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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從數位教材的設計著手，特別關注處理手法這個步驟，企

盼透過情境故事的加入，讓教材具備情境式教學的優越性。本研究的

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情境式教學的理論基礎
 情境故事與記憶、學習事件
 數位教材與教學設計模式
 情境故事導向設計的意涵
 處理手法的定位與情境資料蒐集
 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的概念

文獻分析 快速雛型法(Rapid Prototyping)

 分析需求(訪談)
 設定目標
 提出 EPSS 雛型
 雛型運用
 系統試用與維運建議(訪談、問卷調查)

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

設計模式

發展與試用情境故事導向

處理手法設計模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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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設定四個研究目的，包括：探討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的

理論基礎、探討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對數位教材設計的影響、提出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之設計模式，以及情境故事導向處理

手法設計模式的電子績效支援系統作為模式操作的工具。

在研究方法的考量上，由於現階段在學術研究上，國內對數位教

材設計的研究並不多，其中尚無數位教材處理手法設計的相關研究；

另一方面在實務上，目前內容供應商在國內數位學習整個產業裡數量

最少，而在供應商裡許多僅止於將內容作數位化轉製、或代理國外教

材，而不從事教學設計工作，所以真正會聘雇專業人力從事教學設計

的廠商更少，今日若論及具備情境故事導向設計知能或經驗的數位教

材教學設計人員，恐如鳳毛麟角。

有鑑於此，本研究在學術與實務二方面身負先導任務，研究性質

屬探索性研究，現階段在缺乏大量樣本的情況下，以質化研究取向實

為可行。因此，本研究主要利用文獻探討方式提出情境故事導向處理

手法設計模式，進而以快速雛型法建置處理手法設計模式的電子績效

支援系統作為模式的工具。在系統雛型階段，以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

需求調查；在系統試用階段，則以半結構式訪談法加上問卷調查蒐集

試用人員的回饋意見，以下茲說明研究方法的運用。

(一) 理論歸納

本研究首先利用文獻探討的結果歸納理論，藉此提出情境故

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設計模式，過程中包括研究蒐集、整理

與分析國內外文獻有關情境式教學、情境故事與記憶、教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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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數位教材與教學設計模式、情境故事導向設計、數位教材處

理手法等研究與著述，自文獻中瞭解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的理

論基礎、情境故事導向教材適用的學習類別、採用情境故事導向

教材的優點、數位教材與教學設計模式的關係、處理手法與數位

教材的關係、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的特徵、情境故事導向數位

教材創設故事情境的元素、處理手法的設計判準與步驟，作為提

出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設計模式的基礎，並據以發展

模式應用的輔助工具。

(二) 快速雛型法：建置電子績效支援系統

本研究所建置 EPSS 定位於協助教學設計人員在進行情境故

事導向類數位教材設計階段時，有關處理手法設計的工作，因此

屬於「工作如何進行（how）」的這一種時機。按照 Gery（1991）

所掲示的作法，本研究的 EPSS 要能提供教學設計人員二項協

助：一是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設計的建議，二是情境

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設計的工作輔助表（job aids）。

進一步需確認的是有關 EPSS 建置的模式，Gery（1991）認

為建置 EPSS 可援引開發一般訓練產品的作法，因此本研究從教

學設計模式中尋求合適的模式來建置 EPSS，其中以 Tripp 與

Bichelmyer （1990）所提出之「快速雛型法（Rapid Prototyping）」

較接近本研究的需求（原始模式如圖 2-21）。傳統教學設計模式

一向有過程冗長與線性思考的弱點，而快速雛型法借鏡軟體開發

模式，強調雛型對於教學設計的價值，並且各階段工作可併行，

但不減損教學設計過程的系統化精神，被視為適合發展電腦輔助

教學軟體的一種教學設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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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建置 EPSS 採用快速雛型法的理由在於該模式適於

發展以電腦為傳遞管道的教學，並強調在設計初期發展一雛型，

來蒐集使用者回饋意見作系統開發的依據。有鑑於目前數位教材

的教學設計並未將處理手法視為必經階段，所以本研究所提出之

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屬於探索性研究，有必要在建置

EPSS 初期將處理手法設計模式的核心步驟，以雛型方式提供使

用者試用，以俾暸解 EPSS 系統在核心部分的運作，有助於降低

系統開發的不確定性和效率。

由於 Tripp 與 Bichelmyer（1990）原始模式在起始階段主要

考量教學內容的分析，而開發 EPSS 之於本研究的關係，在於提

出一個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的設計工具，所以，沒有所謂的教

學範圍與內容的情況下，本研究變通之道係採用 Smith 與 Ragan

（2005）所改良之快速雛型法架構，將分析內容改良為分析情境

因素，較合於本研究建置 EPSS 的宗旨，其模式如圖 3-2 所示。

圖 3-2 快速雛型法
資料來源：Smith 與 Ragan（2005, p.362）

分析需求與情境 設定目標

時間

提出雛型（設計）

雛型運用（研究）

導入和維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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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依據情境故事導向數位學習教材設計模式研究所得

進行配套工具 EPSS 的建置，為確保系統建置的可行性，乃應用

快速雛型改良法來控管 EPSS 建置歷程。其中，在分析需求與情

境部分，以半結構訪談方式進行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設計現況

的資料蒐集，訪談對象設定產業界、學界、企業界三方人士，以

俾蒐集多重觀點。

此外，在雛型部分將以書面工作輔助表方式讓學習科技研究

所正在修習數位教材設計的學生進行試用，並蒐集回饋意見，作

為開發 EPSS 的依據。而建置完成的 EPSS 則由數位學習的資深

的教學設計人員進試用，並蒐集回饋意見，以俾暸解 EPSS 在支

援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的後續發展方向，本研究在建

置 EPSS 的重點工作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本研究 EPSS 建置流程

項 目 重點工作

1、分析需求  暸解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的需求

2、設定目標  完成符合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的
設計工具

3、提出雛型  發展書面工作輔助表

4、雛型運用  工作輔助表供學習科技研究所學生試用
 蒐集回饋意見
 發展 EPSS

5、系統試用與維運建議  EPSS 提供數位教材資深教學設計人員試用
 蒐集回饋意見
 提出系統後續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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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半結構式訪談

本研究利用 EPSS 作為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應用

的輔助工具，在建置系統前期，利用半結構式訪談來蒐集資料，

以確認所開發的處理手法設計模式工具的需求；系統建置後則

EPSS 請數位教材資深教學設計人員試用，以瞭解教學設計人員

對於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 EPSS 系統的試用意見，以

及系統後續發展建議。

半結構式訪談需事先擬定訪談問題，但在進行訪談中，受訪

者可根據題目作開放式回答，利用半結構式訪談的好處，除了可

蒐集研究者所關切的議題，亦可透過受訪者的自由回答，得到與

議題相關的資訊，由於本研究屬先導性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可

得較多的資訊。

1、分析需求階段

為暸解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現況與需求，本研究訪談

對象針對曾接觸過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之產業、學界與企

業界三種對象進行資料蒐集，同時考量訪談對象的代表性、

研究焦點、研究資源等因素。本研究所界定的產業訪談對

象，係指數位學習產業的內容供應商，並以自有教學設計團

隊之廠商為主，若教材係委外設計者，因內容設計的核心人

員不屬廠商所轄，恐不熟習教材設計的作業流程，則不符研

究本意。再者，基於標竿性觀點，內容供應商需數位教材開

發經驗豐富、且有具體成效，以符合產業代表性的條件。學

界訪談對象為教學科技系所的教授；企業界訪談對象以導入

數位學習多年，內部有數位教材開發經驗的企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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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分析需求階段的訪談工作規畫了三個階段，以

下說明各階段的工作重點：

1. 訪談前置作業：依據產業、學界與企業界三種對象擬訂

訪談問題大綱，並連繫受訪者，確認後透過面談與電子

郵件等方式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緣由、研究目的、訪談問

題等，以增加受訪者對本研究的認知。

2. 訪談的進行：研究者以面談方式進行訪談，為求過程的

順暢，訪談時採開放的態度，除訪談大綱所列問題外，

亦配合受訪者隨機提問，以蒐羅相關資訊，訪談進行期

間採錄音和重點筆記方式紀錄訪談內容。

3. 資料整理與分析：訪談後整理錄音與筆記內容，並依研

究目的將訪談結果歸納分析，作為建置 EPSS 的基礎。

本研究訪談重點在於從產業、學界與企業界不同立場的

觀點蒐集現況與需求的資料，訪談前將初擬的訪談大綱內容

委請專家學者指導。由於研究時間、資源、費用等限制，在

產業、學界與企業界三種對象各取 1-2 名對象進行訪談，並

在訪談後進行資料分析。以下列出三種訪談對象的訪談問題

大綱：

表 3-2 分析需求階段訪談大綱

研究對象 訪談問題

產業

（內容供應商）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設計的經驗為何?
 情境故事資料的來源為何?
 決定數位教材情境故事的過程為何?

學界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在大學遠距的使用現況?
 對情境故事導向設計的看法為何?
 數位教材處理手法的工具的需求?

企業界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的使用現況?
 內部數位教材的產製流程為何?
 數位教材處理手法工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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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試用階段

為暸解本研究建置之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

EPSS 的試用結果，本研究選取數位學習內容供應商對於數

位教材設計經驗豐富的人員進行系統試用，試用過程中研究

者，研究者輔以半結構性訪談方式蒐集回饋意見。本研究

EPSS 試用對象的選取考量在數位學習產業裡表現傑出的內

容供應商，對於數位教材設計有豐富的經驗，以及教材作品

的成果績優、受到市場肯定。

由於研究時間、資源、費用等限制，訪談對象選取三家

國內知名的數位學習內容供應商，並以公司裡核心、資深的

教學設計人員 1-4 名進行訪談，並在訪談後進行資料分析，

據此提出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 EPSS 的維運建

議。以下列出訪談問題大綱：

1. 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是否完整?

2. 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 EPSS 是否可行?

3. 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 EPSS 建議為何?

(四) 問卷調查法

為暸解本研究建置之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 EPSS

的試用結果，本研究發展一份 EPSS 評鑑表讓試用對象在結束系

統試用後填寫，針對系統操作、模式結構與系統效益等三個面向

進行意見調查，以俾具體地瞭解教學設計實務界人士對於情境故

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 EPSS 的反應情形。

由於試用本研究 EPSS 的人數並不多，因此，本研究的問卷

調查樣本非大量樣本，調查結果無法作全面性的推論，僅能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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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系統試用的人員意見；此外，問卷調查的對象同時也是訪談

的受訪者。

問卷採李克特五等量尺計分，各問項代表受試者對於情境故

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 EPSS 系統的試用感受，受試者直接勾

選後代表其感受的適當值，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有

五級，統計時以數字 1-2-3-4-5 來進行，分數愈低代表愈不同意

該問項所敘述之情事。此外，為確保本評鑑表的效度，發展出的

評鑑表初稿由專家進行確認，並修正調查的項目，完成正式評鑑

表（附錄 D），在系統試用階段用以蒐集回饋意見。

表 3-3 本研究 EPSS 評鑑表

面向 調查項目

系統操作

 清晰地說明本 EPSS 工具在教學設計歷程中的定位

 明確地規劃本 EPSS 工具的細部功能

 各項步驟都經精簡地設計、容易理解

 清楚地標示各項步驟的內容、容易操作

模式結構

 各步驟的「設計小密訣」具有即時提醒的參考價值

 本工具能夠引導教學設計人員在構思情境式教材時，具體掌握

學習者所扮演的「參與者的角色」

 本工具能夠引導教學設計人員在構思情境式教材時，具體掌握

學習內容的「焦點問題與核心任務」

 本工具能夠引導教學設計人員在構思情境式教材時，具體掌握

學習歷程中所呈現與實際作業相符之「場景」

 本工具能夠引導教學設計人員在構思情境式教材時，具體掌握

學習歷程中可引用之各種「人力與物力資源」

系統效益

 本工具能夠引導教學設計人發想出連貫的(而非片斷的) 處理

手法的情境故事大綱

 本工具可防範過度發散的創意發想，而降低情境與學習目標脫

節的風險

 經由本工具所產出的處理手法有助於加速後續之分鏡腳本的

編撰工作，而達撙節專案成本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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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所運用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問題的適配情況

如表 3-4 所示。

表 3-4 研究方法與研究問題的適配情況

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方法

1. 情境式教學的概念及教學策略為何? 文獻探討
2. 情境故事導向教材適用於何種學習

類別?
文獻探討

探討情境故事導向
數位教材理論基礎

3. 情境故事導向教材的優點為何? 文獻探討

4. 處理手法與數位教材的關係為何? 文獻探討探討情境故事導向
處理手法對數位教
材設計的影響

5. 情境故事導向設計的意涵為何? 文獻探討

6.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的
特徵為何?

文獻探討

7.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創設故事情
境時需要哪些元素?

文獻探討

8.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的
設計判準為何?

文獻探討

提出情境故事導向
數位教材處理手法
之設計模式

9.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處理手法設
計的步驟為何?

文獻探討

10. 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電
子績效支援系統需求為何?

半結構式
訪談

11. 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電
子績效支援系統架構為何?

快速雛型
法

建置情境故事導向
處理手法設計模式
的電子績效支援系
統作為模式操作的
工具

12. 情境故事導向處理手法設計模式電
子績效支援試用結果為何?

半結構式
訪談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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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設計，本研究規畫的流程如圖 3-3所示：

圖 3-3 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與
確認研究目的

相關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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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情境故事導向
數位教材處理手法

設計模式

撰寫
研究結論與建議

確認
情境故事導向

處理手法設計模式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
處理手法設計工具

分析需求 設定目標 提出雛型 雛型運用 系統試用與
維運建議

試用結果分析

情境式
教學

理論基礎

情境故事導向數位教材
處理手法設計文獻

情境故事
與記憶

學習事件

數位教材
與教學設
計模式

情境故事
導向設計
的意涵

處理手法
定位與情

境資料蒐集

文獻分析與歸納

EPSS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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