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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共分為五節，首先描述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接著根據研究動機具

體陳述研究的目的，之後分別說明研究的範圍與限制、研究的流程，最後則

針對本研究所涉及的重要名詞提出解釋與說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來遊戲與學習的結合已逐漸成為數位學習（e-Learning）中一個熱門主

題，如：數位遊戲式學習（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DGBL）、遊戲式學習

（ game-based learning ）、教育遊戲（ educational game ）或教育娛樂

（edutainment）等都是反應此現象的常見術語，且均指透過電腦遊戲所進行

的一種教育與學習方式。同時，「嚴肅遊戲（serious games）」一詞也開始廣為

流傳，它被用來泛指所有不純粹以娛樂為目的之電腦遊戲，且通常指用在教

育、訓練或模擬上的電腦遊戲（Michael & Chen, 2006）。這顯示電腦遊戲除

了提供娛樂外，它的特點與價值正逐漸受到教育科技或數位學習領域的重視。 

目前常見的數位學習，如學術單位的網路學分課程，或是企業實行的電

腦化訓練，大多採行網頁式的學習（web page-based learning），亦即將教材藉

由網頁的形式傳遞。此種學習方式雖然打破了傳統教學的時空藩籬，提供學

習者更多自我引導、自由探索的機會，也被譽為一種符合建構式學習的環境

（Duffy, Lowyck, & Jonassen, 1991 ; Wilson & Lowry, 2001），但也增加了學習

的複雜性（Ellis & Kurniawan, 2000），且多需要學習者自我管理來達成學習目

標（Mcloughlin, 2002）。Squire（2005）認為教學設計者將教材內容數位化、

將教材或課程筆記放在網站上、或建立數位的管理系統，這樣的數位學習只

是教育上的一種新發展而不是革新，且其焦點僅在教材內容數位化而非學習

上。Pivec（2007）也認為現在的數位學習仍將焦點放在科技上，而非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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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與學習者需求的支援上，這使得學習者時常必須面對著無聊與貧乏的學

習教材結構，且學習程序經常是注重在資料的複製而不是主動與知識互動。

因此，缺乏學習動機、無趣、或缺乏學習引導成為傳統數位學習常見的問題。 

電腦遊戲其實與數位學習一樣，參與者開始時也多是在無人指引的情況

下，去學習或熟習一項以前完全沒接觸過的體驗或知識技能。但我們卻發現，

好的電腦遊戲即使再複雜、再陌生，都能很快的吸引玩家的注意力，甚至讓

玩家在遊戲過程完全投入，且進入如 Csikszentmihalyi（1990）所稱的「心流

（flow）」狀態。也有一些學者發現，遊戲的設計者似乎比教育軟體的設計者

更懂得如何以鷹架來引導玩家學習，電腦遊戲能提供一個讓人主動探索學習

的環境，能逐步提升遊戲挑戰的等級，並透過遊戲的規則來逐步協助玩家學

習（Bos, 2001; Oblinger, 2004）。 

所以，數位學習與遊戲結合的興起，無非是希望利用電腦遊戲具有挑戰、

好奇、虛幻、互動、競爭、控制、及策略等特性（Crookall, Oxford, & Saunders, 

1987; Malone, 1981）來提升學習的動機，或是利用遊戲來引導玩家主動學習，

以提升學習的成效。新一代年輕人正屬於數位的著民（digital natives）或是遊

戲的世代，其認知型態已經改變，所喜歡的正是互動性的學習過程（Prensky, 

2001），誠如 Lee（2003）所言，傳統的數位學習為了適應學生的新需求，

正逐漸改變成數位遊戲式學習及行動化學習（mobile-Learning）。 

但是，將數位學習遊戲化，果真是數位學習的萬靈丹嗎？數位遊戲式學

習其實仍然受到許多的質疑，如有人認為遊戲會造成沈迷、暴力等影響身心

方面的健康等問題（Mitchell & Savill-Smith, 2004）；或是認為數位遊戲式學

習的娛樂成分高但教育內容卻過少，並不值得花時間去使用這樣的遊戲

（Prensky, 2001）。過去一些實證性的研究（Kuo, 2007; O’Leary, Diepenhorst, & 

Churley-Strom, 2005; Randel, Morris, Wetzel, & Whitehall, 1992; VanEck & 



- 3 - 

Dempsey, 2002）也發現，實施數位遊戲式學習的成效與傳統教學或數位學習

相比較時並不一定有顯著的差異。O’Neil, Waines, 及 Baker（2005）認為目前

很少有證據說明遊戲能提供比傳統教學方法有更正向或系統性的內容學習

（content leraning）成果。意即，數位遊戲式學習的成效仍充滿不確定性。 

Gunter, Kenny, 及 Vick（2007）認為目前許多有關遊戲在教學上的成效，

通常以遊戲能幫助引發動機、社會技能建立、或態度改變等為基礎，而非強

調遊戲在知識獲取機制（knowledge acquisition mechanisms）上的成效。因此，

若遊戲僅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學習者卻將專注力放在娛樂而非學習

上，相信多數人必會質疑設計數位遊戲式學習環境的必要性。尤其是當數位

遊戲式學習與一般網頁學習都能傳遞某種學習知識時，但在學習成效不確定

的前提下，大多仍會選擇開發時間較短、較不需要技術性的網頁式學習。因

此，數位遊戲式學習真的誠如部分學者所言（Aldrich, 2004; Squire, 2005），能

成為數位學習的新模式嗎？如何才能說服捨棄低成本的網頁式學習，而投入

時間去設計一個需較高成本的教育性遊戲呢？數位遊戲式學習其實還需要更

深入的研究，並探究出其確實比傳統數位學習更有成效、更可以讓人支持的

合理理由。 

由於數位學習或教育訓練的主要目的是在促進學習者或受訓者的知識獲

取（Dessler, 1997; Walton, 1999），所以，許多數位學習或數位遊戲式學習的

研究，都會採用記憶類型的知識獲取測驗如：選擇題與是非題等，來作為評

量學習成效的依據，即在學習成效的評量上僅重視如 Bloom（1956）所分類

的較低層次之認知目標。但根據 Bransford 和 Schwartz（1999）的研究指出，

如在不同的學習活動後採用記憶類型測驗來比較其成效時，其間的成效看起

來可能會是沒有差異的，但若採用學習遷移測驗時，其間的成效差異就可能

會呈現出來。如 Michael, Klee, Bransford, 及 Warren（1993）研究錨式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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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學習成效，發現兩種教學法在記憶型的測驗上沒有差異，但在學習遷

移測驗上卻有明顯的差異。所以，過去有關數位遊戲式學習成效之不確定性，

也可能是因為多數研究在探討數位遊戲式學習成效時僅著重在記憶型的知識

獲取測驗所造成的。如 Pierfy（1977）所比較的多個研究中，或 Ricci, Salas, 及

Cannon-Bowers（1996）、Kuo（2007）等的研究，都是採用選擇題式的記憶

類型測驗來評估數位遊戲式學習的成效，此成效與一般的數位學習或傳統教

學比較都沒有呈現顯著的差異。故若在探討數位遊戲式學習成效時，能重視

學習者的學習遷移表現，或許便能凸顯數位遊戲式學習的價值。 

在有關學習遷移的評量上，傳統是運用問題解決測驗來評量學習者能否

應用所學去解決新情境的問題，也常視新情境問題與舊學習情境之間的相似

度，區分成近遷移或遠遷移表現。但近來有學者（Bransford & Schwartz, 1999; 

Hatano & Greeno, 1999）提出新的學習遷移觀點及評量方法，認為學習遷移的

評量不應該僅重視學習者能否成功解決新情境問題的能力，而應同時注重學

習者面對新情境問題時的學習能力，Schwartz 及 Martin（2004）也證實這種

新的學習遷移觀點與評量方法比傳統的更能測量出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綜合前述，隨著數位遊戲式學習逐漸受到重視，但在其學習成效仍充滿

不確定性，且線上遊戲與數位學習的結合仍不常見下，本研究嘗試運用可行

的遊戲式學習模式建置一個線上遊戲式學習的環境，去探討線上遊戲式學習

的潛能，評估其促使知識獲取的成效。同時，本研究亦嘗試採用學習遷移觀

點，比較數位遊戲式學習與一般網頁式學習在學習遷移上的成效差異，希望

為數位遊戲式學習在有關知識學習成效上找出更明確的證據。此外，本研究

也期望從遊戲式學習系統的實作到深入觀察學習者的行為，實際發現實施數

位遊戲式學習的優點與困境，提出可供參考的具體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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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先透過文獻的探討，統整有關數位

遊戲式學習的理論，選定一特定學習目標（認識電與能源、電功率、電費計

算等基本概念）與適合國小程度之學習教材為範圍，建構出一個結合教育內

容與線上遊戲來引發學習的線上遊戲式學習環境（以下簡稱遊戲式學習）。其

次，本研究亦在與所建構遊戲式學習環境之相同學習目標、學習教材、及學

習任務等學習條件下，另建構出一個傳統的網頁式學習環境（以下亦簡稱網

頁式學習），來比較其與遊戲式學習的學習差異。 

為了深入探討遊戲式學習的成效，本研究共分成兩個實驗來進行。首先，

運用記憶類型的知識獲取測驗（以下簡稱知識測驗），及依據文獻探討所獲得

的新舊觀點學習遷移評量方法，透過準實驗的研究，初探遊戲式學習與網頁

式學習在知識獲取與知識遷移表現上的差異，並分析學習者的行為表現，進

而初步探索遊戲式學習的優劣之處。之後，再根據初探實驗的研究發現，對

遊戲式學習的成效，做更深入的分析與探討，主要是透過質性的個案研究，

藉由實地的觀察與訪談，去分析初探實驗所發現遊戲式學習促進新觀點學習

遷移之原因，及探討初探實驗時遊戲式學習者在學習行為與知識獲取上表現

不佳的原因，以更詳盡地確認遊戲式學習之優缺點，並提供未來實施遊戲式

學習與研究之參考建議。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與待答問題有以下幾點： 

一、建置一個遊戲式學習系統。 

待答問題 1 ：遊戲式學習系統該如何設計與建置？ 

二、比較遊戲式學習與傳統網頁式學習的學習成效差異。 

待答問題 1 ：在知識獲取的觀點上，遊戲式學習者的知識測驗成績是否

優於網頁式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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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答問題 2 ：在舊的學習遷移觀點上，遊戲式學習者的近遷移與遠遷移

表現是否優於網頁式學習者？ 

待答問題 3 ：在新的學習遷移觀點上，遊戲式學習者的遠遷移表現是否

優於網頁式學習者？ 

三、探討遊戲式學習有助於新觀點遠遷移的原因。 

待答問題 1 ：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表現的關鍵原因為何？ 

待答問題 2 ：遊戲式學習有助於新觀點遠遷移的原因為何？ 

四、探討影響遊戲式學習在知識獲取、近遷移、舊觀點遠遷移、及學習行為

的原因。 

待答問題 1 ：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知識獲取表現的原因為何？ 

待答問題 2 ：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近遷移表現的原因為何？  

待答問題 3 ：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舊觀點遠遷移表現的原因為何？  

待答問題 4 ：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因素為何？  
 

 

 

 

 

 

 

 

 

 

 

 

 

 



- 7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有關數位遊戲方面 

本研究參考 Garris, Ahlers, 及 Diskell（2002）的遊戲式學習模式，及

Prensky（2001）的遊戲與教材的整合與互動方法，設計出一個可多人競爭連

線，讓國小學生認識有關電功率與電費知識的小型線上遊戲-「超級外送王

（Super Delivery）」。因此，本研究所建置的數位遊戲為「超級外送王（Super 

Delivery）」，遊戲式學習指的即在超級外送王遊戲所進行的學習，其餘的遊戲

均不在本研究的範圍內。 

 

二、有關學習成效方面 

本研究主要在分析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的成效差異，以為遊戲式學

習成效之不確定性做更深入的研究。而在學習成效的範圍，主要是指學習者

經遊戲式學習後的認知表現，即包含知識的獲取情形及知識的遷移表現兩

種，其他如態度、情意、技能等領域的學習表現，則不在本研究的學習成效

研究範圍。 
 

貳、研究限制 

一、遊戲式學習環境設計之限制 

一套熱門的線上遊戲開發需要一個龐大的人力團隊與資金的投入，由於

本研究無法在短時間內開發出符合目前市面商業線上遊戲軟體的水準。因

此，本研究所建構的線上遊戲環境，是以 2D 的線上遊戲製作引擎為設計工

具，來製作出線上遊戲的環境，並將重點放在可以提供多人即時連線、溝通、

及競爭等的情境，而不以設計出華麗的 3D 線上遊戲環境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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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之限制 

    本研究以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同時為了研究便利性與實驗學校教學之

考量，本研究取樣僅就高雄市某國小的六年級學生為對象。由於學習者可能

因為學習地域性的不同而有差異，故本研究結果之推論範圍有其限制，且本

研究之發現是否可以推論至其他年齡的學童，也有待進一步的驗證。 

    其次，本研究為了控制實驗的內在效度，在初探實驗中僅選出實驗組與

控制組數學程度沒有差異的學生為實驗對象，且為配合實驗學校電腦教室的

環境，避免實驗人數過多，電腦教室過於擁擠，學生之間容易透過面對面的

交談來溝通或學習，而喪失一般線上遊戲與數位學習活動進行時應有的特

性，所以實驗組與控制組的人數各僅有 14 人。由於研究樣本較少，在資料分

析的統計考驗時，可能會受到影響，且在推論上也有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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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主要包含研究規劃與設計、遊戲式學習成效初探（實

驗一）、遊戲式學習成效的因素探討（實驗二）、綜合分析與討論、及撰寫

結論與報告等，各階段細部流程詳如圖 1.1 所示。 

 
圖 1.1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 

研究規劃與設計 

文獻探討 

數位學習系統開發 

修正 研究規劃與設計 

遊戲式學習成效初探 

資料分析與統計 

修正遊戲式學習系統 

遊戲式學習成效初探 

(實驗一) 

遊戲式學習成效因素探討

彙整資料與分析 
遊戲式學習成效因素探討 

（實驗二） 

綜合分析與討論 
整合分析整體實驗資料 

綜合討論 

撰寫結論與報告 

成果報告與討論 

成果報告與討論 

確立研究結論 

完成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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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重要名詞解釋 

一、數位學習（e-Leaning） 

數位學習是指利用網際網路（Internet）及數位科技所進行的一種學習方

式（Horton, 2001）。 

二、數位遊戲式學習（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DGBL） 

本研究所謂的數位遊戲式學習，是指將數位遊戲與教育內容作結合的任

何教育性數位遊戲（Prensky, 2001）。而所謂的數位遊戲是泛指電視遊戲（TV 

game or video game）、電腦遊戲（PC game）、或可攜式遊戲（handheld game）

等一切的電子式遊戲，且無論是透過單機或是網路進行。 

三、線上遊戲式學習（online game-based learning） 

本研究所謂的線上遊戲式學習是屬於數位遊戲式學習的一種，但線上遊

戲式學習的遊戲類型僅限於在於網路、可多人參與的、虛擬的遊戲環境下進

行。通常此類遊戲情境下，使用者可操控一個自己所扮演的虛擬人物

（Avatar），在擬真的圖形介面環境中探索。使用者間可透過鍵盤輸入文字來

作即時溝通，且可透過完成遊戲任務來提昇遊戲等級，以獲取更高的遊戲技

能或獲得寶物與他人交易等。本研究的線上遊戲式學習也可專指利用本研究

所設計的「超級外送王（Super Delivery）」之教育線上遊戲所進行的一種數位

學習方式。 

四、網頁式學習（web page-based learning） 

本研究所謂的網頁式學習，是指傳統的或一般常見的數位學習情境，即

透過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來傳遞教材，且學習教材的是以超文件

（hypertext）或多媒體形式來呈現的一種學習情境，學習者可自主的選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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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教材或藉由網路與他人互動的一種學習方式。 

五、知識獲取（knowledge acquisition） 

Bloom（1956）在有關教育目標的分類上，將教育目標分成認知

（cognitive）、情意（affective）、動作技能（psychomotor）三大領域，其中

認知領域是關於知識方面的學習結果，Bloom（1956）將它從低層次到高層次

分為：知識、理解、應用、分析、綜合、及評鑑。所謂的「知識」係對人事

物等屬性和特徵、方法、原則、歷程、結構和背景的記憶，重視記憶的心理

歷程，而「理解」是了解或領悟某些事物或概念的內容、意義。因此，本研

究所謂的知識獲取，指的即是 Bloom（1956）認知領域分類中最低層次的知

識，著重在於所獲取知識的記憶情形。 

六、學習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 

學習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又稱為訓練遷移（transfer of training），廣

義而言，它被定義為將某一個情境所學到知識或技能應用到新的情境上的一

種現象（Cormier & Hagman, 1987; Reed, 1993; Singley & Anderson, 1989）。若

根據 Bloom（1956）認知領域分類，學習遷移應已超越知識的回憶與理解層

次，而到達知識的應用、分析等以上之層次。 

七、近遷移（near transfer） 

近遷移是指能將某一個情境所學到知識或技能應用到相類似情境上的

一種現象（Gick & Holyoak, 1987; Gielen, 1995; Tannenbaum & Yukl,1992）。例

如，一位技術人員被訓練如何更換電腦的硬碟，往後能成功的更換同一廠牌

的硬碟；或學生學會數學百分比的概念後，能解決課本的相類似習題，則可

稱此現象為近遷移的行為（Shank,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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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遠遷移（far transfer） 

遠遷移則是指能將某一個情境所學到知識或技能應用到不相同情境上的

一種現象（Gick & Holyoak, 1987; Gielen, 1995; Tannenbaum & Yukl,1992）。例

如學生學完百分比的數學概念後，進而能解決在日常生活工作或商店中所遇

到的百分比問題；或如一位棋士將下棋的策略應用在投資或政治的競選上，

此種將過去所學成功應用在極不相似的新情境上，則可稱為遠遷移的現象

（Perkins & Salomon, 1994）。 

九、舊觀點的學習遷移（traditional view of transfer） 

本研究所謂的舊觀點之學習遷移，是指一種舊的學習遷移研究典範，即

先讓學習者學習後，再讓學習者接受所謂的「隔離的問題解決（sequestered 

problem solving, SPS）」，進而檢驗學習者是否能獲得學習遷移。而過去許多採

用此種觀點的學習遷移研究，很多都找不到遠遷移的證據（Bransford & 

Schwartz, 1999）。 

十、新觀點的學習遷移（contemporary view of transfer） 

本研究所謂的新觀點之學習遷移，是指 Bransford 及 Schwartz（1999）所

提出的另一種學習遷移觀點，強調所謂「為未來學習準備（preparation for future 

learning, PFL）」的觀點。此新的學習遷移研究典範，認為學習遷移不應該評

量學習者能否在毫無支援的情境下，解決新問題的能力，而是該檢驗學習者

在有學習資源的環境下，如何學習解決新問題的能力。 

十一、學習成效（learning effectiveness） 

    本研究所謂的學習成效，是指學習者達成本研究學習目標的學習結果，

而本研究僅著重在學習者的認知表現結果，且僅探討認知獲取與知識遷移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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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兩節，分別針對「數位遊戲式學習」與「學習遷移」的相關

理論與研究之文獻，進行整理、分析、與探討，以作為本研究發展的基石。 

第一節 數位遊戲式學習的探討 

本節主要先從玩與遊戲的意涵探討起，以瞭解數位遊戲的特質，接著分

析數位遊戲的正反面價值，及線上遊戲的教育意義，再進而探討有關數位遊

戲式學習的意涵與成效，最後則整理有關數位遊戲式學習的模式與設計方法。 

壹、玩（Play）與遊戲（Game）的意義及特質 

「玩遊戲（play game）」是每個人成長過程的共同經驗，玩遊戲的過程

中總會帶給人快樂與歡笑，且參與者往往會因為認真與專注而忘我。play 與

game 在中文的翻譯上容易讓人搞混，因為很多人會將 play 和 game 一樣都翻

譯成遊戲，而之所以易被搞混，是因為玩與遊戲經常是同時發生的。然而若

嚴格來定義的話，play 應該被翻譯成「玩」或是「遊玩」，game 才應該代表

遊戲。Avedon 和 Brian（1971）曾定義遊戲是一個被程序或規則所限制的自

願控制系統的活動，且該活動中有一種為了達成不平衡結果的力量在對抗

著，而玩則僅是自願控制系統的一種活動。 Prensky（ 2001）曾引用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的文章，很清楚的說明玩與遊戲的關係（如圖 2.1），

認為遊戲或運動都是屬於玩的一種。 

因此，玩所指的範圍比遊戲還來的廣，只要是人們自發性的去從事一種

可以帶來歡樂的活動都算是玩，例如到戶外從事休閒活動、遊山玩水、及沒

有規則的玩樂等都是；而遊戲則屬於一種有規則、有目的、有組織的玩樂性

活動，且通常需要與另一方勢力競爭或互動，但它跟玩的性質一樣都是屬自

發性、且可以帶來歡樂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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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玩的分類圖 

資料來源：Prensky（2001） 

玩這個字詞其實很難被定義，且很容易被誤解為一種不認真的活動，如

Huizinga（1955）曾指出，玩是一種在正常生活外的自由活動，且是不認真的。

所以，有人也會認為玩其實就是工作的相反詞，但 Rieber, Smith 及 Noah 

（1998）曾引用 Blanchard 及 Cheska（1985）的人類活動簡單模式來描述玩

與工作的關係（如圖 2.2 所示），人類的活動中可由「目標」與「愉快」分成

四個向度，在目標維度上所代表的是工作與休閒，而在愉快維度上所代表的

則是玩樂與非玩樂。如圖 2.2 所示，A 向度顯示人類有一種活動是在工作中玩

樂，例如當人們很滿意自己的工作、且在工作同時找到快樂；C 向度則表示

不是在工作中玩樂的活動，例如當人們是為了賺錢、為了契約而從事的工作；

B 向度顯示人類是在休閒活動中獲得快樂，如當人們從事自己有興趣的休閒

活動時；D 向度則表示有時候人類活動是處在休閒狀態但卻沒有得到歡樂

的，如當人們在休閒時感到無聊而不知道要做什麼事情的狀態。因此，若照

此人類活動的簡單模型，玩的相反並非是工作，且玩和工作是可能同時發生

的，也就是說玩樂並非都是不認真的，也有可能是在認真的狀態下進行玩樂，

如音樂家在演奏音樂時是一種工作，但他同時也是沉浸於玩音樂的過程中。

Rieber 等（1998）更進一步指出若將工作解釋成學校的學習工作，此模式便

可以運用在學生的活動型態上，則學生在學校的學習活動與玩樂也可能有交

玩 

自發性的玩 有組織的玩（遊戲）

無競爭性的遊戲 競爭性的遊戲（競賽） 

身體的競賽（運動） 智力的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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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存在，也就是學生也可以在玩樂過程中進行學習，這也是 Rieber 等（1998）

過去一直提倡認真考慮玩樂的價值之原因所在。 

 

 

 

 

 

 

 

 

 

圖 2.2 人類的活動之簡單模式圖 

資料來源：Rieber, Smith 及 Noah（1998） 

由於遊戲（game）是屬於玩樂（play）的活動之一，因此遊戲同樣擁有

玩樂所具備的娛樂特質。但遊戲不像玩樂那樣的抽象難以定義，如前所述，

遊戲被定義為一個被程序或規則所限制的自願控制系統的活動，在該活動中

有一種為了達成不平衡結果的力量在對抗著（Avedon & Brian, 1971）。或如

Cruickshank 及 Teller（1980）認為遊戲是一種經常會牽涉冒險與虛幻的裝

置，在規則的規範下互動競爭，並藉由技能去達成特定目的。換句話說，遊

戲的特質即有規則、參與者是自發性、有競爭性、互動的、且虛幻等。所以，

Malone（1981）便曾指出遊戲的四大基本特質是：挑戰、虛幻、複雜、及控

制。Crookall, Oxford 及 Saunders（1987）認為遊戲的特質有：規則、策略、

目標、競爭/合作、及機會。Thornton 及 Cleveland（1990）認為遊戲的基本

特質是互動。Thomas 及 Macredie（1994）認為遊戲的核心特質是，遊戲裡

 玩 

 工作  休閒 

 非玩

愉
快 

不
愉
快

 外在目標  內在目標 

A 

(在工作中玩樂)

B 

(在休閒中玩樂) 

C 

(不是在工作中玩樂)

D 

(不是在休閒中玩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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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為不會造成真實世界的任何後果。Baranauskas, Neto, 及 Borges（1999）

認為遊戲的基本特質的挑戰與冒險。 

Garris, Ahlers, 及 Diskell（2002）歸納有關遊戲的相關文獻後，認為任

何一種型態的遊戲都具備有以下六種特性： 

1. 虛幻（Fantasy）：遊戲是一種脫離真實生活的活動，遊戲往往會牽涉

虛幻的情境、主題、或角色，且遊戲裡的活動對真實世界不會有任何

影響。 

2. 規則/目標（Rules/Goals）：雖然遊戲脫離了真實世界，但卻有著清楚

的規則、目標、與回饋支配著遊戲的進行。 

3. 感覺刺激（Sensory stimuli）：遊戲中會有真實世界中所沒有的新視覺

及聽覺刺激。 

4. 挑戰（Challenge）：遊戲裡有最理想的困難等級，且對於如何達成遊

戲目標是具有不確定性的。 

5. 神秘（Mystery）：遊戲具有神秘性，有最理想的資訊複雜等級，讓遊

戲者產生好奇心，想解開遊戲神秘的問題。 

6. 控制（Control）：遊戲者在遊戲中有管理、指揮、命令的能力與權力。 

    如今，隨著電腦科技的發展，數位遊戲也成為新型態的遊戲，且是目前

年輕人熱衷的休閒活動之ㄧ， Prensky（2001）認為電腦遊戲之所以迷人，是

因為它具有以下的特質： 

1. 數位遊戲是娛樂（Fun）的一種形式：它帶給人們歡樂和愉快。 

2. 數位遊戲是玩樂（Play）的一種形式：它使人熱情的參與。 

3. 數位遊戲有規則：它能給我們有結構性的事物。 

4. 數位遊戲有目標：它能給我們動機。 

5. 數位遊戲是互動的：它能給我們社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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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數位遊戲有結果與回饋：那能讓我們學習。 

7. 數位遊戲是適性的：它能給我帶來心理流的感受。 

8. 數位遊戲有獲得特定身心狀態：它能帶給我自我的滿足。 

9. 數位遊戲有衝突/競爭/挑戰/對抗：它能使我們興奮。 

10. 數位遊戲有問題解決：它能激發我門創造力。 

11. 數位遊戲有互動性：它能給我們社會的群體。 

12. 數位遊戲有敘述與故事：它能给我們情感。 

所以，正如 Prensky（2001）所歸納的，電腦遊戲確實也具備了 Garris 等

（2002）所謂的虛幻、規則、目標、新感官刺激、神秘、挑戰、及控制等特

質，同時，電腦遊戲也具備了過去一些學者對遊戲所描述的互動、競爭或合

作等特質。 

 

貳、數位遊戲的正反面價值 

事實上，過去已有許多學者正視了玩樂的價值，如在人類學、心理學或

教育等方面的研究都曾指出過，玩樂（play）對小孩及成人一生中的學習或社

會化扮演了一個很重要的角色（Blanchard & Cheska, 1985; Csikszentmihalyi, 

1990; Yawkey & Pellegrini, 1984）。Vygotsky（1976）認為玩樂是孩童構成抽象

思考的第一步，因為玩樂時常進行比日常生活中更複雜的活動，孩童可透過

與他人遊戲來學習，進而改善他的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數位遊戲屬於玩樂的一種活動，所以數位遊戲也同樣具有玩樂所帶來的

正面價值。同時，由於數位遊戲有明確的目標、規則、與複雜的問題挑戰，

所以數位遊戲比非遊戲性的玩樂有更多的正面價值。如有學者認為數位遊戲

能夠改善遊戲者手眼的協調及動作反應時間（McSwegin, Pemberton, & 

O’Banion, 1988; Silvern, 1986）。或是玩數位遊戲能改善遊戲者的空間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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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field, Brannon, & Lohr, 1994; McClurg & Chaille, 1987; Subrahmanyam 

& Greenfield, 1994）等。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玩數位遊戲可能造成沈迷、

暴力等影響身心方面的問題（Mitchell & Savill-Smith, 2004）。茲將常見的數

位遊戲之正反面價值整理如表 2.1 所示。 

表 2.1 數位遊戲的正反面價值 
價值 觀點 參考文獻 

1.促進學習。 Bos, 2001; Gee,2003; Oblinger, 2004; 

Prenskey, 2001 

2.改善手眼協調、動作靈巧、及

反應時間。 

Drew & Waters, 1986; McSwegin, Pemberton, 

& O’Banion, 1988; Silvern, 1986 

3.改善空間能力。 Greenfield, Brannon, & Lohr, 1994; McClurg 

& Chaille, 1987; Subrahmanyam & Greenfield, 

1994 

4.改善及增進友誼。 Fromme, 2003; Jones, 2003; Kolo & Baur, 

2004 

5.增進家人互動。 Mitchell’s, 1985 

6.增進電腦技能與素養。 Wilson, 2002; Ward, 2004  

7.增進自尊心。 Klein(1984) 

 

 

 

 

 

 

 

正面價值 

8.增進抽象、邏輯思考、問題解

決等高層次思考技能。 

Baird & Silvern, 1990; Silver, 1986; Sheff, 

1994  

1.導致成迷、成癮。 Griffiths & Hunt, 1998; Kandell, 1998 

2.導致身體上如：手、肩頸、眼

睛等健康問題。 

Emes, 1997; Kever, 2002 

3.導致暴力行為。 Anderson & Dill, 2000; Anderson & Bushman, 

2001; Anderson, 2004 

4.導致社會孤離。 Buchman & Funk, 1996; Roe & Muijs, 1998; 

Williams, 2004 

5.影響學業成績。 Anderson & Dill, 2000; Jones, 2003; Roe & 

Muijs, 1998;  

 

 

 

 

 

負面價值 

6.導致低自尊 Funk & Buchman, 1996; Roe & Muijs, 1998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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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線上遊戲的教育意義 

隨著個人電腦運算能力及圖形處理能力的進步，加上寬頻網路的普及，

一種新型態的電腦遊戲-多人線上遊戲（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Gaming, 

MMOG）逐漸為大眾所歡迎，這種新的電腦遊戲幾乎已取代傳統的個人單機

遊戲，成為時下年輕人風靡的一種休閒活動。 

線上遊戲的概念是起源於 MUD，MUD 是「多人地下城堡」 （ Multi-User 

Dungeon ）、「多人世界」（ Multi-User Dimension ）或「多人對話」 

（ Multiple-User Dialogue）的簡稱，指的是一個存在於網路、多人參與、使

用者可擴張的虛擬實境，其界面是以文字為主（Reid, 1995）。這種遊戲是屬

於一種角色扮演遊戲，遊戲中允許玩家依據不同的屬性（如：力量、智力、

敏捷）和不同的角色（如：勇士、牧師、僧侶）來建立屬於自己所扮演的角

色，而遊戲過程主要以互動的故事劇情和殺死怪獸來獲得更高的遊戲等級及

技能為中心（Yee, 2005）。 

MUD這種以文字為介面的多人線上遊戲在 70和 80年代風靡了許多的學

生與年輕人，而到了 90 年代，隨著個人電腦運算能力增強與網路科技的進

展，在 1997 年時出現了第一套以圖性化為介面的 MUD 遊戲—「網路創世紀」

（Ultima On-line）。這款遊戲被號稱為全球第一個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Massively Multi-Us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s, MMORPGs），它是一種可

以允許上千位的使用者在同一個時間上線及具有 3D 圖形介面的線上環境。第

二款 MMORPG 線上遊戲 Everquest 在 1999 年上市，且很快速的就擁有四十

萬人的支持，一直到 2004 年還是北美最熱門的線上遊戲之一（Yee, 2005）。 

一般而言，大多的線上遊戲使用者必須購買或下載特定的連線程式，並

付出遊戲連線使用費才能上線連接遊戲的伺服器，而使用者可以透過滑鼠來

操控一個虛擬人物（Avatar）在即時的 3D 圖形介面中與其他玩家或遊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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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玩家之間可透過鍵盤輸入文字來做即時的溝通與聊天，且大多數的遊

戲可以讓玩家設定自己所喜愛的虛擬人物角色之造型，如：性別、膚色、頭

髮、身高等。但是，玩家僅能從由遊戲所提供的數種遊戲角色或職業類型中

選擇一種來扮演，而每一種角色都有其優缺點，所以大多的線上遊戲都常被

設計成需要藉由不同角色的相互合作來達成目標。 

一般在線上遊戲初期，玩家所要達成目標都是很快速便可完成，但逐漸

地則需要花費越來越多的時間與努力，且大部分線上遊戲所要達成的遊戲目

標需要與其他玩家的合作或協助，而相互依賴或相互合作的玩家之間是彼此

受益的，例如在星際大戰的線上遊戲中，若扮演探測員的角色可在不同的星

球中確定化學或有用物質礦床的位置，為了得到這些資源，探測員可以向建

築師購買採礦裝置，或者可以選擇將礦床的資訊出售給礦工而不自己去採

礦。而若探測員選擇自行採礦，則可將所取得的資源行銷給工匠或製造業者，

因為他們需要這些資源來製作物品，而當戰鬥、醫療或流行飾品被製作出來

後，則可以銷售到市場給醫生或其他需要的人（Yee, 2005）。 

因此，在角色扮演的線上遊戲世界中，每一個玩家依據其所喜好扮演的

角色去追求自己所要完成的目標。他們有權可以殺死一條龍、食人魔、解救

即將死亡的人、圍攻一座城堡、獵殺食物、交易物品等，這種豐富又複雜的

環境減低了需要特定遊戲目標或故事路線的需求，各種冒險、故事、玩家的

合作互動都在此虛擬世界中產生。同時，線上遊戲是屬於一種持續不斷的遊

戲（Persistent-State Game），這種遊戲不用等人數到齊才能開始，而像真實

世界一樣持續在進行，隨玩家喜好來決定何時加入與何時退出（Prensky, 

2001），因而線上遊戲世界形成了一種新型態的虛擬社會網絡，也產生不同

的虛擬社會群體，如：有相互對抗的群體、有互助的群體、也有結盟的群體

等（Ye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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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ffiths 及 Davies （2002）指出，或許線上遊戲會比傳統的電腦遊戲來

得更具教育意義。Tsai, Yu 及 Hsiao（2007）認為線上遊戲可讓人主動參與、

合作、社會互動溝通、問題解決、反思等，正符合 Jonassen（2006）所謂的

建構式學習環境等特點。Bonk 及 Dennen（2005）則引用 Gee（2003）的理論，

認為線上遊戲有十種會促使人學習的原則（如表 2.2）。 

表 2.2 線上遊戲十種會促使人學習的原則 
原則 描述 

1.成就原則 學習者在遊戲的每一個等級、或不同技能的精熟過程，都能不斷

的得到獎勵 

2.輸入擴大原則 學習者在遊戲中只要投入很小的努力，卻能獲得很大的回饋或豐

富的經驗 

3.分散式的原則 學習者能在與其他學習者或遊戲環境、工具互動中發現成長與知

識 

4.身分認同原則 學習者能夠建立一個虛擬的身分，以致能反映到現實世界的身分

或是自己所渴望扮演的身分 

5.多元路線的原則 學習者能夠有一種以上的方法可以使遊戲進行下去，且能鼓勵學

習者做決策和問題解決 

6.練習原則 學習者能夠花很多時間去練習有興趣的遊戲裝置 

7.探測原則 學習者能被鼓勵從事假設建立、行動、探究等的循環 

8.心理社會暫停原則 學習者能夠在在人造的環境中冒險，且在此環境中能夠有降低真

實世界的意外後果 

9.能力制度原則 學習能去挑戰已超越他目前能力區間，但並不是那些不安全或根

本達不到的挑戰 

10.自覺的原則 學習者經由遊戲經驗能夠學習到有關環境與自己 

資料來源：Bonk 及 Dennen（2005） 

 

但事實上，目前有關線上遊戲對於遊戲者的認知與文化觀點的研究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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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Steinkuehler, 2004）。目前部分有關線上遊戲的研究主題是集中在調查

青少年或學生其使用線上遊戲的情形，如 Jones（2003）曾以 1162 位大學生

為樣本，研究指出有半數以上（56%）的學生曾經至少玩過一次線上遊戲。

Seay, Jerome, Lee, 及 Kraut（2004）也曾對 1800 位線上遊戲玩家進行調查，

發現 90%的玩家是男性且每星期玩 15-21 小時；而在玩線上遊戲的理由上，

20%是為了有趣，21%是為了遊戲角色的成長，15%則是為了與人做社會性的

接觸。Yee（2004）實際參與線上遊戲並以 4000 位的玩家做超過 20000 個的

調查，研究發現半數以上的玩家認為他們透過線上遊戲學習到有關調解衝突

及領導的技能，且約半數的玩家指出他們從遊戲中學習到說服的技能，和如

何激發群組的會員或教導忠誠。Steinkuehler（2003）則利用俗民誌的方法，

以參與式的觀察去研究線上遊戲的文化，她分析玩家討論或聊天的內容，將

玩家分為：新進者、新手、生手、合法參與者、老手、中心參與者、及專家，

中心的參與者或專家等級的玩家會使一些遊戲的專門術語，而那些熟於遊戲

中社會互動的玩家較能提供鷹架協助那些缺乏知識或技能的新進玩家。 

 

肆、數位遊戲式學習的意涵與成效 

如前述有關對遊戲的定義與特質探討，因遊戲是一種經常會牽涉冒險與

虛幻的裝置，且在規則的規範下互動競爭，並藉由技能去達成特定目標的一

種活動（Cruickshank & Teller, 1980），所以，遊戲被認為是一種會讓人主動

參與，能激發內在動機的活動（Malone, 1981）。因而有人開始研究是否能利

用遊戲來輔助學習，特別是輔助那些對在學校的數學或科學等課程失去興趣

的孩童（Randel et al., 1992），使得教育性遊戲（educational game）成為一種

利用遊戲能引起動機的優點來達成教育目的的遊戲。 

隨著科技的演進及數位遊戲的興起，電子式的教育遊戲也隨之產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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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來常見的數位遊戲式學習一詞，其實即電子式教育遊戲的同義詞。如

Prensky（2001）便認為數位遊戲式學習的前提是能將數位遊戲與教育內容作

結合，且能達成與傳統學習一樣好或更好的學習成果，所以數位遊戲式學習

即任何教育內容與電腦遊戲的緊密結合，亦可把它定義為在電腦或線上

（online）的任何教育性遊戲。而 Garris, Ahlers, 及 Diskell（2002）也認為遊

戲式學習即設計一個可以整合教學內容和遊戲特性的教育性遊戲，再藉由此

種遊戲的投入而達成某一特定的學習目標。換句話說，數位遊戲式學習就利

用內涵學習元素的教育性數位遊戲，來達成某一特定的學習成果，其主要的

目的是教育而不是娛樂。 

近來，數位遊戲式學習在教育科技領域中正逐漸的盛行（Becker, 2007），

且已有許多學者認為數位遊戲式學習正逐漸興起成為數位學習的新模式

（Aldrich, 2004; Squire, 2005）。Prensky（2001）認為數位遊戲式學習可行的

原因有三點： 

1. 首先是因為大部份的人都討厭學習，所以當學習在遊戲情境中進行

時，便提升了人們的投入（engagement）。 

2. 其次是互動的學習程序被採用。 

3. 最後則是將前面兩種元素放在一起。 

圖 2.3 是 Prensky（2001）運用如投入（engagement）與學習兩個向度來

說明為何數位遊戲式學習是可行的，他認為理想的數位遊戲式學習是屬於高

投入與高學習的活動，而傳統的數位學習（電腦化訓練）則大多屬於低投入

且低學習的活動。因此，數位遊戲式學習之所以逐漸受到數位學習的重視，

最主要的原因是數位遊戲式學習能引起學習者的參與動機，解決了傳統數位

學習無法吸引學習者投入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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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學習與投入的關係圖 

資料來源：Prensky（2001） 

雖然數位遊戲式學習看似十分理想，但數位遊戲式學習也曾遭受許多的

批評，如有人認為遊戲讓學習增加了趣味，但不適合做為教學用，僅適合作

為學習後的複習或增強物；或是認為數位遊戲式學習中的娛樂成分很高但教

育內容卻過少，並不值得花時間去設計或使用這樣的遊戲（Prensky, 2001）；

或如 Mitchell 及 Savill-Smith（2004）所指出的，遊戲的目標與學習的目標可

能不一致、遊戲可能分散學習的注意力、遊戲無法同時滿足男性與女性的喜

好、遊戲可能太容易或太難而減低學習動機、需花很長的時間去完成、或遊

戲可能會影響身心方面的健康問題等。 

同時，雖然過去許多學者宣稱利用數位遊戲式學習提升了學習者在數

學、科學、軍事等方面的表現（McDonald, 1993; Gopher, Weil, & Bareket, 1994; 

Whitehall & McFarlane, Sparrowhawk, & Heald, 2002），但其實數位遊戲式學

習的成效仍充滿不確定性。如 Pierfy（1977）曾評估 22 個模擬遊戲式學習的

研究，其中有 21 個研究採用記憶類型的紙筆知識測驗來評估模擬遊戲式學習

與傳統教學的學習成效差異，結果發現僅有 3 個研究認為模擬遊戲式學習的

知識測驗成績比傳統教學好，有 3 個研究認為傳統教學比較好，而高達 15 個

研究發現模擬遊戲式學習與傳統教學間沒有顯著差異；Randel 等（1992）從

68 個研究中探討數位遊戲式學習與傳統教室教學的學生表現，則發現 3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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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56%）沒有顯著差異，僅 22 個研究（32%）遊戲式學習的表現較好，3

（4%）個研究認為傳統教學比較好，有 5 個研究則是實驗控制有問題； Ricci 

等（1996）、O’Leary 等（2005）的研發現遊戲式學習與傳統教學的成效並沒

有顯著差異； Kuo（2007）的研究中也發現遊戲式學習與一般網路學習的成

效並沒有顯著差異。 

Hays（2005）從 48 篇有關教育性遊戲成效的研究中，發現有 12 篇研究

的教育性遊戲跟其他教學方法比較時是沒有成效差異的。僅有 17 篇研究指出

教育性遊戲式有助於學習的，但這其中有 7 篇，是沒有跟其他教學方法比較

的。Hays（2005）從這個研究中得到的結論是，雖然從這些實證研究中指出

一些遊戲對不同的學習者（如：國小、中學、大學、成人等），及不同的學

習任務（如：數學、電子學、經濟學等）上有學習成效，但這並不能讓我們

從單一的遊戲學習成效推論到所有的遊戲學習都是有成效的。他認為沒有證

據可以顯示，在所有學習情境下遊戲學習比其他教學法好，同時，建議有心

使用教學遊戲者，應該把教學遊戲當作支援教學目標的輔助或附屬物即可。 

 

伍、數位遊戲式學習的模式與設計 

Garris 等（2002）整合有關教育性遊戲的文獻並提出一個遊戲式學習模

式，他們認為在許多教育性遊戲的研究中都有一個隱藏的模式內含其中，這

個模式（如圖 2.4）是一個系統的模式。首先，整合教學的內容和遊戲的特性

而設計出一個教育性遊戲程式；其次是這個遊戲程式必須能引發一個學習循

環，包括能讓學習者判斷、執行任務、而系統作回饋的一個學習循環，且此

一循環能讓學習者感到快樂、並願意持續花時間在此一反覆學習循環中；最

後，持續參與此遊戲將達成某一訓練目標或特定的學習成果。Garris 等（2002）

的遊戲式學習模式說明了遊戲式學習是如何運作的，其實此模式也呼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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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nskey（2001）對數位遊戲式學習的定義，即數位遊戲式學習是指透過遊戲

與教育內容適當結合所形成的教育遊戲去達成特定的教育目標。 
 

 

 

 

 

 

圖 2.4 遊戲式學習模式 

資料來源：Garris, Ahlers, 及 Diskell（2002） 

Garris 等（2002）的遊戲式學習模式可以被作為設計教學遊戲的指引，

例如此模式中說明了，在一個教育性遊戲中，必須有一個能不斷引發學習的

任務或問題解決循環，讓學習者不斷的判斷與執行任務，且系統能不斷回饋。

意即，好的教育性遊戲的設計原則也應該如同好的商業遊戲設計一樣，必須

有好的學習鷹架促使學習者學習（Bos, 2001; Gee, 2003）。然而，此模式對於

如何將遊戲與教育內容結合等有關設計教育遊戲所應採取的步驟或細節，並

無法從此模式中得知。 

Pivec, Dziabenko, 及 Schinnerl（2003）認為欲設計一個成功的數位遊戲

式學習，遊戲的設計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步驟： 

1. 決定教學的方法。 

2. 在遊戲情境中安置任務。 

3. 連結遊戲與教學：詳細計畫細節。 

4. 合併基本的教學支援。 

5. 將學習活動規劃到遊戲介面的動作中。 

6. 將學習概念規劃到遊戲介面的物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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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nsky（2001）則認為教育遊戲設計的程序主要有三個步驟： 

一、先選擇一個迷人的遊戲的型態 

Prensky（2001）認為雖然我們都知道遊戲的基本元素有：規則、挑戰、

虛幻等，但具有這些元素的不見得就是個好遊戲，如有些教育遊戲雖然具備

了這些遊戲的要素但仍讓人覺得很無趣，因此，他認為可以參考常見且成功

的遊戲型態，如：動作、冒險、打鬥、解謎、角色扮演、模擬、運動、或策

略等類型的遊戲，來讓遊戲的重要元素，得以成功的、且能吸引人的顯示出

來。同時，Prensky（2001）認為在選擇遊戲型態時需考慮學習者的喜好、遊

戲經驗等，及參考學習內容的形式，表 2.3 是 Prensky（2001）所列不同的企

業教育訓練學習內容、學習活動，及其可相對應的數位遊戲類型。 

表 2.3 不同學習內容所適合的電腦遊戲式學習類型 
學習內容類別 例子 學習活動 可能的遊戲類型 
事實的知識 法律、政策、產品規格 發問、記憶、聯想、反

覆練習 
競爭性遊戲、卡片遊戲、

記憶的遊戲、動作或運動

性遊戲 
技能性知識 面試、銷售、操作機器、專

案管理 
模倣、訓練、持續練

習、增加挑戰 
角色扮演遊戲、冒險遊

戲、偵探遊戲 
判斷性知識 管理決策、時間的選擇、倫

理、招募 
案例評論、發問、練習

做選擇、回饋、練習 
角色扮演遊戲、偵探遊

戲、多人互動、冒險遊戲、

策略遊戲 
行為的知識 監督、自我控制、建立榜樣 模仿、回饋、訓練、練

習 
角色扮演遊戲 

理論的知識 行銷理論、學習理論 邏輯推理、實驗、發問 開放的模擬遊戲、建築遊

戲、建構遊戲、真實測試

遊戲 
推理的知識 策略思考、品質分析 問題、範例 解謎遊戲 
處理的知識 查核、策略建立 系統分析和重建、練習 策略遊戲、冒險遊戲、模

擬遊戲 
程序的知識 組裝、出納人員的合法程序 模倣、練習 限時的遊戲、反應的遊戲

創造性知識 發明、產品設計 玩、記憶 解謎遊戲、發明遊戲 
語言的知識 外國語言、商業或專業術語 模倣、持續練習、融入 角色扮演遊戲、反應遊

戲、卡片遊戲 
系統的知識 健康照顧、行銷 了解原則、分級任務 模擬遊戲 
觀察的知識 語氣、道德、效率、問題 觀察、回饋 專心的遊戲、冒險遊戲 
溝通的知識 適當的語言、時機選擇、介

入 
模倣、練習 角色扮演、反應遊戲 

資料來源：Prensky（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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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一個適合教學的互動學習型態。 

由於互動性是遊戲的重要元素，所以好的教學遊戲，必須讓學習過程具

有互動性，Prensky（2001）認為在非遊戲的情境，便有很多互動的學習型態

可以參考，他認為已經被運用在數位遊戲式學習的互動學習的方法有： 

1. 練習與回饋（practice and feedback; drill and practice） 

2. 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3. 目標導向學習（goal-oriented learning） 

4. 探索學習（discovery learning） 

5. 任務式學習（task-based learning） 

6. 問題式學習（question-based learning） 

7. 角色扮演（role playing） 

8. 教練式學習（Coaching） 

9. 建構式學習（constructivist learning） 

10. 加速學習（accelerated learning） 

11. 學習物件（learning object） 

12. 智慧型教學（intelligent tutoring） 

 

三、利用某些方法將前面二者結合在一起。 

Prensky（2001）認為設計教育性遊戲的藝術是如何整合遊戲與學習的部

分，然後讓學習者感覺像在在玩一個有趣的遊戲且達成學習目標。他認為並

沒有如烹飪書的解決方法來告訴你該如何整合遊戲與學習，而是需要高度的

創造思考才能辦到。Prensky（2001）舉出以下八種學習遊戲的類型，他認為

在考慮如何整合遊戲類型與學習內容時，所有的類型都值得考慮。 

1. 內在遊戲（intrinsic games）與外在遊戲（extrinsic games） 



- 29 - 

內在遊戲是指學習的內容與遊戲是有直接相關的，如飛行遊戲中，學習

開飛機的技巧正好與遊戲式相關的，相反地，外在遊戲即遊戲與學習內

容是不相關的，如常見機智問答，問答的題目可能跟遊戲的目的是沒有

相關的，好處是可以隨時更換學習內容 

2. 緊密連結遊戲（tightly linked games）與鬆連結遊戲（loosely linked 

games） 

緊密連結是指學習的內容是建構在遊戲中，如為了贏得遊戲或解決遊戲

的問題必須知道某些知識內容，而鬆連結遊戲是指學習內容跟遊戲是分

開的，如必須先跳離遊戲去學習某教材，再藉由連結回到遊戲中。 

3. 硬連結的遊戲（hard-wired gamed）與引擎、模版遊戲（engines and 

templates or shells） 

硬連結遊戲是指完全為了學習內容與遊戲合身打造的遊戲，以後無法重

新再利用此遊戲了。而引擎遊戲或模版遊戲則是遊戲中有一個特定的引

擎或模版，以後可利用此模版或引擎再設計出其他遊戲。 

4. 反思遊戲（reflective games）與動作遊戲（action games） 

反思遊戲是指在遊戲過程中可以停下來思考的遊戲，如角色扮演遊戲，

而動作遊戲則是指在遊戲過程中無法讓玩家暫時停下來思考的遊戲，

如：賽車遊戲。 

5. 同步遊戲（synchronous games）與非同步（asynchronous games）遊戲 

同步遊戲是指遊戲過程是所有玩家同時進行，不會因為某一位玩家暫停

遊戲而讓整個遊戲暫停下來，如線上角色扮演遊戲。而非同步遊戲則是

指遊戲過程不是所有玩家同步進行，某一位玩家暫停遊戲時，整個遊戲

會因而中斷下來，如：大富翁遊戲。 

6. 單人遊戲（single-player games）與多人遊戲（multiplayer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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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遊戲顧名思義即遊戲僅由一人參與，多人遊戲則為多人參與的遊戲。 

7. 有時間式的遊戲（ session-based games ）與持續狀態的遊戲

（persistent-state games） 

時間式的遊戲是指只要有人中斷遊戲，或是有人完成遊戲，遊戲便中斷。

反之，遊戲永遠不中斷，不管白天與黑夜遊戲都持續進行著的便稱為持

續狀態的遊戲，如目前的線上角色扮演遊戲均屬於持續狀態的遊戲。 

8. 影音式遊戲（video-based games）與動畫式遊戲（animation-based 

games） 

影音式遊戲是指遊戲中的人物角色是用真實的影音人物來扮演的，而動

畫遊戲則是指遊戲中的人物角色是用動畫來扮演。 

     

陸、本節結語 

本節從玩樂的特性探討起，進而探討到遊戲及數位遊戲的特性，目的在

幫助本研究瞭解數位遊戲的特質，讓本研究在設計教育性遊戲時，也能確實

表現出遊戲應有的虛幻、目標、挑戰、競爭等特質。其次，本節也對數位遊

戲式學習的模式與設計方法進行探討，以瞭解如何設計教育性的遊戲，使本

研究最終採用 Garris 等（2002）的遊戲式學習模式來作為設計線上遊戲式學

習的參考模式，而在線上遊戲式學習系統的設計上，則參考 Prensky（2001）

的教育遊戲之設計程序，先選擇角色扮演遊戲來作為主要的遊戲類型，再選

擇練習與回饋、任務式學習來作互動學習的型態，之後則利用「超級外送王」

遊戲來將角色扮演遊戲與任務式互動學習型態相結合，成為符合外在遊戲、

鬆連結及緊密連結等學習遊戲類型的一個線上遊戲式學習系統。此外，本節

所探討過去有關數位遊戲式學習的成效，可作為檢驗本研究所設計線上遊戲

式學習系統之學習成效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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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習遷移的探討 

本節主要先從學習遷移的定義與分類探討起，接著探討有關新舊不同觀

點的學習遷移研究典範差異，最後則整理有關影響學習遷移的因素。 

壹、學習遷移的定義與分類 

學習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又稱為訓練遷移（transfer of training），廣

義而言，它被定義為將某一個情境所學到知識或技能應用到新情境上的一種

現象（Cormier & Hagman, 1987; Reed, 1993; Singley & Anderson, 1989）。至

今，無論任何一個層級或領域，實施教育或訓練的目的，都是希望學生在未

來能產生學習的遷移，例如希望學生在學會數學課程後，能處理日常生活中

購物的問題；希望學生在學會語文課程後，能閱讀各種書報雜誌以瞭解新知

時事；希望學生在學會初級的課程後，能應用在未來進階的課程上；或希望

員工在接受教育訓練課程後，能應用在未來工作上。換言之，學習遷移可被

視為教育的終極目標（De Corte, 2003; McKeough, Lupart, & Marini,1995）。 

學習遷移一詞也常視新問題解決情境與舊學習情境間的相似程度，區分

為近遷移（near transfer）與遠遷移（far transfer） （Perkins & Salomon, 1994）。

近遷移被定義為發生在兩種相類似情境下（Gick & Holyoak, 1987; Gielen, 

1995; Tannenbaum & Yukl,1992）。例如，一位技術人員被訓練如何更換電腦的

硬碟，往後能成功的更換同一廠牌的硬碟；或學生學會數學百分比的概念後，

能解決課本的相類似習題，則可稱此現象為近遷移的行為（Shank, 2004）。而

遠遷移則是指在兩種極不相同的情境下所發生的遷移（Gick & Holyoak, 1987; 

Gielen, 1995; Tannenbaum & Yukl,1992）。例如，學生學完百分比的數學概念

後，進而能解決在日常生活工作或商店中所遇到的百分比問題；或如一位棋

士將下棋的策略應用在投資或政治的競選上，此種將過去所學，成功應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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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不相似的新情境上，則可稱為遠遷移的現象（Perkins & Salomon, 1994）。

因此，近遷移通常指例行性（routine）、一致性的問題解決，只要照著原學習

的作法，不用過多的思索便可解決的問題，而遠遷移則多屬於非例行的問題

解決行為，其行為須表現出較複雜的分析與判斷（Shank, 2004）。由於學校的

教育不可能將學生未來生活可能遇到的問題全傳授，所以學校教育的目的，

其實是希望學生在將來能藉由遠遷移解決問題，或透過遠遷移來終身學習。

所以，狹義而言，遠遷移才是教育的終極目標，且一直也是有關學習遷移研

究持續在努力探討的方向。 

學習遷移的概念除了有近遷移與遠遷移之分，在許多有關學習遷移的文

獻中，也曾出現許多跟近遷移與遠遷移相同觀點但不同的分類方法。Gagne

（1970）將學習遷移區分為水平遷移（lateral transfer）與垂直遷移（vertical 

transfer）。水平遷移發生在知識被遷移到相同的困難等級上，且在遷移過程不

需要學習新的知識元素；而垂直遷移則指需要將知識從低層次困難的任務遷

移到高層次困難的任務上，且在遷移過程需要產生新的知識元素（Gagne, 

1970）。因此，水平遷移與近遷移的觀點一致，垂直遷移則相似於遠遷移的觀

點。 

Salomon 及 Perkins（1989）為了探討學習遷移的爭論，提出了低階遷移

（low road transfer）與高階遷移（high road transfer）。低階遷移發生在舊的學

習情境和新的的問題情境相似的情況下，學習者能應用先前所學的問題解決

程序去解決問題；高階遷移的發生則需要更多的挑戰，因為它需要學習者透

過反思、後設認知等去建構新的問題解決方法。因此，低階遷移相似於近遷

移的觀點，高階遷移則相似於遠遷移的觀點。 

Bransford 及 Schwartz（1999）也是為了探討學習遷移的爭論，提出了隔

離式的問題解決（sequestered problem solving, SPS）與為未來學習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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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for future learning, PFL）的兩種學習遷移觀點。他們認為 SPS 的

學習遷移觀點，重視學習者能否在無學習資源的情況下，直接應用所學解決

新情境問題，且認為此種觀點是造成找不到學習遷移證據的原因；而 PFL 的

學習遷移觀點，則強調學習者能否應用學習資源去學習解決新情境的問題。

因此，SPS 的觀點相似於近遷移，因為它沒有考慮到學習者需透過學習去解

決新情境問題，PFL 則相似於遠遷移，重視學習者需要建構新的知識去解決

新情境問題的過程。 

DiSessa 及 Wanger（2005）提出 A 級遷移（Class A）和 C 級遷移（Class 

C）。A 級遷移發生在學習者應用已準備好（well prepared）的知識在新問題情

境上；而 C 級遷移則指未準備好（unprepared）的學習者應用先前知識去建構

新的知識。因此，A 級遷移相似於近遷移的觀點，C 級遷移則相似於遠遷移

的觀點。 

Schwartz, Bransford 及 Sears（2005）建議學習時應該同時重視效能

（efficiency）與創新（innovation）的兩種遷移。效能的遷移是指，學習者快

速的回想和應用他們的知識去解決新情境問題的能力；而創新的遷移是指學

習者重新建構知識與思想去創新解決新情境問題的能力。因此，效能與創新

的遷移分別相似於近遷移與遠遷移的觀點。 

綜合前述各種不同學習遷移的分類，我們可發現各種學習遷移的觀點或

見解，大致均依照新舊情境的相似程度，或在解決新情境問題時，是否需要

學習建構新知識等原則來加以分類的。若新問題情境與舊學習知識相似，且

不需在解決問題過程重新學習、判斷、組織或思考，可運用過去的問題解決

程序便可解決新問題者，此類均與近遷移的觀點相似；反之，若新問題情境

與舊學習情境差異很大，且為了解決新問題，需要進一步學習、思考、組織

新的問題解決方法者，此類的學習遷移觀點則與遠遷移的觀點相似。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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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近遷移、遠遷移為基礎，將與其相似的學習遷移觀點所做的分類彙整。 

表 2.4 學習遷移的分類 
提出者 與近遷移相似的觀點 與遠遷移相似的觀點 

Gagne（1970） 水平遷移（lateral transfer） 垂直遷移（vertical transfer）

Salomon 及 Perkins（1989） 低階遷移（low road 

transfer） 

高階遷移（high road 

transfer） 

Bransford 及 Schwartz

（1999） 

隔離式的問題解決

（sequestered problem 

solving, SPS） 

為未來學習準備

（preparation for future, 

PFL） 

DiSessa 及 Wanger（2005） A 級遷移（Class A） C 級遷移（Class C） 

Schwartz, Bransford 及 

Sears（2005） 

效能（efficiency） 創新（innovation）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貳、學習遷移的研究 

有關學習遷移的研究可追溯至上個世紀，從 1901 年的 Thorndike 和

Woodworth 起，陸續有許多有關學習遷移的研究與理論被發展出來，但事實

上，學習遷移的研究卻是爭議不斷。因為許多有關學習遷移的實證研究都得

到失敗的結果，特別是在有關遠遷移的研究上（Gick & Holyoak, 1980; Reed, 

Ernst, & Banerji, 1974），如 Detterman（1993）便認為學習遷移的證據比火山

爆發的機率還低；但另一方面又有人認為學習遷移無所不在（Bereiter, 1995；

Dyson, 1999）。 

近年來，Bransford 及 Schwartz（1999）對於學習遷移研究提出新的觀點，

認為過去有關學習遷移的研究都是使用同一種研究的典範，即先讓學習者學

習後，再讓學習者接受所謂的「隔離的問題解決（sequestered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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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他們認為這就是為何過去會找不到學習遷移證據的原因，且把這種研

究典範稱為「直接應用的遷移理論（direct-application theory of transfer, DA 

theory of transfer）」。因此，Bransford 及 Schwartz（1999）提出另一種學習遷

移的觀點，強調所謂「為未來學習準備（preparation for future learning, PFL）」，

來作為學習遷移研究的新觀點，他們認為學習遷移不應該評量學習者能否在

毫無支援的情境下，解決新問題的能力，而是該檢驗學習者在有學習資源的

環境下，如何學習解決新問題的能力。意即，學習者當下學習所獲得的知識，

不是為了未來能直接應用在新情境中，而是為了未來面對新情境的學習準備。 

Hatano 和 Greeno（1999）也提出與 Bransford 及 Schwartz（1999）相同

的看法，強調學習遷移應更注重社會文化的觀點。他們批評傳統的學習遷移

模式將知識視為個人的靜態資產，且採用了不適當的標準來衡量所謂成功的

學習遷移，忽略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或其他學習資源可能對學習遷移表現

的影響。De Corte（2003）也贊同 PFL 的觀點，認為傳統學習遷移的標準太

過狹隘，忽視了學習的主動、建構、互動、與情境化的特性，而認為應將學

習遷移視為把所學的知識、技能、與動機在新的情境與學習任務上作有效的

使用。 

Schwartz 等（2005）認為學習遷移應包含兩種狀況，一種是「向外遷移

（transfer out）」，另一種是「向內遷移（transfer in）」。其中，向外遷移是指學

習者學習某項知識後，應用這些知識去解決新問題的情況；而向內遷移則是

指學習者學習某項知識後，應用這些知識去學習新知識的情況。他們認為過

去研究之所以很難得到遠遷移的證據，是因為大多僅強調向外的遷移，而有

些研究卻認為學習遷移無所不在的，則是因為僅強調向內遷移的觀點。所以，

在評量學習遷移時，應能同時強調此兩種不同的遷移，且若能同時注重向內

與向外的遷移，更能顯示出某種學習策略所隱藏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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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rtz 及 Martin（2004）的研究實際驗證了上述的觀點，他們設計了

一個實驗來比較此兩種學習遷移觀點的差異，結果顯示唯有同時注重向內與

向外的遷移，才能顯示出真正的學習成效，圖 2.5 與圖 2.6 是他們所採取的兩

種實驗設計。圖 2.5 表示採向外遷移觀點的實驗設計（亦即 SPS 的評量方法），

先讓兩組不同的學習者接受兩種不同的學習活動，但學習相同的知識，之後

共同接受一個隔離式的學習遷移問題測驗，由於過去許多學習遷移的研究都

採用此方法，所以他們將此設計稱為標準遷移典範（ standard transfer 

paradigm）。圖 2.6 則表示同時注重向外與向內遷移觀點的研究設計（亦即採

PFL 的觀點），先讓兩組不同的學習者，接受兩種不同的學習活動去學習相同

的知識，但之後給予兩組同樣的學習資源，讓其主動應用此學習資源學習，

並去解決學習遷移問題測驗。由於圖 2.6 這種設計讓學習者同時經歷了向內

與向外的遷移，所以作者把它取名為雙重遷移典範（Double transfer 

paradigm）。研究結果發現，接受標準遷移典範的學習者間，在學習遷移測驗

的表現上並無顯著差異，但接受雙重遷移典範的學習者，其學習遷移測驗的

表現卻達顯著差異。這表示當採新的學習遷移觀點，同時注重向內與向外的

遷移時，便能顯示出學習遷移能力的差異，也能顯示出何種學習活動較有助

於促進學習遷移的表現。 

 

 

 

 

 

圖 2.5 標準遷移典範        　    　 　 圖 2.6 雙重遷移典範 

資料來源：Schwartz 及 Martin （2004）   資料來源：Schwartz 及 Martin （2004） 

學習活動 A 學習活動 B 

學習遷移問題 

學習活動 A 學習活動 B 

學習遷移問題 

共同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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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關評估學習活動的成效，除了許多研究常用的記憶測驗可評量

學習者是否學習到知識外，評量學習者能否學習遷移也是可行的方法。同時，

藉由近來有關新學習遷移觀點的探討與實證，我們可以發現採用新觀點的學

習遷移評量方法，似乎比舊觀點的方法更能合理的評量到學習者學習遷移表

現。雖然，目前對於何種觀點的評量方法較正確並沒有定論，但若在評量學

習遷移表示時，能同時兼顧此兩種觀點，應更能檢驗出學習遷移表現的差異，

而這就好比近來建構式學習評量所強調的，應同時注重「靜態評量」與「動

態評量」是同樣的道理。 

 
參、影響學習遷移的因素 

Mayer（1998）指出大部分學生在例行性的問題（routine problems）解決

表現較好，例如他們能解決那些已經學過的、相似的數學問題，但在非例行

性的問題（nonroutine problems）表現上卻是失敗的，例如無法解決那些不像

他們曾學過的數學問題，意即，學生在遠遷移測驗（transfer test）的表現較差。

如果教育的目標是在促使學習的遷移，如此的學習現象（pattern）確實是教

育的嚴重挑戰。 

Mayer（1998）指出雖然我們已經瞭解利用反覆練習（drill and practice）

的教學方法可以成功促使例行性問題的解決，但我們仍無法瞭解如何促使非

例行性問題的解決。因此，Mayer（1998）從過去一些問題解決相關的研究中，

歸納得到三種影響成功問題解決遷移（problem solving transfer）的技能

（skill）： 

1. 認知技能：即學生若要成功的問題解決遷移，必須要有特定的知識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例如學生若要解決平行四邊形面積的問

題，必須先有能力確認平行四邊形的長和高，及需具備有乘法的認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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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2. 後設認知技能：擁有基本的認知技能並不保證能解決非例行性的問題，

因為學生必須知道何時該使用此認知技能，因此第二項影響問題解決遷

移的技能是控制和監督認知程序的能力，即後設認知能力（metaskill）。

Mayer（1998）認為促進後設認知技能的方法是讓學生多在問題解決情境

中練習，尤其是真實的問題解決情境，單靠反覆練習是無法訓練後設認

知能力的。 

3. 動機技能：Mayer（1998）認為要促進學生問題解決遷移能力的教學，若

只聚焦在認知與後設認知技能上，便忽略了問題解決者對問題的情感與

興趣。因此他認為第三項影響問題解決遷移的技能是問題解決者的意願

（will），即動機的技能（motivational skill）。Mayer（1998）認為動機的

技能包括興趣、自我效能等動機的技能，若以興趣為基礎去學習的人，

或是較有自信的人，更能成功的解決問題。 

Bransford及Brown（1999）認為影響人們學習遷移能力的因素有以下幾點： 

1. 最初所學習到知識的數量是學習遷移的關鍵因素。例如學生在數學課所

學到的知識量愈多，越能在解決數學相關問題時能獲得遷移。 

2. 學習理解所花的時間是影響學習遷移的另一個因素。例如學生若能深入

的學習一個概念，將愈有可能把所學的概念遷移到其他情境。 

3. 多樣的學習情境也是重要的因素。如果學生能在多樣的學習情境中學習

某種概念，他們將較有可能建構出抽象的知識表徵，並遷移這些抽象表

徵到其他問題上。 

4. 頻繁的回饋也可促進學習遷移。例如提供學生與先前學習的對照案例

（contrasting case），將可能幫助學生意識到之前學習所忽視的地方，了

解到所學的知識如何應用到新情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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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後設認知的教學方法可幫助學習的遷移。例如在學習時要求學生反思自

己的學習過程，思考在學習時需要什麼幫助、受到什麼阻礙等，如此可

幫助學生將知識遷移到新的情境。 

Fox（1994）認為除了知識與技能的教授方法及學習方法會影響到學習遷

移外，學習活動前與學習活動後的某些因素也會影響到學習的遷移，例如學

習者的興趣會影響到學習與遷移，所以他認為在進行學習遷移的研究前應先

確認學習者的特質（如：學習者所參加的是必修的課程或是自願的學習活

動），且評估學習者的需求與動機。 

Macaulay 及 Cree（1995）認為學習遷移牽涉三個基本元素：學習者、

學習任務、和情境。他們認為學習者的能力差異會影響到學習的遷移，如學

習者的認知基模強健與否是能否進行學習遷移的關鍵。同時，學習的教學的

材料與練習的問題任務是否能多元，或與真實情境相結合也是學習遷移成功

的關鍵。 

綜合前述學者們的論述，影響問題解決遷移可能的因素是，學習者的知

識、技能與態度，及學習的任務與情境。學習者包括必須擁有解決該遷移問

題的基本知識，及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知道何時使用該知識，並有效的計

畫、監督與評估整個問題解決的過程，同時能對問題解決充滿自信與興趣。

而學習的任務與情境，即教學的策略與方法也會影響學習遷移，如 Shank 

（2004）認為改善學習遷移的教學策略有以下幾種： 

1. 提供和應用情境相似的學習情境。 

2. 提供廣泛的練習：例行性的技能可透過重複與廣泛的練習。 

3. 提供多元的練習情境。 

4. 教導有關後設認知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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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節結語 

本節從學習遷移的定義與分類探討起，從過去的相關文獻探討，可以讓

我們瞭解常見的近遷移與遠遷移之兩種學習遷移是如何定義的，且認識其他

不同的學習遷移觀點與近遷移及遠遷移觀點的相似之處，透過這樣的探討，

可作為本研究在設計近遷移與遠遷移測驗問題的重要參考依據。其次，透過

有關不同學習遷移研究典範的探討，可讓我們瞭解到新觀點的學習遷移評量

方法似乎更能顯示出兩種不同學習策略的學習成效，所以，新觀點的學習遷

移評量方法是本研究在進行遠遷移評量時的方法之一。再者，有關影響學習

遷移因素的探討，是本研究在探討有關影響學習者知識遷移因素的參考依

據，也是本研究實驗二篩選研究對象的重要參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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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學習系統發展 

本研究為了探討遊戲式學習與一般網頁式在知識獲取與學習遷移成效上

的差異，故分別建置了線上遊戲式學習系統與網頁式學習系統。本章分兩節，

分別針對此兩個學習系統的設計理念與系統功能等作詳細的說明。 

第一節 線上遊戲式學習系統 

本節分別對本研究所建置的線上遊戲式學習系統之「學習目標與設計理

念」、「開發工具與系統架構」、及「系統功能」等進行說明。 

壹、學習目標與設計理念 

一、學習目標 

由於數位遊戲式學習逐漸受到重視，但在數位遊戲式學習的成效仍充滿

不確定性，且線上遊戲與數位學習結合仍不常見的情況下，本研究嘗試建置

一個線上遊戲式學習的環境，去探討線上遊戲式學習所可能帶來的潛能。 

隨著近來石油價格不斷上漲，及全球暖化亦日益嚴重的情況下，如何節

約能能源，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很值得讓孩童瞭解的知識與概念。而

有關節約能源及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節約用電則是一個可行的方式。由

於目前國小的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中有許多跟電有關的單元，如康軒版在四

年級下學期有通電的玩具單元，六年級上學期有電磁作用單元，所以若在國

小階段實施有關節約用電的課程應該是可行的，因而本研究選定「省電與節

能」作為遊戲式學習的主題。 

在有關如何節約用電的學習主題中，最重要的就是必須瞭解日常生活中

哪些電器是屬於高耗電量，進而能節約用電。而電器的耗電量跟電功率有關，

且也會影響到電費的支出，所以，電功率及電費計算的是屬於如何節約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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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要的知識概念。由於電功率及電費計算概念，並不屬於國小自然與生活

科技領域的學習範圍，但因為電功率、能源、及時間三者的關係，與國小六

年級數學課程中的速率、距離、及時間三者的關係十分類似，且跟六年級數

學課程中的比值概念相關，所以，電功率的概念在國小六年級學生能力是可

以接受的範圍。因此，本研究便將電功率及電費計算的概念設定為此數位學

習活動中重要的學習概念。 

在考量學生的能力範圍，再加上本研究僅實作一個簡單的教育性線上遊

戲來發掘其成效與潛能的情況下，本研究的遊戲式學習活動，主要希望學生

能透過電與能源的基本概念認識，及進一步瞭解電功率與電費計算的概念

後，能學習到如何在生活中節約用電。因此，主要學習目標及細部的學習項

目如下所示： 

（一）電與能源的知識 

1. 介紹什麼是電 

2. 介紹什麼是能源 

3. 介紹什麼是導體與絕緣體 

4. 介紹什麼是再生能源與非再生能源 

5. 介紹目前電的生產方式 

6. 介紹用電的安全行為 

（二）省電與節能 

1. 介紹何謂電能、電能的單位 

2. 介紹什麼是電功率、電功率的單位 

3. 介紹電能的計算方法 

4. 介紹電費的單位與計算方法 

5. 介紹節約用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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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理念 

本研究在參考文獻探討的結果後，以 Garris 等（2002）的遊戲式學習模

式（如圖 3.1 所示）作為本研究之遊戲式學習的參考模式。意即，本研究的

遊戲式學習之運作，是透過整合有關電功率、電費等的學習內容和線上遊戲

的特性後，形成一個教育性的線上遊戲，再藉由此遊戲讓學習者愉快的不斷

進行判斷、執行任務、而系統作回饋之學習循環，去達成學習有關省電與節

能主題的目標。 

 

 

 

 

 

圖 3.1 遊戲式學習模式 

資料來源：Garris, Ahlers, 及 Diskell（2002） 

而在如何整合學習內容與遊戲特性以形成一個教育性線上遊戲方面，本

研究參考 Prensky（2001）的教育遊戲設計程序： 

1. 先選擇一個迷人的遊戲的型態。 

2. 選擇一個適合教學的互動學習型態。 

3. 利用某些方法將前面二者結合在一起。 

於是，首先在選擇遊戲型態上，本研究參考 Prensky（2001）的建議，考

慮學習者的喜好及學習內容的形式，由於本研究的所設定的學習內容中，有

一部分屬於事實的知識內容，如：何謂電、能源、電功率等，根據 Prensky 

（2001）的建議（如表 2.3 所示），適合競爭性遊戲、卡片遊戲、記憶的遊

戲、及動作或運動性遊戲類型。而有另一部分的學習內容是偏向於技能性的

教學的內容 

遊戲的特性 

學習者判斷 

系統回饋 學習者執行 

學習成果  

輸入 處理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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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內容，如電能的計算、電費的計算等數學運算技能，根據 Prensky （2001）

的建議（如表 2.3 所示），適合角色扮演遊戲、冒險遊戲、及偵探遊戲等。

同時，由於至今年輕人所喜歡的線上遊戲類型，如「天堂」、「金庸群俠傳」、

「石器時代」等，大都是屬於線上角色扮演遊戲。因此，本研究選擇角色扮

演遊戲型態來符合學生的喜好及技能性知識內容的需求，同時再加上競爭性

遊戲來符合事實性知識內容的需求，因此，最終之選擇是以競爭性的角色扮

演遊戲，來作為本研究之教育性線上遊戲的遊戲型態。 

其次，有關選擇互動性的學習型態方面，Prensky（2001）建議了如：練

習與回饋、做中學、任務式學習等 12 種的互動性學習方法。本研究首先參考

Prensky（2001）的建議（如表 2.3 所示），屬於事實知識內容方面，適合發

問、記憶、聯想、及反覆練習等的學習活動，屬於技能知識內容方面，則適

合模倣、訓練、持續練習、及增加挑戰等的活動。因此，本研究選擇練習與

回饋（drill and practice）來作為事實知識內容的互動學習方法，藉由發問的

方式來讓學生反覆學習有關電與能源的知識，同時，選擇任務式學習

（task-based learning）來作為技能知識內容的互動學習方法，藉由持續的任

務挑戰，來練習有關電能與電費的計算。 

最後，本研究嘗試將選定的競爭性角色扮演遊戲類型，與任務式及問答

反覆練習的互動學習方式相結合，建構出一個小型的多人線上遊戲-「超級外

送王」。該遊戲將故事背景虛設在 2050 年發生石油耗盡的年代，玩家必須扮

演快餐店的外送員，騎乘電動機車在城市中不斷地接受外送食物任務，目的

是與線上的其他玩家競爭，看誰完成最多的外送任物，成為超級的外送王。 

由於此遊戲參考部分角色扮演的機制，讓玩家可以修改機車的設定，並

可依積分提升成不同等級的外送員，故符合本研究所設定的競爭性角色扮演

遊戲類型。同時，在遊戲中融入任務式學習及反覆問答的互動學習機制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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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玩家學習，如玩家透過不斷地完成任務，可以不斷學習如何行走最短的路

線以節約用電，及如何計算電費，以好讓機車電力耗盡時進行充電，且在遊

戲中的幾個重要任務路線，設計了收費站的機制來挑戰玩家，玩家必須一再

地接受有關電與能源的隨機選擇題挑戰，以避免被扣除遊戲的金錢值，藉此

來讓玩家反覆學習電與能源的知識。因而此遊戲的設計符合當初參考 Prensky

（2001）之建議，達成將競爭性角色扮演遊戲類型，與任務式及問答反覆練

習的互動學習方式之結合。 

再者，超級外送王遊戲之模式也確實符合 Garris 等（2002）的遊戲式學

習模式。圖 3.2 是此遊戲的進行模式，遊戲一開始是當遊戲參與者選擇或確

認自己所扮演的外送員角色後，必須先操控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遊戲的虛

擬環境中找到外送店，並接受隨機指派的外送任務，接下來，遊戲參與者必

須判斷外送任務的所在位置，設法移動所操控的機車，尋找到外送任務目標，

完成外送任務後，便可獲得金錢的獎勵，之後，為了與線上的玩家競爭誰能

完成最多的外送任務，遊戲參與者便需再回到外送店接受下一個任務，如此

反覆的進行，形成如 Garris 等（2002）的遊戲式學習模式中處理階段之不斷

引發學習者判斷、執行、與系統回饋之循環。 

同時，遊戲參與者在不斷地完成任務過程中，也將不斷遭遇機車沒電或

機智問答之阻礙，因而如圖 3.2 所示，遊戲參與者除了不斷要進行主要遊戲

目的之外送任務循環外，也將隨時為了解決機車充電及機智問答，不斷進行

另外兩個學習者判斷、執行與系統回饋之循環。這兩個在遊戲過程中會不斷

出現的考驗，增加了遊戲的挑戰性，讓遊戲不再只是單純的反覆外送食物，

且此兩項考驗也成為此遊戲主要引發學習的重要機制，因為它可促使遊戲參

與者為了解決問題去學習電費計算等電相關的知識，並藉由反覆的解決問題

來增強知識的記憶或運算技能之熟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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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超級外送王的遊戲模式 

此外，根據 Prensky（2001）所分類的八種學習遊戲類型，本研究所設計

出的教育遊戲，基本上是一個外在遊戲（extrinsic games），因為學習如何外

送食物並非主要的學習目的。而若根據學習教材與遊戲的結合方式，則部分

屬於緊密連結（tightly linked）的學習遊戲類型，部分屬於鬆連結（loosely 

linked）的學習遊戲類型，如玩家在遊戲過程中，藉由機車移動時的耗電過程，

便可體驗到電功率的意義，或是為了補充機車的電量，進而學習到電費計算

的知識，即屬於緊密連結的學習遊戲類型，而如在遊戲介面中（初探實驗）

提供了省電與節能網頁教材的連結，讓玩家也可暫時跳離遊戲去瀏覽這些教

材，即屬於鬆連結的學習遊戲類型。其次，由於超級外送王是藉由DimensioneX

遊戲引擎所設計，屬於 Prensky（2001）所認為的引擎遊戲類型。此外，此遊

戲可多人同步進行的遊戲，不會因為某一位玩家暫停遊戲而讓整個遊戲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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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來，故屬於同步遊戲、多人遊戲的學習遊戲類型。最後，因為整個遊戲過

程可以讓每一個玩家隨時暫停下來思考下一步的遊戲策略，故亦屬於反思的

學習遊戲類型。表 3.1 顯示本研究之教育遊戲所歸屬的學習遊戲類型。 

表 3.1 本研究所設計之教育性線上遊戲所歸屬的學習遊戲類型 
Prensky（2001）的八種學習遊戲類型 超級外送王遊戲所歸屬的類型 

1. 內在遊戲/外在遊戲 外在遊戲 

2. 緊密連結遊戲/鬆連結遊戲 部分是緊密連結遊戲、部分是鬆連結遊戲 

3. 硬連結的遊戲/引擎遊戲/模版遊戲 引擎遊戲 

4. 反思遊戲/動作遊戲 反思遊戲 

5. 同步遊戲/非同步遊戲 同步遊戲 

6. 單人遊戲/多人遊戲 多人遊戲 

7. 有時間限制的遊戲/持續狀態的遊戲 持續狀態的遊戲 

8. 影音式遊戲/動畫遊戲 動畫遊戲 

 
貳、開發工具與系統架構 

一、開發工具 

本研究以義大利作者 Cristiano Leoni 所開發的一套線上遊戲引擎

Dimensione X，來實現所構想的教育性線上遊戲。DimensioneX 是一個免費、

開放原始程式碼（open source）的多人線上遊戲引擎，此遊戲引擎已經幫遊

戲開發者完成了遊戲的核心程式，如線上訊息如何即時傳遞，如何移動角色

等功能，都已經內含於遊戲引擎中，遊戲設計者只要遵循其開發手冊上的腳

本式（Script）程式語法設計，便可以很快速的完成一個簡單的多人線上遊戲。 

因此，本研究的線上遊戲式學習系統之開發工具，主要有： 

1. Dimensione X 遊戲引擎 

2. UltraEdit 文書編輯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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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hotoshop 繪圖軟體 

4. DimensioneX 的遊戲發展參考手冊 

由於 DimensioneX 式的線上遊戲程式設計工具，僅需要能夠將 Script 程

式文件轉成 UTF-8 格式的文字編輯軟體即可，所以本研究採用 UltraEdit 作為

程式撰寫編輯工具。其次是 DimensioneX 式的線上遊戲需要自行設計遊戲場

景圖片及遊戲中的人物與道具等圖片，本研究主要透過網路的圖庫公司

（animationfactory.com）取得有版權的圖片後，再藉由 Photoshop 軟體來進行

遊戲圖片的編修。 

DimensioneX 式的線上遊戲程式設計語法有一定格式，必須參考其開發

手冊上之說明，其程式設計採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的觀念，如圖 3.3

是 DimensioneX 遊戲引擎中遊戲開發者可繼承的物件類別階層關係圖。 

 

 

 

 

 

 

圖 3.3 DimensioneX 遊戲引擎中可程式化的物件類別階層關係圖 

資料來源：Leoni（2007） 

這些物件都有其特定的屬性設定，或是共通的屬性設定，遊戲開發者可

以透過簡單的 Script 語法，即可將自己想要設定的遊戲物件建構起來。例如

在遊戲物件（Game Object）中的 Room 物件，是設定遊戲場景的物件，透過

如圖 3.4 簡易的 Script 語法，便可將某一遊戲場景畫面的物件建構起來，並設

定好其屬性。如這段 Script 語法是宣告建立一個名為 park 的 Room 物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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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其 name、description、及 image 的屬性值，如此我們便建立起一個名為

「公園」的遊戲場景，場景中以「好漂亮的公園」作為文字說明，並以「abc.jpg」

作為場景的圖片。而再經由 Link 物件的宣告，便可設定公園場景出現在遊戲

中的順序。 
ROOMS 

ROOM  
      NAME     公園 
      DESCRIPTION    好漂亮的公園 
      IMAGE     abc.jpg  
END_ROOMS 

圖 3.4 DimensioneX 的建立遊戲物件語法示例 

而為了讓遊戲具有互動性，在 DimensioneX 物件中有事件（Event）的物

件類別，及簡易的 samllbasic 語法與內建函式、指令。當玩家在遊戲中做了什

麼動作、或撿起了什麼東西時，便會觸發某些事件，此時若再透過 samllbasic

語法或內建函式、指令，便可設計出遊戲的互動性。圖 3.5 的程式即表示當

遊戲中的 battery 物件（如代表遊戲中的電池道具）被使用時所觸發的事件，

我們可在此事件觸發時透過 samllbasic 語法來判斷是否讓遊戲者產生哪些互

動，此程式例子表示當遊戲者的技能值小於 100 時，系統會傳一個訊息告訴

玩家無法使用電池道具，而當遊戲者的技能值大於等於 100 時，玩家的機車

便可提升 1000 焦耳的電能，並自動傳一個訊息告訴玩家。 
SCRIPTS  
EVENT battery.onUse 
  　 If  $AGENT.skill < 100 
         Speak “您的遊戲技能值不夠，不能使用此道具"            
      Else  
         $AGENT.en=$AGENT.energy+1000 
         Speak “恭喜你！你的機車提升了 1000 焦耳的電能" 
      End_If  
END_SCRIPTS 

圖 3.5 DimensioneX 的遊戲程式語法示例 

二、系統架構 

本研究的線上遊戲式學習系統架構如圖 3.6 所示。由於 DimensioneX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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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引擎可以在 Windows 或 Linux 系統下運作，且必須有執行 JavaServlet 的環

境，所以，本研究的線上遊戲式學習系統是選擇架構於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的作業系統下，並安裝 Tomcat 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使用

系統的玩家，利用一般的 PC 及瀏覽器上網與系統連線，可隨時的對系統提出

如：輸入聊天訊息、輸入挑戰問答的答案、點選遊戲物件、移動遊戲場景的

要求，而系統會視情況利用 JavaServlet 的程式，將使用者的要求廣播給所有

線上玩家、或是單一回應使用者的要求。 

 

 

 

 

 

圖 3.6 本研究的線上遊戲式學習系統架構 

 
參、系統功能說明 

如前述遊戲設計理念所指出的，本研究所設計的遊戲主要類屬於多人競

爭性的角色扮演遊戲類型。依據孔令芳、蔣鏡明（1997）的看法，一般電腦

角色扮演遊戲的設計上主要重視人物的屬性、戰鬥、及迷宮的地下城，葉思

義、宋昀璐（2004）則認為角色扮演遊戲的三個主要重點是：練功、探索、

及任務。基本上，在角色扮演遊戲中，玩家所扮演的角色，通常會有不同的

能力屬性，屬性的不同會造成角色特性或能力的不同，進而影響遊戲的進行。

另外，角色扮演遊戲不管重視戰鬥、練功或是任務，主要都是指在遊戲中，

玩家通常會反覆接受電腦控制的 NPC（Non-Player Character）角色的委託，

去完成某項特定任務，或是與電腦控制的 NPC 角色進行戰鬥，並在完成任務

Windows Server 2003+Tomcat Web Server 
+DimensioneX Game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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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戰鬥獲勝後，能得到一定的獎賞，提升所扮演角色的能力屬性質，此一反

覆的過程則稱為被「練功」，是角色扮演遊戲中重要的樂趣之一。再者，地下

迷宮城的設計或是探索，都是指角色扮演遊戲通常會提供一個富冒險的虛擬

世界來提供玩家探索。因此，歸納起來，角色扮演遊戲的主要特色即玩家所

扮演的角色必定會有不同的屬性質，且遊戲會透過任務或戰鬥來讓玩家練

功，以提升其所扮演角色的屬性值，及會提供一個虛擬的世界供玩家探索。 

本研究原則上參考此角色扮演遊戲的三大特色：人物屬性、練功、及探

險等來設計遊戲。如雖然在所設計的遊戲中僅提供一種外送員的角色供選

擇，但仍然讓遊戲者具有機車屬性值修改、累積經驗值、及角色升級等的遊

戲功能。同時，為了不讓教育性遊戲內含有暴力的元素，排除了一般打怪獸

等戰鬥的功能，但藉由反覆的外送任務與機智問答來提供遊戲者練功。其次，

遊戲中也提供一個 2D 的虛擬市區供遊戲者探索。 

以下則對本研究所設計的「超級外送王」遊戲之「人物角色、角色升級

的制度、及遊戲場景」等角色扮演遊戲的三大特色作更詳細說明，同時，也

對此遊戲的「畫面配置、遊戲操作、遊戲流程、競爭制度、及遊戲道具」等

功能作介紹。而由於此遊戲經初探實驗後有稍作修改，以下主要描述此遊戲

在初探實驗的功能，修改的說明請詳見第五章之研究工具描述一節。 

一、遊戲畫面配置 

本研究所設計出的線上遊戲，是屬於 2D 的第三人稱遊戲視角。整個遊戲

介面如圖 3.7 所示，及其各項功能介紹如下： 

1. 遊戲場景區：當玩家移動所控制的外送員時，此區域會顯示不同的遊

戲畫面，如：城市的街景、或充電站等，且在同一場景也可以看到不

同的玩家、電腦所扮演的人物（NPC）、或是可以撿拾的遊戲道具等。 

2. 場景訊息區：此區域會顯示目前所在的遊戲場景名稱、及其所在方位

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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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遊戲訊息區：當玩家進入某一遊戲場景時，或是去接觸到某一遊戲中

的人物或物品時，系統會將相關的遊戲提示訊息呈現在此。 

4. 方向控制區：此區會依遊戲的地圖設計提供不同的方向按鈕，讓玩家

操控行進的方向，來移動所在遊戲場景的位置。 

5. 遊戲分數與道具區：此區域會顯示玩家個人的遊戲分數，如:機車的

電量、經驗值、馬達電功率等，與目前所獲得的遊戲寶物裝備等。 

6. 個人訊息區：當玩家與其他玩家或 NPC 進行對話時，所收到對方傳

來的訊息將會出現在此，或是遊戲系統給特定玩家的個人訊息也會出

現在此。 

7. 動作指令區：此區域提供不同的動作按鈕，如撿起按鈕則可撿起道

具，英雄榜按鈕可查詢目前誰是超級外送王，或如市民學習手冊按鈕

則可開啟控制組的網頁式教材（僅提供學習教材，無影音與評量區）

提供學習。 

8. 地圖區：此區會顯示整個遊戲的地圖縮圖，並標示出學習者目前所在

的位置。 
 

 

 

 

 

 

 

 

 

 

 

圖 3.7 超級外送王遊戲介面 

遊戲場景區 

場景訊息區 

遊戲訊息區 

個人訊息區 

方向控制區 遊戲分數與道具區 

動作指令區 

地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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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戲操作說明 

本研究的線上遊戲，有關玩家在操控其所扮演角色的位置移動，或各種

不同動作指令的操控上，與目前市售的線上角色扮演遊戲有所差異。遊戲者

要操控其虛擬角色（Avatar）的移動時，必須透過滑鼠點選方向控制區的按鈕，

來移動他所在的場景或在原地轉身以改變移動方向。舉例來說，如圖 3.8 之

遊戲場景畫面，當遊戲者想移動所控制的機車在前面路口右轉，遊戲者必須

先在圖 3.8 的方向控制區按下前進的按鈕（如圖圓圈處），之後在如圖 3.9 中

便會看到遊戲場景已往前移動，接著按下右轉的按鈕後（如圖圓圈處），遊戲

者便可正對新的街道（如圖 3.10）。 
 

　  

圖 3.8 遊戲系統之移動指令說明圖(1)  圖 3.9 遊戲系統之移動指令說明圖(2) 

 
圖 3.10 遊戲系統之移動指令說明圖（三） 

所以，本線上遊戲在同一個遊戲場景畫面中，雖然可看到不同玩家的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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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角色，但卻無法模擬不同角色在同一畫面中走動的情形，也無法像目前一

般的 3D 線上遊戲，透過滑鼠的操控，就可以 360 度的改變遊戲視角。其次，

本遊戲隨著遊戲場景的不同，提供不同的動作指令，如圖 3.6 的動作指令區

是遊戲者在一般狀態下所擁有的動作功能按鈕，利用這些動作指令，可以使

用某些道具來增加遊戲技能、可以撿起遊戲道具或將道具交給某人。舉例來

說，當遊戲場景中出現如圖 3.11 的電池道具時，遊戲者可在如圖 3.11 的圓圈

處，先按下「撿起」按鈕再接著按下所欲撿起的電池，之後如圖 3.12，在玩

家所擁有的道具清單中便多了一項剛剛撿起的物品。 

 
圖 3.11 遊戲系統之動作指令說明圖（一） 

 
　 圖 3.12 遊戲系統之動作指令說明圖（二） 

其他的動作指令都類似此操作模式，如若玩家要將某個物品交給其他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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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則可按下「把…給」按鈕，之後按下自己所擁有的物品，再按下所要給

予的玩家人物，利用此方法也可在遊戲中與電腦所扮演的商人進行物品交易

買賣。 

　  其次，在玩家間的對話功能上，如圖 3.13 的玩家（黃色機車，暱稱：kkkd）

想與的右邊玩家（粉紅色機車，暱稱：abcde）線上即時對談時，可先輸入對

話內容，接著按下「說話」按鈕，再點選一下想要傳訊的人物圖案（粉紅色

機車），則結果如圖 3.14，被傳訊的玩家（暱稱：abcde）便會收到 kkkd 玩家

之對話訊息。利用此功能，玩家可以將訊息傳給所有人，或是利用說話功能

來回答 NPC 的問題。 

 
圖 3.13 遊戲系統之說話功能說明圖（一） 

 
圖 3.14 遊戲系統之說話功能說明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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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戲的人物角色說明 

（一）遊戲主角 

    遊戲的主角，即遊戲者所扮演的外送員角色，只有一種人物造型，但有

三種機車顏色可供玩家選擇（如圖 3.15）。初探實驗時，外送員角色有四種屬

性質，實驗二時則多增加了一項技能值。經驗、金錢、及技能的起始值是零，

機車電能與馬達的起始值是由電腦決定，每一項數值所代表的意義如下： 

1. 經驗值（Experience）：代表玩家完成遊戲任務的次數。每當玩家完成

一項外送任務，則經驗值會增加一分。 

2. 機車電能值（Energy）:代表玩家所騎乘電動機機車的電能值。玩家必

須有機車的電能值，才能夠移動機車的位置以執行任務。遊戲中為了

模擬機車耗電，系統會根據使用者機車馬達的電功率值，當機車每移

動一步，便從電能值中扣除與電功率一樣的值，直到電能值耗盡為

止，玩家便無法再移動。而玩家可利用充電站、電池道具、或修改機

車電池容量，來提升機車電能值。 

3. 機車馬達值（Motor）：代表玩家所騎乘電動機車的馬達電功率值。馬

達的電功率值決定機車的耗電量，電功率值越低，玩家移動機車時，

所耗的電量越少。玩家可向商人購買新的馬達來降低電功率值。 

4. 金錢值（Money）:代表玩家所賺得的金錢數量。玩家在遊戲中可藉由

完成外送任務來獲得金錢，或是將拾獲的遊戲道具（如：電池）賣給

商人也可以獲得金錢，玩家擁有越多的金錢時，則可以向商人購買遊

戲道具來修改機車的電池或馬達電功率，以讓自己的機車更省電。 

5. 技能值（Skill）：代表玩家的機智問答表現。每當玩家答對一題機智

問答，技能值會增加一分，但答錯會倒扣一分。此屬性在實驗二才被

使用上，玩家必須達到一定的技能值才能使用某些遊戲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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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超級外送王的主角人物造型 

（二）非玩家角色（Non Player Character, NPC） 

遊戲中的非玩家角色，指的是電腦所扮演的角色，這些 NPC 會出現在不

同的遊戲場景中，且會給予主角不同的提示或任務，遊戲中各角色的功能簡

述如下： 

1. 外送店老闆：主要負責外送任務工作指派。此 NPC 固定出現在外送

店門口，會依照玩家的遊戲等級，隨機的分派遊戲任務給玩家，玩

家在完成所交付的任務後，必須再次回到送店，才能再接受外送老

闆的新外送任務。圖 3.16 是此 NPC 的人物造型。 

 

圖 3.16 超級外送王的非玩家角色（NPC）人物 1 

2. 市民：主要負責接收外送食物。此 NPC 固定出現在不同的遊戲場景

中，玩家在依照外送店老闆任務指示後，必須將外送食物送給所指

定的這些市民，若送錯時，市民是不會接受的。圖 3.17 是這些 NPC

的人物造型。 

 

 
 

圖 3.17 超級外送王的非玩家角色（NPC）人物 2 

3. 收費員：主要負責發問有關電與能源的機智問答題目。此 NPC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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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遊戲的三個十字路口中，當玩家通過這些路口時，收費員會隨

機發問有關本研究學習目標內容的選擇或是非題，若玩家答錯誤

時，收費員會跟玩家收取固定的金錢值，若不回答問題則無法通過

路口。發問的方式是這些收費員會將問題透過私人訊息傳送給玩

家，玩家只要在收到訊息後點選正確答案即可。圖 3.18 是這些 NPC

的人物造型。在實驗二中，取消收費員的角色，改由統一的機智問

答畫面，詳見第五章第一節的研究工具描述。 

 

 

 
圖 3.18 超級外送王的非玩家角色（NPC）人物 3 

4. 商人：主要負責販售與收購遊戲相關道具。此 NPC 固定出現遊戲的

特定場景中，每位商人身上會賣不同的道具，如有的商人專賣電池，

有的賣機車馬達，玩家可以利用金錢像這些商人購買特定道具，也

可以將在遊戲中拾獲的道具，變賣給商人以賺取金錢。圖 3.19 是這

些 NPC 的人物造型。 

 

 

 
圖 3.19 超級外送王的非玩家角色（NPC）人物 4 

 
四、角色的升級制度 

為了提升玩家的動機，超級外送王遊戲如一般角色扮演遊戲設有角色的

升級機制，如遊戲剛開始，每位玩家都屬於實習生的外送員，每次只能外送

一樣食物，但當玩家獲得一定的經驗值、金錢值、或技能值等條件，則可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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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成為初級外送員、中及外送員、高級外送員、及超級外送員等不同等級，

角色每提升一級可多送一件外送食物。而玩家可藉由反覆的執行外送任務與

回答機智問答來練功，以提升其經驗值與金錢值等屬性值。 

五、遊戲的場景設定 

本研究所設計的遊戲場景，試圖符合常見角色扮演遊戲可以讓玩家在遊

戲中探索的特色。遊戲中主要的場景即市區的街道（如圖 3.8 至圖 3.14），整

個市區是由一個 2.5D 的圖形所構成，街道的範圍如圖 3.20 所示，玩家必須在

這樣的地圖範圍內進行探索與完成任務。 

 

 

 

 

  

圖 3.20 超級外送王的遊戲地圖 

    而遊戲中有另外兩個重要的場景是充電站與收費站（實驗二時改為機智

考驗站）。充電站是可讓玩家幫機車補充電能的地方，其畫面如圖 3.21 所示，

玩家必須依照充電站的說明指示，輸入正確的充電時間與度數後，即可完成

充電。充電站中有電費計算的說明與提示，玩家可以利用試算的功能，藉由

電費公式的提示，來計算出所需的充電度數及電費。遊戲中共有三個充電站，

每個充電站的電功率都不一樣，目的是為了讓學生練習電費的計算。實驗二

時，充電站的設計有稍作改變，詳見第五章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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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超級外送王的充電站場景 

收費站是為了增加遊戲的挑戰性，提供玩家練功以幫助角色升級的機

會，並可讓學生學習電相關的知識。收費站的場景如圖 3.22 所示，當玩家來

經過收費站後，先會有一些說明，而當玩家用滑鼠點選收費員後，會如圖 3.23

在個人訊息處出現機智問答的題目，玩家只要用滑鼠點選正確答案即可回答

問題，當答錯時，玩家會被扣除金錢值，且系統會出現簡單的解題說明，並

提示玩家可以點選「市民手冊」做進一步的學習。若當玩家點選「市民手冊」

按鈕，則會彈出新視窗，玩家可以在新的視窗中閱讀與控制組學生相同的網

頁式學習教材（僅提供知識學習區）。此外，實驗二時，收費站改為機智考驗

站，詳見第五章之說明。 

 
圖 3.22 超級外送王的收費站場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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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超級外送王的收費站場景 2 

六、遊戲的流程說明 

本研究所設計之線上遊戲主要流程圖如圖 3.24 所示： 

 

 
圖 3.24 超級外送王的遊戲流程 

以下針對流程圖中的項目進行說明： 

1. 主選單：玩家透過一般網路瀏覽器便可連線到遊戲的主選單畫面，在

主選單畫面中，學習者可選註冊新帳號而重新開始遊戲，或登入舊的

START 主選單 

註冊新帳號 輸入舊帳號 

遊戲簡介 

人物設定 

讀取遊戲 

人物移動 

事件觸發 

接受任務 完成任務 機車沒電 充電 收費站 購物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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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帳號，以接續舊有的遊戲進度。 

2. 註冊新帳號：輸入新的遊戲暱稱即可登入。 

3. 遊戲簡介：簡介此遊戲的背景故事，及玩家將扮演的角色與遊戲主要

目標。 

4. 人物設定：遊戲者選擇所要所扮演角色的人物造型。 

5. 輸入舊帳號：若玩家之前在遊戲系統已註冊過，則可以舊帳號登入遊

戲。 

6. 讀取遊戲：若玩家之前在遊戲過程中曾經存檔，系統會記錄玩家所擁

有的分數與道具等資料，則當輸入舊帳號成功後，進入遊戲場景時會

回復之前的遊戲記錄。 

7. 人物移動：進入正式遊戲場景後，玩家可便開始操縱自己的角色在虛

擬成市街道中到處移動探索。 

8. 事件觸發：本研究設計之線上遊戲，基本上與目前一般線上角色扮演

遊戲是一樣的，屬於一種非線性，且無結局的遊戲劇情。玩家可以一

直在虛擬情境中移動閒逛，直到玩家觸發了系統的某些事件。例如當

玩家移動到外送店時，按下了接受外送按鈕，系統會根據玩家是否在

外送狀態及等級，來回應玩家，之後玩家則可繼續移動，直到再觸發

其他事件。或如當玩家機車沒電時，則會觸發了機車沒電的事件，此

時玩家將暫時無法移動，直到 30 秒後，利用太陽能可幫機車充好些

許的電量後，玩家則可繼續移動，直到再觸發其他事件。 
 

七、遊戲競爭制度 

    為了引發玩家間的競爭，每當一位玩家完成任務時，系統便會對所有線

上的玩家廣播，通報目前某位玩家完成第幾項任務、且目前誰是超級外送王

的訊息（如圖 3.25 所示），讓所有玩家隨時知道目前其他玩家的遊戲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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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超級外送王的系統廣播畫面 

八、遊戲道具說明 

    為了提升遊戲動機，遊戲中共有五種種道具（如圖 3.26），每種道具的功

能說明如下： 

1. 一般電池：可以用來增加機車的電能。電池可以向商人購買，但偶

爾也可以在路上發現電池。電池只能提供機車少許的電量，且購買

電池的費用比充電站還貴。 

2. 金幣：可以用來提升金錢值（Money）。金幣可以在路上撿到。 

3. 瞬間移動卡：可以幫玩家從任何地點瞬間移動到外送站門口。瞬間

移動卡可以在路上撿到。 

4. 機車電池：可以用來加大機車電池的容量，讓機車可以儲存更多的

電量。機車的電池必須向商人購買。 

5. 機車馬達：可以用來減低機車馬達的電功率，讓機車移動時可以耗

費更少的電能。機車的馬達必須向商人購買。 
 

 

 

圖 3.26 超級外送王的遊戲道具 

電池 金幣 瞬間移動卡 機車電池 機車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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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頁式學習系統 

本節分別介紹本研究所建置的網頁式學習系統之「學習目標與設計理

念」、「開發工具與系統架構」、及「系統功能說明」。 

壹、學習目標與設計理念 

一、學習目標 

由於本研究的網頁式學習系統是為了探討遊戲式學習成效而設計的，所

以其學習目標、學習內容均與遊戲式學習系統完全一致。主要學習目標及細

部的學習項目如下所示： 

（一）電與能源的知識 

1. 介紹什麼是電 

2. 介紹什麼是能源 

3. 介紹什麼是導體與絕緣體 

4. 介紹什麼是再生能源與非再生能源 

5. 介紹目前電的生產方式 

6. 介紹用電的安全行為 

（二）省電與節能 

1. 介紹何謂電能、電能的單位 

2. 介紹什麼是電功率、電功率的單位 

3. 介紹電能的計算方法 

4. 介紹電費的單位與計算方法 

5. 介紹節約用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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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理念 

首先即根據學習目標與學習要項，設計其相對應的網頁式教材，並將所

有網頁式教材集中規劃於同一區域，並命名為「知識學習區」，以讓學習者

在進入此區域後可透過網頁式的教材來學習這些知識。 

其次，由於本研究的遊戲式學習系統選擇以任務式學習（task-based 

learning）來做為互動學習的類型，為了讓網頁式學習環境與遊戲式學習環境

有盡可能相同的學習條件，所以在網頁式學習系統中也同樣設計利用任務式

學習策略，來引導學習者主動閱讀網頁式教材。同時，另一個原因是，任務

式學習已大量被應用在網路學習活動中，如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或網路主題探究學習（WebQuest）等都是以任務為基礎的學習，此

種利用學習單等讓學習者在完成任務過程，主動去利用網路的資源，已被視

為在網路學習環境能支援學習者主動學習與建構知識的有效方法（Oliver, 

2001）。因此，本研究根據學習的目標，為網頁式學習情境設計了兩份學習

單（如附錄一），一份是有關於電功率的問題，係透過 WebQuest 活動要學習

者上網至購物網站，尋找到數種指定電器的資料，進而瞭解各種電器的電功

率；另一份則有關於電費計算，要學習者依據學習單上的條件，計算指定電

器的電費。 

再者，由於遊戲式學習系統中亦選擇練習與回饋（drill and practice）的

互動學習型態，利用反覆的機智問答來促使學生學習，同樣地，為了讓網頁

式學習環境與遊戲式學習環境有盡可能相同的學習條件，所以，本研究在網

頁式學習系統中也設計了一個可以讓學習者反覆練習與回饋的「評量互動

區」，即提供與遊戲式學習的機智問答考驗一樣的線上測驗題目，讓學習者可

利用隨機的選擇題或是非題測驗來評量自己的學習成果，並提昇學習的動機。 

而為了讓網頁式學習者的學習過程能更加有趣，本研究也在網頁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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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設計了一個「影音探索區」，其中放置了八個有關省電與節能的短片。

因此，基於上述的設計理念，網頁式學習系統共設計有知識學習區、評量互

動區、影音探索區、及兩份任務學習單來引導學習者學習。而經如此設計規

劃後，網頁式學習與遊戲式學習都同屬於自我導向（self-directed）的線上學

習（online learning）活動；兩者都可瀏覽到同一種線上教材，因為在遊戲式

學習系統中也提供了連結可以連到網頁式學習系統中的知識學習區；以及網

頁式學習系統的選擇題與是非題的線上測驗，跟遊戲式學習中的收費站之機

智問答題目是一樣的。網頁式學習與遊戲式學習的主要差別在於，網頁式學

習是利用學習單的任務來引導學習者學習，而遊戲式學習是利用遊戲任務來

引導學習者學習，再者，遊戲式學習可讓學習者間在線上做即時對話與互動，

但網頁式的學習者間則無法線上互動。表 3.2 是從學習的任務、教材、評量

與互動等方式來比較本研究所設計之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的具體差異。 
 

表 3.2 本研究的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之比較 

 遊戲式學習 網頁式學習 差異性 
學習的任務 利用遊戲的任務來引

導學習者學習有關能

源、電功率、及電費計

算等知識。 

利用學習單任務來引導

學習者學習有關能源、

電功率、及電費計算等

知識。 

兩者都屬於任務

式學習，但任務

的性質不同。 

學習的教材 提供與網頁式學習者

一樣的知識學習區教

材之連結。 

在知識學習區提供電相

關之多媒體網頁教材。 
兩者的學習教材

是相同的。 

學習的評量 利用與網頁式學習者

一樣的評量互動區試

題，作為遊戲機智問答

之考驗。 

在評量互動區提供線上

評量試題，讓學習者自

我檢測學習的成效。 

線上評量的題目

一樣，但兩者評

量的實施方式不

同。 
學習的互動 學習者除了於遊戲過

程中與遊戲系統產生

互動外，亦可即時與其

他學習者進行線上對

話。 

學習者僅能在評量互動

區中與學習系統產生互

動。 

遊戲式學習環境

較具豐富的互動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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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發工具與系統架構 

一、開發工具 

本研究為了讓網頁式學習系統具有吸引學生學習的友善網頁畫面，所以

選擇目前常見的多媒體互動網頁設計軟體 Flash，來作為網頁系統的主要開發

工具。同時，也運用資料庫管理系統，配合 Microsoft 的 asp（active server page）

程式語言撰寫，來記錄學習者的瀏覽行為。基本上，網頁式學習系統設計所

採用的開發工具有： 

1. Macromedia Flash 8 

2. Photoshop 繪圖軟體 

3. UltraEdit 文書編輯軟體 

4. Microsoft Access 資料庫軟體 

 

二、系統架構 

    由於網頁式學習系統屬於web-based之環境，故在系統設計上採web server

之架構，系統選擇建置在IBM PC上，以Microsoft Server 2003為作業系統、

IIS5.0為網頁伺服器、MS Access為資料庫管理系統，整個系統運作架構如圖

3.27所示。 

 
圖3.27 本研究之網頁式學習系統運作架構 

Web Server IIS5.0 
網頁式學習系統 

學習者端 
IE 瀏覽器 

提出要求 

回應 HTML、 
FLASH web page 

DataBase 

Microsoft Access 

ADO 

ODBC 
ASP.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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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系統功能說明 

網頁式學習系統的運作流程如下圖 3.28 所示，學習者透過瀏覽器連線至

網頁式學習系統後，會先進入系統登入畫面，第一次使用者需先進行註冊，

已註冊過者可輸入帳號與密碼登入系統，登入系統後學習者可以自行選擇學

習的方式。 

 
 

 

 

 

 

 

 

 

 

 

 

圖3.28 本研究之網頁式學習系統運作流程 

以下分別針對網頁學習系統的系統註冊、知識學習區、評量互動區、影

音探索區、及學習紀錄作介紹。 

一、系統註冊 

由於本研究要對學習者網頁學習行為做紀錄，以作為研究分析用，所以

使用該網頁學習系統者不可匿名登入，必須使用自行註冊的帳號密碼才能進

入系統學習，使用者註冊的畫面如圖 3.29 所示，註冊時必須輸入學號、班級、

姓名、密碼、性別、及 e-mail 等資料。 

START 登入畫面

註冊新帳號 輸入舊帳號 

選擇學習方式 

評量互動區 知識學習區 影音探索區 

登入系統 

登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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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9 網頁式學習系統登入註冊畫面 

二、知識學習區 

知識學習區主要根據本研究所設定的學習目標與學習要項來設計，主要

可分成電的知識與省電與節能兩大主題，電的知識主題主要提供有關電與能

源的基本知識，如：什麼是電、能源、能源的分類、電的生產方式等，而省

電與節能的主題則主要提供有關電功率、電費計算、如何節約用電等的網頁

式教材。學習者可透過網頁超連結的方式，自由選擇所要瀏覽的教材項目。 

知識學習區的畫面如圖 3.30 所示。 

 

 

 

 

 

 

 

 
圖3.30 網頁式學習系統的知識學習區畫面 

三、評量互動區 

評量互動區根據知識區主題的分類，電的知識主題與省電節能主題各有



- 70 - 

一選擇題與是非題型的線上測驗，測驗時由電腦隨機命題，題目皆以知識區

的教材來命題，每次考試共有十題，採逐題進行，滿分是 100 分。如圖 3.31

是電的知識主題下的選擇題測驗畫面。 

 

 

 

 

 

 

 
圖3.31 網頁式學習系統的評量互動區畫面 

三、影音探索區 

為了提升學習者動機，本研究引用經濟部能源局網站提供給人下載的一

些有關省電與節能的動畫或影片短片供學生欣賞，每部短片長度均在 1 分鐘

左右，共計有 8 個線上短片。影音探索區的畫面如圖 3.32 所示。 

 

 

 

 

 

 

圖3.32 網頁式學習系統的影音探索區畫面 

四、學習紀錄 

本研究利用 Flash 結合 asp 程式，將學習者在網頁環境中的每一個瀏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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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做完整紀錄，包括學習者在何時瀏覽了哪個網頁、花了多少時間等紀錄，

都記錄在 Microsoft Access 的資料庫中，以作為學習行為分析用。如圖 3.33

是學習紀錄留存於資料庫中的畫面。 

 

 

 

 

 

 

 

圖3.33 網頁式學習系統的學習紀錄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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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遊戲式學習成效的初探實驗 

本章旨在描述本研究在初步建置完成遊戲式學習系統後，初探遊戲式學

習在知識獲取與學習遷移成效的實驗成果。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先說明此

初探實驗的研究實施方法，第二節分析與描述研究的結果，第三節則歸納討

論此初探實驗所獲致的重要成果。 

第一節 研究實施方法 

本節依序描述本研究初探實驗（實驗一）所採用之實驗設計、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及研究程序。 

壹、實驗設計 

本實驗的目的是為了探討本研究所設計的遊戲式學習系統之學習成效。

主要是透過準實驗的研究，比較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的學習成效差異，

即分析學習者在知識獲取與知識遷移能力表現上的差異，並分析學習者的行

為表現。 

本實驗採準實驗研究設計，但由於學習實驗集中在一個月內進行，且因

有關電費與電功率的計算問題，並不屬於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的課程範圍，

但與數學的比值問題計算有關。因此，為了提升實驗的外在效度，減少實驗

者對實驗處理的敏感性，本研究以學習者先前的速率單元成績作為共變項來

取代前測。 

實驗設計如圖 4.1 所示，整個實驗主要在考驗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效

果，即不同的數位學習模式是否會對學習成效造成影響。自變項是數位學習

的模式，包括遊戲式的學習與網頁式的學習；依變項是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與

學習行為，為了檢驗知識獲取測驗與學習遷移測驗的差別，及新舊不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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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觀點的差異，所以，學習成效包括了知識測驗、近遷移測驗、無學習資

源的遠遷移測驗（舊觀點）、及有學習資源的遠遷移測驗（新觀點），而學

習的行為主要指學習者瀏覽學習教材等行為所佔的時間或次數；控制變項則

是控制所有學習者都有相同的學習時間、學習目標、學習教材、及學習設備

等。 

 

 

 

 

 

 

 

圖 4.1 實驗一之實驗設計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主要學習內容在教導學生認識有關電能與電功率的概念，進而

認識電費的計算及省電的方法。由於電功率的概念與速率的概念同屬於數學

比值問題的運算，因此，本研究特別選定剛學習過速率單元的高雄市某國小

六年級的兩個班級學生為對象。而為了減少受試者的個別差異，使實驗有較

好的內在效度，本研究以這些學生在數學課程中「速率」單元的平時考成績

為參考依據，從每班隨機選取高、中、低成績表現學生各 5 名，即兩班各選

取 15 名學生成為研究對象，隨機分派一個班級為實驗組、一個班為控制組。

但由於實驗過程中有兩位同學因故無法全程參與，因此，最終本研究的實驗

對象共 28 人（實驗組與控制組各 14 人），經分析兩組實驗對象所受相同考題

自變項 

 數位學習模式 

1.遊戲式學習 

2.網頁式學習 

 

依變項 

 學習成效 

1.知識測驗 

2.近遷移測驗 

3.遠遷移測驗(無學習資源) 

4.遠遷移測驗(有學習資源） 

 學習行為 

控制變項 

學習時間、學習目標、

學習教材、學習設備 

共變項 

數學先備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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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速率平時考成績，發現其間並沒有顯著差異（t=.242，p=.811），顯示本研

究所選定之對象在數學先備知識上沒有顯著的差距。 

此外，本研究將實驗樣本人數由原班級人數再縮減的另一個原因，也是

為了配合實驗學校電腦教室的環境，以好讓實驗時每位學生之間皆不是比鄰

而坐的。這目的要讓實驗能更貼近於一般線上遊戲或數位學習的情況，讓學

生真正得以透過網路來遊戲或自我學習，且僅能利用網路來與同儕溝通，避

免因為實驗人數過多，電腦教室過於擁擠，學生之間容易透過面對面的交談

來溝通或學習，而喪失一般線上遊戲與數位學習活動進行時應有的特性。 
 

參、研究工具 

一、遊戲式學習系統 

本研究採用 Dimensione X 的遊戲引擎自行設計製作一個小型的多人線上

遊戲-「超級外送王」，目的希望能藉此遊戲教導國小學生學習有關電能、電

功率及電費計算的知識。超級外送王的遊戲設計參考 Garris 等（2002）的遊

戲式學習模式，即讓玩家必須不斷地接受問題挑戰來引發其學習。遊戲過程

中，玩家必須扮演外送員，不斷完成外送食物任務才能獲得遊戲的積分，而

為了完成外送任務，玩家必須不斷面對各種考驗。如當機車快沒電時，必須

設法購買電池或到充電站充電來補充電量，否則其遊戲將受到嚴重阻礙。由

於充電站是最省錢的充電方式，如此可促使玩家為了充電，在充電過程輸入

正確的充電時間與電費度數而學習到電費計算的知識。同時，遊戲在幾個重

要任務路線中，設計了收費站的機制來考驗玩家，玩家必須通過電與能源相

關的隨機選擇與是非題，否則會被扣除遊戲的金錢值，也利用此機制來讓玩

家反覆學習電與能源的知識。而遊戲中也參考一般線上遊戲的升級機制，玩

家必須在遊戲積分達到一定的值後，才可以升級，升級後將可加快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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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度，且遊戲中也提供電池、馬達、快速移動卡等道具的使用與買賣來增

加遊戲的可玩性。 

有關本實驗之線上遊戲式學習系統的設計理念、系統架構、及系統說明

等請詳見第三章第一節。 
     

 

二、網頁式學習系統 

本研究運用多媒體與資料庫的技術，設計了一個以省電與節能為主題的網

頁式學習教材，目的與遊戲式學習環境一樣，是為了教導國小學生認識有關

電能及電功率的知識，進而能學會電費的計算。網頁學習系統共分成知識學

習區、影音探索區、及評量互動區。知識學習區主要提供有關電與能源的基

本知識，如：什麼是電、能源、能源的分類、導體與絕緣體等，及省電與節

能的知識，如：什麼是電功率、電費計算、如何節約用電等網頁式教材。影

音探索區提供有關省電與節能的線上短片，共計有 8 個線上短片，每個短片

長度約一至兩分鐘。評量互動區有選擇題與是非題型的線上測驗，由電腦隨

機命題，每次考試共有十題，採逐題進行。 

同時，本研究為了讓網頁式學習與遊戲式學習都有類似的引導學習策略，

故在網頁式學習活動中也與本研究之遊戲式學習一樣以「任務」來引導學習。

因此，本研究也為網頁式學習情境設計了兩份學習單（詳見附錄一），一份是

有關於電功率的問題，係透過 WebQuest 活動要學習者上網至購物網站，尋找

到數種指定電器的資料，進而瞭解各種電器的電功率；另一份則有關於電費

計算，要學習者依據學習單上的條件，計算指定電器的電費。兩份學習單分

別在第二及第四節課時發下，而學生須在第三及第五節課時繳交。 

有關網頁式學習系統的設計理念、系統架構、及系統說明等請詳見第三章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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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成效測驗 

為了瞭解學生在進行遊戲式及網頁式學習活動後的成效，本研究自行編

製一份學習成效測驗（詳見附錄二），測驗內容包括五題選擇題型的知識測

驗、五題近遷移的問題、及兩題遠遷移的問題。 

知識測驗是為了評量學習者對電與能源相關的知識與概念的記憶理解情

形，由於本研究所欲學生學習的重要知識概念並不多，最主要為：何謂電能、

電功率、導體、能源的種類、及電費等共五個主要概念，所以在知識測驗中

僅設計五題選擇題來評量學生，題目如：下列哪一個是再生能源?下列哪一個

是電能的單位? 

近遷移的測驗問題是為了評量學生能否解決與之前學習情境相同的問

題，所以測驗的內容是以在遊戲與網頁學習活動任務中，一再要學生解決的

電功率與電費計算之類似問題，如在遊戲中的充電站及收費站，或是網頁學

習的線上測驗及學習單中，都一再出現要學生利用電器的功率及使用的時

間，去解決所耗費的電能或電費等簡單計算問題。所以，在近遷移的測驗問

題中，共設計了五題此類的計算問題，學生在回答問題時必須寫出算式與計

算出正確答案，題目如：一台微波爐 30 秒需消耗 24000 焦耳的電能，請問微

波爐的電功率是多少?一台 2000 瓦的冷氣，使用 3 小時會消耗多少度的電能？ 

遠遷移的測驗是為了評量學生能否運用所學的知識去解決新情境的問

題，所以，本研究根據遠遷移的定義（Gick & Holyoak, 1987; Gielen, 1995; 

Tannenbaum & Yukl,1992； Shank, 2004），設計了兩題需要應用所學的電費計

算概念，且不曾在學習活動中出現的新情境問題。一題是要學生比較兩種不

同電功率、不同壽命、不同價錢的燈泡，計算哪一種燈泡較省錢；另一題是

要學生在從瞭解過真實生活中電費單的情況下，去辨別哪一張電費單是錯誤

的。同時，由於本研究採用傳統與新的遠遷移評量觀點，所以參考了 Schw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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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Martin（2004）的遠遷移評量時的學習資源設計方法，也為遠遷移測驗設

計了一份學習資源，遠遷移的問題與其學習資源如附錄二所示。 

本測驗係依照學習教材內容與學習遷移的定義來編製，於編製完成後曾

請實驗對象學校的兩位自然與生活科技老師檢查其內容效度，且經六年級一

個班級學生（29 人）預測後，發現整體測驗的庫李信度 KR 值為 0.60，知識

測驗題目的平均難易度是 0.60，鑑別度是 0.45，而近遷移測驗題目的平均難

易度是 0.58，鑑別度 0.66，唯遠遷移測驗因在過去有許多研究（Bransford & 

Schwartz, 1999）都仍找不到遠遷移證據的情況下，並不適合以難易度與鑑別

度來判斷遠遷移測驗問題的出題是否適當，故本研究僅以信度與效度來判別

遠遷移測驗題目的適切性。總體來說，本學習成效測驗的信度、效度、難易

度與鑑別度等均在合理範圍。 

 
肆、研究程序 

本實驗的研究程序如圖 4.2 所示，分成實驗前、中、後三個階段，以下

分別說明之。 

一、實驗前階段 

正式實驗前，如前述有關研究對象之說明，先依據數學成績，隨機選出

兩班各 15 位具有相當數學能力的六年學生，再隨機分派一個班級為實驗組、

一個班級為控制組。之後，為了讓實驗組學生能先瞭解 DimensioneX 的遊戲

介面，利用一節課的時間介紹 DimensioneX 的遊戲介面，並讓學生練習一個

範例遊戲（The beach，譯成：荒島歷險），來讓學生先熟悉此遊戲的操作方法。 

二、正式實驗階段 

本研究在 2007 年 5 月 22 日開始正式實驗，實驗組與控制組都接受六節

課共 240 分鐘的數位學習活動，主要皆利用早自修及午休時間在電腦教室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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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實驗組接受遊戲式學習，每位學生都透過個人電腦參與超級外送王的線

上遊戲；而控制組則接受網頁式的學習活動，每位學生除了透過電腦與網路

閱讀教材外，也必須在第三與第五節課時繳交兩份學習單作業。學習活動結

束後，兩組學習者都立即接受學習成效測驗，測驗的內容包括電與能源相關

的知識測驗，及電功率與電費計算問題的近遷移與舊觀點遠遷移測驗（無提

供學習資源），歷時約 60 分鐘，接著，立即再進行一次遠遷移測驗，測驗題

目與之前的題目一樣，但提供有解決該類問題的範例說明，即新觀點遠遷移

測驗，歷時約 40 分鐘。 

三、實驗後階段 

正式實驗結束一週內，研究者依據 Prensky（2001）的理論，挑選四位四

種不同類型遊戲式學習者進行訪談（參閱 84 頁之說明），訪談內容是有關學

生對知識的瞭解程度與遊戲的策略。最後，則根據實驗所得的資料進行歸納。 

 

 

圖 4.2 初探實驗之研究程序圖 

確認控制組對象 確認實驗組對象 

新觀點遠遷移的測驗 

知識測驗、近遷移測驗、

及舊觀點的遠遷移測驗

（240 分鐘） 

（2007,5,22~2007,6,8）

（60 分鐘） 

（2007,6,12） 

（40 分鐘） 

（2007,6,12） 

依據數學成績隨機選取實驗對

象與分派實驗組別 

介紹 DimensioneX 遊戲

介面與試玩範例遊戲 

參與超級外送王之線上

遊戲式學習活動 

參與省電與節能之網頁

式學習活動 

知識測驗、近遷移測驗、

及舊觀點的遠遷移測驗

新觀點遠遷移的測驗 

資料分析 

選取四位實驗組學生進行訪談 

資料分析、歸納結果 

（40 分鐘） 

（2007,5,18） 

實驗前 

實驗中 

實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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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果 

本節分別描述初探實驗的學習成效測驗成績之統計分析結果，及學習行

為的分析結果。 

壹、學習成效測驗結果 

一、知識測驗 

知識測驗是為了檢驗學習者在參與本研究學習活動後，對於電與能源的

重要知識與概念之記憶理解情形。表 4.1 顯示知識測驗的成績統計情形，網

頁式學習組的平均成績為 62.9，略高於遊戲式學習組的 60.0，但遊戲式學習

組的標準差較大，表示成績高低落差大於網頁學習組，而經 t 檢定後發現，

兩組間並沒有達到統計顯著差異（t=.322，p=.750）。 

這個結果顯示，遊戲式學習在幫助學習者獲取有關電與能源的知識上，

似乎沒有顯著的功效，因為從知識測驗的平均成績看來，其與網頁式學習的

表現差不多。此結果與過去一些數位遊戲式學習的研究成果相似（Kuo, 2007; 

Ricci et al., 1996），即當採用選擇題式的記憶類型測驗來評估數位遊戲式學習

的成效時，與一般的數位學習或教學比較後並沒有呈現顯著的差異。但是，

由於本研究所設計的知識測驗測驗題數較少，且選擇題的測驗會有猜測的可

能，此測驗結果是否真能反應學習者的知識獲取情形，其實是需要進一步研

究確認的。 

表 4.1 實驗一學習者的知識測驗與學習遷移測驗成績比較 
 遊戲式學習(n=14) 網頁式學習(n=14) 

 平均分數 標準差 平均分數 標準差

遊戲式與網頁式學

習成效之差異 
知識測驗 60.0 27.2 62.9 19.0 t=.322, p=.750 
近遷移測驗 70.7 33.0 60.1 25.4 F=.824, p=.373 
調整後的近遷移成績 70.2 -- 60.6 -- -- 
遠遷移測驗（舊觀點） 0.71 1.82 0.21 0.80 t=.943, p=.358 
遠遷移測驗（新觀點） 6.79 2.72 4.29 3.58 t=2.079, p=.048*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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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遷移測驗 

在近遷移測驗上，如表 4.1，遊戲式學習組的平均成績為 70.7，高於網頁

式學習組的 60.1，而由於近遷移測驗屬於電功率與電費計算的問題解決，其

表現可能受數學能力影響。故以學習者學前的速率單元數學成績為共變數進

行共變數分析（ANCOVA），在符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的前提下，統計

分析發現兩組之間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F=.824，p=.373）。 

研究結果顯示，接受遊戲式學習的學生，當其將所學的知識應用在解決

過去曾見過的相似情境問題時，表現是有比網頁式學習者，但仍未達顯著的

差異。而由於本研究的實驗人數較少，是否因此而影響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

分析，其實是仍需進一步研究確認的。 

 

三、遠遷移測驗 

在遠遷移的學習表現上，由於該測驗僅兩題，且屬於較複雜的數學計算

應用問題，所以計分方式為完全正確給 5 分，本質上正確但計算錯誤給 3 分，

其餘給 0 分，即兩題遠遷移的測驗滿分為 10 分。圖 4.3 是兩組學習者在兩種

不同觀點的學習遷移測驗上的成績表現。 

由於舊的學習遷移研究典範，都是讓學習者在學習後接受所謂的「隔離

的問題解決（SPS）」，因此本研究在兩種學習活動後，先讓學習者接受無學習

資源的遠遷移測驗，測驗結果如表 4.1，遊戲式學習組的平均分數為 0.71，網

頁式學習組為 0.21，顯示兩組在無學習資源的遠遷移測驗上答對的人數極

少，且經 t 檢定後，兩組分數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t=.943，p=.358）。

此結果與過去一些找不到學習遷移證據的研究成果是相似（Detterman, 1993）。 

而根據 Bransford 及 Schwartz（1999）提出的新學習遷移觀點，認為學習

遷移應該檢驗學習者在有學習資源的環境下，如何應用過去所學進而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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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解決新問題的能力。因此，本研究在學習者接受完無學習資源的遠遷移測

驗後，再讓學習者接受有學習資源的相同遠遷移測驗，測驗結果如表 4.1 所

示，遊戲式學習組的平均分數為 6.79，網頁式學習組為 4.29。此顯示兩組在

有學習資源的情況下，學習遷移的表現都變好了，且遊戲式學習組的分數進

步較多，兩者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t=2.079，p=.048），且實驗效果 d 值為

0.79，表示實際的顯著性是高的。此研究結果支持了 Bransford 及 Schwartz

（1999）的論點，且與 Schwartz 和 Martin（2004）的研究一致，即當我們採

舊的學習遷移觀點時，我們很難找到學習遷移的證據，因為不管遊戲式學習

或網頁式學習者，都無法將所學習到的知識直接向外遷移（transfer out）到新

情境的問題解決上。但是，當我們採用新的學習遷移觀點時，我們便可以找

到學習遷移的證據，因為多數的學習者已能藉由我們所提供的解題範例中領

悟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而能先向內遷移（transfer in）後再向外遷移。因此，

當我們同時重視向外遷移與向內遷移的觀點時，便可顯示出遊戲式學習的成

效，因為遊戲式學習在新觀點的學習遷移測驗成績上表現顯著比網頁式學習

好，表示接受遊戲式學習者在面對新情境問題時，能更有效的、更有能力的

在短時間內學習以前所沒有教導過的問題，進而更正確的解決問題。 

 
 

 

 

 

 

 

 

圖 4.3 實驗一之新舊不同觀點的遠遷移測驗成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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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行為分析 

一、網頁式學習者的學習行為分析 

圖 4.4 是所有學習者在網頁式學習環境中，瀏覽各區網頁的停留時間比

較。整體來說，知識學習區被瀏覽的時間最多，佔總時間的 42%，其次是評

量互動區佔 34％，影音探索區佔 24%。由於網頁式學習組在第二節課至第五

節課的活動期間，必須完成兩份學習單，若我們將整個學習活動分成兩個時

期來比較，一個是當有沒有學習單任務時，一個是必須完成學習單任務的期

間，結果顯示當沒有學習單任務時，學習者花最多的時間在評量互動區上，

佔了該段總時間的時間 52%，其次是影音探索區佔 30%，知識學習區僅佔 18

％。而當有學習單任務時，學習者便花最多的時間在知識學習區上，佔了該

段總時間的 72%，其次是影音探索區佔 17％，評量互動區佔 11%。 

值得讓人深思的是，當沒有學習任務時的學習行為表現，此期間特別是

在學習活動剛開始，當學習者剛接觸此網站，在沒有任何約束力時，學習者

卻花了大部分的時間在評量互動區上，僅有極少的時間花在知識學習區上。

此結果意味著若網頁式學習活動沒有學習任務的驅使，學習者較喜歡有互動

性的評量區，寧願花較多的時間在它上面而不願花時間在閱讀教材上。這也

顯示學習者較喜歡具有互動性的學習方式，因為網頁式學習系統所提供的評

量互動區，雖然僅提供兩份選擇題測驗與兩份是非題測驗，但每份測驗的題

目都是隨機排序（每份測驗共十題），且採一題一題進行，答對或答錯都有互

動性的分數與動畫顯示，因此能讓學習者感覺到互動性與挑戰性，此結果與

Squire 及 Steinkuehler（2005）的觀點相似，即新世代的學習者所喜好的是具

有互動性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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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實驗一之網頁式學習各區被瀏覽的時間比較 

 

由於本研究當初設計的評量互動區僅提供答案對錯與計分，並沒有在學

習者答對或答錯時適時做問題的解答說明。所以，學習者若沒有適當的閱讀

知識學習區的教材，一直待在評量互動區中，其實是無意義且較沒有學習效

果的。表 4.2 是學習者瀏覽網頁時間與學習成效測驗成績的相關，其結果正

好可以證明以上的論點，因為我們可以發現學習者花在評量區的時間，跟學

習者的知識測驗與學習遷移成績並沒有明顯的正向相關，且跟知識測驗及近

遷移測驗成績都呈現負相關，即花越多時間在評量互動區上，學習成效可能

越差。反而是，學習者在學習區的瀏覽時間，跟其知識測驗與學習遷移成績

有遞增的正相關，即花越多時間在瀏覽學習教材上，其學習表現可能會越好。 

表 4.2 實驗一網頁式學習者行為與學習成效的相關分析 
 學習區瀏覽時間 影音區瀏覽時間 評量區瀏覽時間 

知識測驗成績 .094 .037 -.566 * 
近遷移成績 .331 -.593 * -.376 
遠遷移成績 
（新觀點） 

.391 -.254 .032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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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經進一步分析，在所有實驗者中竟只有三位學習者曾將所有知識

學習區的教材瀏覽一次以上，這也顯示本研究的學習者並不喜歡主動閱讀教

材，所幸本研究還提供了兩項學習單任務，否則學習者的成效有可能因而會

更差。因此，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當我們要國小學生透過數位學習

認識他們從未學習過的知識時，自我導向的學習方式似乎有一定的難度，具

有特定任務目標或適時引導，才不會讓學習者浪費時間在無意義的學習上，

且互動的學習方式才較受國小學生歡迎，減少閱讀教材，盡可能透過具問題

挑戰的互動方式來進行學習，或許才是較可行的數位學習方式。 

 

二、遊戲式學習者的學習行為分析 

本研究原本希望能將遊戲式學習者在遊戲中閱讀網頁式教材的瀏覽行

為，來與網頁式學習者的瀏覽行為進行分析比較，但結果卻發現遊戲式學習

者在實驗過程中，竟沒有留下任何閱讀網頁教材的紀錄，即沒有學習者會在

遊戲過程遇到困難時進入網頁式教材內學習。之所以如此，根據研究的訪談

結果發現，所有學習者均表示為了與其他玩家競爭成為外送王，怕會浪費時

間，而沒能進行教材的閱讀，意即遊戲式學習者沒有閱讀網頁式教材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多沈浸在遊戲裡所致。 

然而，為何所有遊戲式學習者全沒有閱讀相關的輔助教材，但又能學習

到跟電有關的知識呢？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所設計的遊戲任務能引發學

習者學習。例如，超級外送王的遊戲玩家為了完成外送任務，必須克服機車

耗電的問題，所以需強迫他們認識機車馬達的電功率、及電費如何計算等問

題。且遊戲還設計了收費站的障礙，其功能是如同網頁式學習的評量互動區，

會問有關電的是非與選擇題問題，以阻撓玩家完成任務的速度。所以，如果

遊戲式學習者能完成越多的任務，表示他們屢屢克服遊戲的障礙，且發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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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次數也越多。表 4.3 是數位遊戲式學習者完成遊戲任務的次數與其知識

測驗、學習遷移測驗的相關分析（由於大部分學習者皆沒有答對舊觀點的遠

遷移問題，所以省略舊觀點遠遷移測驗成績的相關分析），此結果似乎可以支

持以上的論點，因為遊戲式學習者完成遊戲任務的次數與知識測驗及學習遷

移成績成正相關，即完成遊戲任務次數越多，其學習成效可能越好。 

 

表 4.3 實驗一遊戲式學習者行為與學習成效的相關分析 
 知識測驗成績 近遷移成績（舊觀點） 遠遷移成績（新觀點） 

完成遊戲任務次數 .128 .199 .484 

 

以上的分析雖可說明本研究所設計的遊戲任務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有

關，但仍有不足之處，例如學習者的遊戲表現與知識測驗及近遷移測驗的相

關不高，與網頁式學習者相比，遊戲式學習者的知識測驗成績也沒有顯著的

差異。若以本文曾提及的 Prensky（2001）之學習與投入的觀點為基礎，將遊

戲式學習者的表現加以分類，則第一類是屬於對本研究所設計遊戲有很高的

投入且也有很高的學習成效者（如圖 4.5 的第一象限），第二類是高遊戲投入

低學習成效者（如圖 4.5 的第二象限），第三類是低遊戲投入低學習成效者（如

圖 4.5 的第三象限），第四類則是低遊戲投入高學習成效者（如圖 4.5 的第四

象限）。如此，第二類與第四類的學習者，就是影響遊戲任務無法與學習成效

成為正相關的主因，我們便可對這些學習者作進一步分析，試著找出原因。 

我們將遊戲的投入程度以完成遊戲任務的次數來表示，學習成效測驗的

成績則代表學習成效。所以，x 軸表示學習成效，以遊戲式學習者在群體間

的知識測驗與學習遷移測驗成績之 z 分表示，y 軸代表遊戲的投入程度，以遊

戲式學習者的遊戲任務完成次數之 z 分數表示，圖 4.6 至圖 4.8，依次是所有

遊戲式學習者的遊戲任務完成次數與知識測驗、近遷移測驗、及遠遷移測驗



- 86 - 

成績（新觀點）的分數散佈圖。 

　　  　　   

    圖 4.5 學習與投入的關係圖    圖 4.6 遊戲投入與知識測驗成績關係圖 

資料來源：修改至 Prensky（2001） 

　    　    

圖 4.7 遊戲投入與近遷移成績關係圖　 圖 4.8 遊戲投入與遠遷移成績關係圖 

我們若以 z 分數 0.5 來區分，暫不考慮 z>-0.5 至 z<0.5 的模糊地帶，如圖

4.6 至圖 4.8 中的虛線所示，可以發現圖 4.6 與圖 4.7 的分佈情形很類似，第

一類有 3 人，第二類有 1 人，第三類有 2 人，第四類有 2 人。而如圖 4.8 的

遊戲投入與遠遷移成績分佈圖所示，由於學習者的遊戲任務完成次數與遠遷

移測驗成績之間有較高的正相關（r = .484），所以如果以 z 分數 0.5 來區分，

沒有人歸屬於第二與第四類型。 

而為了深入瞭解各類型學習者的學習行為表現，在各類型中我們各選取

一位學習者進行訪談。訪談對象的選取，是從第一到第四類型中各選了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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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遊戲的投入與學習成效間在各次分析都是屬於同類型的學習者，但由於第

二類型的學習者穩定性不高，則選了一位有兩次表現歸屬於第二類型的學習

者。第一類型至第四類型的四位受訪學生，依次以 A 生、B 生、C 生、D 生

來表示，受訪者的學習相關資料如表 4.4 所示。 

表 4.4 實驗一受訪者的基本資料 
 完成遊戲任務次數 

（平均次數：92） 

知識測驗成績 

（平均分數：60）

近遷移測驗成績

(舊觀點) 

(平均成績:70.7)

遠遷移測驗成績

(新觀點) 

(平均成績:6.79) 

A 生（類型一） 208 100 90 10 

B 生（類型二） 152 80 36 6 

C 生（類型三） 50 40 40 3 

D 生（類型四） 73 80 95 10 

 

訪談的內容主要有兩大問題，首先是訪談學習者在玩完遊戲後是否瞭解

電功率及電能的概念，各類型學生的回答情形如下： 

類型一： 
[老師]：有沒有學到什麼是電能？ 
[A 生]：有，就是電功率乘以時間。（正確觀念） 
[老師]：電能的單位是什麼？ 
[A 生]：瓦小時、千瓦小時。（正確觀念） 
[老師]：那有沒有學到什麼是電功率？  
[A 生]：有，就是每秒會消耗的電能。（正確觀念） 
[老師]：電功率的單位是什麼？  
[A 生]：瓦。（正確觀念） 

類型二： 
[老師]：有沒有學到什麼是電能？  
[B 生]：應該有吧。 
[老師]：電能的單位是什麼？ 
[B 生]：幾瓦阿！（錯誤觀念） 
[老師]：那有沒有學到什麼是電功率？  
[B 生]：有。 
[老師]：電功率的單位是什麼？  
[B 生]：嗯！焦耳。（錯誤觀念） 
[老師]：在這遊戲畫面中你覺得哪一個跟電功率有關？ 
[B 生]：最下面那一個（學生指機車的馬達分數項目）。 
[老師]：哪這一個分數是什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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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生]：就是你每走一步要消耗多少電能。（正確觀念） 

類型三： 
[老師]：有沒有學到什麼是電能？ 
[C 生]：有。 
[老師]：電能的單位是什麼？  
[C 生]：什麼瓦吧！幾瓦！幾度電！（錯誤觀念） 
[老師]：那有沒有學到什麼是電功率？  
[C 生]：有。 
[老師]：電功率的單位是什麼？  
[C 生]：幾度。（錯誤觀念） 
[老師]：在這遊戲畫面中你覺得哪一個跟電功率有關？  
[C 生]：最上面這個吧！（學生指機車的電池能量分數項目） 
[老師]：哪這一個分數是什麼意思？  
[C 生]：就是幾瓦的吧！（錯誤觀念） 

類型四： 
[老師]：有沒有學到電能？  
[D 生]：有。 
[老師]：有沒有學到電能的單位？  
[D 生]：焦耳。（正確觀念） 
[老師]：有沒有學到電功率？  
[D 生]：有。 
[老師]：電功率的單位是什麼？  
[D 生]：瓦。（正確觀念） 

 

由以上的訪談可知，第一類與第四類型的學習者，都可以正確說出電能

與電功率的概念，而第二類與第三類型對於電能與電功率的單位有混淆的現

象，但第二類學習者可以指認出遊戲中哪一項分數代表電功率，第三類學習

者卻將連遊戲中有關電能與電功率的分數都指認錯誤。 

其次，我們訪問學習者有關玩遊戲的問題，各類型學習者回答情形如下： 

類型一： 
[老師]：你的遊戲策略是什麼，為什麼可以達到這麼高分？ 
[A 生]：能接多少任務就盡量接，然後就先規劃路線，如果要送的 NPC 太遠的話，就送最近

的，然後回來再接一個任務，有連慣性的，就連過去把它送完，且路線都有背起來，

然後有錢就買可以減少機車電功率的馬達，減到不能減少再買可以提升電池容量的。 
[老師]：遇到收費員，你的策略是什麼？  
[A 生]：就趕快回答問題。 
[老師]：回答問題的策略？ 
[A 生]：看到熟悉的問題就回答下去。 
[老師]：答錯怎辦？ 
[A 生]：有一些題目會把它記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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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那你有沒有用過這個（指著遊戲畫面中的網頁教材連結）？ 
[A 生]：沒有。 
[老師]：為什麼？ 
[A 生]：為了跟同學競爭，用這個會浪費時間。 

類型二： 
[老師]：你的遊戲成績不錯，分數怎麼達到這麼高的？ 
[B 生]：就是，記路名的順序，因為一次可能會有兩三個東西要送，就看怎麼繞會比較快，然

後，就是盡量去買電池，不要去充電站，因為會浪費時間阿！ 
[老師]：那遇到收費站你怎麼辦？ 
[B 生]：就回答問題阿！會的就答，不會的就用猜的。 
[老師]：答錯會去記嗎？ 
[B 生]：嗯！不會！因為，看就忘了！ 
[老師]：那你有沒有用過這個（指著遊戲畫面中的網頁教材連結）？ 
[B 生]：沒有！因為保留時間，大家都很趕。 

類型三： 
[老師]：你覺得這遊戲有沒有困難的地方，因為別的同學都送了 100 多個，為什麼你只送了 50

個任務？ 
[C 生]：應該就是沒有充電吧！因為我的機車常常弄到沒電，都會等，還有一開始會迷路。 
[老師]：你送東西有沒有什麼策略？ 
[C 生]：沒有吧！ 
[老師]：遇到收費員，回答問題你怎辦？ 
[C 生]：就照樣回答吧！ 
[老師]：遇到不會的怎辦？ 
[C 生]：就用猜的。 
[老師]：答錯會去記嗎？ 
[C 生]：有時候會記得。 
[老師]：那你有沒有用過這個（指著遊戲畫面中的網頁教材連結）？ 
[C 生]：沒有！我覺得很麻煩。 

類型四： 
[老師]：你共完成了 73 樣任務，你覺得這個遊戲容易嗎？ 
[D 生]：有時候方向會搞混。 
[老師]：玩這遊戲你沒有什麼策略？ 
[D 生]：就賺錢，然後就是增加機車電池容量，然後降低每一步花多少焦耳。 
[老師]：你送東西有沒有什麼策略？ 
[D 生]：就近的先送，最遠的最後送。 
[老師]：遇到收費員，你怎辦？ 
[D 生]：就看他問什麼，不會的會先用猜的。 
[老師]：那你有沒有用過這個（指著遊戲畫面中的網頁教材連結）？ 
[D 生]：沒有。 

 

由以上的訪談可知，第一類與第二類型的學習者較能具體的談其遊戲策

略，如背下路名，且運用遊戲道具來減少機車的耗電量。進一步分析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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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兩位學習者的機車電功率都已經降到最低，顯見其很懂得遊戲的技巧，但

也可能因為其善於應用遊戲技巧而減少學習的機會。如第二類型學習者曾提

及其盡量不去充電站，如此便減少了其練習計算電費的機會，這可能就是其

近遷移測驗成績較低的原因之一。而第三類與第四類學習者都有提及曾在遊

戲中迷路的經驗，這也可能是此類學習者的遊戲完成任務次數較低的原因之

一。同時，從這訪談中發現，四位學習者遇到收費員的提問，都是用猜測的，

也都為了節省時間而不去閱讀學習教材。經進一步分析，此四位學習者的機

智問答之答題正確率，由第一類至第四類依次為 89%、73%、56%、75％，

所以，沒能閱讀教材且答題使用猜測的方式，也可能是學習者學習測驗成績

不佳的原因之一。 

因此，從上述的學習者訪談結果，對於本研究所設計的遊戲為何無法提

升部分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有了更進一步的瞭解。例如，我們發現第二類學習

者會利用遊戲的技巧獲取高分，但卻逃避學習的部分，此特點也符合 Prensky 

（2001）的論點，即這類學習者可能會把教育性的遊戲視為一般遊戲，因為

避開遊戲中的充電站，可加快遊戲任務的進行，但卻會減少了電費計算的機

會，這可能就是該類學習者有很高的遊戲成績，但近遷移成績卻較低的原因。

同時，也發現第三與第四類學習者遊戲分數不高的原因，可能跟遊戲的操作

無法有效上手而造成迷路有關。再者，由於所有學習者在遊戲中回答電相關

知識的問答上，大都用採猜測的方式，此也可能是造成遊戲式學習者其遊戲

任務無法與知識測驗或近遷移測驗成績有較高正相關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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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討論 

以下針對本初探實驗所獲致的重要結果進行歸納與討論。 

一、從知識測驗成績顯示，遊戲式學習並沒有比一般網頁式學習更有助於知

識學習的獲取 

全球暖化是目前十分受到關注的議題，所以如何省電與節能是很值得讓

學生學習的知識，因此，本研究特別以此作為國小學生數位學習活動的主題，

並實驗比較遊戲式學習與一般網頁式學習在知識獲取成效上的差異。研究結

果發現，遊戲式與網頁式學習者在知識測驗的成績上並沒有顯著的差異，此

結果表示學習者在接受自我導向的數位學習活動後，不管是遊戲或網頁型

態，其從中吸收新知識的獲取程度似乎是相近的。因此，如果我們希望以學

習者獲取知識的成效來證明遊戲式學習的價值時，此實驗結果是讓人失望

的，且似乎正符合那些對於遊戲式學習抱持懷疑者的主張（Prensky, 2001），

即可能不值得花時間去設計遊戲系統，或是如同過去一些遊戲式學習研究得

不到顯著性成效的結果一樣（Hays, 2005; Randel et al., 1992），遊戲式學習似

乎沒有比傳統網頁式學習來的有效。 

其實，我們無法就此論斷遊戲式學習並無價值，因為此研究結果也僅是

反應出遊戲式學習對於低層次的認知成效較不顯著，或也可能是本初探實驗

的遊戲設計仍不夠成熟所造成。因為，在實驗中確實曾發現，部分遊戲式學

習者會利用遊戲技巧來逃避學習，或是大部分遊戲式學習者都利用猜測的方

式在回答機智考驗的問題，表示本實驗所設計的遊戲式學習情境仍有改進空

間，或許改進遊戲的設計，便能使知識獲取的成效更顯著。同時，本研究所

設計的知識測驗屬於選擇題，且題目較少，學習者是否真的有獲取正確的知

識概念，並無法完全從知識測驗中確實瞭解。因此，遊戲式學習是否沒能比

網頁式學習更有助於知識的獲取，有需要再做更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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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數學習者在舊觀點的遠遷移表現不佳，但遊戲式學習者的近遷移成績

則明顯高於網頁式學習者，卻未達統計顯著差異 

學習遷移一直以來都被視為教育的最終目標，即希望學生在學習後並不

只是死記知識，而能將知識應用在新的情境上，所以，某種學習經驗是否有

成效，除了應注重基本的學習記憶理解外，也應該重視較高層次的問題解決

遷移表現。由於近來已衍生出不同的學習遷移評量觀點，為了比較新舊研究

典範的差異，本研究先以標準的學習遷移研究典範，採重視學習者直接應用

所學來解決新情境問題的傳統觀點，來比較學習者在學習遷移表現上的差異。 

本研究發現，雖然遊戲式學習者的近遷移平均成績明顯較高於網頁式學

習者，但兩者的近遷移成績表現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此結果顯示，

當學習者藉由數位學習活動學習電功率與電費的概念後，若使其面對相似於

學習情境的電功率與電費計算問題時，遊戲式學習者的問題解決表現雖然較

好，但仍然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標準。同時，本研究也發現，遊戲式與網

頁式學習者在遠遷移的成績表現上也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此結果顯

示，若我們希望學習者學會電費的概念後，在從未看過真實電費單的情況下，

去解決電費單或比較較複雜的電費問題時，顯然是失敗的，因為不管是遊戲

式或網頁式的學習者，答對遠遷移問題的比率都很低。 

因此，若我們希望藉由舊觀點的學習遷移成效來證明遊戲式學習價值的

話，其結果也是讓人失望的。但遊戲式學習是否有助於學習遷移?單靠此實驗

仍是未定論的，因為過去也有許多學習遷移的研究都得到失敗的結果

（Detterman, 1993），表示本研究的結果也可能是如 Bransford 及 Schwartz

（1999）或 Schwartz 等（2005）所言，是因為過份強調直接應用的學習遷移

理論或向外遷移的觀點，忽略了向內遷移的觀點所致。 

且從學習者的近遷移表現，似乎看到遊戲式學習者在解決簡單的電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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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費問題的表現上有明顯優於網頁式學習者的現象，此結果是否表示本研

究所設計的遊戲較有助學習者解決相似情境的問題，但因為樣本人數過少而

無法呈現統計上的顯著差異，又或是如同前述本研究之遊戲系統尚有改進之

處，以致於與網頁式學習相比尚達不到顯著差異，其實都需要作更深入的研

究。 

 

三、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的遠遷移測驗表現上顯著優於網頁式學習者 

Bransford 及 Schwartz（1999）針對過去學習遷移研究的爭議，提出另一

種學習遷移的觀點，強調為未來學習準備的 PFL 觀點。此觀點即如 Schwartz

等（2005）所闡釋的，學習遷移的研究不應該僅注重學習者在隔離式問題解

決情境下的向外遷移表現，也應該注重學習者將所學向內遷移在新情境問題

的學習表現上。換言之，學習遷移的評量應先提供學習的機會，再評量問題

解決的表現。因此，本研究在學習者接受完舊觀點的學習遷移測驗後，接著

實施新觀點的學習遷移測驗，以試探遊戲式學習的價值，及新舊不同學習遷

移觀點的成效差異。由於 Bransford 及 Schwartz（1999）新學習遷移觀點是著

重在學習者的遠遷移表現，所以，本研究在新觀點的學習遷移測驗上，僅給

學習者施以遠遷移測驗。 

研究發現，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的遠遷移測驗成績明顯優於網頁式學

習者，且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同時由於本實驗屬於小樣本，實驗效果高，

表示此研究發現有實際的重要性。此實驗成果間接證實了本研究所設計的遊

戲式學習是有所價值的，也似乎為過去一些遊戲式學習成效不彰的爭論找到

可能的化解之道。因為雖然本實驗所設計的遊戲式學習，似乎跟過去一些研

究一樣，在知識學習獲取成果上沒有比傳統的網頁式學習好，但當我們採用

新觀點的學習遷移評量方法，便發現了遊戲式學習者在遠遷移測驗表現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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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式學習者好，表示遊戲式學習者在面對新情境的問題，且在無人指導及有

時間壓力的情況下，其先應用舊知識學習新知識，而後解決問題的能力明顯

比網頁式學習者好。意即，若當我們重視學習者向內與向外遷移的能力時，

更能凸顯出遊戲式學習的優點。 

然而，為何遊戲式學習者在面對新情境問題時，能展現較好的學習與問

題解決能力？是否因為遊戲式學習屬於一種問題導向式學習，學習者需要不

斷面對新問題與快速解決問題，因而增強了其面對新情境的學習能力，但是，

為何我們也發現某些在遊戲中表現很好的學生，其遠遷移的成績表現的並不

好，顯然，遊戲式學習者遠遷移成績的好壞，也不全然跟遊戲有關。再者，

是否因為遊戲式學習者經學習後有較豐富的遠遷移相關之基本知識，使其面

對新情境問題時或學習資源時，能有較快速的學習能力，但是，本研究卻發

現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在知識測驗的成績上沒有顯著差異，表示遊

戲式學習者的基本知識並有沒有比較好。因此，從初探實驗中所獲得的量化

資料，我們仍很難釐清遊戲式學習有助於新觀點遠遷移的具體原因，甚至我

們連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遠遷移成績好壞的原因都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四、藉由學習行為的分析，發現了學習任務及互動性是遊戲式學習的優勢，

但也發現本實驗所設計之遊戲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本研究利用學習者網路歷程行為的分析，來發掘遊戲式與網頁式學習活

動所可能隱含的意義，並藉此發現數位遊戲式學習的價值及未來可改進的方

向。歸納學習者行為分析的結果，重要的發現是學習的任務對於遊戲式或網

頁式的學習行為都有關鍵性的影響，因為經由學習記錄分析發現，網頁式學

習者在無學習任務引導情況下，學習者實質的閱讀教材行為，僅佔總參與活

動時間的 18％，但在學習活動有學習任務的引導下，閱讀教材的時間卻佔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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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此外，經分析後發現，閱讀教材的行為與學習成效有正相關，顯示學

習任務對網頁式學習者的重要。相對地，雖然遊戲的任務原本即遊戲式學習

的特色，但遊戲式學習者完成遊戲任務的多寡，與學習成效間呈正相關，也

顯示遊戲任務對遊戲式學習的重要性。此項發現亦支持任務式學習（task-based 

learning）被視為有效促使學習者在網路學習活動中主動學習的論點（Oliver, 

2001）。這也正意味著，擅長提供任務來引導人不斷學習的遊戲式學習，是

一種可行的數位學習方式。 

同時，從網頁式學習者自發性喜好參與互動評量活動的程度，也可以反

應出具互動性的學習歷程是較受國小學生歡迎的。若以此與遊戲式學習相

比，本研究所提供具競爭、挑戰與互動性的教育線上遊戲，也正好可顯示其

在自我導向學習活動上的價值。因此，本研究之學習行為分析結果正可呼應

Prensky（2001）與 Squire 及 Steinkuehler（2005）之論點，讓新一代年輕人

喜歡互動性學習歷程的論述獲得實證，使我們以這些理由來支持朝向數位遊

戲式學習邁進更具合理性。 

藉由學習行為分析，本研究也發現所設計之遊戲式學習環境的可改進之

處。例如，發現學者會設法逃避遊戲中需要學習知識或處理數學運算的程序，

如有些人會選擇利用遊戲道具等功能來解決機車沒電的問題，以減少面對充

電站的電費計算問題；或有些人僅回答簡單的機智考驗問題，而不主動學習

或理解較複雜的知識，這均表示本研究的遊戲設計仍可再精進。同時，本研

究於所設計的遊戲中提供網頁式學習教材連結，似乎不受歡迎，未來應設法

在機智問答上，增加學習教材的提示，或增加遊戲的趣味性，多以遊戲來進

行學習，以減少對遊戲高投入而低學習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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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遊戲式學習成效因素之探討 

本章旨在描述本研究經初探實驗後，為了釐清影響遊戲式學習在新觀點

點遠遷移表現的原因，所進行的第二個實驗之研究成果。本章共分三節，第

一節先說明此實驗的研究實施方法，第二節是描述研究分析的結果，第三節

則歸納討論此實驗所獲致的重要成果。 

第一節 研究實施方法 

本節依序描述本研究實驗二所採用之研究方法、研究參與者、研究工具、

資料收集方法、及研究程序。 

壹、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研究經初探實驗後，雖初步證實本研究所設計的遊戲式學習在新觀點

的知識遷移成效上比網頁式學習好，但是，也留下許多有待釐清的問題。首

要的問題是，從初探實驗的量化研究資料上，我們無法釐清遊戲式學習比一

般網頁式學習更有助於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甚至，如前章討論所述，

我們連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遠遷移成績好壞的原因都無法清楚瞭解，如無法

瞭解為何有些遊戲成績表現好，遠遷移成績卻不見得好的原因，顯然這應有

許多不同的因素影響了學習者的遠遷移表現。所以，研究者認為應該先將影

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成績好壞的原因弄清楚，才有可能釐清遊戲

式學習有助於新觀點遠遷移表現的原因。 

若要徹底研究影響影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成績好壞的因素，必

需對學習者的特質，及從其進行遊戲式學習開始，到其完成遠遷移測驗結束

的整個行為過程都有通盤瞭解，才能知道遊戲式學習到底對學習者的遠遷移

表現產生了哪些影響。所以，具體的作法是應該要對遊戲式學習者的學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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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進行觀察，及對於學習者在解決遠遷移問題的思維有較深入的瞭解，才能

知道為何有些人遊戲玩得好但遠遷移成績卻不好等問題之原因，因而質性研

究取向的個案研究應是較好的選擇。 

因此，為了瞭解遊戲式學習有助於新觀點遠遷移的原因，本研究在初探

實驗後，再進行一個遊戲式學習的個案研究，藉由實際觀察學習者的遊戲式

學習過程，來瞭解學習者在遊戲中是如何遊戲與如何獲取知識的，並藉由深

入的訪談來瞭解學習者是如何進行遠遷移問題解決的，以瞭解遊戲式學習對

遠遷移表現的影響，進而具體的分析出影響影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

表現優劣的原因。之後，再回過頭去分析遊戲式學習有助於新觀點遠遷移的

原因（於第六章的綜合討論中探討）。 

而在進行觀察個案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時，其實亦可對初探實驗中所發現

一些逃避學習等不佳的遊戲學習行為有更深入瞭解的機會，進而分析歸納出

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原因與遊戲式學習行為的模式。同時，除了可分析影

響新觀點遠遷移表現的原因外，其實也可分析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知識獲取

與近遷移表現的原因，進而對初探實驗中所發現遊戲式學習在知識獲取與近

遷移成效不明顯之原因有深入瞭解的機會。 

意即，本實驗主要採用「個案研究法」，選取少數的研究對象，深入的去

瞭解學習者是如何在遊戲中學習，及如何在學習成效測驗中解題或遭遇困

難，以分析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表現的原因，同時，也分析影

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因素，及影響知識獲取與近遷移表現的原因。而為了在

不影響學習者進行遊戲式學習活動的情況下，能觀察與瞭解學習者的遊戲式

學習行為及思維，本實驗也利用「放聲思考法」來收集研究個案的遊戲式學

習歷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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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參與者 

本實驗旨在進行深入的觀察與分析學習者是如何在本研究所設計的線上

遊戲式學習環境中遊戲與學習，進而將所獲取的知識進行知識遷移的，並歸

納出影響新觀點知識遷移的原因，以利之後探討遊戲式學習有助於新觀點遠

遷移表現的原因。同時，也要從中探討本研究所設計的線上遊戲為何會讓學

習者產生逃避學習行為的原因，及分析影響學習者知識獲取與近遷移表現的

因素，以試著瞭解初探實驗所發現遊戲式學習無助於知識獲取的具體原因。 

由於初探實驗之研究對象（95 學年度下學期的六年級學生）已於實驗結

束後畢業離校，所以，無法再找到與初探實驗完全同條件的學生來進行實驗，

因此本實驗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仍盡可能的以與初探實驗研究對象有相同

條件為首要考量。本實驗選擇與初探實驗同校之新年度（96 學年度上學期）

的六年級學生中的某一個班級為對象，因為該校在 96 學年度上學期的六年級

數學領域課程中（康軒版），將原本在下學期實施的「速率」單元提前在第六

單元實施，且第五單元是「比值」，這群學生正好與初探實驗的研究對象有相

似的數學學習經驗。同時，選擇同校學生的好處是，地域性及學校的教學風

格等因素相同，可能會讓學生的特質與初探實驗的對象較接近。 

再者，為了讓研究個案具有代表性，避免因為所研究的個案有過高的同

質性，或因選擇的個案原本就有較高的學習遷移能力，而造成探討遊戲式學

習影響知識遷移因素分析上的錯誤推斷。所以，本研究參考文獻探討結果，

將認知能力、後設認知能力、及動機等視為影響學習遷移的主要因素（Mayer, 

1998），選擇一類屬於有高認知、高後設認知、及高動機的個案，一類屬於低

認知、低後設認知、及低動機的個案。 

為了選出此兩類的學習者作為研究個案，本實驗以學習者上學期的數學

及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成績作為其認知能力的判斷依據，並以吳靜吉、程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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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1992）所修訂 Pintrich, Smith, 及 Mckeachie（1989）之「激勵的學習策略

量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SLQ）」中的動機與認

知（包含認知與後設認知策略）兩個分量表，來作為篩選高低動機及後設認

知能力之依據。所以，本研究先對所選定的研究班級施以 MSLQ 量表，之後

根據 MSLQ 的結果及學科的成績，挑選出高認知、高後設認知、及高動機（學

科成績高於平均 0.5 個標準，MSLQ 分數高於平均值）的學生八位，低認知、

低後設認知、及低動機（學科成績低於平均 0.5 個標準，MSLQ 分數低於平

均值）的學生七位，進行簡單的訪談，以瞭解學生的口語表達能力與線上遊

戲經驗。最終，根據口語表現，及與該班導師討論後，選定四位高認知、高

後設認知、及高動機的學生，及四位低認知、低後設認知、及低動機的學生

作為研究對象。八位研究個案的基本資料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實驗二研究個案的基本資料 
名字（匿名） 性別 認知、後設認知、動機能力 線上遊戲經驗 

A：小廷 男 高認知、高後設認知、高動機 過去曾玩過線上遊戲，如：楓

之谷、忍豆風雲 2 等，目前較

少玩線上遊戲。 
B：小呈 男 高認知、高後設認知、高動機 過去曾玩過線上遊戲，如：磨

獸世界等，目前較少玩線上遊

戲。 
C：小軒 男 低認知、低後設認知、低動機 過去曾玩過線上遊戲，如：十

二之天等，目前沒有玩線上遊

戲。 
D：小鑫 男 低認知、低後設認知、低動機 目前經常玩線上遊戲，如：魔

力寶貝、天堂、SF 等。 
E：小安 女 高認知、高後設認知、高動機 目前經常玩線上遊戲，如：三

小俠、爆爆王、百變恰吉、楓

之谷、跑跑卡丁車、網球拍拍、

全民打棒球等。 
F：小孟 女 高認知、高後設認知、高動機 只有一次線上遊戲經驗。 
G：小芸 女 低認知、低後設認知、低動機 過去曾玩過線上遊戲，如：跑

跑卡丁車等，目前沒有玩線上

遊戲。 
H：小秀 女 低認知、低後設認知、低動機 無線上遊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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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於本研究的遊戲式學習系統是屬於競爭的多人遊戲，為了讓本

實驗在對個案進行觀察時，個案也能表現出參與多人競爭遊戲的情況，所以

除了所選出的八位個案研究對象外，本實驗所選定的該六年級班級的班上其

他 24 位同學，也參與了此遊戲式學習的活動，故共有 32 位六年學生參與此

實驗，其中 8 位學生為此個案研究的對象。 

 

參、研究工具 

一、研究者 

本實驗主要為了深入探討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

因，故採用質性的個案研究法，對八位學習者從其遊戲式學習開始，到遠遷

移測驗結束作完整的通盤瞭解。因此，研究過程必須對學習者的遊戲學習行

為進行放聲思考之記錄與觀察，以實際瞭解學習者在遊戲式學習時的想法與

策略。同時，也必須在學習者完成學習測驗後，進行深度的訪談，以瞭解學

習者在遠遷移測驗的解題歷程。 

在此實驗中因為必須透過研究者去進行嚴謹的觀察與訪談，始能蒐集到

有用的研究資料，故研究者之觀察與訪談技巧將影響到研究資料的蒐集。由

於研究者本身在研究所就讀期間，曾多次進行數位遊戲式學習的實驗，並曾

閱讀大量關於遊戲式學習的文獻，對於遊戲式學習應有很深的認識。另研究

者於碩士與博班期間曾修習質性研究的課程，對於質性研究有一定的瞭解程

度，同時，本實驗是初探實驗的進一步研究，研究者在進入研究現場前，已

設定明確的觀察重點與資料蒐集範圍。所以，研究者本身應已具備蒐集資料

的技巧與高敏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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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遊戲式學習系統 

本實驗是為了深入的探討影響遊戲式學習在新觀點遠遷移成效之因素，

初探實驗所設計的「超級外送王」遊戲仍是本實驗的主要研究工具。而為了

能同時探究遊戲式學習是否有助於學習者知識獲取與近遷移的成效，本實驗

改進了此遊戲式學習系統在初探實驗時發現的一些缺點，以瞭解經修正後的

遊戲設計，能否改進學習者逃避學習的行為，進而在知識獲取與近遷移成效

上與初探實驗有所不同。 

由於初探實驗時，所有學習者皆不曾主動閱讀網頁式的電相關教材，且

部分學習者在通過收費站時，會有隨意猜測問題（需回答一題選擇題），寧

願付過路費也不願意認真回答問題的現象。所以，本實驗前修改了超級外送

王遊戲的收費站，修改為不以收費為主，改稱為「機智考驗站」，且提升機

智考驗的難度，將機智考驗問題數增加為三題，必須答對兩題才能過關（如

圖 5.1）。同時，遊戲中也多增加了一項遊戲角色的技能值屬性，角色的技能

值將影響能否使用某些遊戲的道具，當學習者答對機智考驗問題時，才能提

升角色技能值，以此來增加學習者對機智考驗的重視度。另外，為了鼓勵學

習者主動學習新知識，在回答問題時，增加了提示功能（如圖 5.2），讓學習

者可以先學習知識再回答問題。 

 

 

 

 

 

圖 5.1 實驗二的機智考驗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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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實驗二的機智考驗站提示功能 

其次，實驗前在遊戲的充電站上也做了些修改，特別將充電過程會使用

到的知識，及重要的學習教材嵌入充電站中（如圖 5.3），以鼓勵學習者能主

動學習解決充電的問題，或學習有關電的相關知識，試圖藉此修正學習者不

願意主動連結網頁式教材的問題。 

 

 

 

 

 

圖 5.3 實驗二的充電站中嵌入學習教材之畫面 

除此之外，本實驗所採用的遊戲規則與功能上，與初探實驗並沒有不同，

都是一樣的人物角色、一樣的操控方法、一樣的地圖、及一樣的道具等。但

是，隨著實驗的進行，當實地觀察到學習者的行為反應與遊戲的缺點後，本

實驗又逐步的修正了一些遊戲設計上的缺點，希望能找出最有效引導學習者

主動學習的遊戲設計方法。如實驗至第二週時，發現學習者在機智考驗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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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費了許多時間而影響了遊戲的興致與進度，所以在第三週時將機智考驗站

的題數改為一題，但答錯問題時會倒扣技能值。 

又如實驗至第四週時，發現仍有部分學習者藉由猜測來回答機智考驗站

的問題，且仍舊不會為機車充電，所以在第五週時，本實驗將部分機智考驗

站改為電費計算的填充題式之問題，並如充電站的設計，將學習教材嵌入機

智考驗中，藉此提升機智考驗問題的難度來引導學習者主動學習。此外，也

將機智考驗站的遊戲介面作了些調整，讓學習者在機智考驗站時也能看到其

他的玩家，修改後的機智考驗站如圖 5.4 所示。其他有關本實驗在遊戲系統

上的修改，請參考附錄三。 

 

 

 

 

 

圖 5.4 實驗二的填充題式機智考驗站畫面 

三、學習成效測驗 

為了瞭解研究個案在進行完遊戲式學習後的學習成效，本研究採用與初

探實驗同樣的測驗工具，測驗的題目與題數皆與初探實驗相同，即包括電與

能源相關的知識測驗、電功率與電費計算問題的近遷移與無學習資源的遠遷

移測驗（舊觀點遠遷移測驗）、及提供有學習資源的遠遷移測驗（新觀點遠遷

移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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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料收集方法 

一、放聲思考法 

    為了深入了解學習者的遊戲式學習歷程，本研究請八位個案研究對象在

參與超級外送王遊戲時，利用放聲思考法，將在玩遊戲時心裡所想到的任何

事情、想法、作法都說出來（包括現在在做什麼、想什麼、下一步要做什麼

的想法、情緒反應、自己對自己說話等，參考附錄四之放聲思考指導說明），

以探究其遊戲式學習的策略與行為模式。 

    因為透過放聲思考來玩遊戲的方式，是學生從沒有經歷過的，所以一開

始必須經過練習，待學生了解放聲思考的進行方式後，才能正式進行。由於

本研究在正式開始實驗前兩週，曾利用兩節課對全部參與研究的學生介紹

DimensioneX 的遊戲介面，並利用自行中文化其中所附的一個範例遊戲（The 

beach，譯成：荒島歷險），來讓學生先熟悉此遊戲介面。所以在實驗前兩週，

本研究先對八位個案研究對象進行訪聲思考的練習，步驟如下： 

1. 告知學生將被實驗、實驗的目的等。 

2. 給學生看放聲思考指導說明（如附錄四）。 

3. 給學生觀看自行錄製的放聲思考示範影片（以荒島歷險遊戲為例子，

示範如何一邊玩遊戲一邊說話）。 

4. 請學生練習（利用荒島歷險的遊戲）及錄音，並從旁指導。 

    在學生放聲思考的遊戲式學習過程中，研究者是保持中立客觀的角色，

當學生只操作而沉默不語時，研究者會立刻詢問他當時的想法及意圖。而當

學生在遊戲中問研究者有關遊戲的問題，除了有關程式錯誤或電腦軟硬體故

障的問題外，研究者均不會回答學生的問題。此外，個案學習者全部遊戲的

操作過程及放聲思考的內容皆藉由 anicam 軟體作全程錄製，事後再將錄音內

容轉譯為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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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 

    研究者在學習者進行放聲思考之遊戲式學習過程中，除了利用 anicam 軟

體將個案的遊戲操作過程全程錄製外，研究者並從旁觀察其遊戲式學習的行

為表現，將觀察到重要的、特別的行為，隨時記錄在觀察筆記中（參見附錄

五），研究者亦架設網路攝影機（webcam）將學習者的動作、表情全錄影下

來，以做為分析遊戲式學習行為之參考。 

 

三、學習者心得筆記 

    本實驗的八位研究個案，在每一次的遊戲式學習活動後，都會利用 10~15

分鐘的時間，寫下一頁的心得感想（參閱附錄六），其目的在了解學習者在每

一次遊戲式學習後的感受變化，以作為分析個別學習者的遊戲式學習歷程及

探討遊戲式學習成效因素的參考依據。 

 

四、訪談 

    本實驗在學習成效測驗結束後，對參與研究的八個個案進行半結構式的

深入訪談。訪談的內容主要針對學習者對遊戲的感受、對學習知識的了解程

度、學習者如何解決學習遷移的問題、或學習者的遊戲經驗等，每位受訪者

的問題會根據其遊戲成績及學習成效測驗成績而有所不同，但主要的問題方

向都一致（訪談的大綱請參閱附錄七）。在此實驗中，訪談的內容均全程錄音，

事後再將錄音內容轉譯為逐字稿。 

 

五、省思筆記 

每一次的實驗後，研究者會在當天將觀察到的學習者行為，寫下省思紀

錄，研究者藉此省思紀錄，去不斷地發現問題，提出暫時性的推論，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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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觀察該學習者的參考，且也作為改進遊戲系統的參考依據，或作為未

來歸納學習者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之參考資料。 

 

六、學習成效測驗文件 

本實驗在學習者完成遊戲式學習活動後，立即施以學習成效測驗，測驗

的內容與初探實驗完全一致，即包括電與能源的知識測驗、電功率與電費計

算問題的近遷移測驗與無學習資源的遠遷移測驗（舊觀點遠遷移測驗）、及提

供有學習資源的遠遷移測驗（新觀點遠遷移測驗）。學習成效測驗的成績是學

習成效的重要參考資料，及作為訪談與分析影響遊戲式學習成效的因素之參

考依據。 

 

伍、研究程序 

本實驗程序如圖 5.5 所示，可分成實驗前、中、後三個階段，以下分別

說明之。 

一、實驗前階段 

實驗前階段的主要工作是確認研究對象，及準備好研究的工具。故在正式

實驗前，本實驗先根據初探實驗的結果，修改了部分遊戲式學習系統的缺點，

及準備好 MSLQ 量表、放聲思考示範影片等工具。在實驗開始前兩週（2007

年 9 月 26 日），先對所選定的班級施以 MSLQ 量表，之後根據量表成績及學

科成績篩選出可能的研究人選，再經訪談與班級導師討論後，確定八位正式

的研究個案。接著再對所選定的班級介紹 DimensioneX 遊戲介面及試玩示範

遊戲，而在正式實驗前一週，對八位個案研究對象進行兩次的放聲思考訓練。 

為了在正式實驗時，研究者能個別的觀察到八位研究個案的遊戲式學習

歷程，在實驗前將全班 32 位學生分成八組，採依照有關學生其認知、後設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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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及動機等能力的同質性分組，且將八位主要研究個案分別安排於八個不

同組別中。所有的測試、訪談、或訓練都利用早自修及午休時間進行。 

 

二、正式實驗階段 

本研究在 2007 年 10 月 8 日起開始正式的實驗，實驗主要利用早自修及

午休時間，每次每組進行 40 分鐘的超級外送王遊戲，實驗時研究者坐在研究

個案旁觀察，其他三位協同參與遊戲的學生則分散於電腦教室中自行操作遊

戲。每組學生都要進行 6 回共 240 分鐘的遊戲式學習活動，因為實驗期間還

遇到學校校慶及期中考試，所以 6 回合的活動在 2007 年 11 月 22 日結束。結

束後立即對研究個案實施學習成效測驗，先進行 60 分鐘的知識測驗及舊觀點

的學習遷移測驗（包括近遷移測驗及無學習資源的遠遷移測驗），之後再進行

40 分鐘的新觀點遠遷移測驗（有學習資源的遠遷移測驗），而有關遊戲式學

習活動的時間及學習成效測驗的時間都比照初探實驗的標準來進行。 

 

三、實驗後階段 

實驗結束後一週內，研究者開始對八位研究個案進行半結構式的深度訪

談，訪談的內容是有關學習者對實驗的感受、對學習知識的了解程度、學習

者如何解決學習遷移的問題等（詳見附錄七之訪談大綱）。最後，則根據實驗

所獲得的資料，進行分析與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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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實驗二的研究程序 

 

陸、資料的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中有關量化的資料，運用了描述統計或相關係數等統計方法來分

析，質化的資料則運用紮根理論（Strauss & Corbin, 1998）等方法來分析遊戲

式學習行為模式，詳述如下： 

 

一、統計分析 

    本實驗中運用描述統計來分析學習者在知識測驗、近遷移測驗、遠遷移

測驗中得分的平均數、標準差等，以了解學習者經遊戲式學習後，在知識方

面的學習結果，所得的數據可以幫助瞭解個案的學習表現，可作為分析影響

實施 MSLQ 量表 

DimensioneX 遊戲介面介

紹及試玩範例遊戲 

篩選與訪談研究對象 

確定個案研究對象 

放聲思考練習 

參與超級外送王之線上遊

戲式學習活動 

知識測驗、學習遷移測驗

新觀點遠遷移的再測驗 

深度訪談 

實驗前 

實驗中 

實驗後 
資料分析、歸納結果 

共六回，240分鐘(2007.10.8起) 

60 分鐘(2007.11.23) 

40 分鐘(2007.11.23) 

(2007.11.26~2007.11.30) 

40 分鐘(2007.9.26) 

(2007.9.27) 

(2007.9.28) 

(2007.10.1~2007.10.5) 

確認實驗分組名單 (200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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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式學習知識遷移成效的參考依據，也可作探討經修改遊戲設計後，學習

者的知識獲取與近遷移成績之表現情形。 

    本實驗亦運用描述統計來分析學習者在超級外送王遊戲成績的平均數等

資料，以了解學習者在遊戲上的表現，藉此可以做為分析學習者的遊戲式學

習歷程參考，也可作為分析遊戲式學習成效的依據。此外，本實驗以統計上

的相關分析，來分析學習者各項量化數據的相關，如知識測驗成績與學習遷

移成績的相關、遊戲成績與學習成效測驗成績的相關等，以尋找有關影響遊

戲式學習成效的可能因素，並作為質性資料分析歸納的參考。 

 

二、紮根理論分析策略 

　  為了能夠具體的歸納出影響所有研究個案的遊戲式學習行為因素，及各

因素之間的關係，本實驗運用紮根理論來分析與歸納八位研究個案在遊戲式

學習的行為，以具體分析出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共同因素。實施步驟如下： 

（一）整理可供分析的文本 

    將所有放聲思考錄音及訪談錄音轉譯為逐字稿，編上代號（如表 5.2），

作為分析的資料。同時，也將學習者心得紀錄、觀察紀錄、研究者的省思筆

記等編上代號（如表 5.2），作為分析資料來源。所有資料均以匿名處理，學

生的編號也非座號。 

表 5.2 實驗二中各種資料編號及意義 
資料編號 意義 

放聲 20071113[a-5] 代表 2007 年 11 月 13 日，a 生第五次在遊戲式學習時放聲思考的逐字稿。

觀察 20071113[a-5] 代表 2007 年 11 月 13 日，觀察 a 生第五次遊戲式學習的紀錄。 

心得 20071113[a-5] 代表 2007 年 11 月 13 日，a 生第五次在遊戲式學習後的心得紀錄。 

省思 20071113[a-5] 代表 2007 年 11 月 13 日，對 a 生在第五次遊戲式學習後的省思紀錄。 

訪談 20071126[a] 代表 2007 年 11 月 13 日，對 a 生的深度訪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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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行編碼 

根據紮根理論（Strauss & Corbin, 1998）的三個基本步驟：開放性編碼

（open coding）、主軸編碼（axial coding）、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

來進行系統化的資料分析整理，其步驟如下： 

（1） 開放性編碼：開放性編碼就是先將可供分析的文本逐行或段落的分

解，並加以編碼，也就是先將事件或現象，賦予一個概念性的標籤，

予以概念化，再將較低層次的、相關的概念進行聚攏，提煉成高層次

的概念，成為範疇（category），而要開發一個範疇，首先要開發它的性

質，再從性質中區分出面向，性質代表一個範疇的諸多特質或特徵，

面向則代表一個性質在一個連續系統上的不同位置（胡幼慧、姚美華，

1996; 徐宗國譯，1997）。所以，主要步驟包括:定義現象（概念命名）、

發掘範疇、為範疇命名、發展範疇的性質與面向（徐宗國譯，1997）。

例如：本研究在開放性編碼階段，發現了學習者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有：

關心成績、不關心成績、有遊戲的求勝心、對遊戲的強烈喜好等概念，

而這些概念都是遊戲動機的一種特質，且有強烈或不強烈的面向，所

以可將這些概念歸類成為「內在動機」的一個範疇。 

（2） 主軸編碼：主軸編碼的主要任務在發展主要的範疇，係指將開放編碼

所得的概念與範疇，加以綜合，歸為更大的範疇，並運用譯碼典範，

針對主要的現象來分析其因果關係，聯繫主要範疇與其次範疇

（sub-category）（林本炫，2004）。次範疇指的就是所觀察之現象的條

件、脈絡、互動策略與結果，也就是與現象相關連的部分（徐宗國譯，

1997）。具體作法是先構想範疇與次範疇之間的假設性關係，再從實際

資料中尋求支持這種假設性關係的驗證，將範疇與次範疇產生連結，

找出現象所呈現的一種趨勢型態（pattern）（徐宗國譯，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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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性編碼：選擇性編碼的主要工作在發展核心範疇。核心範疇是指

其他所有的範疇都能以之為中心而相結合，Glaser（1978）指出，核心

範疇必須具有「中央性」，也就是與最多範疇和特徵相關，要不斷發生

在資料中，成為一個穩定的模式，能和其他範疇很容易、有意義的連

結。意即，選擇性編碼是在不斷地比較之後，逐漸將範疇的抽象層次

提高，使它成為一個包含性高、抽象度高的名詞，這樣的命名就成為

一個核心範疇，也是紮根理論的核心概念（徐宗國，1996）。所以，選

擇性編碼就是用一個核心的範疇，將主軸編碼所形成的範疇及關係，

完全整合在一起，以建構出一個可以描述資料的故事線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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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果 

本節先描述八位個案的遊戲式學習表現，之後再分析與歸納研究之發現。 

壹、個案的遊戲式學習表現描述 

    本實驗共研究八位個案，在八位個案都進行過六次共 240 分鐘的遊戲式

學習活動後，立即施以與本研究初探實驗時一致的學習成效測驗，內容包括：

知識測驗、近遷移測驗、及兩次的遠遷移測驗（第一次無學習資源、第二次

有學習資源）。表 5.3 至表 5.5 顯示八位研究個案的測驗答題表現。 

表 5.3 實驗二中研究個案在知識測驗的答題表現 
 題目 

 
 

個案 

1.下列哪一個

不是電能的單

位？  

2.下列哪一個

物質是導體？ 
3.下列哪一個

是再生能源？ 
4.台灣目前最

主要的發電方

式是？  

5.電力公司計

算用電量的電

錶上，單位 1度

指的是什麼？ 
小廷 ○ ○ ○ ○ ○ 

小呈 ○ ○ ○ ○ ○ 

小軒 × ○ ○ ○ × 

小鑫 ○ ○ × ○ × 

小安 ○ ○ ○ ○ ○ 

小孟 ○ ○ ○ × ○ 

小芸 ○ ○ × ○ × 

小秀 × ○ × × × 

○表示答對，×表示答錯 

表 5.4 實驗二中研究個案在近遷移測驗的答題表現 
題目 

 
 
 

個案 

1. 一台微波爐

30 秒需消耗

24000 焦耳的

電能，請問微

波爐的電功率

是多少？ 

2.使用一台 800
瓦的吹風機吹

頭 髮 60 秒

鐘，會消耗多

少的電能？ 
  

3.一台 2000 瓦

的冷氣，使用

3 小時，會消

耗多少「度」

的電能？ 
  

4.假設 1 度電 5
元，一台 800
瓦的烤箱使用

2 小時，要花

多 少 錢 的 電

費？ 

5.假設 1 度電 3
元，4 顆 100
瓦的燈泡使用

6 小時，要花

多 少 錢 的 電

費？ 
小廷 △ △ ○ ○ ○ 

小呈 ○ ○ ○ ○ ○ 

小軒 × △ ○ ○ ○ 

小鑫 △ × × × × 

小安 ○ △ △ △ △ 

小孟 ○ △ △ △ △ 

小芸 △ × ○ ○ ○ 

小秀 △ × ○ △ × 

○表示答案與作法完全正確，△表示作法正確但答案稍有錯誤，×表示答案與作法完全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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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實驗二中研究個案在遠遷移測驗的答題表現 
舊觀點的遠遷移測驗（無提供學習資源） 新觀點的遠遷移測驗（提供學習資源）  

題目 
 
 
 
 
 

個案 

1.小明想選購房間

的燈泡，假設小明

每天會使用電燈

10 小時……下列

有兩種不同品牌

的燈泡，你覺得小

明應該選擇哪一

種牌子會比較省

錢呢？ 

2.下圖是小明住家 3

月份的電費通知

單……本頁和下

頁是兩張小明鄰

居的電費單，請問

哪一張的電費「應

繳金額」是計算錯

誤的？ 

1.小明想選購房間

的燈泡，假設小明

每天會使用電燈

10 小時……下列

有兩種不同品牌

的燈泡，你覺得小

明應該選擇哪一

種牌子會比較省

錢呢？  

2.下圖是小明住家 3

月份的電費通知

單……本頁和下

頁是兩張小明鄰

居的電費單，請問

哪一張的電費「應

繳金額」是計算錯

誤的？ 

 

小廷 × × △ ○ 

小呈 ○ × ○ ○ 

小軒 × × △ △ 

小鑫 × × × × 

小安 × × × ○ 

小孟 × × ○ △ 

小芸 × × × △ 

小秀 × × △ △ 

○表示答案與作法完全正確，△表示本質上正確但有少部分錯誤，×表示答案與作法完全錯誤 

以下分別藉由對八位個案的觀察、省思記錄、心得紀錄、學習測驗成績、

訪談等記錄，來描述所研究個案的遊戲式學習行為及其學習測驗之結果。 

一、個案 A（小廷） 

小廷是男生，個性溫和，口語表達能力良好，是該校六年級的分散式資

優班成員，高智商且在班上的數理成績都排名在前十名內，平常有玩線上遊

戲的經驗，如：楓之谷等，但目前被家人限制不能玩電腦遊戲，只能偶爾去

朋友家裡玩。 

（一）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 

小廷在遊戲一開始，「會看地圖來確定任務的位置，在第一個任務時，

雖然移動有點緩慢，但沒多久就找到正確位置」（觀察 20071009[a-1]），在遊

戲的操縱與方向感上沒有問題。剛開始遇到機智考驗站（選擇題）時，「完全

不看提示，猜錯時，會將正確的答案複誦一次」（觀察 20071009[a-1]），很顯

然一開始不會主動學習，且採用從錯誤中學習的方式。第一次因機車沒電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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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充電站充電時，「在充電站待了很久，不看教材，完全利用自己的方法在嘗

試充電，但因為電費計算觀念是錯誤的，誤將電費以秒來計算，所以試了很

久還是自以為是對的，堅持不去看教材，甚至到後來說出：1 度好像是 10000

焦耳」（觀察 20071009[a-1]）。後來，小廷沒能完成充電，且失去了耐心，離

開了充電站後，卻「發現遊戲系統會利用太陽能來幫機車充好少許的電量」

（觀察 20071009[a-1]），之後就再也沒有進入充電站，就一再靠著等待來維持

機車的電能。 

此後，小廷在遊戲中「雖然沒電了，但經過了充電站仍然不想辦法充電，

最多只有嘗試了一下，就離開了」（觀察 20071016[a-2]），完全利用等待（30

秒）讓系統幫忙補充少許電量的方式來進行遊戲。在第三週後，小廷發現了

可以利用向商人買道具來補充電能，更開始「選擇買電池作為充電的方法，

也花了很多錢去購買馬達，將機車電功率下降」（觀察 20071023[a-3]），就

算後來本研究「為了刺激學生能夠進入充電站，特別將電池費用變貴，太陽

能充電量減少，但小廷唯一改變的是，為了省錢而將買電池的數量變少」（省

思 20071030[a-4]）， 「既使偶爾沒電了，也會耐心的等待，再試圖去買電池」

（觀察 20071030[a-4]）。整個遊戲過程中，就算機智考驗的電費問題都會了，

還是很少去充電。 

小廷在機智考驗站的行為，從第二週開始偶爾會看提示來解決問題，雖

然有些題目仍然用猜測的在回答問題，但有些題目「錯了一兩次，後來都有

漸漸學會，會記答案，不會一錯再錯」（觀察 20071023[a-3]）。到第四週時，「機

智考驗站的題目，小廷大部分都會作答了」（觀察 20071030[a-4]），甚至在第

五週遇到新的填充題式機智問答，也是「很快的一次就通過」（觀察

20071113[b-5]），但就算已能成功的回答有關電費的機智問答，卻還是不常去

充電站充電，在最後一週的一次嘗試充電過程中，又「再次將電費問題以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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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計算，而充電失敗」（觀察 20071120[a-6]）。顯示小廷雖然可以應付不同的

機智考驗問題，但對於電費的單位觀念仍然不是很正確。 

失敗的經驗，可能是導致小廷不想去充電站充電的原因，但另一個原因，

可能是因為對於遊戲太熱衷所造成，因為小廷曾表示不充電的原因是「覺得

充電站很麻煩，就跑走了」（訪談 20071120[a]），且「因為有錢可以去買電池，

就不想再浪費時間去充電」（訪談 20071120[a]），所以，不想浪費時間也是不

去解決充電站問題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另外，因為小廷對於超級外送王遊戲

表現出極高的興趣，覺得「這遊戲是宇宙世界超級好玩的遊戲」（心得

20071120[a-6]），且認為它好玩的地方是「很刺激!比如說，別人完成了幾個

任務，系統就會打出來，如果落後他的話，就會很想要超過他，然後威風一

下!」（訪談 20071120[a]）。所以，他在每次的遊戲心得中常出現，「真想得到

第一名」（心得 20071120[a-1]）、「希望快點超過同一組的同學」（心得

20071120[a-3]）、「如果不是第一名就不甘心」（心得 20071120[a-6]）等話語，

以至於出發點完全以遊戲為主，因此在遊戲中會去「關心何時可以升級」（觀

察 20071120[a-6]），利用各種技巧，如「繞遠路來賺技能值」（觀察

20071120[a-6]）、「知道撿電器可以賺錢、會規劃行走路線、會買機車馬達」（觀

察 20071130[a-4]）等各種遊戲技巧，來提高遊戲分數，最後也因而在八位個

案中完成第二多項的遊戲任務。 

基本上，小廷所表現的遊戲式學習行為特徵可歸納如下：  

1. 具有高度的遊戲動機。除了覺得遊戲很好玩外，也有很強的求勝心，

時時關心遊戲的分數等級，希望贏得第一名的頭銜。 

2. 具有高度的遊戲技巧。善用各種遊戲技巧來提升遊戲分數與解決遊

戲問題，例如知道可以利用道具來補充機車電能、幫機車省電、賺

取金錢等，也會不斷在遊戲中計畫、監控、及修正遊戲技巧，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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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操縱與移動上十分流暢，沒有迷失方向的問題。 

3. 採用不認真的方式在學習。因為學習領悟力與記憶力很強，雖然偶

爾才看機智問答的提示，卻能漸漸搞懂機智問答的考驗問題，但也

因為沒有全心投入學習，以致於沒真正弄清楚電的相關單位與計算。 

4. 無法解決充電站的問題。因為覺得充電站很麻煩、可以利用道具充

電、太陽能充電、加上對於電費計算的單位產生誤解，以致於沒能

持續在充電站完成機車的充電，也沒有認真閱讀過充電站的教材。 

（二）學習成效 

1. 中等的知識獲取成效，電功率與電費計算單位有混淆的現象 

    如表 5.3（112 頁）所示，小廷在知識測驗的成績是滿分，但在測驗後的

口語訪談，小廷表示「知識測驗很簡單，但第五題沒把握，就之前那個換算

一小時或一分鐘會搞混」（訪談 20071126[a]）。基本上，從研究者對小廷的訪

談過程，可證實小廷確實有從遊戲中學習到有關能源與電的基本知識，清楚

電功率的概念，且記得多種電的單位。但是，卻發現他無法正確區別電功率

與電費的單位，誤將多種電的單位都歸為電功率與電費的單位，加上自己所

承認對於電費計算是以小時或分鐘計算並沒有把握。這顯示遊戲讓小廷獲取

許多知識，但因為在遊戲過程小廷不曾閱讀過充電站的知識教材，屬於高遊

戲技巧但沒有很認真學習者，以致於小廷對於某些知識概念並沒有徹底強化

或釐清。以下是訪談的對話內容（老師即代表研究者本身）: 
老師：你可不可以說說看什麼是能源？ 
小廷：能源喔！像石油和電就是能源。 
老師：那有沒有學到什麼是再生能源和非再生能源 
小廷：再生能源就是一直有，就不會沒有的，例如石油就是非再生能源，他就是一定的量，用

完就沒有了。太陽能阿，太陽就是每天都會有，就不會沒有阿!例如用太陽能板就可以

一直用。 
老師：那有沒有學到什麼是導體? 
小廷：例如水是導体，絕緣體是橡膠阿！ 
老師：有沒有學到電能的單位?電能的單位是什麼? 
小廷：焦耳、瓦。（錯誤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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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有沒有學到電功率? 
小廷：就是它一秒鐘要用掉多少的電，多少焦耳。 
老師：電功率是一秒鐘用掉多少焦耳，那你覺得它的單位是什麼? 
小廷：焦耳。（錯誤觀念） 
老師：那你有沒有學到電費的單位？ 
小廷：就千瓦小時、百瓦小時那些。（錯誤觀念） 
老師：還有沒有？ 
小廷：焦耳、瓦也有，瓦好像沒有。（錯誤觀念） 

2. 中等的近遷移成效，有單位混淆的現象 

小廷在近遷移測驗的表現如表 5.4（112 頁）所示。其對於所有題目都能

列出正確的算式，且算出正確的答案，但在前兩題有關電功率與電能問題的

答案上，卻將電功率與電能的單位寫錯了，誤將電功率的單位記為「焦耳」，

而電能的單位誤寫為「瓦」。如圖 5.6 所示，小廷在電功率與電能的計算問題

上，雖然能理解電功率與電能的概念，列出正確的運算式，但卻將電功率與

電能的單位弄錯。此結果正呼應了小廷於知識獲取成效訪談的表現，即懂得

電功率的概念但記不清楚單位，顯示小廷在電的相關單位名稱上確實出現混

淆，也顯示近遷移測驗比知識測驗更能評量出學習者所獲取知識的深度。 

 

 

 

 

圖 5.6 個案 A 的近遷移解題情形 

    而在試後的訪談中，詢問小廷有關這些題目的看法時，他則認為「這些

題目在機智考驗站考過」（訪談 20071126[a]），由於小廷在遊戲中，到最後對

於機智考驗的問題都能迎刃而解，顯示遊戲的活動確實有助於其知識的近遷

移。相對地，由於小廷在遊戲中始終沒有為了解決充電問題而認真的閱讀過

充電站的教材，且從一開始到最後在充電站的充電過程發生單位搞錯的問

題，顯示其在電能計算單位上是有問題的，才會導致他在知識獲取成效的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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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近遷移的測驗上都表現出電能單位上的混淆。這顯示遊戲的行為影響了

小廷在知識獲取的強度，進而知識獲取的成效也影響了近遷移的表現。 

3.舊觀點的遠遷移成效差，中等的新觀點遠遷移成效 

當小廷面對第一題沒有學習資源的遠遷移問題時，其作法上（如圖 5.7）

雖然有看到些電費計算的算式（如：0.1x1800），但其實整個作法與邏輯是不

通的，是完全錯誤的作法。至於為何有這樣的作法，小廷當初是認為「先算

出它一塊錢是幾度電，再乘以一度電是多少錢…」（訪談 20071126[a]），但後

來小廷自己也認為當初的「想法錯誤」（訪談 20071126[a]），且認為「第一次

沒有學習資源時，並沒有想到跟玩遊戲有關的知識」（訪談 20071126[a]），但

後來有了學習資源後，小廷才想到這問題即遊戲中「算電費的」（訪談

20071126[a]）知識，且認為有了學習資源後，對他「幫助很大」（訪談

20071126[a]）。 

 

 

 

 

圖 5.7 個案 A 的遠遷移（舊觀點）第一題解題情形 

所以，如圖 5.8 是小廷在有學習資源時的第二次解題情形，雖然小廷在

計算兩種燈泡的耗電電費時，寫錯了耗電的時間（如如圖 5.8 的打圈處），但

小廷的解法本質上是正確的，因為小廷在訪談時能說出此題的解法是要「先

計算 a 和 b 兩年內要用多少電燈泡，再算出 a 和 b 兩年電費是多少」（訪談

20071126[a]），顯示在有限的學習資源與時間下，小廷已經從學習資源中理解

了此題的解法，且誠如其自己回憶的，「第二次才想到這是跟電費有關的，就

知道要怎麼去應用」（訪談 20071126[a]），表示有了學習資源才讓小廷想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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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中所學到的知識，才知道如何應用它去解決問題。 

 

 

 

 

 

 

 

圖 5.8 個案 A 的遠遷移（新觀點）第一題解題情形 

而有關第二題的遠遷移測驗問題，如圖 5.9 是小廷第一次在沒有學習資源

情況下的作法，從他的作法中，可看出來他有注意到電費單上的抄表指數，

但卻不懂抄表指數的意義，且也看出來他有觀察到流動電費的計算，但因為

沒有看懂抄表指數，以致於所寫下的流動電費算式是錯的，所以，小廷第一

次的作法是完全錯誤的。至於為何有這樣的作法，小廷僅表示：「第一次不會

作，就不知道怎麼算電費」（訪談 20071126[a]），顯示小廷雖然有看出一些端

倪，但仍沒有看懂解決此問題的第一個重點，即無法從抄表指數中看出耗電

的度數。 

 

 

 

圖 5.9 個案 A 的遠遷移（舊觀點）第二題解題情形 

然而，如圖 5.10 所示，當有了該題的學習資源後，小廷便列出了解決此

問題的正確解法，且在試後的訪問中，小廷也表示：「有了學習資源後幫助很

大」（訪談 20071126[a]），該題的作法就是「先算出用了幾度電，然後再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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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和剩下的…」（訪談 20071126[a]），顯示小廷確實有從學習資源中領悟了

此問題的解決方法。但可惜的是，當研究者詢問小廷是否瞭解為何要將耗電

度數分成 220 和剩下的時，他卻回答「不知道」（訪談 20071126[a]），表示有

關電費如何根據不同的耗電度數來計費的部分，小廷並不是從學習資源中學

習到的，而是自行從學習資源與題目的算式中歸納出來的算法。 

 

 

 

 

圖 5.10 個案 A 的遠遷移（新觀點）第二題解題情形 

從小廷在兩題有關遠遷移測驗上的表現可發現，當沒有任何學習資源

時，小廷在遠遷移測驗上的表現是不佳的，然而，當他再次面對該問題且透

過有限的資源學習時，便能從中體會到解決該問題的方法，也領悟到該問題

並不難，事實上與遊戲中學到的知識是有關係的。 

（三）遊戲式學習行為與成效之總述 

總括來說，小廷在遊戲式學習過程沒有很認真的學習新知識，但對該遊

戲有高度求勝的慾望，且有不錯遊戲技巧及學習能力，懂得利用遊戲道具來

解決問題，也懂得從錯誤中學習或記憶來學習電費計算等知識，所以，最後

小廷得到不錯的遊戲成績，且在知識測驗、近遷移測驗、及新觀點的遠遷移

測驗都得到算是不錯的成績。 

可是，也因為小廷在遊戲過程沒有很認真的把需要學習的知識徹底弄清

楚，以至於在遊戲過程、近遷移測驗或深入訪談中都可發現他所犯的一些單

位上的混淆與錯誤。例如雖然他在訪談時能說出電功率的定義，但卻在近遷

移測驗與訪談時將電能與電功率的單位混淆；或是像他在第五次進行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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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面對新的填充題式電費計算之機智問答（如圖 5.11），都能毫不遲疑的一

次過關，但卻始終不去解決充電站中類似的電費計算問題（如圖 5.12），事後

探究其原因，發現雖然小廷起先表示充電站太麻煩，所以不願使用充電站來

充電，但當研究者請他再次解決充電站的問題時，他仍舊採用在遊戲中曾試

過的失敗解法，即將充電的時間全化為秒後，再計算充電的度數，直到當研

究者請小廷仔細看看機智考驗問題（如圖 5.11）與充電站問題（如圖 5.12）

之間是否有相似時，他才恍然大悟。顯然，小廷始終不去解決充電站問題的

另一個原因是，他對電費計算與電能計算的時間單位上是有混淆的。  

 

 

 

 

 

 

　 圖 5.11 機智考驗問題  　　 　　圖 5.12 充電站的問題 

因此，研究者從實際的觀察、訪談、及其學習測驗結果中發現到，本研

究所設計的遊戲確實能促使小廷去認識與理解電相關的知識，且透過不斷地

問題考驗與練習，確實幫助了小廷熟習相同題型的電能或電費問題的計算，

學習與領悟出電能與電費計算的知識與技巧，因而使小廷能在遊戲中逐漸熟

練地覆解決選擇題式的電費計算問題，也能在後來順利解決如圖 5.11 的填充

題問題，進而也能成功的解決了近遷移測驗中的問題，及看懂遠遷移測驗裡

學習資源，並解決遠遷移問題。意即，遊戲確實是促使小廷學習，進而使知

識獲取、近遷移及新觀點遠遷移測驗等有不錯成績的主要原因。 

但相對地，遊戲也是促使小廷不認真學習，產生錯誤的知識概念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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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遊戲的競爭及強烈的求勝心，讓小廷面對遊戲的問題時，選擇以遊戲

技巧或靠著本身的領悟力，設法快速的去解決各種遊戲考驗，避免耗時的閱

讀與學習，以爭取更多完成遊戲任務的時間。且此種不斷利用遊戲技巧或透

過錯誤嘗試而快速成功解決問題的遊戲經驗，雖然確實讓他熟練了同類型的

問題，但也讓他產生了知識上的錯誤概念而不自知。 

小廷這種看似有不錯學習成效但其實有些知識概念混淆的情形，當遇到

有時間壓力且沒有直接提示的新情境問題時便會遭遇困難，但當有明確提示

時，他又可以立即領悟解決問題的方法。例如在研究者提示下，他便能很快

的領悟原來充電站的問題其實跟機智考驗的電費計算問題是一樣的觀念；或

如同在有學習資源的遠遷移問題上，他便能領悟到原來問題與遊戲學習的知

識有關，且能看懂學習資源而成功解題。顯示他的學習領悟力或透過遊戲所

學到的基本知識概念並不差，但需要透過一些額外的支援便能矯正他一些錯

誤的知識概念，或給予他有力的支援。 

歸納起來，從小廷身上可發現以下幾點研究者所關切問題的答案： 

1. 知識獲取方法：小廷在遊戲中主要是透過遊戲的機智考驗問題，藉由

錯誤嘗試、記憶答案、反覆練習、偶爾看提示教材等來獲取知識的。 

2. 影響知識獲取成效的原因：小廷能在遊戲的機智考驗中反覆解決問題

並獲得高分，是小廷能有不錯的知識測驗成績的原因，而沒有深入理

解機智考驗問題的知識，是小廷在知識獲取有錯誤概念的原因。意

即，遊戲式學習的行為是影響知識獲取的好壞的原因。 

3. 影響近遷移成效的原因：小廷能在遊戲的機智考驗中反覆解決問題並

獲得高分，是小廷能夠正確計算所有近遷移測驗問題的原因，而沒有

很深入理解機智考驗問題的知識，產生混淆知識概念，是小廷在近遷

移測驗時搞錯電功率與電能單位的原因。意即，遊戲式學習的行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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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獲取程度是影響近遷移成效好壞的原因。 

4. 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原因：強烈的遊戲求勝動機、及能利用不錯的

學習能力及遊戲經驗技巧來快速解決遊戲問題等，是影響小廷在遊戲

中產生不認真學習行，不去深入閱讀教材以解決較複雜問題的原因。 

5. 影響舊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學習電相關知識的過程不夠認真，沒

有很深入的瞭解所有知識概念，應是影響他無法解決舊觀點遠遷移問

題的原因之一。 

6. 影響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透過遊戲學到基本的知識及有著不錯

的學習領悟力，應是影響他能透過學習資源的學習與協助，成功解決

新觀點遠遷移問題的原因之一。 

7. 遊戲式學習對新觀點遠遷移表現所造成的影響：即遊戲式學習幫助小

廷學到了電相關的基本知識，讓小廷在有提示或學習支援的的情況下

能聯想到跟遊戲相關的知識，看懂學習資源，領悟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二、個案 B（小呈）  

小呈是男生，個性溫和，口語表達能力良好，數理成績都班上在十名以

內，平常有跟家人玩線上遊戲的經驗，如：魔獸爭霸，但目前因為家裡管教

的關係，比較少時間玩線上遊戲。 

（一）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 

小呈一開始進入遊戲後，「很快速的完成了兩個遊戲任務，方向感及遊

戲操作上面都很順手」（觀察 20071011[b-1]）。剛開始遇到機智考驗站（選擇

題）時，都是用猜測的，且「沒有仔細看遊戲的提示（僅點選兩次）」（觀察

20071011[b-1]）。第一次因為機車沒電時，進入充電站後，「先試著輸入充電

數量，但在遇到要充幾「度」電時，該生突然停住了，自己對自己說：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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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之後便主動開始讀線上教材」（觀察 20071011[b-1]），他在第一週的遊

戲結束前，好不容易成功的充好一次電，但這之間卻斷斷續續花了約一半的

時間在充電站中閱讀教材與嘗試充電。小呈是所有個案中，「一開始在充電站

花最多時間的學生，顯示充電站機制確實引發該生的學習」（省思

20071011[b-1]），也讓他意識到在遊戲「裡面有很多要學的東西」（心得

20071011[b-1]），且有了「想把整個遊戲搞清楚、想破完所有任務」（心得

20071011[b-1]）的動機。 

果然，小呈在第二週的遊戲中，在充電站將有關電與電費的知識作了更

深入的學習，且幾乎已把該學的知識全弄懂了，因為「他先運用上星期成功

充電的經驗，輸入上星期的充電數量，失敗後，才發現該充電站與上次的充

電功率不同，便又開始努力閱讀充電站上的線上教材」（觀察 20071018[b-2]），

而在反覆的閱讀教材，及反覆嘗試錯誤的情況下，他幾乎把所有教材全都看

過了，「甚至在此時將電費以外的知識，如：電能、電功率等知識都一併的學

習了」（觀察 20071018[b-2]），最後，甚至在紙上推導電費的公式，終於完成

充電，但因此又耗費了半節課多的時間。 

可是，在歷經第二次的長時間的解決充電站之問題後，「小呈似乎對於

本研究所要給予學生的知識概念皆已完全瞭解，因為該生在接下來的機智考

驗站已經可以很快速正確的回答問題」（省思 20071018[b-2]），在第三週時，

「遇到機智考驗區時，剛開始錯了一兩次，後來幾乎都不看提示，用心算就

過關了」（觀察 20071025[b-3]），而遇到充電站時，「試了幾次錯誤後，又拿

起紙來稍微計算一下，很快就又會充電了」（觀察 20071025[b-3]）。之後，就

算本研究將遊戲系統作了些修改，小呈在「遇到會隨機改變電功率的充電站，

也能很快速的充好電」（觀察 20071101[b-4]），且在遇到第五週新型式的填充

題機智考驗時，他也是「利用心算，毫不考慮就答對了」（觀察 20071115[b-5]）。 



- 125 - 

所以從第三週以後，小呈在遊戲上幾乎沒受到什麼阻礙，加上其在遊戲

操控沒什麼問題，且在遊戲過程中，「會規劃行走路線」（觀察 20071115[b-5]）、

「無時在計畫、監控整個遊戲，展現出良好的後設認知的行為」（觀察

20071115[b-2]），也知道利用遊戲道具，「會撿壞掉的電器、會用瞬間移動卡、

買機車馬達」（觀察 20071122[b-6]）等，最後，小呈後來居上，在八位個案中，

完成最多項的遊戲任務。 

基本上，小呈所表現的遊戲式學習行為特徵可歸納如下：  

1. 有高度的遊戲動機。從小呈的遊戲心得感想中可以發現，小呈有種

強烈想弄懂遊戲、破解遊戲的動機。以致於當他遇到如何幫機車充

電的難題時，能夠努力不懈的克服充電的問題。 

2. 有高度的遊戲技巧。在遊戲的操縱上，自始自終都很流暢，沒有方

向搞混的問題，且懂得規劃遊戲任務路線，時時監控遊戲的進行，

在遊戲的後期也懂得利用遊戲道具來賺錢與省電的方法。 

3. 很認真與專注的學習。為了解決機車充電問題，小呈很專注且認真

的將有關電的教材都做了完整的學習。 

4. 遊戲與學習上無任何問題。從小呈的心得感想上可以知道，他很清

楚破解此遊戲的方法即是學會有關電的東西，加上他有不錯的數理

能力，所以小呈克服了所有的問題，學會有關電的知識，在遊戲中

能很順利的運用電的知識充電及解決機智考驗問題。 

（二）學習成效 

一、知識獲取成效高，知識概念清楚正確 

如表 5.3（112 頁）所示，小呈在知識測驗是滿分，而在試後的訪談時，

小呈也能正確的回答出能源、電功率、電費等概念或單位，顯示小呈確實徹

底瞭解了本遊戲式學習所要教授的重要知識概念。由於小呈在遊戲中為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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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遊戲的問題，曾很認真的學習新知識，顯示遊戲的活動確實有助於其知識

的獲取。以下是訪談的對話內容: 
老師：說說看什麼是能源? 
小呈：如果我們在應用東西發電，就是能源。 
老師：什麼是再生能源與非再生能源? 
小呈：可以用完再用的就是再生能源，像是地熱，例如石油用完了久沒有了，就是非再生能源。 
老師：什麼是導體? 什麼是絕緣體？ 
小呈：就是可以讓電傳送的，如水，像木頭、玻璃、塑膠就是絕緣體。 
老師：有沒有學到電能的單位？ 
小呈：有！例如度，瓦小時，千瓦小時。 
老師：有沒有學到電功率的單位。 
小呈：有！就是瓦。 
老師：那什麼是電功率? 
小呈：就是一秒鐘使用多少電，例如 100 瓦就是 1 秒鐘 100 焦耳。 
老師：有沒有學到電費的單位? 
小呈：就是度。 
老師： 1 度是什麼意思? 
小呈：就是 1000 瓦小時。 

二、近遷移成效高，電能、電功率、及電費的計算與單位皆正確 

如表 5.4（112 頁）所示，小呈在五題有關電能、電功率、及電費問題的

近遷移測驗上，作法及計算過程都完全正確，顯示小呈能運用所學到的電能、

電功率、及電費的概念，去解決相似的問題。而在試後訪談，小呈表示這些

近遷移的問題「就是在機智考驗站和充電站裡，常常經過就會了」（訪談

20071126[b]），這表示反覆練習式的活動確實有助於其知識的近遷移。再者，

由於小呈在知識測驗及訪談時，皆無任何錯誤的概念，而在近遷移測驗時也

確實沒有如其他個案有單位上混淆的問題，表示知識獲取的好壞是會影響到

近遷移表現的。圖 5.13 是小呈的其中三題作答情形。 

 

 

 

 
 

 
圖 5.13 個案 B 的近遷移解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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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舊觀點的遠遷移成效都很不錯 

小呈是八位研究個案中，唯一個可以在無任何學習資源下，成功解決第

一題遠遷移問題的人，且如圖 5.14 所示，他的解法跟研究者所提供的學習資

源中的作法是一樣的，唯一的差異僅在於小呈將電燈泡的數量以分數來表

示，其餘主要的作法都是「先找出兩年的時間，算出一天要用多少的電，然

後再用一天乘兩年的天數，然後再加上兩年的燈泡錢，兩個都這樣算去比較」

（訪談 20071126[b]）。所以，既使後來提供了學習資源，小呈兩次的作法都

是正確的，而當研究者詢問小呈為何能解決此問題及是否有運用到遊戲中所

學的知識時，小呈認為「就是單位換算，就是千瓦小時是幾度，就是如果一

開始都沒有去玩過遊戲，100 瓦乘以 1 小時也不知道是 100 瓦小時，就這樣」

（訪談 20071126[b]），即從遊戲中學到的電費計算知識幫助小呈解決了此遠

遷移的問題。 

 

 

 

 

 

 

 

 

圖 5.14 個案 B 的遠遷移（舊觀點）第一題解題情形 

在第二個遠遷移問題部分，小呈在第一次沒有學習資源的情況下，並沒

有留下任何的作答紀錄，在試後的訪談時，他表示「第一次不知道 449（經

常用電度數）怎麼來的，還有一開始以為 449（度）就必須繳這麼多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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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20071126[b]），顯示小呈一開始是沒有看懂電費單上超錶指數，所以無法

解決此問題，但是當研究者詢問小呈在第一次解決此問題時是否有用到遊戲

中的知識，小呈表示：「有！一看就知道，應該就是讓我比較瞭解度的意思，

讓我知道電費是跟度有關」（訪談 20071126[b]），顯示既使小呈在第一次作答

時並沒有看出解決該問題的關鍵，但遊戲所學到的知識對他還是有幫助的。 

而當小呈第二度在面對此問題且在有學習資源的提示下，如圖 5.15 所

示，小呈成功的解決此問題，在試後的訪談中，小呈表示學習資源對他幫助

很大，「幾乎會寫都是因為它」（訪談 20071126[b]），且他是參考學習資源的

提示，「先看懂電費幾度怎麼算，然後再看一下，原來是要分開（流動電費的

計算），我就知道了」（訪談 20071126[b]）。所以，透過學習資源的學習，小

呈確實完全瞭解了該問題的解決方法。 

 

 

 

 

 

圖 5.15 個案 B 的遠遷移（新觀點）第二題解題情形 

從小呈在兩題遠遷移問題的表現，可知遊戲式學習活動對他解決遠遷移

問題是有幫助的，尤其是當沒有任何學習資源的輔助下，小呈便能獨自解決

第一題觀念比較複雜的電費計算問題，且小呈也承認在解決這些問題時，都

有應用到遊戲時學到的知識，顯見遊戲所獲得的知識，是幫助小呈獨自解決

從未面對過的問題，或是看懂學習資源的主要原因。 

（三）遊戲式學習行為與成效之總述 

在遊戲式學習的行為表現上，小呈跟其他個案一樣有很強的遊戲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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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跟其他個案比較不一樣的是，在遊戲一開始遇到機車沒電的問題時，他花

了很多時間去解決如何幫機車充電的問題，所以反覆花了很多時間閱讀與學

習電相關的教材知識，而不像許多個案會放棄使用充電站或僅利用遊戲道具

等方法來充電。也因為他花了許多時間在理解有關機車充電的問題，以致於

一口氣把電能、電功率、及電費計算等問題都弄懂了，使得小呈後來在遊戲

的機智考驗都能很順利的過關，而不像其他個案都是靠著猜測或看提示來解

決機智考驗的問題，再加上他對於遊戲的方向操控或道具的使用也很上手，

所以最後在遊戲及學習測驗上的成績都是最好的。 

基本上，小呈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正是研究者最期盼樂於見到的，

因為研究者當初的遊戲設計便希望利用機車的充電來引發學習者學習，而小

呈的行為正符合研究者的期待。因而當研究者觀察到小呈在遊戲中花了很多

時間理解電費計算的問題，且在後來遇到機智問題或充電站，都能不假思索

的快速解決問題時，其實研究者內心已經預測到，小呈在知識測驗及學習遷

移測驗一定會有很好的表現，後來果然不出所料。 

因此，從研究者實際的觀察及訪談的結果，小呈在遊戲中為了解決問題

而努力學習，幫助了他獲取了正確的電能、電功率、及電費計算等概念，同

時，透過反覆解決遊戲問題的練習，使所獲得的知識更加精進，進而有不錯

的知識獲取、近遷移與遠遷移表現。意即，遊戲式學習確實是幫助小呈有不

錯學習成效的原因。同時，從小呈在遠遷移的表現來看，正確的知識概念是

影響他在新舊觀點的遠遷移測驗上有不錯表現的重要原因，如同他自己認為

能夠解決遠遷移測驗的第一個問題是因為從遊戲瞭解電費的計算。因此，他

的表現也正符合 Bransford 及 Brown（1999）所認為，投入較多時間理解某知

識會有助於學習遷移的論點是一致的。 

其次，研究者觀察到小呈有著比其他個案較好的數理能力、學習領悟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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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學習遷移等能力，也可能跟他有不錯的學習成效有關。例如研究者觀察到

他在解決遊戲中的數學問題，都是用心算在進行，而不像一些個案都要透過

紙筆計算；或是在進行遠遷移測驗時，小呈能在沒有學習資源情況下，寫出

較複雜的分數運算；或在遊戲中解決充電站問題時（如圖 5.12 的問題），發

現他會利用數學課程剛教過的比值觀念來處理該問題，例如以電功率是 80 瓦

的充電站為例，小呈的充電方法是：「因為 1000 瓦小時是 1 度電，那 100 瓦

小時是 0.1 度電，80 瓦 1 小時就是 0.08 度，所以就先充 1小時 0.08 度，如

果說錢不夠或有其他狀況，就再把 1 小時除以 10 變成 0.1 小時，然後 0.08

度也除以 10 變成 0.008 度」（訪談 20071126[b]）；或能領悟出遠遷移測驗第

二題的流動電費計算規則等。這些表現都是在其他個案身上比較少見的。 

總括來說，從小呈身上可以發現以下幾點本實驗所關切問題之答案： 

1. 知識獲取方法：小呈在遊戲中主要透過解決遊戲中機車充電的問題，

去主動學習充電站中所提供的教材來獲取知識的，並透過不斷解決機

智問答及充電問題來加深對於知識的印象。 

2. 影響知識獲取及近遷移成效的原因：小呈能有不錯的知識獲取與近遷

移之成效，是因為遊戲促使他投入許多時間去徹底理解電相關的知

識，及能成功的在遊戲中反覆解決機智問答及充電問題所造成的。即

遊戲式學習的行為是影響其知識獲取及近遷移成效的原因。 

3. 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原因：強烈想要把遊戲難題全弄懂的動機，是

驅使小呈在遊戲中選擇努力學習電相關知識的原因。有不錯的學習能

力，也是他不放棄利用學習的策略來解決遊戲問題的原因之一。且有

過線上遊戲的經驗，似乎與其在遊戲時能很快上手，沒有遊戲操控的

問題，或能有不錯的遊戲技巧有關連。 

4. 影響舊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透過遊戲而深入地學習電相關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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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並理解正確的知識概念，是影響小呈能成功解決舊觀點遠遷移測

驗第一題，及知道舊觀點遠遷移第二題跟遊戲有所關連的原因。 

5. 影響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透過遊戲而學習到電相關之知識，使

小呈能理解學習資源的提示說明，是影響小呈能成功解決第二題新觀

點遠遷移測驗的原因。而不錯的學習領悟力也可能是影響小呈能成功

解決新觀點遠遷移測驗第二題的原因。 

6. 遊戲式學習對新觀點遠遷移表現所造成的影響：遊戲式學習幫助小呈

學到了正確的電相關知識，讓小呈能在有學習支援的情況下，能聯想

到遊戲學過的東西，看懂學習的資源，並領悟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三、個案 C（小軒） 

   小軒是男生，個性較活潑，口語表達能力普通，數理成績在班上約排名

15 至 20 名，之前有玩線上遊戲的經驗，如：十二之天等，但目前因為課業

關係，被家人限制不能玩電腦遊戲，只能用電腦來打作業。 

（一）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 

小軒在遊戲一開始，「接受任務後會想想看要怎麼走，走錯了也會發現，

但一開始方向感還不太好，找不太到正確的路」（觀察 20071008[c-1]）。第一

次「進入有關電功率的機智考驗站時，主要都是用猜的，答錯時會複誦正確

答案，且有去記憶，如電功率的單位問題，後來就不會再答錯」（觀察

20071008[c-1]）。所以，一開始面對選擇題式的問題，主要採從錯誤中學習。

而在第一次機車快沒電時，「有主動去了充電站，共去了兩次，第一次亂嘗試

了一下就離開了，第二看了一下規則，離開時特地看看自己的遊戲分數，認

為自己的錢不夠，不能充電」（觀察 20071008[c-1]）。所以，一開始並沒有閱

讀學習教材去解決充電的問題，且誤認為自己必須存滿 10000 元的錢才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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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一開始充電站標示 1 度電 10000 元）。 

對於無法充電一事，小軒「覺得很可惜」（省思 20071008[c-1]），但這樣

的錯誤觀念一直影響著小軒，第二週開始雖有試著想在充電站充電，但仍然

連教材都沒看，也沒試著輸入，還是誤以為錢不夠就離開了，後來「決定等

機車自己充好電」（觀察 20071015[c-2]），即利用等待系統自動補充微量電能

的方式來充電。而在第三週中，「遇到沒電的問題時，開始會去找商人買電

池」，為了買電池「也會故意在外送食物時，規劃如何才能順便去買電池」（觀

察 20071026[c-3]），但這樣的行為也一直為維持到遊戲結束，即使在後來系統

將充電站標示改為 0.001 度電 10 元，且小軒也會解決機智考驗的填充題問題

了，仍再次「覺得自己錢不夠」（觀察 20071113[c-5]），或是認為「沒差啦！」、

「很麻煩！」（放聲 20071113[c-5]），而從沒有努力去解決充電站的問題。 

前兩週，小軒在機智考驗站的行為都採從錯誤中學習的方式，回答問題

都用猜測的，第三週以後，「開始會看提示，且會拿紙出來計算，並在下次又

遇到同樣問題時，就直接看紙上的答案」（觀察 20071026[c-3]）。之所以有如

此之改變，小軒認為「因為一直都不會，且亂答會被扣技能值」（觀察

20071128[c]），且從第三週後，小軒「開始會關心自己的技能值，遊戲玩到一

半時，會拿起紙本的手冊看看要怎樣才能升級」（觀察 20071026[c-3]）。同時，

在遊戲中會「說要趕快達到 100 的技能值才能夠撿東西」（觀察

20071026[c-3]），也會「故意繞遠路再經過一個機智考驗站，以為了賺取技能

值」（觀察 20071026[c-3]）。所以，因為系統在第三週後，將機智考驗站修改

成答錯時必須倒扣遊戲技能值，且因技能值達到 100 後可以有機會撿起路上

的電池來充電，促使了小軒不再用亂猜的方式去回答問題。 

儘管小軒會利用提示來學習，但學習的方法並不好，或是學習能力也不

夠好的關係，常常「沒有仔細看完提示，就只看到最後有關如何計算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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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去回答問題」（觀察 20071026[c-3]），或是「連很簡單的數學運算，都得拿

筆計算」（觀察 20071026[c-3]），所以往往有些考過的同類型題目還是得看提

示，似乎並沒有真正學到知識。「顯示遊戲機制的改進，雖然有效促使該生去

學習，但該生還是以遊戲為主，只是試著尋找可以更快解決遊戲問題的方法，

而忽略重要的學習概念」（省思 20071026[c-4]）。第五週系統的機智考驗問題

改為填充題時，便印證了前四週小軒並沒有將電費問題搞懂，「一開始將瓦數

除以 1000 就以為是度數，不知道計算電費還要乘以時間，被卡住了約十分

鐘，後來開始反覆看教材，才通過」（觀察 20071113[c-5]）。 

所以，小軒的遊戲式學習行為雖然跟小廷有點類似，都是以遊戲為主，

在遊戲操控的「方向移動上都沒問題，移動速度很快」（觀察 20071026[c-4]），

且也會規劃路線、會利用電池來充電，但小軒的學習能力或學習技巧不好，

常花較多的時間在機智考驗站裡，且遊戲的技巧也不夠好，「不知到撿電器可

以賺錢，賺了錢也不知到可以買馬達來降低機車電功率」（觀察

20071119[c-6]），實驗結束後，小軒完成遊戲的任務的次數，在八位個案中排

名排第四。 

基本上，小軒的遊戲學習行為特徵可歸納如下：：  

1. 具有高度的遊戲動機。在心得感想中常認為這遊戲很好玩，並寄望

在下回的遊戲中能有更棒的表現；在遊戲中也會關心自己的遊戲成

績，研究如何提升遊戲等級等。 

2. 具有不錯的遊戲技巧。在遊戲操縱與移動上十分流暢，沒有迷失方

向的問題；會善用遊戲道具來補充機車的電能；會故意繞遠路來多

回答機智問題以賺取技能值；會在遊戲中計畫、監控及修正；也會

利用遊戲道具來賺錢。 

3. 採用不認真的方式在學習。雖然遇到機智考驗會閱讀提示，但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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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方法不夠認真徹底，遇到充電站也沒有認真看過教材，加上學

習領悟力與數理能力僅有中等水準，遊戲過程並沒有完全瞭解所有

有關電的知識。 

4. 有回答機智考驗的速度較慢，及無法解決充電站的問題。由於沒有

認真學習或領悟所有有關電的知識，通過機智考驗的速度較慢，且

因為覺得充電站很麻煩、可以利用道具充電、太陽能充電、加上對

於充電站收費產生誤解，以致於從沒能在充電站完成機車的充電，

也沒有認真學習過充電的知識。 

（二）學習成效 

1.中等的知識獲取成效，電功率與電費等概念有問題 

如表 5.3（112 頁）所示，小軒在知識測驗時是錯在第一題與第五題，第

一題是有關電能單位的認識，第五題則是電費計算單位的認識。而在試後的

訪談中，發現小軒確實在電能與電功率的單位上產生混淆，例如他可以說出

電能的單位，但卻無法正確說出電功率的單位，且也不清楚電功率的概念。

另小軒也確實無法說出一度電的正確概念，誤以為一度電等於 1000 瓦。同

時，雖然小軒在知識測驗能成功的回答出何謂再生能源，可是在訪談中小軒

卻表示已忘記有學過此概念。可見小軒實際的知識獲取並不好，幾個很重要

的知識概念都產生了混淆、遺忘或錯誤的情形。以下是訪談的對話內容: 
老師：在這遊戲裡面你有沒有學到什麼叫做能源?  
小軒：能源就是我們在用的電。 
老師：那這遊戲你裡面有沒有讓你學到什麼是再生能源? 
小軒：再生能源? 
老師：有沒有講到這個 
小軒：沒有。（遺忘） 
老師：沒有嗎?在這遊戲過程，機智問答有沒有提到這個?有沒有印象? 
小軒：沒有印象。 
老師：沒有嗎? 
小軒：沒有。 
老師：那有沒有學到什麼是電能的單位? 
小軒：焦耳、度。（錯誤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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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什麼是電功率? 
小軒：就是用的電。（錯誤觀念） 
老師：用的電?可不可以講正確一點?電功率的單位是什麼? 
小軒：電功率的單位是度。（錯誤觀念） 
老師：有沒有學到電費的單位? 
小軒：度。 
老師：那一度就等於什麼? 
小軒：1 度等於 1000 瓦。（錯誤觀念） 

2.中等的近遷移成效，電功率概念及電能單位有問題 

小軒在近遷移測驗時錯在前兩題，如下圖 5.16 所示，第一題是全錯，誤

將電功率的問題用電費的方法來計算，且也將電功率的單位搞錯，而第二題

則錯在將電能的單位弄錯，其餘三題有關電費問題的解法都是正確的。近遷

移測前兩題的表現，正反應其知識獲取的成效，顯示小軒對於電功率概念確

實是不清楚的。且電功率與電能的單位是混淆的，也表示錯誤的知識概念會

影響知識近遷移的表現。而近遷移測驗後三題的表現，顯示透過遊戲機智考

驗的反覆練習，是有助於小軒熟練同類型電費計算問題的，因為正如同小軒

認為「這些題目全部都是機智問答出現過的」（訪談 20071128[c]），只不過這

樣的題目反應不出小軒在電費計算問題的錯誤概念。 

 

 

 

 

圖 5.16 個案 C 的近遷移解題情形 

3.舊觀點的遠遷移成效差，中等的新觀點的遠遷移成效 

    如圖 5.17 所示，小軒在第一次嘗試有關第一題沒有學習資源的遠遷移問

題時，是完全不會作的，且從他的作法中也看不出任何有關電費計算的算式，

而為何列出這樣的算式，小軒在試後訪談時表示：「看不懂，第一次是亂算」

（訪談 20071128[c]），但他表示在想這個問題時，是有想到該問題「跟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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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智問答有關」（訪談 20071128[c]）。顯示當電費的問題稍微改變，在沒有

提示的情況下，小軒的表現就像在遊戲中第一次遇到填充式的機智問答一

樣，便完全不會解題了。 

 

 

 

圖 5.17 個案 C 的遠遷移（舊觀點）第一題解題情形 

而當有學習資源時，小軒對該問題有較正確的作法，但仍沒有完全作對，

如圖 5.18 所示，小軒在瓦與千瓦換算時計算錯誤（如打圈錯），且在解題的

後半段沒有計算電燈泡耗損的數量，而用電燈泡每小時花多少錢來比較，但

此比較的觀念是錯誤的。在訪談時，小軒認為學習資源對他是有幫助的，且

從訪問中可以發現小軒確實知道解決該問題必須先「把它換成兩年，再因為

它每天用電時間是十個小時，所以乘以 10，然後把它變成千瓦，乘以時間算

出它弄了幾度，在乘以 3，等於它弄的錢，然後另一個也是一樣」（訪談

20071128[c]），只可惜後半部小軒沒有採用學習資源的提示，而採用了自己錯

誤的作法，沒有完全答對此問題。 

 

 

 

 

 

圖 5.18 個案 C 的遠遷移（新觀點）第一題解題情形 

而有關第二題的遠遷移問題，在第一次沒有學習資源時，小軒也僅是列

出無意義的算式，作法上完全錯誤。小軒在訪談時也承認，第一次沒有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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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時，電費單「完全都看不懂」（訪談 20071128[c]），但第二次有學習資源

時，「就有看懂了，先算出它幾度，然後再…」（訪談 20071128[c]）。如圖 5.19

所示，小軒在第二次的作法上，確實瞭解了如何算出經常用電的度數，但後

來在計算電費的觀念上卻是不正確的，雖然在訪談時，小軒說明了自己的作

法，表示因為「501 度以上，每度電 3.465 元…」（訪談 20071128[c]），可是

這觀念是錯誤的，表示小軒並沒有真正看懂學習資源上面有關流動電費單計

費標準的說明，所以最後的答案仍是錯的。 

 

 

 

 

 

 

圖 5.19 個案 C 的遠遷移（新觀點）第二題解題情形 

從小軒的遠遷移測驗表現可以發現，在沒有任何學習資源的情況下，小

軒在遠遷移問題的表現是很差的，完全不會解題。但有了學習資源後，小軒

的表現有了改變，從訪談中可得知，小軒確實能對這兩個問題的解法說出關

鍵性的重點，如第一題知道要先算電費，第二題要先算耗電量。且如小軒所

表示的，「看懂了學習資源才發現遊戲跟問題是有關的」（訪談 20071128[c]），

顯示遊戲所獲得的知識是有助於小軒看懂部分學習資源的。但是，由於學習

能力較差或是學習不夠用心，小軒並沒有完全看懂學習資源，領悟出完全正

確的解題方法。 

(三)遊戲式學習行為與成效之總述 

在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上，小軒有著很高的遊戲動機，遊戲中時時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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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成績，且不斷想提升自己在遊戲中的分數與等級，因而知道要閱讀機

智問題的提示教材來回答問題，避免影響遊戲成績，但在解決機智問答時，

經常看到他會重複閱讀一些曾遇到的問題提示，或是看著紙上記下來的答案

來回答問題，表示他並沒有很認真的學習，且對於很多問題的知識概念並沒

有真正記憶、理解或領悟出解題方法。同時，也不願意浪費時間解決充電站

的問題，從一開始就對充電站產生誤解，幸好小軒的遊戲技巧與變通力還不

差，遊戲操控熟練，知道利用道具來充電，知道繞路來提升遊戲分數等，所

以，最後在遊戲和學習測驗都屬於中等的成績。 

因此，研究者從實際的觀察、訪談、及其學習測驗結果中發現，小軒為

了不斷解決遊戲的問題，確實讓他學到了一些電的知識，及熟練一些固定題

型的電能與電費計算方法，所以，他才能逐漸熟練一些遊戲機智問答的問題，

或後來能成功回答知識獲取測驗的部分問題，能夠解決近遷移測驗的電能計

算及電費計算的問題。意即，遊戲式學習對於小軒的學習應是有正面效果的。 

但相對地，遊戲對於小軒學習有關電的知識也帶來負面的效果。例如為

了怕麻煩或浪費時間，從未仔細看過充電站中的電相關教材；或為了加速過

關時間，常常沒能仔細地閱讀機智問答的提示，經常只去看提示最後面的算

式而已。使得小軒在遊戲式學習後會出現對於各種電能單位有印象但無法正

確分辨，或是有不正確的電功率與電費計算概念。意即，小軒的遊戲式學習

方式，雖然看起來能逐漸熟練一些問題，如電費的計算，但其實深入調查或

將題型稍微改變，便可以發現他那種遊戲式學習方式所學到的知識是有錯誤

概念的。例如在試後的訪談中，研究者將電費的問題作了些改變，問了小軒

的一個問題：「一台電功率 2000 瓦的冷氣使用 30 分鐘必需消耗幾度電？」結

果小軒回答的作法卻是：「2000x30/1000」（訪談 20071128[c]），表示當電費的

計算問題出現跟遊戲中不同的時間單位時，便可發現小軒對於電費的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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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是有錯誤認知的。其次，研究者認為小軒比較不好的數理能力或學習領

悟能力，也為其遊戲式學習成效帶來負面的影響，例如他偶爾會說看不懂機

智問答的提示。 

所以，小軒在舊觀點遠遷移測驗的表現，就像上述電費計算的失敗行為

一樣，當問題改變了，也沒有提示可以看的狀況下，小軒是不可能成功解決

問題的，因為他所學到的知識概念是很不紮實的、有錯誤觀念的。而小軒在

有學習資源的新觀點遠遷移測驗表現上，就很像他在遊戲機智考驗的行為一

樣，即利用他不紮實的一些知識概念或較不好的學習領悟力，雖然可以看得

懂部分的學習資源，但仍無法完全徹底正確解決問題。 

    歸納起來，從小軒身上可以發現以下幾點本實驗所關切問題之答案： 

1. 知識獲取方法：小軒在遊戲中主要透過遊戲的機智考驗問題，藉由閱

讀提示教材，及反覆地參與機智問答，去從中獲取知識。 

2. 影響知識獲取成效的原因：小軒在遊戲中反覆參與機智問答，是小軒

能成功解決知識測驗部分問題的原因，而沒有深入理解機智問答的知

識，無法熟練各種機智問答的題目，是小軒在知識獲取測驗有錯誤，

或有部分錯誤知識概念的主要原因。即小軒的遊戲式學習行為影響了

其知識獲取成效的好壞。 

3. 影響近遷移成效的原因：小軒能在後來成功反覆的解決機智考驗之電

費計算問題，是其能夠正確計算近遷移測驗裡電費問題的主要原因，

而在遊戲過程沒有認真理解電功率的概念，及分辨電能與電功率的單

位，是小軒在近遷移測驗時無法解決電功率問題，及弄錯電能單位的

原因。意即，遊戲學習行為與知識獲取的好壞，是影響近遷移成效的

主要原因。 

4. 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原因：強烈的遊戲動機，以及能利用遊戲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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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解決遊戲的問題，是影響小軒在遊戲中持續採取不認真學習行為的

原因。 

5. 影響舊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因為小軒在遊戲過程中，認識電相關

知識的過程不夠認真，沒有深入的理解或釐清所有知識概念，應是影

響其無法解決舊觀點遠遷移問題的主要原因。 

6. 影響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從遊戲裡學習到的知識及基本的學習

能力，應是幫助小軒能看得懂部分學習資源，解決部分新觀點遠遷移

問題的主要原因。而學習領悟力較差或是學習不夠用心與細心，應是

小軒沒有把遠遷移問題完全作對的原因之一。 

7. 遊戲式學習對新觀點遠遷移表現所造成的影響：遊戲式學習讓小軒認

識了一些新的電相關知識，讓小軒透過學習資源學習時，能聯想到遊

戲所學過的東西，並在參考學習資源後能解決部分的問題。 

 

四、個案 D（小鑫） 

小鑫是男生，個性隨和，口語表達能力普通，數理成績在班上排名倒數

五名內，課業成績不好，平常假日在家裡會玩線上遊戲，如：十二之天、SF

等遊戲。 

（一）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 

小鑫於「遊戲一開始，沒花什麼時間看規則就進入遊戲，進入遊戲後找

到了接受外送任務的按鈕，但卻沒仔細看要外送給誰，也不會看地圖，結果

浪費很多時間在亂移動上」（觀察 20071008[d-1]）。加上剛開始「遇到機智考

驗站時，回答問題完全用猜的」（觀察 20071008[d-1]），結果竟有大半時間被

困在機智考驗站，所以小鑫在第一週的遊戲並沒有完成半個任務。 

第二週時，小鑫可能覺得自己第一週成績太差，所以「決定重新開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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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20071015[d-2]），但唯一有進步的是，「方向感變好了，也知道如何看

外送的地點了」（觀察 20071015[d-2]），可惜仍有「大半的時間被困在機智考

驗站中」（觀察 20071015[d-2]）。因為「回答問題時仍然不看提示，完全用猜

的」（觀察 20071015[d-2]），加上學習能力較差，在第二週後只完成了一項任

務。 

小鑫在「第一次機車沒電時，也沒有想要去充電站充電，後來發現系統

會補充少許電能，就繼續外送食物」（觀察 20071019[d-3]）。等到「第一次

經過充電站，連試都沒試，說看不懂後就離開了」（觀察 20071019[d-3]），

而一直到遊戲結束，再也沒有在充電站裡停留過超過一分鐘，完全利用等待

的方式來充電。但其實小鑫內心是有想充電的，因為他曾在自己的心得感想

上寫：「地上的電池要技能值一百才能用，而且我也不會充電」（心得

20071102[d-4]），表示他並不想用這種方式來充電。 

由於小鑫一直是用猜測方式在回答機智考驗的問題，不會去看提示，且

數理程度又差，常常被困在機智問答中被倒扣技能值，所以技能值一直無法

提升，根本不可能去撿電池來充電。雖然有少部分考過的題目會記住，自己

也表示「有些題目蠻簡單的」（心得 20071019[d-3]），但主要的電費計算完

全沒學到，所以，第五週時因為系統將部分機智問答改成填充題，「小鑫被

卡在機智考驗站，除了會反覆唸題目，從來沒有去看教材，且處理問題的方

式是用猜的，不是把看到的數字相乘，就是相除，一直到實驗結束也沒能通

過」（觀察 20071120[d-5]）。最終遊戲的技能值被倒扣成為零分。 

小鑫是八個研究個案中，唯一無法通過填充題機智考驗的人，「除了該生

都不學習之外，另一個最主要的的原因可能是該生真的看不懂線上的教材」

（省思 20071120[d-5]），因為自己也曾表示「連提示都看不懂」（訪談

20071128[d]）。但所幸在整個遊戲過程中，小鑫「會規劃路線，方向感還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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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食物的過程很順利，不會迷路」（觀察 20071102[d-4]），只不過遊戲技巧或

觀察力仍較差，「不知道可以買電池等道具或撿電器來換錢」（觀察

20071120[d-5]），最終完成任務的次數並不是最差的，在八個個案中排名第六。 

基本上，小鑫的遊戲學習行為特徵可歸納如下：  

1. 具有遊戲動機。雖然小鑫的遊戲成績不高，常被困在遊戲中，但在

每一次的心得感想中都認為這遊戲很好玩，沒有對此遊戲產生排斥。 

2. 具有較低程度的遊戲技巧。雖然在遊戲操縱與移動上十分流暢，沒

有迷失方向的問題，也會規劃移動路線，但是，完全不會善用遊戲

技巧，如不會用遊戲技巧來賺錢或利用道具來幫機車省電，也從沒

有使用過所賺取的金錢。 

3. 具有較差的學習能力及不認真的學習方式。遇到機智考驗不會閱讀

提示，遇到充電站也沒有認真看過教材，加上學習領悟力與數理能

力的水準較差，遊戲過程常花很多時間在機智考驗站。 

4. 無法通過填充題的電費問題考驗，及無法解決充電站的問題。由於

較差的學習能力，通過機智考驗的速度較慢，後來甚直無法解決電

費的填充問題；且因為可以利用太陽能充電，以致於從沒能在充電

站完成機車的充電，也沒有認真閱讀過充電站的教材。 

（二）學習成效 

1.知識獲取成效差，能源、電能、電功率、電費等概念都有問題 

如表 5.3（112 頁）所示，小鑫在知識測驗時錯在第三題的再生能源概念，

及第五題的電費單位概念。在試後訪談時，小鑫雖然能說出風力屬於再生能

源，但卻仍舊認為天然氣是屬於再生能源，且竟然說出火屬於非再生能源，

顯示小鑫在遊戲中並沒有正確的學到有關能源分類的知識。同時，在訪談中

也確認小鑫回答不了電費單位的問題，所以第五題才會做錯。另在訪談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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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小鑫將電能的單位誤答為「瓦」，也講不出電功率的概念，可見小鑫在

電能單位上混淆，且也不清楚電功率的概念，因而其知識測驗的第一題可能

是猜對的。以下是訪談的對話內容： 
老師：老師問你幾個問題，你在這裡面有沒有學到什麼是再生能源，什麼是非再生能源? 
小鑫：有。 
老師：講講看什麼是再生能源 
小鑫：風。 
老師：那什麼是非再生能源? 
小鑫：火。（錯誤觀念） 
老師：那天然氣是再生能源? 
小鑫：對。（錯誤觀念） 
老師：裡面有沒有學到導體、絕緣體? 
小鑫：有。 
老師：什麼是導体? 
小鑫：水。 
老師：導体的意思是什麼？ 
小鑫：就是會導電的。 
老師：絕緣體有什麼?譬如？ 
小鑫：紙。 
老師：有沒有印象什麼是電能的單位? 
小鑫：沒有。 
老師：忘了，講不出一個電能的單位嗎? 
小鑫：瓦。（錯誤觀念） 
老師：確定是這個嘛?瓦是電能單位? 
小鑫：對。（錯誤觀念） 
老師：電功率是什麼知不知道? 
小鑫：我不知道。（錯誤觀念） 
老師：電功率的單位是什麼? 
小鑫：不知道。（錯誤觀念） 
老師：有沒有學到電費的單位? 
小鑫：沒有。（錯誤觀念） 

2.近遷移成效差，電能、電功率、及電費的計算與概念都有問題 

如表 5.4（112 頁），小鑫是所有個案中，在近遷移測驗上表現最差的，幾

乎是全錯，最後兩題電費問題甚至留白。小鑫前三題的作答情形如圖 5.20 所

示。第一題有關電功率的問題雖然作法正確，但計算錯誤，從此簡單的數學

計算中也凸顯其數理能力確實不好（數理成績在班上倒數五名內），但其實小

鑫這題的作法是猜到的，因為在訪談中，小鑫完全說不出電功率的概念，後

來也承認此題作法是猜的。所以，小鑫在近遷移測驗的表現，正可反應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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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獲取的成效，因為小鑫在知識測驗時便顯示他並不清楚電功率或電費的單

位或概念，故近遷移表現的不佳也是受到知識獲取成效不佳的影響。其次，

因為小鑫在遊戲中便常常被困在機智考驗站中，故從小鑫的近遷移表現也可

證實，無法在遊戲中成功反覆的解決機智考驗的問題，便無法在近遷移測驗

中表現好，即遊戲的行為表現會影響近遷移的成效。 

 

 

 

 

 

 

 

圖 5.20 個案 D 的近遷移解題情形 

3.新舊觀點的遠遷移成效都很差 

小鑫在第一題沒有學習資源的遠遷移問題上是留白的，沒有任何作答記

錄。在試後的訪談時，小鑫僅表示「看不懂」（訪談 20071128[d]）。由於小鑫

是八位研究個案中，唯一個在遊戲中無法通過填充題的電費機智考驗，且在

近遷移測驗上也是唯一個連基本的電費問題都不會計算的人，所以，當小鑫

在遠遷移的第一題問題有這樣的表現並不令人意外，因為畢竟這個問題比基

本的電費問題還難，更何況是在沒有任何資源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確信小鑫

是真的看不懂這個問題的。 

而當有了學習資源後，小鑫再次解決此問題時，其作法如圖 5.21 所示，

仍然是錯誤的，沒有寫到任何解決該問題的重點，小鑫還是不瞭解如何解決

該問題。在試後的訪談，小鑫表示對於學習資源有「看的懂一點」（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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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28[d]），從小鑫的作法看來，小鑫確實僅看懂先計算燈泡兩年需用的時

間，但有關燈泡耗電電費的計算，小鑫就看不懂了，因為在其作法中完全沒

有看到有關電費的算式。可見，小鑫在遊戲中不瞭解如何計算電費，造成他

對於解決此學習遷移問題上的學習障礙。 

 

 

 

 

 

 

圖 5.21 個案 D 的遠遷移（新觀點）第一題解題情形 

其次，小鑫在第二題遠遷移問題的表現上仍舊不好，不管是否有學習資

源的輔助，小鑫在前後兩次的測驗上，對此題的作答都是留白的，沒有寫下

任何作法。試後的訪談，小鑫表示留白的原因是「完全看不懂」（訪談

20071128[d]）。 

從小鑫在遠遷移測驗的表現可以發現，是否具備解決學習遷移問題的基

本知識，對於能否解決學習遷移問題是很重要的。例如小鑫在第一題的表現，

就算提供了學習資源來幫助他解決該問題，小鑫仍舊因為看不懂電費計算的

部分，而無法照著學習資源的提示將問題解決。所以不瞭解電費計算的基本

知識，是造成小鑫無法解決第一個問題、無法看懂學習資源的主要原因。再

者，看不懂學習資源也可能是小鑫的學習能力不好，如從小鑫在第二題的表

現，事實上也可以看出來他的學習能力的確很不好，因為該問題除了用到「度」

的概念，並沒有需要用到很難的電費概念或數理計算，但小鑫卻在看完學習

資源後，仍舊看不懂任何東西，顯示他的學習能力真的很不好。因此，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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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也是影響其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之一。 

（三）遊戲式學習行為與成效之總述 

在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上，小鑫在遊戲裡的學習能力、觀察力、及遊戲

技巧等都很差，一開始不懂得很快的去觀察或學習如何進行遊戲，且也因為

學習能力太差，看不懂提示而被受困在機智考驗站裡，因而使小鑫是少數無

法在第一週的遊戲式學習活動中完成任務的個案。所以在遊戲中，小鑫不會

利用充電站來充電，也不會利用道具來補充機車電能，且因為看不懂提示，

只能靠著猜測去解決機智考驗的問題，甚至後來被受困在填充題的機智問題

中，所幸小鑫在遊戲的操控上還算順手，不會有迷路的情形，能夠快速的移

動尋找任務的位置，因而到最後小鑫的遊戲成績雖不好但並不是最差的，可

是學習測驗的成績便是最差的一個。 

因此，研究者從實際的觀察、訪談、及其學習測驗結果中發現，因為小

鑫天生在數理或基本的自我學習能力很差，在解決遊戲的問題考驗時，他並

沒有能力獨自看懂一些有關於電能、電功率、及電費的知識，所以，本研究

所設計的遊戲式學習，對於促使其學習有關電的知識是很沒有效的。唯一有

效果的是，透過反覆的機智問答考驗，讓小鑫有從學到了一些基本的常識，

如：何謂導體及電的來源等知識。意即，遊戲式學習對於幫助小鑫學習是負

面效果遠大於正面效果的。 

從小鑫這個例子也可以發現，既使有學習資源，也不能保證學習者就能

解決學習遷移的問題，即學習資源並非影響新觀點學習遷移評量的主要原

因。因為學習者能否透過學習資源的輔助去解決問題，還得視學習者是否具

備看懂該資源的能力，換言之，具備基本的知識及學習能力才是影響新觀點

遠遷移表現的關鍵。如小鑫在遠遷移測驗的第一題表現，即顯示他因為沒有

能力或沒有具備電費計算的基本知識，所以無法在短時間內看懂電費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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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或如小鑫在遠遷移測驗的第二題表現，顯示既使有學習資源，他卻連

看懂電費單上的抄表指數之能力都沒有。 

總括來說，從小鑫身上可以發現以下幾點本實驗所關切問題之答案： 

1. 知識獲取方法：小鑫在遊戲中主要透過遊戲的機智考驗問題，藉由

反覆的猜測答案，來從中記住少部分知識。 

2. 影響知識獲取與近遷移成效的原因：小鑫在遊戲的機智問答中，不

去學習提示教材，只用猜測的方是在作答，沒能真正理解知識，或

逐漸熟練機智考驗的各種問題，是小鑫在知識測驗及近遷移測驗都

表現很差的主要原因。即小鑫的遊戲式學習行為影響了其在電相關

知識獲取與近遷移成效的好壞。 

3. 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原因：學習能力的不足是影響小鑫在遊戲中

不去主動學習電相關知識的主要原因，而遊戲動機及成功完成任務

的遊戲經驗，是支持他能持續進行遊戲的主要原因。 

4. 影響舊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因為小鑫在遊戲中並沒有學到電能

及電費計算等基本知識，本身即無法解決遊戲中的電費計算問題

了，故要在沒有支援的情況下解決更複雜的電費問題當然是不可能

的。意即，基本的知識，應是影響其無法解決舊觀點遠遷移問題的

主要原因。 

5. 影響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小鑫因為沒有能力看懂學習資源，

所以，無法解決新觀點的遠遷移問題，意即，學習能力與基本知識

是影響小鑫能否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 

6. 遊戲式學習對新觀點遠遷移表現所造成的影響：由於遊戲式學習並

沒有讓小鑫學到電相關的基本知識，所以，遊戲式學習對於小鑫在

新觀點遠遷移的表現上並沒有任何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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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案 E（小安） 

小安是女生，個性活潑，口語表達能力良好，是該校六年級分散式資優

班成員，高智商且在班上數理成績排名在十名內，平常在家裡跟哥哥共用電

腦，只要功課做完就可以玩電腦，且有玩線上遊戲的經驗，常玩的遊戲如：

爆爆王等。 

（一）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 

小安在第一次「進入遊戲後，馬上接了第一項任務，且立刻看地圖找到

任務位置，很快的完成第一個任務」（觀察 20071011[e-5]），在遊戲的方向操

縱上沒有問題。「第一次遇到了機智問答，除了有一題看提示外，其餘都是亂

猜的」（觀察 20071011[e-5]），後來幾次的機智問答也幾乎是用猜的，且還「被

困了很久，自己也覺得很煩」（觀察 20071011[e-5]），顯示一開始並不會主動

閱讀教材，採從錯誤中學習的方式。「第一次到充電站後，看完規則，並沒有

主動學習，誤以為自己錢不夠，便離開了」（觀察 20071011[e-5]），但「第二

次進入充電站，看了幾次有關電費教材，且嘗試幾次失敗後，開始使用試算

功能，後來從試算的提示：?度 X10000 度/元=100 元，算出 1 小時要 0.01 度

電，便成功充好電」（觀察 20071011[e-5]）。 

「小安是所有個案中，在第一週就能很聰明的利用試算功能成功充好電

的學生」（省思 20071011[e-5]）。充電站的試算功能如下圖 5.22 所示，只要選

擇充電的時間（如圖 5.22 中的 0.5 小時），系統就會列出提示，以幫助學生計

算需要充電的度數。後來，小安只要機車一沒電，就利用這個便利的方法來

充電，直到第四週實驗結束，都是使用這個方法來補充機車電能。但是，小

安利用這個方法來充電時，經常會「藉助電腦的小算盤來計算」（觀察

20071018[e-2]），且只利用如圖 5.22 中的「?度 x10000 元/度=50 元」提示，以

求得充電的度數，並沒有仔細研究電費計算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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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充電站的試算功能 

故後來發現，這樣的充電方法並沒有幫助小安真正學會如何計算電費，

因為當小安遇到有關電費的機智考驗問題時，「仍然是亂猜」（觀察

20071018[e-2]），「顯示之前雖然在充電站成功充好電，但其實並沒完全理解

電費的計算」（省思 20071018[e-2]），後來甚至「為了逃避計算電費的問題，

繞遠路故意不通過電費計算問題的機智考驗站」（觀察 20071025[e-3]）。在第

五週實驗，當系統採用了填充題式的電費機智考驗，及移除了充電站的試算

功能時，更證實了小安在前四週並沒有真正學到電費的計算，因為當她「遇

到新的機智考驗站時，一開始都是亂算亂答，或將時間換算成秒來計算，後

來反覆試了約 10 分鐘才通過，且遇到新的充電站一開始也是無法成功」（觀

察 20071114[e-5]）。 

但當小安在第五週遇到沒有試算功能的充電站後，並沒因此而放棄充

電，或改買電池來充電，反而開始試圖解決充電站的問題，一開始只會用「1

小時來充電」（觀察 20071114[e-5]）來充電，但常因為充電站的電功率太大或

機車電池容量不夠大而無法充電，但她卻會變通的去「買道具來加大機車電

池的容量」（觀察 20071114[e-5]），以能成功充好電。後來，在最後一週時，

小安似乎「體悟了充電方法，例如遇到電功率 100 瓦的充電站，就先輸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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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及 0.1 度，若無法充電，再利用比率原則，依次減少充電的時間，如改

輸入 0.1 小時及 0.01 度，直到成功充電為止」（觀察 20071121[e-6]）。這樣的

充電方法跟個案 B 很像，而小安也是研究個案中，少數能自行成功利用充電

站充好電的人。 

小安在遊戲中的學習行為一直很被動，一開始幾乎「遇到機智考驗站，

都不看提示，都用猜的」（觀察 20071101[e-4]），且在第三週時，「因為對能源

知識的問題比較了解，為了賺取經驗值，還故意一直來回在能源知識的機智

問答區回答問題」（觀察 20071025[e-3]）。所以，小安主要都以遊戲為主，對

遊戲表現出高度的興趣，「希望未來老師能將這個遊戲放到網路上讓其他人一

起玩」（心得 20071121[e-6]），也很會善用遊戲技巧來獲取高分，會繞遠路避

開困難的機智考驗站，「會撿電器及金幣來賺錢、會規劃路線、會買道具等」

（省思 20071121[e-21]），且很在意跟同學競爭的遊戲成績，「遊戲玩到一半，

會去觀看一下全班的排名，看看自己目前排第幾名」（觀察 20071121[e-5]）。

因此，前四週小安的遊戲成績都排名在全班前五名，但後來受新的機智考驗

的影響使成績有點下滑，最後完成任務的次數在八個個案中排名第三。 

基本上，小安的遊戲學習行為特徵可歸納如下：  

1. 具有高度的遊戲動機。對於此遊戲表現高度的興趣，常希望未來能

繼續玩此遊戲，且有很強的求勝心，時時關心遊戲的分數等級，希

望名次能排在班上前幾名。 

2. 具有高度的遊戲技巧。在遊戲操縱與移動上十分流暢，沒有迷失方

向的問題，能不斷利用各種遊戲技巧來提升遊戲分數與解決遊戲問

題，如知道可以利用道具來提升機車電池容量、賺取金錢等，也會

不斷在遊戲中計畫、監控、及修正遊戲技巧，還會採用投機的方式，

繞遠路回答較擅長的機智問題來賺取技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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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逃避學習。在遊戲的機智問答區都是使用猜題與記憶的方式在答

題，從沒有看過提示。甚至為了逃避電費計算的問題故意在遊戲中

繞遠路，直到第五週時無法解決填充題式的機智問答，才閱讀了部

分教材，且也從沒學習過充電站的教材。 

4. 無充電站問題，但機智問答受到阻礙。由於小安的領悟力很強，從

第一次遊戲便會利用充電站的試算功能來充電，最後幾週也能不靠

試算功能而充好電，所以在遊戲上沒有不會充電的問題，唯有因逃

避學習而受困於電費計算問題的機智考驗中。 

（二）學習成效 

1. 中等的知識獲取成效，電能單位及電功率概念有問題 

如表 5.3（112 頁）所示，小安在知識測驗的成績是滿分，在試後的訪談

中，亦可顯示小安確實能瞭解能源的分類、導體、及電費的單位等知識概念，

但卻也發現，小安已混淆了電能的單位，誤將「瓦」也歸類為電能的單位，

另外，小安也表示已經忘記電功率的概念。以下是訪談的對話內容： 
老師：有沒有學到什麼是再生能源和非再生能源? 
小安：有阿！ 
老師：那可不可以說說看，什麼是再生能源? 
小安：就是可以一直生出來不會滅絕的。 
老師：那非再生能源就是相對的? 
小安：恩！ 
老師：那有沒有學到什麼是導体? 
小安：有阿!就是以前的機智問答那邊就有了。 
老師：什麼是導体？ 
小安：就是可以把電導引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 
老師：譬如說? 
小安：水還有鐵絲。 
老師：那有沒有學到電能的單位? 
小安：忘光光！ 
老師：你想想看！ 
小安：瓦、度、千瓦小時、差不多這些吧！（錯誤觀念） 
老師：那有沒有學到什麼是電功率？ 
小安：電功率喔!忘光光了!（遺忘） 
老師：電功率是什麼意思? 
小安：忘記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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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那你有沒有學到電費的計算單位是什麼? 
小安：電費的計算單位喔!度喔!千瓦小時，好就這些了！  

2. 中等的近遷移成效，電費計算觀念有問題 

如表 5.4（112 頁）所示，小安在近遷移測驗中，只有第一題全對，其餘

四題都有錯誤。如圖 5.23 所示，小安主要全錯在電能與電費計算觀念的混淆，

小安在第二題有關電能的計算問題上，算多此一舉的使用「度」來計算簡單

的電能問題，雖說此作法其實也是可行的，只是若以度來計算電能的話，時

間的單位必須以「小時」來計算，可是小安卻不知道，顯示小安的電費計算

觀念可能是錯誤的。在第三題的算式中，小安誤寫出 6000 瓦＝6 度，遺漏了

時間的單位，第四題與第五題也都在算式中有同樣的錯誤，這更顯示小安在

電費計算概念可能是不正確的。 

 

 

 

 

 

 

圖 5.23 個案 E 的近遷移解題情形 

為了印證這樣的推論，在試後的訪談中，研究者問了小安一題與小軒訪

談時同樣的問題：「一台電功率 2000瓦的冷氣使用 30分鐘必需消耗幾度電？」

結果小安的回答是：「2000x30，然後在換算成度，就是 2000x30/1000=60 度」

（訪談 20071126[e]），如此便證明以上的推論是正確的，即小安在計算電費

時，並不管時間是小時、分鐘、或秒，都是同樣的作法，意即，雖然小安在

知識獲取測驗是滿分，且近遷移測驗的電費問題之最後答案都是正確的，但

若仔細看其作法，或透過訪談便可發現其電費計算觀念是有錯誤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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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題電能計算的作法，也顯示小安並不知道「焦耳」這個單位與定義，

因為在訪談中，小安也說不出焦耳這個電能單位。即近遷測驗有反應出小安

的知識獲取情形，且能反應出比知識測驗更多的知識獲取情形。 

3. 舊觀點的遠遷移成效差，中等的新觀點遠遷移成效 

圖 5.24 是小安在遠遷移測驗第一題的作法，無論是否有學習資源，小安

在答案卷上兩次都寫了同樣的解法，這個作法乍看之下很有創意，但基本上

是錯誤，時間與電功率的比值在邏輯上是不通的。之所以會兩次都寫了一樣

的答案，一方面是，小安自以為如此的作法是正確的，因為在訪談時還說的

頭頭是道：「先把它們兩個都用到一樣的價錢來買東西阿！公倍數就是 300…」

（訪談 20071126[e]）；另一方面是，小安覺得「學習資源字很多不喜歡看，

且好像算式要很大」（訪談 20071126[e]）。所以，小安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既

使有了學習資源，她並沒有很認真的去閱讀，也沒有想透過學習資源去檢視

自己的作法是否有誤，對於解決此問題的態度，就好像他在遊戲的學習行為，

是沒興趣、不認真、或輕忽的。  

 

 

 

 

 

 

圖 5.24 個案 E 的遠遷移的第一題解題情形 

第二題遠遷移測驗的表現上，小安在第一次沒有學習資源時，在答案卷

上是留白的，沒有留下任何作法，訪談時，小安則表示「有想到度數，但看

不懂電費指數」（訪談 20071126[e]）。而當提時供了學習資源後，小安在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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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便留下了正確的作法（如圖 5.25），小安認為閱讀了學習資源後，才發現

「一開始以為這個指數（電費單上的抄表指數）是指本月用了那麼多電，上

個月用了那麼多電，所以第一次看到那麼大就沒有想去算」（訪談

20071126[e]）。顯示小安第一次之所以沒有作答，是因為沒有看懂電費單上的

抄表指數，且也是懶的計算所造成，第二次則因為學習資源的提示，瞭解了

電費單的計算方法。同時，根據訪談的過程，小安在第二次確實有弄懂電費

單的電費計算方法。 

 

 

 

 

 

 

圖 5.25 個案 E 的遠遷移（新觀點）第二題解題情形 

從小安在遠遷移測驗的表現可發現，解決問題的動機也是學習者能否成

功解決學習遷移問題的一大關鍵。因為以小安的資質、對於電費計算的基本

認識、及學習能力，要看懂第一題的學習資源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小安卻

因為認為學習資源的文字太多、計算太過繁雜，而沒有認真閱讀或放棄計算。

甚至在第二題的測驗時，也承認第一次因為怕計算的數字太大，沒有試著去

計算，而在考卷上留白。因此，從小安的例子也再次顯示學習資源的提供並

非學習者學習遷移的保證，學習者是否有心想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也是影

響學習者能否學習遷移的關鍵因素之一。否則像小安，能夠在解決遠遷移第

一題問題時，將其當時在數學課程中正學到的公倍數運用在解題中，或像在

遊戲中的充電過程，能運用當時數學課程的比值觀念來充電，此行為在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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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當中是很少見，表示她具有能將所學運用在解決非例行性的問題上之能

力，但可惜的是，當需要較複雜的計算時，或需要閱讀較多她沒興趣的文字

時，她便會逃避，而影響了她應有的表現。 

（三）遊戲式學習行為與成效之總述 

在遊戲式學習的行為表現上，小安跟其他個案一樣有很強的遊戲動機，

在遊戲過程中，不管遇到什麼問題，她都能很快的想辦法解決，目的是為了

跟其他人競爭以獲得勝利。所以，她不像有些個案一開始會迷路，很快就能

熟習遊戲的操控方法；或不像有些個案會放棄使用充電站，或有些個案需努

力反覆看了教材才學會如何充電，她很快就能利用試算的功能，迅速找到充

電的方法；或不像某些個案會被困在機智考驗站中，她能夠不看提示教材，

懂得利用錯誤嘗試、記憶答案、或逃避某些比較困難的機智考驗站來快速通

過機智考驗。所以，小安有很強的遊戲變通能力，是所有個案中最會利用遊

戲技巧或找尋遊戲規則漏洞來獲取高分的，但也因為她所有的遊戲方法都是

在逃避學習，唯有在不得已的狀態才會迫使她學習電相關的知識，如：在填

充題式的機智考驗站中。因而，最後雖然她獲得不錯的遊戲成績，但在近遷

移測驗及遠遷移測驗的成績並不好。 

因此，研究者從實際的觀察、訪談、及其學習成效測驗結果中發現，小

安正是很典型的逃避學習案例，也是很典型的高遊戲成績而低學習成效者。

為了不斷地解決遊戲的問題，小安確實有從機智問答或充電過程，領悟到到

電的相關知識，以至能逐漸熟練遊戲的機智問答，逐漸瞭解充電的方法，進

而使其能在知識測驗有滿分的表現，及能計算出近遷移測驗中電費的問題。

意即，遊戲的反覆練習對於小安的學習是有正面幫助的。但相對地，遊戲對

於小安在知識獲取上面也帶來負面的效果，小安為了怕麻煩與浪費時間，從

未仔細看過機智考驗站的問題提示，都是利用亂猜的與記答案的方式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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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甚至還會逃避一些比較複雜的電費計算問題，使得天生有不錯學習能力

的小安，雖然能逐漸熟練機智問答的題目，但其實學到的知識觀念是錯誤或

是混淆的，以致於雖然表面上有不錯知識測驗成績，近遷移的電費計算答案

也都正確，但透過訪談及其運算的算式，便可發現其獲取的知識概念是有問

題的。 

所以，此種不夠紮實的知識概念，當遇到不同題型的問題時，解題便會

發生困難，例如小安在第五週遇到改變題型的機智考驗問題時，她只好重新

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主動學習後才解決問題。而這樣的行為其實跟小安在

遠遷移測驗表現是類似的，即當小安需要面對較複雜電費計算問題時，運用

她錯誤或是不夠紮實的知識概念，也是無法想到正確的作法的，但不同於解

決機智考驗問題的行為是，當有學習資源時，她卻因為覺得教材太過繁雜，

而放棄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只有在遠遷移測驗的第二題，主動參考了學習

資源進而解決問題。因此，錯誤的知識概念或許會讓她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

無法解決新情境的問題，但若有學習的資源及有想要學習的動機，運用她的

學習能力，還是能夠成功解決問題的。意即，基本的知識概念、學習動機、

及學習能力是影響小安能否在新觀點遠遷移測驗有好的表現之主要原因。 

總括來說，從小安身上可以發現以下幾點本實驗所關切問題之答案： 

1. 知識獲取方法：小安在遊戲中主要透過反覆的參與機智問答考驗，

及從解決機車充電的過程中去獲取知識的。 

2. 影響知識獲取成效的原因：小安在遊戲中反覆參與遊戲的機智考

驗，或反覆解決充電站的問題，是小安能在知識測驗有滿分的表現

之主要原因，而沒有深入理解機智問答或充電站中的知識，則是小

安有錯誤的知識概念之主要原因。即小安的遊戲式學習行為影響了

知識獲取成效的好壞。 



- 157 - 

3. 影響近遷移成效的原因：小安能在遊戲中反覆解決機智考驗或充電

站之問題，是其能夠計算出近遷移測驗中電費問題答案的主要原

因，但在遊戲過程沒有認真理解到電能與電費計算的觀念，是小安

在近遷移測驗寫出錯誤運算式子的主要原因。即遊戲式學習的行為

與知識獲取的好壞，是影響近遷移成效的主要原因。 

4. 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原因：強烈的遊戲動機、不錯的遊戲技巧與

變通力、及不斷解決問題的成功經驗，是影響小安在遊戲中不斷採

取逃避學習行為來進行遊戲的主要原因。 

5. 影響舊觀點遠遷移成效的主要原因：錯誤或不紮實的知識概念，使

小安遇到新情問題且沒有學習資源時，解題便會發生困難，應是影

響小安無法解決舊觀點遠遷移問題的主要原因。 

6. 影響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主要原因：基本的知識概念、學習動機、

及學習能力是影響小安能否在新觀點遠遷移測驗有好的表現之主要

原因。 

7. 遊戲式學習對新觀點遠遷移表現所造成的影響：遊戲式學習幫助小

安認識了部分電的相關知識，讓小安在透過學習資源解決遠遷移問

題時，能得到助益。 

 

六、個案 F（小孟） 

    小孟是女生，個性乖巧，口語表達能力良好，曾獲得全校的演講比賽第

一名，數理成績在班上約排名 10 左右，家裡有電腦可以用，但被爸爸管制不

能任意上網，曾經有玩過一兩次線上遊戲，但目前並沒有在玩線上遊戲，且

平常也不喜歡玩電腦遊戲，只喜歡看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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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 

    小孟在遊戲一開始，「雖會看地圖，但移動緩慢，對於第一個任務的位置

判斷上充滿疑惑」（觀察 20071012[f-1]），第二個任務時，更是「經過機智考

驗後，一直走錯方向」（觀察 20071012[f-1]），且「沒有把任務的位置看清楚，

好不容易以為走到了，卻又送錯對象」（觀察 20071012[f-1]），所以一開始小

孟在遊戲操控上並不順利。剛開始遇到機智考驗站時，小孟便會「很仔細的

閱讀問題提示」（觀察 20071012[f-1]），且會「記憶答案，答錯時會把對的答

案複誦一次，若再次遇到相同的問題，就直接憑記憶作答不看提示了」（觀察

20071012[f-1]），但因為一開始在移動方向判斷上有問題，所以一直反覆的進

入機智考驗站，後來「遇到電功率的問題時，也開始不看提示」（觀察

20071012[f-1]），採用猜測及從錯誤中學習的方式。第一週的遊戲，小孟便因

方向判斷錯誤，大多時間花在機智考驗站中，最後只完成一項任務，且仍未

遇到機車沒電的問題。 

    小孟在第二週遊戲時第一次遇到機車沒電而進入充電站，「她很有耐心的

在充電站中待了十多分鐘，主要利用試算功能去了解如何幫機車充電，最後

透過紙筆計算，成功的完成充電」（觀察 20071019[f-2]）。在第三週小孟又再

次遇到機車沒電時，小孟跟小呈遇到了同樣的問題，即第一次充電的成功經

驗無法套用到第二次的機車充電上，因為所遇到的充電站電功率改變了，此

時小孟選擇跟小呈不同的作法，「為了避免又花時間在充電站中，小孟選擇繞

遠路回到同一個電功率的充電站充電」（觀察 20071019[f-2]），表示小孟並沒

有真正完全的了解電費的計算，也沒有立即想徹底弄懂充電站的打算。在第

四次遊戲，系統將每一個充電站的電功率都變成會隨機改變時，那時小孟才

「又開始看教材與提示，且拿出紙筆來計算，花了許久的時間在充電站後，

才又終於成功充好電」（觀察 20071102[f-4]）。在第五次遊戲後，小孟逐漸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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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如何充電，不管充電站的電功率是多少，都能利用充電站來幫機車充電了。 

    「小孟雖是少數個案中會花時間去閱讀充電站教材的同學，但小孟在充

電站的學習行為仍沒有像個案 B 那樣的徹底認真，一開始有關電費的教材僅

看了一頁，大部分時間都跟個案 E 一樣，是利用充電站試算功能在學習」（觀

察 20071019[f-2]），且小孟的資質也沒有個案 B 那麼好，在回答問題時，「像

1500/1000 或 2400/60 都要透過紙計算」（觀察 20071026[f-3]），不像個案 A 和

B 都會用心算。所以，後來在機智問答時仍偶爾要看提示學習才能過關，遇

到有關「電功率的問題還是不太會」（觀察 20071121[f-6]），且第五週「遇到

新的填充題機智問答，仍然試了一會兒才弄懂」（觀察 20071116[f-5]）。 

    同時，雖然小孟解決了充電的問題，但她在遊戲上仍遭受許多的阻礙，

如一直到最後一週的遊戲時，小孟「還是會走錯路，在移動與方向感上的反

應仍較慢」（觀察 20071106[f-6]），且小孟的遊戲技巧並不好，到最後一週時

「仍不知道可以買賣道具」（觀察 20071106[f-6]），來增加遊戲的分數或技能，

所賺得的金錢也沒有妥善利用。因此，最後完成任務的次數僅在八個個案中

排名第五。 

基本上，小孟所表現的遊戲學習行為特徵可歸納如下：  

1. 有遊戲動機：雖然沒有表現出強烈的求勝動機，但在遊戲心得與最

後訪談中，都曾表示出此遊戲很好玩或是越玩越好玩的看法。 

2. 僅有較低程度的遊戲技巧。在遊戲的操縱上，直到最後，仍會出現

走錯路，或移動較慢的問題，也不懂懂得利用遊戲道具來賺錢與省

電的方法，所賺取的金錢一直沒有使用過。 

3. 會很認真與專注的學習。為了解決機車充電問題，小孟有幾次花了

很長的時間，很專注且認真研究如何充電，對於機智問答上的提示，

也會逐字很很真的閱讀，但因為學習的不夠徹底，或在遊戲中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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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的機會不夠多，仍有些知識概念沒弄清楚。 

4. 有遊戲操控方向感的問題。由於小孟努力學會了充電的方法，所以

機車不會走走停停，但卻在遊戲操縱上有問題，常會走過頭與迷路，

所以有遊戲操控上速度較慢的問題，以致於影響了其遊戲成績與回

答機智問答的次數。 

（二）學習成效 

1. 中等的知識獲取成，對許多知識的印象不深刻 

如表 5.3（112 頁）所示，小孟在知識測驗時，僅錯在誤以為台灣目前的

主要發電方式是核能發電，經試後訪談的結果，小孟表示在遊戲裡沒有印象

有接觸過此議題，此狀況可能是因為小孟的遊戲完成任務太少，沒有在機智

考驗站遇到此問題所造成。其餘經訪談的結果，可發現小孟能正確說出電功

率的概念及電功率的單位，且也清楚能源的分類、電費的單位等概念，但是

小孟在回答電能單位問題時，卻只說出一種，並沒有提到「焦耳」這個電能

單位，且在回答問題，常會先表示忘記了，或用好像來回答，顯示這些知識

概念對小孟來說是有印象，但可能處於遺忘邊緣，可見遊戲的學習仍未完全

強化小孟有關此類知識的記憶。以下是訪談的對話內容： 
老師：你可不可以說說看有沒有學到什麼是能源？ 
小孟：有阿！就是日常生活中所用的，例如說電力阿！ 
老師：有沒有學到再生和非再生能源？ 
小孟：有好像有問到。 
老師：那什麼是非再生能源？ 
小孟：石油。 
老師：那什麼是導體？ 
小孟：我也不記得了。（遺忘） 
老師：絕緣體呢？ 
小孟：好像是塑膠什麼的。 
老師：電能的單位呢？有沒有學到？ 
小孟：度吧！  
老師：那電功率的單位？ 
小孟：瓦。 
老師：電功率是什麼意思？ 
小孟：應該是…好像是一秒鐘使用的電。 
老師：電費的單位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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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孟：度吧！千瓦小時！ 

2. 中等的近遷移成像，電費計算觀念有問題 

很巧的，小孟在近遷移的作答情形跟小安幾乎一樣，都錯在第 2 至 5 題

的問題上，如圖 5.26 所示，第二題不用焦耳來計算電能而用度來計算，第三

至則五題則在算式中少了時間單位。 

 

 

 

 

 

 

圖 5.26 個案 F 的近遷移解題情形 

在知識獲取的成效上，小孟比小安好的是，在訪談時能清楚說出電功率

的概念與單位，但小孟跟小安一樣的是，在訪談中詢問有關電能單位時，都

不曾提到「焦耳」這個單位，且小孟只說出「度」這個單位。所以，第二題

小安會有這樣的作法，極可能是小孟跟小安一樣不清楚「焦耳」的定義。同

時，跟小安一樣的是，小孟從第三題至第五題的算式中發生了錯誤，因此，

在訪談時也同樣問了如下的問題：「一台電功率 2000 瓦的冷氣使用 30 分鐘必

需消耗幾度電？」結果小孟的回答是：「 2000x30x60/1000 」（訪談

20071127[f]），顯示小孟的電費計算觀念是有問題的，經此問題向小孟確認

時，她則承認「就太多單位了，有點搞混了！」（訪談 20071127[f]）。 

3. 舊觀點的遠遷移成效差，中等的新舊觀點的遠遷移成效 

圖 5.27 是小孟在遠遷移測驗第一題首次的解題情形，在沒有學習資源的

情況下，從她的算式中，確實有看到類似於電費的計算方法，看得出來她先

換算燈泡的電功率，求得燈泡的耗電度數，再乘以與每度的錢，但卻將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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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命時間和燈泡價錢相除，來作為耗電的時間，以致於整個作法到頭來是錯

誤的。訪談時，小孟認為在第一次測驗時，確實有「想到跟機智考驗站有關」

（訪談 20071127[f]），但「那時候是亂作的，我也覺得很奇怪為什麼這樣做」

（訪談 20071127[f]）。表示第一次解決此問題時，小孟雖然有想利用電費計算

來解決此問題，但作法並不正確，同時，也顯示小孟對於電費計算的基礎概

念還不是很強化，才會在第一次解題寫下如此錯誤的作法。 

 

 

 

 

 

 

圖 5.27 個案 F 的遠遷移（舊觀點）第一題解題情形 

而當第二次在面對此問題時，小孟參考了學習資源，便成功的解決此問

題（如圖 5.28），雖然在作法上，小孟僅以一年來計算，且在計算燈泡數時省

略小數點，但原則上是正確的。在訪談時，小孟也表示此題的作法就是「先

算出一年 365 天有幾小時，再算出要花多少電費，再加上電燈泡的錢」（訪談

20071127[f]），且認為因為「有學習資源，才想到要這樣做，跟機智考驗站的

電費算法一樣」（訪談 20071127[f]）。表示小孟是真的有看懂學習資源後才會

解決此問題的，且體會了此問題即運用到遊戲時所學到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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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8 個案 F 的遠遷移（新觀點）第一題解題情形 

其次，小孟在遠遷移測驗的第二題表現上，第一次在沒有學習資源的狀

況下並沒有任何作答紀錄，訪談時，小孟表示在第一次作答時，是有想到要

找出「電費單上經常用電是多少度，但是不會看」（訪談 20071127[f]），顯示

小孟在第一次面對此問題時，雖然知道解決此問題的關鍵點，但卻沒有辦法

在短時間內看懂從未見過的電費單。而第二次有了學習資源後，小孟對於該

問題有了作答（如圖 5.29），但計算過程仍有錯誤，即沒能按照電費的計算標

準來計算電費，即有看懂如何從電費單中計算經常用電度數，但在計算耗電

費用時的算法是錯誤的，小孟在訪談時表示：「就這個我不曉得怎麼分，它說

要分成兩個，我就看不懂，我不知到它是怎麼分的，不知到為何麼會變成這

樣」（訪談 20071127[f]）。表示當提供了學習資源後，小孟有從學習資源上學

到解決此問題的首要關鍵步驟，但最後並沒有完全看懂電費單或學習資源上

如何計算電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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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9 個案 F 的遠遷移（新觀點）第二題解題情形 

從小孟在遠遷移測驗的表現上看來，在沒有學習遷移的狀況下其表現是

較差的，雖然從她的作答或訪談的內容，可以看出來在第一次的作答時，是

有看出一些問題點，如第一題的初次作法已經很接近合理的作法，但可惜最

後都沒有掌握好解決問題的關鍵。而當有學習資源的輔助與學習後，小孟便

領悟解決問題的關鍵，且回過來也會反省自己當初為何會有那種錯誤的作

法，表示有了學習資源對她的幫助很大。然而，小孟在第二題仍未完全答對，

沒能從學習資源中理解實際電費單的計算標準，表示小孟在學習能力或領悟

力上仍不夠好。 

（三）遊戲式學習行為與成效之總述 

在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上，小孟表現出較差的遊戲技巧，一直都有迷路

的問題，且也不知道利用遊戲道具等方法來提升遊戲的成績，所以，小孟的

遊戲玩得並不好，但小孟跟一些遊戲玩得不好的個案相比，她卻能夠從頭到

尾都能利用充電站去幫自己操控的機車充電，所以她所操控的機車雖然偶爾

會迷路，但至少不會受到沒電的困擾。因而最後小孟得到中等的遊戲成績。 

雖然小孟是在八位個案中少數能在遊戲中設法解決了充電站問題的學

生，但她解決充電問題的方法跟小安有些類似，一開始都是藉由試算電費功

能中找尋答案，而不是藉由認真學習電費計算知識來解決問題，所以，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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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以後才真正熟悉如何充電，且在後來的有關電費問題的填充題機智考

驗都還會被困，顯示她並不像小呈，一開始便很徹底的藉由充電站將電費計

算的知識完全弄懂。同時，小孟因為遊戲技巧差，常在遊戲中迷路，完成的

任務少，因此也影響到其回答機智問答、進行充電的次數，造成減少她強化

電費計算知識的機會，或造成某些知識概念的記憶或認知不夠紮實。因而最

後小孟在知識測驗、近遷移測驗、及遠遷移測驗的表現也大概在中等的程度。 

因此，研究者從實際的觀察、訪談、及其學習成效測驗結果中發現，小

孟為不斷解決遊戲的問題，確實有從解決機智問答或充電的過程，領悟到電

的相關知識，以致於才能夠在遊戲中逐漸熟練機智問題，逐漸學會如何充電

的方法，進而能在知識測驗有不錯的表現，及能計算近遷移測驗中的電費問

題。意即，遊戲促使其主動學習及反覆練習，對於小孟的學習應是有正面幫

助的。但相對地，遊戲對於小孟的學習也有負面的幫助，例如小孟為了怕麻

煩，第一次成功充電後卻只選擇到特定的充電站，輸入固定的充電數量來充

電，表示一開始並沒有徹底把如何充電真正弄懂。再者，由於此遊戲需要不

斷地在的 2D 的遊戲空間中尋找任務位置，使小孟常常會迷失方向，因而減少

了其反覆練習機智考驗或充電的機會，以致於小孟雖然看似知識測驗成績還

不錯，但卻答錯很簡單的常識問題，以及產生對電費計算觀念的混淆與誤解。 

所以，因遊戲而學到不夠紮實的知識概念，讓小孟在遇到新情境問題時

便會產生困難，需要再次的學習。例如在遊戲中可以觀察到，當小孟遇到充

電站的電功率改變後，便又要重新學習一次如何充電，直到第五週才領悟充

電的方法；或當機智考驗變成填充題後，又要重新閱讀教材才能解決問題。

而小孟在遠遷移測驗的表現就如同這樣的情形，即當小孟第一次遇到更複雜

的電費計算問題時，她也是無法解題的，但當有學習資源時，她便領悟解題

的方法，可見從遊戲學到的知識雖然讓小孟有些似懂非懂，但只要有學習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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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她便有能力去學習並領悟解題的方法。意即運用學習能力及遊戲所學到

的知識，應是影響小孟能夠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的原因之一。 

總括來說，從小孟身上可以發現以下幾點本實驗所關切問題之答案： 

1. 知識獲取方法：小孟在遊戲中主要透過遊戲的機智考驗問題及機車

充電站，藉由閱讀提示教材，及反覆的參與機智問答與充電，去從

中獲取知識。 

2. 影響知識獲取成效的原因：小孟在遊戲中反覆參與機智問答及機車

的充電，是小孟能有尚可的知識測驗成績之原因。但因為沒有很徹

底的學習電費計算的知識，或因為參與機智問答次數太少，而沒有

熟練各種機智機智考驗的問題，是小孟在知識測驗有錯誤，及有部

分知識錯誤概念的原因。即小孟的遊戲式學習行為影響了其知識獲

取成效的好壞。 

3. 影響近遷移成效的原因：小孟能在遊戲中反覆解決機智考驗或充電

站的電費計算問題，是使小孟能夠算出近遷移測中電費問題答案的

主要原因，但在遊戲過程沒有完全理解電費計算的真正觀念，是小

孟在近遷移測驗寫出錯誤運算式的主要原因。即遊戲式學習的行為

與知識獲取的好壞，是影響近遷移成效的主要原因。 

4. 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原因：有較差的遊戲經驗，可能是影響其遊

戲操控或遊戲技巧較差的原因，而有著還不錯的學習能力與學習動

機，及有過成功解決問題的經驗，是小孟在遊戲中願意持續主動閱

讀提示、解決機智考驗及充電站問題的原因之一。 

5. 影響舊觀點遠遷移成效的主要原因：錯誤或混淆的電費知識概念，

應是影響小孟無法解決舊觀點遠遷移問題的主要原因。 

6. 影響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主要原因：有從遊戲學到部分電的知識、



- 167 - 

及有還不差的學習能力，是影響小孟能夠解決新觀點遠遷移測驗第

一題的主要原因。而不夠好的學習領悟力，是影響小孟無法完全正

確解決新觀點遠遷移第二題的主要原因。 

7. 遊戲式學習對新觀點遠遷移測驗表現所造成的影響：遊戲式學習幫

助小孟認識到一些電的相關知識，讓小孟能看得懂學習資源，找到

解決遠遷移問題的方法。 

 

七、個案 G（小芸） 

小芸是女生，個性文靜乖巧，口語表達能力普通，數理成績在班上約 20

名左右，之前曾玩過線上遊戲，如：跑跑卡丁車等，但現在爸爸只讓她玩一

些單機的小遊戲或是玩益智遊戲。 

（一）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 

小芸在第一次玩超級外送王時，在「方向操控有問題，常常在同一個地

方繞來繞去」（觀察 20071011[g-1]），雖然知道任務的目的地，但「一開始到

處亂走，也好像沒仔細看地圖，始終沒有找到第一個任務的位置」（觀察

20071011[g-1]），自己在第一週的心得感想上也承認自己「不太懂方向怎麼走」

（心得 20071011[g-1]）。由於搞不清楚方向，所以也常反覆進入機智考驗站，

「一開始答題是用猜的，正確率很低，且不看提示」（觀察 20071011[g-1]），

「後來逐漸會看提示來解答，但似乎沒有用心看懂，有時候只隨便看了一下，

或看完了提示還是亂猜，可是答錯時會複誦答案」。而第一次遇到機車沒電

時，很想要幫機車在充電站充好電，「會閱讀充電站裡的學習教材，但似乎沒

有很用心看教材，後來試了幾次仍無法充電，且發現機車電能自動增加了，

就不充電了，決定先把第一個任務完成」（觀察 20071011[g-1]）。 

由於第一週沒能將機車充好電，所以小芸在第二週遊戲時，仍試著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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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機車電的問題，在第二週遊戲時「花了十多分鐘，反覆看教材，但最終還

是沒能將機車充好電」（觀察 20071017[g-2]），後來，雖然一直會想解決充電

的問題，包括會反思「不知道如何充電」（心得 20071017[g-2]）、「私底下問

同學如何充電」（觀察 20071101[g-4]）、「希望遊戲系統能告訴她如何充電」（訪

談 20071127[g]）等，但因為沒能真正瞭解電費的計算，到遊戲結束時仍不會

充電，加上又「不懂得購買充電電池等道具，來補充機車電能」，以致於第二

週以後，小芸的機車開始走走停停，僅能透過系統補充少許的電能來進行遊

戲（觀察 20071122[g-6]）。 

小芸遇到機智考驗時，逐漸會利用提示去解決機智考驗的問題，但似乎

仍沒有將該學的東西完全學會，「偶爾遇到電費與電功率的問題還是會答錯」

（觀察 20071101[g-4]），所以第五週遇到填充題的機智考驗時，還是被困住

了，但在「閱讀教材與嘗試了兩次後就通過了」（觀察 20071116[g-5]），可是

後來每一次遇到此類機智考驗問題時，都是「利用電腦的計算機來運算，即

使是很簡單的運算也是如此」（觀察 20071122[g-6]），顯示小芸的數理能力跟

其他同學相較下並不好。 

由於小芸在遊戲機智考驗的解題速度慢，且從一開始就有方向性操控的

問題，加上又不會幫機車充電，不會利用遊戲道具來幫機車省電，最終小芸

完成遊戲任務的次數在八位個案中排名第七。 

基本上，小芸所表現的遊戲學習行為特徵可歸納如下：  

1. 有遊戲動機：遊戲過程中因為成績不佳，沒有表現出強烈的求勝動

機，但在最後一週的遊戲心得中，曾表示出此遊戲很好玩及希望有

機會可以再玩的看法。 

2. 僅有較低程度的遊戲技巧。在遊戲的操縱上，直到最後，仍偶爾會

走錯路，或出現移動較慢的問題，也不懂得利用遊戲道具來賺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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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電的方法，所賺取的金錢一直沒有使用過。 

3. 有學習動機，會認真學習。遇到機智問答時，會閱讀提示；為了解

決機車充電問題，有花時間閱讀教材。 

4. 有遊戲操控、無法充電的問題。由於不知道如何在充電站充電，也

不會利用道具來補充電能，所以機車走走停停，加上在遊戲操縱上

有問題，偶爾會走過頭與迷路，在遊戲操控速度緩慢，完成任務速

度緩慢，以致於影響了其遊戲成績與回答機智問答的次數。 

（二）學習成效 

1. 知識獲取成效差，電能單位、電功率及電費概念有問題 

如表 5.3（112 頁）所示，小芸的知識測驗是錯在第三題的能源分類及第

五題的電費概念，經試後的訪談，發現其實小芸是清楚再生能源的概念的，

知道再生能源是可以重複使用的能源，如：風力，但卻將天然氣誤以為是再

生能源。另小芸雖知道電費的單位，但卻真的不清楚一度電是指什麼。其次，

雖然小芸在第一題測驗中成功區別電能單位，但在訪談中發現小芸將「瓦」

也歸類在電能的單位裡，且雖然知道電功率的單位是瓦，但卻不知到電功率

的概念，且可見其對電能單位與電功率概念可能有些混淆。以下是訪談的對

話內容： 
老師：有沒有學到什麼是再生能源和非再生能源？ 
小芸：再生能源就是可以一直重複使用。 
老師：譬如呢? 
小芸：天然的吧!風力阿！ 
老師：那非再生能源呢? 
小芸：非再生!石油! 
老師：那有沒有學到什麼是導体和絕緣體? 
小芸：導体就是水阿!  
老師：那有沒有學到電能的單位？ 
小芸：有些是有背起來阿!有些沒有。 
老師：你講講看。 
小芸：就焦耳阿！恩！還有瓦、度、焦耳、千瓦…不知道了！（錯誤觀念） 
老師：那有沒有學到什麼是電功率? 
小芸：沒有!我不知道什麼是電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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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那遊戲裡面有沒有提到這個名詞? 
小芸：有。 
老師：但你現在講不出來? 
小芸：恩！（遺忘） 
老師：電功率的單位你覺得是什麼? 
小芸：我覺得應該是瓦吧。 
老師：那電費的單位呢? 
小芸：度。 

2. 中等的近遷移測驗成績，但電能與電功率單位出現混淆 

小芸在近遷移測驗時，錯在前兩題，如圖 5.30 所示，第一題雖然作法正

確，但卻無法正確寫出電功率的單位名稱，第二題則是留白，不會作答。其

餘三題有關電費的問題，其解法與答案上都看不出來有任何錯誤。從小芸在

第一題與第二題的作答上，可看出她在電能與電功率單位上是混淆的，因為

雖然小芸第二題沒有計算過程，但卻在答案上誤寫電能的單位為「瓦」，此結

果可以呼應小芸在訪談上混淆電能與電功率單位的結果，且也透露出小芸在

知識測驗的第一題有可能是在不慎確定的情況下答對的。且能作對第一題電

功率的問題，訪談時卻說不出電功率的概念，且無法在第二題近遷移問題中

從電功率求得電能，表示其電功率概念還是有問題的。 

 

 

 

 

 

圖 5.30 個案 G 的近遷移解題情形 

至於，小芸在知識測驗答錯第五題有關電費的概念，但在近遷移測驗卻

作對了後面三題有關電費的問題，訪談時，小芸表示：「就是機智考驗站的問

題」（訪談 20071127[g]），顯示遊戲中機智考驗站的反覆練習是有助於小芸學

會同類型問題解決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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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舊觀點的遠遷移成效差，新觀點的遠遷移成效也不佳 

小芸在第一次解決沒有學習資源的遠遷移問題之作答情形如圖 5.31 所

示，基本上這作法是沒有意義，是完全錯誤的。訪談時，小芸表示「是有想

到跟遊戲有類似題目的感覺，就亂算亂算！」（訪談 20071127[g]），顯然小芸

在一次沒有學習資源狀況下，對於該問題的表現是很差的，完全沒有運用到

遊戲中所學到的知識。 

 

 

 

圖 5.31 個案 G 的遠遷移（舊觀點）第一題解題情形 

當有了學習資源後，小芸在第一題的表現雖然有進展但仍不理想，她的

作法如圖 5.32 所示，整個過程僅算出兩種燈泡的在兩年內需要耗費多少顆與

多少錢，其餘有關兩年內燈泡所耗的電費完全沒計算，且在計算時有部分錯

誤（打圈錯）。訪談時詢問小芸為何沒計算電燈泡的電費，她才表示：「就看

不懂阿！真的看不懂！就是 80 瓦為什麼等於 0.08 千瓦…」（訪談

20071127[g]），顯然小芸是因為看不懂學習資源中有關電費計算的說明，以致

於沒有把整個問題解完。 

 

 

 

 

 

圖 5.32 個案 G 的遠遷移（新觀點）第一題解題情形 

小芸在遠遷移測驗問題二的首次作答是空白的，沒有留下任何紀錄，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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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時，小芸也沒有表示當時從問題想到了什麼或看出了什麼，僅表示：「感覺

就是很難阿！就是不知到要怎麼找！」（訪談 20071127[g]），所以，小芸在第

一次是真的完全不會作答的。當參考了學習資源後，小芸對於如何解決該問

題有了進一步的瞭解，但仍然沒有完全作對，如圖 5.33 所示，小芸初步有算

出流動電費的度數，但在計算電費的部分則是錯誤的。訪問時，小芸表示要

知道電費「要先知道流動電費，我就先去減（將抄表指數相減）」（訪談

20071127[g]），表示小芸確實有看懂如何計算流動電費，但當研究者詢問小芸

為何在計算電費時，將電費分成 220 與 221 來計算，她則表示「不知道，再

來看不懂」（訪談 20071127[g]），表示他在電費計算的部分，看不懂學習資源

上的說明。如此顯示她的學習領悟能力仍不夠好。 

 

 

 

 

 

圖 5.33 個案 G 的遠遷移（新觀點）第二題解題情形 

從小芸在學習遷移的表現，又再次證明若沒有解決問題的基本知識，既

使有可參考的學習資源也是沒用的。小芸在遊戲中可以解決第五週以後的機

智考驗問題，在近遷移測驗中也答對了三題有關電費的計算問題，但卻在遠

遷移測驗時看不懂學習資源中有關電費計算的說明，表示小芸在學習如何計

算電費知識的過程應該是有問題的，不夠深入與紮實的。由於小芸在遊戲的

前五週始終不會充電，且遊戲操控有問題，遇到有關電費計算機智考驗的機

會也比較少，第五週雖然能解決電費的填充題機智考驗，卻是在很匆促的情

況下完成，甚至可能是在半猜測的情況下答對的，答對後雖然有助於她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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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的電費問題的解決，但對相關的知識概念並沒有很深入的學習與瞭解，

才會發生在知識測驗答錯了電費計算的時間單位，以及在遠遷移測驗看不懂

電費計算部分學習資源的情況。然而，小芸與很多研究個案很像，在解決第

二個問題時，參考學習資源後卻仍看不懂有關實際電費收費標準的計算。這

個部分基本上並沒有用到很高深的知識，但若沒有去領悟出電費是兩個月計

費一次，便無法看懂這個部分的說明，從這裡也可以看出學習者的學習力與

領悟力的不同。 

（三）遊戲式學習行為與成效之總述 

在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上，小芸有著不錯的學習動機，遇到機智考驗站

會閱讀提示，遇到充電站會閱讀充電站教材，會想解決充電的問題，但數理

能力及學習能力不佳的她，並沒有把電相關知識學習得很好，在第五週遇到

新的機智考驗還是有困難，也始終沒能在充電站完成充電。再加上，小芸有

著比較差的遊戲操控技巧，是少數個案在第一週的遊戲活動中因為找不到任

務位置而無法完成任務的，也不會利用遊戲技巧來解決機車充電的問題，因

而影響了其完成遊戲的任務次數，及參與機智問答考驗的次數，最後獲得較

差的遊戲成績，及屬於中下的學習成效測驗成績。 

因此，研究者從實際的觀察、訪談、及其學習成效測驗結果中發現，小

芸為了解決遊戲中遭遇的問題，確實有讓她慢慢地學到了一些電的知識，所

以，她才能逐漸減少受困於遊戲機智考驗的時間，逐漸熟練一些機智考驗中

的電相關知識或電費計算等問題，也才能在後來的學習成效測驗中答對部分

知識測驗的問題，及能解決近遷移測驗中的電費計算問題。意即，透過遊戲

式學習對於幫助小芸學習電相關知識是有正面效果的。 

但相對地，遊戲對於幫助小芸學習電相關知識上也帶來負面的效果。例

如，小芸因為遊戲操控及技巧較差，數理能力也不好，不會幫機車充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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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迷路，所以完成任務的次數較少，也影響了她在機智考驗站中學習或練

習解題的機會。同時，因為遊戲成績差，也影響到她花時間去仔細閱讀機智

考驗站或充電站教材的意願，使得在一些知識觀念上，小芸並沒有真正很清

楚的理解，或是在遊戲後產生混淆的現象。因而才會在遊戲式學習後出現對

電能單位有印象但無法正確分辨，或是有不正確的電功率與電費計算概念的

產生。 

所以，雖然表面上小芸似乎熟練了電費問題的解法，但其實電費計算的

觀念仍是有問題的，例如在訪談時，研究者將電費問題作了些改變，問了小

芸如下的問題：「一台電功率 2000 瓦的冷氣使用 30 分鐘必需消耗幾度電？」

結果小芸回答的作法卻是：「2000x30/1000」（訪談 20071127[g]），表示小芸對

於電費的計算是有錯誤的認知，即當初在解決有關電費問題時，可能是受破

於遊戲時間，並沒有很仔細的瞭解所有觀念，而是藉由反覆練習所領悟出來

的解法，但卻因而產生了錯誤的觀念。 

小芸在舊觀點遠遷移測驗的表現，如同上述電費計算的失敗行為一樣，

當問題改變了，也沒有提示可看的情況下，小芸是不可能解決問題的，因為

她所學到的知識是不紮實的、有錯誤觀念的，進而在有學習資源的情況下，

小芸還因為看不懂部分有關電費計算的學習資源而無法完全成功解題。其

次，研究者認為小芸比較不好的數理能力或學習領悟力，也為其學習成效帶

來負面的效果，例如她在遊戲中某爾會看不懂教材或提示，或如在新觀點遠

遷移測驗的第二題，看不懂學習資源中有關流動電費的計費標標準一樣。 

總括來說，從小芸身上可以發現以下幾點本實驗所關切問題之答案： 

1. 知識獲取方法：小芸在遊戲中主要透過遊戲的機智考驗問題，藉由

閱讀提示教材，及反覆地參與機智問答，去從中獲取知識。 

2. 影響知識獲取成效的原因：小芸在遊戲中反覆參與機智問答，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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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能成功解決部分知識測驗問題的原因，而沒有深入理解機智問答

的知識，較少的機智問答練習機會，是小芸在知識獲取測驗有錯誤，

或有部分錯誤知識概念的主要原因。即小芸的遊戲式學習行為影響

了其知識獲取成效的好壞。 

3. 影響近遷移成效的原因：小芸能在後來成功反覆的解決機智考驗之

電費計算問題，是其能夠正確計算近遷移測驗裡電費問題的主要原

因，而在遊戲過程沒有認真理解電功率的概念，及分辨電能與電功

率的單位，是小芸在近遷移測驗時無法解決電功率問題，及弄錯電

能單位的原因。意即，遊戲學習行為與知識獲取的好壞，是影響近

遷移成效的主要原因。 

4. 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原因：能夠成功解決問題的遊戲經驗，及不

錯的學習動機，是小芸能夠在遊戲中持續學習並參與遊戲的原因。

而遊戲技巧差及學習能力差，影響了其成功解決遊戲問題的速度。 

5. 影響舊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小芸在遊戲過程中，對於電相關知

識學習的過程不夠認真，或沒能力正確的理解或釐清所有知識概

念，應是影響其無法解決舊觀點遠遷移問題的主要原因。 

6. 影響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在遊戲中對於電相關知識學習的過

程不夠認真，對於電相關知識概念的不正確，以及較差的學習能力，

應是影響小芸無法看懂部分學習資源，進而無法完全解決新觀點遠

遷移問題的主要原因。 

7. 遊戲式學習對新觀點遠遷移表現所造成的影響：遊戲式學習讓小芸

認識了一些新的電相關知識，讓讓小芸透過學習資源學習時，能看

得懂部分提示，並能解決部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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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案 H（小秀） 

小秀是女生，個性隨和，口語表達能力普通，數理成績在班上排名倒數

五名內，課業成績不好，平常在家裡沒有電腦可以用，自認為是電腦白痴，

對於電腦的操作較沒有自信。 

（一）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 

小秀從第一次遊戲開始，就「會仔細的將看到的訊息清楚的讀出來，包

括看遊戲簡介及外送任務的地址，都會用很慢的速度將每一個字都念出來」

（觀察 20071009 [h-1]）。第一次進入了機智考驗站時，也是「仔細的看說明，

並在讀完第一題後，就按下提示按鈕，雖然一開始幾乎每一題都看提示，但

似乎看不太懂，看完又是以亂猜的方式作答」（觀察 20071009 [h-1]），所以偶

爾「會反思剛剛是否有回答過該題，並藉由回想答案來猜題」（觀察 20071009 

[h-1]）。第一次遊戲在機車尚未沒電時就進入充電站準備充電，進入充電站後

一樣會「很仔細的讀規則，且主動點選有關電費的線上教材，也表示要全部

教材都看一下，但在試算區嘗試了一下，發現不會使用後，便離開充電站，

且懷疑自己是否有那麼多錢可以充電」（觀察 20071009 [h-1]）。由於小秀在第

一次遊戲時，動作緩慢，並沒有移動太多路程，雖透過學習來回答問題，但

學習能力差，有大半時間耗在機智考驗站中，最後僅完成一項任務。 

第二次遊戲後，小秀開始出現「移動方向感差，常繞來繞去又在同一個

地方，不會走最近的路」（觀察 20071016 [h-2]）等現象。同時，從觀察中發

現，小秀雖然會看提示來作答，但並沒有將知識吸收進去，或是有時候連提

示都看不懂，如「看完有關能源問題的提示後，竟然表示不懂金屬是什麼」

（觀察 20071016 [h-2]），可見小秀連基本的科學常識都很貧乏，所以，仍舊

有多半的時間困在機智問答中。自己在遊戲結束後也承認「一直進入機智問

答都快瘋了」（心得 20071016 [h-2]），且「機智問答我根本就不會，只好隨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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亂猜」（心得 20071022 [h-3]）。所以，實驗前四週，小秀有很多時間被困在機

智考驗站，加上方向感有問題，且機車沒電時，雖會閱讀教材但仍舊不會充

電，第二週後便「決定不充電了，認為利用太陽能來充電應該也可以」，所以

機車走走停停，前四週竟然只完成了五項任務。 

第五週後小秀的成績開始有些進步，第五週時，小秀遇到新的填充題之

機智考驗問題，「先閱讀了一下教材，嘗試了兩次就過關了」（觀察 20071115 

[h-5]），所以，後來「在遊戲中遇到此類的電費問題都會計算了，雖然數學能

力較差，常需要透過紙筆運算許久，但再也不會像以前常被困在機智考驗站

了」（觀察 20071120 [h-6]）。同時，小秀私底下向同學請教如何在充電站充電

的方法，在第五次遊戲時，「利用同學教她的方法，在充電站中成功的充好電」

（觀察 20071115 [h-5]），雖然「當遇到電功率 100 瓦以上的充電站，就不會

充電了」（觀察 20071120 [h-6]），且「方向感還是不太好，常會停下來問自己

現在在哪裡，以決定行進的方向」（觀察 20071120 [h-6]），但小秀遊戲的成績

已經比前四週進步許多。小秀本身也因此而感到很開心，認為「自己越來越

厲害了」（心得 20071115 [h-5]）、「從上次玩就覺得非常好玩」（心得 20071120 

[h-6]）等。 

由於小秀前四週的遊戲學習表現很差，也始終「不會善用遊戲道具來省

電，賺得的金錢也從來沒使用過」（觀察 20071120 [h-6]），最後小秀完成遊戲

任務的次數在八個個案中排名最後一名。 

基本上，小秀所表現的遊戲學習行為特徵可歸納如下： 

1. 有遊戲動機：遊戲過程中因為成績不佳，沒有表現出強烈的求勝動

機，但在最後兩週的遊戲心得中，表示出此遊戲很好玩的看法。 

2. 僅有較低程度的遊戲技巧。在遊戲的操縱上，直到最後，仍偶爾會

停下來判斷方向，也不懂懂得利用遊戲道具來賺錢與省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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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賺取的金錢一直沒有使用過。 

3. 認真的學習但學習能力差。遇到機智問答時，會逐字的閱讀提示，

但常閱讀完仍然不會解決問題；遇到充電站時，也會花時間閱讀教

材，但仍舊無法靠自己的學習去解決充電的問題。 

4. 有遊戲操控方向感及充電的問題。雖然小秀在第五次遊戲時，藉由

同學私下的交流，知道了充電的方法，但因沒有完全弄懂，遇到電

功率 100 瓦以上的充電站就不會充電了，加上前四週都不會充電，

也不會利用道具來補充電能，所以機車都是走走停停；同時，在遊

戲方向操縱上有問題，操控速度緩慢，也造成完成任務速度緩慢，

以致於影響了其遊戲成績與回答機智問答的次數。 

（二）學習成效 

1. 知識獲取成效差，電相關的知識概念都產生混淆與錯誤 

如表 5.3（112 頁）所示，小秀是所有個案中知識測驗成績最差的，僅答

對一題。試後訪談發現，她確實已經將本遊戲式學習活動所要教授的重要知

識概念全忘了，訪談過程中雖表示依稀記得相關的名詞，卻答不出何謂再生

能源、電功率、或電費等概念，且還發現雖然在知識測驗時答對有關導體的

問題，卻在訪談時誤將金屬說成絕緣體，可見小秀在知識獲取成效上確實很

差。以下是訪談的對話內容： 
老師：有沒有學到什麼是能源? 
小秀：沒有。 
老師：有沒有學到再生和非再生能源？ 
小秀：沒有。 
老師：有沒有遇到過這個名詞？ 
小秀：有。 
老師：在哪裡遇到過? 
小秀：機智考驗。 
老師：你都不懂？ 
小秀：對阿！ 
老師：你在機智問答不是都有看提示嗎? 
小秀：對阿！ 
老師：機智問答不是都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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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秀：對阿!但忘記了！（遺忘） 
老師：有沒有學到什麼是導體和絕緣體？ 
小秀：有。 
老師：什麼是導体? 
小秀：就是導電的那個喔。 
老師：阿絕緣體呢? 
小秀：金屬嗎?（錯誤觀念） 
老師：有沒有學到電能的單位? 
小秀：焦耳。 
老師：那電功率呢? 
小秀：度。（錯誤觀念） 
老師：計算電費的單位是？ 
小秀：焦耳。（錯誤觀念） 
老師：什麼叫做一度電? 
小秀：一千焦耳。（錯誤觀念） 

2. 近遷移測驗成績差，觀念混淆且無法遷移電費計算問題 

如表 5.4（112 頁）所示，小秀是研究個案中近遷移測驗成績倒數第二差

的，其測驗時的作錯的問題如圖 5.34 所示，小秀錯在第一題將電功率的單位

弄錯，第二題則作法完全錯誤，第四題作法對但計算錯誤，第五題則作法完

全錯誤。 

 

 

 

 

 

 

 

 

 

圖 5.34 個案 H 的近遷移解題情形 

首先，小芸算對了第一題有關電功率的問題，但同樣概念的第二題卻整

個作法完全不合理，因為不像小安與小孟雖然作法錯誤，但卻是以電費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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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觀念，當訪談時詢問小秀為何這樣作答，她卻回答「隨便亂寫的，會寫的

就寫！」（訪談 20071127[h]），加上訪談時，小秀並說不出電功率的概念，所

以前兩題都有可能是亂寫的，即電功率概念是不清楚的，單位也混淆。 

再者，小秀在訪談時有一個的現象，就是原本測驗答對的問題，訪談時

再問一次的話，她便答錯了，這個現象在訪談知識獲取的問題及近遷移測驗

的問題時都發生過。訪談時，研究者拿空白考卷問她，近遷移測驗的第五題

怎麼作？她回答：「100x4x3/6」（訪談 20071127[h]），這作法跟他的答案一樣，

但當研究者再問她第四題怎麼作時，她竟然回答：「 800/5x2」（訪談

20071127[h]），即跟原本考卷上不一樣的作法，但卻是第五題的錯誤作法，而

當研究者對著遊戲的畫面，尋問她一題近似於近遷移電費問題的機智考驗

時，她卻可以作得出機智考驗的問題，且馬上恍然大悟機智考驗的題目跟近

遷移題目一樣，連原本錯誤的第五題都會作了。以下是這段訪談的對話過程： 
老師：老師問你這兩題（第五題跟第三題比較）有什麼不一樣? 
小秀：題目不一樣。 
老師：我知道題目不一樣，還有哪裡不一樣？ 
小秀：就錢不一樣阿！ 
老師：那上一題（第四題）怎麼算? 
小秀：就 800/5x2。 
老師：好來看這裡，這機智考驗站（填充題的電費問題：電功率 300 瓦使用 2.5 小時，請問使

用幾度電？）怎麼算還記得嗎? 
小秀：0.3x2.5。 
老師：怎麼算出來的? 
小秀：300/1000=0.3。 
老師：為什麼? 
小秀：因為一度電等於 1000。（說不出單位，錯誤觀念） 
老師：那你看這個機智考驗跟這測驗題目（近遷移第四題）有沒有一樣？ 
小秀：有!阿~~~我會了 800/1000x2！哈哈哈！ 
老師：那像這一題（第五題）會了嗎? 
小秀：400/1000X3X6。 
老師：為什麼現在才看得懂？ 
小秀：忘記了!我又沒有再記這個。 
老師：所以你很多都忘記？ 
小秀：對！ 
老師：但有提示你就會嗎? 
小秀：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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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這段訪談，我們可以發現，小秀其實是還記得遊戲中有關電費

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但在進行近遷移測驗時卻看不出來測驗中題目與遊戲

題目的相似性，可見小秀的近遷移能力是不好的。 

3. 舊觀點的遠遷移成效差，新觀點的遠遷移成效也不佳 

小秀在第一題沒有學習資源的遠遷移問題之解題情形如圖 5.35 所示，基

本上，所有的運算式都沒有任何意義，整個作法都是不可行的。訪談時，小

秀表示：「我算的出來可是算錯了!我知道算法不對，就想到就寫」（訪談

20071127[h]），研究者詢問她為何寫 1800/100，她則表示「亂寫的」（訪談

20071127[h]），此對話跟她在近遷移測驗的訪談反應很像，所以，顯然小秀第

一次並沒有搞懂問題，所有算式都是自己任意寫出來的，因為自己試後也不

清楚為何當初會如此計算。 

 

 

 

 

 

圖 5.35 個案 H 的遠遷移（舊觀點）第一題解題情形 

而當小秀參考了學習資源，第二次面對此問題時，她的作法如圖 5.36 所

示，此作法看似很正確，即先算出耗電燈泡數量的錢，再加上燈泡所耗的電

費，但仔細看式子裡頭有一些錯誤。首先，小秀沒有算出兩年必須耗多少顆

燈泡，即 20x2 是怎麼來的沒有交代清楚，150x2 也是錯誤的，其次是瓦與千

瓦的轉換也是錯誤，所以電費計算出來的答案也是錯誤，以致於最後答案是

錯誤的。訪談時詢問小秀關於為何如此作答的問題，小秀卻一再表示：「不知

道，忘記了！」（訪談 20071127[h]），問她知道為何寫下 20x2 的原因，她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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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就兩年阿」（訪談 20071127[h]），最後才承認是照著學習資源的寫法抄

過來的。顯然這一次小秀仍然沒有理解題目，也沒有看懂學習資源，學習資

源上所舉的例子跟此題不一樣，但小秀竟然照抄其 20x2 的作法，在電費的計

算上雖然會模仿參考資源的算法，但卻在模仿瓦與千瓦的換算上發生錯誤。 

 

 

 

 

 

 

 

圖 5.36 個案 H 的遠遷移（新觀點）第一題解題情形 

有關遠遷移測驗第二題方面，圖 5.37 是小秀第一次沒有學習資源下的作

法，從她的作法看來，小秀是有研究出來電費單的費用是流動電費加上分攤

公共用電，但是她並沒有研究流動電費的經額是否是錯誤的，且從第一次如

此的作法中，她認為兩張電費單都是正確的。所以，訪談時小秀也承認，第

一次作答其實「看不懂，應該是錯的」（訪談 20071127[h]），顯示第一次的作

答，小秀雖然有看懂題目一些東西，但關鍵的部分還是沒有理解。 

 

 

 

 

 

圖 5.37 個案 H 的遠遷移（舊觀點）第二題解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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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8 是小秀參考了學習資源後，對此問題的第二次作法，看得出來，

有了學習資源後，小秀對此問題有了進一步的瞭解，她瞭解必須先驗證流動

電費的金額是否錯誤，所以她學會先計算出經常用電度數，但可惜卻在計算

流動電費時沒有遵照電費的計費標準來計算流動電費，以致於最後的解答還

是不正確的。根據訪談的結果，小秀表示：「最後這邊看不懂，不知道怎麼算」

（訪談 20071127[h]），顯示小秀是因為最後看不懂學習資源上有關電費計算

標準的說明才會造成此結果。 

 

 

 

 

 

圖 5.38 個案 H 的遠遷移（新觀點）第二題解題情形 

小秀是知識測驗與近遷移測驗表現很差的學生，近遷移測驗的最後一題

電費計算問題，僅稍稍變化題型，小秀便不知如何解題，所以遇到如遠遷移

測驗此種更具變化性的問題，小秀無法在無學習資源的幫助下，去完成解題

是很正常的。而當有學習資源的學習後，小秀雖然對於解決此遠遷移的問題

有所進步，但仍舊無法完全答對，且發生如小芸在第一題對於電功率單位不

會轉換的問題，所以又再次驗證因為學習基礎不夠穩固，以致於即便有了學

習資源也會發生錯誤的現象產生，可見學習知識概念的健全是影響學習遷移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總之，雖然小秀的遠遷移表現，在有學習資源的輔助下，

已能夠有些進步，但也顯現一些因為知識概念不正確或學習能力不足所產生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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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行為與成效之總述 

在遊戲式學習行表現上，小秀有不錯的學習動機，遇到需要解決的問題，

她都努力試著閱讀提示或教材，而不會像其他個案會有放棄學習的現象。但

因為小秀的數理程度很差，學習的能力不好，常常在仔細閱讀提示後，仍然

沒有理解提示的教材內容，連一些很簡單的常識都不瞭解，如：何謂金屬，

以致於前四週常被困在機智考驗中。再加上，小秀的遊戲操控技巧不好，一

直有方向感不佳的問題，且也不會利用遊戲技巧解決充電的問題，故最後獲

得最差的遊戲成績及很不好的學習成效測驗成績。 

因此，研究者從實際的觀察、訪談、及其學習成效測驗結果中發現，小

秀為了解決遊戲中遭遇的問題，確實有慢慢學到一些知識，例如自己領悟了

電費計算的方法，但由於她的數理能力較差，所學到的很多電的名詞或知識，

在事後都產生混淆或遺忘，或其實都有錯誤觀念，所以，這樣的遊戲學習方

式並沒有為她帶來多大的學習效果。 

所以，雖然小秀在遊戲中努力想學會充電的方法或弄懂機智考驗的問

題，但就如明明在遊戲的機智考驗中一直都會的電費計算問題，在近遷移測

驗時的同類型問題上就不會作了，意即，小秀天生的記憶力或學習遷移的能

力比較差，嚴重的影響了遊戲式學習的成效。因而在舊觀點的遠遷移測驗表

現上，當然不可能有好的表現，而在新觀點的遠遷移測驗上，小秀正如同其

在遊戲式學習的表現上，很努力的想看懂學習資源，想照著學習資源來解決

問題，但較差的理解能力，及薄弱的電費計算知識，最終還是無法完全理解

學習的資源，無法完全正確解決問題。 

總括來說，從小秀身上可以發現以下幾點本實驗所關切問題之答案： 

1. 知識獲取方法：小秀在遊戲中主要透過解決機智考驗問題及充電問

題，去閱讀提示教材，及反覆練習作答來從中獲取知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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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響知識獲取成效的原因：小秀在遊戲中反覆學習與解決遊戲中機

智問答考驗問題，是小秀能夠作對少部分知識測驗問題，或能記得

各種電相關單位的主要原因，但因為學習能力、理解力、或記憶力

較差的緣故，造成小秀對於所學習的知識產生混淆或錯誤的觀念。

即遊戲式學習行為與學習能力是影響其知識獲取成效的主要原因。 

3. 影響近遷移成效的原因：小秀因為沒有記憶或理解電能的單位及電

功率的概念，是造成她在近遷移測驗前兩題表現不佳的原因，而學

習遷移能力或領悟力不佳，是造成她無法將遊戲中電費計算的知

識，遷移到近遷移測驗電費問題的原因。 

4. 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原因：有不錯的學習動機，是小秀能夠認真

學習解決機智考驗問題及充電問題的原因，而缺乏的電腦遊戲經驗

是影響她遊戲遊戲操控與技巧不佳的原因。 

5. 影響舊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由於小秀的學習能力差，對於認真

學習後的知識無法吸收與理解，以致於無法在沒有支援的情況下解

決新情境的問題。 

6. 影響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由於小秀的學習能力差，再加上沒

有吸收與理解電相關的知識，以致於無法完全看懂學習的資源，成

功的去解決新情境的問題。即基本的電相關知識及學習能力是影響

其在新觀點遠遷移測驗表現不好的原因。 

7. 遊戲式學習對新觀點遠遷移表現所造成的影響：遊戲式學習使小秀

認識了少部分電相關知識，對小秀在透過學習資源解決遠遷移問題

時有些幫助。 

 

茲將八位個案的遊戲式學習行為與學習成效特徵整理如下表 5.6 所示： 



  

表 5.6 實驗二中八位研究個案的遊戲式學習行為與學習成效特徵 

遊戲式學習行為 學習成效 學生 

學習能力 學習行為 遊戲動機 遊戲技巧 知識獲取 近遷移 舊觀點遠遷移 新觀點遠遷移

小呈 
 
 

 高學習能力 
 用心算快速答題 
 成功解決充電問

題 
 

 認真的學習 
 主動的學習完所

有充電站所提供

的教材 
 

 高遊戲動機 
 有強烈的企圖心

想把整個遊戲搞

懂、破解遊戲 

 高遊戲技巧 
 遊戲操控流暢 
 會計畫、監督、修

正 
 會撿道具賺錢 
 會用道具省電 

 高知識獲取 
 瞭解能源分類 
 能分辨電能單位 
 瞭解電功率概念 
 瞭解正確的電費

計算觀念 

 高近遷移 
 能計算電能與電

功率換算問題，且

能分辨電能與電

功率單位 
 能計算電費問題 

 中遠遷移 
 能正確計算第一

題遠遷移問題 
 

 高遠遷移 
 能正確解決兩題

遠遷移問題 
 

小廷 
 
 

 高學習能力 
 用心算快速答題 
 從錯誤答題中記

憶與領悟答案 
 

 不認真的學

習 
 從錯誤中學習 
 會主動看機智問

題的提示，但快速

閱讀、學習不認真

 從未主動閱讀充

電站的教材 

 高遊戲動機 
 有強烈的求勝心

想贏過同學獲得

第一名 
 覺得遊戲超好玩 

 高遊戲技巧 
 遊戲操控流暢 
 會計畫、監督、修

正 
 會撿道具賺錢 
 會用道具充電 
 會用道具省電 
 會繞遠路賺技能

值 

 中知識獲取 
 瞭解能源分類 
 瞭解電功率概念 
 無法清楚分辨電

能與電功率單位 
 電費計算的觀念

有問題 

 中近遷移 
 能計算電能與電

功率換算問題，但

無法分辨電能與

電功率單位 
 能計算電費問題 

 

 低遠遷移 
 兩題遠遷移問題

都無法解決 
 

 中遠遷移 
 第一題遠遷移問

題觀念正確但計

算錯誤 
 能正確解決第二

題遠遷移問題 
 

小孟 
 

 

 高學習能力 
 從遊戲的試算功

能中領悟充電的

方法 
 從電費計算問題

中領悟充電的方

法 

 認真的學習 
 會主動逐字閱讀

機智問題的提示 
 主動閱讀充電站

的教材 

 中遊戲動機 
 覺得遊戲很好玩 
 偶爾會關心成績 
 沒有強烈的求勝

心 

 低遊戲技巧 
 遊 戲 操 控 不 流

暢、方向判斷緩慢

 會計畫、監督、修

正 
 不會撿道具賺錢 
 不會買道具來省

電 

 中知識獲取 
 瞭解能源分類 
 瞭解電功率概念 
 無法正確說出所

有電能單位 
 電費計算的觀念

有問題 

 中近遷移 
 能計算電功率問

題 
 能 計 算 電 能 問

題，但時間觀念錯

誤 
 能 計 算 電 費 問

題，但電費算式有

問題 

 低遠遷移 
 兩題遠遷移問題

都無法解決 
 

 中遠遷移 
 能正確解決第一

題遠遷移問題 
 第二題遠遷移問

題部分正確 
 

小安 
 
 
 

 高學習能力 
 從錯誤答題中記

憶與領悟答案 
 從遊戲的試算功

能中領悟充電的

方法 
 

 逃避學習 
 從未主動閱讀機

智問題的提示 
 從未主動閱讀充

電站的教材 
 困在填充題的機

智問答區才閱讀

教材 

 高遊戲動機 
 有強烈的求勝心

想贏過同學獲得

第一名 
 常希望回家可以

繼續玩此遊戲 

 高遊戲技巧 
 遊戲操控流暢 
 會計畫、監督、修

正 
 會撿道具賺錢 
 會用道具省電 
 會繞遠路賺技能

值 
 僅回答簡單題目 

 中知識獲取 
 瞭解能源分類 
 無法清楚分辨電

能與電功率單位 
 電費計算的觀念

有問題 

 中近遷移 
 能計算電功率問

題 
 能 計 算 電 能 問

題，但時間觀念錯

誤 
 能 計 算 電 費 問

題，但電費算式有

問題 

 低遠遷移 
 兩題遠遷移問題

都無法解決 
 

 中遠遷移 
 無法解決第一題

遠遷移問題 
 能正確解決第二

題遠遷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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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6  

小軒 
 

 
 

 低學習能力 
 簡單的數學運算

都必須透過紙筆

計算 
 答過的題目沒有

記憶或理解 

 不認真的學

習 
 會主動看機智問

題的提示，但僅看

重點提示 
 從未主動閱讀充

電站的教材 

 高遊戲動機 
 時常關心成績與

何時升級 
 覺得遊戲很好玩 

 高遊戲技巧 
 遊戲操控流暢 
 會計畫、監督、修

正 
 會用道具充電 
 會繞遠路賺技能

值 
 

 中知識獲取 
 瞭解能源分類 
 無法清楚分辨電

能與電功率單位 
 無法正確說出電

功率概念 
 電費計算的觀念

有問題 

 中近遷移 
 能 計 算 電 能 問

題，但單位錯誤 
 能計算電費問題 
 無法計算電功率

問題  

 低遠遷移 
 兩題遠遷移問題

都無法解決 
 

 中遠遷移 
 第一題遠遷移問

題部分正確 
 第二題遠遷移問

題部分正確 
 

小芸 
 
 
 

 低學習能力 
 花了很多時間閱

讀教材仍不會充

電 
 在填充題的機智

問答中解題速度

慢 

 認真的學習 
 會主動看機智問

題的提示 
 會主動閱讀充電

站的教材 
 會想私下找有關

電的教材閱讀 

 中遊戲動機 
 覺得遊戲很好玩 
 沒有強烈的求勝

心 

 低遊戲技巧 
 遊 戲 操 控 不 流

暢、方向判斷緩慢

 會計畫、監督、修

正 
 不會撿道具賺錢 
 不會買道具來充

電或省電 

 低知識獲取 
 不清楚能源分類 
 不瞭解電功率概

念 
 無法清楚分辨電

能與電功率單位 
 電費計算的觀念

有問題 

 中近遷移 
 能計算電費問題 
 能計算電功率問

題，但單位錯誤 
 無法計算電功率

轉電能問題 

 低遠遷移 
 兩題遠遷移問題

都無法解決 
 

 低遠遷移 
 無法解決第一題

遠遷移問題 
 第二題遠遷移問

題部分正確 
 

小秀 
 

 
 

 低學習能力 
 數理能力差 
 一開始常被困在

機智問答中，常看

完提示後仍不瞭

解問題 
 

 認真的學習 
 會仔細閱讀機智

問題的提示 
 會主動閱讀充電

站的教材 
 

 中遊戲動機 
 後期覺得遊戲很

好玩 
 沒有強烈的求勝

心 

 低遊戲技巧 
 遊 戲 操 控 不 流

暢、方向感差 
 不會撿道具賺錢 
 不會買道具來充

電或省電 

 低知識獲取 
 不清楚能源分類 
 不瞭解電功率概

念 
 無法清楚分辨電

能與電功率單位 
 電費計算的觀念

有問題 

 低近遷移 
 無法正確計算電

能與電功率換算

問題 
 計算電費問題無

法全對 

 低遠遷移 
 兩題遠遷移問題

都無法解決 
 

 低遠遷移 
 無法解決第一題

遠遷移問題 
 第二題遠遷移問

題部分正確 
 

小鑫 
 
 

 

 低學習能力 
 數理能力差 
 常被困在機智問

答中 
 最後被困在填充

題的機智問答中 

 逃避學習 
 不主動閱讀機智

問題的提示或教

材 
 從未主動閱讀充

電站的教材 

 中遊戲動機 
 覺得遊戲很好玩 
 沒有強烈的求勝

心 

 中遊戲技巧 
 遊戲操控流暢 
 會計畫、監督、修

正 
 不會用道具充電 
 不會撿道具賺錢 
 不會買道具來省

電 

 低知識獲取 
 不瞭解能源分類 
 不瞭解電功率概

念 
 無法清楚分辨電

能與電功率單位 
 不瞭解電費計算

的觀念 

 低近遷移 
 無法計算電能與

電功率換算問題 
 無法計算電費問

題 

 低遠遷移 
 兩題遠遷移問題

都無法解決 
 

 低遠遷移 
 兩題遠遷移問題

都無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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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歸納研究發現 

本實驗藉由分別對八位個案的遊戲式學習歷程之深入觀察，及分別探討

八位個案的學習成效後，可以試著歸納出影響所有個案在新觀點遠遷移成效

之共通點，及影響知識獲取成效、近遷移成效、及學習行為的主要因素或模

式。以下分述本實驗所歸納獲得的研究結果。 

一、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 

本實驗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分析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

原因。研究者依據遠遷移測驗的表現及訪談的結果，分析出影響各個個案在

新觀點遠遷移表現的關鍵因素，表 5.7 是各個個案分析的結果。 

　 表 5.7 實驗二中影響各個個案在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關係表 
遊戲式學習行為 學習成效 學生 

學習知識

的動機 
學習知識

的能力 
遊戲

技巧

知識獲取

成效 
新觀點遠遷

移成效 

 

影響新觀點遠遷移成

效的原因 

小呈 
 

高 高 高 高 高 
 

 知識概念佳，第一題可不

靠學習資源解決問題 
 有不錯的學習領悟力，看

懂流動電費計算規則 
小廷 

 
中 高 高 中 中 

 
 有學到電的相關知識，看

得懂學習資源，但計算過

程粗心 
 有不錯的學習領悟力，領

悟出流動電費計算規則 
小孟 

 
高 高 低 中 中 

 
 有學到電的相關知識，看

得懂學習資源 
 沒有領悟出流動電費計

算規則 
小安 

 
低 高 高 中 中 

 
 有學到電的相關知識，但

沒有學習動機，所以沒看

第一題的學習資源 
 有不錯的學習領悟力，領

悟出流動電費計算規則 
小軒 

 
中 低 中 中 中  有學到電的相關知識，看

得懂部分學習資源 
 沒有領悟出流動電費計

算規則 
小芸 

 
高 低 低 低 低 

 
 電相關知識概念差，且學

習能力較差，無法看懂學

習資源中關鍵的知識 
小秀 

 
高 低 低 低 低  電相關知識概念差，且學

習能力較差，無法看懂學

習資源中關鍵的知識 
小鑫 低 低 中 低 低  相關知識概念差，且學習

能力差，看不懂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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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研究者在訪談學生有關如何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的歷程時，發現大

多數的個案都是描述著自己當時如何看懂學習資源的過程，例如小呈表示解

決第二題遠遷移問題是參考學習資源，「先看懂電費幾度怎麼算，然後再看一

下，原來是要分開（流動電費的計算），我就知道了」（訪談 20071126[b]）；

小軒認為第二次有學習資源時，「就有看懂了，先算出他幾度，然後再…」（訪

談 20071128[c]）。或是描述著當時看不懂學習資源的那個部分，例如小孟表

示：「就這個我不曉得怎麼分，它說要分成兩個，我就看不懂，我不知到它是

怎麼分的，不知到為何麼會變成這樣」（訪談 20071127[f]）；小芸說：「就看不

懂阿！真的看不懂！就是 80 瓦為什麼等於 0.08 千瓦…」（訪談 20071127[g]）。 

意即，大部分學習者在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時，都是先閱讀學習資源，

從學習資源的提示中去瞭解或領悟解題的方法。所以，歸納起來，能否看懂

學習資源，或是看懂了多少學習資源，成為學習者遠遷移表現好壞的關鍵。

此結果其實正符合 Bransford 及 Schwartz（1999）所提的「為未來學習準備

（preparation for future learning, PFL）」的新學習遷移觀點，即能否學習遷移

的重點是在能否為未來的學習做好準備。或若按照 Schwartz 等（2005）的論

點，新觀點的學習遷移應該包括「向內遷移」與「向外遷移」，向內遷移指的

即學習者在學習某項知識後，應用所學習的知識去學習新知識的一種遷移情

況，向外遷移則是應用所學的知識直接去解決新問題的遷移情況。換句話說，

本研究大部分學習者在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時，主要都先進行向內遷移，

且向內遷移表現的好壞，成為遠遷移表現好壞的關鍵。 

而學習者能否看懂學習資源，或是說向內遷移是否能表現的較好，根據

研究的探討與歸納，主要跟學習者在遊戲式學習過程中的知識獲取程度、天

生的學習能力、及學習動機等因素間有重要關連。以下分別描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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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識獲取程度 

研究發現，學習者是否能看懂學習資源，是否已為向內遷移的過程做好

準備，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在於學習者是否有從遊戲式學習過程學到基本的知

識，或是對於解決該問題所需的知識已有基本的認識程度。以遠遷移測驗的

第一題為例，學習資源上有關電費計算的算式或說明（詳見附錄一），在遊戲

式學習過程的機智考驗或充電站的教材中是經常出現的，意即，假使學習者

曾在遊戲中學過電費計算的方法，知道何謂電功率，如何利用電功率去計算

電費的過程，便能很輕鬆的看得懂有關第一題遠遷移測驗的學習資源。 

所以，假使學習者不瞭解這些電費計算的基本知識，要在短時間內看懂

第一題遠遷移測驗的學習資源時便會發生問題。例如以第一題遠遷移測驗表

現最差的三位個案：小鑫、小芸、及小秀為例，小鑫和小芸在該問題的解法

上（如圖 5.21 和圖 5.32），完全沒有寫到電費的算式，只算了有關兩年燈泡要

花多少時間，或是多少錢。原因是小鑫認為學習資源只「看的懂一點」（訪談

20071128[d]），小芸則是表示「就看不懂阿！真的看不懂！就是 80 瓦為什麼

等於 0.08 千瓦」（訪談 20071127[g]）。而小秀在該題遠遷移問題的解法上（如

圖 5.36），雖然看起來很像學習資源所提供的解法，但後來發現原來是小秀照

著學習資源抄上去的，算法中可以發現她在瓦與千瓦之間的轉換也發生錯

誤。因此，這三個人對於學習資源上所提供的電費計算算式是看不懂的。 

若回過頭檢視有關小鑫、小芸、及小秀三位個案的知識獲取表現，如表

5.3（112 頁），可知他們三人在知識測驗的第五題有關電費的概念都是回答錯

的，或是三者在近遷移測驗的表現上（如 112 頁的表 5.4），小鑫、及小秀兩

人連最基本的電費問題都有錯誤，甚至，從研究者透過訪談及整個個案的分

析結果（如 187 頁的表 5.6），也可知道他們三人其實在電能、電功率、及電

費等知識概念上都是不清楚或有問題的。而他們三人之所以有如此差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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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成效，跟他們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是有關的，小鑫是因為學習能力差，遊

戲過程從沒有看過提示或教材，小秀與小芸則是遊戲操控技巧差，學習能力

也不好，常常受困於機智考驗站中，既使到後來會解決電費的機智考驗問題，

但當初並沒有真正深入瞭解正確的知識觀念。 

因此，小鑫、小芸、及小秀這三個人看不懂學習資源上所提供的電費計

算算式，基本上，跟他們沒有從遊戲式學習過程中學好有關電費計算的知識

是有一定關連的。若我們以所有個案的知識測驗與近遷移成績來代表其在遊

戲式學習過程中的知識獲取好壞情形，如表 5.8 所示，也可發現知識測驗與近

遷移成績都跟新觀點的遠遷移測驗成績有很高的相關，甚至近遷移成績跟新

觀點遠遷移測驗的成績還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這也可表示知識獲取的程度跟

新觀點的遠遷移表現是有關連的。 

表 5.8 實驗二中八位遊戲式學習個案在學習測驗成績的相關分析 
 知識測驗成績 近遷移成績 遠遷移成績 

（舊觀點） 
遠遷移成績 
（新觀點） 

知識測驗成績 - .662 .395 .651 
近遷移成績 .662 - .307 .860* 
遠遷移成績 
（舊觀點） 

.394 .307 - .568 

遠遷移成績 
（新觀點） 

.651 .860* .568 - 

* p<.05 

同時，由於在訪談中曾發現，學習者可能因為知識測驗是屬於選擇題而

猜對答案，反而透過近遷移測驗更能反應出學習者是否瞭解電能與電功率的

概念、能否分辨電能與電功率的單位、能否計算簡單的電費問題。唯一無法

瞭解的僅剩電費計算的時間觀點是否正確而已，因而知識測驗成績與新觀點

遠遷移成績的相關，才會低於近遷移成績跟新觀點遠遷移測驗成績的相關。

所以，若要有更正確的個案知識獲取程度資料，也可參考表 5.7（188 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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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是研究者藉由綜合訪談與學習測驗的結果所獲得，若仔細觀察表 5.7 也會發

現，各個個案的知識獲取成效好壞情形，正好都跟學習者最後在新觀點遠遷

移成效的好壞情況是一樣的，如此也可以證明，學習者對於解決遠遷移問題

時所具備知識的程度，是影響新觀點遠遷移表現優劣的關鍵因素之一。 

（二）學習能力 

雖然研究發現，學習者知識獲取的程度或知識基礎的好壞，是學習者能

否向內遷移，進而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的關鍵，例如小鑫、小芸、及小秀

等人，即因為電相關知識獲取程度較差，看不懂第一題遠遷移問題的學習資

源而無法成功解題。但是，研究者也發現到，例如在電費計算問題其實有錯

誤觀念的小廷與小孟兩人，卻也能完全看懂遠遷移第一題遠遷移問題的學習

資源。即為何知識基礎不穩固者，透過學習資源的學習後也能成功解決遠遷

移的問題呢？ 

經研究者觀察學習者的遊戲式學習歷程中發現，小廷與小孟兩人在遊戲

中都曾展現出不錯的學習能力。小廷在遊戲過程其實很少看機智問答的提

示，不曾閱讀過充電站的電相關知識，也無法解決充電站的充電問題，但卻

能在遊戲中逐漸熟練固定題型的機智考驗問題，顯示他的學習領悟力是很不

錯的，之所以有著錯誤的電費計算觀念，主要是因為太投入遊戲而沒有用心

學習新知識，才會造成計算電費問題時，在時間單位上「換算一小時或一分

鐘會搞混」（訪談 20071126[a]），而若能不受遊戲影響，小廷應有能力獨自理

解電費計算之正確觀念。好比在遊戲結束後，研究者想理解為何小廷不會使

用充電站，請他看看充電站跟機智考驗的電費計算問題有何不同時，他便馬

上領悟出解決充電站問題的方法，即表示在有提示的情況下，靠他的學習能

力，是可以很快領悟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的。 

再者，像小孟在遊戲式學習過程是少數可以成功解機車充電站問題的學



- 193 - 

生，但因為她一開始主要是透過充電站中的試算功能來解決問題，並沒有認

真學習電費計算的知識，也因為遊戲技巧差，完成任務的速度較慢，反覆學

習與練習問題的機會變少，因而在電費計算的時間觀念上是有所混淆的，也

造成在遊戲中遇到不同電功率的充電站及填充題式的機智問答時都遭遇了困

難，但她卻能屢屢克服困難，到最後能成功解決充電站及機智考驗的問題，

顯示只要有可以參考的提示或資源，靠著她的學習能力便有可能解決問題。 

所以，像小廷與小孟這樣的學習者，可能因為遊戲過程沒有用心學習新

知識，或因為其他因素的影響，對電費計算知識產生了錯誤觀念，但因為有

著不錯的學習能力或數理能力，使得錯誤的知識觀念對他們看懂第一題遠遷

移問題的學習資源並沒有產生不良影響。意即學習者的學習能力在向內遷移

的過程也扮演著重要的關鍵角色。 

其次，如表 5.7（189 頁）所示，其中有關學習知識的能力，是研究者根

據遊戲式學習歷程的觀察所進行的分類，若配合此表所歸類學習者的學習能

力來看學習者在遠遷移測驗第二題的表現，可發現學習知識能力比較好的幾

位學生，如：小呈、小廷、小安，都屬於能順利看懂第二題遠遷移測驗的學

習資源，並成功解決問題者；而學習能力比較差的學生，如：小軒、小芸、

小秀等，都僅能從學習資源中學到如何看懂電費單的經常流動電費度數，但

卻看不懂如何計算流動電費的經額。由於流動電費的計算標準，並非需要用

到真正電功率或電費計算的知識，但必須理解流動電費計費的規則與標準，

或需從題目的正確電費單中體悟流動電費的計算方法。所以，能領悟流動電

費的計算標準者，應不是電相關知識概念基礎比較好，而是學習能力或領悟

力比較強。 

像小安雖然在近遷移的電費計算單位發生錯誤，但卻能解決此問題，或

像小廷在訪談時也發現有電費計算觀念的混淆，甚至在訪談中表示看不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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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資源中的流動電費計算說明，但卻也能從正確的電費單中自行領悟流電費

的計算規則。同時巧合的是，小安、小廷、及小呈三人都是在數理能力較強

的學生，且在遊戲式學習活動中，屬於有較高遊戲技巧或變通力的學生，而

看不懂流動電費計算的學生如：小軒、小芸、小秀、及小鑫等則正巧都是數

理能力較差的學生，且在遊戲式的學習活動中，屬於遊戲技巧較差、玩法較

呆板的學生。如此，也可顯示學習者天生的學習能力、領悟力、或獨創力也

是影響學習遷移的關鍵因素之一。 

由於此實驗對於學習者的學習領悟能力、獨創力或變通能力，並沒有實

際透過可靠的量表來加以評定，僅能透過實際的觀察來加以察覺某些人在遊

戲行為比較富有學習領悟能力或是遊戲的變通能力，故無法透過實際的數據

對全體學習者進行量化分析。但是，若我們利用學習者的數理成績來代表其

基本的學習能力，則可發現如表 5.9 所示，學習者的數理成績與新觀點的遠遷

移成績是有顯著相關的（r =.883）。顯示透過量化的資料也可支持本實驗藉由

質性資料所歸納出來學習能力會影響新觀點遠遷移表現的論點。 

表 5.9 八位遊戲式學習個案的數理成績與學習測驗成績之相關分析 
 知識測驗成績 近遷移成績 遠遷移成績 

（舊觀點） 
遠遷移成績 
（新觀點） 

數理成績 .754* .971* .380 .883* 

* p<.05 

（三）學習動機 

除學習者的知識程度及學習能力會影響學習者在理解學習資源的表現

外，本實驗透過個案研究也發現，知識程度及學習能力並非學習者能有好的

向內遷移表現之保證，學習者可能因為缺乏學習動動而影響向內遷移的表

現，進而影響向外遷移，即最後的遠遷移表現。 

例如從小安在新觀點遠遷移的表現上，可發現學習的興趣或動機也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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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遠遷移的重要關鍵因素。小安在兩次遠遷移測驗的第一題都寫了同樣作法

與答案，經研究者訪談發現，純粹是因為小安覺得第一題遠遷移問題的學習

資源內容太過繁瑣，不感興趣而不想閱讀，所以才會發生既始有了學習資源，

兩次作法仍舊沒有改變而答錯的現象。否則，以小安是資優班的學生，在智

力與數理能力上有不錯的能力，其在遊戲過程充滿變通力，是少數可以解決

充電站問題的學生，且對電費計算問題的認識程度也與小廷及小孟近似，相

信當小廷跟小孟都能看懂遠遷移第一題的學習資源情況下，小安的表現應該

也會不差的。 

小安在遠遷移測驗會有如此的行為表現，其實並不令人意外，因為其在

遊戲式學習過程便表現出逃避學習的行為，即小安在遊戲過程中，便常表現

出缺乏主動學習新知識的動機。所以，小安正是少數個案中，具備了不錯的

學習能力，也有從遊戲中獲取基本知識，但卻因為在解決遠遷移問題過程中，

缺乏解決問題的學習動機，而無法成功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的例子。可見，

儘管學習者已有具備解決問題的基本知識或已有不錯的學習能力，但若完全

缺乏解決該問題的動機，仍舊無法進行學習遷移的。否則若有基本的學習動

機，即使學習能力不夠好，知識獲取的程度也不是最好的，多少都能因為看

懂部分學習資源，而在新觀點的遠遷移測驗上，表現的比舊觀點的遠遷移測

驗好，如：小軒即如此。意即，學習的動機也是影響遠遷移表現的重要因素

之一。 

 

二、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舊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 

　  當研究者訪談所有個案學生有關如何解決舊觀點遠遷移問題的歷程時，

雖然有些學習者回答，在解決此問題時是有想到跟所玩遊戲有關，如小軒認

為有想到第一題「跟遊戲的機智考驗有關」（訪談 20071128[c]），如小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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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解決第一題時「是有想到跟遊戲有類似題目的感覺」（訪談 20071127[g]），

或如小安表示解決第二題「是有想到度」（訪談 20071126[e]）等。但事實上，

除了小呈一個人能在無學習資源的情況下解決第一題遠遷移的問題外，其餘

學習者在兩題遠遷移的作法上都是錯誤的，或甚至有些是沒有作答的。所以，

關於舊觀點遠遷移問題的解題歷程，有大部分的學習者其實也都表示：「第一

次不會作，就不知道怎麼算電費」（訪談 20071126[a]）；「看不懂，第一次是

亂算」（訪談 20071128[c]）；「完全看不懂」（訪談 20071128[d]）；「那時候是

亂作的」（訪談 20071127[f]）；「感覺很難阿！就是不知道怎麼找！」（訪談

20071127[g]），或如「看不懂，應該是錯的」（訪談 20071127[h]）。 

意即，所有無法解決舊觀點遠遷移問題的學習者，都是因為看不懂問題，

無法了解決問題的方法所造成。若去歸納那些無法解決舊觀點遠遷移問題的

學習者，會發現這些個案有個共通點是（如 186 頁的表 5.6 所示），這些學習

者在真正的知識獲取成效上都是屬於中等程度或是比較差的，即經實際訪談

後，或多或少都有些知識概念上的錯誤。且這些學生在遊戲過程中，為了解

決充電站或機智考驗問題，所投入瞭解電相關知識的時間都是較少的，或是

學習過程都不夠認真與深入。 

反觀，唯一能獨立解決較複雜電費計算問題的小呈，他與無法解決問題

的學習者之差異在於，他在遊戲中為了解決充電問題，耗費很多時間在學習

電相關的知識，且透過反覆的修正觀念與解題練習，使所獲取的知識基礎穩

固，知識測驗與近遷移測驗成績都是滿分，且在訪談時也是唯一在知識獲取

概念上沒有任何錯誤的學生。即小呈在知識概念的正確性及獲取知識時的投

入程度，是他與無法解決問題的學習者間之重要差別，否則若論智力、學習

能力、或變通能力，小廷與小安並不會輸給小呈。總括來說，獲取知識概念

的正確性及獲取知識時的投入程度，是影響舊觀點學習遷移成效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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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實驗結果的歸納，正符合 Mayer（1999）所認為特定的基本知識是影

響學習遷移的重要因素，及如 Bransford 及 Brown（1999）所認為投入較多時

間理解某知識會有助於學習遷移的論點是一致的。同時，此情形也可以在本

研究的初探實驗中找到相同的證據，因為在初探實驗的舊觀點遠遷移測驗

中，唯一兩位能解決第一題遠遷移問題的遊戲式學習者，同樣在知識測驗與

近遷移測驗的表現都是滿分，且在訪談時也沒有任何知識概念上的錯誤。 

 

三、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近遷移成效的原因 

本實驗除了主要目的在瞭解影響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外，也希望進

而瞭解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近遷移表現的原因。研究者根據學習者在近遷移

表現的結果及訪談、觀察等資料，曾試著分別分析出影響各個個案在近遷移

測驗成效好壞的原因，結果整理如表 5.10 所示。 

當研究者訪問學習者是如何解決近遷移測驗上的問題時，發現大多數人

都是回答：「這些題目在機智考驗站考過」（訪談 20071126[a]）、「就是在機智

考驗站和充電站裡，常常經過就會了」（訪談 20071126[b]）、「這些題目全部

都是機智問答出現過的」（訪談 20071128[c]）。的確，近遷移測驗的題目都是

跟遊戲中機智考驗站同類型的題目，只是數字有所改變而已，所以大部分的

個案會有這樣的意識是很自然的。 

因而很明顯地，影響學習者在近遷移測驗表現好壞的因素，必定跟學習

者在遊戲機智考驗的行為有關。例如從近遷移測驗的後三題有關電費計算問

題來看，在八位個案中，除了小安與小孟在算式上被檢驗出有觀念上的錯誤

外，基本上只有小秀錯了一題，及小鑫是全錯，其餘者在答案上都是對的。

若歸納這些答對與答錯電費計算問題者在遊戲式學習行為的異同點，會發現

答對者都能解決機智考驗站中的填充題式之電費計算問題，唯有全錯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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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到最後仍無法通過機智考驗站中的填充題式之電費計算問題。這顯示，

近遷移測驗表現的好壞，與在遊戲中解決機智考驗問題的表現應是有關。 

表 5.10 實驗二中影響各個個案在近遷移成效的原因關係表 
遊戲式學習行為 學習成效 學生 

解決問題表現 技能值 知識獲取 近遷移 

影響近遷移成效

表現原因 

小呈 
 
 

 能心算快速解決

各種機智考驗問

題 
 能解決充電站問

題 
 

154  高知識獲取 
 瞭解能源分類 
 能分辨電能單位 
 瞭解電功率概念 
 瞭解正確的電費計算觀

念 

 高近遷移 
 能計算電能與電功率

換算問題，且能分辨

電能與電功率單位 
 能計算電費問題 

 反覆成功參與遊戲的

機智問答影響其有不

錯的近遷移表現 
 從遊戲中獲取正確的

知識使其有不錯的近

遷移表現 

小廷 
 
 

 能心算快速解決

各種機智考驗問

題 
 

157  中知識獲取 
 瞭解能源分類 
 瞭解電功率概念 
 無法清楚分辨電能與電

功率單位 
 電費計算的觀念有問題 

 中近遷移 
 能計算電能與電功率

換算問題，但無法分

辨電能與電功率單位 
 能計算電費問題 

 

 反覆成功參與遊戲的

機智問答影響其能解

決電費計算問題 
 錯誤的知識概念產生

近遷移測驗中單位上

的混淆 

小孟 
 

 

 慢慢能解決各種

機智考驗問題，

但速度較慢 

56  中知識獲取 
 瞭解能源分類 
 瞭解電功率概念 
 無法正確說出所有電能

單位 
 電費計算的觀念有問題 

 中近遷移 
 能計算電功率問題 
 能計算電能問題，但

時間觀念錯誤 
 能計算電費問題，但

電費算式有問題 

 反覆成功參與遊戲的

機智問答影響其能解

決電費計算問題 
 錯誤的電費計算概念

產生電費算式上的錯

誤 

小安 
 
 
 

 能解決各種機智

考驗問題，但會

試著逃避較難的

問題 
 

135  中知識獲取 
 瞭解能源分類 
 無法清楚分辨電能與電

功率單位 
 電費計算的觀念有問題 

 中近遷移 
 能計算電功率問題 
 能計算電能問題，但

時間觀念錯誤 
 能計算電費問題，但

電費算式有問題 

 反覆成功參與遊戲的

機智問答影響其能解

決電費計算問題 
 錯誤的電費計算概念

產生電費算式上的錯

誤 

小軒 
 

 
 

 透過參與提示教

材，能能解決各

種 機智考驗問

題，但做過的題

目會忘記 

73  中知識獲取 
 瞭解能源分類 
 無法清楚分辨電能與電

功率單位 
 無法說出電功率概念 
 電費計算的觀念有問題 

 中近遷移 
 能計算電能問題，但

單位錯誤 
 能計算電費問題 
 無法計算電功率問題 

 反覆成功參與遊戲的

機智問答影響其能解

決電費計算問題 
 錯誤的電功率概念影

響電功率與電能轉換

問題的計算 

小芸 
 
 
 

 透過參與提示教

材，能能解決各

種 機智考驗問

題，但速度慢 

74  低知識獲取 
 不清楚能源分類 
 不瞭解電功率概念 
 無法清楚分辨電能與電

功率單位 
 電費計算的觀念有問題 

 中近遷移 
 能計算電費問題 
 能計算電功率問題，

但單位錯誤 
 無法計算電功率轉電

能問題 

 反覆成功參與遊戲的

機智問答影響其能解

決電費計算問題 
 錯誤的電功率概念影

響電功率與電能轉換

問題的計算 

小秀 
 

 
 

 透過參與提示教

材，能能解決各

種 機智考驗問

題，但速度慢，

常受困於其中 

21  低知識獲取 
 不清楚能源分類 
 不瞭解電功率概念 
 無法清楚分辨電能與電

功率單位 
 電費計算的觀念有問題 

 低近遷移 
 無法正確計算電能與

電功率換算問題 
 計算電費問題無法全

對 

 反覆成功參與遊戲的

機智問答影響其能解

決電費計算問題 
 錯誤的電功率概念影

響電功率與電能轉換

問題的計算 

小鑫 
 
 

 

 常受困於機智考

驗站中 
 無法解決填充題

式的機智考驗問

題 

0  低知識獲取 
 不瞭解能源分類 
 不瞭解電功率概念 
 無法清楚分辨電能與電

功率單位 
 不瞭解電費計算的觀念 

 低近遷移 
 無法計算電能與電功

率換算問題 
 無法計算電費問題 

 無法成功解決遊戲的

機智問答影響其無法

解決電費計算問題 
 錯誤的電功率概念影

響無法計算電功率與

電能轉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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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從量化的資料也可支持此論點。因為在遊戲中每位參與者都有一

個遊戲技能值，這個數值當他們答對一題機智問答就能累加一分，但每答錯

一題就會被倒扣一分，所以，遊戲參與者的技能值分數可以反應他解決機智

問答的表現。如小鑫常常被困在機智考驗站中，遊戲的技能值最後是零分，

因為都被倒扣光了。故若將所有個案最後的遊戲技能值與其近遷移成績進行

相關分析的話，得到 Person 積差相關值高達.819，且達.05 的顯著差異，也可

表示解決遊戲機智問答的表現跟近遷移的成效是有很高的相關。 

其次，除了能否解決遊戲的機智問題外，解決問題後是否有獲取到正確

的知識概念，也會影響到近遷移的表現。例如在近遷移測驗的前兩題，有人

會算第一題的由電能求電功率的問題，但卻不會算第二題有關將電功率轉換

成電能的問題，如：小軒、小鑫、小芸、小秀。顯示這些人在電功率的概念

是有問題的，而經比對他們的知識獲取情形（藉由知識測驗與訪談獲得，如

表 5.10 所示），這幾個人確實都不清楚電功率的概念；或如小廷兩題都作對

了，但是電功率與電能的單位全搞錯了，顯示他沒有釐清電功率與電能的單

位，經確認小廷在知識獲取成效上確有此問題（如表 5.10 所示）。又例如在近

遷移測驗的後三題電費計算問題中，小安與小孟雖然答案是正確的，但電費

計算的算式缺漏了時間單位，經比對兩人訪談的結果，也顯示兩人在電費概

念上是有錯誤觀念的。 

結果顯示，此種從近遷移測驗發現學習者有知識概念錯誤的情形，便形

成如表 5.10（198 頁）中，學習者知識獲取的程度跟近遷移表現是一致的情形，

意即，近遷移表現是會受到知識獲取成效的影響。因為既使像小廷與小安在

遊戲中解決機智考驗的能力很強，遊戲的技能分數很高，但因為在解決遊戲

問題過程中，因為不夠認真學習，因而沒有學到百分百正確的知識概念，以

致於影響了近遷移測驗的表現，唯有像小呈有很高的解決機智考驗問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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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又有真正能學到正確的知識者，才能有最好的近遷移表現。若我們以知

識測驗的成績來代表知識獲取的情形，如表 5.8（191 頁）所示，知識測驗成

績與近遷移成績也有高達.662 的相關，即量化的資料也支持此論點。 

總括來說，近遷移表現跟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有關，包括解決遊戲機智

考驗問題的表現，及解決遊戲機智考驗問題時獲取知識情形好壞有關。即解

決遊戲機智考驗問題表現越好，熟練度越高，近遷移越好，且從解決遊戲問

題中獲取到的知識越正確，近遷移表現也會越好。 

 

四、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知識獲取成效的原因 

本實驗除了主要目的在瞭解影響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外，同時也希望

能從中瞭解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知識獲取表現的原因，以能對初探實驗所發

現遊戲式學習在知識測驗成效不佳的原因有所瞭解。本實驗採用與初探實驗

相同的知識測驗來評量研究個案的初步知識獲取情形，之後再透過訪談來更

深入的瞭解學習者經遊戲式學習的知識獲取情形。同時，也藉由近遷移測驗

的表現，來交互確認學習者的知識獲取成效，故如表 5.6（186 頁）中所列各

個個案的知識獲取成效，是研究者藉由學習成效測驗及訪談所歸納得到各個

個案的知識獲取實際情況。 

研究發現，例如同樣在知識測驗達滿分的小廷、小呈、及小安三人，經

最後確認其三人在知識獲取的程度上其實是有差異的。如雖然小廷和小安在

知識測驗時都能答對第一題有關電能單位的區別，但在試後的訪談時，小廷

卻是將電能單位搞混，小安則是忘記電功率的單位。在近遷移測驗中，小廷

也是將電能與電功率單位搞混，小安則只記得電費的單位，唯有小呈在訪談

或近遷移測驗中，對電能的單位與概念都是正確的。從測驗及訪談結果歸納

起來，除了小呈以外，其餘學習者從遊戲中所獲取的知識有著三大問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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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電能單位混淆的現象，即將電功率的單位也歸為電能的單位；（2）不清楚

電功率的概念與電功率的單位名稱；（3）將電能計算與電費計算的方法搞混，

即將電費以秒計算，或不管時間的單位。 

然而，造成這些認知上錯誤的主要原因，歸納起來與遊戲的行為是有關

的。如表 5.6（186 頁）所示，若檢視小廷、小呈、及小安三人的遊戲式學習

行為與知識獲取成效之關連，會發覺如小廷在遊戲中只有偶爾看看機智考驗

站的提示教材，從沒閱讀過充電站的教材，且總是在充電站將電費以秒計費

以致於無法充電，表示他並沒有真正瞭解電相關知識的所有正確觀念。所以，

雖然他的知識測驗滿分，但對電的單位產生混淆，是合理的。或像小安在遊

戲式學習行為的特徵即屬於逃避學習的形式，遊戲中有關需要學習知識的行

為都是屬於被動的，很少主動看提示教材，所以在試後的訪談中屢屢表現出

遺忘的行為正也屬於正常的現象。而如小呈在遊戲中為了解決充電問題而花

了很多時間在閱讀教材，到最後各種機智問答都能迎刃而解，所以，他就沒

有發生以上所述三種電相關知識概念上的錯誤。其次，我們也可以發現四位

答錯知識測驗第五題者，都是在遊戲中無法成功充電者，也表示遊戲式學習

行為與知識獲取情形有一定的關連。 

意即，遊戲式學習者的實際知識獲取成效好壞，跟學習者在遊戲式學習過

程是否有認真投入學習的行為有關。當遊戲中遇到需要學習知識才能解決問

題的情況時，若學習者沒有用很認真的態度去瞭解遊戲問題中所出現的知識

概念，而只是為了遊戲的進行，勉強的瀏覽或記憶一些知識，甚至利用猜測、

錯誤嘗試、或遊戲技巧來解決遊戲的問題時，則既使可能因為不斷地反覆練

習而熟練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在遊戲後的知識測驗上有不錯的成績，卻會在

較複雜的近遷移測驗上或深入的訪談中，即可發現學習者在知識概念上所發

生的錯誤，暴露出其真正的知識獲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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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原因 

綜合前述有關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知識獲取、近遷移、及遠遷移成效的

原因探討，可以彙整出如圖 5.39 的關係圖。即學習者在遊戲中的解決遊戲問

題行為表現，會影響學習者知識獲取情形與近遷移的好壞，而知識獲取成效

又會進而影響到近遷移與遠遷移的表現，意即，遊戲式學習行為對於知識的

遠遷移表現也是有影響的。 

 

 

 

 

圖 5.39 遊戲式學習行為影響學習成效之關係圖 

 

然而，究竟是什麼原因影響了學習者在遊戲中的行為，為何有人遇到需

要學習知識去解決遊戲問題時會認真的投入學習，又為何有人會不認真的學

習，甚至逃避學習，這關乎著遊戲式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也是初探實驗後研

究者想知道的問題。根據本實驗之實際觀察個案之遊戲式學習歷程後發現，

有多種因素相互影響了遊戲式學習者的學習行為或解決問題行為。如強烈的

遊戲動機影響了小廷在遊戲中機智考驗站的行為，為了怕浪費時間而在該需

要學習時僅偶爾閱讀提示教材，其餘大都靠猜測或記憶答案來解決問題，同

時，不錯的學習能力又增強了他持續這樣的不認真學習行為；或如遊戲動機、

學習能力、及失敗的經驗，影響了小軒在遊戲中充電站的行為，即因為誤解

充電站的收費，失敗的充電經驗，及為了怕浪費時間，使小軒在該需要學習

知識去解決充電站問題的時候，最後選擇不再利用充電站來充電，改用遊戲

道具來充電。因此，研究者發現，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中該學習而不認真學

遊戲式學習行為 
 能否成功反覆解決遊戲

的機智考驗問題 

 是否有認真投入學習知

識去解決遊戲問題 知識獲取成效

近遷移成效 

舊觀點遠遷移成效 

新觀點遠遷移成效 

學習動機 學習能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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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或逃避學習的原因，並不像影響近遷移成效或遠遷移成效的原因那樣容易

歸納，每個個案的遊戲式學行為都分別受到不同的因素影響。 

為了能夠具體的歸納出影響所有研究個案的遊戲式學習行為因素，本實

驗透過學習者的放聲思考原案、觀察記錄、學習心得、訪談逐字搞、及省思

記錄等資料，運用紮根理論來分析與歸納八位研究個案在遊戲式學習的行為

模式，以歸納出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共同因素。紮根理論的資料分析步驟

可以分為開放性編碼、主軸編碼及選擇性編碼等步驟，以下逐步介紹各個編

碼步驟的分析情況。 

（一）開放性編碼 

開放性編碼是藉仔細反覆檢驗資料後，將所發現的現象加以分類的分析

工作。它主要的步驟包括了將所發現的現象形成個別概念，並為概念命名，

以及由概念發掘範疇，為範疇命名，發展範疇的面向等步驟（Strauss & Corbin, 

1990）。因此，首先研究者將所有個案的放聲思考原案、觀察記錄、學習心得、

訪談逐字搞、及省思記錄等資料進行開放性編碼，其過程範例如表 5.11 所示。

主要是先將許多遊戲式學習行為現象予以概念化並命名，再將相類似的概念

分類為範疇，並為其命名，命名的原則是採用學術文獻裡的名詞或研究者依

據該現象來命名，此外，範疇的發掘，是從相似的概念中發現一個現象的諸

多特質或面向後，予以歸類產生。由於本研究在此步驟產生了許多的概念，

表 5.11 僅列出部分的概念與範疇分析之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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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實驗二之開放性編碼之範例 
範疇 概念舉例 質性資料內容舉例 

主動閱讀教材 1. 我先進去看看什麼是電功率（看線上學習教

材 ）， 我 再 看 一 下 什 麼 是 電 能 （ 放 聲

20071011[b-1]）。 
2. 遇到沒電的問題，有想進入充電區充電，因為私

底下問同學該如何充電，進入後照著同學告訴他

的數量輸入後無法充電，後來開始看教材（觀察

20071030[h-4]）。 
主動看問題提示 1. 該生在問題挑戰區中會「很仔細」的看問題提

示，但剛開始就遇到電費問題，對於如何將瓦小

時換算成千瓦是不了解的（觀察 20071012[f-1]）。
2. 該生遇到機智問題會看提示，會用緩慢的速度逐

字念（觀察 20071022[h-1]）。 

教材的學習 
 
性質：學習態度 
面向:主動與被動 

不主動看問題提示 1. 雖然將提示的按鈕增加了閃爍的功能，但該生遇

到 機 智 問 答 還 是 不 去 看 提 示 （ 省 思

20071018[e-1]）。 
2. 回答問題都用猜的，然後憑記憶答案來過關，從

沒有看過提示（省思 20071029[d-4]）。 
心算 1. 遇到新的機智考驗站問題，思考沒多久就答對

了 ， 且 幾 乎 都 用 心 算 就 過 關 了 （ 觀 察

20071115[b-5]）。 
2. 遇到新的機智考驗站問題都用心算的（觀察

20071120[a-6]）。 
數學程度 1. 數理程度較差的學生，其行為也明顯反應在此遊

戲上，如該生雖會拿紙計算，但所計算的問題都

是很簡單的數學運算，如 100X0.5，該生還是得

透過紙筆計算，甚至有一題 10X10 都算成 1000
（省思 20071026[c-3]）。 

2. 進入電腦提示的充電試算區後，看了半天竟然連

5/1000 都不會，好不容易利用小算盤算出來後，

還是不會充電（省思 20071030[h-4]）。 

數學能力 
 
性質：計算能力 
面向:好與不好 

記憶答案 1. 剛開始遇到機智考驗站先是隨便亂猜，後來開始

會看提示，且會拿紙出來計算，並在下次又遇到

同 樣 問 題 時 ， 就 看 紙 上 的 答 案 （ 觀 察

20071026[c-4]）。 
2. 把 50/1000=0.05，500/1000=0.5 等算式都寫下

來，說這樣下遇到就不用計算了（觀察

20071116[f-5]）。 
關心成績 1. 看一下我現在排第幾名（放聲 20071121[e-5]）。

2. 我已經完成 30 幾項任務了，希望下次可以完成

40 幾項，下一次一定要把錢充到 2000 多（心得

20071113[c-5]）。 

內在動機 
 
性質：遊戲動機 
面向:強與弱 

有遊戲的求勝心 1. 我這次玩比較熟了，雖然沒有比 1 號還厲害，可

是在玩有贏過 10 號（心得 20071018[e-2]）。 
2. 我覺得這個遊戲很好玩只是很難，走了好久電力

都快沒了，只有完成兩個任務，別人都完成了四

五個，壓力超大，很害怕被別人比下去（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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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09[a-1]）。 
對遊戲的強烈喜好 1. 我覺得這個遊戲超好玩，真想在家，可是不行（心

得 20071030[a-4]）。 
2. 希望老師下一次還有機會可以再製作遊戲讓大

家玩，也希望老師把這個遊戲放到網路上讓其他

人一起玩（心得 20071121[e-6]）。 
遊戲的投機 1. 為了賺取經驗值，故意一直在能源問答區回答問

題，因為對能源區的問題比較了解（觀察

20071025[e-3]）。 
2. 本週一直關心何時能升到第二級，所以一直想辦

法要增加技能值，以致於會繞遠路通過機智考驗

站來增加技能值（觀察 20071029[c-4]）。 
利用道具省電 1. 本週在遊戲中共花錢買了兩次馬達，將機車電功

率下降（觀察 20071023[a-3]）。 
2. 下一次我想要去多買一些馬達，這樣就可以讓電

功率變少，就不用用那麼多的電，或者買機車的

電池，就可以裝更多電（心得 20071115[b-5]）。
遊戲變通性 1. 本週新增的道具，該生立刻知道可以撿起來賣錢

（觀察 20071030[c-4]）。 
2. 賺了很多錢，但不會花（觀察 20071122[g-6]）。

遊戲技巧 
 
性質：操控與變通性

面向：高與低技巧 

遊戲的操控 1. 該生在移動上還是有很大的問題，跟以前一樣，

常常會走過頭，要回外送站去走錯方向還不自知

（觀察 20071101[g-4]）。 
2. 該生在玩此遊戲時，操控性、方向感還是很差，

每次要移動時就想看看，應該要如何走，且常常

走過頭或走錯方向，因此在此方面便浪費了許多

的時間（觀察 20071026[f-3]）。 

 

（二）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的主要任務在發展主要的範疇，係指將開放編碼所得的概念與

範疇，加以綜合，歸為更大的範疇，並把不必要的概念刪掉，而將某些概念

或範疇成為某主要範疇的次範疇，並運用譯碼典範（條件、脈絡、策略、結

果），先構想範疇與次範疇之間的假設性關係，再從實際資料中尋求支持這種

假設性關係的驗證，將範疇與次範疇產生連結，找出現象所呈現的一種趨勢

型態（pattern）（徐宗國譯，1997）。所以，本研究在進行開放性編碼後，仔

細檢驗各個範疇，將範疇予以綜合，並依其條件、現象及結果，尋找其之間

的交互關係、背景脈絡，表 5.12 是主軸編碼的過程與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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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實驗二之主軸編碼範例 
主軸命名 開放編碼的範疇 開放編碼的概念舉例 

線上遊戲的經驗 功課做完就可以玩線上遊戲、不能玩

線上遊戲、在同學家玩線上遊戲、假

日會玩線上遊戲、沒有電腦可以用、

只玩單機小遊戲 
電腦遊戲的喜好 不喜歡電腦遊戲、超喜歡電腦遊戲 

遊戲經驗 
 

成功的遊戲經驗 成功運用電池充好電、成功發現外送

任務 
遊戲的挑戰 遭遇遊戲問題 遭遇機智考驗、遭遇機車沒電、尋找

外送任務目標 
內在動機 關心成績、關心其他同學的成績、有

遊戲的求勝新、對遊戲的強烈喜好、

對學習教材的喜好 

動機 

外在動機 關心排名、關心能否拿到獎品、不關

心自己的排名 
數學能力 心算、數學程度、看不懂提示、記憶

答案 
科學常識 不知道什麼是金屬、不懂什麼是絕緣

體、瞭解電的常識 

學習能力 

記憶力 遺忘曾完成過的任務位置、遺忘回答

過的問題、記得充電的度數、記得答

案 
以遊戲為主 覺得在充電站浪費時間、先以外送任

務為主、覺得看提示浪費時間、覺得

不充電沒差 

遊戲策略的選擇 

先學習知識 先把所有教材看過一次、先看完教材

再充電、先閱讀提示再回答問題 
遊戲的操控 移動快速、移動緩慢、會買道具、不

知道怎樣買東西 
遊戲的方向感 不停的移動、迷路、判斷方向 
遊戲的投機 繞遠路賺技能值、繞遠路回答簡單問

題、來回回答問題、答對兩題後放棄

第三題 
遊戲的技巧 利用道具來補充電能、利用道具來省

電、利用道具來賺錢 
遊戲的計畫 看地圖確認為外送目標位置、決定移

動路線、決定等一下順便充電、決定

等一下順便買電池 
遊戲的監控 複誦任務目標、注意自己的機車電

量、注意自己的技能值 
遊戲的修正 開始看提示、回答問題不再亂猜、利

用其他方法充電、改變充電電量 

遊戲技巧的運用 

遊戲的觀察力 遊戲訊息的注意、注意到新增的道

具、觀察遊戲人物身上的東西 
遊戲技巧的學習 研讀遊戲規則 閱讀遊戲手冊、閱讀網路指引、查詢

如何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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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遊戲交流 問同學如何買東西、問同學如何充

電、將同學充電方法抄在紙上 
教材的學習 主動閱讀教材、主動看問題提示、主

動利用計算紙計算、只閱讀部分提

示、提示沒看清楚 
逃避學習 不看問題提示、猜測、不看充電教

材、繞遠路逃避電費機智問答 
嘗試錯誤學習 回答問題亂猜、亂輸入充電電量、充

電錯誤再減少充電電量 

知識的學習 

記憶答案 複誦正確答案、記憶機智問答的答

案、記憶充電站的充電量、記憶計算

的答案 
數學運算 心算電費問題、用紙筆計算電費問題

回想答案 回想考過的機智問題答案、回想充電

站的充電電量 

知識的運用 

知識的運用 運用相同的方法計算、運用相同的方

法充電 
通過機智考驗的速度 快速的通過機智考驗、耗費時間在機

智考驗、 
解決問題的速度 

完成任務的速度 快速完成外送任務、完成任務速度緩

慢 
答題的正確與否 計算錯誤、猜測錯誤、錯誤的算法、

正確回答問題、正確的計算方法 
解決問題的正確與否

成功充電與否 會充電、不會充電、用太陽能充電、

用同學教的方法充電、用道具充電 
遊戲成績 遊戲成績 提升經驗值、提升金錢值、升級、提

升機車電能、降低技能值 
技能獲取 技能獲取 不會迷路了、知道用電池來充電了、

知道如何買道具了、知道撿廢棄電器

了、知道用廢棄電器賺錢了、知道充

電的方法了 
知識獲取 知識獲取 學會電費的計算、知道電費的單位、

知道電功率的單位、瞭解能源的分類

透過表 5.12 可對本實驗所發展出的主軸編碼有初步的瞭解，以下針則對

主要範疇與次範疇之關連性做一說明： 

（1）遊戲經驗、遊戲的挑戰、動機、學習能力、遊戲策略的選擇、遊戲技巧

的學習、遊戲技巧的運用、知識的學習、與知識的應用之關連性 

    在這九個範疇中，「遊戲策略的選擇」是主要的範疇。這個主要現象的前

因條件是「遊戲的挑戰」，其造成學習者在遊戲中必須時時決定遊戲的策略。

如在遊戲中遇到機車沒電的「遊戲的挑戰」時，學習者可能選擇「遊戲技巧

的學習」或「遊戲技巧的運用」的方法來充電（如：學習買電池來充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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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之前學會的買電池、讓太陽能充電等方法來充電），或可能透過「知識的

學習」或「知識的運用」方法來解決機車沒電的挑戰問題（如：學習如何計

算電費後在充電站充電，或應用之前學會的電費計算知識在充電站中充電）。

其它的遊戲挑戰還有如：尋找外送任務位置、機智考驗站等都必須讓學習者

決定遊戲的策略，故「遊戲技巧的學習」、「遊戲技巧的運用」、「知識的學習」、

及「知識的運用」是「遊戲策略的選擇」之行動結果。 

然而根據觀察，學習者的「遊戲經驗、動機、學習能力」會影響到遊戲

策略的選擇，例如：從個案的資料中發現，比較有「遊戲經驗」的學習者在

遊戲一開始時，會以遊戲為主，盡量用遊戲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如：小廷、

小軒遇到充電問題時），或是當學習者在遊戲中成功學會某項遊戲技能後，便

會持續利用該技能來解決問題，如小軒等人一學會機車可以透過太陽能及電

池充電後，便影響到他下次解決機車充電問題的決策。另外，學習者選擇以

遊戲技巧來解決問題的原因，也會受學習者對遊戲強烈的求勝心「動機」影

響，如有學習者覺得學習知識會浪費時間，而選擇以遊戲的方式來處理問題，

如小廷、小安、小軒遇到充電站時，便因為覺得在充電站學習會浪費時間，

所以沒有好好閱讀教材。相對地，也會因為對教材不感興趣，無學習動機而

選擇以不認真的方式來學習，如：小安在機智考驗站時，覺得對電相關的知

識不感興趣，而影響了其學習的行為。再者，學習者也會因為「學習能力」

較差，在應用知識學習的方法去解決遊戲挑戰時曾遭遇挫折，而不再選擇以

學習的方法解決問題，如：小鑫在機智考驗站時，曾藉由閱讀提示教材來解

決問題，但卻因為學習能力太差而看不懂提示，後來在機智考驗站中便不再

看提示。 

    所以，遊戲經驗、動機、及學習能力算是影響遊戲策略選擇的中界條件，

與遊戲的挑戰同屬於次範疇，這幾個範疇與概念間的關係如下圖 5.4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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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0 主軸編碼中現象的關係圖：影響遊戲策略選擇間的關連 

（2）遊戲策略的選擇、遊戲經驗、動機、學習能力、遊戲技巧的學習、遊戲

技巧的運用、知識的學習、知識的運用、解決問題的速度及解決問題

成功與否之關連性 

在這幾個範疇中，「遊戲技巧的學習或運用、及知識的學習或運用」是主

要的範疇。「遊戲策略的選擇」是影響這個主要現象的前因條件，因為當學習

者在遊戲中做了某項解決問題的策略後，將影響他是用遊戲或學習知識的方

法去解決問題。若是遊戲的方法，學習者必須去學習遊戲的技巧或是應用之

前已經學會的遊戲技巧去解決問題，如小廷與小軒遇到機車沒電的問題時，

選擇運用遊戲的技巧來解決充電的問題時，他們會先去研究哪些遊戲道具可

以充電或省電，研究如何使買電池及電池使用的方法，或是運用之前已學會

的方法，購買電池來充電。反之，若選擇以知識學習的方法，學習者必須去

閱讀教材，或是用之前以學到的知識去解決問題，如小呈遇到機車沒電的問

題時，他選擇先學習知識再解決問題者，會先閱讀充電站提供的教材，再解

決充電的問題，或是運用之前學過的知識去解決充電的問題。 

而在個案研究中亦發現，「遊戲經驗」會影響到學習者學習遊戲技巧或運

用遊戲技巧，如小孟、小芸、及小秀三位個案，因為較缺乏線上遊戲經驗，

前因條件：遊戲的挑戰 
 尋找任務位置 

 機智問答考驗 

 維持機車電能 

主要現象： 

遊戲策略的選擇 

中界條件：學習能力 
 數理能力 

 記憶力、理解力、觀察力 

中界條件：遊戲經驗
 線上遊戲經驗 

 成功的遊戲經驗 

中界條件：動機 
 內在動機 

 外在動機 

行動結果： 

遊戲技巧的學習或運用、

知識的學習或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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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三位在學習如何操控遊戲中的角色，即如何運用角色操控去快速找到

任務目標上，一直有移動緩慢、方向判斷錯誤等問題發生；或如小安與小軒

兩位比較有線上遊戲經驗的學生，會為了遊戲的升級，運用遊戲技巧，來回

回答機智問題，以賺取遊戲技能值。同時，在研究個案中亦發現，「學習能力」

與「動機」會影響有關知識的學習與運用，如小軒、小秀、及小芸三位學生，

雖然遇到機智考驗的挑戰，會有先學習再解決問題的動機，但因為數理能力、

理解力或記憶力較差，既使很認真的閱讀教材，卻沒能將知識吸收，常常閱

讀完教材還是會用猜測的來回答問題，或是再遇到同樣問題時，仍無法運用

知識去解決問題。或如小廷遇到機智問題考驗，因為較強的「遊戲動機」影

響他不常去認真的閱讀提示教材。 

因此，遊戲經驗、學習能力、及動機是影響遊戲技巧學習運用及知識學

習運用的中界條件，而遊戲技巧及知識的學習或應用成功與否，將影響到學

習者對問題解決的速度與成功率，故「解決問題的速度及解決問題成功與否」

是遊戲技巧學習運用及知識學習運用的行動結果。圖 5.41 顯示這幾個範疇間

的關係。 

 

 

 

 

 

 

圖 5.41 主軸編碼中現象的關係圖：影響遊戲技巧與知識學習運用間的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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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決問題的速度及解決問題成功與否、遊戲的成績、知識獲取、遊戲技

能獲取、遊戲經驗、動機、及學習能力之間的關連性 

在這些範疇中，「遊戲的成績、知識獲取、遊戲技能獲取」是主要的範疇，

其餘則為影響此現象的次要範疇。「解決問題速度及解決問題成功與否」是影

響此現象的前因條件，因為當學習者解決遊戲問題的速度越快、正確率越高，

其遊戲的成績會提升的越快，例如當學習者能越迅速的完成外送任務，其經

驗值就會提升的越快。而要越迅速的完成任務，學習者也必須很快的找到任

務目標，必須很快速與正確的解決機智考驗與充電問題，所以，當學習者能

夠很快速正確的解決機智考驗問題或充電問題時，也表示其在知識或遊戲技

能的某種程度上已獲得提升，如小軒與小廷兩位個案，遇到機車沒電時，在

第二週後就開始利用購買電池道具來充電，表示他們已經獲取遊戲的技能來

解決問題；或如小廷與小孟等個案，在回答錯幾次有關何謂電費單位的問題

後，再遇到此問題就不會答錯了，表示他們已從中獲取解決此問題的知識。 

而有關知識與遊戲技能的提升，必非全完全直接受解決問題速度與成功

與否之影響，有時候學習者在解決遊戲問題的同時，也可能學到跟解決該問

題無關的其他知識或遊戲技能。如在研究個案裡的小呈，一開始為了解決機

車充電的問題，在努力閱讀教材以尋求解決問題方法的同時，除了學到電費

計算的知識外，卻也順便學習到電有關的其他知識。或如所有個案在外送任

務過程中，當其運用遊戲操作技巧在尋找任務目標的同時，可能會無意間在

路上發現一些遊戲的道具，如金幣，經嘗試後發現可以將金幣換成金錢，而

意外獲取一項新的遊戲技能。所以，「遊戲技巧的學習或運用、及知識的學習

或運用」也可能會幫助學習者提升其的遊戲技能或知識，故屬於中界條件。 

當學習者遊戲成績提升或下降時，則會影影響到學習者參與遊戲的「動

機」，如當小孟、小鑫因為後來被困在填充題式的電費問題機智考驗中，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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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覺得遊戲變得不好玩，及在心得感想中寫出許多抱怨的話語。反之，如小

秀因為能夠成功解決了機智考驗中的電費問題方法，便開始在心得感想中覺

得遊戲越來越好玩了。其次，學習者從遊戲中獲取知識後，則會提升其「學

習能力」，影響到他下次解決類似問題或其他問題的學習能力，如小安在成功

解決機智考驗的電費問題後，獲取到有關電費計算的規則，而提升了她為了

解決充電站問題的學習能力。再者，學習者成功學習或成功運用遊戲技巧解

決遊戲問題而獲取遊戲技能後，便提升了學習者的「遊戲經驗」，如所有學習

者一開始在成功找到任務目標後，通常會從中學到遊戲角色操縱或看地圖的

技巧，而提升了其遊戲經驗；或如小廷與小軒學到利用道具來充電的遊戲技

能後，便有了成功為機車充電之經驗。因此，「動機、學習能力、及遊戲經驗」

是遊戲成績、知識獲取、及遊戲技能獲取等現象發生後會產生的結果。圖 5.42

顯示這些範疇間的關連性。 

 

 

 

 

 

 

 
圖 5.42 主軸編碼中現象的關係圖：影響遊戲成績、知識與技能獲取間的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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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主要現象間的因果關係正好形成循環。若簡單描述，即「遊戲策略的選

擇」結果會影響「遊戲技巧的學習或運用、知識的學習或運用」，「遊戲技巧

的學習或運用、知識的學習或運用」的結果，會影響「遊戲成績、知識獲取、

遊戲技能獲取」，而「遊戲成績、知識獲取、遊戲技能獲取」結果，又會影響

「遊戲策略的選擇」。 

由於如此的一個循環，正好可以描述八個研究個案為了解決遊戲任務，

所一再反覆進行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所以，在選擇性編碼階段，本研究

僅修正「遊戲策略的選擇」範疇之命名為「問題解決策略的選擇」，合併「遊

戲技巧的學習」與「遊戲技巧的運用」為「遊戲技巧的學習或運用」，「知識

的學習」與「知識的運用」合併為「知識的學習或運用」，其餘的範疇均如表

5.12 沒有改變，而將所有範疇以「遊戲式學習行為」的核心範疇來代表與連

結。在「遊戲式學習行為」核心範疇下的其他範疇間之關係如圖 5.43 所示。  

 

 

 

 

 

 

 

圖 5.43 選擇性編碼後各範疇的關係圖 

以上即本研究將八位個案的遊戲式學習行為，經紮根理論的分析過程，

最後所獲得如圖 5.43 所示的各重要範疇之關係圖，正可描繪出所有學習者在

參與超級外送王遊戲中，一再反覆進行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及各種行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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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技巧的

學習或運用

知識的學習

或運用 

解決問題的

成功與否及

速度

遊戲的成績 

知識獲取 

核心範疇：遊戲式學習行為

遊戲技能 

獲取 

遊戲的

挑戰 
問題解決策略

的選擇 

學習能力

遊戲經驗 

動機 



- 214 - 

習行為模式，本研究參考了 Garris 等（2002）遊戲式學習模式中的學習者判

斷、學習者執行、及系統回饋的循環，將選擇性編碼所獲得的各範疇關係圖，

分成學習者判斷、學習者執行、及成果表現的三大階段與循環。其結果如圖

5.44 所示。 

 

 

 

 

 

 

 

圖 5.44 本研究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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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發現為何有人遇到需要學習知識去解決遊戲問題時會認真的投入學

習，又為何有人會不認真的學習，甚至逃避學習的原因。在超級外送王遊戲

中，研究者故意設計促使學習者需要學習知識再去解決遊戲問題的挑戰主要

要有兩個，即機智考驗站及機車充電，所以，從學習者解決這兩個遊戲挑戰

的學習行為模式中，可以找到為何有人會認真學習而有人會不任學習、或逃

避學習的原因。 

以學習者於遊戲中解決充電的問題挑戰為例，由於在超級外送王遊戲

中，參與者所操控的虛擬電動機車，會因為不停的移動而耗盡電力，所以參

與者必須設法解決此問題，適時幫自己的機車充電以讓遊戲能夠順利進行。

為了讓學習者有不同解決問題的選擇，當面臨為機車充電問題時，學習者可

以選擇利用遊戲裡的充電站幫機車充電，也可選擇利用遊戲的道具如電池或

是透過太陽能來幫機車充電。利用充電站來充電的好處是較省錢，且能隨心

所欲的充電，但前提是參與者必須先學習有關電費計算的知識，才有辦法運

用電費計算的知識來幫機車充電；而利用遊戲的道具與太陽能充電則不需要

學習電費的知識或進行數學的運算，但缺點是充電的電量有限，且購買道具

必須花費較多的金錢。本研究是希望學習者能利用充電站來充電，以幫助他

們能同時學習到有關電費計算的知識。 

而實際的遊戲情況是，學習者一開始在沒有充電的「遊戲經驗」情況下，

大都會選擇利用充電站來充電，只有小鑫例外。但小廷、小軒、及小安等人

進入充電站後，受到「遊戲動機」的影響，怕浪費時間所以選擇不學習電費

計算的知識便離開充電站；小呈、小孟、小芸、小秀則選擇主動閱讀電費知

識，但小芸、小秀受到「學習能力」的影響，因數理能力太差，看不懂教材；

小鑫則是因為不理會機車沒電的問題，沒有進入充電站，而意外學到系統會

主動幫忙提升一點點機車電能。所以，最後只有小呈、小孟、及小鑫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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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解決機車沒電的挑戰時，成功為機車充好電，且小呈與小孟提升了知識，

小鑫則提升了遊戲技能，其餘則因無法充好電所以沒有提升知識或遊戲技

能。如圖 5.45 即表示所有學習者在第一次遇到機車充電問題時的行為模式。 

 

 

 

 

 

 

 

 

 

圖 5.45 所有學習者在第一次遇到機車充電問題時的行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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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少許電量充電的「遊戲經驗」，以致於後來漸漸也逃避學習，選擇讓系統

幫忙充電。所有學習者在第二次遇到的充電問題後，所逐漸形成的行為模式

如下圖 5.46 所示。 

 

 

 

 

 

 

 

 

 

圖 5.46 所有學習者在第二次以後遇到機車充電問題的行為模式 

因此，從這個充電行為的例子可以發現，每位學習者在不同的情況下，

會受到各自不同的遊戲經驗、動機、及學習能力等因素，影響到他的問題解

決策略，進而逐漸形成特定的充電行為模式。意即，學習者遇到需要學習才

能解決遊戲問題的時候，之所以會有人主動認真學習、有人主動但不認真的

學習、有人採用錯誤嘗試的學習（不學習直接猜答案）、甚至有人選擇不學習，

主要是受到「遊戲的挑戰、遊戲經驗、動機、及學習能」力等四種因素，在

不同的情況下、不同的學習身上產生不同的問題解決策略及不同的學習行為

所造成的。例如當遊戲的挑戰是填充題的機智考驗時，由於學習者不通過即

無法進行遊戲，所以問題解決的策略就只有知識的學習或運用一種，但是每

個人因為受到遊戲動機、學習動機、及學習能力有不同特質的影響，使得有

人面對此填充題會認真學習、有人則不認真的學習、甚至有人不學習而用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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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呈、小孟、小安主要用

充電站充電 

 小廷、小軒、小芸、小秀、

小鑫用遊戲技巧充電 

學習能力 
 小芸、小秀有

較差的學習能

力 

遊戲經驗 
 失敗的充電站經驗 

 成功充電經驗 

遊戲技巧的學習 

或運用 
 所有人都發現可利用系

統幫忙充少許電量 

 小廷、小軒發現可利用購

買電池來幫機車充電 

知識的學習或運用 
 小呈、小孟、小芸、小秀

認真閱讀電費知識，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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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的方式來解決問題。 

故最後透過此紮根理論之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之歸納，我們便可以試著

找出圖 5.39 疑問處之解答，即擷取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圖 5.44）中有關知

識學習與知識獲取的部分，再結合圖 5.39，便可如圖 5.47 勾勒出影響本研究

遊戲式學習成效因素的關係圖。 

 

 

 

 

 

 

圖 5.47 影響本研究遊戲式學習成效因素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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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討論 

以下針對本實驗所獲致的重要結果進行討論： 

一、 學習者是否具備向內遷移時所需的基本知識、學習動機、及學習能力等，

是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表現優劣的關鍵因素 

為了瞭解本研究於初探實驗中有關遊戲式學習比網頁式學習更有助於新

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具體原因，本實驗最主要的目的即欲釐清影響遊戲式學習

者在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根據研究歸納發現，絕大部分學習者在解決

新觀點遠遷移問題時，都是先試著學習與瞭解遠遷移測驗時所提供的學習資

源後，才進行問題的解決，且大部分學習者在回顧解決問題的歷程時，都認

為能否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與是否看懂學習資源有很大的關係。換句話

說，若套用 Schwartz 等（2005）的學習遷移觀點，影響遊戲式學習者能否解

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的關鍵在於「向內遷移」表現的好壞，若學習者能先成

功的向內遷移，懂得運用所學去學習與理解學習資源上的新知識，便能進一

步向外遷移，成功解決遠遷移問題。 

　  而研究者根據個案研究所得到的質性與量化資料之探討與歸納，發現學

習者能否向內遷移，主要由學習者當時所具備的知識程度、學習能力、及學

習動機之高低來共同決定。即若學習者在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的向內遷移

過程中，已從遊戲中學到不錯程度的知識概念，且有不錯的學習領悟力、數

理能力、變通力等能力，再加上有一定的學習動機的話，必定能有不錯的向

內遷移表現，進而能向外遷移，成功地解決遠遷移的問題。如實驗對象裡的

小呈便是屬於有從遊戲中學到很正確的知識概念，且天生即有不錯的數理能

力，加上在遊戲過程中一直有著不錯的學習動機，所以，正如所歸納的，小

呈確實是所個案中在新觀點遠遷移測驗表現最好的。而如小安雖然有很高的

學習能力或變通能力，但因為僅從遊戲中獲取中等程度的知識概念，且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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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過程的學習動機也不高，所以最後確實也只能有中等程度的新觀點遠遷移

表現。其餘個案如表 5.7（188 頁）所示，也都大至能套用本實驗所歸納的這

個結果。意即，如圖 5.48 所示，學習者的知識獲取表現、學習動機、及學習

能力三者間會相互影響其在新觀點遠遷移測驗的表現。 

 

 

 

 

 

 

圖 5.48 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三大因素 

     

同時，本實驗所歸納得到的結果，跟 Bransford 及 Schwartz（1999）當初

所提的新學習遷移觀點看法是一致的，即新的學習遷移評量觀點應該重視學

習的能力，好比本實驗發現新觀點遠遷移的關鍵在學習者能否在閱讀學習資

源時展現較好的學習能力有關。同時，本實驗的結果其實也可呼應過去有關

影響舊觀點學習遷移因素的論述，如 Mayer（1998）過去認為認知技能、後

設認知技能、與動機技能是影響成功問題解決遷移的重要因素，認知技能好

比本實驗所歸納的知識獲取程度因素，動機技能好比學習動機因素，而後設

認知技能其實也涵蓋於本實驗所舉的學習能力因素中，但因為本實驗並沒有

探討學習者在解決遠遷移問題時的後設認知能力表現，所以無法確定後設認

知能力有無影響本實驗個案的新觀點遠遷移表現。或如 Bransford 及 Brown

（1999）曾認為最初學習知識的數量是學習遷移的關鍵因素，此觀點也與本

實驗所認為的知識獲取程度因素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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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藉由此研究的結果，若我們想知道初探實驗中，遊戲式學習在新

觀點遠遷移表現比網頁式學習好的原因，基本上，便可透過比較遊戲式學習

者與網頁式學習者在知識獲取程度、學習能力、及學習動機間的差異，來探

尋更具體的答案。此部分將在第六章中討論。 

 

二、解決問題所需的知識基礎是否穩固，及當初獲取知識時的投入程度，是

影響舊觀點遠遷移成效的關鍵因素 

為了探討初探實驗的成效，本實驗也進行了與初探實驗相同的舊觀點遠

遷移測驗，實驗的結果跟初探實驗類似，即採傳統的學習遷移觀點來評量遠

遷移的表現時，學習者普遍的表現仍舊是很差的，只有小呈答對了第一題遠

遷移問題，其餘個案的作法不是錯誤，就是空白，大多沒有能悟出這兩個問

題的解法。 

本實驗分析小呈與其他個案間的差異，發現小呈在遊戲式學習中所獲取

的知識基礎最穩固、沒有的錯誤概念，不會像其他人在回答有關電相關概念

時，會有遺忘或錯誤的觀念發生，此點跟初探實驗中答對第一題遠遷移問題

者是一樣的。同時，小呈與其他個案在遊戲式學習行為上也是有所差異的，

因為小呈在遊戲中投入了許多時間在學習有關電的知識，不像其他人在遊戲

中都是利用不認真或是錯誤嘗試的方式在獲取知識。意即，在沒有學習資源

的情況下解決新情境問題所需的知識基礎是否穩固，及當初獲取這些知識時

的投入程度是否很深，是影響舊觀點遠遷移成效的重要因素。此歸納結果，

正符合 Mayer（1999）所認為特定的基本知識是影響學習遷移的重要因素，

及如 Bransford 及 Brown（1999）所認為投入較多時間理解某知識會有助於學

習遷移的論點是一致的。 

再者，從本研究的兩次舊觀點遠遷移測驗結果也發現到，若想藉由遠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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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評量來區分學習者知識獲取成效的好壞，似乎是比較難的，即舊觀點的遠

遷移評量方式之區別力是較差的，都只能挑出幾位知識獲取成效較好的學

生，中等或較差知識獲取程度的學習者，透過舊觀點遠遷移測驗的結果是較

難被區別出來的，而新觀點的遠遷移評量方式則較能反應出學習者知識獲取

成效的好壞區別。 

 

三、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是影響知識獲取與近遷移成效的主要因素，且近遷

移測驗能反應知識獲取的情形 

本實驗發現，大多數的學習者都認為知識測驗與近遷移測驗是跟遊戲的

機智考驗站是有關的。由於研究者當初設計遊戲的機智考驗站之目的，除了

增加遊戲的挑戰性之外，主要目的即希望學習者能從解決機智考驗的問題中

學到電相關的知識，所以，知識測驗與近遷移測驗的題目確實都跟機智考驗

的題目是同一種題型，目的在測試學習者是否有從遊戲中學到基本的知識，

及能否應用知識解決相同情境的問題。 

因而學習者認為知識測驗與近遷移測驗跟遊戲的機智考驗問題有關是很

合理的發現。同時，實驗結果也證明學習者在遊戲中解決機智考驗的表現越

好，知識獲取成效與近遷成效越好。例如從質性資料發現，唯有無法通過電

費計算機智考驗的小鑫，在最後近遷移測驗的電費計算問題上是全錯的；或

從量化資料中發現，學習者的遊戲技能值（代表機智問答的表現），分別跟知

識測驗與近遷移測驗成績都有很高的相關（.830 及.819，p<.05）。 

但研究也發現，既使遊戲的技能值很高，知識測驗也滿分的學習者如小

廷與小安，經訪談一些比較深入的問題後會發現，有些人對於電能的單位或

是電費計算的觀念仍都有混淆或錯誤的現象，同時這種錯誤的概念也會在其

近遷移測驗中的作答中顯現了出來。表示本研究所設計的知識測驗並不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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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反應出學習者實際的知識獲取成效，反而是本研究所設計的近遷移測

驗較能顯露出學習者是否有知識概念上的錯誤或混淆。 

此現象除了顯示出知識測驗採用選擇題並不是最好的知識獲取成效評量

方法外，也表示在遊戲中機智問答表現的越好者，並不能保證就有最好的知

識獲取成效。因為據實驗觀察發現，某些學習者之所以能很順利的通過機智

考驗站，是因為每次都藉助問題提示，或是自己在沒有很清楚完整的知識概

念情況下，便藉由錯誤嘗試歸納所得到的解題規則，意即，學習者在解決遊

戲問題的過程，若能很認真的學到該學的知識時，才能保證其會有較好的知

識獲取成效。 

因此，學習者實際的知識獲取成效及近遷移成效，主要跟遊戲式的學習

行為表現有關，且這行為主要包括是否能反覆成功解決遊戲的問題，及是否

能在解決問題過程有認真學習知識的行為。四者間的關係如圖 5.49 所示，即

雖然學習者能否反覆熟練遊戲的機智考驗問題，會直接影響知識獲取成效與

近遷移成效，如越能反覆且快速熟練遊戲的問題，最後的知識獲取與近遷移

成效可能會越好。但知識的獲取成效，基本上還會直接受到學習者是否在遊

戲中認真學習的行為影響，且知識獲取的成效也會直接影響近遷移的成效，

在近遷移測驗中反應出知識獲取的好壞。 

 

 

 

 

 

圖 5.49 影響知識獲取與近遷移成效因素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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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遊戲的挑戰、遊戲經驗、動機、及學習能力等，是影響學習者在遊戲中

學習行為表現的主要因素 

本實驗發現，經修正後的遊戲式學習系統仍存有學習者逃避學習的行

為。實驗發現遊戲的不同問題挑戰，及參與者之前的遊戲經驗、在遊戲裡持

續累積的遊戲經驗、參與遊戲的動機、學習的動機、自我學習的能力、數理

的能力等特質，都可能在不同的情況下影響學習者對遊戲問題解決策略的選

擇，且經遊戲不斷的進行，各種因素綜合的不斷影響下，終而逐漸形成參與

者的逃避學習行為模式，或是不認真學習的行為模式。本實驗藉由紮根理論

歸納所獲得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如圖 5.50），可以具體的說明學習者在遊

戲中的行為模式，也可以解釋不良學習行為形成的原因。 

 

 

 

 

 

 

 

 

圖 5.50 本研究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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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者，如：小安，轉變其學習行為，雖然僅轉變成不認真的學習行為，

但至少開始會主動的閱讀教材，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又或如有部分學習者

因為第一次或數次在充電站有過失敗的充電經驗，而造成他轉而利用其他方

法來充電，因而產生逃避進入充電站的情形，如：小軒在第一次充電時誤以

自己的錢不夠，後來學會用買電池來充電，就再也沒有進入充電站充電了，

因而影響其在充電站的學習行為。也有學習者是因為失敗的充電經驗與較差

的學習能力相互影響所造成逃避學習的行為，如小芸及小秀，幾次在充電站

閱讀教材後，因為學習能力太差而仍舊無法解決充電問題，後來發現可以利

用太陽能充電後，就放棄透過充電站充電了，因而影響其主動學習知識以解

決充電問題的意願。或者，有人逃避學習的行為則純粹受遊戲動機太強所影

響，如有人不想花時間在充電站中學習的原因，是因為認為充電站會浪費時

間，會因而使遊戲成績落後別人，即遊戲求勝心太強所造成，如：小廷及小

安即屬於此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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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綜合討論 

本研究為了探討線上遊戲式學習的成效，首先進行了一個以量化研究為

主的初探實驗，在盡可能讓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都有相同的學習條件

下，比較遊戲式學習與傳統網頁式學習在幫助國小六年學生獨立學習有關電

能、電功率、及電費計算等知識的成效差異。實驗結果發現，遊戲式學習與

網頁式學習在知識測驗、近遷移測驗、及舊觀點的遠遷移測驗成績上都沒有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但在新觀點的遠遷移測驗上，遊戲式學習者的成績

顯著優於網頁式學習者。 

雖然，此實驗結果已初步證實在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相較下，遊戲

式學習是比較有成效的數位學習方式。但由於該實驗僅得知遊戲式學習在新

觀點的遠遷移測驗成績上是表現比較優異的，可是卻不清楚為何在知識測驗

與近遷移測驗都無法很明顯凸顯出遊戲式學習成效的情況下，遊戲式學習能

較有助於新觀點遠遷移的原因，甚至連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表

現的原因都無法釐清。 

因此，本研究又進行第二個實驗，目的即希望可以找到更明確支持第一

個實驗結果的理由與證據，也希望對第一個實驗所發現關於遊戲式學習在知

識測驗成效不明顯、或學習者會逃避學習等問題，再做更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於是第二個實驗採用質性為主的研究方法，對少數的遊戲式學習個案，從其

遊戲式學習開始到完成學習成效測驗之過程，作實地的觀察或訪談，以能深

入的了解遊戲式學習的行為，釐清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成效之

原因。 

結果，透過第二個實驗，歸納出知識程度、學習動機、及學習能力是影

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表現的主要原因，及遊戲式學習行為是影響

知識獲取與近遷移表現的主要原因，同時，也藉由紮根理論歸納出遊戲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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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行為的模式。因此，對於為何遊戲式學習有助於新觀點的遠遷移表現，及

為何遊戲式學習者有逃避學習的行為，有了進一步分析與探討的基礎。 

以下則根據實驗二的發現，重新再檢討初探實驗所發現遊戲式學習有助

於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並綜合兩次實驗的發現，對本研究所設計的線

上遊戲式學習之學習成效與學習的行為，作一些整合性的探討。 

 

壹、遊戲式學習有助於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原因探討 

根據本研究第二個實驗結果發現，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表現好

壞的原因，主要跟學習者具備的知識程度、解決問題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能力

有關。意即，初探實驗之所以發現遊戲式學習在新觀點遠遷移成效比網頁式

學習好的原因，可能是大部分的遊戲式學習者在知識獲取程度、學習動機、

及學習能力上比網頁式學習者要來得好所造成的。故以下分別探討初探實驗

中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在知識獲取、學習動機、及學習能力程度之

差異，以探討遊戲式學習有助於新觀點遠遷移的原因。 

一、知識獲取程度 

由於在初探實驗中，網頁式學習組的知識測驗平均成績為 62.9，略高於

遊戲式學習組的 60.0，且兩組間並沒有達統計之顯著差異（t=.322，p=.750），

似乎顯示初探實驗的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在知識獲取程度上是沒有

差異的。但是，根據實驗二的個案研究之發現，本研究所設計的知識測驗並

無法很正確的反應學習者的真正知識獲取情況，因為經訪談發現，某些知識

測驗滿分的學習者如小廷與小安，其實仍存在著一些錯誤的知識概念。且除

了小呈以外，其他個案真實的知識獲取情形其實都比知識測驗的表現還差，

意即，知識測驗的分數可能受到選擇題的猜測影響，最好的方法還是透過訪

談，才能瞭解真正的知識獲取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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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初探實驗所獲得的知識測驗成績，其實並不能正確地代表學者的

知識獲取程度，從訪談方能很正確的反應出學習者的知識獲取程度。可是，

本研究在初探實驗時並沒有對所有的參與者進行試後的訪談，該如何比較遊

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的知識獲取程度呢？根據實驗二的個案研究發

現，本研究所設計的近遷移測驗，其實比知識測驗更能反應出學習者的知識

獲取程度。因為學習者在知識測驗答錯的問題會在近遷移測驗中反應出來，

且從訪談才可能瞭解到的錯誤概念，也可以在學習者的近遷移作答中反應出

來，表示近遷移測驗能瞭解到知識測驗所無法測得的學習者知識獲取表現。

此原因應是，近遷移測驗屬於問答題，沒有猜測答案的問題，且近遷移測驗

的前兩題，正可以反應出學習者是否瞭解電功率與電能的概念，及是否能清

楚分辨電功率與電能的單位，第三到五題則可以反應出學習者是否對電費計

算有錯誤的觀念。 

同時，上述幾種有關電能、電功率、及電費知識概念，正是訪談時發現

學習者最容易搞錯的，也是學習者是否能看懂遠遷移問題之學習資源的關

鍵。因為，根據如表 5.8（191 頁）所示，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成績與近遷

移成績的相關，反而比其與知識測驗成績的相關還高，顯示學習者的近遷移

測驗成績，比知識測驗成績更能預測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測驗的表現。 

意即，本研究所設計的近遷移測驗，也能反應出學習者的知識獲取程度，

且效果比知識測驗更好。因為初探實驗中，遊戲式學習組的近遷移測驗平均

成績為 70.7，高於網頁式學習組的 60.1，故若以初探實驗的近遷移測驗成績

來表示學習者的知識獲取程度，便可以初步的顯示遊戲式學習組的平均知識

獲取程度是比網頁式學習組好的。 

或是若仔細的檢查初探實驗中每一位受試者在近遷移測驗的表現情形。

如前述，近遷移測驗的第一、二題的表現可代表學習者是否有正確的電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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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是否知道電功率與電能間的關係，及是否能分清楚電能與電功率的單

位。或從近遷移測驗的第三至第五題的表現，也可以看出學習者是否有如小

安與小孟所發生的電費計算錯誤觀念。故研究者以近遷移測驗第一題與第二

題的計算答案全對者，代表其瞭解電能與電功率間的關係；以第一題與第二

題的單位全對者，代表其能分清楚電能與電功率的單位；且以第三至第五題

有錯誤的算式及錯誤的答案者，來代比其有錯誤的電費計算觀念。再以此來

統計比較遊戲式學習組與網頁式學習組在此三類知識概念之答題情形，並以

卡方檢定的百分比同質性考驗（test of homogeneity of proportions）來分析人

數所佔比例上是否達顯著差異。統計分析情形如表 6.1 所示。 

表 6.1 實驗一中遊戲式學習組與網頁式學習組在知識獲取程度上之比較 
 遊戲式學習組 

（人數，佔百分比）

網頁式學習組 
（人數，佔百分比）

卡方檢定 
（χ2值, p 值） 

瞭解電能與電功率間的關係 9 人，64.3% 2 人，7.1% χ2=9.956, p=.002*
能分清楚電能與電功率的單位 2 人，14.3% 0 人，0% 不宜作卡方檢定 
有錯誤的電費計算觀念 6 人，42.9% 10 人，71.4% χ2=2.333, p=.127

*p<.05 

從表 6.1 中可以看到，網頁式學習者在計算近遷移測驗的第一題與第二題

時，無法全對的人數是較多的，只有 2 人全對，例如有人知道從電能與時間

求得電功率，但卻不知到如何從電功率與時間求得電能，且容易跟電費計算

的方法搞混，如發現有些人在近遷移測驗第二題犯了如實驗二中小安與小孟

所犯的錯誤，即將電功率轉換電能的問題是以度來計算，但卻搞錯時間單位

而計算錯誤。相對地，遊戲式學習者卻有 9 人全對，且兩者間經卡方檢定有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顯示遊戲式學習組與網頁式學習組在是否清楚電功

率與電能之間該如何相互轉換的人數比例上達統計的顯著差異。 

其次，從表 6.1 中可以發現，能分清楚近遷移測驗第一題與第二題的電功

率與電能單位者，兩組的人數都很少，顯示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都

有電能與電費單位搞混的情形，但由於預期的個數少於 5，不適合用卡方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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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無法比較兩者間是否有達顯著差異。 

再者，從表 6.1 中的電費計算觀念統計也可以發現，在近遷移測驗第三題

至第五題，有在答案或算式發生錯誤者，網頁式學習組的人數共有 10 人，而

遊戲式學習組有 6 人，顯示網頁式學習組有電費錯誤觀念的人數較多，但兩

者間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 

總括來說，不管從近遷移測驗的平均成績，或是從近遷移測驗的作答情

形，都明顯的反應出了，遊戲式學習組的知識獲取程度其實是比網頁式學習

組好的。 

 

二、學習動機 

由於初探實驗時，並沒有於試後瞭解學習者在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時

的學習動機，故並無法很確切的比較遊戲式學習組與網頁式學習組在解決新

觀點遠遷移問題時的學習動機差異情形。但在實驗二的個案研究中發現，學

習者在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時的學習動機，跟學習者在遊戲式學習過程中

的學習動機是有關的，即若學習者在遊戲式學習活動過程有很高的學習動

機，其在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的學習動機就不會太差，反之亦然。所以，

我們可以試著以學習者在參與遊戲式學習或網頁式學習時的學習動機，來代

表學習者在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時的學習動機。 

    本研究在初探實驗時，為了瞭解研究對象對於參與數位學習活動的感

受，曾參考 Mcauley, Duncan, 及 Tammen（1989）的內在動機量表，自行編

製一份學習滿意度的量表，共 9 題，採 Likert 的五點量表形式，內部一致性

係數為 0.89。當初是在遊戲式與網頁式學習活動結束與學習成效測驗後，讓

所有學習者填寫此學習滿意度的調查問卷。為了進行統計的分析，將此五點

量表以分數來表示，選擇非常同意選項給 5 分、同意給 4 分、無意見給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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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意給 2 分、非常不同意以給 1 分。表 6.2 是遊戲式與網頁式學習者在各題

的平均得分及兩組得分的 t 檢定分析。 

表 6.2 初探實驗之學習滿意度調查結果 
題目 

(遊戲式學習的題目/網頁式學習的題目) 

遊戲式學習

(平均分數)

網頁式學習 

(平均分數) 

差異性 

(t 值,p 值) 

1.我覺得這個（線上遊戲/網路學習活動）很好玩 3.71 3.86 t=.447, p=.658

2.我很喜歡這種(邊玩遊戲邊學習/學習)的方式 3.50 4.14 t=1.883, p=.071

3.我對(遊戲中的/這個網路)學習教材很感興趣 3.07 3.50 t=1.347, p=.190

4.我完全能瞭解(遊戲中/這個網路)學習教材的內容 3.50 3.57 t=.193, p=.848

5.透過此活動讓我瞭解到電的相關知識 3.93 3.93 t=.000, p=1.000

6.透過此活動讓我瞭解到能源的相關知識 4.00 4.29 t=.888, p=.383

7.透過此活動讓我瞭解到電費的計算方法 3.50 3.57 t=.163, p=.872

8.透過此活動讓我瞭解到省電方法 4.00 4.29 t=.844, p=.406

9.透過此活動讓我瞭解到節約能源的重要 4.29 4.50 t=.822, p=.418

 

結果顯示，經統計的分析比較後，兩組對於此學活動的喜好及感受並沒

有顯著的差異。且除了第 5 題外，網頁式學習的每題平均得分都比遊戲式學

習來的高，表示學生對於透過網頁教材來自我學習並不感到排斥，反而比透

過遊戲來學習更有正向的態度。而除了第 6、8、9 等題外，平均分數都在 4

以下，似乎表示本研究初探實驗所設計的學習活動並不理想，但是，由於本

研究初探實驗的樣本人數較少，滿意度量表的各題平均分數極可能會受到少

數極端值的影響，所以，整體看來，大多數問題的平均分數都在 3.5 以上，表

示所有學習者在參與此兩種數位學習活動後大都持正向的看法。 

特別是在有關是否透過此活動瞭解到電的相關知識、能源的相關知識、

省電的方法、及節約能源的重要等問題上（第 5、6、8、9 題），平均都有很

正向的態度，表示本研究所設計的兩種學習活動，確實有達到希望學生藉此

活動體會省電與節能的重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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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但若從學習者在第 4 與第 7 題的反應上來看，可顯示出雖然大部

分人表示學到電與能源之相關知識，但仍有部分人無法理解所有的學習教材

知識，如電費的計算方法，並非大多數人都能完全瞭解。這也即為何在初探

實驗時兩組學習者的知識測驗成績都不高原因。 

至於是什麼原因，讓部分學習者認為無法理解部分學習教材，除了可能

是因為本研究所設定的學習教材過難外，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本研究設計的學

習環境無法完全有效引發學習動機所造成。因為從前三題的結果來看，似乎

顯示本研究所設計的學習活動，雖然好玩但並無法很有效引發學習動機，如

遊戲式學習者似乎並沒有特別喜歡邊玩邊學習的方式，也沒有因為遊戲而對

學習教材感興趣，或如網頁式學習者雖然有多數人喜歡該學習方式，但仍有

部分人對學習教材不感興趣。 

而此調查結果正可以呼應在初探實驗所發現遊戲式學習者會有逃避學習

的現象，因為從滿意度調查情形，確實發現有部分遊戲式學習者是較重視遊

戲的可玩性而排斥學習的部分，不喜歡在遊戲的過程中還需要學習之遊戲方

式。同時，此調查結果也正可以呼應在初探實驗所發現，網頁式學習者會有

喜歡花時間在評量互動區而不喜歡閱讀網頁教材的現象，因為從滿意度調查

情形，確實發現了大部分網頁式學習者喜歡該學習活動，卻不喜歡學習教材。 

因此，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對於學習教材的感興趣程度上都不

高，且未達顯著差異，即在提升學習的動機上仍有待改進。但由此結果也可

根據實驗二的結果作假設性的推斷，即遊戲式學習組與網頁式學習組在解決

新觀點遠遷移問題時的學習動機應該也是沒有很明顯的差異的。 

 

三、學習能力 

由於本研究在初探實驗的研究對象，是藉由學習者的數學程度篩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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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遊戲式學習組與網頁式學習組在數學的程度上是沒有顯著差異的（t=.242, 

p=.811）。意即，在有關學習者的學習能力方面，可以確定的是，遊戲式學習

組與網頁式學習組在數學先備能力上是沒有差異的。至於當時兩組的學習者

是否有學習領悟力或變通力等學習能力上的差異，則已無從比較，有待未來

進一步的研究。 

因此，藉由以上有關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在知識獲取程度、學

習動機、及學習能力上之比較與探討，較具體的發現是，遊戲式學習者的平

均知識獲取程度是比網頁式學習者好的，其餘有關學習動機與學習能力並沒

有找到兩者差異的證據。換句話說，本研究初探實驗所發現遊戲式學習有助

於新觀點遠遷移的原因，極可能是因為學習者在接受玩遊戲式學習後，比網

頁式學習者學到了更正確的電相關知識概念所造成。至於是否因為遊戲學習

而提升了學習者在學習領悟力、變通力、或是後設認知等的能力，則有待未

來進一步研究。 

 

貳、遊戲式學習在知識獲取成效上不明顯的原因探討 

從以上有關遊戲式學習有助於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探討中已發現到，事

實上在初探的實驗中，遊戲式學習者的平均知識獲取程度是比網頁式學習者

高的，因而在初探實驗的研究結果，認為遊戲式學習在知識獲取成效上不明

顯是有問題的。初探實驗之所以在當時認為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在

知識獲取成效上沒有明顯的差異，主要原因是因為初探實驗僅以知識測驗來

作為學習者知識獲取的情形。由於在實驗二中發現，本研究所設計的知識測

驗並無法完全反應出學習者的知識獲取情形，反而是透過訪談或近遷移測驗

才更能反應出學習者的知識獲取成效，因而才會造成有關初探實驗認為遊戲

式學習的知識獲取成效不明顯的情況發生。所以，藉由實驗二的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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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找到初探實驗之所以認為遊戲式學習在知識獲取成效不明顯的主要原

因，即因為知識測驗成績無法完全反應出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的真

正知識獲取情形所造成。 

其次，初探實驗會產生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在知識測驗成績沒有明

顯差異的另一個原因，可能跟初探實驗的遊戲式學習系統設計有缺點也有關

連。因為透過實驗二的研究發現，知識測驗成績基本上跟學習者能否成功反

覆解決遊戲的機智問答有關，但在初探實驗時並沒有提供機智考驗的提示教

材，只在學習者答錯時提供部分提示，加上初探實驗的學習者都不會主動連

結網頁式的教材，造成大部分學習者主要都用藉由猜測或記憶答案的方法來

漸漸熟習機智考驗的問題。所以，實驗二時研究者曾針對機智考驗站的設計

作改良，在機智考驗時提供提示教材，讓學習者能有先學習知識再解決問題

的機會，並修改遊戲機制，讓答錯機智考驗的參與者無法繼續進行遊戲，設

法減少學習者利用錯誤嘗試來學習的情形。 

表 6.3 顯示實驗二與實驗一在知識測驗成績上之比較。可以發現，實驗二

學習者在知識測驗的平均成績為 72.5，高於實驗一遊戲式學習組的 60.0，也

高於實驗一網頁式學習組的 62.9。此研究結果可表示修正後的遊戲式學習系

統，似乎已提升了學習者在知識測驗上的表現。但由於兩次的實驗分屬不同

的研究對象，雖然都同為六年的學生，也同樣學過數學課程比值的單元，仍

不宜進行統計上的考驗，確切的成績差異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表 6.3 兩個實驗學習者的知識測驗與學習遷移測驗成績統計比較 
 遊戲式學習(n=8) 

實驗二 
遊戲式學習(n=14)

實驗一 
網頁式學習(n=14)

實驗一 
 平均分數 標準差 平均分數 標準差 平均分數 標準差

知識測驗 72.5 28.16 60.0 27.2 62.9 19.0 
近遷移測驗 74.5 30.50 70.7 33.0 60.1 25.4 
遠遷移測驗（舊觀點） 0.63 1.77 0.71 1.82 0.21 0.80 

雖然此結果似乎顯示，經修正的遊戲式學習環境，對於學習者熟練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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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的題目是幫助的，即表示初探實驗之所以產生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

在知識測驗成績沒有明顯差異的原因，可能跟遊戲式學習系統設計不佳有

關。但若根據表 6.3 中的近遷移成績比較，及實驗二透過訪談得到學習者實際

的知識獲取成效來看，學習者在真正的知識獲取程度上，跟實驗一的遊戲式

學習組比較其實是差不多的。因為我們已經知道，近遷移成績可以反應出知

識獲取的程度，而實驗一與實驗二的近遷移成績差距不大，且經實驗二實際

的訪談發現，學習者在實際的知識概念獲取上仍然與實驗一的學習者一樣有

著三大問題：（1）有電能與電功率單位混淆的現象，即將電功率的單位也歸

為電能的單位；（2）沒有弄清楚電功率的概念，即沒有清楚瞭解電能、電功

率、及時間三者的關係；（3）將電能計算與電費計算的方法搞混，即將電費

以秒計算，或不管時間的單位。表示本研在修正遊戲式學習系統來幫助提升

知識獲取成效上，仍有努力改進的空間。 

 

參、遊戲式學習在學習行為表現不佳的原因探討 

本研究在實驗一時發現，學習者在遊戲時會有不曾閱讀網頁式教材、高

遊戲而低學習成效類型者會善用遊戲技巧而逃避學習的行為、及多數學習者

會利用猜測的方式來回答機智問題等行為發生，因而實驗二曾針對這些問題

改進遊戲的設計，以瞭解不同的遊戲設計，能否改進學習者不佳的學習行為。 

為了改善學習者在遊戲中不會主動離開遊戲去閱讀學習教材的習慣，實

驗二嘗試將需要學習者學習的知識教材放在他們容易看到的地方，如放在遊

戲的充電站裡，方便學習者在進行充電時可以直接查詢與閱讀；或放在機智

考驗站裡，方便學習者在回答機智問答時，可以直接閱讀該問題的相關提示

教材，嘗試以此改變學習者利用猜測來回答問題的行為。 

實驗結果發現，此遊戲設計的改變，確實有增加了學習者在遊戲中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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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學習新知識再解決遊戲問題的機率，如：小呈、小孟、或小秀等個案，會

為了解決遊戲的機車充電問題，認真的在充電站中閱讀學習教材，或是小廷、

小軒、小孟、小芸、小秀等也都偶爾會在回答機智考驗時先閱讀提示的教材。

但是，經實地的觀察，學習者在遊戲過程中不主動學習新知識的行為仍然普

遍存在。如當學習者在遊戲中首次遇到機智考驗或充電問題的考驗時，多數

都堅持不看充電站的教材或不看機智問答的提示，像小廷一開始在充電站只

想用自己的方法或亂猜的方式來充電，或幾乎八位個案一開始在機智問答中

都喜歡用猜測的方式來回答問題，寧願採用錯誤嘗試與記憶答案的方式來學

習也不願閱讀提示的教材。 

尤其是當遊戲的挑戰能夠有其他的解決方法時，學習者更不會主動去學

習知識。如經觀察，多數個案在遊戲中雖然第一次會因為機車沒電而急著想

進入充電站中充電，但是當他（她）後來發現遊戲系統會幫機車在完全沒電

時補充少許的電量，或當他（她）發現可以購買電池來補充機車電量時，便

更加深了他們不想花時間學習知識以理解充電站問題的決心，使得當初只是

為了協助學習者能得到少許電量後以方便到充電站充電的美意，成為他們仰

賴或逃避學習的一個理由。或如為了減少學習者在機智考驗站猜測的行為，

本實驗特地將機智考驗改為必須答對才能過關、且答對與答錯會影響遊戲道

具使用的積分之機制，但因為機智問答都屬於選擇題的方式，所以，除了小

廷、小軒等個案，會因為重視成績而開始閱讀問題的提示教材，其餘如小安、

小鑫等個案還是喜歡用猜的方式去回答問題，小安更是因而發展出多種逃避

學習的行為，直到當本實驗在第五週時將機智考驗站改成填充題的形式，才

迫使一些不願意主動學習的個案，勉強地去閱讀教材。 

然而，提高遊戲的難度，雖可迫使學習者主動的去學習知識以解決問題，

但也可能因此而降低其參與遊戲的興趣，或影響學習能力較差者的遊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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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或甚至有些人在有了成功的解決問題經驗後，又持續發展出其他逃避學

習的行為。例如，實驗二將機智考驗改為填充題後，雖然可以抑制遊戲參與

者不再藉由隨意猜測或從錯誤中學習來解決問題的行為，但也衍生出一些問

題，如：小安、小軒與小鑫等人都曾因為被困在機智考驗站中而在遊戲過程

表示不悅；小安更因為遊戲的修改而造成遊戲名次的下降，因而出現遊戲興

致低落及在心得感想持續表達抱怨的現象；小鑫則是因為學習能力太差，始

終無法獨自解決該問題；另外，如小軒在解決了此填充題式的機智考驗後，

竟然從原先的利用紙筆計算電費問題，轉為開始將回答過問題的答案記錄在

紙上，原因竟是為了下次再遇到同樣問題時，可以逃避學習，不需再進行數

學上的運算。 

所以，既使經過修正的遊戲式學習系統，仍舊無法杜絕學習者在遊戲式

學習裡的不認真或逃避學習行為，甚至如上之描述，當研究者不斷地根據學

習者不願意主動學習的現象，一再地修改系統，學習者仍舊會不斷衍生出不

同的逃避學習行為。但是，根據實驗二的個案研究觀察，及藉由紮根理論的

研究分析後，已可大致瞭解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學習行為表現不佳的原因，如

圖 6.1 是實驗二根據各種質性資料所歸納出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從這個圖

中，可以讓人理解為何學習者仍會不斷有逃避學習的行為發生。 

 

 

 

 

 

 

 
圖 6.1 本研究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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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此模式，具體來說，遊戲的挑戰、動機、學習能力、及遊戲經驗等

四項因素，是影響學習者在遊戲式學習環境中產生逃避或不適切學習行為之

主要原因。同時，遊戲的挑戰扮演著最主要的角色，學習者的動機、學習能

力、及遊戲經驗則依照不同的遊戲挑戰去影響學習行為。例如，若遊戲挑戰

的難度設定的太低，學習能力較好的學習者，會有很高的遊戲動機，但卻可

能無法引發學習者主動或認真的學習行為，例如在遊戲中採選擇題式的機智

問答，即會有此現象；若遊戲挑戰的難度設定太高，會影響學習能力較差者

的遊戲進行，也會影響多數人參與遊戲的動機，因而影響主動學習的意願，

例如在遊戲中採用填充題式的問題時，即可能如此；或若遊戲的問題變化性

不大，學習者在發現問題的解決方法，及逐漸熟練而形成特定的遊戲經驗後，

則可能會忽略更深入問題的相關知識，或是發展出可以不用學習的解決問題

方法，例如在遊戲中一直採用同一種電功率的充電站，或一直採用同類型的

電費計算機智問題，即可能會發生此現象。 

因此，如何設計遊戲的問題挑戰，讓有著不同動機、不同學習能力、及

不同遊戲經驗的遊戲式學習者，能在參與遊戲過程中玩得盡興且不斷地主動

學習，其實並不是那麼容易的事。換句話說，在數位遊戲式學習的環境中，

逃避學習的行為其實不容易避免。過去如 Magnussen 及 Misfeldt（2004）在探

討有關教育的多人遊戲中也發現，學習者在進行遊戲的過程中，會出現逃避

數學運算的學習程序。也有學者曾提到學習者在教育遊戲的行為跟遊戲設計

者所預期的是有差距的，E-GEM（Electronic Game for Education in Math and 

Science）的資深研究者 Klawe（2000），曾在公開演講有關有效設計與使用教

育的電腦遊戲時提到，目前教育軟體共通的問題是學生的注意力及學習方式

沒有按照設計者意思進行（引自 Jenson & de Castell, 2002）。 

如經實驗二的實際觀察遊戲式學者行為後發現，原本研究者所希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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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的遊戲模式變成如圖 6.2 所示，即多數的學習者都將注意力集中在為了不

斷地與他人競爭的外送食物之遊戲歷程上，而經常會忽略或是不願意花太多

時間在處理外送食物以外的問題上，如多數學生都不願意花時間去充電站充

電，或不願意在收費站停留太久，只希望快點回到外任食物的遊戲主要目的

上，以致於研究者所設計希望藉由機車充電與機智問答考驗來引發學習的機

制不如預期，學生的注意力並沒有在電相關知識的學習上。 

 

 

 

 

 

 

 

 

 

 

 
圖 6.2 超級外送王遊戲參與者之實際遊戲模式 

 

總括來說，經過本研究兩次實驗的結果，及過去一些研究的支持，可證

明本研究所發現遊戲式學習者會有逃避學習的行為，應不是特例。至於如何

提升超級外送王遊戲參與者在學習知識上的注意力，或許改變遊戲的類型，

如改為內在遊戲或非競爭性遊戲，或是適性的調整遊戲的問題難度，讓有不

動機、學習能力、及遊戲經驗者，都能適時的將注意力放在學習上，是未來

可以努力嘗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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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文獻的探討與電腦軟體程式的設計，建置一個以學習電相關

知識為主的教育性線上遊戲，並藉由量化與質化的實驗，深入研究分析遊戲

式學習與一般網頁式學習在知識獲取與學習遷移成效上的差異。本章茲根據

研究成果與發現歸納出結論，及提陳具體建議以供未來進一步研究的參考。 

第一節 結論 

以下分別根據本研究之目的，歸納所獲得的重要研究成果與發現。 

壹、本研究依相關理論建置一個適合國小學生學習省電與節能等相關知

識之線上遊戲式學習環境 

本研究為了探討遊戲式學習的成效，參考了 Garris 等（2002）的遊戲式

學習模式，並按照 Prensky（2001）的教育性遊戲設計程序，設計與開發完成

一個小型的教育性線上遊戲-「超級外送王」。此遊戲屬於競爭性的線上遊戲，

參與者在遊戲中扮演快餐店的外送員，騎乘電動機車在城市中不斷地接受外

送食物的任務，參與者透過網路與其他上線者競爭，看誰能不斷解決機車沒

電及路上的機智考驗問題，完成最多的任務，便能贏得最後的勝利。 

本研究利用此遊戲所營造的能源危機劇情，及遊戲過程機車會不斷耗電

的情況，讓參與者體會省電的重要。同時，透過遊戲中各種跟電有關的道具

與場景，如：機車的電池、馬達、充電站等，讓參與者不斷接觸跟電有關的

知識。最重要的是，遊戲藉由讓參與者必須不斷完成外送任務、不斷解決充

電及機智考驗等問題挑戰，來形成一個如 Garris 等（2002）遊戲式學習模式

中不斷讓學習者判斷、學習者執行、及系統回饋的學習循環，來促使參與者

學習能源、電功率、及電費計算等知識。因此，如圖 7.1 所示，即本研究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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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國小學生能透過遊戲來學習省電與節能等相關知識，參考 Garris 等（2002）

的遊戲式學習模式所規劃設計而成的線上遊戲式學習模式。 

 

 

 

 

 

 

圖 7.1 本研究之線上遊戲式學習模式 

資料來源：修改至 Garris, Ahlers, 及 Diskell （2002） 

同時，本研究所設計的線上遊戲，在整合學習內容與遊戲特性上，是參

考了 Prensky（2001）的教育遊戲設計程序，選擇其所建議適合本研究學習內

容的任務式學習（task-based learning）與反覆練習（drill and practice）的互動

學習方法，結合適合學習內容與時下年輕人所喜愛的競爭性角色扮演遊戲，

並使所設計而成的遊戲能符合 Prensky（2001）所建議的八種學習遊戲類型，

及如孔令芳、蔣鏡明（1997）及葉思義、宋昀璐（2004）等人所建議角色扮

演遊戲所應達成的遊戲特色。所以，從理論層面上，本研究所設計的遊戲式

學習環境，已實踐相關遊戲式學習理論與設計方法之要求。 

而在娛樂層面上，根據初探實驗藉由使用滿意度量表來調查學生對此遊

戲的喜好程度（如表 6.2 所示），結果是大部分同意此遊戲是很好玩的，及根

據實驗二藉由觀察個案的遊戲式學習行為與個案每次所留下的心得感想記

錄，也可以發現大多有很高的遊戲動機，甚至有人覺得此遊戲超好玩，希望

回家也可以繼續完此遊戲（如表 5.6 所示）。顯示此遊戲所提供的玩樂部分，

應該能讓多數人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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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從學習層面來看，大部分的遊戲式學習者同意透過此遊戲使其瞭解到

節約能源的重要，也瞭解到省電與節能的知識及方法（如表 6.2 所示）。同時，

透過兩次實驗分析，也證明遊戲式學習者的知識獲取表現確實比網頁式學習

者好。但是，根據兩次實驗的結果也發現，多數人對於此遊戲所提供的學習

教材並不特別有興趣，且大都有不想花時間學習新知識，或會利用遊戲技巧、

猜測等來解決問題之逃避學習行為發生，此外，經遊戲式學習後都會有一些

不正確的知識概念。顯示此遊戲想引發學生學習的功能並不受到歡迎，且學

習成效仍有待加強，即此遊戲的主要目的雖有部分達成但仍有改進空間。 

因此，本研究從實際設計開發遊戲到評估學習行為與成效的過程，終能

體會 Prensky（2001）所認為遊戲與學習元素相結合是一種極具挑戰性的藝術

之論點。即若要讓學習者感覺像是在玩遊戲，又能不知不覺的學到本研究所

希望學習者學會的電功率、電費等知識或計算概念的話，並不是一件容易的

事。同時，本研究從初探實驗到個案研究的發現，及經不斷地調整遊戲設計

過程中，體認到如何適當的設計與調配遊戲的難度，讓有不同學習能力、學

習動機、及遊戲經驗的學習者，都願意主動透過遊戲來學習，是數位遊戲式

學習設計必須首要面對的難題，也是本研究所設計之遊戲需持續改進的方向。 
 

貳、本研究所設計的線上遊戲式學習環境比傳統的網頁式學習更有助於

知識獲取與進行新觀點的學習遷移 

本研究為了探討過去有關遊戲式學習在知識學習成效上之不確定性

（Gunter et al., 2007; Hays, 2005; O’Neil et al., 2005），所以特別建置一個與本

研究遊戲式學習環境有相同學習目標、學習教材、任務式學習引導策略等條

件的傳統多媒體網頁式學習環境，來比較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在知識獲

取成效上的差異。同時，亦嘗試採用新舊不同的學習遷移觀點，比較遊戲式

學習與網頁式學習在學習遷移上的成效差異，希望為遊戲式學習在有關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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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上找出更明確的證據。 

實驗結果發現：（1）雖然初步實驗發現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在知識

測驗成績上沒有顯著差異，但經深入研究發現遊戲式學習的知識獲取表現比

網頁式學習好；（2）遊戲式學習者的近遷移成績明顯高於網頁式學習者，但

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3）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學習者在舊觀點遠遷移遷

移測驗表現上皆不佳；（4）遊戲式學習者的新觀點遠遷移測驗成績顯著高於

網頁式學習者。意即，本研究所設計的線上遊戲式學習環境比傳統的網頁式

學習更有助於知識獲取與進行新觀點的學習遷移，茲將上述四點研究發現分

述如下： 

一、 雖然初步實驗發現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在知識測驗成績上沒有顯著

差異，但經深入研究發現遊戲式學習的知識獲取情形比網頁式學習好 

本研究在初探實驗時，為了探討遊戲式學習的知識獲取成效，採用選擇

題的知識測驗，來比較學習者在參與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後的知識記憶

與理解的差異情形。結果發現網頁式學習組的平均成績為 62.9，略高於遊戲

式學習組的 60.0，但兩組間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t=.322，p=.750）。 

此測驗結果雖符合過去一些認為遊戲式學習成效不明顯的研究結果或論

述（Gunter et al., 2007; Kuo, 2007; O’Neil et al., 2005），但本研究經實驗二的個

案研究發現，因研究所採用的知識測驗屬於選擇題，且測驗題數僅五題，經

訪談可發現，學習者真實的知識獲取情形與知識測驗的成績並不相符，即透

過此知識測驗並無法完全反應學習者真實的知識獲取情形，故若以知識測驗

成績來比較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的知識獲取程度並不適切。 

經實驗二深入瞭解每位研究個案的真正知識獲取成效後發現，反而是本

研究為了探討學習遷移成效時所採用的近遷移測驗，較不受猜題的影響，且

能直接從測驗的答題情形中，瞭解到學習者是否瞭解電能與電功率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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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分辨電能與電功率的單位、及能否計算電費的問題，反應出比知識測驗

更多且更正確的知識獲取程度。故若比較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的近遷移

測驗成績，可發現遊戲式學習組的平均成績明顯比網頁式學習組高；或若更

深入比較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者的近遷移測驗答題表現（如表 6.1），可

發現遊戲式學習者能瞭解電能與電功率關係的人數是比網頁式學習者多的，

且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χ2=9.956，p=.002），而有錯誤的電費計算觀念的人

數也比網頁式學習者少。 

此結果顯示，雖然從知識測驗成績上無法看出學習者在知識獲取成效上

的差異，但從近遷移測驗的表現上，則發現遊戲式學習者的平均成績較高，

且在測驗中所犯的知識概念錯誤是明顯比網頁式學習者少的，意即，遊戲式

學習者的知識獲取程度應是比網頁式學習者為佳。 

 

二、 遊戲式學習者的近遷移成績高於網頁式學習者，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

異 

本研究為了探討遊戲式學習的學習成效，也採用了學習遷移的觀點，來

瞭解學習者在學習後，將所獲取的知識應用到新問題情境上的表現情形。由

於學習遷移常視新問題情境與舊學習情境間的相似程度，區分成近遷移（near 

transfer）與遠遷移（far transfer）（Perkins & Salomon, 1994），所以，本研究

在初探實驗時，為了比較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的近遷移成效差異，根據

近遷移的定義（Gick & Holyoak, 1987; Gielen, 1995; Shank, 2004; Tannenbaum 

& Yukl,1992），設計了五題近遷移的測驗問題，測驗的內容是以在遊戲式與網

頁式學習活動任務中，一再要學生解決的電功率與電費計算之類似問題為

主，如在遊戲中的充電站及機智考驗站，或是網頁學習的線上測驗及學習單

中，都一再出現要學生利用電器的功率及使用的時間，去解決所耗費的電能



- 245 - 

或電費等簡單之計算問題。 

實驗結果發現，遊戲式學習組的近遷移測驗平均成績為 70.7，高於網頁

式學習組的 60.1，但以學習者學前的速率單元數學成績為共變數進行共變數

分析（ANCOVA）後發現，兩組之間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F=.824，

p=.373）。顯示接受遊戲式學習的學生，當其將所學的知識應用在解決過去曾

遭遇過相似情境問題上，整體的平均表現有比接受網頁式學習的學習者好，

但並沒有達到統計分析上的明顯差異。 

若將五題近遷移的問題，依據問題測驗的主題分類來比較，會發現如表

6.1 所示，遊戲式學習者在近遷移測驗前兩個問題計算答案全對者的人數，顯

著高於網頁式學習者（χ2=9.956，p=.002），而後三題全數答對者的比例，也

是遊戲式學習者高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表示遊戲式學習者在近遷移的

表現上，有關電功率的問題解決，是顯著比網頁式學習者好，但有關電費的

問題則遊戲式學習者表現較好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因此，遊戲式學習

與網頁式學習在整體的近遷移測驗成績上無法達到統計上顯著差異的原因，

可能是兩組在有關解決電費問題的表現沒有較明顯的差異所造成。同時，由

於本研究初探實驗的各組實驗人數僅 14 人，也會因而提高了統計上顯著差異

分析的門檻。故有關遊戲式學習的近遷移成效，其實需要在未來採更多的樣

本人數作進一步的研究。 

 

三、 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學習者在舊觀點的遠遷移表現上皆不佳 

由於過去有關遠遷移的研究結果一直存在著爭議與不確定性（Detterman, 

1993），於是近來已發展出不同觀點的遠遷移評量方法。本研究為了能更確實

的瞭解遊戲式學習的遠遷移成效，故同時採用了新舊不同觀點的遠遷移評量

方法，來比較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在遠遷移表現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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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觀點的遠遷移評量上，本研究根據遠遷移的定義（Gick & Holyoak, 

1987; Gielen, 1995; Shank, 2004; Tannenbaum & Yukl,1992），設計了兩題的遠

遷移測驗問題，測驗內容是要學習者應用在遊戲中或網頁中學到的電費計算

概念，去解決其從未遭遇過的較複雜的電費計算問題及實際生活中的電費單

問題。同時，根據舊觀點的遠遷移研究典範（Bransford & Schwartz, 1999），

本研究在實施舊觀點的遠遷移測驗時，採用「隔離的問題解決（sequestered 

problem solving, SPS）」，即讓所有學習者在沒有任何學習參考資於的情況下，

去解決此兩題遠遷移的問題。 

本研究以每一題的遠遷移問題完全正確給 5 分，本質上正確但計算錯誤

給 3 分，其餘給 0 分的標準來計分。研究結果發現，遊戲式學習組的平均分

數為 0.71，網頁式學習組為 0.21，且經 t 檢定後，兩組分數並沒有達到統計

上的顯著差異（t=.943，p=.358）。顯示不管是遊戲式學習或網頁式學習，大

部分的學習者都無法在毫無學習資源的情況下，成功解決其所未曾遭遇過的

新問題，即絕大部分學習者在舊觀點的遠遷移測驗表現上都不佳。但遊戲式

學習組有兩位學習者能成功的解決第一題較複雜的燈泡壽命比較問題，而網

頁式學習者僅一人能作對半題有關電費單的問題，表示遊戲式學習者的表現

還是有稍微比網頁式學習者佳。 

此研究結果與過去一些找不到遠遷移證據的研究一樣（Detterman, 

1993），但由於此種舊典範的遠遷移評量方法，一直存在著爭議，所以是否能

以此成績來代表學習者的遠遷移表現，其實仍有待未來進一步研究與確認。

但至少我們可以從此結果知道，在舊觀點的遠遷移測驗表現上是無法明顯區

別出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差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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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遊戲式學習者的新觀點遠遷移測驗成績顯著優於網頁式學習者 

Bransford 及 Schwartz（1999）針對過去學習遷移研究的爭議，提出另一

種學習遷移的觀點，強調所謂「為未來學習準備（preparation for future learning, 

PFL）」的新觀點，認為學習遷移不應該評量學習者能否在毫無支援的情境下，

解決新問題的能力，而是該檢驗學習者在有學習資源的環境下，如何應用所

學先學習再去解決新問題的能力。或如 Schwartz 等（2005）所認為學習遷移

應包含「向外遷移（transfer out）」與「向內遷移（transfer in）」，學習遷移的

評量不應像舊觀點的學習遷移評量一樣，僅重視學習者向外遷移的表現，也

應重視向內遷移的表現。所以，本研究在學習者接受完舊觀點的遠遷移測驗

後，接著實施 Bransford 及 Schwartz（1999）觀點的遠遷移測驗，以試探遊戲

式學習的成效，及新舊不同學習遷移觀點的差異。 

在新觀點的遠遷移評量上，本研究採用與舊觀點遠遷移測驗一樣的題目

與評分標準，同時，參考了 Schwartz 及 Martin（2004）在實施新觀點遠遷移

評量時的學習資源設計方法，提供一份有關兩題遠遷移測驗問題的學習資

源，供作學習者解題時的參考。研究結果發現，遊戲式學習組在新觀點的遠

遷移測驗平均分數為 6.79，網頁式學習組為 4.29，且兩者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差異（t=2.079，p=.048）。顯示兩組在有學習資源的情況下，學習遷移的表現

都變好了，且遊戲式學習者的分數進步較多，整體表現明顯比網頁式學習者

好。 

此研究結果與 Schwartz 和 Martin（2004）的研究一致，即採用新的學習

遷移評量方法，會比傳統的評量方法更能顯示出某種學習活動的成效。因為

當本研究採舊的學習遷移觀點時，很難區別出遊戲式學習與網頁式學習的遠

遷移表現差異，但是當採用新的學習遷移觀點時，便明顯的顯示出遊戲式學

習與網頁式學習在遠遷移測驗表現上的差異。姑且不論何種觀點的學習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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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量方法才能正確的表示學習者的遠遷移能力，至少從新觀點的遠遷移測驗

結果可發現，接受遊戲式學習的學習者在面對從未遭遇過的新情境問題時，

能比網頁式學習者更有效的、更有能力的在短時間內學習以前所沒有教導過

的問題，建構新的知識，進而更正確的解決問題。 

 

參、遊戲式學習者的知識獲取程度較好，是遊戲式學習比網頁式學習更

有助於新觀點遠遷移表現的主要原因，而學習者的知識獲取程度、

學習能力、及學習動機是影響新觀點遠遷移表現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經初探實驗後，雖發現遊戲式學習在新觀點的遠遷移測驗成績顯

著比網頁式學習好，但卻無法很明確的釐清其真正原因。所以，本研究在初

探實驗後又進行了一個遊戲式學習的個案的研究，藉由實際觀察學習者的遊

戲式學習過程，及深入訪談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問題的解題歷程，來歸納

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成績好壞的原因，之後再去分析初探實驗

時遊戲式學習在新觀點遷移表現比網頁式學習好的原因。研究結果發現：（1）

學習者的知識獲取程度、學習能力、及學習動機是影響新觀點遠遷移表現的

關鍵因素；（2）遊戲式學習者的知識獲取程度較好，是遊戲式學習比網頁式

學習更有助於新觀點遠遷移表現的主要原因。茲將上述兩項研究發現分述如

下： 

一、學習者的知識獲取程度、學習能力、及學習動機是影響新觀點遠遷移表

現的關鍵因素 

根據實驗二的研究成果發現，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測驗時，能

否看懂學習資源，或說是能否展現較好的向內遷移能力，成為其表現好壞的

關鍵。而學習者能否展現較好的向內遷移能力，經歸納與學習者在學習後的

知識獲取程度、天生的學習能力、及解決問題時的學習動機等三項因素最有



- 249 - 

關連。 

首先，因為經個案研究中發現，在遊戲式學習後知識獲取程度比較差的

學習者，如小鑫、小芸、及小秀三人，會因為看不懂學習資源中有關電費計

算的算式，而無法解決第一題有關電費計算的遠遷移問題，但知識獲取程度

較好的學習者，如小呈、小廷、小孟等人，則可以在參考完學習資源後，成

功解決第一題的遠遷移問題。或以個案的知識測驗成績與近遷移成績來跟新

觀點遠遷移測驗成績進行相關分析後（如表 5.8），也可發現知識測驗與近遷

移測驗的成績跟新觀點的遠遷移測驗成績有很高的相關（分別為 r=.651，

r=.860），甚至近遷移成績與新觀點遠遷移測驗成績的相關還達統計上的顯著

（p<.05）。表示學習者從遊戲中所獲取的知識程度，會影響其在新觀點遠遷

移測上的表現。 

其次，透過個案研究發現，在遊戲中展現出較好的學習能力、遊戲技巧、

及遊戲變通力者，或是天生有較好的數理能力或學習領悟力者，如小呈、小

廷、小安等人，較能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完全理解學習資源的說明或知識，

看懂第二題遠遷移測驗問題中如何計算流動電費的方法，進而成功解決第二

題遠遷移測驗的問題。相對地，有較差遊戲技巧者、或天生有較差學習能力

者，則會因為無法完全理解學習資源中如何計算第二題遠遷移問題的方法，

而無法成功解題。此外，從所有個案的數理成績與新觀點的遠遷移測驗成績

進行相關分析後（如表 5.9），也可證明學習者的數理能力與新觀點遠遷移表

現是有很高的相關的（r=.883, p<.05）。即學習者的學習領悟力、獨創力、變

通力等能力會影響新觀點的遠遷移表現。 

再者，藉由個案研究也發現，既使有不錯的知識獲取程度及學習能力，

但在進行遠遷移問題解決時，有著較差的學習動機者，會因為缺乏參考學習

資源的動機而無法成功解題，如小安即屬於此類。即學習動機也會影響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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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遠遷移表現。 

因此，如圖 7.2 所示，學習者的知識獲取表現、學習動機、及學習能力三

者間會相互影響其在新觀點遠遷移測驗的表現。即若學習者在解決新觀點遠

遷移問題的向內遷移過程中，已從遊戲中學到不錯程度的知識概念，且有不

錯的學習領悟力、數理能力、變通力等能力，再加上有很高的學習動機的話，

必定能有不錯的向內遷移表現，進而能向外遷移，成功地解決遠遷移的問題。 

 

 

 

 

 

 
 

圖 7.2 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成效的三大因素 

同時，此研究發現也符合 Mayer（1998）過去認為認知技能、後設認知

技能、與動機技能是影響成功問題解決遷移重要因素的看法，或如 Bransford

及 Brown（1999）所認為最初學習知識的數量是學習遷移關鍵因素的論點。

唯此研究發現是藉由少數個案的量化與質化資料所歸納獲得，未來應藉由更

大量的研究數據來作進一步的驗證。 

 

二、遊戲式學習者的知識獲取程度較好，是遊戲式學習比網頁式學習更有助

於新觀點遠遷移表現的主要原因 

由於根據本研究實驗二的研究結果發現，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遠遷移

表現好壞的原因，主要跟學習者具備的知識程度、解決問題的學習動機及學

習能力有關，所以本研究藉由比較初探實驗中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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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識獲取成效、學習動機、及學習能力等之差異，來探討遊戲式學習有助

於新觀點遠遷移的原因。 

結果發現，由於如本章結論二之探討，本研究初探實驗時遊戲式學習者

在理解有關電功率與電能概念上的表現是比較好的，且有關電費計算的錯誤

觀念也沒有網頁式學習者多，即遊戲式學習者的知識獲取表現比網頁式學習

者佳，再加上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如表 6.2 所示）、及

先備的數理程度上並沒有顯著的差異（t=.242, p=.811）的情況下，故初步認

定遊戲式學習者的知識獲取程度較好，是遊戲式學習比網頁式學習更有助於

新觀點遠遷移表現的主要原因。但由於本研究在初探實驗時，並沒詳細的檢

測學習者在解決新觀點遠遷移問題時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者經遊戲式學習或

網頁式學習後的學習領悟力、變通力或後設認知等學習能力的變化情形，以

致於無法很詳盡的比較兩組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能力之差異，有待未來

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肆、遊戲式學習行為、學習動機、及學習能力等因素，直接或間接影響

遊戲式學習的成效，而遊戲的挑戰、遊戲經驗、動機、及學習能力

等是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實驗二的研究成果中，除了發現了遊戲式學習有助於新觀點遠遷

移表現的原因外，也從中發現：（1）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是影響遊戲式學習

者在知識獲取與近遷移成效的主要原因；（2）解決問題所需的知識基礎是否

穩固，及獲取知識時的投入程度，是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舊觀點遠遷移成效

的關鍵因素；（3）遊戲的挑戰、遊戲經驗、動機、及學習能力等，是影響遊

戲式學習行為表現好壞的主要因素。同時，整合出如圖 7.3 來表示影響本研究

遊戲式學習成效因素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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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影響本研究遊戲式學習成效的因素關係圖 

以下分別描述上述三項研究成果： 

一、 遊戲式學習行為表現是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知識獲取與近遷移成效的主

要原因 

本研究經實驗二的個案研究發現，學習者實際的知識獲取成效及近遷移

成效，主要跟遊戲式的學習行為表現有關，而這行為主要包括是否能反覆成

功解決遊戲的問題，及是否能在解決問題過程有認真學習知識的行為。四者

間的關係如圖 7.4 所示。 

 

 

 

 

 

圖 7.4 影響知識獲取與近遷移成效因素之關係圖 

由於從質性的資料歸納結果，大多數的學習者都認為知識測驗與近遷移

測驗的表現好壞是跟遊戲的機智考驗站有關的，且從量化的資料中也發現，

學習者的遊戲技能值（代表機智問答的表現），分別跟知識測驗與近遷移測驗

成績都有很高的相關（.830 及.819，p<.05）。故學習者能否反覆熟練遊戲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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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考驗問題，會直接影響遊戲式學習者的知識獲取與近遷移成效，即越能反

覆與快速熟練遊戲的問題，最後的知識獲取與近遷移成效則可能會越好。 

但是，反覆與快速熟練遊戲的問題，並不能完全保證遊戲式學習者的知

識獲取與近遷移成效會越好。因為經實驗觀察發現，某些學習者之所以能很

順利的通過機智考驗站，是因為每次都藉助問題提示，或是在沒有很清楚完

整的知識概念情況下，便藉由錯誤嘗試歸納所得到的解題規則。所以，遊戲

式學習者在解決遊戲問題時的學習方式，如：學習者可能採認真的學習、不

認真的學習、錯誤嘗試學習、或逃避學習等方式去解決遊戲問題，會影響到

學習者是否能真正獲取到正確的知識概念。並經觀察個案的近遷移表現發

現，遊戲式學習者是否有正確的知識概念，會進而影響近遷移的成效，在近

遷移測驗中反應出知識獲取的好壞。意即，遊戲式學習者在解決問題過程是

否有認真的學習知識行為，會直接影響知識獲取的成效，及透過知識獲取成

效間接的影響近遷移的成效。 

 

二、 解決問題所需的知識基礎是否穩固，及獲取知識時的投入程度，是影響

遊戲式學習者在舊觀點遠遷移成效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經歸納與比較初探實驗與實驗二中學習者能否成功解決舊觀點遠

遷移測驗問題的差異，發現在兩次實驗中能成功解決舊觀點遠遷移問題的，

其從遊戲式學習中所獲取的知識概念都是很正確的，不會像大多數學習者會

有三種常見的知識概念錯誤現象：（1）電能與電功率單位混淆的現象（2）沒

有弄清楚電功率的概念，即沒有清楚瞭解電能、電功率、及時間三者的關係；

（3）將電能計算與電費計算的方法搞混，即將電費以秒計算，或不管時間的

單位。 

同時，本研究發現在實驗二中唯一一位能成功解決第一題遠遷移問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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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呈，他與其他個案在遊戲式學習行為上的差異是，小呈在遊戲中投入了許

多時間在學習有關電的知識，而不像其他人在遊戲中都是利用不認真或是錯

誤嘗試的方式在獲取知識。 

意即，在沒有學習資源的情況下解決新情境問題所需的知識基礎是否穩

固，及當初獲取這些知識時的投入程度是否很深，是影響舊觀點遠遷移成效

的重要因素。此歸納結果，正符合 Mayer（1999）所認為特定的基本知識是

影響學習遷移的重要因素，及如 Bransford 及 Brown（1999）所認為投入較多

時間理解某知識會有助於學習遷移的論點是一致的。 

 

三、 遊戲的挑戰、遊戲經驗、動機、及學習能力等，是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

表現好壞的主要因素 

本研究經實驗二的個案研究發現，遊戲的不同問題挑戰，及參與者之前

的遊戲經驗、在遊戲裡持續累積的遊戲經驗、參與遊戲的動機、學習的動機、

自我學習的能力、數理的能力、變通力、獨創力等特質，都可能在不同的情

況下影響學習者對遊戲問題解決的決策與行為，再經過不斷地遊戲，及各種

因素的不斷影響下，終而逐漸形成參與者固定的學習行為模式，如：逃避學

習行為模式，或是不認真學習的行為模式。實驗二藉由紮根理論歸納所獲得

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如圖 7.5），可以具體的說明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

因素及各種因素間的關係，也可以解釋不良學習行為形成的原因。 

具體來說，遊戲的挑戰、遊戲經驗、動機、及學習能力等，是影響遊戲

式學習行為表現好壞的主要因素。而遊戲的挑戰扮演著最主要的角色，學習

者的動機、學習能力、及遊戲經驗會依照不同的遊戲挑戰去影響學習行為。

如遊戲挑戰的難度設定的太低，會使參與者有很高的遊戲動機，但卻可能無

法引發學習者主動學習的行為；若遊戲挑戰的難度設定太高，會影響學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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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較差者的遊戲進行，也會影響多數人參與遊戲的動機，因而影響主動學習

的行為；或若遊戲的問題變化性不大，學習者在逐漸熟練而形成特定的遊戲

經驗後，則可能會忽略更深入問題的相關知識之學習。 

 

 

 

 

 

 

 

 
圖 7.5 本研究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 

因此，透過本研究經實地觀察遊戲式學習行為所分析歸納獲得的遊戲式

學習行為模式，對於為何遊戲式學習者會有逃避學習的行為發生，及該如何

盡可能避免使遊戲式學習者能主動學習，有了進一步的認識。遊戲式學習環

境的遊戲問題挑戰該如何設計，就好比設計教學的鷹架（scaffolding）一樣，

如何適時的調整遊戲的難度，讓有著不同動機、不同學習能力、及不同遊戲

經驗的遊戲式學習者，能在參與遊戲過程中一直維持很高的遊戲與學習動

機，並能不斷地主動學習，是遊戲式學習環境設計必須克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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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以下根據本研究設計遊戲式學習環境的實務經驗及研究成果，提陳有關遊

戲式學習環境設計及遊戲式學習研究等方面的具體建議： 

壹、有關遊戲式學習環境的設計 

一、 如何結合學習內容與遊戲才是遊戲式學習環境設計首要面對的難題 

研究者經實際建置教育性遊戲後體會到，遊戲設計的技術性並不能成為

畏懼從事數位遊戲式學習的理由，因為像本研究所採用的遊戲引擎其製作遊

戲的技術性並不會很高，在設計遊戲過程中的首要難處，反而是如何依據學

習目標，將學習與遊戲整合在一起。根據本研究的經驗，若要將一些比較複

雜的學科知識，或屬於事實性學習內容，透過有趣的遊戲設計來引發學習，

並沒有想像中的容易。如本研究設定以能源、電功率或電費計算等之相關知

識為學習目標，所能選擇的遊戲策略與互動學習類型並不多，最後將遊戲與

學習結合後形成主要屬於外在遊戲（extrinsic games）的學習遊戲類型，雖然

仍屬於 Prensky（2001）所建議的八種遊戲類型之一，但因為遊戲的目標與學

習的目的並不相同，可能會因而造成學習上的分心。 

因此，如何能將各種學習知識都能與遊戲結合，以設計成內在遊戲

（intrinsic games）的類型，讓遊戲的目標與學習的目標一致，即讓學習者能

像模擬飛行遊戲一樣，一邊玩遊戲就能學到飛行的知識與技術，才是遊戲式

學習環境設計者在規劃遊戲時需仔細思考的。這也就是為何過去有學者會認

為除了飛行動作技能、社會互動技能等，很少有遊戲能成功教導教室中的學

科內容之原因（Gunter et al., 2007）。意即，遊戲式學習的設計重點除了技術

外，最重要的應該是如何事先規劃出讓遊戲與學習內容能很適切結合的運作

方式，這也是本研究所設計的遊戲需要在未來努力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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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imensioneX 遊戲引擎值得用來發展教育性數位遊戲 

本研究所採用的 DimensioneX 遊戲引擎，是一個免費且開放原始碼

（open source）的線上遊戲引擎，其在開發設計遊戲的難度並不高，對於

想要實作有關線上遊戲式學習環境的設計者，是一個很容易上手的開發工

具。它除了可設計出角色扮演遊戲外，也可以設計出冒險遊戲（adventure 

game）、回合制（turn-based）等的多人線上遊戲，值得用來發展不同遊戲

類型的教育性線上遊戲。 

 

三、 3D 的線上教育性遊戲是值得努力的方向 

利用 DimensioneX 遊戲引擎來開發教育性線上遊戲的缺點是，它無法設

計出如目前商業性線上遊戲的 3D 華麗遊戲場景。本研究在實驗二的深度訪談

中，詢問學生對本研究所設計遊戲的建議時，確實有幾位如：小呈、小廷等

對於線上遊戲比較有經驗的學生，希望超級外送王的遊戲能像目前一般市面

上的線上遊戲一樣有 3D 的介面，且能透過滑鼠來移動角色或改變角色的視

角。可見 3D 的教育性遊戲介面更能符合一些有遊戲經驗者的期待，是可以努

力的方向，但設計 3D 線上遊戲必然會增加開發遊戲的時間與成本，其實未來

可嘗試利用一些商業性的 3D 虛擬世界，如最近所興起的 Active Worlds、

Second Life 等，去快速建構建構 3D 的線上遊戲式學習環境，以節省開發的

時間與成本。 

 

四、 遊戲式學習環境中逃避學習行為難以避免，適性的遊戲設計是可以發展

的方向 

葉思義、宋昀璐（2004）認為嚴肅遊戲的設計者不能強迫玩家一定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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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教育性的內容，才能繼續進行遊戲，即就算玩家沒有學習到任何具有教育

意義的內容，也應該能將教育遊戲從頭玩到尾。所以，本研究既使不斷修改

遊戲的設計，還是會有逃避學習的行為發生，應屬於遊戲式學習的正常現象。

但由於本研究歸納出影響遊戲式學習行為的主要因素，故未來在設計教育性

遊戲時，其實可以參考此模式，嘗試設計出可適性的（adaptive）依據不同學

習者的興趣、經驗、及能力等適時調整遊戲難度的遊戲式學習系統，如在遊

戲中加入人工智慧的技術，或許可以盡可能減少逃避學習的行為發生。 

 

貳、有關遊戲式學習的研究 

一、以學習遷移表現來評量遊戲式學習的成效是值採用的研究方法 

過去有關遊戲式學習成效的研究，許多都將重點放在學習者獲取知識的

成效上，而很少重視學習者較高層次的問題解決遷移表現。本研究結果顯示

利用學習遷移來評量遊戲式學習成效是有意義的，因為若本研究只利用選擇

題來評量學習者獲取知識的能力，並以此評估遊戲式學習的價值，其結果會

是失敗的。但當我們要學習者利用過去所學去解決較高認知層次的問題時，

從近遷移測驗開始，便顯現出遊戲式學習的優點，而到了有學習資源的遠遷

移測驗時，更是明顯地顯示出遊戲式學習者與網頁式學習者的差異。 

同時，從本研究的結果也發現到，利用選擇題來評量學習者知識獲取情

形是很不客觀的，最能反應出學習者知識獲取情形的評量方式是訪談，但從

本研究也發現到，若在研究有時間及大樣本的限制下，採用問答題式的近遷

移測驗來評量學習者的知識獲取情形，其實是比選擇題還可行的方式，是一

種值得推薦作為有效評量學習者知識獲取表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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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來應以更多的樣本及結構方程式來探討遊戲式學習的行為模式 

由於本研究所發現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模式，及影響遊戲式學習成效之因

素，主要是透過質性的資料歸納所得，所以，未來應採更大的樣本，以量化

的研究方式，運用結構方程式來分析驗證本研究所獲得的遊戲式學習行為模

式與影響遊戲式學習成效因素之正確性。 

 

三、未來應持續探討遊戲式學習在認知以外的成效 

從本研究的實驗結果中發現，影響遊戲式學習者在新觀點知識遷移的原因

包括知識獲取、學習動機、及學習能力，表示影響知識遷移的因素除了認知

外，情意與技能也都有關係。由於本研究一開始主要即在探討遊戲式學習有

助於知識學習上的成效，所以，並未深入探討或檢驗遊戲式學習在情意或技

能等方面的成效，以致於無法很明確的瞭解遊戲式學習是否能比網頁式學習

更有助於提升學習動機，或是提升學習領悟力、變通力、甚至是創造力等學

習能力，故未來應持續探討遊戲式學習在認知以外的學習成效。 

 

四、未來應嘗試其他遊戲類型的線上遊戲學習設計與研究 

如前述，本研究所設計的線上遊戲系統其實仍有許多改進的空間，其中

一個缺點是，研究發現此種以線上競爭型為主的線上遊戲學習方式，雖然會

引起學習者的參與動機，但也可能因而使學習者太專注於與他人競爭的遊戲

成績，而產生不認真或逃避學習的行為，甚至也可能使遊戲技巧比較差的學

習者，因為成績落後，失去與他人競爭的動機而影響學習。因此，未來可嘗

試其他遊戲型態，如冒險遊戲等，來作為遊戲式學習的方式，並探討其與競

爭式角色扮演遊戲間的成效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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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網頁式學習活動學習單                     

 
年　班　 號　  　 姓名: 

我們每天生活中都會使用到各種不同的電器用品，但你知道每種電器的耗電情

形嗎？請你現在立刻上網至 Yahoo 的購物網站，或到 PChome 的購物網站，查詢一

下日常生活中常見電器的電功率。 
 

電器名稱 產品名稱 圖片 消耗功率

（瓦） 
消耗電能 

（焦耳/秒）

網址 

微波爐 SHARP 觸按式

微電腦微波爐 

 

800W 800J http://shopping.pch
ome.com.tw/?mod
=item&func=exhib
it&IT_NO=ACAC
0A-A02562328 

電鍋      

烤麵包機 

 

     

電磁爐      

冷氣機      

吹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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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名稱 產品名稱 圖片 電功率 
（瓦） 

消耗電能 
（焦耳/秒）

網址 

吸塵器 

 

     

燈泡      

電視      

電扇      

開飲機      

 
你找到的產品中哪一項最省電？答： 
 
 
 
你找到的產品中哪一項最耗電？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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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班　 號　  　 姓名: 

下表是小明家裡的電器每天使用情形，請你幫他計算一下，每天家裡的電器會

消耗幾度電呢? 
 

電器名

稱 
消耗功率 數量 每天使用時間 每天使用幾度電(請寫

下計算過程) 

洗衣機 500 瓦 1 台 1 小時  

電鍋 600 瓦 1 台 2 小時 
 

 

電視 

 

400 瓦 3 台 12 小時  

冷氣機 2500 瓦 3 台 12 小時  

開飲機 50 瓦 1 台 24 小時  

冰箱 100 瓦 1 台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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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燈 100 瓦 10 顆 10 小時  

總耗電度數  

請繼續回答下列問題: 
1. 假設現在每度電的電費是 3 元，請問小明家裡一天要花多少錢的電費？一個月

(30 天)要花多少錢的電費？ 
 
 
 
 
 
 
 
 
 
 
 
2. 請你想一想，有沒有什麼方法可以讓小明家裡的電費再節省一點呢？請把你想到

的方法一一寫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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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學習成效測驗試題 

一、選擇題 
(   ) 1.下列哪一個不是電能的單位？(1)焦耳(2)度(3)瓦(4)千瓦小時 
(   ) 2.下列哪一個物質是導體？(1)木材(2)水(3)塑膠(4)玻璃 
(   ) 3.下列哪一個是再生能源？(1)石油(2)地熱(3)煤炭(4)天然氣 
(   ) 4.台灣目前最主要的發電方式是？(1)水力發電(2)核能發電(3)火力發電(4)風力

發電 
(   ) 5.電力公司計算用電量的電錶上，單位 1 度指的是什麼？(1)1 瓦一分鐘(2)1 瓦

一小時(3)1 千瓦一分鐘(4)1 千瓦一小時 
 
二、計算題（把做法和答案記下來） 
1.一台微波爐 30 秒需消耗 24000 焦耳的電能，請問微波爐的電功率是多少？ 
 
 
 
 
 
2.使用一台 800 瓦的吹風機吹頭髮 60 秒鐘，會消耗多少的電能？ 
 
 
 
 
 
3.一台 2000 瓦的冷氣，使用 3 小時，會消耗多少「度」的電能？ 
 
 
 
 
 
4.假設 1 度電 5 元，一台 800 瓦的烤箱使用 2 小時，要花多少錢的電費？ 
 
 
 
 
5.假設 1 度電 3 元，4 顆 100 瓦的燈泡使用 6 小時，要花多少錢的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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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算題 
小明想選購房間的燈泡，假設小明每天會使用電燈 10 小時，當時一度電 3 元，且小

明希望兩年內都使用同一種的燈泡(意思是說:小明會多買幾顆起來放著)。下列有兩

種不同品牌的燈泡，你覺得小明應該選擇哪一種牌子會比較省電與省錢呢？ 

 A 牌燈泡 100 瓦，一顆 20 元，使用壽命 1800 小時。 

 B 牌省電燈泡 25 瓦（亮度與 A 牌 100 瓦燈泡一樣），一顆 150 元，使用壽

命 6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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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 

電費的計算是以電功率 1000 瓦(W)的電器使用 1 小時(hour,h)所消耗的電能為 1

個單位，在台灣把這樣稱為「1 度電」。 

 

例如：1 台 1000 瓦的微波爐，如果連續使用 1 小時，共消耗 1000 瓦小時的電

能，正好消耗 1 度電。 

 

　  例如：1 度電 5 元，一台 2000 瓦的冷氣機使用 4 小時，需要花多少錢？ 

2000 瓦使用 4 小時共需用電：　 

2000(瓦) X 4(小時)＝8000（瓦小時）＝8(千瓦小時)＝8(度) 

1 度電 5 元，所以共花：8 x 5＝40 元 

 

例如：小明想選購房間的燈泡，小明每天會使用電燈泡 5 小時，當時一度電 3

元。如果小明想買 A 牌 80 瓦，一顆 20 元，使用壽命 1200 小時的燈泡來使用一年。

則該花費多少錢呢？ 

首先，我們可以先算看看小明一年需要使用燈泡幾小時: 

              1 年 = 365 天      365 x 5 = 1825 (小時) 

所以，如果以 A 牌的電燈壽命 1200 小時來看，小明 1 年內必須更換兩顆燈泡。

所以一年內必須花 20x2=40(元) 買燈泡。 

而 A 牌的電燈使用一年的電費共: 

             80 瓦 = 0.08 千瓦 

             0.08(千瓦) x 1825 (小時) = 146 (千瓦小時) = 146 (度) 

             146 (度) x 3 (元/度) = 438(元)   

　  所以如果小明買 A 牌燈泡使用一年時，須花 438 + 40 = 47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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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用題 
下圖是小明住家 3 月份的電費通知單，電費的計算方法是依據台電公司所公布的電

價表（如下表 1），請仔細觀察此通知單，看看我們的電費是怎麼計算的。 
 
 
 
 
 
 
 
 
 
 
 
 
 
 
 
 
 
 
 
 
 
 
 
 
表 1. 台灣電力公司的電價表(用電一個月的收費標準) 

分類 夏月 非夏月 
110 度以下部分 每度 2.100 元 每度 2.100 元 
111～330 度部分 每度 2.730 元 每度 2.415 元 

非營業用 

331～500 度部分 每度 3.360 元 每度 2.730 元 

夏 月：六月一日～九月卅日       非夏月：夏月以外之時間 
 
註：3 月份的電費單是 1、2 兩個月的用電費，表 1 是指一個月的電價表。    
 
 
 
 
 

「 分 攤 公 共 電

費」是大樓所有

住戶必須共同分

攤的電費 

「流動電費」是

小 明 家 裡 兩 個

月所用的電費

「底度」是指

每個月最少必

須使用的電量 
「 經 常 用 電 度

數」是小明家兩

個月所用的電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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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頁和下頁是兩張小明鄰居的電費單，請問哪一張的電費「應繳金

額」是計算錯誤的？ 
小明鄰居 1 的電費單： 
 
 
 
 
 
 
 
 
 
 
 
 
 
 
 
 
 
 
 
 
 
 
 
 
請寫下計算過程，並說明此電費單是否錯誤的原因: 
 
 
 
 
 
 
 
 
 
 
 
 
 
 
 
 
 
 



- 280 - 

小明鄰居 2 的電費單： 
 
 
 
 
 
 
 
 
 
 
 
 
 
 
 
 
 
 
 
 
 
 
 
 
請寫下計算過程，並說明此電費單是否錯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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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 
以小明住家 3 月份的電費通知單為例，讓我們來看看電費是怎麼計算的。 

電力公司是依據每個人家裡的電錶來計費，而電錶的指數是以「度」為單位，

所以，我們可以在電費單上找到本月抄表指數是 07091，表示本月電錶上的指數是

7091 度，而上個月抄表指數是 06642，表示上月（兩個月前）電錶上的指數是 6642

度，如此便可算出小明家這兩個月的「經常用電度數」是 449 度。 

 

    而 449 度電一共需要多少錢呢？ 

    電力公司是按照第 3 頁的表 1 來計費，表 1 是一個月用電的計費標準，但小明

的電費單用電計費期間是 96 年 1 月 2 日至 96 年 3 月 2 日，共兩個月，所以計費

標準應該參考非夏月的電費，且改成:       

220 度以下………每度 2.1 元 

                  221~660 度………每度 2.415 元  

                 661~1000 度……….每度 2.73 元 

 

所以，小明家用了 449 度電，便分成兩部分計費，220 度以下每度 2.1 元，221

度至 449 度則每度 2.415 元，所以流動電費共: 

            220 x 2.1 + 229 x 2.415 = 1015 (四捨五入) 

 

另外，小明家還必需分攤公共電費 562.6 元，所以共需付: 

             1015 + 562.6 = 1578 (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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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實驗二之遊戲式學習系統修改事件一覽表 
 第一週 

10/8~10/12 

第二週 

10/15~10/19 

第三週 

10/22~10/26 

第四週 

10/29~11/2 

第五週 

11/12~11/16 

十字路口的障

礙考驗 

 將原本回答

選擇題且答

錯要收費的

機制，修改

為不收費，

但測驗三題

需答對兩題 

 增加提示功

能 

 答對增加技

能值 

 修改提示按

鈕使其更加

明顯，並修

改提示 

 修改畫面，

使在考驗時

可以看到街

景 

 修改為僅需

回答一題，

答對才可過

關，且答錯

倒扣技能值

 

 將考題重新

分配，不將

同一主題問

題集中在同

一路口 

 選擇題改為

全為跟電費

計算有關之

填充題 

 原先試題保

留一組移至

他處 

 

充電  將學習教材

融入充電站

中 

 

 

  沒電時，太

陽能充電的

能源減少 

 充電站的電

功率會隨機

改變 

 充電無法提

升技能 

 修改電費提

示 ， 如 改

0.001 度 10

元等 

 充電畫面移

至功能區 

 移除試算功

能 

遊戲道具  電池與瞬間

移動卡必須

技能值 100

以上才能使

用 

  路上增加提

示道具，以

加強電的相

關知識 

 路上隨機產

生 電 器 用

品 ， 可 轉

賣，並以加

強電費知識 

 增加大型電

池 

 減少商人人

數 

 減少商人賣

電池數量 

 減少路上電

池數量 

遊戲 BUG    修正等級錯

誤的 BUG 

 修正可丟掉

外送食物的

BUG 

   

遊戲介面 

 

 

 

 

     機智考驗畫

面移至功能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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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訪聲思考指導語 

同學你好：  
 

老師正在進行有關線上遊戲式學習的研究，恭喜你被選為參與遊戲

的成員。這個研究十分需要你的協助，關於你們的身分，老師將會保密，

絕不會讓其他人知道。 

 

老師對於你在玩遊戲時，腦海中到底在「想什麼」感到很有興趣。

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盡情」的去玩我所提供給你的線上遊戲，同時，

把你在玩遊戲時，所做的、為何要做的每一步動作與想法都告訴老師，

也就是在你玩遊戲的同時，「大聲的說出」你腦海中所想到的任何意念。

因為這與你以前玩遊戲的過程可能有所不同，我將給你看一段影片，教

你如何這樣做，然後讓你練習，等你熟悉後才會進入正式研究。 

 

為了研究，在你玩遊戲過程中，老師會全程錄音，但請你不要緊張。

最重要的是，提醒您務必大聲的說出您腦海中任何的想法。老師的工作

只是在旁邊觀察你，幫你錄音，或提醒你要說話，我不會幫你或告訴你

如何玩好遊戲，你可像平常玩線上遊戲一樣，盡情的與線上同學競爭及

討論，不要因為老師的存在而彆扭或緊張。 

 

感謝你的參與此次研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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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觀察紀錄表 

時

間 
2007.10.      午    點   分 
              至    點   分 

地

點

 

學

生 
 性

別

□男 
□女 

編

號

 

 
觀察到的動作與事件 研究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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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心得紀錄表 

心得感想 
日期 2007 年  月　日 姓名  班級座號  

在這一節課玩完遊戲後，現在你腦袋有哪些想法呢？請把它寫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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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訪談大綱 

1. 認為這個線上遊戲很好玩？你認為好玩的地方在哪裡？ 

2. 你認為這個遊戲很容易嗎？為什麼？要玩得好的關鍵在哪？ 

3. 你喜歡這樣的學習方式？對教材感興趣? 

4. 你說說看什麼是能源？再生與非再生能源？什麼是導體？什麼是絕緣

體？電能的單位？什麼是電功率？電功率的單位是什麼？電費的單位是

什麼？如何計算電費呢？你從哪裡學到這些電的知識的? 

5. 對這遊戲的建議？ 

6. 你知道機智問答有提示嗎？為何機智問答都不常看提示？ 

7. 老師發現你很少去看充電站或機智考驗站的學習教材?為何呢? 

8. 為何不會充電?充電站很難嗎? 

9. 知識考驗你覺的容易嗎? 

10. 第一次看到遠遷移的第一題問題，你看的懂題目嗎？為何這樣做？第一次

的作法你覺得對嗎？ 

11. 第二次有了學習資源後，你對該題的認知有改變嗎？ 

12. 遇到像第一題的問題，你覺得有沒有用到你在遊戲中所學到的知識？ 

13. 第一次看到遠遷移的第二題問題，你認為你無法解題的問題在哪？當時在

想什麼？有用到遊戲中的知識嗎？ 

14. 第二次有了學習資源後，你對該題的認知有改變嗎？如何利用學習資源

的？如何解決問題的？如何體悟的？有用到遊戲中的知識嗎？你認為你

的答案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