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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星期五下午三點，我們來到某高中一年級的教室現場，這節是「個

人理財」課，該班學生是學業低成就生，老師 Orville Radcliffe 上課

的情況是這樣的：

教室充滿了吵鬧、走動、說話與不安份，沒有多少人在聽講。Radcliffe
先生看了一眼他的教材筆記，他讀出課程大綱：
銀行的功能：金融方案；利率的波動；貸款的花費…
「無聊」他心裡這麼想，然後清了清喉嚨。
「嗯」他試著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但是沒有成功。
「今天我們要談個人理財」他不確定地咕噥。他很快地發現，在下課鐘
拯救他之前，他可能會失去所有的聽眾。
但這是預定的課程內容，於是他繼續往下說：「拿出筆記本做筆記，因
為考試會考到，特別是利率的影響，以及所有的……」，他開始希望自
己所準備的是不同的教材。

資料來源：李茂興譯（民 87，頁 234）

Orville Radcliffe 老師還有另一種上課方式：

他闊步走到教室前方，將他的公事包打開平放在教桌上，沒有人看得見
公事包裡的東西。然後他一邊將一疊疊鈔票堆在桌上（也許只是用橡皮
筋綁著的報紙鈔，只有最上面的那張是真鈔），一邊說著：「現在愈來愈
像了。」
他說：「教一輩子的書也領不到這麼多錢，但是我中了彩券。」
然後 Radcliffe 先生和同學們一起討論銀行提供給彩券得主的各種理財
方案，每一種辦法的涵義等等。

資料來源：李茂興譯（民 87，頁 235）

即使僅用文字轉述上課實況也不難預期後者的教學效果遠勝於

前者，若深入剖析上述個案發現兩者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前者是情境

抽離的教學（decontextualized instruction），而後者則營造了情境

（context）讓知識融入其中而成為情境式教學（contextu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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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換言之，同樣的教學內容添加了「情境」這一道手續後，

課堂的氛圍瞬間改變、學生的注意力提高、並透過一系列相關的活動

來獲得知識、對內容有更深刻的記憶、也暸解所學的知識應用在哪

裡，最後師生皆達成了一次有意義的教與學。無怪乎 Jonassen（1991）

要對教育人士大聲宣告「情境至上（Context is everything）」。

接著將焦點轉到數位學習的教材，以下為 NETg 公司製作的商業

管理系列教材，課程主題為專案管理（project management），可同時

從教材畫面裡對照看出去情境與情境式二種不同的設計，圖 1-1 為去

情境教學，圖 1-2 為情境式教學。

圖 1-1 NETg 專案管理數位教材畫面：去情境式設計

圖 1-2 NETg 專案管理數位教材畫面：情境式設計
資料來源：NETg（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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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以看出，無論情境式或去情境的設計，二類教學的畫面

在視覺上都使用了文字與圖案二種媒體元素（註：該教材有搭配語

音），然而去情境的教材畫面非常接近電子書的形式，而情境式教材

則讓學習者仿如實際站在辦公室裡與主管對談，並要求學習者作出回

應。由這個實例可知，情境式設計的差異處不在電腦螢幕畫面上的媒

體元素，而是畫面背後的教學設計。

學生經常在去情境的學習情況下面對與真實生活毫不相似的問

題，以致於無法活用所學（Uden & Beaumon, 2006)，有鑑於此，支持

情境式教學的聲浪日益高漲。這對數位學習的產業而言，應是好消

息。因為強烈的學習情境可放大數位學習科技獨特的學習能力（Allen,

2003），而多媒體（multimedia）正是創設擬真情境極有效的工具，如

何運用多媒體技術提供讓學習者有動機、會投入、能記憶、可遷移的

學習情境，是數位教材設計不可忽視的一環。

然而，目前許多的數位教材並未重視情境式教學的作用和價值，

使得如圖 1-1 類型的教材比比皆是，Schank 就認為現階段大部分的數

位教材落入了以下五種窠臼（羅雅萱、袁世珮譯，民 91）：

1. 讀網頁內容，按下一頁。

2. 讀網頁內容，從選單上選取，得到一個分數。

3. 看問題，回答，得到評語（回饋），再看下一個問題。

4. 看很多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5. 馬上做測驗，然後得到分數、評語。

上述的問題突顯了數位教材在教學設計上急待改善的隱憂。幾年

前國內外一致看好數位學習市場的成長潛力，然而近年來的統計報告

卻顯示數位學習的市場接受度未如先前預估的樂觀（Driscoll &

Carliner, 2005）。造成這個現象有許多可能的原因，試以數位學習產

業服務（service）、技術（technology）、內容（content）三大範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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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數位學習產業服務的興衰因隨市場波動論成敗，有組織內部準

備與外在環境情勢等複雜因素的干擾，暫且不討論；再進一步檢視技

術和內容二方面，數位學習產製工具不斷地推陳出新，在具體成果上

技術的確比內容有斬獲。

事實上，資訊科技應用在教育與訓練方面所提供的協助未曾懈

怠，自從 1958 年 IBM 成功開發第一個電腦輔助教學系統（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以下簡稱 CAI）後，人類即進入電腦教育應用時

代，從 CAI 崛起至今，以電腦為基礎（computer-based）的教學軟、

硬體技術確實有長足的進步，然而在技術面不斷掙脫瓶頸的同時，相

形之下，內容設計面的瓶頸卻不斷湧現。

Fraser 對於課堂被移上網，卻未考慮新科技出現後所需作的改變

的現象提出忠告：「現在的考驗是，想像回到較多限制的媒介，如果

成功地回到過去，這表示你向前所下的功夫並不成功」（樂為良譯，

民 91）。換言之，今進入網路新科技時代，早期的技術性限制現已幾

乎不存在了，相較之下，數位教材設計面的瓶頸猶存，極可能成為數

位學習產業推進的一大阻力，當務之急是尋找設計的新思維，善用軟

硬體技術來突破教材的限制。

這個情況也反應在國內對數位學習研究議題的取向，根據一項針

對教育科技研究所論文所作的調查分析顯示，從 1998-2002 年在設計

面（16 篇）的研究不到技術面（33 篇）的一半（高熏芳、黃星凱，

民 94）；另從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以「網路教材設計」

及「教材設計模式」為關鍵字查詢的結果也僅有少數幾筆，顯示目前

數位學習的相關研究議題中，有興趣投入技術面研究者（如：學習管

理平台、工具軟體、SCORM 技術、學習環境…），比數位教材設計

的研究者高出許多，這可能也是造成國內在數位教材品質無法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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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原因之一。

嚴謹的教學設計是讓教材達到成效的首要工作（Venezky & Osin,

1991）。今日眾人對於數位教材的標準遠比一般教學材料（如：教科

書或訊息網頁）高很多，希望數位教材在無教師帶領的情況下，能獨

立達成「讓學習發生」的終極使命，這個標準益加挑戰著教學設計人

員的設計能力。研究者曾參與幾項數位教材專案，負責教學設計工

作，深切感受到在設計方法論上的缺口，需要更直接的協助，有鑑於

具有情境的教學，對學習成效有正面的影響，本研究乃追求將情境式

教學的概念引入數位教材設計之中，希望讓情境這個元素成為數位教

材不可或缺的成份，以期有效協助當前教學設計人員，克服在設計上

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學習情境不能徒有起始的刺激學習動機，要能進深至協助學習者

遷移所學的知識技能至真實世界的任務（Allen, 2003）。學習情境不

能只是片頭式的引起學習動機，而需要可支撐出連貫式、接近真實世

界、全面性的學習歷程。然而，檢視目前國內的數位教材，學習情境

仍不足以支撐全部的學習歷程，僅止於在教材裡作片段、零星式的局

部情境。

有效的學習情境大多是基於問題（problem-based）或個案

（cased-based）以及活動導向（activity-oriented），以俾讓學習者沈浸

在一個獲取知識用以解決問題或操弄情況（Jonassen, 1991）。從

Jonassen 所提示的條件得知，在有效的情境式教學裡，知識可採以問

題或個案方式作舖陳，再讓學習者透過學習活動的過程來獲得。值得

注意的是在問題呈現部分，Jonassen（2004）認為故事形式（story）

是呈現問題情境的有效策略之一，而個案本身的敘事結構即充份展現

了故事的形式。Tessmer 與 Richey（1997）即建議採情境故事導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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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scenario-based design）作為實踐情境式教學的可行手段。Berg

（2003）認為在教育領域裡使用故事的重要的優點之一，就是故事可

以打造情境豐富的知識。換言之，在情境式教學的目標驅策下，被學

習知識可利用情境故事的方式加以轉化，這給數位教材設計帶來重要

的啟示。

美國疾病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以下簡稱 CDC）運用情境故事製作了一個數位教材：阿根廷肉毒桿

菌中毒事件（Scenario-based e-Learning: Botulism in Argentina）。教材

團隊原屬意開發模擬教材（simulation），但基於人力、經費限制，且

希望學習者能逐步經歷所有教學內容，而改採情境故事的設計。CDC

有豐富的個案教學基礎，在將個案資料轉化後，有效地讓學習者投入

在真實世界的情境裡，而且所需資源相較於開發模擬教材撙節了許多

（Gathany & Stehr-Green, 2003），教材示範畫面如圖 1-3。

圖 1-3 美國疾病防治中心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畫面
資料來源：Gathany 與 Stehr-Green（2003）

教材利用情境故事可以打造出一個場景（setting），讓學習者感

覺和想像自己置身在一個真實的世界，正在作一些重要且真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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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gan, 1995）。情境故事導向的設計逐漸為數位學習界所重視，因

為它設置了一個進入的真實生活的特定框架（Bowles, 2004），並讓學

習者獲得動態的學習經驗（Kindley, 2002）。

情境故事導向式數位教材是處在傳統翻頁機式（page-turners）和

模擬教材的中間地帶（Kindley, 2002），並向模擬式靠攏。模擬式教學

以真實為本（Hertel & Mills, 2002），以追求真實的觀點看情境故事導

向式設計，可說是和模擬式站在同一條軸線上，二者的目標方位指向

真實世界（real world），而非奇幻世界（fantacy world）。Lee 與 Owens

（2004）即妙喻，如欲開發領導能力的訓練教材，倘若設計由火星人

來和學習者互動，何以讓學習者連結所學到實際的工作。換言之，採

用情境故事導向設計，教材所呈現的就該是人類真實世界的樣態，儘

管魔戒、哈利波特是非常成功的主題，但如果按分析期資料蒐集的結

果為依據進行教學設計，勢必無法產出魔戒或哈利波特這類的設計，

因為它們不是在真實世界發生的，在教學設計的分析期是無法蒐集到

相關經驗的資訊（不可能對魔戒或哈利波特的角色作訪談）。

此外，依據 Dale 經驗錐（cone of experience）來檢視情境故事導

向教學軟體，其效用可達形塑經驗（simulated experience）的程度，

僅次於直接經驗（Keegan, 1995），直接經驗來自於真實世界而不可能

是奇幻世界。綜上所述，情境故事導向的設計要確立在走真實（reality）

的路線，才可能形塑經驗，由 CDC 這個實例可以佐證。

由於情境故事導向設計同屬於模擬（simulation-based）的血統

（Kindley, 2002; Driscoll & Carliner, 2005），因此教材採用了情境故事

導向設計可達到與模擬教材同類的作用，亦即，創造情境故事就是在

創造真實世界的表徵（Hertel & Mills, 2002）。只不過情境故事導向類

教材與模擬教材二者在擬真程度上，模擬教材高於情境故事道向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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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隨之的技術要求亦較高，例如模擬教材會打造非常逼真的場景或

物件，或讓使用者操弄多種變數，這些效果或功能意謂著教材的技術

門檻高，也自然反應到成本上，以致於開發模擬教材所費不貲，除非

是在真實生活裡有嚴重到足以釀成災難的績效問題，再考慮採用模擬

教材（Driscoll & Carliner, 2005）。若改採情境故事導向的設計，數位

教材具有同樣優點，且經證實開發成本較為經濟。情境故事導向類教

材與模擬教材的關係如圖 1- 4 所示。

圖 1-4 情境故事導向與模擬式設計的關係

大力提倡「專注式學習（engaging learning）」的 Quinn（2005）

同樣推崇情境故事對專注式學習的作用，他認為唯有讓數位教材加入

專注的元素（engaging elements），才可能解決數位學習高達 75%的中

輟率，並達成有效學習。他依據專注元素在模擬或遊戲類教材的作用

程度，提出了四個專注等級的設計建議：包括：第一級：迷你式情境

故事（mini-scenarios）、第二級：連結式情境故事（linked-scenarios）、

第三級：偶遇式情境故事（contingent scenarios）、第四級：整體遊戲

模式（full game model），級數愈高即代表讓學習者專注的作用愈強、

越趨向複雜規則的教育遊戲，教學設計的難度也隨之遞增。Hannafin

（1989）認為，欲達到認知的專注（cognitive engagement）需要有策

情境故事導向
(Scenario-based)

模擬式
(Simulation) 真實世界

(Real World)數位教材
擬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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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來促進學習者操弄而非背誦。從專注式學習的觀點得知，數位教材

採用情境故事導向設計，是促進學習者認知的專注的策略之一。

Kindley（2002）認為情境故事導向設計的數位教材是未來的趨

勢，其列舉了採用情境故事導向學習的多項優點：

1. 創造令人投入的學習內容

2. 最少量的文字閱讀

3. 提供相關的故事

4. 創造讓學習者思考與作決策的情況

5. 提供故事導向和問題導向的互動學習

6. 提供故事型式或對話式的間接回饋，而非對錯式的直接

回饋

國內早年 CAI 時期曾發展類似情境導向設計的教學軟體，但數

量並不多，且未說明具體的設計元素或步驟，對於今日設計數位教材

的參考程度有限。然而，從美國疾病防治中心的成功實例，以及專注

元素對數位學習的重要性，促使激發研究者有動機去深入探究情境故

事導向設計的奧秘。

數位教材如欲採用情境故事導向的設計，必需找出教材產製流程

裡合適的切入點。依據教學設計最通用的 ADDIE 模式來描述

（Gustafson & Branch, 1997），以 Analysis（分析）、Desig（設計）、

Development（發展）、Implementation（實施）與 Evaluation（評鑑）

五個階段來看，最可行的切入點是從設計階段的「處理手法設計

（treatment design）」這個步驟來進行，即是以情境故事作為營造學習

情境的主要處理手法。

處理手法是一項概略說明教學策略的過渡性文件，裡頭包括了教

材的樣子、如何運作、學習見的所見所聞和其行動（Cennamo & Kalk,

2005）。處理手法文件的長度約 1 至 2 頁或更少，文件會說明教材將

如何組織、呈現方式和教學內容（Seels & Glasgow, 1998），儘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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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文件的篇幅不多，卻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教學設計一向以建築設計作類比，若將數位教材腳本喻為建築施

工的藍圖，那麼處理手法即是建築起造的構思草案。換言之，處理手

法是設計階段中的設計重心，決定了數位教材的骨幹。教學設計師在

處理手法定調後，才能進行腳本細部設計的動作，處理手法架構一旦

異動，連帶著內容次序、介面風格、互動形式…等需隨之大作調整，

可謂牽一髮動全身。無庸置疑的，設計階段的處理手法設計這個步驟

是決定數位教材能否成為情境式教學的關鍵點。

有鑑於現階段國內在數位教材設計的實務與研究二方面呈現落

差情況，本研究從數位學習教材的設計著手，特別關注處理手法這個

關鍵點，希望透過情境故事來創設擬真的學習情境，確保數位學習是

一趟有意義的學習，避免數位教材淪為與學習發生無關的多媒體糖

衣。本研究成果將建構一個「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之設計

模式」，藉此提供教學設計師將情境式教學的優越性，妥善地置入數

位教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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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目的有如下四項：

1. 探討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的理論基礎。

2. 探討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對數位教材設計的影響。

3. 提出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之設計模式。

4. 建置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的電子績效支援

系統（Electronic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EPSS）

作為模式操作的工具。

針對前述的四項研究目的，本研究待答問題如下：

1. 情境式教學的概念及教學策略為何?

2.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適用於何種學習類別?

3.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的優點為何?

4. 處理手法與數位教材的關係為何?

5. 情境故事導向設計的意涵為何?

6.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的特徵為何?

7.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創設故事情境時需要哪些元素?

8.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的設計判準為何?

9.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設計的步驟為何?

10. 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的

需求為何?

11. 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的

架構為何?

12. 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的

試用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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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茲分為下列四點說明：

1. 本研究所指數位教材的使用時機以自我導向式學習為

主（self-directed learning，以下簡稱自學式），至於教師

帶領（instructor-led）、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及混程學習（blended learning）方案下的教材型式，不

在本研究範圍內，希望由教材全責負擔教學的責任，藉

此探討獨立的、純粹的數位教材對個別學習者發揮的作

用。即本研究僅考量自學式數位教材，未考量配合教師

帶領、合作學習及混程學習機制下的運用程序與作法。

2. 本研究旨在協助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設計階段之處

理手法（treatment）的實務操作，希望透過瞭解情境故

事導向學習的相關理論、情境創設的元素，提出情境故

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設計模式，以俾協助發想以情

境故事為核心設計的處理手法。至於編製個別螢幕畫面

的細部訊息設計，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3. 本研究所稱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只限於數位教

材的教學策略部分，至於處理手法文件其他需說明之介

面呈現、操作控制、互動方式…等部分，不在本研究範

圍內。

4. 本研究所發展的電子績效支援系統，係根據本研究所提

的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為基礎，此系統的使

用對象為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人員，系統功能為供設計

人員產出以情境故事為處理手法的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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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基於本研究所界定的範圍，研究結果有如下幾點限制：

1. 目前數位教材處理手法設計的相關研究非常少，在實務

上，論及具備情境故事導向設計知能或經驗的教學設計

人員亦少，在此類前導型研究，並不適合量化研究法，

所以本研究主要採質化研究法，由於參與研究者並非隨

機抽樣取得，因此研究結果僅能提出參與研究者的意

見，無法作全面性的推論。

2. 本研究在教學設計部分係以訊息處理模式為基礎的認

知主義觀點，因此，以行為主義或建構主義觀點設計數

位教材欲應用本研究成果時，可能所需的情境有所不

同，應用時需審慎處理。

3. 本研究所建置的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為輔助數位教材設

計人員進行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的工具，而非教

材編製工具（authoring tool），此系統將可供教學設計人

員產出情境故事導向式教材的處理手法文件—情境故

事大綱，以供腳本編撰的主要結構，因此，運用本系統

無法自動產生腳本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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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界定

一、 情境故事：本研究所稱情境故事（scenario），或有稱故事

（story）、敘事（narrative）、情節（episode）、情況（situation）、

個案（case）、情境脈絡（context）、主題（theme），是一段有

情節性的活動敘述，許多學者直接認定「scenario = story」，為

反應此概念，本研究以情境故事作統稱。

二、 情境故事導向設計（scenario-based design）：為一種符合情境式

教學概念的設計取向，採用故事作為創設學習情境的形式，可

支援多種教學策略情境創設之用，如：錨式教學法、個案教學、

認知學徒制…等。

三、 數位教材：本研究所稱數位學習教材（e-Learning courseware），

係指以電腦為播放學習內容的載具，教材閱讀為非同步式，包

括在線上或離線二種情況，學習形態為自學式。

四、 處理手法：本研究所稱處理手法為一項概略說明教學策略的過

渡性文件，為數位教材腳本的前置作業，主要說明採情境故事

導向設計所需的情境故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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