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說明本研究的研究設計與實施：第一節說明本研究的研究對

象、第二節說明研究方法與步驟、第三節敘述實驗設計、第四節說明研

究工具、第五節說明研究實施、第六節則對研究資料分析進行說明。 

 

第一節 研究對象 

由於研究時間、人力與物力有限，研究者無法採取隨機方式抽取

樣本。故本研究以何嘉仁文教機構台中市九家分校，使用英語學習教材

Step Ahead第四級的學生為母群體，以立意取樣方式抽取十個班級的學

生，共215人。在實施英語學習風格量表後，刪除學習偏好兩種以上與

學習風格不顯著之19位學生，有效的實驗對象共有1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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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運用網路多媒體呈現方式與學習者學習風格，對英語

學習成就之影響。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採文獻分析及實地研究法。先

以文獻分析方式蒐集、整理與分析國內、外文獻中與網路多媒體及學習

者學習風格對英語學習成就之相關研究及著述，作為本研究之理論根據

與研究基礎。經由文獻探討收集學習風格量表及發展英語學習成就測

驗，再以實地研究法進行教學實驗。 

二、研究步驟 

本研究具體研究步驟與流程敘述如下（如圖3-2-1所示） 

(一)確定研究主題 

(二)探討相關文獻。 

(三)擬定研究計劃。 

(四)研究計畫審查。 

(五)確定實驗對象及實驗教材。 

(六)設計與編寫網路多媒體教材，進行測試，並予以修正。 

(七)編修學習風格量表與預試，並予以修正。 

(八)研擬英語成就測驗。 

(九)進行起點能力測驗與學習風格量表之施測 

(十)排定時間進行實驗。 

(十一)進行英語成就測驗。 

(十二)資料分析並檢定研究假設。 

(十三)撰寫研究報告。 

 32



 

 

 

 

 

 

 

 

 

 

 

 

 

 

 

 

 

 

 

 

 

 

 

 

確定研究主題 

探討相關文獻 

擬定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審查 

設計與編寫網路多媒體教材 
編修學習風格量表 

與量表預試 

進行起點能力測驗與學習風格量表之施測

排定時間進行實驗 

進行英語成就測驗 

資料分析並檢定研究假設

撰寫研究報告 

確定實驗對象及實驗教材

進行測試 No 

系統完成 
Yes 

研擬英語成就測驗 

三、實驗階段 

四、研究結果分析階段 

二、發展階段 

一、計劃階段 

圖3-2-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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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驗設計 

本研究對學習者進行學習風格量表，主要目的在檢測研究樣本在

進行學習時偏好的情形，以瞭解其學習風格。本研究量表以O’Brien 

（1990）「The Learning Channel Preference Checklist」(附錄一)與陳月

娟（1998）譯自O’Brien 之中文翻譯本為藍本，修改與潤飾文句，以適

合本研究之學習風格量表，並依照結果將受測學習者分成視覺偏好

（visual）、聽覺偏好（auditory）與動覺偏好（kinesthetic）三種不同學

習風格，並且隨機分配到三種不同多媒體方式組別中，共有九個實驗組

別。本研究實驗分組如表 3-3-1所示。 

 

表 3-3-1 研究實驗分組 

組別 
網頁文字 

+圖片 

網頁文字 

+聲音 

網頁文字 

+互動 

視覺偏好(visual)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聽覺偏好(auditory) 第四組 第五組 第六組 

動覺偏好(kinesthetic) 第七組 第八組 第九組 

 

本研究主要探討不同的網路多媒體呈現方式與學習者學習風格對

英語學習成就所產生的影響。其實驗變項如下： 

一、自變項： 

分別為「網路多媒體」（網頁文字+圖片、網頁文字+聲音、網頁文

字+互動）及「學習風格」（視覺偏好、聽覺偏好與動覺偏好）。 

二、依變項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英語學習成就。意指實驗完成後，學習者對研究

者自編「英語學習成就測驗」之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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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有「學習風格量表」、「起點能力測驗」及

「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及教學實驗網站，以下分別說明之。 

一、學習風格量表 

(一) 學習風格量表之內容 

本研究所使用之學習風格量表，分為視覺偏好、聽覺偏好及動

覺偏好三個類別分量表，每個分量表共有12題。整份量表共計36題。

本量表譯自O'Brien（1990）所編製之「Learning Channel Preference 

Checklist」，適用對象自國小五年級至成人。陳月娟（1998）翻譯

O’Brien的此量表，研究台灣中學生之英語學習風格偏好，量表之內

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的值為0.867，屬高信度係數。 

（二）學習風格量表之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量表採李克特（Likert）五點量尺形式，有「幾乎總是如此」、

「常常如此」、「有時如此」、「很少如此」及、「幾乎不曾如此」

等五個選項，研究樣本在量表中依據自己與問題的描述情形勾選一

個答案，依此五個選項順序，分別給予5、4、3、2、1的分數，每個

分量表的得分代表研究樣本對該項學習的偏好情形。本量表皆為正

向計分，分成三個部分，視覺部分題號為1、5、9、10、11、16、17、

22、26、27、32、36十二題；聽覺部分題號為2、3、12、13、15、

19、20、23、24、28、29、33十二題；動覺部分題號為4、6、7、8、

14、18、21、 25、30、31、34、35。各分量表題號詳如表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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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 學習風格分量表題號 

學習風格分量表 題號 

視覺偏好 1, 5, 9, 10, 11, 16, 17, 22, 26, 27, 32, 36 

聽覺偏好 2, 3, 12, 13, 15, 19, 20, 23, 24, 28, 29, 33 

動覺偏好 4, 6, 7, 8, 14, 18, 21, 25, 30, 31, 34, 35 

 

本研究以學習者學習風格偏好得分比例最高者，且高於次要學

習風格偏好比例3% 以上者，為主要學習風格偏好（Moore, 1991）。

如兩種學習風格偏好比例相等或相差低於3%以下者，在本研究中不

予以考慮為實驗樣本。表3-4-2為各部分比例計算公式： 

  

表3-4-2 學習風格類型轉換比例公式 

視覺偏好= 視覺部分得分/學習者的全部得分 x 100% 

聽覺偏好= 聽覺部分得分/學習者的全部得分 x 100% 

動覺偏好= 動覺部分得分/學習者的全部得分 x 100% 

 

例如一受試者三項類型得分為105，三個部分得分若依序是：視

覺部分42；聽覺部分36；動覺部分27，轉換成比例依序為40%, 34%

與26%，故此受試者學習風格為視覺型之學習風格。 

(二) 學習風格量表之編擬過程 

1. 編擬預試量表：為了使量表符合實驗目的，以陳月娟（1990）

翻譯O’Brien的量表為藍本與修正潤飾量表中文字詞，經過指

導教授與兩位教育專家對每一道題目及其適切性給與予相關

意見，以求得專家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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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行預試：預試對象為何嘉仁美語學校台中市某分校未參與

實驗教學的三個班學生，共計69名學生。由研究者親自進行

預試，為使學生有充分時間作答，施測時間約為20分鐘。作

答過程中學生提出的任何相關問題，研究者均加以記錄，以

做為修正題目之參考。 

3. 項目分析：項目分析主要的目的在求出個別題項的臨界比

（critical ration）或稱為決斷值（CR）將未達顯著水準的

題項刪除，以提高試題的信度。臨界比是根據測驗總分區

分為高低兩組，一般都以高低分的27%作為分組的標準，

求其在某一題目上的平均數的差異顯著性（t值），臨界比

越高代表題目越具鑑別度（王保進，1999；吳明隆，2003）。

首先將作答不完整的4份試卷刪除，餘65名有效樣本，將其資

料輸入電腦進行項目分析。採用內部不一致性效標分析法，

依各分量表總分高低排列，取前後各27%為高低分組，進行

平均數差異之t考驗，求得決斷值（CR），刪除未達0.01顯著

水準的試題。以相關分析法，以求各題與各該分量表總分之

相關，刪除與總分相關係數未達0.30及未達0.01顯著水準的試

題。本預試試題都達顯著水準，全部試題都無須刪除。各項

目分析數據如下頁表3-4-3 學習風格量表預試題目項目分析

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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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3 學習風格量表預試題目項目分析摘要表 

預試題號 決斷值(CR) 
與分量表總分

之相關 

篩選

結果
預試題號 決斷值(CR)

與分量表總分

之相關 

篩選

結果

1 -19.921** 0.543* 19 -19.557** 0.301* 

2 -19.090** 0.350* 20 -29.977** 0.364* 

3 -12.795** 0.385* 21 -13.329** 0.420* 

4 -22.163** 0.382* 22 -17.575** 0.340* 

5 -34.934** 0.581* 23 -15.110** 0.325* 

6 -31.827** 0.339* 24 -16.266** 0.311* 

7 -31.357** 0.416* 25 -31.697** 0.321* 

8 -22.391** 0.564* 26 -19.727** 0.303* 

9 -21.025** 0.608* 27 -15.667** 0.318* 

10 -31.712** 0.314* 28 -21.840** 0.350* 

11 -18.050** 0.500* 29 -9.542** 0.347* 

12 -20.738** 0.370* 30 -17.097** 0.413* 

13 -12.167** 0.364* 31 -46.830** 0.610* 

14 -20.529** 0.414* 32 -17.459** 0.558* 

15 -22.668** 0.392* 33 -17.276** 0.711* 

16 -10.376** 0.323* 34 -10.469** 0.518* 

17 -16.040** 0.409* 35 -15.248** 0.492* 

18 -30.593** 0.366* 36 -19.235** 0.473* 

N=65       *p<0.05    **p<0.01 

 

4. 信度分析：全部題目都予保留後，做信度分析，求得總量

表的Cronbach’s α係數為0.8234；各分量表的信度為視覺偏

好0.9252、聽覺偏好0.8008與動覺偏好0.8908，顯示其內部

一致性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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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4 學習風格量表正式量表之信度考驗摘要表 

分量表名稱 題數 α係數 

視覺偏好 12題 0.9252 

聽覺偏好 12題 0.8008 

動覺偏好 12題 0.8908 

總量表 N=65 共36題 0.8234 

 

5.完成正式量表：本量表選用具有效度之相關的學習風格分量

表，再經預試、項目分析、信度分析等過程後，將原有量表題

目加以適當編排整理，完成了題數為36題之正式「學習風格量

表」，如附錄二。 

二、起點能力測驗： 

本研究以何嘉仁文教機構Step Ahead第四級之期末評量測驗為起

點能力測驗。此起點能力測驗為何嘉仁機構英語專業教學研發部門編寫

與試驗後，作為Step Ahead第四級期末測驗使用。為了建立專家效度並

確立內容之有效性，本測驗經由十八位何嘉仁文教機構Step Ahead第四

級學生與三位英語教學專家、三位英語資深教師對測驗之架構、內容、

題意提供意見以為修正之參考。測驗內容為自然發音、會話聽力、單字

聽寫、文法選擇、句子重組、單字填空、句型回答與口試測驗之綜合評

量，總分為一百分，如附錄三。此測驗的目的在於檢定受測學生在實驗

之前起點能力是否在同一水準。 

三、英語成就測驗： 

英語學習成就測驗於實驗課程結束後實施，主要收集各組實驗受試

者的測驗成績，以瞭解英語的學習成就。測驗範圍依據何嘉仁文教機構

英語教材Step Ahead第五級可數與不可數名詞單元實驗教學內容，包含

文章內容理解10題及可數與不可數名詞測驗10題，總分為20分。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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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此機構之測驗評量編製而成後，邀請六位資深英語教師依據本研究

教學內容，對測驗之架構、內容與題意提供意見並予以指正，同時邀請

研究對象背景相同但不參加本研究之十位學生作答，看測驗內容有無不

妥與語意是否明確之處，如附錄四。 

四、教學實驗網站 

本研究的教學實驗網頁是以「網頁文字+圖片」、「網頁文字+聲

音」與「網頁文字+互動」的網路多媒體呈現方式為設計重點。實驗教

材是依據何嘉仁文教機構英語教材Step Ahead第五級中可數與不可數

名詞單元之課程內容作為本研究的教材內容。實驗系統以旭聯科技公司

的學習管理平台為基礎，建置教學實驗網頁。其教學網頁架構如圖3-4-1 

所示。 

 

 

 

 

 

 

 

 

 

 

 視覺偏好 

網頁文字+圖片

網頁文字+聲音

網頁文字+互動

學習平台 學習風格偏好使用者 

管

理

者

教材資

料庫 

教材內容

動覺偏好聽覺偏好 視覺偏好 

動覺偏好聽覺偏好 視覺偏好 

動覺偏好聽覺偏好 

圖3-4-1 教學實驗網站架構圖 

 

（一）學習風格偏好使用者 

使用者依據學習偏好，隨機分派至「網頁文字+圖片」、「網

頁文字+聲音」與「網頁文字+互動」的網路多媒體網路實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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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使用者登入平台後，只可進行一種網路多媒體實驗教材。 

（二）管理者：利用學習平台管理權限建立與管理受測學生帳戶及了

解受測學生上線次數。 

（三）教材資料庫：儲存課程教材；教師或管理者可存放與更新上傳

教材。使用者可至資料庫中讀取管理者所設定好之教材內容。 

（四）教材內容： 

實驗教材將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以Macromedia公司的軟體

工具Flash MX，將同樣的教學內容編輯成「網頁文字+圖片」、「網

頁文字+聲音」及「網頁文字+互動」三種多媒體呈現方式於網站上，

內容分三大部分：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文法說明─可數與

不可數名詞與文法大挑戰。 

1.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 

本研究之故事閱讀主要內容依據何嘉仁文教機構第五級故

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由於原故事內容共有49頁，過於冗

長，故邀請三位資深教師與研究者重新編修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編修完成後，邀請另外三位資深英語教師針對故事內

容給予意見修正，以符合何嘉仁文教機構Step Ahead第五級英語

程度。 

完成故事內容後，研究者依據故事內容設計「網頁文字+圖

片」、「網頁文字+聲音」及「網頁文字+互動」三種不同多媒

體故事內容教材。邀請指導教授與兩位教學專家針對設計介面

與內容給予建議，修改完成本研究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

之網站教材內容。以下針對「網頁文字+圖片」、「網頁文字+

聲音」及「網頁文字+互動」三種不同多媒體故事內容之設計與

介面來做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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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2 為「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網頁文字＋圖片教材」之

實驗教材網頁。故事內容單字部分利用紅色文字來呈現，並設立單字區

於畫面上方，以供使用者參考並了解單字中文意義與單字詞性。單字部

分利用紅色文字來呈現，並設立單字區於畫面上方，以供使用者參考並

了解單字中文意義與單字詞性。為讓使用者達成自我學習，建立上頁與

下頁按鈕於畫面右下方。當使用者閱讀完本頁故事內容後，按下頁按鈕

繼續；使用者如想回上一頁之故事閱讀內容，按上一頁即可回復。同時

利用靜態圖片呈現相關故事內容。 

 

圖3-4-2 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網頁文字＋圖片教材學習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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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3 為「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網頁文字＋聲音教材」

之實驗教材網頁。故事內容之網頁文字與聲音同步呈現，單字部分與圖 

3-4-2 為「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網頁文字＋圖片教材」相似，

利用紅色文字來呈現，並設立單字區於畫面上方，以供使用者參考並了

解單字中文意義與單字詞性，同時可在單字上面雙擊滑鼠左鍵，可聽到

單字發音、中文意義與詞性之聲音。建立播放、倒帶與暫停之按鈕，可

使使用者自我傾聽故事內容聲音學習，俟學習者對故事閱讀內容了解

後，再進行至下一頁。 

 

圖3-4-3 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網頁文字＋聲音教材學習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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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4 為「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網頁文字＋互動教材」之

實驗教材網頁。與圖3-4-2為「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網頁文字＋

圖片教材」相似，利用紅色文字來呈現單字，使用者於紅色單字上單擊

滑鼠左鍵後，單字中文意義與單字詞性呈現於紅色單字下方。此教材已

把單字區的功能放至於互動中，學習者可與網頁互動點選單字學習單字

與故事內容。 

圖3-4-4 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網頁文字＋互動教材學習介面 

 

(2)文法說明─可數與不可數名詞 

此文法說明─可數與不可數名詞參照何嘉仁第五級句型課本中

可數與不可數名詞單元編寫而成。利用「網頁文字+圖片」、「網頁文

字+聲音」及「網頁文字+互動」三種網路多媒體方式介紹可數與不可

數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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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5為「文法說明─可數與不可數名詞網頁文字＋圖片」之教

材網頁。文法內容利用網頁文字來描述，內容共分成可數名詞與不可數

名詞兩個頁面，皆搭配網頁圖片呈現可數名詞或不可數名詞。同時利用

紅色與藍色文字提醒學習者可數名詞複數不同之處，以讓學習者在學習

時更易於辨別。 

 

 

圖3-4-5 文法說明─可數與不可數名詞網頁文字＋圖片教材學習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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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6為「文法說明─可數與不可數名詞網頁文字＋聲音」之教

材網頁。內容分為兩個頁面：一為可數名詞介紹，另一為不可數名詞介

紹。文法說明內容網頁文字與聲音同步呈現，無靜態圖片輔助。建立播

放、暫停與倒退按鈕讓使用者能自我掌握學習步驟與進度，可以重複傾

聽文法內容。同時以紅色文字與藍色文字幫助使用者可數名詞複數時不

同之處。 

 

圖3-4-6 文法說明─可數與不可數名詞網頁文字＋聲音教材學習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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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7 為「文法說明─可數與不可數名詞網頁文字＋互動」之教

材網頁。與圖3-4-5 為「文法說明─可數與不可數名詞網頁文字＋圖片」

之教材網頁相似。不同之處在於在圖片上設定互動模式，使用者可於圖

片上按滑鼠左鍵，圖片上方呈現圖片所屬英文單字與中文意義，讓使用

者利用互動模式學習文法說明單元。 

 

圖3-4-7 文法說明─可數與不可數名詞網頁文字＋互動教材學習介面 

 

(3)文法大挑戰 

內容依據「文法說明─可數與不可數名詞」25個可數名詞與不可數

名詞之學習測驗遊戲，辨別與複習可數名詞與不可數名詞。系統隨機呈

現10個可數名詞或不可數名詞於網頁畫面上，使用者需判斷可數名詞或

不可數名詞，利用滑鼠拖曳名詞至下方可數名詞或不可數名詞方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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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全部名詞拖曳後，需按「對答案」之按鈕，系統會給學習者所答

對的題數或全對答案之回饋。使用者有三次錯誤機會，之後將呈現題目

答案。使用者閱讀答案完後，再進行文法大挑戰，系統隨機給與十個可

數名詞與不可數名詞。 

圖3-4-8 文法大挑戰「網頁文字＋圖片」之教材網頁呈現，使用者

利用滑鼠拖曳網頁文字與圖片搭配的可數名詞或不可數名詞至下方的

方框。 

 

圖3-4-8 文法大挑戰網頁文字＋圖片教材學習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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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9「文法大挑戰網頁文字＋聲音」之教材網頁與圖3-4-8「文

法大挑戰網頁文字＋圖片」之教材網頁不同之處，於使用者可利用滑鼠

點擊所呈現的中英文單字後，播放此英文單字發音與中文意義之聲音

檔，讓使用者傾聽聲音，判別此名詞為可數名詞或不可數名詞。 

 

圖3-4-9 文法大挑戰網頁文字＋聲音教材學習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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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10「文法大挑戰網頁文字＋互動」之教材網頁與圖3-4-9「文

法大挑戰網頁文字＋文字」之教材網頁相似。不同之處在於於圖片上設

立互動模式，使用者可於圖片上按滑鼠左鍵，顯示此名詞之英文單字，

讓使用者利用此互動瞭解名詞之英文單字與圖片及中文意義後，判別可

數名詞或不可數名詞。 

 

 

圖3-4-10 文法大挑戰網頁文字＋互動教材學習介面 

 

當使用者如對於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文法說明─可數與

不可數名詞與文法大挑戰三個部分不甚瞭解時，可至畫面左方課程區點

選後再進行學習，直至學習時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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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實施 

本研究共分成計劃階段、發展階段、實驗階段及研究結果分析等

四個步驟。 

一、計畫階段 

(一)探討相關文獻，廣泛收集閱讀國內外網路多媒體與學習風格

之相關文獻資料。 

(二)擬定研究計畫。 

(三)研究計畫審查。 

二、發展階段 

(一)設計網路多媒體的英語課程內容。 

(二)建構網路多媒體教學實驗網頁。 

(三)課程網站發展完成後，邀請專家對本研究之課程內容網站給

予意見與修改。 

(四)自編「英語學習成就測驗」 

三、實驗階段 

本實驗研究分為三階段進行，即「學習風格量測階段」、「教學

實驗階段」、以及「英語學習成就測驗階段」。 

(一)學習風格量測階段： 

何嘉仁文教機構英語教材Step Ahead第四級共有二十四堂

課，四十八小時。研究者於本級數第二十三堂課由研究者親自對

受試學生實施學習風格量表，量測時間為20分鐘，以區分受試學

生的學習風格，之後於教學實驗網站中建立受試學生帳號，並且

依據受試學生之學習風格，隨機指定學習「網頁文字+圖片」、「網

頁文字+聲音」或「網頁文字+互動」多媒體教材，透過平台的機

制，限制每位受試者只可學習一種多媒體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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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實驗階段： 

於本級數第二十四堂課之時間實施本研究之教學課程，實施

解說與平台教學及實施實驗教材兩部分。 

1.實驗解說與平台教學：實施時間40分鐘。當所有受測學生

坐至定位後，由研究者解說實驗目的與實驗注意事項，包含

教學網頁的登入以及帳號的分配，並讓學習者熟悉平台介面

後，開始實施課程內容。 

2.實施實驗教材：實施時間為兩小時，受試學生依據其學習

風格的不同與多媒體教材呈現方式，進行教材內容的學習。

當學習時間結束，研究者要求受測學生將電腦螢幕關掉，以

利進行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可數與不可數名詞單元評量試

卷。 

(三)英語學習成就測驗階段 

研究者擔任主試，對全體受試者實施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實

施時間為20分鐘。其測驗內容依據Step Ahead第五級中可數與不可

數名詞單元之教材內容：故事閱讀Patty Goes Shopping (Reading)、

文法說明─可數與不可數名詞(Patterns)二部份所設計之題目。題目

類型有閱讀文章內容理解及可數與不可數名詞之文法測驗。當測

驗時間結束，研究者將試卷收回，完成實驗。 

四、研究結果分析 

收集學習風格量表與英語學習成就評量試卷，由研究者加以閱改

之後，進行資料處理與分析，並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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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資料分析 

一、敘述統計 

用平均數與標準差來描述本研究樣本之起點能力測驗及英語學習

成就測驗。 

二、獨立二因子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使用獨立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檢驗「網路多媒體呈現方式」

對「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學習風格」對「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

及「網路多媒體呈現方式」與「學習風格」之交互作用對「英語學習成

就」的影響。 

三、事後比較 

若變異數分析的結果拒絕研究假設時，則進一步使用事後比較來

檢驗各變數水準間的變異來源與差異性。因每組樣本數不相等，故採用

薛費法(Scheffé Method)做組間的事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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