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學習風格對數位學習成效之教學研究。本章

針對研究目的進行文獻探討，分別以三個方面加以討論：一、學習風

格的理論；二、數位學習教學相關理論；三、從學習成效、涵義、相

關理論加以探討。 

 

第一節 學習風格的理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學習風格對數位學習成效之教學研究。教師

在教學活動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影響學生的因素有很多。近年來學者

發現學習風格在學習過程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Keefe,1979)。教師

應瞭解學習風格來進行教學，如此可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並解決學

生的學習困難。 

本節旨在說明學習風格之定義、Kolb 之學習風格理論及探討學

習風格之相關研究，分別說明如下。 

壹、學習風格的定義 

學習風格是指學習者在面對學習及問題時，所採取的一種策略或

偏好方式，因人而異，具有獨特性。學習風格源自實驗心理學上對認

知風格的研究，如知覺、記憶或訊息處理方式等，以解釋個人在認知

方面的不同差別。 

Keefe(1988)將學習風格定義為「學習者與其學習環境交互影響中

，所培養出來的一種具有相當穩定的反應方式，它通常包括個人之認

知型態、情意特徵及生理習慣之特性」。 

Sternberg(1997)解釋所謂的風格是指一個人較喜歡使用其能力的

方式，它並不是一種能力，無好、壞之分，只是個人使用能力的一種

偏好方式。他認為風格所具有的特性為：風格不是能力，而是使用能

力的偏好方式，風格與能力相互配合，可創造出相得益彰的整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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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具有多種風格的組型，而不是只具有單一風格；對於同一類型的

風格偏好，具有某種程度的差異；人具有程度不同的風格變通性；風

格是社會化的結果，是可以改變的；風格並沒有固定的好壞標準，時

間與場合不同，所得到的評價也不同。 

Dunn & Dunn(1994)研究就發現當教學和資源皆符合學生獨特學

習風格，能提高學生學業成就，而且學習態度會更好。 

國內學者吳百薰(民 87)將中外學者對於學習風格的定義，按照定

義取向及年代先後順序加以整理，將學習風格分為五個取向：學習情

境、行為模式、策略、情意和多元。 

伍賢龍於民國 91年也歸納如下的學習風格概念： 

一、學習風格可以表現學習者的獨特學習偏好或傾向。 

二、學習風格是受到遺傳以及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的影響。 

三、學習者之間的學習風格是有差異的。 

四、學習者的學習風格在大部份的時候，可能呈現一致性或穩定

性。 

五、學習風格不是能力，而是學習者在學習時使用能力的偏好方

式。 

六、學習風格是社會化的結果，是可教導、可改變的。 

七、學習風格沒有固定的好壞標準，時間與場合不同，所得到的評

價也就不同。 

學習風格為學習者的特殊偏好，學習者所具有的獨特性、穩定性

及一致性，在短時間內不會因學習情境的改變而有所影響。 

由於各家主張論點不同，因此學習風格分類理論也很多，在眾多

學習風格分類理論中，廣為學術界所採用的是 Kolb 於 1985 年所提

出的學習風格理論，此學習風格調查表更是網路教學相關的研究所普

遍採用之研究工具 (黃雅鈴,民 94；蔡淑薇，民 93；巫靜宜，民 89)。 

貳、Kolb學習風格 

Kolb 學習風格理論，最早在  1976 年提出且發展成學習風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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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後來在  1985 年又進行修正，並且發展出新版調查表 (Kolb, 

1985)。 

Kolb 認為學習是一種連續性的過程，包括四種階段：具體經驗

(concrete experience,CE)、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AC)、主

動 實 驗 (active experimentation,AE) 及 省 思 觀 察 (reflective 

observation,RO)。具體經驗強調經驗學習，抽象概念傾向發展理論與

概念分析來解釋事物，主動實驗傾向行動冒險，省思觀察則傾向多方

面思考的方式定義問題。 

Kolb 的 LSI(learning style inventory)學習風格量表是把他經驗學

習理論中的「具體經驗/抽象概念」及「主動實驗/省思觀察」的兩個

構面劃分為四個象限，也就是將學習風格分成四類：發散型(diverger)

、調適型 (accommodator)、聚斂型 (converger)、同化型 (assimilator)，

如圖 2-1-1所示。 

利用「具體經驗/抽象概念」及「主動實驗/省思觀察」兩個維度

而構成的四個象限，將學習風格分成四類：發散型、調適型、聚斂型

、同化型。 

Kolb 四個學習階段可分兩個構面，分別是「資訊接收偏好」構

面及「資訊處理方式」構面。 

「資訊接收偏好」代表學習者接收新資訊時，分別以「具體經驗

」及「抽象概念」接收新知。「具體經驗」是以實際經驗來接收新知

，「抽象概念」是以抽象思考來接收新知。 

「資訊處理方式」代表學習者對新資訊的處理方式，分為「主動

實驗」及「省思觀察」。「主動實驗」是對新資訊處理以主動實驗為主 

，「省思觀察」則對新資訊處理以觀察省思為主。 

依據 Kolb 於 1985 年發表之新版 LSI 量表 (Kolb, 1985) 對學

習者特性的描述，首先就兩個構面分析，其歸納如下(Smith & Kolb, 

1985)： 

一、喜好具體經驗的學習者，是以感覺來學習 (1earning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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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ing)，從特殊的經驗來學習，將學習關連到人，對人的感覺

強烈。 

二、喜好抽象經驗的學習者，是以思考來學習(learn by thinking)，

從邏輯的分析和概念來學習，對情境瞭解之後才採取行動，是

有系統的規劃。 

三、喜好主動實驗的學習者，是作中學(learning by doing)，有能力

將事情做完，喜好冒險且透過實作影響人及事。 

四、喜好省思觀察的學習者，是以看及聽來學習 (learning by 

watching and listening)，做決定前會先仔細的觀察，喜好從不

同面向來看事情且尋求事情的意義。 
 

 

Kolb之 LSI量表(Kolb,1985)提出之的四種學習風格學習者特性，

歸納如下(Smith & Kolb, 1985)： 

一、發散型：「發散」學習特性者，擅長以各種不同角度觀察狀況，

資
訊
接
收
偏
好

資訊處理方式 

圖 2-1-1  Kolb 經驗學習模式
資料來源：蔡淑薇(民 93)

具體經驗

CE 

省思觀察 

RO 

抽象概念

AC 

主動實驗 

AE 

調適型 發散型

同化型聚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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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較強的想像力及對事情的理解能力。喜好省思觀察與具體

經驗，透過觀察情境的各種面向來學習，多觀察、少行動，須

以圖像或整體觀來幫助學習，喜好開放式的作業和自我判斷的

活動，具創新性格，是腦力激盪的高手，喜歡觀察別人吸收知

識，但不喜歡同儕互動學習。適合從事藝術、服務及娛樂業。 

二、調適型：「調適」學習特性者，喜好主動實驗與具體經驗，是

冒險者，易適應新環境，對危機處理和尋找機會有較強的能力

。在理論和情境不完全相符的情況下，會放棄理論，以直覺和

錯誤嘗試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適合動作取向，不需要架構或權

威，依賴他人提供的資訊遠勝於技術性的分析，需要同儕互動

學習，如銷售員行業。 

三、聚斂型：「聚斂」學習特性者，喜好主動實驗與抽象概念，是

實用主義者，善於找到理論的實際應用方式及難題的解決方法

，偏好親自實驗的方式獲得知識，相信單一答案、普遍知識及

實踐的價值，重視專家式的學習與結構好的知識，具非情緒

(unemotional)性格，能處理科技性問題勝於社會性問題，適合

當工程技術人員。 

四、同化型：「同化」學習特性者，喜好省思觀察與抽象概念，是

思考者，尤其是大量資訊的處理，有較強的歸納、推論及建立

理論模式的能力，思考透徹後，甚至創造概念和模式(concepts 

and models) ，能同化個別觀察之物件而成一通則，喜歡作業

、理論、授課及已架構好的東西，較缺乏對人事物實際價值的

判斷，適合資訊與科學方面的工作。 

蔡淑薇(民 93)。將Ｋolb四種學習風格類型整理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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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Kolb的學習風格類型 

學習風格 發散型 調適型 聚斂型 同化型 

學習方式 

的偏好 

具體經驗 

省思觀察 

主動實驗 

具體經驗 

主動實驗 

抽象概念 

抽象概念 

省思觀察 

學習者 

的特性 

喜歡觀察別

人、吸收知

識、腦力激

盪的高手 

冒險者、易

適應新環境

、依賴他人

資訊遠勝於

技術性的分

析 

實用主義者

、具非情緒

性格、處理

科技性問題

之能力勝過

社會性問題 

思考者、較

強的歸納、

善於大量資

訊的處理 

專業領域 藝術、服務

、娛樂業 

商業、機構

組織 

經濟、科技

、環境學 

資訊、科學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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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Kolb 之學習風格特性的敘述，可明瞭學習者的學習風格主要

是依照學習者在進行學習時，會採用何種學習方式以獲得自己認為更

有效的學習來區分，歸納說明如下(Smith & Kolb, 1985)： 

一、偏好感覺配合看、聽的學習者，稱為發散型，其學習方式是多

觀察，少行動。 

二、偏好感覺配合親手作的行動者，稱為調適型，屬於冒險家，其

學習方式是相信直覺。 

三、偏好思考配合親手作的行動者，稱為聚斂型，相信單一答案，

其學習方式需以親自實驗獲得知識 

四、偏好思考配合看、聽的行動者，稱為同化型，其學習善於歸納

知識，創造概念模式。 

學習者在面對新學習經驗時，為了使學習更為有效，常常會轉移

或改變其學習的方法，每個人會發展出一個自己認為最有效的學習風

格來進行學習，這些學習風格具有其獨特性、穩定性及一致性，在短

時間內不會因學習情境的改變而有所影響。 

本研究擬採用上述論點，將學習者面對新的課程學習經驗的學

習風格進行分類，探討不同類型學習風格的學習者，其數位學習之

成效。 

參、學習風格之相關研究 

綜合近年的文獻資料，已有許多的學者投身研究學習風格與教學

之相關研究，茲將與教學相關的研究說明如下： 

一、林立斌(民 95) 研究台北市國小學童以數位學習方式，進行一

學期之電腦課程教學實驗，研究結果發現： Kolb 學習風格在

四種網路學習行為上，都未達到顯著性差異；在線上學習態度

的部份向度上達顯著，符合 Kolb的學習風格理論。 

二、黃雅鈴(民 94) 研究高職美工科學生進行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

，對不同學習風格的高職美工科學生「色彩感覺」學習成效之

影響。研究得到結論：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下，不同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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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會造成「學習成效」的差異，以「聚斂型」學習風格學

生在「色彩感覺」學習成效較佳。 

三、陳淑珍 (民 94)研究桃園縣國小學生接受 imcms 電腦網路系統

進行自然與生活領域水的三態之教學。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的

「學習風格」不會造成電腦網路教學的「學習成效」有所差異

，未達顯著水準，但是電腦網路教學中學童的學習風格類型是

存在的。 

四、楊偲敏(民 93)探討數位學習中，不同的學習風格與神馳經驗是

否會對學習者的學習成效造成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習

風格的學習者，其數位學習成效的差異性顯著。 

五、施賀建(民 91) 研究中原大學資管系學生，以實地實驗方式驗

証，學習風格依 Kolb 學習風格型態理論所定義的學習風格，

研究發現：(1)學習風格的確對學習成效結果有影響，使用互動

課程時，學習風格為「主動實驗」的學習者比「被動觀察」的

學習者有更佳的學習成效，達顯著性；使用不互動課程時，「

被動觀察」的學習者比「主動實驗」的學習者，有較佳的學習

成效，未達顯著性；學習風格為「主動實驗」的學習者，使用

互動課程比使用不互動課程時的學習成效佳，達顯著性；學習

風格為「被動觀察」的學習者，使用互動課程比使用不互動課

程時的學習成效佳，達顯著性。(2)學習方式的確對學習成效結

果有影響，在學習成效上的認知學習、學習興趣、教學設計滿

意等三項，差異達顯著。 

六、陳育民(民 91) 研究國中學生以資訊教育課程為基礎，分析學

習風格和學習模式對於電腦學習成績、滿意度及電腦網路態度

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1)不同的「學習風格」會造成「電腦

成績」、「電腦網路態度」的差異，達顯著水準，「調適型」的

表現明顯高於「發散型」、「聚斂型」和「同化型」。(2)不同的

「學習風格」搭配不同的「學習模式」會造成「電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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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滿意度」、「團體互動滿意度」的差異，達顯著水準。 

 

綜合以上 Kolb 學習風格的教學相關研究，不同學習風格其學習

成效有差異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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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數位學習教學相關理論 
 

本節旨在探討傳統教學環境與數位學習環境、數位學習優點及特

性、教育理論於網路學習之運用及數位學習與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 

壹、傳統教學環境與數位學習環境之介紹 

一、傳統教學環境 

本研究所指的傳統教學是綜合教育學者(Dismuke，1995；張靜

嚳，民 85)意見，再依據現在實務教學，定義傳統教學環境為：在

一般教室，教師根據學校統一採購的教科書，由教師依據教學進度

表，面授講解教科書內容和學生聽講與練習的教學。大部份的教師

擔任敘述及訊息傳播者角色，學習者則是被動接受訊息。必要時，

教師會在黑板補充許多教材或經由考試增加學生練習機會。 

學者張靜嚳(民 85)談到傳統教學優點有：簡單方便，教師只要

依教學進度表將教材講解清楚就完成教學活動；經濟快速，不但可

以大班上課，且一堂課可以講解很多的課程內容與技巧；省時省事

，直接講解結果可以省掉學生探索時間，更甚之省掉實驗或操作；

應付考試，只要針對考題類型加上大量反覆練習，對任何考試都有

一定的成效，尤其是對需要記憶事實或熟練技巧的考題成效最佳。  

張靜嚳(民 85)認為傳統教學也有缺點：效率低，教師講解多次

，學生也要練習多遍才有點效果；效期短，教學效果相當短暫，辛

苦教會學會的東西很快又消逝；特定性，範圍小與層次低；非人性

化，傳統教學看待學生如白紙，空瓶，或如實驗室裡的鴿子在「訓

練」。這種教學是非人性化的，忽略了學生具有獨立的人格和特有

個人獨特的經驗與知識。  

二、數位學習環境 

 何謂數位學習？有人稱 e_learning，也有人稱 digital learning。

e_learning的全名是 electronic learning，就是運用各種可能的電子媒

體，傳遞學習內容。依據專家學者的歸納，所謂數位學習是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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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透過電腦、廣播、錄音帶及網路等數位化電子資源媒體進行學習

的一種方式，並由其所提供之數位內容及教學方法創造學習經驗，

以達成學習目的。學習方式可以是同步 (synchronous)或非同步的

(asynchronous)。數位學習可以是正式學習，包含了線上教育(online 

eduction)、線上訓練(online training)，數位學習結合傳統教室與書

面教材的混成學習。數位學習的相關領域包含了數位學習工具的使

用、數位學習網路的教學環境建置、數位教材內容的開發及數位學

習活動設計…等(陳冠華，民 95)。 

在這個資訊變遷快速的時代裡，學生對於資訊科技的接受與適

應能力往往比教師來的快，但教師依然扮演著一個關鍵的引導者角

色，以將新技術中的相關技能教導給學生(Zhang,2005)。王全世(民

89)認為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教學型態會面臨很大的改變，

教師不再是教學活動的中心，轉而扮演引導、輔助和諮詢的角色，

學生進而改變為教學活動的中心，可以適度地決定自己所要學習的

內容和進度，教師所設計的課程、教材和教學策略會有所改變，因

此，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活動，採用建構式的教學策略，教師只

是幫助、引導學生從自己的經驗建構自己的意義，最能成功地實施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網際網路高科技時代已來臨，帶動許多學者探討網路教學的發

展(黃印通,2002;Davie & Hyug,2001;Lockyer,Patterson & Harper,2001)

，教育部也不遺餘力推動資訊融入教學，發展各項資訊教育相關計

畫，各種網路教學平台也紛紛建立，如 K12 數位平台、Loxa 教育

網、亞卓市全民學校等。 

近幾年內容管理系統(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已經

漸漸成熟的導引校園在思考關鍵性教育軟體的趨向，基本來說，一

個課程管理系統能提供教育工作者開設一門線上數位學習的課程，

甚至還提供學生與老師互動的功能，其中包含各種有效的工具模組

，像是上傳或分享教學資源、家庭聯絡簿、班級行事曆、班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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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與影片集等，收集學生的意見及看法並詳實的記載學生們的學

習歷程，這樣將有助於教師瞭解學生們的學習狀況，並提昇教學品

質。 

xoops 是一個非常易於使用、維護及管理，而且可高度擴充、

具物件導向的動態網站內容管理系統，採用 PHP 語言來設計。其

系統是透過統一管理介面維護的模組來增加可擴充性。xoops 內建

的模組大部份是基本功能，管理者可隨時拿掉或自行加上依照規格

製作的模組，彈性很大。模組開發是完全公開的，同時提供許多

xoops 模組開發指南，可以將這些功能透過模組的核心來補充到

xoops。 

本研究所實驗的學校，為能提供學校教師更容易取得網路教學

環境，以利資訊教學的推行，以自由軟體 xoops 建立線上學習管理

系統，讓學校教師更易於推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中。 

本研究學生，於傳統教室上課時只是學生被動聽講與練習羞於

開口，上課互動低落，與老師面對面互動幾乎為零。由於網路科技

形成的「數位學習環境」，學習者可以不直接面對教師，因而想藉

由數位學習平台的非面對面教師與同儕討論，藉以觀察對於不願面

對面表達的學生是否可以激發其學習動機。 

三、數位學習的優點及特性 

 陳冠華(民 95)認為數位學習的最大特色在於結合通訊、電腦與

影音多媒體技術，同時突破時空限制，從傳統教室的教育訓練型態

，轉型成為運用網際網路的學習方式，提供使用者不受時間和地點

上的限制來進行學習。學習者與教學者已不再侷限傳統面對面教學

形式，而是可依自我習慣與實際狀態調整自我學習進度。 

Hiltz(1994)認為，網路學習的教學方式，學習者可調整學習步

調與速度，同時，藉由電腦的輔助，可儲存與自動完成筆記，隨時

複習。 

在適性化教學、教育多元化發展，傳統教學無法完全滿足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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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需求，拜網路資訊科技之進步，其多元、彈性、即時、不受時

空限制，因而日漸受到重視，帶動許多學者紛紛探討網路教學之發

展。然而在實施之前，仍應瞭解網路學習之優缺點，以發揮網路學

習之長處，而避免網路學習之缺點，茲將網路學習優缺點，整理如

下表 2-2-1及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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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網路學習優點 

學者提

出時間 

網路學習優點 

Lern 

1998 

 彈性學習時間、地點。  

 具有地球村、世界觀的發展潛力。  

 調適及運用不同的設備、資源。  

 提供快速發展環境。  

 易於新增、更新內容。 

 低成本就可以發展不受空間限制的有效學習方式。  

 提供不願面對面表達的機會，也提供自我導向學習者

的環境，激發學習動機、學習自主、學習責任。 

林世鴻 

整理 

民 91 

 彈性學習時間與地點。 

 結合多媒體設備提昇教學成效。 

 教師授課更有彈性及效率。 

 具地球村、世界觀的發展潛力。 

 節省經費而且環保。 

 學習內容的即時性。 

 提供需要隱密性學習者的機會 

 自我建構、自我導向激發學習動機。 

 個別化彈性學習。 

 學習社群的發揮。 

李建鋒

等 

民 90 

 打破傳統時空的障礙，無學習時間與教室空間上的限

制。 

 多樣化的即時及同步互動。 

 網路科技的進步與全球資訊網的流行。 

 多元化的教學方式。 

 網路資源的豐富性，讓使用者在資訊獲取上有更大的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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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網路學習優點(續) 

學者提

出時間 
網路學習優點 

張淑萍 

民 89 

 不受時空限制。 

 教師可在網路上放置線上教學  (學習)網站教材以輔

助學生學習。 

 良好的網際網路課程軟體開發與應用。 

 學生可從網路搜尋、收集資訊。 

李永吟 

民 89 

 促進理解。 

 多元資訊路徑。 

 較具彈性及敏銳性。 

 更趣味化。 

 提供額外的學習資源。 

 較能配合學生的學習風格。 

 提高學習的自主性。 

 經由電子媒介促進溝通效果。 

林奇賢

等 

民 89 

 破除學習時空的藩籬。 

 多元化與即時性的學習內容。 

 動態式互動學習。 

 個別化學習。 

 科技整合。 

 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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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上述網路學習優點如下：  

(一)教學無『時』、『空』之限制：提高學習自主性，教師與學習

者不必在同一時間、地點上課，透過媒體傳播的方式，將影

像、聲音以及圖文教材傳到另一端，讓師生彼此皆能進行雙

向互動交流，亦可達到面對面直接教學的效果。 

(二)個別化彈性學習：不同程度、不同風格的學習者，可依據自

己的知識背景擷取適合自己的資料，進行較適切的學習。網

路教材可依學習者的程度量身訂做或選擇，讓不同背景、不

同程度的學習者都能得到適合自己的教材內容來學習，以提

升學習成效。 

(三)教學資源共享，節省教學資源，平衡學校資源上的差異，增

加學習者學習機會。 

(四)教學活動的多元性：網路遠距教學可以利用聲光音效、影像

傳遞多元化的教學方式，豐富教學活動，教學活動不再侷限

於書本的平面圖文。可以更吸引學習者的注意力，提高學習

成效。 

(五)提供需要隱密性學習者的機會：有些學習者不願意或不敢面

對面與教師或同儕互動，網路學習環境可以讓需要隱密性學

習的學習者有公平表達的機會。 

(六)教學教材的重複性：傳統教學活動一旦教過，就很難再重複

練習，教師的講述內容往往講過就不會再重複。但網路的遠

距教學，其教材內容皆可以重複不斷地複習。就算今天學習

者、或教師因故無法參加教學活動，仍不影響其學習內容與

品質。 

(七)製作成本雖高，但大量使用時成本降低而且具環保，適合做

為大眾化學習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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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網路學習之缺點 

學者提

出時間 

網路學習缺點 

Lern 

1998 

 網路頻寬及傳訊能力仍不足。 

 強調自我學習，對需要結構化學習的人員不利。 

 學習者必須具備電腦網路操作技巧。 

 信息負荷過重，必須閱讀與回覆過多電子郵件、線上

討論。 

 對偏遠地區及學習障礙者而言，運用網路仍是很大問

題。 

 缺少語言溝通，易產生社會疏離及造成被動心態。 

李世忠 

民 81 

 初學者易迷失學習方向，而影響學習成效。 

 漫無目標瀏覽，無法建構完整知識架構。 

 認知超載(cognitive overloading)無法有效學習。 

 知識結構難以整合。 

Yan 

Bodain 

2001 

 與教授及其他學生間缺少互動。 

 缺少直接、即時的回饋。 

 沒有時間上的壓力反倒難安排學習時間。 

 孤立的問題。 

 較難評量學生的作業。 

 

綜上所述網路學習缺點如下：  

(一)初學者迷失學習方向：初學者易漫無目標瀏覽迷失學習方向

，無法建構知識，導致學習挫折。 

(二)缺乏人性與情感的互動：缺少語言溝通，易產生社會疏離及

造成被動心態。 

(三)網路頻寬及傳訊能力仍不足：網路頻寬及傳訊能力的不足，

有待持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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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調自我學習：對需要結構化學習的人員不利，不易進行深

度學習。 

(五)認知超載無法有效學習：認知超載，學習者無法有效吸收學

習內容。 

(六)信息負荷過重，必須閱讀與回復過多電子郵件、材料、討

論。 

(七)對偏遠地區及學習障礙者而言，運用網路仍是很大問題。 

 

網路學習優勢無時空限制，師生、同儕互動多向、適性學習、

教材多元等，但其缺點是教師難以掌握學生真實學習過程、初學者

易迷失學習方向、缺乏人性與團體的互動。 

網路學習的最大優點就是提供一個突破時空限制的學習環境，

老師及學生都可以隨時隨地的進出教室。不管是任何時間或是在任

何地點，只要是在可以使用網際網路的環境，老師都可以進入網路

教室準備教材、設計教案、出作業、改作業、回答學生的問題並且

與學生進行線上即時討論；此外，學生也可以隨時進來教室閱讀教

材、交作業、問問題、進行小組討論、線上即時與師生互動以及進

行自我評量。網路學習的環境對於老師和學生而言，提供了一個相

當具有彈性的空間，可以讓老師及學生自由發揮。  

劉信吾(民 88)認為使用教學媒體明顯的教學效果可增進學習量

、將抽象觀念具體化以獲得具體充分瞭解、縮短城鄉差距、齊一教

學水準、活絡教學活動、實施成就感教學、增進師生互動。 

貳、教育心理學理論於網路學習之運用 

教育心理學在 1980 年代後，其明顯的轉變是學習原理從遵循行

為學派改為認知心理學派所發現的法則，網路學習所根據的認知心理

學基礎主要有二：一為建構主義 (Jonasen, 1991)，另一為情境認知

(Brown,Collins, & Duguid, 1989)。  

一、建構主義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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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建構主義(constructionism)？或稱建構論？張靜嚳(民 84)認

為建構主義基本上是在解釋「知識是什麼？」和「學習是什麼？」

的一種理論模式。建構主義可從哲學、心理學與社會學三方面學術

領域加以說明。周崇儒(民 89)認為建構主義是一種源於哲學、心理

學與社會學的知識論。在哲學方面，Bruner(1986)與 Jonassen (1991)

二人均指稱建構主義始於 Kant(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的批評主義(朱則剛，民 89)。在心理學方面，則起源於 Jean Piaget

的發生認識論及 Bruner 的認知心理學(Perkins，1991)。在社會學方

面，社會建構主義強調個人建構知識是在社會文化的環境下所建構

的(Rogoff, 1990)，也就是說個人所獲得的知識，並非學習者任意建

構的，而是一般人活在相同社會下所產生的共識。張靜嚳 (民 84) 

認為社會建構主義是「知識是個人與別人經由磋商與和解的社會建

構」。 

建構主義的理論是，知識並不是被動給予，而是主動被建構，

教師無法將觀念加諸於學生的腦海中，而是要靠學生自己建構自己

的意義。近年建構主義的知識論及情境學習論受到教育界廣泛討論

，張靜嚳(民 84)強調現代建構主義應具下列三個基本原理： 

(一)知識是認知個體主動的建構，而不是被動的接受或吸收。  

(二)認知功能在適應，是用來組織經驗的世界，不是用來發現本

體的現實。  

(三)知識是個人與別人經由磋商與和解的社會建構，學習是發生

在社會真實的情境下，並且受到同儕間互動的影響。 

綜而言之，建構主義是以學生原有的經驗作為知識組織的基礎

，融合外來訊息建構新知。  

二、建構主義之學習觀  

建構主義者對學習的觀點，認為學習是學習者透過參與，以經

驗為基礎主動建構意義，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會把新資訊同化到

已有的概念。主張學習是一種獲得新知的過程，具有主動而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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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這個過程是數種關鍵性認知過程交互作用的結果。知識是靠

學習者自己建構 (constructed)而不是教師把知識簡單地傳遞

(transmitted)給學習者。教學活動並非一種傳授知識的過程，而是幫

助、引導學生從自己的經驗建構自己的意義。因為知識建構是從活

動中產生，所以知識是嵌入於活動中，無法將知識從經驗中分開。

知識是固著於產生學習活動的情境背景中，有關情境的訊息是學習

者為了對現象做解釋或理解所建構而成的知識中的一部份，因此學

習者所建構的知識並非僅由觀念(內容)所組成，而是還包括所獲知

識有關的情境，學習者對環境的所做所為，及求知者欲從環境中獲

得什麼的意圖(Jonassen, Peck, & Wilson, 1999)。朱湘吉(民 81)歸納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可分為四個領域，分別是學習內容、學習者、學

習情境以及學習項目。 

(一)學習內容  

建 構 主 義 把 學 習 內 容 分 成 入 門 知 識 (introductory 

knowledge)與進階知識(advanced knowledge)兩類。入門知識包

含語文資訊、動作技能，及具體概念等較低階的知識技能，其

學習在於獲得基本的概念及一般的原理、原則，作為進階學習

的基礎。進階知識屬規則及問題解決之類較高階知識技能，因

性質複雜、結構不完整、在不同情境上有重大差異及相互矛盾

的情境，又涉及交互作用，不用單一的方法加以呈現及分析。

進階知識必須以多種向度來呈現瞭解，而學習者的先前經驗扮

演重要的角色。建構主義的理念應用於解決問題、思想及複雜

技能之學習。 

(二)學習者 

建構主義者認為學習者的積極主動參與是學習過程中不可

或缺的條件(朱湘吉，民 81)。學習者對知識的瞭解，受其先前

知識的影響，而其先前知識係由建構而成的，這是雙重建構的

(doubly constructive)。又由於個人對知識的瞭解是以強調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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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為根據，個人的經驗又彼此不盡相同。因之，建構主義

者的教學目的，不再傳遞學習「計畫」給學習者，而應在發展

學習者重新建構計畫的能力，以反映出情境中的需求。據此，

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的互動參與(active participation)乃是學習中

不可或缺的條件。 

(三)學習情境 

建構主義者認為情境本身就是學習的一部份，而豐富學習

環境是學習進階知識必備的要件。學生和外界環境互動的過程

中，會依據自己已有的知識來解釋周遭的環境，因此，教師應

該提供一種有利於學生探索的學習環境，幫助學生能夠自我學

習和成長。。當學習抽離了情境時，所學得的知識是惰性(inert)

，不能正確而有效地活用。由是，建構主義認為教學設計者不

宜以預先計畫好的基礎，傳授給學生，而應提供一個探索的學

習環境。學生應積極地把基模當作是知識組合的磚塊，與同學

在討論及社會協調的過程中，建構知識的架構，並增加對「真

理」的瞭解。 

(四)學習項目 

建構主義者不認同於過去人為的學習項目，而倡導真實的

範例及問題，作為學習內容。朱湘吉引述一個透過報紙廣告而

購買馬達船的例子，買主尋找地圖、規劃航程，開始探險、運

用存油天黑前駕船回碼頭，從啟程到回航，涉及一連串的決策

，及解決十五個以上相互關連的數學問題。 

 

總而言之，建構主義強調以「學習者」為主體，重視學生個

人的意義創造，知識是學生導致的、個人創造的、私有的、特殊

的，它不外在於學習者。此外，學生的知識也是暫時的，隨著不

斷學習，便不斷成長。如同 Gardner(1991)所謂的「未教化的心靈

」(unschooled mind)，在學習過程中必須能夠允許學生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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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從錯誤中學習，讓學生獲得能力感，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學習

，令其感到被賦予建構知識的權力。學習必須透過真實世界的問

題解決，學習者自己必須組織、詮釋和說明知識，積極參與問題

解決的過程(Nagel, 1996)，透過這樣的過程，學習者便獲得觀念、

概念、知識和理論。是以，教師扮演的角色由傳統的知識傳授者

改變為在學習過程中擔任「知識領航者」，教師必須協調、引導、

支援、鼓勵學生體驗世界的豐富性，激發學生問問題和尋找答案

，以及鼓勵學生向世界的複雜性挑戰，尋求理解，欣賞未知，並

且負責任地探究。 

三、建構主義教學理念的內涵 

建構主義的教學觀，早在過去三十年間，已有許多學者或多或

少呈現出其精神，如：Vygotsky 的近側發展教學論、Piaget 認知發

展論認為學習是同化、調適、平衡的過程，都是建構主義的教學模

式。 

基於學生主動建構知識概念的看法，教師教學立場是站在輔助

、支持與促進者的角色，透過師生溝通，讓學生自己理解、詮釋，

並形成自己的觀點(楊龍立，民 86)，教師教學必須先引出學生的先

前知識(prior knowledge)，提供訊息，讓學生有建構知識的素材。 

建構主義教學理念秉持「以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的基本主張

，但這並不表示教師無法教導學生任何東西，或任由學生自行活動

就可以「建構出」知識，我們必須要對建構主義教學有正確的觀念

，實際上，建構理念仍然需要教學活動，只是教師在進行教學，必

須配合學生的經驗或活動，隨時調整自己的教學，教師的教學並沒

有一定模式或最佳的策略，教學方法要視情況靈活運用(陳芸慧，

民 95)。 

依據建構主義的精神理念，1986 年 Driver 和 Bell 提出下列的

教學策略，以促進學習者概念的建構與學習的產生： 

(一)教師要鼓勵學習者發表對問題的意見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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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教師實驗、示範或其他既存的現象，要求學習者提出其解

釋或看法。 

(三)教師多鼓勵學習者表達形成假設的過程，並進一步引導、鼓

勵學習提出新看法。 

(四)利用小組或共同討論等方式，給學習者表達不同看法的機

會。 

(五)給學習者應用其看法來解決問題的機會與環境。 

鼓勵學生發表對課程內容的意見和看法，不僅可以增加師生之

間的互動，也可以提昇學生的注意力，但是在一般傳統教室為了統

一教學進度，要讓每一位學生可以表達意見，在實際的教學情境有

很大的困難，而在數位學習環境，每一個學生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

，就比較可行，而且不耽誤上課進度。這也是本實驗選擇數位學習

教學環境的一項重要參考依據，就是要鼓勵讓學生表達自己的意見

及看法，以提昇學習成效。 

參、數位學習與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 

數位學習與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相當繁多，茲將有關數位學習與

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說明如下： 

一、黃明忠(民 95)研究我國高職以數位學習模式融入教學與辦理研

習營等二種方法，將節約能源的觀念與實務正確地傳授給高職

生。其研究採用數位學習模式進行網路輔助教學，除與學生進

行線上互動式教學外，並利用多媒體輔助設計教材。最後實施

學習評量分析，實驗結果發現學生對於能源認知與節約能源觀

念，均有明顯提昇。 

二、林岑(民 93)研究我國高職以網路開課方式協助學習成就不佳或

想跨校選修的學生，利用網路教學系統平台對學業低成就學生

，進行重補修補救教學。根據實驗研究顯示，在數位教室進行

重補修課程，學生的學習意願、學習滿意度及學習成效均顯著

優於在傳統教室上課學生。學生們的學習意願、學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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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及成績經實驗研究證明也獲得提昇，確實達到補救教

學成效，以數位教室實施重補修教學是一項值得推展的教學活

動。 

三、陳淑珍(民 94)研究桃園縣國小學生接受 imcms 電腦網路系統進

行自然與生活領域水的三態之教學。研究結果顯示：(1)網路教

學系統的學習模式可以引起學生的外在學習動機，雖然在不同

學習動機與風格中未達到顯著差異，但是在自然與生活領域課

程中，在喜歡具體操作面向的分散及適應的兩類型中仍出現較

多高動機的學習者。(2) 不同「學習成就」的學童接受電腦網

路教學所得的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 

四、許金山 (民 95) 研究國中學生在接受網路自學課程後所產生的

學習歷程及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研究結果發現：男學生與女

學生在接受網路學習後，其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與學習歷程等

方面雖無顯著的差異，但學生對網路教材的呈現方式、課程互

動、學員管理、系統與網路操作流程、學習成效方面皆表現出

正向的態度。 

五、林秋華 (民 94) 研究高中學生利用 ET 數位學園之免費教學平

台輔助學校教學，研究結果：(1) 學生之數學學習興趣確有所

提升，且學習意願提高。(2)大部份學生開始喜歡上數學課、覺

得數學課變有趣。(3)學生的學習態度確有所改善，大部份學生

上課變專心、態度也積極許多。(4)學生對自己的數學信心普遍

提高。 

六、蔡幸蓉 (民 93) 研究國小學童藉由智慧型多媒體平台所設計的

水循環數位學習教材，探討學生的科學概念學習。研究歸納：

(1)學生在水循環的數位學習教材，學生有達學習成效之差異。

(2) 在智慧型多媒體的系統中建置水循環數位學習教材，能對

學生的迷思概念有所澄清與矯正。 

七、林立斌(民 95) 研究台北市國小學童以數位學習方式，進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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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之電腦課程教學實驗，研究結果發現：(1)學生比較喜歡線

上自學的學習方式，且能感受到網路學習的趨勢。(2)不同性別

的學童在網路學習行為沒有明顯差異。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歸納，數位學習對學習具有正向的幫助，更甚

者可提升學習興趣或提高學習成效，所以本研究欲觀察不同學習風格

高職一年級學生在本研究所佈置的數位學習平台，是否也如上述學者

研究結果，有助於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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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習成效概念及相關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影響學生學習成效之動機因素、學習成效之內涵及

學習成效測驗量表之編製，以做為本研究運用數位學習探討學習成效

之基礎。 

壹、影響學生學習成效之動機因素 

一、學習動機之意義 

何謂動機(motivation)？動機一詞雖然很普通，但長久以來即因

各理論學派所持立場不同，對於其定義難有一致、統一的看法。其

原因為：一是動機乃一種內蘊的心理歷程，非外顯行為；二是有很

多不同的術語，在語意上與動機的涵義非常相似，如興趣、好奇、

期待等(張春興,林清山,78)。 

心理學家認為動機是個體行為的原因及個體所表現的方式的一

種推理性的解釋(張添洲,民 82)；朱敬先(民 75)認為動機是行為的能

源，會影響人類學習活動。動機是指引起個體活動，學習輔導就是

輔導學生如何求學，而教師的立場是激發學生動機、指導方法、改

進評量、改進作業、改進教法、善用獎懲、健全學生學習態度。 

張春興(民 88)認為學習動機是指引起學生學習活動、維持學習

活動，並促使該學習活動趨近教師所設定的教學目的的一種內在心

理歷程。學習輔導的意義，就是輔導學生怎樣求學。學習輔導是輔

導學生如何求學，包涵始業輔導、學業輔導、特殊學生輔導和升學

輔導等。輔導的重點，是為了幫助學生了解學習過程、促進學生學

習效率和消除學生學習困擾 (吳武典，民 74)。 

學習動機依起源分類，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 ，二是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 。內在

動機是因內在需求而產生，學習者對於自己所好奇、興趣及挑戰性

的學習活動，在沒有明顯報酬的狀態下，自動自發投入，並從學習

過程中獲得勝任感與控制感的滿足；外在動機則是指受到外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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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響而產生的學習活動(林建平，民 86)。本研究所探討的學習

動機是指內在動機。 

(一)動機與學習之關係 

在 1980 年代，心理學家對於人類行為的研究，都會考慮動

機變項的因素。教師也感受到動機或非智力的因素是決定學生

學習成就很重要的因素(林生傳,民 88)。 

林寶山(民 77)認為動機是學生學習的原動力，學生若缺乏

學習動機將會導致學生學習成就低落，而高昂的學習動機，對

於學習成效有很大的助益。岳修平(民 87)也說明動機是指引學

生學習行為方向(direction)與強度(intensity)，若缺乏動機是阻礙

學生學習的一項重要因素。學習者若毫無學習意願，教師雖有

豐富的教材內容及良好教學方法，學習成效也將會是功虧一匱(

李永吟,民 90；洪寶蓮,民 85)。相反的，如果可以增強學生的學

習動機，則會影響學習的投入程度。學習者的內在動機與情意

學習是其學習策略使用的重要基礎，也是協助學習者負起學習

責任的關鍵性因素(洪寶蓮,民 85)。 

人們以往的經驗也是影響動機非常重要的因素。如學生某

一科目曾得過一百分的經驗，學生對該科學習的動機會增強；

反之，若某一科曾補考數次，則該科的學習動機將會減弱(李德

高,民 77)，更甚者，甚至直接放棄該科目的學習。 

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常會向老師提到，「我知道讀書的重要

性，可是沒有興趣或是坐不住，而且利用手機或利用網路的

MSN 與同學聊天更為有趣。」想要在讀書中得到興趣，就要先

有讀書的意願(動機)，再有認真的讀書行動。在讀書行動中愈

努力，學習成效可能就愈大。學習成效愈大就愈有滿足，在滿

足之際，興趣也就伴隨而生。有讀書動機也有讀書行動，未必

學習成效會愈大，但是沒有讀書動機及讀書行動，要有良好學

習成效是很難的(張春興,林清山,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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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有緊密關連，在手機使

用的便利、網路的普及化及網咖林立的現代社會中，如何誘發

學生的學習動機，是現代老師需要相當努力的重要課題。 

(二)學生學習困難之因素 

林進財(民 89)指出學習者學習困難之原因，可分為生理因

素、心理因素、環境因素及內在因素等四個主要因素。 

1.生理因素：生理因素是指學生因身體疾病、體力不佳或感

覺器官種種因素，造成學習困難的主要原因。 

2.心理因素：學生過度沉迷於電動玩具或上網、缺乏學習動

機、認為自己非讀書的料、讀書有啥作用等心理因素，導

致無法靜心學習克服學習障礙，造成學習上之困難。 

3.環境因素：環境因素如班級學習氣氛不佳、家庭缺乏良好

的學習環境(單親家庭或離婚家庭)、課程內容太艱澀等。 

4.內在因素：內在因素包括學習者本身的智力及理解力、上

課易分心無法集中注意力、在學習上的挫折感過大、無法

在課後做適當的重覆練習、缺乏增強與鼓勵等因素。 

其中高職學生的學習困難尤以心理因素、環境因素及內在

因素為學習困難的主要因素，沉迷於手機簡訊、電動玩具或上

網聊天、缺乏學習動機、未建立未來目標、班級學習氣氛不良

、家庭缺乏良好的看書環境、心中覺得課程內容過於艱難、上

課無法長時間集中注意力、學習過程挫折太大、課後無法做重

覆的適當練習、缺乏增強與教師鼓勵等為主要因素，導致學生

學習動機低落而學習成效不佳。 

 (三)影響學習動機之因素 

岳修平(民 87) 在教學心理學一書中曾提到動機是導引學

生行為的方向及強度。由於缺乏學習動機，使學生常在課堂裡

感到無聊甚至只是等待下課時間，有些則會出現焦慮，有些則

帶有強度不一的敵意。但是同樣的這群學生在課餘之際，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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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卻表現出積極、友善等不同的行為。為什麼大多數學生在

課堂如此缺乏學習動機，但是對於課堂之外的事件又表現極高

的動機，例如談論電玩、天幣、偶像、電視劇，學生的眼睛都

會立即為之一亮，彷彿找到了生命的泉源。因為對部份的學生

而言，接龍、彈珠台或更換手機的鈴聲、桌布都比在課堂完成

一個計概邏輯程式要容易的多且易於成功，討論偶像、看電視

劇也比會計的資產、負債、資本等會計科目要有趣的多。 

學生學習動機為何會有如此廣泛的差異性存在呢？因為學

生會由課堂外的活動中得到增強的作用，卻無法由課堂內的學

習活動得到增強。教師不用太努力就可以觀察到，對於部份學

生而言研究電動玩具祕技或是在操場打一場籃球，都比在課堂

研究程式邏輯概念或會計記帳要有更多成功的機會(岳修平，

民 87)。 

林生傳(民 88)曾提出影響學生學習動機有三：(1)這項工

作任務我能夠成功嗎？(2)我在這項工作任務上期望成功嗎？

(3)我需要做些什麼才可成功呢？而教師為了維持學生的學習

動機，也要滿足學生一些基本需求：(1)課堂上的教學必項有

組織，且要能夠避免經常遭受干擾而中斷教學；(2)教師要更

有耐心包容學生，儘量避免羞辱或懲罰的方式處理學生的過

失，學習工作縱然有挑戰性但須具合理性；(3)學習任務必須

是值得完成的。 

以目前考試領導教學，及無法實施小班制的情況下，教

師於課堂中只能不斷的追趕進度，重覆測驗加深學生學習記

憶，以求學生的成績可以收到立即的效果，卻難以增加師生

之間的互動，以致對於此課程興趣低落的學生，無法給予適

時的協助，造成學生的學習成效的低成就。若是可以善加利

用數位學習輔助教學活動的實施，以較多元、生動活潑的教

學方式，顧及學生個別差異的存在，或許學生就不會立即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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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此科目的學習。 

(四)提昇學生動機之教學原則 

西方有一句諺語：「你可以帶一頭牛到河邊，但你不能強迫

牠喝水。」這句話的意義運用在教學上，即是指學生不讀書、

學習動機低落，教師者即使使用強制性的手段也很難逼迫學生

學習，所以如何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提升學習動機是極為重要

的課題。 

學生因欠缺學習動機而沒有內化知識、技能或態度，以至

學習效果往往非常短暫，辛苦教會學會的知識、技能很快又消

逝無蹤，令任課教師感到教學挫敗。 

動機極其複雜，沒有任何人能將自己的動機給予他人，但

是卻可以影響他人的動機(林寶山,民 77)。由於動機的複雜性，

要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師可掌控的學習

動機因素有六項，教師做到的項目越多，就愈有機會提昇學生

的學習動機，以幫助學生重拾學習信心，肯定學習價值(李德高

,民 77;張春興,民 78;林生傳,民 88;李永吟,民 90)： 

1.善用學生的需求及內在動機 

依據 Maslow 的需求階層理論，當學生的生理需求、安全

需求、愛與歸屬需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實現需求等需求

感到匱乏之一時，就會努力使其可以滿足。因此當教師以

多樣化的教學方式教學，學生利用自我實現需求設定自己

學習成效標準，學生可以獲得更多的自我實現與能力感。

教學過程中，教師可常與學生溝通學習的價值與理由，使

學生了解為什麼需要學習，以達到自我認知的程度，如此

學生會較有學習動機。 

2.利用學生興趣 

教學活動的內容與設計可考慮學生的興趣配合，使其與學

生的舊有經驗相聯結，而且是與學生及其未來有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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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學生對教學方式有興趣 

興趣是有利學習的重要因素，在這充滿感觀刺激、同學智

能可高速發展的年代，學生又很難長期按捺得住一種教學

模式，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比較容易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也可以幫助學習活動更積極。當學生對學科教材缺乏興

趣時，若是學科教材教具與學生日常使用有關，有利學生

學習興趣的引發。例如課後的複習進度可用數位學習的無

時空限制，增加師生之間的互動。 

4.提供必要的回饋及外在控制 

回饋(feedback)是指個體行為反應後，經由任何線索而能察

覺自己反應結果的作用。回饋方式包含教師用文字或以口

頭方式 對學生反應的校正，或是對學生所提的疑問能夠給

予及時性的回答。 

在傳統作業批改模式是教師在統一收取學生的作業之後，

需要數個工作天的批閱，一本一本將作業批改完畢再統一

發還給學生，如此可能要一至二週的時間，如果可以使用

數位學習的回饋方式，如此教師在批改一個作業之後，可

以立即將批改結果傳送給學生，學生可以得到即時的回饋

。而且在數位學習環境中，學生可以分享同儕的回饋。 

5.好奇心的價值 

好奇心(curiosity)是學習動機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動機，引發

學生去探索好奇的對象，學習動機由此而產生，是最單純

的，也是無所為而為的學習。好奇心的動機對知識而言是

屬於內在的。近年來許多研究內在動機的研究逐漸包括好

奇心，在在顯示內在動機比外在動機具有更多的幫助。 

學生的內在動機來自他對事物的好奇心和興趣，當學生進

行某種教學活動時，令學生感到高興、滿足，卻又沒有其

他外在原因時，這種潛在的內部力量就是所謂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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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教師能將學生的內在動機激發出來，學生的學習興趣

就會自動和持久。 

6.善用獎勵與懲罰 

無論是教師或家長的獎勵，皆可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所

以教師或家長可以構思適合學生年齡與發展階段的獎勵方

式，確實實施，比較容易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薛秋子，民

94)。 

Thorndike 在 1913 年提出效果律(law of effect)，認為學生

的學習效果，是因為受益或滿足成就心而增強學習動機。

為了維持學生學習動機，教師最常用的兩種手段是獎勵與

懲罰。獎勵對學生會產生正向增強的作用，而懲罰則易於

產生負向增強的效果。在實際教學情境中，教師如何善用

獎勵與懲罰以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通常獎勵的效果優於

懲罰，因為獎勵會帶給學生愉快的情緒，而懲罰則會帶給

學生痛苦甚至感到羞愧而意志消沉。懲罰並非不可用，但

是要適當，並與獎勵同時並用，另外懲罰時也要顧及學生

個別化的存在，儘量避免使用同一標準。 

讚許(praise)是動機引起的方法，行為學派特別強調運用讚

許以鼓勵學生表現良好的預期行為。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為

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最好的催化劑就是適時的鼓勵與

加油，而且最有效方法是無論是公開場合或私底下的環境

下，只要學生有良好的行為表現立即給予誠懇的讚許，教

師善用的口語表達及同理心，當學生有良好學習表現，常

常稱讚學生，學生可以感受到教師的關懷及進步的可能性

，可以激勵學生學習的興趣及動機。 

二、本實驗學生之特性 

本研究的實驗母體是高職生，高職生經過基本學力測驗，具有

一定程度的學習能力。高職課程改革與變動加上升學進路變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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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升學又能擁有一技之長，進可攻、退可守的優勢，紛紛吸引學

生就讀高職。職業教育目的除了傳授專業技能、開發個人潛能，更

要為自己在國中畢業之後的「適性選擇」的職業教育的科別負責。

由於國人重視文憑，無論是政府、社會用人皆以學歷為重，多數家

長雖然子女就讀的是職業學校，但仍希望子女能繼續接受高等教育

，加上教育部大力推廣技職教育既可升學又可擁有一技之長的優勢

，因此吸引不少學生就讀。職業學校為了符合家長期望，因此學習

輔導以學業輔導與升學輔導為首要之工作。 

國、英、數三科共同科目是高職三年級參加四技二專統一入學

測驗必考科目，且在總分佔有很大的比重，但是職業學校尤以私立

職業學校學生國、英、數三科共同科目，許多學生會有壹至貳科是

屬於低成就，更甚者是參科皆為低成就，使得高職學生比高中學生

對學習現況較感到更多的挫折，有的甚至缺乏信心(夏惠汶，民 84)

。部份學生在教室上課無法長時間聽講，相當好動且難以專心(董

媛卿，民 83)，對於老師面對面的發問，有很大的壓力。 

因而本實驗想藉由數位學習的非面對面上課、學生對網路的興

趣、及不同於一般傳統教室的好奇心等因素，以探討不同學習風格

的學生是否有助提昇其學習成效。 

貳、學習成效之探討 

學習成效是指教學結束後，學習者在知識、技能與態度上的改變

(邱貴發，民 81)。吳玉明(民 86)、黃偉豪(民 91)認為學生的學習型態

對於教師的教學成效與學生的學習成果有很大的關係。教學

(instruction)是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的一種活動歷程(張春興&林清山，

民 78)，而學習成效是教師衡量學生活動歷程的學習成果，也是教學

品質評估項目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學生特質、課程設計、教學環境等

因素皆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 

一、學習成效之概念 

學習成效是判斷學生學習成果的指標，其結果是為了讓學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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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己的學習狀況，並作為學生與教師改善的依據。 

就學習成效而言，教師藉由適當教學方式，可使學生的知識能

力提高。Gagne(1992)等人將學習成效分成五個類別，分述如下(引

自黃偉豪整理，民 91)： 

(一)智力技能(intellectual skills)：智力技能是指個人使用符號或

者概念化的方式，與其所處的環境交互作用，從基本的語文

能力到各種的科學工程技能。 

(二)認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認知策略是指個人控制自身

學習、記憶與思考的能力。認知策略是一種自我行為的管

理，個人在碰到某一個問題時，就會選擇其所適用的認知

策略，而這些認知策略通常都是藉由以前各種經驗的累積

所產生。 

(三)口頭資訊(verbal information)：口頭資訊是指個人所能闡述

的資訊，是一種表面化的資料，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經學過

大量的口頭資訊。 

(四)機械技能(motor skills)：機械技能是指個人應用熟悉工具的

能力，如打字、操作電腦、開車等都屬於機械技能。 

(五)態度(attitude)：態度是指個人對情緒的反應，態度所產生的

效應會使一個人正面或負面的擴大對事務的反應程度。 

二、教學評量的種類 

張春興、林清山(民 78)認為教學評量是判斷教學活動是否達成

教學目標的一種過程。張春興、林清山(民 78)認為教學評量的目的

是： 

(一)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教學評量可以幫助學生發現以前學習的

缺點，修正下次學習方向。 

(二)教師調適教學步調：教師可利用教學評量的成果，隨時調整

教學的步調，決定是否要復習、重新教學，和是否需調整作

業份量。學生也可借教學評量，調整學習步調及改進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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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三)評定學習結果：教師也要利用教學評量以瞭解學生學習之成

果，評定學生的實際表現，並將評定結果向家長提出報告。 

綜上所述，可知教學評量具有激發學習動機、調適教學步調等

重要目的。 

教學評量的種類很多，依據教學歷程及評量的目的，教學評量

可分成預備性評量、形成性評量及總結性評量三種；若依據評量所

使用的工具和形式，教學評量可分成紙筆測驗及實作評量二種。茲

依據此二種分法，作為實施教學評量的參考依據。 

(一)依據教學歷程及評量的目的來分類 

1.預備性評量(preparative evaluation)：預備性評量也稱為教

學前評量，是指教師在單元未進行之前所舉行的教學評

量。 

2.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evaluation) ：形成性評量也稱為教

學中評量，是指教學過程中所實施的教學評量。 

3.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evaluation) ：總結性評量也稱為教

學後評量，是指教學活動結束後所進行的教學評量。 

這三者評量的目的和使用時機不盡相同，教師在單元未進

行之前所實施的基本能力評量，即為預備性評量；教師在教學

活動中的評量或教學活動結束所進行的總結性評量，可以讓教

師明瞭學生學習成效是否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 

(二)依據評量所使用的工具和形式來分類 

1.紙筆測驗：紙筆測驗是指以書面形式的測驗工具，以作為

評量學生在學科知識方面的學習成效高低，或在認知能力

方面發展的一種常用評量方式。 

2.實作評量：實作評量是使用其他工具或形式，以評量學生

在學科情意與動作技能方面學習表現的一種評量方式。 

本研究是探討不同學習風格在數位學習之學習成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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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過程中，會對實驗學生母體，以紙筆測驗方式分別進行

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以探討不同學習風格在數位學習環

境及一般傳統教學環境之學習成效。 

參、學習成效測驗量表 

一、確立測驗目標 

不同的測驗有不同的編製過程，本實驗之學習成效量表是為了

瞭解學習成效是否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依據美國教育學者 Bloom

等人(1956)的分法，教學目標可分成三大領域：認知領域(cognitive 

domain)、情意領域(affective domain)及動作技能領域(psychomotor 

domain)。 

認知領域的教學目標是指有關知識或認知能力方面的學習結果

。情意領域的教學目標是指有關態度、興趣、理想、欣賞和適應方

式等情意能力的學習結果。而動作技能的教學目標是指屬於動作和

技能方面的學習，如打字、操作電腦等。本實驗的教學內容是計算

機概論基本理論課程，因此教學目標是以認知領域為主。 

認知目標是現在學校教育最常測量的教學目標之一，一般學校

不論是隨堂測驗、期中或期末測驗通常採用紙筆測驗，以測量學生

的認知能力，甚至各種升學考試、資格檢定考試，也都是以測量認

知能力為主。 

美國教育學者 Bloom 提到認知領域的教育目標，為六個層次，

分別是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概述如下(余民寧

，民 91)： 

(一)知識(knowledge)：知識是屬於最低層次的認知能力，包括

對各種名詞、事實、定理、原理原則等記憶能力。 

(二)理解(comprehension)：能夠掌握所學過的知識或概念意義的

能力。 

(三)應用(application)：把學到的規則、方法、原理原則、概念

等，應用到新情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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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analysis)：能夠將所學到的概念或原則，分析為各構成

部份，或找出部份間的相互關係的能力。 

(五)綜合(synthesis)：將所學到的片段概念或知識、原理、原則

、事實，統合、歸納成新的整體的能力。 

(六)評鑑(evaluation)：是最高層次的認知能力，能依據某項標準

做價值判斷的能力。 

其中，分析、綜合及評鑑屬於高層次思考(葉玉珠，民 91)。研

究者考量評量難易適中、客觀評分、減少教師對學生主觀偏見的原

則，因此本研究學習成效測驗量表的題目以知識、理解、應用三個

層次的試題為主。 

二、發展評量用的雙向細目表 

為了確保教學活動的教學評量能夠測量到具有教學目標的代表

性樣本，利用雙向項目表以作為編製測驗試題與規畫評量作業的指

引，對教學評量的設計是相當有幫助的。要規畫一份完整的雙向細

目表，通常需要教師事先明確列出教學目標及課程內容綱要，以建

構一個具有二個向度的列聯表。教學目標可以是認知、情意或動作

技能，也可以是基本能力或行為目標，但需要具體明確陳述；課程

可以是紙筆測驗評量得到的內容或實作表現評量得到的內容；評量

的範圍可以是大範圍或小單元，但必須是教師教過的內容。教師只

要規畫好一場評量時間內所需的試題數，再依據教學內容綱要及所

擬評量的教學目標種類，在雙項細目表中安排適當的題數即可(余

民寧，民 91)。 

三、選擇適當的試題類型 

試題是構成評量的主要元素，試題的好壞會影響評量的品質。

不同的測驗類型有不同的編製原則與技巧，因此教師要事先決定評

量的試題類型，才可順利編製符合期望的優良試卷。 

試題有許多種不同的類型，一般可分成客觀測驗的「選擇型試

題」與論文測驗的補充型試題(余民寧，民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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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測及計分 

一份良好的試題，需在嚴謹的施測與計分程序作業，方可確保

學生具有最佳的行為表現與公平、客觀的評分結果。在實施評量時

，應該考量各種可能的干擾因素，並且設法降低干擾的程度，如減

少噪音、作答桌面的平坦、評量中不回答無關的問題、盡量遵守施

測指導語的規範。 

在評量的計分程序，各題計分比重與標準應事先在施測指導語

及試卷上說明。而答錯是倒扣分數、有無運用儀器或數學公式協助

計分，也都要在評量後公布說明，以昭公信(余民寧，民 91)，以期

能有最公平、客觀的評量結果。 

教學評量原本的用途即在針對學生的學習成就進行評定，以評

定學生學習過程努力的程度。一份詳實的評量測驗，不僅可以引發

學生學習的動機，還可導引學生學習目標、提供學習成果的回饋，

以激勵學生達成教學目標。 

教學評量的結果不僅可以協助學生瞭解自己在學習上有何優缺

點？有那些不適當的學習行為需要修正，還可以促進學生進行自我

瞭解及自我的認可。 

本研究根據上述學習成效測驗量表的編製原則，並依照教學目

標，發展出高職計算機概論「電腦網路原理」單元學習成效量表工

具。計算機概論「電腦網路原理」單元為一年級必修的基礎學科，

考慮難易適中的原則，因而採用學校教育最常測量的認知目標為教

學目標。以認知方面的知識、理解、應用三個層次為教學目標與課

程內容綱要建構一個二個向度的雙向細目表，為了客觀評分減少教

師對學生的主觀偏見，學生不必長篇大論，試題可以在規定時間內

完成，因而試題全部採用選擇題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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