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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研究之主旨在探討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學生單晶片實驗課

程使用電腦模擬軟體之學習成效相關問題，並對資訊技術學程學生在

學習單晶片實驗課程提出建議。本章乃針對問題的特徵與研究的價值

和方向作具體的說明，共分為八節，包括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與假設、研究基本假定、研究方法與步驟、電腦硬軟體需求、

研究範圍與限制及名詞解釋等。 

壹、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二十一世紀是個「資訊科技世代」，其主要的特徵是「資訊數位

化」、「政府電子化」、「家庭電腦化」、「生活精緻化」、「學習

網路化」、「產品精緻化」、「經營國際化」。資訊科技對生活、工

作、學習、教育等均產生重大影響，二十一世紀的文盲將是「不懂資

訊科技應用者」，新時代學生所需的關鍵能力之一就是「應用資訊科

技的知能」（溫嘉榮、吳明隆，2001）。因此邁向資訊化社會，使國

民能活用資訊的能力，是目前我國正在努力的目標，然而在社會資訊

化的過程中，教育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政府自遷台以來，即致力於

教育紮根工作，使得國內技職教育蓬勃發展，培育了無數質量均佳的

實用專業人材，投入國家重大建設及生產行列，促成了國家建設快速

成長，經濟起飛，造就了台灣經濟奇蹟。展望二十一世紀之資訊爆炸、

科技發達、社會快速變遷、國際關係日益密切，儼然形成國際村的新

時代，各種知識領域也愈加專業化，在這劇烈轉型的關鍵年代，資訊

科技統領一切，對經濟、政治、社會，帶來嶄新的一頁；工廠必須自

動化才能增加競爭力，在各式各樣的機器自動化控制之中皆脫離不了

微電腦控制，而單晶片與傳統的機械產品相結合，使傳統機械產品結



2 

構簡單化，控制智慧化，構成新一代機電整合的控制單元。這類單晶

片控制之產品應用相當廣泛，於日常生活中亦隨處可見，舉凡電視

機、冷氣機、洗衣機、微波爐等之微電腦控制皆屬之，因此在高中職

及大專院校資訊、電子、控制相關科系，多開設相關之理論與實作課

程，其教學過程中除理論解說及程式撰寫外，亦需將程式燒錄在單晶

片後接於實作電路，以驗證其程式之正確性，此為重要的教學項目之

一。 

拜科技進步所賜，早期電腦之使用僅限於研究機構，或公司辦公

場所。自從個人電腦(PC)盛行以後不但學校有電腦，辦公室有電腦，

連家庭中都幾乎家家戶戶有電腦，且多數具有寬頻網路，能快速與

Internet 連線。人們不但透過電腦及網路來工作、聯繫感情，更用它

來學習新知。於教育學習環境中，透過電腦學習而成效卓著的有 CAI

電腦輔助教學及遠距教學等，更由於近年來電腦價格的下降與普及

化，及多媒體週邊設備與介面技術的突破，使得電腦變得多采多姿，

它提供了影像、語音、動畫、影片與虛擬實境等多媒體功能及資源，

給學生一個嶄新的學習方式。 

在西洋的教育學上認為教學是對認知、技能與情意 (cognitive, 

psychomotor, affectivemes)的傳授；在此前題下個體的成長可分為： 

1. 認知領域(cognitive domain)：指直接關係智力成長的能力，包括認

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等能力。 

2. 技能領域(psychomotor domain)：表現於相關生理活動的能力及技

術，如察覺力、機械性動作能力、動作轉換與適應力。 

3. 情感領域(affective domain)：指以態度、感情、人生觀、表現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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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欣賞和學習的適應能力。 

因此，本實驗教學研究之教學活動設計與選擇，乃針對個體三方

面成長的需要；以有系統的教材，最有效的教具來達成教學目標，如

此可促進學生學習效能，以符合社會需求、知識發展及以學生為中心

的課程設計要求。而電腦輔助學習(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以下

簡稱為(CAL)，正是實施個別化教學的有效途徑之一；所謂電腦輔助

學習亦有人稱為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以下簡

稱為 CAI)，是一種教育的觀念也是一種直接運用電腦交談模式以呈

現教材並控制個別化學習環境的教學過程（王立行，1995）。此種教

學方式具有個別化、立即回饋、不受人性干擾、少受空間與時間的限

制，以及提供多元媒體的教學（吳鐵雄，1992）。 

由於電腦軟、硬體不斷的進步，以及電腦模擬軟體的開發，使得

電子、數位邏輯及通訊等領域的研究與設計，跳出傳統的模式：即設

計、實體製作、實驗測試，以及修正電路設計等步驟，如此循環不已，

直到所設計的電路達到預期的功能為止。電腦模擬軟體就不必循傳統

方式，因為電腦能在電路設計完成後，不須經由實際的電路製作即可

進行模擬實驗，並能收集到實驗的相關資料，既省時又方便，可省下

電路元件的消耗、儀器設備之投資以及冗長繁複的線路修改與製作

（陳繁興，1997）。因此，電腦模擬軟體教學能藉由電腦模擬或複製

實物情境及其現象，以取代學生在真實情境中的學習活動，目的在提

高效率、節省投資成本及製造無安全顧慮的環境，且是激發教師與學

生兩者教與學更方便快速的活動。 

單晶片軟体仿真（模擬）器，軟体仿真器是用於看看程式設計師

所寫的程式是執行什麼，也能用於程式除錯(debug)，如果程式直接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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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在晶片之 EPROM中，而執行時所得到的結果不符合自己的要求，

則不容易知道程式的那一個地方要修改，尤其是在程式有語意上的錯

誤，程式設計師不容易發現錯誤是在那裡，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軟體

仿真器能幫忙（蔡由世，2000）。 

電腦輔助設計工具，在數位系統設計和電腦結構課程上，用來克

服學生對於複雜電路實作的困擾，以及增加學生實際設計經驗，以達

成下列教學目標。 

 增加學生創作與思考的時間 

 減少電路接線和除錯的時間 

 增加學生實際的設計經驗 

 改變傳統的教法 

 教材富彈性，學生容易修改 

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無專業實習課程，其實習課程名為實驗課

程且時間甚短，如何在安全無慮又可減少材料損失情形下又能獲得更

好的教學績效，依前人之經驗及相關論文之研究顯示，選擇電腦模擬

教學，是具有較高效益的教學方式。陳繁興教授(1997)對工專電機科

學生實施電腦模擬教學成效實驗，研究結果也顯示電腦模擬教學效果

優於傳統電路實驗教學法，結論上並顯示電腦模擬教學適用於大多數

的電路教學。國內學者王仁昭教授(1995)也對工專學生實施電腦模擬

教學與傳統教學法的比較，並實施不同的教學順序即『先電腦模擬教

學後傳統電路實驗教學法』與『先傳統電路實驗教學法後電腦模擬教

學』，研究結果發現電腦模擬教學效果優於傳統電路實驗教學法。在

教學順序上『先電腦模擬教學後傳統電路實驗教學法』優於『先傳統

電路實驗教學法後電腦模擬教學』。目前許多大專院校工學院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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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使用電腦模擬軟體實施教學之教學績效良好。但使用在綜合高中資

訊技術學程的實驗課程之學習成效如何？這問題引發本研究之動

機，嘗試深入探討藉由不同教學策略，對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的實

驗課程之學習成效影響。電腦模擬軟體種類相當多，其功能亦因模擬

對象各有不同，適用於不同的專業實習課程，本研究特別選取單晶片

實驗做為研究主題，探討不同教學策略，對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的

實驗課程學習成效之影響。 

綜合以上之論述；在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的實驗課程時數極少

情況下，對傳統實習教學進行實有些困難。若教師藉由使用電腦模擬

軟體，使教學更生動、更有吸引力，亦能因此使學生更有興趣主動去

學習，則將可提升學生學習動機，進而提高學習成效，這是從事教育

的教師們樂於見到的。因此，為探討使用電腦模擬軟體教學法是否有

助於學生在「單晶片實驗」課程的學習成效、提升學習信心與興趣，

以及是否有助於教學成效的提昇為本研究之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使用不同的教學法與

學業性向因素對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學生「單晶片實驗」課程學習

成效之差異。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其具體目的如下： 

一、 探討使用「SimLab_8051單晶片模擬軟體」及傳統式實驗教學，

學習者「單晶片實驗」課程之學後認知學習成效差異。 

二、 探討使用「SimLab_8051單晶片模擬軟體」及傳統式實驗教學，

學習者「單晶片實驗」課程之學後技能學習成效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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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討使用「SimLab_8051單晶片模擬軟體」及傳統式實驗教學，

學習者「單晶片實驗」課程之實作測驗完成時間差異。 

四、 探討於實驗組教學使用「SimLab_8051 單晶片模擬軟體」學生

之學習滿意度。 

五、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做為改進綜合高中資訊技術

學程相關專業課程教學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壹、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問題如下： 

一、使用「SimLab_8051單晶片模擬軟體」及傳統式實驗教學，學

習者「單晶片實驗」課程之學後認知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 

二、使用「SimLab_8051單晶片模擬軟體」及傳統式實驗教學，學

習者「單晶片實驗」課程之學後技能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使用「SimLab_8051單晶片模擬軟體」及傳統式實驗教學，學

習者「單晶片實驗」課程之實作完成時間否有顯著差異？ 

四、於「單晶片實驗」課程使用「SimLab_8051單晶片模擬軟體」

學生之學習滿意度為何？ 

貳、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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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採用不同的教學策略的學生，在 8051單晶片基礎知識前測平

均分數無顯著差異；因此設計上樣本選取是以前測成績依高低順序 S

型編排方式，分成實驗與控制兩組，進行實驗教學研究。 

基於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擬定下列之虛無假設（ null 

hypotheses），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實驗組及控制組學生在學後認知前 30 題(舊題)成績無顯著差

異。 

二、實驗組及控制組學生在學後認知後 30 題(新題)成績無顯著差

異。 

三、實驗組及控制組學生在學後認知 60 題總成績無顯著差異。 

四、使用「SimLab_8051單晶片模擬軟體」及傳統式實驗教學，學

習者「單晶片實驗」課程之實作完成時間無顯著差異。 

第四節 研究基本假定 

為考驗本研究之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es），本研究擬定之基本假

定（assumption）如下： 

一、假定本研究選取之實驗學生的智商無差異。因他們均經聯招考

試並以相近成績進入相同學校。 

二、假定本研究選取之實驗學生對單晶片的學前認知無差異。 

三、假定本研究實驗教學進行期間，兩組實驗學生除教學策略不同

外，其教學情境及教學條件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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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定本研究實驗教學進行期間，兩組實驗學生均能以一般態度

認真學習，並能盡力作答評量及據實回答問卷之各項問題。 

五、假定本研究在實驗教學進行期間，兩組學生所受到外來的影響

均相同。 

六、假定本實驗研究中未發生霍桑與強亨利效應；如有本研究結果

容有解釋上的誤差存在。 

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指參加實驗研究的實驗組受試者

覺察到他們正接受一項實驗研究有可能會投實驗者所好而改

變其正常所表現的行為或態度（郭生玉，1999）。強亨利效應

(John Henry Effect)指實驗組採用新法或步驟取代控制的方法

或步驟時，控制組的受試者為不甘示弱，力圖與實驗組一較長

短，則控制組的表現，常在一般的平均水準之上。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1.本研究僅以國立國立關西高中資訊技術學程二年級學生為研究

對象，其中一組為實驗組，另一組為控制組。實驗組採以電腦

模擬軟體教學，控制組則採傳統微電腦實習之教學方式進行。 

2.本研究僅對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學生，使用電腦模擬軟體對

「單晶片實驗」課程學習成就影響之研究，不進行其他專業科

目課程影響之研究。 

3.本研究僅採用秉華科技公司所發展之單晶片 SimLab_8051模擬

應用軟體，進行教學實驗。因此不進行與其他電腦模擬軟體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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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之比較研究。 

二、研究限制 

1.本研究限於人力、經費、時間及設備的限制，無法對綜合高中

資訊技術學程其他專業課程作實驗，僅以「單晶片實驗」課程

做為實驗內容，因此在推論上應考慮此一限制。 

2.本研究限於關西高中僅資訊技術學程課程中含有單晶片實驗，

且 93學年度資訊技術學程選課人數僅 26人，因學程人數的限

制無法以隨機方式分派為實驗組及控制組，因此僅能採用準實

驗研究設計進行。 

第六節 電腦軟硬體需求 

一、硬體需求 

本研究實驗組教學所需之硬體設備有：(一) 採用ｋ6-Π350 以

上之個人電腦，64MB 以上的主記憶體(DRAM)、硬碟容量 8GB以

上、24 倍速以上光碟機、滑鼠及能支援微軟公司 Windows 98- 

Windows XP 多媒體擴充環境的顯示螢幕與 PCI 顯示卡至少擁有

1024x768 全彩解析度。(二)液晶單槍投影機，以利模擬軟體的運作

與實驗教學的進行。 

二、選擇軟體系統 

本研究實驗組教學所需之系統軟體，係採用微軟公司 Windows 

98 視窗作業系統為作業平台，電路模擬軟體採用秉華科技公司所

發展之單晶片 SimLab_8051模擬應用軟體，此系統為國內開發之中

文化應用軟體，學生操作免於操作英文軟體之語文學習障礙，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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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易學易懂、操作簡便、且輸出具 3D 實體元件視覺效果之優點。

更提供各種基本範例程式、基本型實習板、功能型專題板及程式直

接燒錄功能等，可隨意取用範例程式即時組譯後執行模擬顯示輸出

結果，提供單步執行、單指令執行及全速執行，便於觀察各個指令

執行時內部記憶體、暫存器等之變化，以利偵錯之執行。適合由入

門至熟練，能有效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提高教學成效。 

第七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研究方法 

為有效達成上述研究目的與驗證研究假設，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

為理論基礎及建立研究架構設計，採準實驗設計研究進行，以國立關

西高級中學資訊技術學程二年級學生為對象，選取兩組做為樣本，以

前測成績依高低順序 S型編排方式分成實驗與控制兩組，於「單晶片

實驗」課程中，進行實驗教學研究。 

貳、研究步驟 

依據上述的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本研究之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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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研究步驟流程圖 

一、相關文獻探討及分析 

收集與閱覽國內外有關電腦模擬在電機電子領域與單晶片實

驗面之實驗研究，以及電腦輔助教學等相關文獻資料，並且加以分

析、整理歸納，以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實驗研究架構與設計之依

據。 

二、編製前測及後測之測驗量表 

在資料收集方面，本研究設計有(1)前測；(2)認知成就測驗；(3)

技能成就測驗；(4)使用電腦模擬軟體教學法之學後滿意度量表等四

種自編量測工具等。根據相關文獻探討及課程內容，且設計雙向細

目表，以選擇適宜的單晶片程式及應用問題項目，包括單晶片硬體

確定教學目標、

教學單元及進度 

相關文獻探討
及分析

編製實驗教材 

實施學科及術科

後測 

資料統計分析 

編製後測學科、

術科量表及問卷

進行教學實驗 

分 組 
實施學習滿意度

問卷調查 

編製前測正式量

表及前測 

編製前測預試量

表及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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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單晶片動作原理、單晶片組合語言程式指令認識應用、單晶

片程式設計應用、單晶片應用電路之原理及製作等編製成做為前後

測之量表。 

三、預試與修訂 

進行電腦模擬軟體，對「單晶片實驗」課程學習成就量表的預

試，以建構量表的信、效度，難易度與鑑別度，並收集整理資料的

結果，進行分析與修正。 

四、實驗設計 

將研究對象採隨機抽取一組為實驗組，撰寫及組譯完成單晶片

程式後，使用電腦模擬軟體進行程式模擬輸出及除錯，完成後再將

程式燒錄至單晶片做各單元實驗，另一組為控制組則採用傳統式教

學實驗，撰寫及組譯完成單晶片程式後，直接將程式燒錄至單晶

片，由輸出之結果判斷程式之正確性及做為除錯依據，完成各單元

實驗。 

五、實施學科前測 

對全部研究對象進行基礎能力之測驗；以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

之單晶片專業基礎課程為內容，包含單晶片及組合語言基本觀念、

基本指令認識、程式基本能力等，以了解學生背景知識及基礎能力。 

六、實施學科及術科後測 

本實驗設計為期八週 32 小時教學後，且為能確實測量出學生

學習成就差異。因此，本研究後測內容包含前測正式評量之 3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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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試題，另加實驗教學內容之基本程式撰寫能力、程式應用能力

及程式除錯能力學習成就量表試題 30題，共 60題。 

七、統計分析 

將前測、後測、學後滿意度量表所得之相關資料，進行統計分

析考驗，以檢定本研究之虛無假設。 

八、填寫學後滿意度問卷 

兩組學生經過八週不同教學法學習後，針對實驗組同學學使用

電腦模擬軟體應用於「單晶片實驗」課程，教學之學習滿意度如何

作問卷調查。 

九、撰寫報告 

經過詳實整理與歸納研究發現與結果，撰寫研究報告，提出具

體建議，以做為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專業課程發展與教學之參

考。 

第八節 名詞解釋 

一、綜合高中 

綜合高中(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是指融合普通與職業類科

為一體之課程組織，輔導學生根據能力、性向、興趣、選修適性課程

之高級中等學校。依據「綜合高中實施要點」，綜合高中係指同時設

置學術學程和職業學程，藉試探、輔導歷程、輔導學生自由選課，提

供學生學程導向課程或專精職業導向課程或兼跨兩種課程的機會，以

達成適性發展目標的高級中等學校 （教育部，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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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技術學程 

學程是一組經過嚴密設計，有系統的學習歷程與結構（林博文，

1998）。本研究所謂資訊技術學程，係指台灣區（包括台灣省、台北

市、高雄市）公、私立綜合高中學校設有資訊技術學程者。其課程內

容涵蓋部定共同科目 64 學分，校定科目 96 學分（必修共同科目 16

學分，專精選修科目 80 學分）合計 160 學分。其中專精科目以傳授

電子學、基本電學、電子電路、資訊技術、系統技術、數位邏輯、微

電腦、電腦週邊設備、硬體維修等專業課程，培養電腦及資訊的知識

與技能，以培養從事電腦資訊專業人才。 

三、技術教學 

技術教學(technical instruction)係指一種教學活動能把某種技術

傳授給學習者。它的教學活動包括知識與技能的練習，藉著有系統的

科學規畫使學生在思想與操作上密切配合，而學得處理某種產品的程

序，它不是「純知識」也不是「純技能」的教學，乃是融和「知識」

輿「技能」的教學，而有較大的比例在「操作性技能」（manipulative 

skills）的學習(莊謙本,1998a; Holbrook,1987)。 

四、單晶片技術教學 

本研究所探討之單晶片實習技術教學，其內容主要參考八十七年

教育部訂定「工業職業學校電機電子群課程標準」中有關微處理機程

式設計及實作相關課程。課程中採用的「微處理機」型式，則以將微

電腦所有功能都安裝在一個晶片之中，應用於特定需求的控制電路上

的「單晶片」而言。課程設計主要在訓練學生熟悉目前業界所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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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晶片技術，配合課程之設計，期經由實驗，進而達到理論與實務訓

用合一之目標。 

五、單晶片學習成就 

本研究所指的學習成就是指學生經過單晶片技術教學的學習

後，對於單晶片的認知與技能改變的程度。其內容包含組合語言程式

基本觀念、指令基本認識、基本程式撰寫能力、程式應用能力、進階

程式撰寫能力、進階程式應用能力及程式除錯能力等單元的精通水準

或熟練程度。評量方式分為「單晶片實驗」課程學科後測量表及「單

晶片實驗」課程術科後測量表。而學習成就的評定方式則參考各高職

實習課程評分標準，依據學生在「學科後測量表」及「術科後測量表」

得分，分別計算總分及分析。 

六、單晶片電腦模擬軟體 

屬於電腦應用軟體系統，乃利用電腦高速運算、具互動及親和容

易使用界面能力，以模擬實體元件、模型或其現象，使具有數學處理

或邏輯模組化的過程，可編輯、發展、模擬實驗電路動作與輸出結果，

用以描述解釋和預測真實系統之運作。 

七、學習滿意度 

本研究所指的學習滿意度是指實驗組學生經過單晶片技術教學

後，對使用單晶片電腦模擬軟體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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