你認為，新聞影片的難度是否適中？ 是 否 

人數 4 4 

 

受訪對象中，有三位高先備者及一位低先備者認為新聞影片的難度適

中，認為新聞影片可介紹時事及國際趨勢，較國內新聞有趣。 

「難度適中，但希望可以侷限於新聞影片，可以選用其它類的。」（A 同學） 

「配合上雙語字幕，簡單易懂，也可以學到東西。」（C 同學） 

另外有一位高先備者及三位低先備者認為新聞影片的難度並不適中，

四位皆認為新聞影片難度偏高。 

「到目前為止，英文新聞對我來說還是偏難。」（B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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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話的速度太快了，較難跟上。」（F 同學） 

綜合受訪對象的意見，一半的受訪對象認為適中，另一半則否。本研

究發現，訪談對象 B 同學雖認為新聞影片偏難，但 B 同學的學習效益成績

其實是高於平均值的，本研究認為可能是研究對象自我要求較高，或是性

格較為謙遜才造成此情形。 

 

（四）你認為看英語新聞，對你的英語哪一方面幫助最大？ 

表4.4.5 英語新聞影片助益統計表  

你認為看英語新聞，對你的英語哪一方面幫助最大？ 單字 聽力 其它 

人數 1 6 1 

 

受訪對象中，有三位高先備者及三位低先備者認為英語新聞對他們的

聽力方面幫助最大，新聞影片可協助受訪對象加強聽力。 

「新聞影片中播報員的說話節奏和我與外國人交談時的說話速度差不多，

所以聽力對我的幫助最大。」（A 同學） 

「聽力佔大部分，聽懂之後發現單字其實不會很難。」（D 同學） 

「聽力居多，雖然唸的速度很快，但久而久之就習慣了。」（G 同學） 

有一位受訪對象認為英語新聞對他的單字方面幫助最大，另一位同學

則認為新聞影片幫助最大的是能夠從中了解國際要聞。 

「我認為英語新聞幫助我最多的是吸收國際新知。」（C 同學） 

「在看新聞影片的過程當中，我學到許多英文單字。」（E 同學） 

 

（五）當你在看影片時，字幕是否能幫助你理解內容？ 

表4.4.6 字幕協助理解統計表 

當你在看影片時，字幕是否能幫助你理解內容？ 是 否 

人數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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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對象中，四位高先備者及三位低先備者皆認為字幕可幫助他們理

解影片內容。 

「字幕可以協助我了解影片內容。」（A 同學） 

「字幕加快我理解新聞的速度。」（B 同學） 

「字幕讓我記住和理解影片內容。」（C 同學） 

「有些部份可以幫助我理解，但不是每個單字都知道其意思。」（F 同學） 

「字幕能幫助我理解影片內容。」（G 同學） 

最後一位訪談對象則認為字幕無法幫助他理解內容，該對象為低先備

能力者，屬英文字幕組，他認為字幕當中有許多他不懂的單字，導致字幕

無法幫助他理解內容。 

「講的是英語，字幕還是英語，能幫助我的很有限。」（E 同學） 

 

（六）當實驗進行時，你注意視覺較多還是注意聽覺較多？ 

表4.4.7 英語新聞影片注意力統計表 

當實驗進行時，你注意視覺較多還是注意聽覺較多？ 視覺 聽覺 

人數 3 5 

 

訪談對象中，有一位高先備能力者及兩位低先備能力者在實驗過程中

較注意視覺，本研究發現三位訪談對象之字幕組別不同，但皆在室內使用

情境觀看影片。 

「會被視覺干擾而沒注意聽力。」（A 同學） 

「我專注在看影片畫面和字幕，這樣才容易看懂內容。」（H 同學） 

其餘五位訪談對象則認為自己較專注於聽覺上，室外情境中的三位訪

談對象皆認為耳機使得他們會不自覺地注意影片中的語音，並將語音與影

片畫面連結，以幫助理解內容。 

「我看影片時，注意聽覺較多。」（B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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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都有，但耳機讓我注意聽覺較多。」（D 同學） 

「注意聽覺，但視覺可以幫助我理解新聞的內容。」（E 同學） 

 

（七）你對於播放影片裝置的表現是否滿意？會影響你的學習意願嗎？ 

表4.4.8 播放裝置滿意度統計表 

你對於播放影片裝置的表現是否滿意？ 是 否 

室外使用情境組人數 3 1 

室內使用情境組人數 2 2 

 

室外使用情境中有三位訪談對象對利用智慧型手機播放影片表示滿意，

雖然螢幕不夠大，但仍在可接受範圍，並認為耳機可幫助他們沉浸在影片。 

「不論是畫面還是聲音的表現都讓我很滿意；使用行動載具可以提升我的

學習意願，因為很方便。」（B 同學） 

「滿意，雖然螢幕小了些，但耳機可讓我專注在其中；我認為搭配耳機使

用行動載具可以提升我的學習意願。」（D 同學） 

「雖然週遭有人在走動，但看的過程其實不易被影響，聲音比較容易引起

我的注意；會，行動載具攜帶方便，可以讓我走到哪看到哪。」（G 同學） 

室內使用情境中有兩位訪談對象滿意播放裝置的表現，但認為投影機

較為普通。 

「滿意，只是投影片播影片蠻普通的；會。」（C 同學） 

不滿意播放裝置表現的訪談對象有三位，室外使用情境的訪談對象認

為實驗過程因持續手持手機而造成肌肉痠痛，容易受週遭環境干擾，且校

園無線網路曾數度中斷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另兩位則屬室內使用情境，。 

「網路斷線、螢幕太小，拿手機時手容易痠；會影響，在戶外環境容易被

週遭事物干擾。」（E 同學） 

「不滿意，沒有吸引人的特點；會影響。」（F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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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你會不會考慮在閒瑕時刻看英語新聞節目，以增加自己的英語能力？  

表4.4.9 自學意願統計表 

你會不會考慮在閒瑕時刻看英語新聞節目，以增加自己的英語能力？ 會 不會 

人數 6 2 

 

共有五位訪談對象因為能從中得到成就感及充實感，因此願意在閒瑕

或通勤時觀看英語新聞節目，以增加自己的英語能力。 

「閒暇時刻多學習英文讓我覺得有充實感，也能提高自己的學習層次。」（B

同學） 

「通勤過程中，應該蠻適合利用新聞來學習英語的。」（D 同學） 

「在家時我願意利用英語新聞影片來增強自己的英語程度。」（F 同學） 

另有三位訪談對象不願意在閒瑕時刻利用英語新聞影片來增加英語能

力，有訪談對象對其他性質的節目較有興趣，也有訪談對象認為看完英語

新聞影片後讓他感到疲憊，使得他們不願在閒瑕時刻觀看英語新聞影片。 

「若要增加英語能力，我會選擇其它的節目。」（A 同學） 

「意願不高，因為看完後讓我感到疲倦。」（F 同學） 

由以上訪談資料可得知，縱然學習效益不一，但訪談對象大都願意觀

看英語新聞影片，並專注其中；在影片難度上，學習效益高於平均者大都

認為難度適中，低於平均者則相反；大部分訪談對象認為英語新聞影片對

於他們的聽力最有助益；室外使用情境組的訪談對象較滿意播放載具的表

現，且室外使用情境組的訪談者注意聽覺多於視覺；字幕方面，母語與標

的語皆有的中英字幕及英中字幕組的訪談對象，不論其使用情境為何，皆

認為字幕的幫助很大，且觀看影片時的負擔較輕，對於英語新聞影片的接

受度也較高，僅有英文的組別，對於影片的興趣及專注度就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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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先備能力不同的研究對象在不同使用情境中觀看不同

字幕之英語新聞影片對英語學習動機、學習效益、視覺疲勞及認知負荷的

影響，本節依據第一到第四節之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將相關結果

與發現陳述如下：  

 

一、 實驗處理對英語學習動機影響之發現： 

研究結果發現英語學習動機後測成績高於前測成績（104.53> 102.76，

前測成績 SD=11.502，後測成績 SD=14.278）；高先備者的平均英語學習動

機後測分數較低先備者高（111.15> 102.32，高先備者 SD=14.254，低先備

者 SD=13.700，F（1,63）=2.675，p= .107> .05，Eta2= .041）；室外使用情

境的分數與室內使用情境的成績間有顯著的差異存在（107.53> 101.53，室

外情境 SD=12.337，室內情境 SD=15.565，F（1,63）=6.199，p= .015< .05，

Eta2= .090）；字幕組別方面則是中英字幕表現最佳（M=110.15，SD=14.180）、

英文字幕次之（M=105.05，SD=16.136），英中字幕再次之（M=104.1，

SD=14.378）、中文字幕組為最低（M=98.80，SD=10.541），因此可知學習動

機前測成績、使用情境及字幕組別對學習動機後測皆有顯著的影響。 

（一）英語學習動機前測與後測之比較 

 

圖 4.3 學習動機分數前後測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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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為學習動機前測及後測分數比較圖，從圖中可看出各種字幕及使

用情境對研究對象之學習動機所造成之影響，經實驗處理後，室外使用情

境下，中文字幕及英文字幕組之學習動機略為降低，中英字幕及英中字幕

組則是大幅提升，但在室內使用情境中，僅有中文字幕組之學習動機略為

增加，中英字幕組略為降低，英文字幕及英中字幕組之學習動機皆低於進

行實驗處理前，雖分數各有高低，但可從平均數中發現，研究對象的整體

學習動機後測分數還是略高於前測分數（104.53> 102.76）。圖 4.4 為研究對

象在學習動機各個分量表中每題平均得分之前測與後測的比較，我們可從

中發現除外在目標導向及控制信念外，其餘分量表之表現皆為後測較高。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研究對象經實驗處理後，英語學習動機是有提升的。 

 

圖 4.4 學習動機分量表前後測比較圖 

 

（二）比較使用情境不同對英語學習動機造成的影響 

若探討使用情境對學習動機後測的影響，可見下圖 4.5 學習動機後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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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信念、自我效能、期望成功及測試焦慮的表現都高於室內使用情境的研

究對象。因此可知室外使用情境對於研究對象英語學習動機的影響優於室

內使用情境，且使用情境會影響英語學習動機。 

 

圖 4.5 學習動機後測分量表於各使用情境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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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於教室環境中的研究對象；字幕呈現內容對於學習動機的影響以中英字

幕最佳，此結果與 Kramsch 及 Andersen（1999）所認為的多媒體視覺輔助

可提升受試者的學習動機相似；支持標的語字幕或母語字幕及雙語字幕對

外語學習動機有正面影響的相關研究（江姃慈等，1997；林麗雲，1996）。 

 

圖 4.6 學習動機後測分量表於各字幕呈現方式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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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2= .180）對研究對象之學習效益皆有顯著性的影響。 

2.7

2.9

3.1

3.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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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內在目標

導向 

外在目標

導向 
工作價值 控制信念 自我效能 期望成功 測試焦慮 

中文字幕 3.5875 2.8375 3.525 3.4125 3.1 2.9667 2.78

英文字幕 3.6875 3.2875 3.625 3.7125 3.23 3.1 3.02

中英字幕 4.1125 3.575 3.7 3.7375 3.43 3.4 2.98

英中字幕 3.8125 3.375 3.4 3.675 3.21 3.1167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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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較不同先備能力對學習效益造成的影響 

圖 4.7 為不同先備能力者之學習效益成績比較，從中可發現高先備能力

者（M=31.45，SD=4.947）在學習效益上較低先備能力者（M=27.18，SD=5.950）

高，由統計結果中也可以發現先備能力對學習效益有顯著的影響，也可由

此間接了解先備能力測驗能夠有效區分研究對象的先備能力。 

 

圖 4.7 不同先備能力者之學習效益成績比較圖 

 

（二）比較不同使用情境對學習效益造成的影響 

圖 4.8 為不同使用情境之學習效益成績比較，從中可發現室外使用情境

（M=30.30，SD=5.365）之學習效益成績較室內使用情境（M =26.20，

SD=5.923）高，因此本研究認為無所不在學習環境對於研究對象的影響較

教室環境好。 

 

圖 4.8 不同使用情境之學習效益成績比較圖 

 

（三）比較不同字幕呈現內容對學習效益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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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為不同字幕呈現內之學習效益成績比較，字幕組別的學習效益分

數由高至低為中英字幕（M=30.40，SD=5.670）、英中字幕次之（M=30.05，

SD=6.134）、中文字幕（M=27.25，SD=5.524）、英文字幕組為最低（M=25.30，

SD=5.478），本研究認為母語與標的語皆有的中英字幕及英中字幕最適合研

究對象。 

 

 

圖 4.9 不同字幕呈現內容之學習效益成績比較圖 

（四）各組別於學習效益成績之綜合比較 

 

圖 4.10 學習成就分數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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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為各組別之學習成就分數比較圖，可從中觀察出各組學習效益

分數的分佈狀況，除先備能力不同所造成的差異外，使用情境與字幕呈現

內容也影響了研究對象的學習效益分數。過往研究已指出含有字幕的影片

可增進內容理解（Froehlich, 1988; Garza, 1991; Markham, 1989），本研究結

果與林麗雲（1996）、楊榮棠（2005）之研究成果大致相同，若不論先備能

力高低，母語與標的語皆存的字幕組別之學習效益成績較高。此結果異於

Katchen（1996）之研究結果，該研究以將英語做為第二語言學習之中國學

生為研究對象，結果指出能力較高之研究對象認為母語字幕會是種阻礙。

本研究從半結構性訪談中得知，受訪之高能力者對於影片內容理解較著重

於聽覺訊息，視覺訊息也能夠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但字幕不是他們最注意

的，雖然如此，但仍能協助研究對象理解內容。在使用情境方面，室外使

用情境之學習效益分數較室內使用情境高（30.30> 26.20），證實 Chen, Kao

及 Sheu（2005）所指出的，無所不在學習可讓學習者更有效汲取知識，此

結果也與其他相關研究類似（Cavus & Ibrahim, 2008；張謙楣，2005；賴信

川，2005）。另外，研究結果顯示高先備能力者間之學習效益分數差距較低

先備能力者小。 

 

三、實驗處理對視覺疲勞之發現： 

由研究結果顯示低先備者之視覺疲勞分數低於高先備者（15.33< 19.05，

低先備者 SD=9.663，高先備者 SD=10.565）；室內使用情境之視覺疲勞分數

較室外使用情境為低（14.50< 18.03，室內使用情境 SD=8.741，室外使用情

境 SD=10.871）；字幕組別的視覺疲勞分數由低至高為英文字幕（M=14.20，

SD=9.088）、英中字幕次之（M=14.65，SD=9.880）、中文字幕（M=17.35，

SD=10.644）、中英字幕組為最高（M=18.85，SD=10.174）。 

（一）比較不同使用情境對視覺疲勞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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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境對研究對象的視覺疲勞有顯著性的影響（F（1,63）=7.629，

p= .008< .05，Eta2= .108），室外使用情境之視覺疲勞（M＝18.03，SD=10.871）

高於室內使用情境（M=14.50，SD=8.741），在室外使用情境中使用智慧型

手機觀看影片的研究對象眼睛較為疲勞。 

 

 

 

（二）比較不同先備能力與使用情境對視覺疲勞造成的影響 

先備能力與使用情境之交互作用經分析其單純主要效果後，發現高先

備能力者在使用情境不同的情況下，對於視覺疲勞的影響有顯著性的差異

（F（1,18）=24.968，P= .000< .05，Eta2= .581），室外使用情境中之高先備

能力者之視覺疲勞較室內使用情境中之高先備者大，低先備者在兩種使用

情境中的視覺負荷差異不大。依據質性訪談結果，本研究認為可能造成的

原因為室外使用情境使用的行動載具螢幕較小，研究對象更須集中精神專

注於其中，雖在學習效益的表現上較佳，但也加深了研究對象之視覺疲勞。 

此外，室外使用情境中的不同先備能力者，對於視覺疲勞的影響也有

顯著性的差異（F（1,38）=11.214，p= .002< .05，Eta2= .228），室外使用情

境中，高先備研究對象（M=26.9，SD=8.913）之視覺疲勞較低先備研究對

象（M=15.07，SD=9.903）大。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為高先備者較為專注，

在訪談的八位訪談對象中，有兩位認為自己並沒專注在影片，該兩位訪談

對象之視覺疲勞較同使用情境之視覺疲勞平均值（M=14.5，SD=8.741）低，

顯示出較無專注者，其視覺疲勞會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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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高先備能力者在不同使用情境之視覺疲勞分數比較圖 

 

四、實驗處理對認知負荷影響之發現： 

實驗結果顯示高先備者之認知負荷較低先備者低（8.55< 9.13），低先備

者之認知負荷較高先備者大；室外使用情境之認知負荷較室內使用情境低

（8.55< 9.43），室內使用情境研究對象之認知負荷較室外使用情境研究對象

大；字幕組別的認知負荷由低至高為英中字幕（M=8.05，SD=3.252），中英

字幕次之（M=8.60，SD=3.362），中文字幕再次之（M=9.00，SD=3.061），

英文字幕之認知負荷為最高（M=10.30，SD=3.045）。 

（一）英語學習動機前測對認知負荷造成的影響 

英語學習動機前測分數對於研究對象的認知負荷有顯著性影響（F（1,63）

=4.196，p= .045< .05，Eta2= .062），顯示出研究對象經實驗處理前之學習動

機，會影響到研究對象在看影片的過程當中所感受到的認知負荷。從統計

數據中可發現，學習動機前測成績前 50%者之認知負荷（M=8.6，SD=3.028）

低於學習動機前測成績後 50%者（M=9.375，SD=3.417），學習動機較高者

其認知負荷較低。 

（二）比較不同字幕呈現內容對認知負荷造成的影響 

字幕組別對認知負荷之影響有顯著的影響（F（3,63）=4.058，p= .011< .05，

Eta2= .162），英中字幕組與中文字幕（p= .011）及英文字幕組（p=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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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研究對象之認知負荷的影響有顯著性的差異，英中字幕組（M=8.05，

SD=3.252）之認知負荷顯著較中文字幕組（M=9.00，SD=3.061）及英文字

幕組（M=10.30，SD=3.045）低，與中英字幕組則無顯著差異。 

 

圖 4.12 不同字幕呈現內容之認知負荷分數比較圖 

（三）比較不同先備能力與字幕呈現內容對認知負荷造成的影響 

 

圖 4.13 高先備能力者在不同字幕呈現內容之認知負荷分數比較圖 

 

先備能力與字幕呈現內容之交互作用及學習動機前測對認知負荷有顯

著性的影響（F（3,63）=3.003，p= .037< .05，Eta2= .125），經單純主要效

果分析後，發現高先備能力者在不同的字幕組別，認知負荷的表現有顯著

性的差異（F（3,16）=83.221，P= .015< .05，Eta2= .470），事後比較的結果

顯示高先備者中僅有英中字幕（M=5.75，SD=1.258，n=4）與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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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1.20，SD=1.789，n=5）對於認知負荷的影響有顯著的差別，英中字

幕組之高先備者的認知負荷顯著低於中文字幕組之高先備者。此結果顯示

出對於高先備能力者而言，只有母語或只有標的語是不足夠的，母語與標

的語皆有的字幕呈現方式，較適合高先備能力者，可有效降低研究對象的

認知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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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結果之討論，歸納及整理出本研究之結

論，並以此對無所不在學習環境與影片融入教學及未來研究提供建議，供

未來研究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依據研究對象進行實驗處理前後，實施之問卷調查、測驗成績

及訪談結果的資料加以處理，可歸納為下表 5.1。 

表5.1 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 

學習動機 

（一） 經實驗處理後，研究對象之英語學習動機較實驗處理前高。 

（二） 經實驗處理後，室外使用情境組研究對象之英語學習動機較室內使用情

境組研究對象高。 

（三） 經實驗處理後，中英字幕呈現內容對研究對象英語學習動機的影響較其

他字幕呈現內容佳。 

學習效益 

（一） 高先備能力研究對象學習效益成績較低先備能力研究對象高。 

（二） 室外使用情境組研究對象學習效益成績表現優於室內使用情境組研究

對象。 

（三） 中英字幕及英中字幕兩種字幕呈現內容組別的學習效益成績高於中文

字幕組及英文字幕組。 

視覺疲勞 

（一） 室外使用情境組之視覺疲勞較室內使用情境組大。 

（二） 室外使用情境組之高先備能力研究對象視覺疲勞大於室內使用情境組

之高先備能力研究對象。 

（三） 室外使用情境之高先備能力研究對象之視覺疲勞較低先備能力研究對

象大。 

認知負荷 

（一） 實驗處理前之英語學習動機對認知負荷會造成影響，學習動機較高者其

認知負荷較低。 

（二） 英中字幕呈現內容組之認知負荷較中文字幕及英文字幕低。 

（三） 英中字幕呈現內容組的高先備能力研究對象之認知負荷較中文字幕呈

現內容組的高先備能力研究對象低。 



78 
 

 

一、使用情境及字幕呈現內容對研究對象學習動機與學習效益的影響 

應用無所不在學習環境的室外使用情境組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其

學習動機及學習效益都顯著優於室內使用情境組之研究對象。字幕呈現內

容方面，不論先備能力為何，四種字幕中最適合研究對象的為中英字幕，

中英字幕組之研究對象不論是學習動機或學習效益，其表現皆為最佳。將

英語新聞影片融入學習結合行動載具的優勢，讓影片所提供的視覺及聽覺

訊息相互聯結，確實地傳達給研究對象，並持續的集中研究對象的專注力，

使得室外使用情境組在學習動機及學習效益上得到明顯的助益。然而，在

八位訪談對象中，僅有一位訪談對象認為影片對於他最大的幫助為單字字

彙，其他七位訪談對象皆認為在學習字彙方面的幫助較聽力方面少。 

此結果顯示無所不在學習環境及搭配中英字幕的英語新聞影片對於研

究對象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效益有所助益，但學習效益中較需記憶力的字彙

部份仍需搭配其他教學策略或進一步改進字幕呈現內容才更能幫助學習者

記憶英語字彙。 

 

二、使用情境及字幕呈現內容對研究對象視覺疲勞與認知負荷的影響 

室外使用情境中透過智慧型手機觀看影片的研究對象之視覺疲勞較室

內使用情境的研究對象大，且在室外使用情境中，高先備者視覺疲勞較低

先備者大。先備能力與使用情境之交互作用經分析後，發現高先備能力者

在使用情境不同的情況下，視覺疲勞也有顯著性的差異，室內使用情境的

高先備者視覺疲勞較低。本研究經訪談後，推測可能之原因為室外使用情

境運用之行動載具螢幕較小，來自週遭環境的干擾也較多，使得研究對象

更需專注在行動載具螢幕，導致研究對象的視覺較室內使用情境組疲勞。 

另外，本研究發現學習動機前測的分數及字幕呈現內容會顯著的影響

研究對象對於英語新聞影片的認知負荷，學習動機前測分數較高的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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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認知負荷較低、英中字幕組的認知負荷顯著低於中文字幕組和英文字幕

組，顯示出學習動機較高者與英中字幕組的研究對象對於影片教材接受度

較高，主觀上感受到的認知負荷較低。使用情境與字幕呈現內容的交互作

用則顯示，對於本研究之高先備能力者而言，相較於僅有母語的中文字幕，

英中字幕能有效的降低高先備能力者的認知負荷，而不會因加上標的語而

提高研究對象的認知負荷。認知負荷最低的字幕呈現內容則為英中字幕，

但由於英中字幕（M=8.05，SD=3.252）及中英字幕（M=8.60，SD=3.362）

兩者差距不大，在統計上並無顯著差異，考量到字幕呈現內容對於學習動

機及學習效益的影響，本研究認為中英字幕仍是最適合研究對象之字幕呈

現內容。 

 

第二節 建議 

本節將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以及實驗中研究對象所回饋的意見，試

圖提出建議供教學者及未來研究參考。 

一、活用影片進行英語教學 

數位資訊的快速進步，促使各種可運用於英語教學的影片產生，隨著

行動載具的普及與教學方式的演進，將學習的主導權移轉給學生，落實以

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指日可待，若學生可在自己的閒瑕時間利用行動載

具進行英語學習，那麼教學者將有更多課堂時間可以靈活運用。 

二、改變研究對象年齡層 

本研究以 18 至 24 歲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未來研究可將研究對象的

年齡範圍提高或降低，了解各個不同的年齡層對於無所不在學習結合影片

教學的影響是否會有不同。 

三、增加研究對象人數 

本研究以 80 名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未來可增加研究對象人數，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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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量的數據，並使樣本更具代表性。 

四、行動載具 

行動載具的螢幕尺寸有許多選擇，在不同的行動載具上進行學習時，

造成的影響可能會有差別，可再進行研究。 

五、字幕呈現內容的設計 

本研究之字幕呈現內容為單純之語意翻譯，若能加上標記關鍵或困難

字彙等字幕呈現內容上的設計，並加以深入探討，相信更可促進英語教學

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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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先備能力測驗 

英語聽力訓練影片之字幕呈現內容與使用情境對不同英語能力大

學生學習效益、學習動機、認知負荷與視覺疲勞之影響 

各位同學，您好： 

  感謝您撥冗參加本研究。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是希望能了解各位同學對於以 CNN 

Student News 影片搭配字幕做為教材的各項效果，用以作為教學研究的參考資料。 

  本問卷之資料內容絕對保密。 請依您個人的實際狀況來回答下列問題，並在您認

為最適合的答案方框中打勾。本問卷僅供學術使用，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感謝您

的協助與填答！ 

＊請獨立作答每一題，勿受到其他問題的影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指導教授：簡佑宏 教授  

研究生：涂家瑋 敬上 

基本資料（請在適當的□內打勾及填寫資料） 
 

一、姓名：________________ 

二、性別：□男   □女 

三、年級：□大學一年級 □大學二年級 □大學三年級 □大學四年級 

四、環境：□室外情境  □室內情境 

五、組別：□中文字幕組 □英文字幕組 □中英字幕組 □英中字幕組 

先備能力測驗 

Thi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 will test y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spoken English.  In this test, each 

conversation, short talk and question will be spoken JUST ONE TIME.  They will not be written out for you.  

Part A 

In part A, you will hear 15 questions.  After you hear a question, read the four choices in your test book 

and decide which one is the b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 you have heard. 

Example:  

You will hear: Ms. Lewis has worked here for a long time, hasn’t she? 

You will read: A. Yes, at three o’clock. 

B. No, I don’t have a watch. 

C. Yes, more than twenty years. 

D. No. She’s working overtime. 

The b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 “Ms. Lewis has worked here for a long time, hasn’t she?” is C: “Yes, more than 

twenty years.”  Therefore, you should choose answe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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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 Yes, they’re delicious. 

 B. Well, it’s not cheap. 

 C. Just a medium-sized one. 

 D. Okay. For here or to go? 

 

 2. A. He’s a bank clerk. 

B. He’s my cousin. 

C. He’s from Tainan. 

D. He’s doing very well. 

 

 3. A. Thanks. Where did you get it? 

 B. Don’t worry. I won’t leave you  

 alone. 

 C. No, it’s not his report. 

 D. Sure. Keep it as long as you need it. 

 

 4. A. Sorry, I have no coins. 

B. Neither have you. 

C. In fact, it was last year. 

D. We do have a chance. 

 

5. A. Yes, her office is on this floor. 

B. No, I don’t watch sports. 

C. No, it’s in the basement. 

D. Yes, he has a sports car. 

 

6. A. OK. I’ll talk to you tomorrow. 

 B. No, I don’t think it’s over. 

 C. My vision? It’s perfect. 

 D. Yes, it’s an interesting lesson. 

 

7. A. Yes, she’s in good shape. 

B. No, rich desserts are bad for you. 

C. Yes, you should quit smoking. 

D. No, just exercise every day. 

 

 8. A.  I met him at a picnic. 

B. Well, so far so good. 

C. Three times a week. 

D. We’ll take the train. 

 

9. A. Yes, I live just north of the city. 

 B. Yes, the staff has been very helpful. 

 C. Yes, it’s in the downtown area. 

D. Yes, we’ll arrange a convenient 

 time. 

10. A. Yes, it turned out to be a sunny  

 day. 

B. Oh! I completely forgot about that. 

C. No, I was too tired on Friday night. 

D. I don’t agree with him, either. 

 

11. A. Could you have him return my  

 call? 

B. Is he there at this moment? 

 C. Sure, I’ll give him the message. 

 D. I guess I have the wrong number. 

 

12. A. Perhaps we should go on a cooler  

   day. 

 B. So, how do you like the cake? 

 C. You mean he ate all of the cookies? 

 D. I heard the story is very touching. 

 

13. A. I’m not sure. I didn’t see her. 

B. No one dares to ask him to shut up. 

C. Sorry, the show has been cancelled. 

D. In fact, he gave the money to me. 

 

14. A. You should run faster. 

B. More guests are coming. 

C. But I just filled up the tank. 

D. Let’s try to reduce expenses. 

 

15. A. In the large conference room. 

 B. The date hasn’t been finalized yet. 

 C. About issues related to AIDS. 

 D. He seemed quite impressed. 

 

 

先備能力測驗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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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英語學習動機前測問卷 

學習動機問卷﹣前測 

各位同學，您好： 

  感謝您撥冗填寫此問卷。本問卷之主要目的是希望能了解各位同學對於以 CNN 

Student News 影片搭配字幕做為教材的英語學習動機，用以作為教學研究的參考資料。 

  本問卷之資料內容絕對保密。 請依您個人的實際狀況來回答下列問題，並在您認

為最適合的答案方框中打勾。本問卷僅供學術使用，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感謝您的

協助與填答！ 

 

＊學習動機問卷部份共有 31 題，每一道問題都與您所學的教材有關。請仔細考慮，並

依照真實情況作答。 

＊請獨立作答每一題，勿受到其他問題的影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指導教授：簡佑宏 教授  

研究生：涂家瑋 敬上 

 

壹、學習動機問卷（請在適當的□內打勾） 

題

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在這次學習中，我比較喜歡對我比較有挑戰的內容，

以便能夠學到新的東西。 
□ □ □ □ □ 

2 如果我用對方法觀看，我就可以學會這次學習的內容。 □ □ □ □ □ 

3 在考英文時，我會想到：和其他同學相比我是多麼的

差勁。  
□ □ □ □ □ 

4 我認為我可以把在這次學習中所學到的應用到別的領

域中。  
□ □ □ □ □ 

5 在這次學習中，我相信我會得到優異的成績。 □ □ □ □ □ 

6 我確定我可以瞭解這次學習中最困難的部份。 □ □ □ □ □ 

7 在這次學習中得到好成績，會是我最滿意的事。 □ □ □ □ □ 

8 在考英文時，我會一邊作答一邊想到我不會的題目。 □ □ □ □ □ 

9 如果我沒學會這次學習的內容，那是我自己的過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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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0 學會這次學習的內容，對我是重要的。 □ □ □ □ □ 

11 學習時，最重要的事就是提高我的學習總成績；所以

在這次學習中，我最關心的事就是得到好成績。 
□ □ □ □ □ 

12 我有信心我可以學會這次學習中所聽到的基本英語。 □ □ □ □ □ 

13 如果可以的話，我要我的成績比其他大多數同學好。 □ □ □ □ □ 

14 在考英文時，我會想到不好的結果。 □ □ □ □ □ 

15 我有信心能瞭解這次學習裡所講的最複雜的內容。 □ □ □ □ □ 

16 在利用這次學習裡，我比較喜歡能夠引起我好奇心的

內容，即使這些內容難以學習。 
□ □ □ □ □ 

17 我對這次學習的內容很有興趣。 □ □ □ □ □ 

18 如果我夠用心的話，那麼我就會瞭解英語影片的內容。 □ □ □ □ □ 

19 在考英文時，我會感覺不自在，渾身不舒服。 □ □ □ □ □ 

20 我有信心能在這次學習裡作業和考試表現優異。 □ □ □ □ □ 

21 我預期在這次學習中表現良好。 □ □ □ □ □ 

22 在這次學習裡，最令我滿意的事就是盡量把對話內容

徹底聽懂。 
□ □ □ □ □ 

23 我認為這次學習的內容對我是有用處的。 □ □ □ □ □ 

24 在這次學習裡，如果有機會挑選作業，我會挑選我能

從中學到東西的作業，即使並不能保證可得到好成績。 
□ □ □ □ □ 

25 如果我不瞭解這次學習的內容，那是因為我不夠用心。 □ □ □ □ □ 

26 我喜歡這次學習的內容。 □ □ □ □ □ 

27 瞭解這次學習的內容對我是很重要的。 □ □ □ □ □ 

28 在考英文時，我覺得我的心跳很快。 □ □ □ □ □ 

29 我確定我能精通這次學習所教的技能或技巧。 □ □ □ □ □ 

30 我要在大家面前表現得好，因為對我的家人、朋友、

或其他人顯示我的能力是重要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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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31 考慮到這次學習的困難程度和我的個人技巧，我想我

會表現良好 
□ □ □ □ □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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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英語學習成就測驗 

Newsquiz - October 11, 2012 

Part A 在正確的發音下打勾 

1. consulate cancer late 2. affirmative action affective action 

      

      

3. el lagarto alligator 4. articulate articular 

      

      

5. courageous courage 6. judgment chargement 

      

      

7. spreading spread 8. Congress Congressman 

      

      

9. policies pathes 10. cheese cheesy 

      

      

Part B 選出正確的答案 

（ ）1. On September 11th, how many Americans including the U.S. ambassador to Libya 

were killed in a violence? 

(A) 7 

(B) 13 

(C) 4 

(D) 41 

 

（ ）2. According to the video, CNN quick poll results were pretty definitive. 94 percent of 

spectators said race should not be a factor in college admissions. What that race mean? 

(A) Biology a population within a species that is distinct in some way, especially a subspecies. 

(B) A competition between runners, horses, vehicles, boats, etc., to see which is the fastest in 

covering a set course. 

(C) All of the above. 

(D) None of the above. 

 

（ ）3. What day is the 11th of October? 

(A)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 

(B) International Day of Rural Women 

(C)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 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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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alala is a blogger and an ______ for education and women`s rights. One Pakistani 

official described Malala as an icon of courage and hope. 

(A) educationalist 

(B) activist 

(C) athlete 

(D) academic 

 

（ ）5. how old is malala ? 

(A) 8 

(B) 12 

(C) 14 

(D) 18 

 

（ ）6. The area where Malala lives, had experienced a lot of violence from the Taliban, it’s 

a _______ group, and one of its goals is to stop girls from going to school. 

(A) minority 

(B) conservative 

(C) financial 

(D) militant 

 

（ ）7. Originally, the U.S. vice president was the runner-up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that correct? 

(A) Partially correct 

(B) Correct 

(C) Incorrect 

(D) Not mentioned 

 

（ ）8. Who are the Democratic nominees for vice president? 

Joseph Biden(D) 

(A) Paul Ryan 

(B) Patrick Ryan 

(C) Jacob Biden 

(D) Joseph Biden 

 

（ ）9. Who is chairman of the House Budget Committee 

(A) Paul Ryan 

(B) Patrick Ryan 

(C) Jacob Biden 

(D) Joseph B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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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ccording to the video, what is the Mouse Trap? 

(A) The Mousetrap is a murder mystery play. 

(B) A specialized type of animal trap designed primarily to catch mice. 

(C) A classic board game that has been enjoyed by kids. 

(D) None of the above. 

測驗結束，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imal_trap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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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quiz - October 15, 2012 

Part A 在正確的發音下打勾 

1. uncongennes unconscious 2. estableless established 

      

      

3. nobel noble 4. anon announced 

      

      

5. historic history 6. endeavour andever 

      

      

7. earned hurdled 8. sheatering shattering 

      

      

9. fiber viber 10. squires squirrels 

      

      

（ ）1. Is the following sentence true or false? On October 9, Malala was targeted and shot 

by the Taliban. Thousands of people showing their support for Malala and speaking out 

against the Taliban and its strict policies.  

(A) True. 

(B) False.  

(C) Not mentioned. 

 

（ ）2. According to the video,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__ member countries. 

(A) 7 

(B) 17 

(C) 27 

(D) 37 

 

（ ）3. Chairman of the Nobel Committee: Over a 70 year period, ___ and ___ had fought 

three wars. Today, war between ___ and ___ is unthinkable. This shows of true well aimed 

efforts and while building mutual confidence, historic enemies can become close parties. 

Which country are these two historic enemies? 

(A) Italy and France. 

(B) United Kingdom and Italy. 

(C) Germany and United Kingdom. 

(D) Germany and France. 

 

（ ）4. Interest rates to austerity measures and unemployment eventually leads Spain’s 

economy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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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B) went from boom to bust. 

(C) has taken off. 

(D) never change. 

（ ）5. Hispanic heritage month introduced tomato, chocolate latté  and ‘atun’. What’s 

‘atun’ mean in English? 

(A) Chicken 

(B) Cow 

(C) Fish 

(D) Sheep 

 

（ ）6. According to the video, the space shuttle Endeavour was crawling along the roads of 

____. 

(A) Arizona 

(B) California  

(C) Kentucky 

(D) Virginia 

 

（ ）7. Felix Baumgartner set the record for the highest jump, he broke the speed of sound as 

he hurdled toward earth. Is that correct? 

(A) Correct 

(B) Incorrect 

(C) Partially correct 

(D) Not mentioned 

 

（ ）8. How many years did Felix Baumgartner and his team spent of exhaustive testing? 

(A) 3 

(B) 9 

(C) 7 

(D) 5 

 

（ ）9.Did Felix Baumgartner set a record for the lowest jump ever? 

(A) Yes, he did. 

(B) No, he didn’t. 

(C) Not mentioned. 

(D) Perhaps he did. 

 

（ ）10. The CNN student news talking about jalapeno squirrel poppers. Which one did not 

appear in the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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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acon wraps squirrel wings. 

(B) Squirrel burgers. 

(C) Squirrel sliders. 

(D) Panini. 

測驗結束，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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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學習動機後測問卷 

學習動機問卷﹣後測 

各位同學，您好： 

  感謝您撥冗填寫此問卷。本問卷之主要目的是希望能了解各位同學對於以

CNN Student News 影片搭配字幕做為教材的英語學習動機，用以作為教學研究

的參考資料。 

  本問卷之資料內容絕對保密。 請依您個人的實際狀況來回答下列問題，並

在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方框中打勾。本問卷僅供學術使用，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

意，感謝您的協助與填答！ 

＊學習動機問卷部份共有 31 題，每一道問題都與您所學的教材有關。請仔細考

慮，並依照真實情況作答。 

＊請獨立作答每一題，勿受到其他問題的影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指導教授：簡佑宏 教授  

研究生：涂家瑋 敬上 

 

壹、學習動機問卷（請在適當的□內打勾） 

題

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在這次學習中，我比較喜歡對我比較有挑戰的內容，

以便能夠學到新的東西。 
□ □ □ □ □ 

2 如果我用對方法觀看，我就可以學會這次學習的內容。 □ □ □ □ □ 

3 在考英文時，我會想到：和其他同學相比我是多麼的

差勁。  
□ □ □ □ □ 

4 我認為我可以把在這次學習中所學到的應用到別的領

域中。  
□ □ □ □ □ 

5 在這次學習中，我相信我會得到優異的成績。 □ □ □ □ □ 

6 我確定我可以瞭解這次學習中最困難的部份。 □ □ □ □ □ 

7 在這次學習中得到好成績，會是我最滿意的事。 □ □ □ □ □ 

8 在考英文時，我會一邊作答一邊想到我不會的題目。 □ □ □ □ □ 



 14 

9 如果我沒學會這次學習的內容，那是我自己的過錯。 □ □ □ □ □ 

題

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0 學會這次學習的內容，對我是重要的。 □ □ □ □ □ 

11 學習時，最重要的事就是提高我的學習總成績；所以

在這次學習中，我最關心的事就是得到好成績。 
□ □ □ □ □ 

12 我有信心我可以學會這次學習中所聽到的基本英語。 □ □ □ □ □ 

13 如果可以的話，我要我的成績比其他大多數同學好。 □ □ □ □ □ 

14 在考英文時，我會想到不好的結果。 □ □ □ □ □ 

15 我有信心能瞭解這次學習裡所講的最複雜的內容。 □ □ □ □ □ 

16 在利用這次學習裡，我比較喜歡能夠引起我好奇心的

內容，即使這些內容難以學習。 
□ □ □ □ □ 

17 我對這次學習的內容很有興趣。 □ □ □ □ □ 

18 如果我夠用心的話，那麼我就會瞭解英語影片的內容。 □ □ □ □ □ 

19 在考英文時，我會感覺不自在，渾身不舒服。 □ □ □ □ □ 

20 我有信心能在這次學習裡作業和考試表現優異。 □ □ □ □ □ 

21 我預期在這次學習中表現良好。 □ □ □ □ □ 

22 在這次學習裡，最令我滿意的事就是盡量把對話內容

徹底聽懂。 
□ □ □ □ □ 

23 我認為這次學習的內容對我是有用處的。 □ □ □ □ □ 

24 在這次學習裡，如果有機會挑選作業，我會挑選我能

從中學到東西的作業，即使並不能保證可得到好成績。 
□ □ □ □ □ 

25 如果我不瞭解這次學習的內容，那是因為我不夠用心。 □ □ □ □ □ 

26 我喜歡這次學習的內容。 □ □ □ □ □ 

27 瞭解這次學習的內容對我是很重要的。 □ □ □ □ □ 

28 在考英文時，我覺得我的心跳很快。 □ □ □ □ □ 

29 我確定我能精通這次學習所教的技能或技巧。 □ □ □ □ □ 

30 我要在大家面前表現得好，因為對我的家人、朋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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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人顯示我的能力是重要的。 

題

號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31 考慮到這次學習的困難程度和我的個人技巧，我想我

會表現良好 
□ □ □ □ □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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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視覺疲勞及認知負荷主觀調查問卷 

視覺疲勞及認知負荷主觀調查問卷 

各位同學，您好： 

  感謝您撥冗填寫此問卷。本問卷之主要目的是希望能了解各位同學對於以

CNN Student News 影片搭配字幕做為教材的視覺疲勞及認知負荷主觀調查，用

以作為教學研究的參考資料。 

  本問卷之資料內容絕對保密。 請依您個人的實際狀況來回答下列問題，並

在您認為最適合的答案方框中打勾。本問卷僅供學術使用，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

意，感謝您的協助與填答！ 

 
＊認知負荷問卷部份共有 2 題。請選出您真實的感受，並將對應的數字圈起來。 

＊學習動機問卷部份共有 6 題 。請仔細考慮，並依照真實情況作答。 

＊請獨立作答每一題，勿受到其他問題的影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指導教授：簡佑宏 教授  

研究生：涂家瑋 敬上 

 

貳、認知負荷量表 

1.我認為此教材的內容在學習上… 

非常容易 容易 還算容易 難易適中 有點困難 困難 非常困難 

1 2 3 4 5 6 7 

2.我覺得我花了很大的心力，才能記得此教材的內容…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無法判斷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1 2 3 4 5 6 7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填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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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視覺疲勞主觀評量表 

1. 我看東西有困難 

一點也不                                                      非常嚴重 

          

1 2 3 4 5 6 7 8 9 10 

2. 我眼睛周圍有奇怪的感覺 

一點也不                                                      非常嚴重 

          

1 2 3 4 5 6 7 8 9 10 

3. 我感到眼睛疲勞 

一點也不                                                      非常嚴重 

          

1 2 3 4 5 6 7 8 9 10 

4. 我感到麻木 

一點也不                                                      非常嚴重 

          

1 2 3 4 5 6 7 8 9 10 

5. 我感到頭痛 

一點也不                                                      非常嚴重 

          

1 2 3 4 5 6 7 8 9 10 

6. 我注視螢幕時感到暈眩 

一點也不                                                      非常嚴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