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主要在呈現資料分析所獲得的結果，全章共有四節，第一節在

比較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三個階段與傳統的教學方式，對於國中學生

在展示內容相關概念的影響，並運用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檢測不同教學模

式的實施效果；第二節為不同教學策略下，學習者於博物館學習參觀行

為之比較及學習作答表現的因素之歸納與整理；第三節則探討學生對於

行動學習系統融入教學的態度與滿意程度；第四節則為研究結果。 

本實驗的受試者為南投縣某國中ㄧ年級共 79 人為研究對象。分別

以博物館導覽員解說與行動學習系統實施教學實驗，實驗地點為位於南

投縣中興新村之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爲了暸解兩組受試者在實驗前的起點行為，兩組學生在博物館整合

式學習環境實驗前接受展示內容理解前測，由表 4-1 得知兩個樣本的平

均數各為 54.71 與 61.66。 

 
表 4-1 展示內容理解測驗前測 – 組別統計量 

組別統計量 

 組別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的標準誤 

實驗組 37 61.66 16.19 2.66 
分數 

控制組 42 54.71 14.31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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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博物館展示內容理解能力之分析 

 

ㄧ、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參觀前教學平台學習成效 

本研究以展示內容理解測驗（後測一）分數為依變項，以展示內容

理解測驗前測分數為共變量，以教學方式為自變項，進行獨立樣本單因

子共變數分析，以考驗實驗組、控制組在展示內容理解測驗（後測一）

的差異情形。在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之下，首先實驗組使用教學平台

進行參觀前學習，控制組則利用網路主題搜尋的方式進行學習，兩者主

要的差異在於學習平台之內容為研究者設計整理，網路搜尋則是老師帶

領學生在網路上自由探索，在歷經一週的學習之後，對兩組分別實施「展

示內容理解測驗」後測一，其分數之平均數及標準差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展示內容理解測驗前測、後測一之平均數及標準差 
展示內容理解程度 

項目 組別 
 平均數  標準差 

實驗組 
前測 

控制組 
 

61.66 
54.71  16.19 

14.31 

實驗組 
後測ㄧ 

控制組 
 

65.61 

56.46 
 

2.08 

1.99 

 

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依據共變數分析的基本假定，必須先考驗

組內迴歸係數是否符合同質性，以兩組學生之展示內容理解前測及後測

一分數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homogeneity of regression slopes），以

瞭解各實驗處理中使用共變項（前測）來預測依變項（後測一）的迴歸

斜率係數是否相等，以判斷是否適合直接進行共變數分析。其結果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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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P 
組間（迴歸係數） 426.884 1 426.884 1.869 .176 

誤差 17127.923 75 228.372   

 

表 4-3 得知，兩組的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未達顯著差異（F=1.869，

p>.05），表示前測對展示內容理解測驗（後測一）的迴歸線沒有交叉，

因此兩組的迴歸係數具同質性，符合共變數分析之基本假定，於是進一

步進行共變數分析，並以α=.05 為顯著水準，進行假設考驗。其結果如

表 4-4 所示。 

 

表 4-4 展示內容理解測驗（後測一）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P 

組間（實驗處理） 1590.086 1 1590.086 6.884 .011* 

組內（誤差） 17554.807 76 230.984   

* p<.05 

表 4-4 為展示內容理解測驗（後測一）分數之單因子共變數分析結

果。從上述共變數分析摘要表可以得知，排除共變項（前測成績）對依

變項（後測ㄧ成績）的影響力後，自變項（教學方式）對依變項所造成

的實驗處理效果顯著，F 值為 6.884（p<.05），達到顯著水準，表示不

同教學方式間有顯著差異。因此需比較兩種教學方式之成效，其結果如

表 4-5 所示。 

 

表 4-5 展示內容理解後測一之調整後平均數 
展示內容理解程度 

組別 
調整後平均數 標準差 

實驗組 65.811 2.528 

控制組 56.619 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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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為展示內容理解程度（後測一）之調整平均數，以表示兩組

在排除前測分數影響後之得分情形。經直接比較調整後平均數展示內容

理解程度（後測一），得知使用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下的學生（實驗

組）在展示內容理解程度（後測一）（M=65.811）優於使用網路主題探

索（控制組）（M=56.619）的學生，由此可知實驗組在經過博物館整合

式學習環境教學之後，其學習成效明顯優於控制組。 

 

二、博物館整合式環境－博物館行動學習系統學習成效 

為了瞭解不同的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之成效，於實施展示內容理

解測驗（後測一）的一週後，進行博物館參觀實驗，並於實驗結束之後

對兩組分別實施展示內容理解測驗（後測二）。其分數之平均數及標準

差如表 4-6 所示 

表 4-6 展示內容理解測驗前測、後測二之平均數及標準差 
展示內容理解程度 

項目 組別 
 平均數  標準差 

實驗組 
前測 

控制組 
 

61.66 
54.71  16.19 

14.31 

實驗組 
後測二 

控制組 
 

81.43 

74.06 
 

1.56 

1.45 

 

以後測二分數為依變項，前測分數為共變量，導覽策略為自變項進

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並以 α = .05 為顯著水準進行假設考驗。首先進

行迴歸係數同質性的假定考驗，其結果如表 4-7 所示。 

 

表 4-7 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P 
組間（迴歸係數） 77.687 1 77.687 .863 .356 

誤    差 6751.774 75 9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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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得知，兩組的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未達顯著差異（F=.863，

p>.05），表示前測對展示內容理解測驗（後測二）的迴歸線沒有交叉，

因此兩組的迴歸係數具同質性，符合共變數分析之基本假定，於是進一

步進行共變數分析，進行假設考驗。其結果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展示內容理解測驗（後測二）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P 

組間（實驗處理） 1139.991 1 1139.991 12.686 .001** 

組內（誤差） 6829.460 76 89.861   

** p<.001 

在博物館參觀學習成效方面，在排除前測的影響後，導覽策略因子

上主要效果顯著性考驗 F 值為 12.686（p<.05），達到顯著水準，表示

不同導覽策略間有顯著差異。因此要針對此兩種導覽策略進行比較，其

結果如表 4-9 所示。 

 

表 4-9 展示內容理解後測二之調整後平均數 
展示內容理解程度 

組別 
調整後平均數 標準差 

實驗組 81.935 1.577 

控制組 74.153 1.478 

 

表 4-9 為展示內容理解程度（後測二）之調整平均數，以表示兩組

在排除前測分數影響後之得分情形。經直接比較調整後平均數展示內容

理解程度（後測二），得知在博物館參觀中，採用行動學習系統的學生

（實驗組）（M=81.935）在展示內容理解程度（後測二）顯著優於由傳

統導覽員解說的學生（M=74.153），由此可知兩組在經過博物館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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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於展示內容的理解程度皆有提升，但是實驗組在經由行動學習系

統輔助之後，其展示內容測驗的分數顯著高於控制組的學生。 

針對兩組學生在展示內容理解程度（後測一）、展示內容理解程度

（後測二）的得分情形做一總結性摘要，可以清楚比較各組得分情形。

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兩組學生展示內容理解程度（後測一）、（後測二）摘要 
展示內容理解測驗（後測一） 展示內容理解測驗（後測二） 

組別 
調整後平均數 F 值 P 值 調整後平均數 F值 P值 

實驗組 65.811 6.884 .011* 81.935 12.686 .001**

控制組 56.619   74.153   

* p<.05 , **p<.001 

 

由表 4-10 可以得知，使用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的學習平台或行

動學習系統導覽的實驗組其對展示內容理解的程度皆優於網路探索學

習及傳統導覽員解說的控制組，且均達到顯著差異。 

 

三、博物館整合式環境－參觀後學習系統成效 

為了瞭解不同的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之成效，學生於博物館參觀

實驗之後一週，請學生運用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平台之記錄，複習當

時參觀博物館之心得，並利用系統記錄的學習歷程，實作參觀心得作業

投影片，其作業成果如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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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學生參觀心得作業摘錄 

 

為了瞭解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各階段之成效，學生於參觀後一

週，製作參觀心得投影片，礙於實驗對象學校的課程規劃，共回收 37

份，由教師以及研究者共同評分，並將兩班作業分數以獨立樣本 t 檢定

加以比較，以檢測此階段學習之成果，其分析結果如下表 4-11 所示。 

 
表 4-11 學生參觀心得作業 – 獨立樣本 t檢定 

平均數相等的t檢定 
             組別 

平均數 標準差 t 自由度 顯著性 

實驗組 87.26 7.39 
參觀心得作業 

控制組 78.40 13.24 
2.585 35 .014 

 

從表 4-11 得知：學生對於博物館行動學習後所展現之參觀心得作

業分數顯著高於控制組，且 p=.014 < .05，達到顯著差異，也就是說使

用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輔助學生學習對學生參觀後作業之呈現有顯

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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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博物館教學實驗觀察分析 

 

本節針對研究者在博物館實驗教學過程中，對學習者於博物館參觀

行為之觀察心得、實驗組與控制組進行錄影之資料以及參觀行為記錄

表，運用質性的觀察分析，輔助量化的數據資料，以觀察者的角度進行

要點式的描述。 

 

一、實驗教學開始初期 

  （一）研究者先對此次的實驗進行簡略的介紹，接著由研究生扮演的

小老師先向國中學生介紹平板電腦的使用，並帶領同學參觀國

史館台灣文獻館，暸解館內的典藏以及參觀動線等，大多數學

生皆表現出有興趣，且在參觀過程之中詢問小老師有關實驗的

細節。 

  （二）分組使用平板電腦開始行動學習活動時，學生皆能順利操作，

且很快就開始使用即時通訊功能，詢問其它組所在的區域、互

相問好以及導覽活動相關的問題討論等。 

  （三）對於第一道導覽題目，同學都有高度的興趣，小組內熱烈討論

觀察展物的結果，也會利用即時通訊與他組互相分享心得，雖

有無線通訊傳輸延遲的情形，導致部分學生導覽內容的顯示出

現問題，但大多數的傳輸狀況皆達到研究者所預期的結果。 

 

二、實驗教學中期 

  （一）學生作答的情形，依據導覽題目的導引而有變化，當需要照相

功能的題型時，學生會互相幫助拍照，也有合影的情形，表現

出對博物館學習的參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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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即時通訊使用的情況，仍然相當踴躍，在一個導覽地點結束後，

先作答完畢的學生會使用即時通訊與遠方的同學聊天。 

  （三）當系統導引學生至不同展覽室時，不同展覽主題使學生反應出

新奇的感覺，且當學生遇到較熟悉的展品時，表現會較為熱絡。 

  （四）無線網路的負載，在大量的即時通訊傳輸之下，呈現不穩定的

狀態，導致部分收訊不良的學生出現焦躁的狀況，且平板電腦

在經過兩個小時左右的使用後，本身的蓄電性也呈現不足，需

要返回休息區充電方可繼續進行導覽，延誤了實驗的進行。 

 

三、實驗教學後期 

  （一）實驗進行後期，已經參觀了 2 個多小時，雖然中間有休息，但

對於題目的繁複已經感到有些不耐，且學生的手也因為平板電

腦的重量而感到疲累。 

  （二）最後一題要學生思考並動手畫圖，因此學生表現較為配合與積

極，多能思考參觀過的展物，發揮想像力來作答，例如：學生

將原住民連杯象徵族人同心協力飲用杯內的酒之意涵，轉化為

其他的文化產品設計，如圖 4-2 所示。 

 

 

 

 

 

圖 4-2 學生作答內容 

 

  （三）在實驗最後階段，即時通訊仍舊是使用的相當頻繁，經過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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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在三個多小時的導覽活動中，共傳遞了一千一百零八次

的訊息，雖然傳遞的訊息之中約半數是同學之間的聊天訊息，

並非關於展品的討論，但由此可知學生對於和同學間的訊息分

享仍具有很大的興趣。在實驗結束後對學生進行簡略的訪談，

學生對於此種參觀的方式，給予正面的回應，同時也反映在學

習心得的內容上，如圖 4-3 與 4-4 所示。 

 

 

 

圖 4-3 學習心得一                   圖 4-4 學生心得二 

 

（四）從學生回答的內容來看，多數學生對於展場的觀察均能利用平

板電腦呈現出來，且能夠利用系統提供的數位墨水功能，塗上

顏色及使用內建圖形進行答案的撰寫，節錄部份答案如圖 4-5

所示。 

 

 

 

圖 4-5 學生作答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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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博物館行動學習滿意度問卷之分析 

 

本節在根據實驗組回收的「國史館行動導覽學習活動之滿意度調查

問卷」作分析，在五點量表部分，依照各題回答狀況加以統計，可得表

4-12 滿意度調查分析表。 

 
表 4-12 行動導覽學習活動滿意度調查分析 
1.導覽的解說內容感覺滿意 

有效人數 選項               選答            百分比 
（5 分）非常同意 23 62.16 37 
（4 分）同意 10 27.03 

平均分數 （3 分）無意見 3 8.11 
（2 分）不同意 1 2.70 4.49 
（1 分）非常不同意 0 0 

2.導覽的動線規劃感覺滿意 
有效人數 選項               選答            百分比 

（5 分）非常同意 16 43.24 37 
（4 分）同意 16 43.24 

平均分數 （3 分）無意見 5 13.51 
（2 分）不同意 0 0 4.30 
（1 分）非常不同意 0 0 

3.導覽的資料製作感覺滿意 
有效人數 選項               選答            百分比 

（5 分）非常同意 20 54.05 37 
（4 分）同意 8 21.62 

平均分數 （3 分）無意見 7 18.92 
（2 分）不同意 2 5.41 

4.24 
（1 分）非常不同意 0 0 

4.導覽的內容設計與實際展品有關聯 
有效人數 選項               選答            百分比 

（5 分）非常同意 18 48.65 37 
（4 分）同意 14 37.84 

平均分數 （3 分）無意見 4 10.81 
（2 分）不同意 1 2.70 

4.32 
（1 分）非常不同意 0 0 

5.導覽的介面操作清楚易用 
有效人數 選項               選答            百分比 

37 （5 分）非常同意 22 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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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同意 9 24.32 
平均分數 （3 分）無意見 4 10.81 

（2 分）不同意 2 5.41 
4.38 

（1 分）非常不同意 0 0 
6.導覽設備的重量適合攜帶 

有效人數 選項               選答            百分比 
（5 分）非常同意 14 37.84 37 
（4 分）同意 9 24.32 

平均分數 （3 分）無意見 10 27.03 
（2 分）不同意 2 5.41 

3.84 
（1 分）非常不同意 2 5.41 

7.資料讀取時間是否適中 
有效人數 選項               選答            百分比 

（5 分）非常同意 7 18.92 37 
（4 分）同意 8 21.62 

平均分數 （3 分）無意見 10 27.03 
（2 分）不同意 7 18.92 

3.14 
（1 分）非常不同意 5 15.51 

8.網路訊號的傳遞穩定 
有效人數 選項               選答            百分比 

（5 分）非常同意 5 13.51 37 
（4 分）同意 7 18.92 

平均分數 （3 分）無意見 7 18.92 
（2 分）不同意 13 35.14 

2.84 
（1 分）非常不同意 5 13.51 

9.我完全能了解系統提供的教材內容 
有效人數 選項               選答            百分比 

（5 分）非常同意 15 40.54 37 
（4 分）同意 13 35.14 

平均分數 （3 分）無意見 9 24.32 
（2 分）不同意 0 0 

4.16 
（1 分）非常不同意 0 0 

10.我遇到困難會用即時通訊跟同學討論 
有效人數 選項               選答            百分比 

（5 分）非常同意 12 32.43 37 
（4 分）同意 10 27.03 

平均分數 （3 分）無意見 11 29.73 
（2 分）不同意 2 5.41 

3.76 
（1 分）非常不同意 2 5.41 

11.我會運用我所取得的資源來解決問題 
有效人數 選項               選答            百分比 

 － 76 － 
 
 



（5 分）非常同意 15 40.54 37 
（4 分）同意 14 37.84 

平均分數 （3 分）無意見 7 18.92 
（2 分）不同意 1 2.70 

4.16 
（1 分）非常不同意 0 0 

12.此導覽方式加強參觀博物館的意願 
有效人數 選項               選答            百分比 

（5 分）非常同意 24 64.86 37 
（4 分）同意 7 18.92 

平均分數 （3 分）無意見 6 16.22 
（2 分）不同意 0 0 

4.49 
（1 分）非常不同意 0 0 

13.整體來說，我對此項服務感到滿意 
有效人數 選項               選答            百分比 

（5 分）非常同意 22 59.46 37 
（4 分）同意 11 27.03 

平均分數 （3 分）無意見 5 13.51 
（2 分）不同意 0 0 

4.46 
（1 分）非常不同意 0 0 

本滿意度調查問卷平均得分為 4.04 分。從表 4-12 中可知，平均得

分最高的題目為第 1 題和第 12 題的 4.49 分，其次是第 13 題的 4.46

分。 

得分最高的第 1 題，問學生「導覽的解說內容感覺滿意？」，除了

ㄧ位不同意之外，學生回答在同意與非常同意的比例高達 89%，可知學

生認為適切的導覽解說內容有助於博物館導覽的進行。平均得分同樣也

是最高的第 12 題「此導覽方式加強參觀博物館的意願？」表示同意與

非常同意的學生高達 86%，可知學生還認為利用「博物館行動學習系統」

能夠幫助自己加強博物館參觀學習的意願。 

得分最低的題目為第 8 題的 2.84 分，認為無線網路不穩定或非常

不穩定的學生高達 48.65%，可見學生對於無線網路的品質是持相當負面

的看法。得分次低的題目為第 7 題的 3.14 分資料讀取時間是否適中，

由於導覽內容是經由無線網路傳遞，所以此題與第 8 題的無線網路不穩

定有很大的關聯，學生普遍反映出不滿意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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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來說，學生的滿意度平均分數均大於 4 分，也就是近乎 80%的

程度，其整體的滿意度如圖 4-6 所示。 

 

 

 

 

 

 

 

 

 

 

 

 

 

 

 

圖 4-6 博物館行動導覽學習滿意度調查橫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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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結果 

 

綜合本研究所探討之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提出下列分析結果： 

 

ㄧ、探討在博物館參觀前使用不同教學方式，學生對於展示內容的學 

習成效有無差異 

在第一階段的實驗發現，網路化主題探索的學習方式與博物館整合

式學習環境下的教學平台，兩者的成效以博物館整合式學習方式較佳，

探究其原因，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下的教學平台是針對館方展出內容

所設計，其內容編排皆與博物館有相關性，而探索學習是由教師所引

導，讓學生在開放式的網路環境探索相關的題材，但在開放式空間中，

較難控管學生觀看學習教材的適合度，所以雖然兩組學生都是在數位環

境之下學習，但其學習成效還是會產生差異性。也就是說數位學習的過

程之中，教學端的內容是否經過完善的規劃，是兩組在理解程度上產生

差異的原因。 

 

二、探討在博物館參觀時使用不同的導覽方式，學生對於展示內容的 

學習成效有無差異 

使用行動學習系統導覽的實驗組其對展示內容理解的程度優於傳

統導覽員解說的控制組，且達到顯著差異，根據滿意度的調查以及研究

者觀察來探究其原因，行動學習方式讓學生可以依靠系統的輔助，自行

探索館內的展物，並且依照系統提出的擴散性問題，觀察並思考展物背

後所代表的意涵，引發了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透過無線網路使學生能

夠與遠端的同學進行互動，從系統的數據，在 37 人的團體學習中，共

傳遞了一千一百零八次的訊息，可推論若提供學生有效的互動管道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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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促進學習的分享與知識的傳遞。 

 

三、探討在博物館參觀結束後ㄧ週使用參觀後學習系統，學生對於展示

內容的學習成效 

此階段採用實作參觀心得作業的評量方式進行比較，其成效表現為

實驗組較佳，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學生對於實體的參訪活動較為有興

趣，對於回家作業的熱忱較低，可能是相關的原因之一；另ㄧ個控制組

分數較低的原因，在於實驗組學生對於展示內容有學習系統完整的輔

助，各個參觀階段皆有相對應的記錄存在，使學生在檢視整個學習的歷

程時，能很快的回憶起參觀的經過，進而利用系統的記錄呈現於參觀心

得投影片中，控制組的學生雖也有自我的記錄，但其整理需花相當的時

間與精力，且無系統性的過程，容易遺漏重要的訊息，所以控制組整體

參觀後作業表現分數不如實驗組的表現。此外特別要說明的是，這個部

份的分數是指學生在展示內容理解程度和學生作業間的關係，並非單指

學生的成品或展示內容理解程度部份。 

 

四、探討博物館參觀時，博物館行動學習系統對於參觀行為的影響 

相較於導覽員解說組的學生，採用行動學習系統導覽的學生在互動

討論方面，可以與老師以及同學多方的討論，而不是侷限在與博物館解

說員的問答或鄰近同學的互動，所以實驗組的學生有較多元的資訊來

源，而且在資訊輸入時，可以利用鍵盤輸入、手寫或拍照的方式進行，

加深了學生的印象，在學習心得的觀察之中，學生的反應也都呈現對於

此次參觀感到相當有收穫。以外從滿意度調查發現，高達 83.78%的學

生認為使用此導覽方式能加強參觀博物館的意願，使參觀博物館本身不

再是ㄧ個枯燥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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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討學生在博物館整合式學習環境下，對此種學習模式的滿意程度 

依照滿意度調察的數據以及研究者的觀察，學生大致上對於「博物

館整合式學習環境」呈現正面的反應。對於系統能夠保留參觀的記錄、

即時訊息傳遞與數位墨水手寫功能等皆讓學生覺得此次的參觀經驗很

有趣，也認為系統與平板電腦的介面使用容易，能於參觀博物館時給予

輔助。除此之外實驗組的導師也覺得此參觀方式有別於以外走馬開花式

的校外教學，讓博物館參觀變得相當具有意義。 

至於系統使用方面，學生最不滿意的無線網路穩定度和當機的問

題，根據研究者從實驗中的觀察，學生在使用平板電腦時，往往過於心

急而不斷點選按鈕，造成系統不斷的重新整理頁面，而導致網路服務出

現問題，又或者是在移動導覽區域時，無線網路切換速度較慢，在系統

尚未自動切換到下ㄧ個熱點時，學生即迫不及待點選導覽內容但卻顯示

不出來，讓學生誤以為是當機狀況，在所有當機情況中，這些情形約佔

70%，可能因此而加深學生對連線穩定度不佳的印象。此外由於採用

Acer c110 平板電腦當作行動裝置，此機器屬於較早期的機種，所以蓄

電性以及面板的清晰度皆有可進步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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