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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運用電腦模擬之特性來設計技能模擬教學系統，並探討

影響技能模擬與實作學習之因素。因此，本章將分別針對技能模擬學

習與影響技能模擬學習成效的因素進行文獻的探討。 

 

第一節 技能模擬學習系統的建立 

 

壹、技能性模擬的意義 

  技能學習一般都是從認知開始，先藉由教導者的說明與示範該技

能的相關知識與操作的方法，而學生則在認知學習裡充分了解操作技

能所需的陳述性知識（Neisser, 1976）。換言之，技能的學習除了重視

技能操作的熟練度之外，對於操作技能先備知識的教導也是相當重

要，一但缺乏基本的操作認知，就容易在動手操作時造成安全性的問

題（林明廷，1995）。 

  在授課後給予學生適度的練習也是影響技能學習的因素，然而，

技能學習的過程中卻常因機具設備不足，以致無法提供予每位學習者

適度的練習與完整先備知識學習。此時，運用電腦來學習技能遂逐漸

成為一種可行且有效的方式（Pappo, 1998）。一般來說，電腦科技上

較常用的教學策略分為教導式（tutorial）、練習式（drill & practice）、

模擬式（simulation）、以及遊戲式（game）等（Stephen & Stanley, 2000）。

其中，模擬式教學藉由電腦科技的互動能力，提供學習者有效率和互

動的學習環境，被視為一種能有效提昇學習動機、促進學習遷移以及

學生在學習知識、技能領域更具效率等優點的教學策略（Alessi & 

Trollip, 1985）。除此之外，電腦模擬也常被運用在學習內容抽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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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複雜、危險、材料昂貴，及需要學習者仔細分辨其中的因果關係等

教學情境中，特別是實體操作容易發生錯誤的時候，電腦模擬更具有

節省成本及安全性等優點（Pidd, 1992）。顏晴榮（1997）曾指出若將

電腦模擬應用在技術或技能教學上亦有節省學習時間、助於學生的觀

察學習、激發學生的思考力等益處。換句話說，如果能夠正確使用並

操作技能模擬系統來學習技能，學生可以先藉由線上學習來瞭解技能

的概念，再由線上模擬來驗證所學的技能概念。而如在模擬過程中如

遭遇困難，亦可回溯至先前的概念學習，並藉由這樣的學習歷程，幫

助學生減少技能實務學習時的困難與障礙。本研究所稱之技能模擬學

習，即是以電腦模擬教導學習者在技能領域應用的模擬教學系統。 

 

貳、技能性模擬的學理基礎 

  以下透過動機論、建構學習、情境認知及學習遷移論等觀點，來

說明電腦模擬教學的學理依據，並分析電腦模擬的學習理論對於技能

教育學習的影響。 

一、動機論 

  Keller（1987）認為學習動機是學生主動積極求取知識的原動力，

而影響學習動機則包含：注意 (attention)、相關 (relevance)、信心

(confidence)以及滿足 (satisfaction)等四個主要因素，亦即所謂的

「ARCS」模式。其中，「注意」是邁向學習的第一步，以電腦模擬來

模擬情境變化特性，應能有效激發學生注意，引發求知慾與好奇心；「相

關」方面，以模擬提供學習的相關情境，將新舊經驗的情境連結，導

引學生學習連貫與思考；「信心」方面，電腦模擬教學能根據學生的程

度與需求，給予適當指導進行學習，大幅度降低學習挫折感，提高學

生學習的自信心；最後，在「滿足」方面，電腦模擬教學提供學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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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掌握學習進度的機會，並能從回饋中達到學習的滿足感。 

  綜合上述，如果能夠透過電腦模擬來學習技能，應能有效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及減少技能學習過程中的挫折感，並使學生從電腦模擬

的回饋中獲得學習的滿足感。換句話說，電腦模擬不但能有效激勵學

生學習技能的興趣，更能夠在學習過程中持續學習動機，建立完整的

技能概念。 

 

二、建構學習理論 

  建構主義認為所謂的學習是指學習者以其現有的或既有的知識，

主動建構新概念的過程。亦即，學習者在適當的學習情境中，自我建

立或重組與原有經驗衝突的知識，並藉此提高學習者主動學習的意願

（Jonassen, Davidson, Collins, Campbell, & Hagg, 1995）。此外，知識或

概念是由有認知能力的個體主動建構，並非單向的課本或老師來傳

輸，而整個學習也應該包含同學之間的社會性互動，如討論、參與、

磋商等過程 (李咏吟，1998) 。由於電腦科技可模擬與提供有意義且在

真實世界中的問題、情境與脈絡給學習者，從做中學的歷程中分析、

思考與建構知識（沈中偉，2004），正符合上述互動的需求。許瑛玿、

廖桂菁（2002）也指出電腦科技可將複雜的真實世界模擬呈現出來，

使學習者能夠依據個人的需求，在擬真的情境中建構個人知識。歸納

得知，電腦模擬科技能夠給予學習者適當的操控權，由學習者自我控

制學習的次序、內容與進度，並讓學習者主動操弄、探索與重組知識，

符合建構學習的精神。 

  技能教育的學習，一向鼓勵學生親自動手操作學習技能，並從學

習的過程中建構技能概念，且在實際操作時和原有的概念發生衝突

時，亦能藉由操作的過程中重新組織技能的概念。因此，如果能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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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腦模擬來學習技能，應能有效達到建構式學習。 

 

三、情境認知理論 

  情境認知理論認為學習者對知識的學習應處於主動、積極與環境

交互作用的過程，而學生不只由觀察模仿中學習，亦從現實情境中發

現困難、找尋線索、提出解答（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因此，

情境教學強調透過真實情境、真實活動以及主動學習等教學原則，才

能有效促進學生知識遷移。因此，如果能夠使用電腦模擬教學卻意外

符合情境學習的理論，解決上述問題。設計良好的技能模擬系統能夠

模擬真實的操作情境，讓學習者透過自我控制、互動、模擬以及觀察

等方式來清楚地學習到重要概念。逼真的模擬情境亦能引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實現學習的主動性，並能掌控與環境間的互動，達成技能學

習的目標。 

 

四、學習遷移論 

  學習遷移是學習結果的擴展或類化的現象（張春興，1994），是指

學習者經過學習活動後，在知識技能上產生變化，並能用以解決新的

問題。因此，學習遷移的發生與本身的學習經驗有相當大的關聯，唯

有當學習者瞭解知識或技能可以應用的情境時，才能夠正確應用至新

的情境中。學習遷移（transfer）依據程度差異有所謂近遷移（near 

transfer）及遠遷移（far transfer）的分別；相較於學習與實際應用情境

相類似時的近遷移，遠遷移則是指運用在學習與實際應用情境不太相

同時。此外，真正影響學習遷移成效的關鍵是在學習者進行類化的過

程中（許麗玲，2000）。換句話說，電腦模擬能夠在學習者類化的過程

中，透過學習歷程、情境設計與變數操控、達到良好的學習遷移（Pa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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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 & Shtub, 2002）。 

 

  以上電腦模擬教學的理論基礎，提供了電腦模擬的重要學理依

據，亦表達出如果能夠有效運用電腦模擬，對於技能領域的教學成效

將會有正面的提升。總體來說，透過電腦模擬首先能夠有效激勵學生

學習技能的興趣；在情境模擬的學習過程中給予學習者適當的控制能

力，和模擬系統產生互動的機會，以自我建構或重組技能概念；最後，

學習者能夠在類似模擬情境的真實情境下產生「近遷移」，甚至更進一

步在不同於模擬情境的環境產生「遠遷移」，以有限的時間、金錢與資

源達到技能學習的目的。 

 

叁、技能模擬學習系統的開發與設計 

  利用電腦做模擬學習時，電腦模擬系統設計優良與否與學習遷移

好壞有密切的關係（Alessi, 1988）。因此，電腦模擬教材的發展必須要

嚴謹的規劃與設計，而標準化的系統製作流程制度來製作模擬教學系

統便有其必要性。系統發展生命週期（System Development Life Cycle, 

SDLC），又稱為瀑布模式（Waterfall Model），是用有組織的方式來開

發資訊系統。SDLC 將系統發展的流程分為系統分析、設計、發展與測

試以及評鑑四個階段來進行（吳仁和、林信惠，2003）。因此，本系統

設計模式將根據 SDLC 將技能模擬學習系統的開發分為系統分析、系

統設計、發展與測試及系統評鑑四個階段為技能模擬系統的主要發展

架構（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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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系統發展架構 
 

  模擬系統的設計原則一向為研究討論的重點，本研究根據研究目

的，冀望以技能領域的學習為主要的教學目標，因而提出適合技能學

習的電腦模擬建置與設計的方式，希望能有效提升技能學習的成效，

促進學習的遷移： 

1. 提供先備知識學習與學習評量機制的環境，能有效達成知識建構

學習（林合彥，2004）。 

2. 具備操控時間的能力以及簡化真實世界的複雜情境，讓學習者能

調整個別的認知概念和釐清抽象的觀念（Tonks & Armitage, 

1997）。 

3. 模擬系統的學習環境不單是提供學習者完全的自由悠遊於模擬中

而已，應該利用適當的指引與回饋讓學習者掌握學習路徑與兼顧

學習喜好（DeJong, Joolingen, Swaak, & Veermans, 1998）。 

4. 提供學習者適度的模擬練習對於學習有很明確的效果。模擬後的

結果也須有所差別，才能有效持續學習動機（Horton, 2000）。 

5. 提供即時、快速的學習回饋機制與簡易模擬操控的介面，幫助學

習者與模擬系統良好互動學習（Parush, Hamm, & Shtub,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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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歷程學習的機制，讓學習者在模擬的過程中，記錄、查詢、和回

溯歷史紀錄，以了解模擬情境的內部結構，達到學習遷移和自我

學習的效果（Jackson, 2004）。 

7. 線性(Linear)、循環性(Cyclical)、開放性(Open-Ended)的模擬系統

規劃，對於熟悉學習過程與步驟、策略的發展甚至技能學習，能

有效遷移到真實世界中（Aldrich, 2004）。 

8. 在模擬系統的使用人數上，因模擬式學習可因應學習者不同的行

為和學習速度，較傾向個別化學習，可以自我調整學習進度和決

定重複練習的需求（Aldrich, 2004）。若以小組的方式來學習，則

較容易流於私下討論而忽略學習（Pilkington & Parker, 1997）。 

  

肆、本節摘要 

  技能的學習一向被視為是需要透過實際操作來累積經驗的一種過

程，但由於電腦技術的成熟，運用電腦模擬來學習實務技能亦逐漸成

為一種有效的方式。本節透過文獻的整理與分析，探討電腦模擬教學

運用在技能領域的可行性，並歸納相關的學習理論用以證明電腦模擬

確實能有效輔助技能的學習；最後，提出運用電腦模擬在技能學習時

應掌握的設計原則與建議。 

1. 電腦模擬教學提供學習者有效率和互動的學習環境，被視為一種

能有效提昇學習動機、促進學習遷移的教學策略。將電腦模擬應

用在技術或技能教學上更是具有節省學習時間、成本及安全性等

益處。如果能夠正確使用並操作電腦模擬系統來學習技能，勢必

能減少學生在技能實務學習時的困難與障礙。本研究所稱之技能

模擬即是以電腦模擬教導學習者在技能領域應用的模擬教學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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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學習理論得知，透過電腦模擬能首先激起學生學習技能的興

趣；接著在情境模擬的學習過程中給予學習者和模擬系統互動的

機會，以自我建構或重組技能概念；最後，學習者能夠在類似模

擬情境的真實情境下產生「近遷移」，甚至更進一步在不同於模擬

情境的環境產生「遠遷移」。所以，本研究將以上述理論為依據建

置技能模擬系統，以有限的時間、金錢與資源達到技能學習的目

的。 

3. 本研究探討在技能學習的教學目標下，電腦技能模擬系統的設計

應該掌握：先備知識的學習、簡化複雜情境、操控時間、適當導

引、適度的模擬練習、不同的模擬結果、簡易的操作與互動介面、

即時的學習回饋、學習歷程探索、線性循環性與開放性設計、個

別化學習環境以及評量的機制等原則，應能有效提升技能學習的

成效，促進學習的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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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技能模擬學習成效之探討 

   

無論技能學習的環境為電腦模擬系統或是實際動手操作，學習者

本身的能力似乎才會是造成學習差異的主要因素（Choi & Gennaro, 

1987; Michael, 2001）。因此，本節將根據研究目的，探討造成不同模擬

學習成效差異的學習者能力或特質。 

 

壹、創造力 

  創造力是現代教育與心理學領域經常討論的研究主題。Guilford

（1967）認為創造力是人類心智中最複雜的能力，是從既有的經驗或

意識中，產生獨特或嶄新的想法，用以解決問題的一種行為表現，可

以是一無形的概念、想法，也可為一有形的產品。從心理學角度來看，

心理學家認為創造力是由認知結構的轉變造成，特別是在人類遇到困

難時，常會藉由不同的角度來思考以解決問題的過程（Ogletree, 1996)。

亦有學者認為創造應是一種人格傾向，具有創造傾向者常能運用創造

思考能力從既有的經驗或意識中，產生獨特或嶄新的想法達到滿足需

要和解決問題的目標（毛連塭、郭有遹、陳龍安、林幸台，2000）。 

 

表 2-1 創造力定義彙整表 
創造力之涵義 專家學者 定義 

Osborn（1957） 
創造產生對本身具有價值的新構想或

新領域，其能力也就是創造力。 

Guilford（1985）
創造乃是個體產生新的觀念或產品，

或融合現有的觀念或產品而改變成一

種新穎的形式。 

一、創造力乃是創新

未曾有的事物，這種

能力為之創造力。 

Wiles（1985） 
創造力乃是刻意把不同事物、觀念連

結成一種新的關係的能力。 
二、創造是一種生活

方式，能夠具有創造

性生活方式的能力

Maslow（1959）
創造在求自我實現，自我實現的創造

力表現於日常生活中，做任何事均具

有創新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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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創造力。 
Moustaka（1963）

創造乃是以自己的方式體驗生活、認

識自己，和發揮自己的才能。這種能

力就是創造力。 

Dewey（1910） 
將創造視為問題解決的心理歷程，所

以創造力是一種問題解決能力。 
三、創造是問題解決

的心理歷程，創造力

也就是問題解決能

力。 Torrance（1962）
創造是對問題形成新假設，修正或重

新考驗該假設，以解決問題。此種解

決未知問題的能力稱之為創造力。 

四、創造是一種能

力，也就是創造力。 
Guilford 
（1956） 

創造力的因素包括:(1)對問題的敏感

力、(2)流暢力、(3)創新力、(4)變通力、

(5)獨特力、(6)重組或再定義的能力、

(7)複雜度、(8)評鑑力。1968 年重新修

改為包括流暢力、變通力、獨特力、

再定義和精進力。 
Dewey（1910） 
Polya（1957） 
Parnes（1967） 

創造是運用創造思考能力從既有的經

驗或意識中，產生獨特或嶄新的想

法，用以解決問題的一種過程。 
五、創造是一種思考

歷程，在創造思考歷

程中運用創造力，在

思考結果表現創造

力。 Torrance（1969）

創造思考是一序列的過程，包括察覺

問題的缺陷、知識的鴻溝、要素的遺

漏等，進而發覺困難，尋求答案，提

出假設、再驗證假設，最後報告結果。

Maslow（1959）

自我實現的創造力直接從人格中產

生，做任何事都有創新的傾向。具有

問題解決或產出的特質，這是一種基

本人格的特質。 

六、創造是一種人格

傾向，具有創造傾向

者更能發揮其創造

力的效果。 
Rookey（1977）

創造行為表現的情感領域即為創造人

格傾向，包括冒險性、挑戰性、好奇

心及想像力。 

Mednick（1962）
創造力是創造者為特殊需要或有用目

的，將可連結的要素加以結合而成新

的關係之能力。 

七、創造力是將可以

連結的要素加以聯

合或結合成新的關

係，這種能力即是創

造力。 Wiles（1985） 
創造是刻意將不同事物，觀念連結成

新的關係，此種能力稱之為創造力。 

郭有遹（1985） 
創造是個體群體生生不息的轉變過

程，以及智、情、意三者前所未有的

表現。 

八、綜合論：創造是

一種綜合性、整體性

的活動，而創造力是

個人整體的綜合表

現。 
Garder & Gruber
（1982） 

創造天才乃是天賦、家庭、動機和文

化因素融合的結果。 
資料來源：整理自毛連塭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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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造力與技能模擬學習成效 

  從電腦模擬學習的理論上來看，創造力與技能模擬的學習成效之

間應該具有高度相關性： 

1. 創造力影響建構學習、情境認知：高創造性人格特質者通常能在電

腦模擬不受限於經費、時間的建構式學習情境中，依照自己獨特或

嶄新的想法，主動、積極地在情境模擬學習的環境中操縱變數進行

模擬，自由地探究與建構知識，得到較佳的學習效果（顏晴榮，

1997）。 

2. 創造力影響學習動機論：學習動機是學生主動積極求取知識的原動

力（Keller, 1987）。高創造性人格特質者，亦通常展現出較高的自

信、積極學習的態度以及發現問題等能力（Runco, Nemiro, & 

Walberg, 1998）。因此，透過電腦模擬來做學習應更能有效提升學

習動機，減少技能學習過程中的挫折感，並使學生從電腦模擬的回

饋中獲得學習的滿足感。 

3. 創造力影響學習遷移：在透過電腦模擬學習之後，高創造性人格特

質者應能在與模擬環境類似的真實情境下產生「近遷移」，並能以

創造力為基礎，運用統合和思考的過程，更進一步在不同於模擬情

境的環境產生「遠遷移」，達到技能學習與創新的目的。 

 

二、創造力與技能實作學習成效 

  Simpson 將技能的學習分為知覺（perception）、趨向（set）、引導

的反應（guided response）、機械化動作（mechanism）、複合的明顯反

應（complex overt response）、適應（adaptation）以及創新（origination）

總共七個層次（引自李大偉，1986）。而技能的學習亦不應只是經由重

複操作習得技能的過程，更希望能透過學習者的創造力改變原有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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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方式來適應新的問題情境，甚至利用原有技能的基礎創造出新的技

能或方法，以達到適應（adaptation）與創新（origination）這兩個在技

能學習中較高層次的行為能力（李大偉，1986)。 

 

圖 2-2 技能領域學習的層次 
 

  莊謙本（1995）認為評量技能的學習效果時，須經由學生對於技

能的準確度（accuracy）、速度（speed）、複雜度（complexity）以及創

造度（originality）四項指標來評量學習者是否習得技能： 

1. 準確度：進行操作時，學生能很準確地操作器具，取用正確材料。 

2. 速度：在技術教學中學習者進行某項動作的正確反應速度。 

3. 複雜度：某種整合性技術的複雜程度，亦即學習者的組織能力。 

4. 創造度：創造力在技術教學中往往被視為非技術因素所造成，乃 

指學生作品是否能展現其獨創性。 

 

  根據上述技能學習的理論與評量，創造力顯然對於技能學習有相

當程度的影響。此外，相較於創造性情意能力，創造性認知能力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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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能科目的學業成績有較高的相關性（林幸台、王木榮，1994），

亦是影響技能評量的主要能力： 

1. 流暢力影響技能評量之準確度、速度：技能的學習首重精熟學

習，在技能的學習過程中，具有較高流暢力的學習者通常較能準

確的操作器具、取用材料並盡快地完成技能目標。 

2. 變通力、精密力影響技能評量之複雜度：技能的學習過程中蘊含

複雜、精細的操作過程，具有較高變通力與精密力的學習者通常

也具有較高的邏輯與組織能力，簡化技能學習的複雜度。 

3. 獨創力即是技能評量之創造度：技能學習不應只是精熟操作，亦

希望學習者能夠發揮獨有的獨創力，提高產品價值。學習者的創

造力想當然爾影響技能的學習，達到適應與創新。 

 

貳、空間能力 

  哈佛大學心理學教授Gardner（1983）認為人類基本的智慧架構應

該包含：語文智慧、邏輯智慧、空間智慧、肢體智慧、音樂智慧、人

際智慧、內省智慧等七項基本的智慧；其中，空間智慧被視為是一項

重要的基本智慧，更稱之為「非文字之智力」。近年多元智慧的發展

及空間能力也逐漸成為重要的研究主題，根據國內學者康鳳梅、簡慶

郎、詹秉鈞（2003）的整理與分析，國內外學者對於空間能力相關的

研究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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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空間能力定義彙整表 
專家學者 空間能力定義 

Kelly（1928） 視覺形式的認知與記憶，或是對視覺型狀之心理操作。

Thurstone（1938） 
能在心中記住一個空間圖像，並在腦海中扭轉、移轉或

者旋轉這個圖像到一個位置，再將此變動過的圖像與研

究者所提供的圖像進行對比。 
Shepard（1971） 空間能力是人類能夠透過圖像變化的能力。 

Gardner（1983） 
能由不同的角度來看物體，或對二度空間平面的幾何圖

形及對三度空間立體圖形之認知能力等。 

Petersen（1985） 
表達轉換、類化和回憶象徵性非語言資訊的技巧，思考

時產生心象及轉換變化心象的能力。 

Battista（1990） 
空間能力與邏輯推理在學習及解決問題過程中扮演極

為重要的角色。 

Donelson（1990） 
高空間能力者的資訊處理過程中的空間思考、反應時間

等各項能力均顯著優於低空間能力者。 

林秀娟（1993） 
空間能力是智力的一種，乃是從心理計量研究和理論推

論而知的一種智力概念。 

蔣家唐（1995） 
空間能力是一種轉換的能力，將二度空間中的平面圖形

或是三度空間中的立體圖像在腦海中想像性地轉換，便

是圖形及操控圖像的能力。 

戴文雄（1998） 

研究發現高空間能力者在電腦模擬機械製圖之學習成

效上顯著優於低空間能力者。高空間能力者不僅在數

理、科學、工藝、機械等領域都有較佳的學習成效，其

創造力與問題解決的能力亦有較佳且積極的正向表現。

康鳳梅等（2001） 

空間能力涵蓋認知能力，超越了如記憶、複製或配對等

認知能力，它含有感觀、記憶、邏輯思考以及創造性空

間思考的能力。在學習態度上，高空間能力者亦通常顯

得較主動、積極及自我實現。 
資料來源：整理自康鳳梅等，2003 

 

  本研究認為空間能力是一種能夠將二度空間平面圖形或是三度空

間立體圖像在腦海中想像性地轉換、邏輯思考與對應到真實物體的能

力。如果從電腦模擬學習的理論上來看，空間能力的高低顯然與技能

模擬學習的成效之間具有相關性： 

 

1. 空間能力影響學習動機：高空間能力的學習者，在轉換處理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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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空間思考、反應時間等通常具有較高的表現（康鳳梅、簡慶

郎、詹秉鈞，2003）。因此，在電腦模擬具有色彩、移動與旋轉、

動畫及重複顯示的虛擬環境中，通常能夠快速引起學習動機、減

少技能學習過程中的挫折感、並從電腦模擬的回饋中獲得學習的

滿足感，持續有效學習。 

2. 空間能力影響建構學習：技能模擬提供了實際環境中無法複製的

二度或三度空間中，具有移動與旋轉能力的物體與動畫的學習環

境。因此，具有空間能力的學習者較能在此種需要空間概念的學

習環境中，快速自我建構學習與重組技能概念。 

3. 空間能力影響情境認知、學習遷移：高空間能力（空間感觀能力，

視覺能力）的學習者，能夠有效將電腦環境所提供的二度空間平

面圖形或是三度空間立體圖像與情境，在腦海中快速地轉換、邏

輯思考與對應到真實世界的物體，在模擬的環境中得到較好的學

習成效（Donelson, 1990）。 

 

在其他空間能力的相關研究方面，亦有研究指出高空間能力者通

常較喜好實物的操作與學習（Wavering, 1986），同時在創造力與問題解

決能力上也有正向、積極的關係（康鳳梅、簡慶郎、詹秉鈞，2003）。

綜合上述討論與分析，具有高空間能力特質的學習者，不但對於技能

模擬和技能實作的學習成效有相當程度的影響，對於創造力、問題解

決以及電腦素養等能力也都有較佳的表現（戴文雄，1998）。 
 

參、電腦素養 

  電腦素養是指一個人對電腦這個領域知識的了解與認知、電腦技

能的操作與熟練，及對電腦的認同、接受等情意心態（林振盈，2002)。

因此，電腦素養係指個人擁有一種能夠廣泛對電腦知識和技能的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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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及能夠應用電腦於學習、工作或生活中的能力。近年來，由於

電腦應用於教學日漸普遍，電腦素養對電腦學習的成效更是有不可抹

滅的重要地位。國內外學者對於電腦素養的定義彙整如下表： 

 

表 2-3 電腦素養定義彙整表 
專家學者 電腦素養之定義 

Watt（1980） 
電腦素養是電腦知識、技能、評估及相關性的集合，使

得人能夠在電腦資訊化的社會裡，成為愉快的工作者。

Anderson（1981） 
電腦素養是一般人們所必須知道有關電腦(或利用電腦)
的知識與技術。 

Reece & Gable
（1982） 

電腦素養將是資訊社會中每個人都必須具備的基本素

養，電腦素養就像聽、說、讀、寫的基本素養。 

李進寶（1991） 電腦素養，就是指「資訊能力」。 

邱貴發（1992） 
電腦素養是指一個人對電腦這個領域知識的了解程

度，電腦技能的熟練程度及對電腦的心態。 
 
Hunter（1993） 
  

電腦素養，是指個人在一個需要高度依賴資訊科技來解

決複雜問題的科技社會中，用以適應生活所必備的電腦

知識與技能。 

Pau1（1994） 
電腦素養為有能力使用電腦來取得個人所需的資訊，或

解決特定的問題，或是利用電腦來完成資料處理的工

作。 
資料來源：整理自林振盈，2002 

 

  如果從電腦模擬學習的理論上來看，電腦素養將會造成技能模擬

學習成效的差異： 

1. 電腦素養能引發學習動機、促進自我建構學習：具有電腦素養的

學習者，對於電腦亦具備較多的認知、技能能力，以及應用電腦

來解決問題的積極心態，通常較能在電腦模擬自我建構與互動的

學習環境中，並得到較佳的表現（Ronen & Eliahu, 2000）。 

2. 電腦素養影響情境認知與學習遷移：有電腦素養的學習者不但能

透過電腦有效地處理工作，亦能以正向、積極的態度，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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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與資訊科技來學習。因此，在面對使用電腦來模擬學習時，

常較能快速適應電腦的學習情境，並從中正確認知產生學習遷

移，影響技能模擬學習成效。 

 

肆、認知型態 

  1970年代起認知型態逐漸演變成強化教學方法，及解釋不同學生

間學習差異的重要研究主題（Dunn & Dunn, 1979）。Witkin（1971）將

認知型態界定為個人收集資訊和組織訊息的方式，Riding & Rayner

（1998）亦認為認知型態是個人在組織資訊的喜好和習慣方法。因此，

認知型態可說是一種人格特質，是指個人在面對認知工作和學習情境

時所採取的獨特學習與組織資訊的方式。 

  如果從電腦模擬學習的理論上來看，認知型態的不同亦會影響技

能模擬學習成效的差異： 

1. 認知型態影響學習動機、建構學習：認知型態可說是一種人格特

質，是指個人在面對認知學習時所採取的心態。認知型態不同的

學習者對於事情的好奇心，參與程度亦有所不同。因此，相對於

認知型態為場地依賴型的學習者，場地獨立型的學習者通常採取

主動介入的態度，也容易在電腦模擬豐富及多元的學習環境中維

持學習動機，更能在建構學習的環境中，自我有效探索學習。 

2. 認知型態影響情境認知、學習遷移：認知型態是個人在面對情境

時，經由其知覺、思考、記憶、問題解決等內心心理歷程，在外

顯行為上所表現的習慣性特徵（張春興，1994）。因此，不同認

知型態的學習者，在面對電腦模擬學習所具有的情境式認知學習

環境時，在其外顯行為的特徵上也將產生不同的學習遷移，影響

技能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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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年由於電腦網路環境的興起，探討認知型態在電腦互動模擬環

境學習成效差異的研究相當多見（許麗玲，2000），而與認知型態相

關的研究亦如下表所示： 

 

表 2-4 認知型態相關研究表 
專家學者 研究結論 

陳婉如（1998） 
學生的學習型態、空間能力及電腦態度與程式設計學習成效

具顯著的典型相關。 

戴文雄（1998） 在立體圖轉三視圖及空間方面，皆是場地獨立優於場地依賴。

林明錚（1998） 
不同認知型態之學生在資訊擷取能力與空間能力有顯著相

關。場地獨立組學生對空間能力明顯優於場地依賴組。 

謝國忠（2003） 

場地獨立型與場地依賴型學習者對電腦學習績效中的學科評

量與實作評量的改變皆有顯著影響。不同型態的學習者對整

體電腦態度及電腦焦慮、電腦信心與電腦喜愛等構面的影響

皆有顯著差異。 

黃晴逸（2003） 認知型態與創造力有顯著相關，特別是創造力之流暢力。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認知型態是個人所獨特的組織知識與學習的

方式，亦指個人在面對認知工作和學習情境時所採取的獨特學習與組

織資訊的方式。不同型態的學習者除了影響電腦模擬與實作學習成效

外，對於學習者本身的創造力、空間能力與電腦素養也都將會造成相

當程度的影響。 

 

伍、本節摘要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與分析，認為造成學習者學習差異的特質或

能力包含「創造力」、「空間能力」、「電腦素養」以及「認知型態」四

個主要的因素，而某些因素與因素之間亦有高度的相關性，研究將建

立充足模式（Full Model）的徑路圖，探討影響技能模擬成效與實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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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因素。 

一、認知型態影響創造力、空間能力、電腦素養、技能模擬與實作 

    學習的成效 

  認知型態是個人所獨特的組織知識與學習的方式，亦指個人在面

對認知工作和學習情境時所採取的獨特學習與組織資訊的方式。不同

型態的學習者除了影響電腦模擬與實作學習成效外，對於學習者本身

的創造力、空間能力與電腦素養也都將會造成相當程度的影響。 

二、創造力影響技能模擬學習成效、技能實作學習成效 

  高創造性人格特質者應該能在電腦模擬不受限於經費、時間的學

習情境中，依照自己獨特或嶄新的想法，主動、積極地在情境模擬的

環境中操縱變數進行模擬，自由地探究與建構知識，以獲得較佳的學

習效果。此外，技能的學習不只是經由重複操作習得技能的過程，更

希望能透過學習者的創造力改變原有的技能方式來適應新的問題情

境。因此，創造力對於技能實作時亦有相當程度的影響。 

三、空間能力影響創造力、電腦素養、技能模擬與技能實作學習成效 

  高空間能力（空間感觀能力，視覺能力）的學習者應能有效將電

腦環境所提供的二度空間平面圖形或是三度空間立體圖像在腦海中想

像性地轉換、邏輯思考與對應到真實世界的物體，在電腦模擬的環境

中得到較好的學習成效。此外，高空間能力者通常較喜好實物的操作

與學習，在其創造力、問題解決以及電腦素養上亦都有正向的表現。 

四、電腦素養影響技能模擬學習成效 

  具有電腦素養的學習者由於對於電腦有較多的認知、技能以及應

用電腦來解決問題的積極心態，通常較能在使電腦模擬自我建構與互

動的環境中得到較佳的表現，並從中正確認知產生學習遷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