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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使用電腦模擬軟體對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

學生「單晶片實驗」課程學習成效影響之研究。近年來改進教學方法，

提昇教學成效，為教育工作者一直努力追求的方向。由於科技資訊發

展日新月異，衝擊著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電腦模擬教學的影響無

遠弗屆。應用電腦模擬於教學中，也成為教育界裡一股新的趨勢，並

認為電腦模擬教學將成為當今最具發展潛力的教學媒體（呂桂雲、王

常如，1994）。以下就綜合高中之實施現況、技能學習之相關理論、

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基礎、電腦模擬教學理論與相關研究以及電腦模

擬軟體在資訊電機電子專業課程教學之應用等五方面來探討。 

第一節 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之實施現況 

綜合高中係依據教育部「高級中學法」（教育部，1999）第六條

規定：「綜合高級中學」係指融合普通高中與職業科目為一體之課程

組織，輔導學生根據能力、性向、興趣選修適性課程之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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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高中乃打破現行高中、高職或普通科、職業類科的區隔，

透過課程分流機制，以增加學習彈性，學生也更容易依自己的性向、

志趣發展潛能。本節根據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的課程架構、綜合高

中資訊技術學程的實施現況兩方面加以探討。 

壹、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的課程架構 

一、綜合高中的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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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高中為三年制學制，依學生自我試探、適性學習的需求，

課程包括共同科目及專精科目，共同科目即為教育部訂定之學生基

本核心能力；專精科目則含括普通高中課程內涵的學術學程與職業

學校課程內涵的專門學程，提供學生分年適性選修。原則上，學校

依學生學習發展階段，安排第一年統整共同基本科目與部分專精科

目為試探課程，使學生奠定專精學習的基本能力與試探未來專精發

展個人能力的基礎；第二年兼重共同科目與專精科目學習，學生得

以個人性向，除修習必修共同科目外，試探性選擇分化的學術學程

與專門學程；第三年著重學術學程或專門學程，深入學習以奠定繼

續升學或就業的專精基礎。配合多元適性課程的開設與學生選修機

會的提供，課程結構安排如表 2-1-1。 

表2-1-1 綜合高中課程結構表 

校定 
科目類別 部定必修 

必修 選修 
總計 

一般 
〈共同〉 

64學分 
〈40%〉 

0-16學分 
〈0-10%〉  

64-80學分 
〈40%-50%〉

專精   
80-96學分 
〈50%-60%〉 

80-96學分 
〈50%-60%〉

總計 64學分 
〈40%〉 

96學分 
〈60%〉 

160學分 
〈100%〉 

資料來源：綜合高中課程綱要（教育部，2002） 

由表 2-1-1 綜合高中課程結構設計上，總畢業學分數 160 學分

中，64學分核心科目學分由教育部規定，其餘 96學分皆由學校自

訂。校訂課程中必修課程 0-16學分，選修課程 80-96學分佔校訂課

程六分之五至百分之百，校訂必修科目係視學校需要，以部訂科目

為核心加開之，學校宜就學生能力差異大的科目，開設深度不同的

班次輔導學生分組選修，並儘可能於一年級修習完畢，校訂選修科

目則僅需於畢業前修畢。亦即配合學生學習發展的「統整-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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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探-分化」、「分化-專精」三階段設計，以學校為本位，學生學

習需求為導向開設課程，讓學習更有彈性、更有趣，也更符合學生

的需求。 

二、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課程架構 

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課程結構設計上屬於學校自訂專精科

目部份，選修課程 80-96學分，開設課程由各校自訂，經報教育部

審核核可後實施，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課程領域學分與課程開設

見表 2-1-2。 

表2-1-2 綜合高中課程領域學分表 
校訂 科

目

別 
領域別 部定必修 

必修 選修 

本國語文 16學分（含國文I-IV 各4 學分） 
外國語文 12 學分（含英文I-IV 各3 學分）
數學 12 學分（含數學I-IV 各3 學分）
社會 8 學分（含公民、歷史、地理） 
自然 6 學分（含生物、物理、化學） 
藝術 4 學分（含音樂、美術） 
生活 2 學分（含家政與生活科技） 
體育 4 學分（含體育I-II） 

一

般

科

目 

活動 （含班會、週會、自習、團體活動

等，每學期每週至少3-4 節，不計
學分） 

專精科目 （依學校特色、學生需求，開設學

術學程或專門學程） 

依照課程架構，由

學校決定科目與學

分數。 

0-16學分 80-96學分
總    計 64學分 

96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數 160學分 

資料來源：整理自綜合高中課程綱要〈教育部，2002〉 

貳、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實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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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課程架構及內容與高職資訊科較為相近，

至九十二學年度已達 62 校。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辦理現況詳如表

2-1-3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辦理學校一覽表。 

表2-1-3 九十二學年度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辦理學校一覽表 
區域別 學校所在地 學  校  名  稱 

基隆市 基隆商工    
大安高工 大同高中 景文高中 開南商工 

台北市 
協和工商    

台北縣 瑞芳高工 智光商工   
桃園市 桃園農工    

陸軍高中 楊梅高中 光啟高中 清華工家 
龍潭農工 新興工商 成功工商 泉僑高中 桃園縣 
治平高中 大興工商 六和高工 啟英高中 

新竹市 光復高中    
新竹縣 竹北高中 關西高中 新力工家  

北區 

苗栗縣 建台高中 大成高中   
台中市 大明高中 宜寧高中   
台中縣 霧峰農工 慈明高中 致用高中 明道高中 
南投縣 南投高中    
彰化縣 彰師附工 大慶商工   

中區 

雲林縣 正德高中 大德工商 達德商工 大成商工 
嘉義市 嘉義高工 東吳工家   
嘉義縣 協志工家 嘉南高中 知德工商  
台南市 長榮高中    
台南縣 後壁高中 玉井工商 新榮高中  
高雄市 大榮高中 高鳳工家   

高旗工家 中山工商 華德工商 高英工商 
高雄縣 

高苑工商 立德商工 樂育高中  
屏東縣 美和高中 屏榮商工   
花蓮縣 四維高中    

南區 

台東市 公東高工    

資料來源：教育部綜合高中評鑑資料（教育部，2003） 

第二節 技術教學之相關理論 

為了釐清有關技能學習的理念，本節分別就技術教學的意義、技

能學習的概念、技能學習的歷程與技能學習的原則，加以探討。 

壹、技術教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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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技術教學的意義之前，先探討技術層面的涵意： 

技能的適當詮釋是「具有目標導向、適當組織、有意義，且可由練

習獲得的能力」(莊謙本，1998b，38)。在從事技術教學時，除了重

視認知方面的知識傳授，更要重視技能方面的操作熟練。綜合以上

所言，技術教學(technical instruction)的適當詮釋是一種能把某種技

術傳授給學習者的教學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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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b)。 

一、技術能力的組成要素 

技術(technology)是一個複合名詞，事實上技術是由「知識」與

「技能」（knowledge and skill）的綜合表現。根據學者 Novak & 

Gowin 的分類，可由圖 2-2-1 清楚瞭解完整的輪廓。至於技能又可

分為心智技能及動作技能，說明如下(莊謙本，1996)： 

 

 

 

 

 

圖 2-2-1 技術的組成要素 

技術 

技能 

知識 

動作技能(motor skill) 

心智技能(intellectual skill) 

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 

相關性知識(contextual knowledge) 

描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 



21 

(一)心智技能(intellectual skill) 

心智技能如同著名瑞典認知發展學家皮亞傑(Piaget)所指之

具體運作 (concrete operation)及形式運作 (formal operation)之能

力。在工作中心智技能是指對於問題解決方法、解決步驟、使用

器具設備材料之選擇，乃至於策略研擬等之運思能力。 

指經過練習鞏固起來的﹑接近自動化的智力活動方式。它是

藉助於內部語言在頭腦中進行認識活動的技能。如運算﹑閱讀﹑

作文等等都屬於心智技能(肖前瑛，2001)。 

心智技能是指使學習者能使用符號或概念與學習中的環境

互相作用，而不是只重複學習或使用一些事實或知識。心智技能

主要涉及知道「如何」(know how)去做，例如，學生學會如何把

分數轉為小數。心智技能型式包括有五類技能，每一技能是建立

在先前的技能之上，由簡單到複雜分別為辨別、具體概念、定義

概念、規則、問題解決(戴建耘，1993)。 

(二)動作技能(motor skill) 

由身體動作所表現的技能。動作技能的基本要件是，配合適

當的時間出現適當的動作；所謂手眼和動作熟練，即表示動作技

能。動作技能包括身體運動的技巧以及各種工具的使用。 

指通過練習鞏固下來的﹑自動化的﹑完善的動作活動方式。

如日常生活方面的寫字﹑行走﹑騎自行車﹔體育運動方面的游泳﹑

體操﹑打球﹔生產勞動方面的鋸﹑刨﹑車等活動方式﹐都屬動作

技能(肖前瑛，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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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技能是指能夠表現人體肌肉的動作，最主要是身體動作

時能反應出快速、精確、有力及流暢。動作技能一定要經過練習

才能熟練，同時需要外在環境的回饋，以區別正確與不正確的動

作表現。 

貳、技能學習的涵義 

技能的適當詮釋是「具有目標導向、適當組織、有意義，且可由

練習獲得的能力」(莊謙本，1998b，38)。在從事技術教學時，除了

重視認知方面的知識傳授，更要重視技能方面的操作熟練。 

技術教學(technical instruction)的適當詮釋是一種能把某種技術

傳授給學習者的教學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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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b)。 

學習具有以下四種特質（王克先，1992）：(1)個體行為的改變，

祇有經過練習或憑經驗而產生者，始能稱為學習；(2)個體行為的改

變，必須是較持久性的；(3)學習是指個體行為改變的歷程，而非僅

指學習後所表現的結果；(4)學習是一種中性的行為。學習是經由練

習或憑經驗使個體行為產生較持久性的改變歷程。因此，學習是一組

認知歷程，在此歷程中個體將環境中的刺激轉化為習得所有技能、知

識、滿意度及價值等能力所需之各資訊處理階段，使個體可成為功能

完備之社會成員(Gagné & Briggs,1979)。而技能學習是個體心智與動

作結合的歷程，動作的學習是多個反應的連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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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學習則是多個動作的連鎖化，所以技能的學習比動作的學

習更繁雜得多（彭震球，1991）。動作技能的學習可以看做是動作與

技能兩部份。動作的學習在先，而且多半不是在刻意教授的情形下自

行學來的；技能學習在動作學習之後，是以動作為基礎的有組織活

動。所以學習技能時必須先學會技能中所包括的動作;適當的時間與

適當的空間內表現出適當的動作就是動作技能。因此技能教學是教導

學生如何在適當的時間與適當的空間表現出某種動作（張春興，

1994）。 

Schmidt (1988)認為技能學習具有四個概念（黃振盛，1998）： 

一、技能學習是獲得技術能力的活動過程。 

二、技能學習是練習與經驗的結果。 

三、技能是由內在行為的改變而得到，無法直接由觀察而獲得。 

四、有效技術行為與技能學習成效有相關。 

在技能學習的歷程中，技能教學可以概分為工作分析與起點行

為、語文說明與動作示範及練習、回饋與校正等步驟。技能學習主要

是新反應或新動作的學習，需要努力和時間來完成（李隆盛，1994），

也是獲得某項技術能力的過程，藉由練習和經驗使技術學習獲得有效

的反應（黃振盛，1998）。因此，技能學習不只是許多動作的配合，

也是知覺與動作的結合。 

參、技能領域的範圍 

技能指的是所有心智與四肢協調後表現出來的行為。學習是經由

練習或憑經驗使個體的行為產生較持久的的改變歷程（王克先，

1992），經由知覺、模倣與反覆練習所形成（蕭錫錡，1989）: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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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感官知覺和肢體動作調和的活動，具有目的、精確、快速，有

風格的行動協調，順暢和規律等特質的行為表現（李隆盛，1994）。

技能學習是個體心智與動作結合的歷程，動作的學習是多個反應的連

鎖化，而技能的學習則是動作的連鎖（彭震球，1991）。動作技能(motor 

skill)是指學得的一種能力，此種能力由肌肉活動時所顯示的迅速、準

確、力量、平衡等特徵所表現（張春興，1994）。Stinger (1980)認為

技能是一種能力的內涵與標準，技能的本意是書寫、記憶、演技、繪

畫、演說或演奏的一種藝術。因此，對不同領域的人而言，技能的定

義是有所差異的。動作(motor)指的是身體之一部份或全部的活動而

言，即所謂身體活動;動作學習是多個刺激與數個反應聯結之後，再

進一步把它們串連在一起的連鎖歷程。因此動作可說是構成技能的根

本行為，是自然發生的，較少來自學習的;而技能須經過多次的練習，

甚至經過專門的訓練，始能達到純熟精確的地步，並超越動作反應（黃

振盛，1998）。因此，技能是有系統的將多個動作組合的整體性活動。

動作的學習不僅是外顯行為反應，也強調內部心理過程的控制，亦即

動作技能的學習往往伴隨認知學習。 

肆、技能學習的層次 

根據 Simpson (1966)對於技能領域教育目標的分類，共分七層

次，由下而上分別是 perception(知覺)、set(趨向)、guided response(引

導的反應)、mechanism(機械化動作)、complex overt response(複合的

明顯反應)、adaptation(適應)及 origination(創新)，由簡單到複雜，由

模仿到創新，形成連續性的結構，如圖 2-2-2所示（莊謙本，1997；

李大偉，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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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  複雜 

     適應    

    複合明顯
反應 

    

   機械化動
作 

     

  引導的反
應 

      

 趨向        

知覺        簡單 

圖 2-2-2 技能領域學習的層次 

一、知覺(perception): 

個體能運用感官獲取所需動作技能的線索。是表現一項動作最

初的一個步驟。藉由感官注意到物體性質或關係的過程。是動

作活動的必要但非充要條件。在此層次中學生感覺到與技能有

關的行為、事物與關係。因知覺運用程度的不同，又可分為三

個層次： 

層次一：感官的刺激(sensory stimulation)－透過感官辨別出刺激

的性質。感官包括聽覺、視覺、觸覺、味覺、嗅覺及肌肉運

動知覺;這些感覺並沒有特定的排列次序。 

層次二：提示（線索）的選擇(cue selection)－在此層次中學生須

決定對某些提示（或線索）加以反應，包括認明各種提示，

並將提示與所要完成的工作相結合。即是依據過去的經驗或

知識選擇和所從事動作有關的「提示」做為參考，而不理會

無關的提示（或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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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三：轉換(translation)－在此層次中，連結知覺與行動以完成

一項動作，其過程在於確定前一小層中所選擇線索的意義，

包括符號的轉換、頓悟及回饋等項，其所產生的歷程是在學

生的心中。因此應著重環境的安排以產生適當的知覺。 

綜合上述，「知覺」是學習者經過感官的刺激而選擇適當的線

索，再經由轉換的過程轉化為動作。 

二、趨向(set): 

乃是對於某種特定行動或經驗的一種初步適應或準備程度

(readiness);亦即在某種動作技能學習之前已完成心理傾向。依

其程度的不同，可分為三個層次： 

層次一：心理的準備(mental set)－在心理上準備要完成某項動

作。亦即一種心智的趨向;屬於認知領域的行為。 

層次二：生理的準備(physical set )－對所要執行的動作做好各種

生理上的準備狀態，如姿勢的準備、感官的注意。 

層次三:情緒的準備(emotional set)－對將要發生的動作表現贊成

的態度，包括意願的反應在內。 

綜合上述，在「趨向」的層次中，是一種先經由心智上的準備，

而發展至肢體上的調整，再變成一種意願的趨向，促使動作產生。 

三、引導的反應(guided response)：這是發展技能的早期步驟。引導

的反應乃是個人在教學指導之下表現的明顯行為動作，或是個

人依照評判其行為表現的範例或標準的自我評鑑，所表現的明

顯行為動作。依反應的差別，可分為二個層次： 

層次一：模倣(imitation)－模倣是一個行為的履行，係對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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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行為的知覺做直接的反應。也就按照他人的動作從事練

習或學習步驟。 

層次二: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嘗試種種錯誤，從錯誤中改進

自己的錯誤，直到符合工作表現要求而完成工作或使工作更

有效率。 

綜合上述，在「引導的反應」中，學生是經由教師的示範進行

操作練習，經過不斷的練習與修正，得到正確而有效的技能。所以

技能學習是由本層次開始。 

四、機械化動作(mechanism)：此層次是所學的反應成為習慣，學習

者在表現行為的時候，已經達到某種自信和熟練程度，不須特

別注意，即能表現出像機械運轉般自動的反應，這一行為乃是

對於刺激所做的種種可能反應的一部份。因此，此層次技能水

準尚未完全精熟，但已達到相當程度了。 

五、複合的明顯反應(complex overt response)：個人能夠做複雜的

技能反應，以最少的時間、力氣做出最有效的動作技能。在此

層次已經獲得了技能，依其感應熟練的程度不同，可分為二個

層次： 

層次一：果決(resolution of uncertainty)－個體在表現行為的時

候，立刻能夠得到工作順序的心像，亦即個人能夠明白工作

順序而信心滿滿的執行，不會猶豫不決。 

層次二：自動行為表現(automatic performance)－技能臻於高度熟

練地步，在動作時所需要的動作，將呈現自動化的方式進

行，能以最少的時間、步驟，完成精細技能的過程，且個人

能以輕鬆的心情、適當的肌肉控制，表達高度協調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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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一種極自動而無需特別控制的行為表現。 

六、適應(adaptation)：當技能學習臻於精練地步後，能夠配合情境

的需要，改變動作活動。因此，「適應」也可以稱之為「調整」。 

七、創新(origination)：根據在技能領域所發展出來的悟性、能力和

技能，創造出新的動作行為或處理材料。是技能教學目標的最

高境界。 

綜合上述，以基礎穩固、熟能生巧、舉一反三、應用自如、爐火

純菁及出神入化來描述不同層次的技能學習。 

伍、技能學習的歷程 

技能學習的歷程可分為認知階段、定位階段及自動階段，到了自

動階段才是真正技能的獲得。以下就三個階段分別加以探討(Fitts,P.M. 

1962, 1965; Anderson, 1990;岳修平，1998)。 

一、認知(cognitive phase)階段 

Neisser (1976)認為技能學習都是從認知期開始的。在此認知階

段中，學習者乃是一個生手。此時，生手會嘗試檢視當前的條件、

環境中可得之訊息及問題等情況，藉著陳述或思考每一步驟的方法

來引導自己，進一步執行該步驟來達成目標，漸漸形成片段的認知

技能（黃耀寬，1999）。一般人在學習技能時，大都是藉由教導者

說明與示範而瞭解操作的方法，其中技能的複雜程度影響認知期的

長短。亦即技能愈複雜所需的認知期較長;反之若技能趨於簡單，

則認知期相對減少。在認知內，或是經由教師的講解示範、或是經

由自己按照說明書或手冊的指引，學生們必先對所學技能的性質、

要點、注意事項等，從事分析和了解。在分析的時候，教師通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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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文或圖表的輔助，加強學生們的了解。所以技能學習初期的動

作都是緩慢的，此種介於刺激反應之間的心理反應，稱為中介反

應。若所學者是機器使用或車輛駕駛之類的技能，教師除了以圖

表，模型等教具幫助說明之外，並需以實際操作和示範動作，使學

生們經由實際觀察而了解正確的動作和進行步驟。 

因此，學生們由此可以認識所學技能的性質，正確動作的模

式，錯誤動作的發生，以及錯誤如何糾正等。亦即經由認知而練習，

因練習而進步；於是動作愈熟練，刺激反應間的時間縮短，各個反

應間的連鎖化愈加強，這時候中介反應反而逐漸的減少了。 

二、定位(associative)階段 

經由技能的定位期，才是真正學到熟練的技能；此為技能學習

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先由一個簡單的動作，聯結成複雜的動作，

整體技能是經由多次的練習而趨於固定，並且準確無誤。練習者的

注意要指向技能的細節，透過思維的分析，概括動作的本質特徵，

逐步完善地意識到整個動作，把若干個別動作結合成為整體（馬殷

偉、張力為，1996）。陳述性的知識進入程序性知識 (procedural 

knowledge)，這類的知識只講求如何應用原則，依循「生產規則」

(production rules)操作，即「條件----動作」的程序學習（溫世頌，

1997）。 

三、自動(autonomous)階段 

此時的技能表現是自動流露出來，學習者得心應手、出神入

化，不用特別去注意和矯正動作，即可表現流暢的技能動作;而技

能的熟練是經過反覆練習而來（李堅萍，1996）。所以，動作技能

經由感官、肌肉經常活動反應與認知觀念配合，久而久之可以形成

機械式的自動動作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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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技能學習的歷程可分為認知階段、定位階段及自動

階段。技能學習有其一定的程序，瞭解此三個階段，並且循序漸進，

就能獲得有效的技能學習。技能學習的整個歷程，如圖 2-2-3 所示。 

 

 

 

 

 

 

圖 2-2-3 技能學習之三階段歷程 
資料來源：廖文靖(1999) 

伍、技能學習的原則 

技能的學習又稱「知動的學習」，教師教學時，不但要注重「由

知以導行」、「由行以致知」，更重要的是「由知行以導思」，指導學生

由練習中，以達到「手腦並用」的目的。 

技能教學至少要考慮下列三方面的問題: 

一、所教所學者屬何種技能，及誰要學該種技能? 

二、技能教學過程中，有哪些心理因素影響教學? 

三、有哪些建議性的原則可用來促進教學效果? 

技能的教學與學習不僅著重在技能的訓練及技能的獲得，更重要

的是不要忽視學生工作態度與職業性向的引導與試探，否則將難以提

昇技術水準，也難以增進行業能力的發展。技能教學是一種塑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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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經由許多不同的模式來達成，因此教學法的運用無一定的格

式，只要能適合學生的能力與需求，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達到教學目

標，就最好的教學方法。 

陸、影響技能學習之因素 

黃恆(1995)指出影響學習效果的因素包括人所形成的群體與人

所創造的文化等因素。 

陳英豪等(2000)在學習適應中指出學習環境，包括課程教學、師

生關係及同儕關係等，為影響學習之因素。 

馬斯洛(Maslow, 1968)指出，學生的學習有兩種潛能，即努力進

取和逃避退縮，由學生自己選擇。但在學生選擇的過程中環境因素包

括教師、輔導員等，能影響其選擇，即這些因素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雷諾和華伯(Reynolds & Walberg, 1991)有關影響學習成效之因素

分析，其把學習動機、教學時間、教學品質等歸納為影響學習之因素。 

由上述層面可歸納出影響技能學習成效幾個重要因素，即學生對

教學品質的滿意度（包括教學法、領導管理與師生互動情形）、學生

學習動機、自我效能與同儕團體的影響等。 

綜合上述，技能學習是由易而難、由淺入深、由具體到抽象，依

知覺、趨向、引導的反應、機械化動作到複合的明顯反應、適應與創

新等層次的學習。技能是肢體動作與心智活動協調所呈現的行為表

現，可透過學習而習得的能力，須經過多次的訓練才能達成精熟的地

步。技能學習的歷程包涵認知、定位與自動階段，三個階段有其一定

的程序需循序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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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基礎 

近年來改進教學方法，提昇教學效果，一直都是教育者所努力追

求的方向，資訊發展日新月異，衝擊著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電腦

對教學的影響無遠弗屆。目前，電腦在教育上的應用主要分為兩大

類，一類是把電腦本身當作學習對象，要學生明瞭它的軟體及硬體結

構，以設計程式或硬體電路，完成特定的作業，因此可稱為電腦本科

教學(Computer Oriented Teaching)。另一類則把電腦當作教師，成半

個教師以協助教學，特別用在補救教學上，以彌補傳統教學的不足，

因此可稱為電腦輔助教學 (Computer Aided lnstruction)（莊謙本，

1992）。應用現代化的科技於教學中，也成為教育界裡一股新的趨勢，

並認為電腦輔助的教學將成為當今最具發展潛力的教學媒體（呂桂

雲、王常如，1994）。 

壹、電腦輔助教學的涵義 

根據西伯父子(Sipple & Sipple, 1980)所編的電腦辭典中，對電腦

輔助教學(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CAI)的定義是：「所謂電腦輔

助教學是一種教育的觀念，將學生安置於和電腦交談的方式，而電腦

會根據學生的反應，按照事先寫好的程式中已安排好的課程，選擇下

一個主題或下一個階段，它可以容許學生依著自己的學習能力而有不

同的學習速度。」（陳昭雄，1989） 

林永吉(1990)則指出：「電腦輔助教學是以電腦做為教學媒體，

以協助教師教學，輔助學生學習教材，達到個別化、補救教學或精熟

學習的編序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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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涵義得知，電腦輔助教學係指運用電腦之交談式或互動式

(interactive)的功能來引介教材，以提供個別 (individual)或個別化

(individualized)之一種教學環境，即以電腦來幫助教師教學或學生進

行學習，以提昇教學環境的品質與效果。 

陳昭雄（1989）指出現有電腦輔助教學（CAI）系統可能具有以

下的特性： 

一、提供個別化的教學：電腦輔助教學可以使每個學生按照自己的

能力進行自己的學習，能力強的學生學得多，能力差的學生學

得少，這是在傳統的教學方式下，所無法做到的。 

二、建立交互溝通的形式：電腦將程式化的課程內容逐一呈現，及

在每一階段都讓學生有思考、回答或詢問的機會，電腦在得到

學生反應之後，立即核對已設計好的答案，再依情況給予鼓

勵、糾正或學習下一步驟的提示等，這是一種交談溝通的教學

形式，可以提高學習效果。 

三、團結合作規劃課程軟體：優良的課程軟體必須集合各方面專家

的知識和經驗，團隊合作的規劃可以廣泛蒐集教材資料，更可

以提高教材的邏輯性、趣味性和啟發性。 

四、學習者自己決定課程的順序及學習的路徑：CAI 本身是一個學

習者自行控制的教學方法，教師不需對課程次序做複雜的決

定，因為學生可依個人需要決定他們自己的課程次序。 

伍、提供不受人性干擾的教學：因為電腦是沒有人性的機器，所以

同樣的問題被問上一千遍、一萬遍，電腦也不會厭煩。這樣學

生坐在終端機前面，就可以放心的提出問題，而不會受到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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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恥笑。 

六、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在空間方面，終端機可以分散裝設在

距離電腦很遠的地方，依然可以進行教學。在時間方面，學生

可以選擇任何時間接受電腦輔助教學。 

七、提供始終如一的教學品質：CAI 是由電腦傳輸教學訊息，不會

因學生學習速度的遲緩而感到不耐。其教學品質不受外在環境

的干擾，故能保持始終如一。 

八、提供多元媒體的教學：由於科技的發展，電腦可以和其他視聽

器材連接使用，例如和幻燈機、錄音機、錄放影機、或影碟機

連接，可以補充電腦在畫面及聲音上的不足，以提高學習效果。 

九、可以提供模擬實驗：在職業教育中，有許多的技術訓練具有危

險性，而且訓練的成本也太高，例如飛機駕駛的訓練等。電腦

輔助教學可以將實際的訓練情境利用電腦加以模擬，如此則既

經濟又沒有危險性。 

十、編制圖形與音樂的特殊效果：電腦配合適當的週邊裝置，可以

編制良好的音樂及圖形效果。在 CAI 教學中，動態的圖形及

特殊的音樂效果將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十一、有立即回饋與增強作用的效果：史金納（Skinner 1968）發

展的操作制約理論，倡導立即回饋與增強作用。CAI的學習效

果由於配合電腦的強大功能，充分發揮立即回饋與增強作用。 

十二、可自動登錄資料、追蹤學習成果：CAI 的電腦管理教學（CMI）

系統能自動檢核、登記學生學習成就表現，並做成統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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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根據這些資料，對學生學習不足的地方進行輔導，引導

學生進行有效的學習。 

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一日千里，也顛覆了人類長久以來的學習模

式，資訊爆炸的時代裡，如何在浩瀚的資訊汪洋裡，迅速取得所要的

資料，並將所取得資料加以分析、整合、運用，以建立各種資訊資料

庫的能力，以及解讀研判資訊、將資訊轉化成有用的知識能力，亦即

不斷創新知識的能力，是現代科技人重要的資產。 

貳、電腦輔助教學的模式 

由於電腦輔助教學(CAI)是一教育的概念，其目的就是要實行教

學(instruction)。教學是指由人類(教師)或機器(如電腦)提供促使學生

學習的活動歷程，此種活動旨在使學生之知識或技能產生較為持久性

的改變(何榮桂，1997)。一個完整的教學歷程大抵包括：呈現訊息

(presenting information)給學生，引導學生(guiding the student)學習，

透過練習(practicing)強化所學的知識或技能，以及評量學生的學習

(assessing student learning)成效(Alessi & Trollip，1991)。此四個步驟

間之關係可由學者 Alessi 及 Trollip 兩位提出的教學歷程關係圖表示

之如圖 2-3-1： 

 

 

 

 

圖 2-3-1 教學歷程關係圖 

給予練習 評量成績

回 饋 

引導學生呈現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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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電腦輔助教學是將教材內容透過電腦呈現給學生學習，其呈現

方式的設計與歷程，必需符合教學的理念與目標。因此，依教學歷程

呈現方式將 CAI 大致分為六種模式：(一)教導式 (二)練習式 (三)模

擬式 (四)對談式 (五)測驗式 (六)遊戲式。 

一、教導式(tutorial) 

教導式的 CAI 軟體著重在知識的傳授，此種形式課程強調先

把教材內容提供給學習者，使其瞭解後，再提出問題，並按其反應，

判定其對錯以引導繼續學習。教材內每一問題之呈現係基於其對前

述問題回答的瞭解程度（陳昭雄，1989）。其教學流程如圖 2-3-2

所示。 

 

 

 

 

 

 

 

 

圖 2-3-2 教導式 CAI教學流程 

學習者使用教材學習

否

是

提供學習教材 

提出測試問題 加強學習 

進行下一單元 

判斷是否
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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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練習式(drill and practice) 

練習式為利用電腦刺激學生，並在學生的反應後，給予判斷和

回饋。其目的在於利用一再重覆出現的練習，以增強飄浮不定的概

念。何榮桂（1995）指出：練習式 CAI 首要的目的係選擇合適的

題目給學生練習以強化已學過的題材。題目（items） 係根據教學

第一個階段所呈現的內容而來。題目須經過選擇，意味著並非把所

有教過的內容均再現給學生做練習。練習式 CAI 中題目的選擇大

抵須把握兩個原則：1.教材內容的重要部分，以及 2.教學過程中須

重覆呈現的部分（Criswell，1989）。 

因此，練習 CAI 軟體強調透過練習的歷程，強化學生所學的

知識或技能，以重複迴圈反覆練習方式完成教學，所以練習為教學

歷程中不可或缺的過程。 

三、模擬式(simulation) 

模擬式為利用電腦察看或操作的系統狀況，以便實際地學習技

能，並可適用於多種因素的互動系統之狀況學習，在真實情況中具

有高度危險性或花費太過於龐大之情境學習，狀況發生時間為瞬間

發生，或觀察週期太長之學習，與及無法實際操作之機器學習等（吳

鐵雄，1992）。 

模擬式 CAI 是提供學習者一個擬似真實的學習情境，在此情

境中，學習者可收到親自經歷一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或過程的重現

效果，親臨其境的效果不但可引發高度的學習動機，而且學生可與

系統所呈現的情境發生互動，彷彿置身於真實的世界中。模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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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 的優點，就在於可讓學習者對沒有辦法接觸到或看得到的現

象，在電腦上獲得瞭解。(陳忠志) 

四、對談式(dialog) 

對談式如同兩人相互對話方式進行，是一種真正的互動方式

(interactive)，也就是電腦和學習者在對話 (conversation)，互相問

答，屬於較複雜的教學方式，這種教學軟體寫起來很複雜，也很困

難，同時也要很大的資料庫，但卻是最好和最有效的方式。近年來

電腦軟硬體進步及人工智慧、類神經網路等研究開發將有利於日後

對談式電腦輔助教學的發展。 

五、測驗式(testing) 

測驗目的是要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是教學歷程中的重要階

段。且測驗式是最早被應用在電腦輔助教學的教育應用，在電腦上

實施測驗也是傳統教育所使用的測試方式，即採用是非、選擇、問

答、配合等方式來測試學習者對某一教學內容的瞭解程度，並記錄

其對錯題數、分數或等級。 

測驗式 CAI 與練習式 CAI 兩者之間，雖有若干相似之處，容

易混淆，但其間有許多差異之處，何榮桂（1995）指出其間差別如

下：就目的而言，練習式 CAI 旨在反覆練習以強化已學過的題材，

以期達到自發的反應；測驗式 CAI 則在評量學習的成效。練習式

CAI 雖然偏重反覆練習，但也包含評量的性質；測驗式 CAI 則偏

重評量而設計。就功能而言，兩者呈現給學生者皆是題目（items）。

唯練習式 CAI 所使用的題目稱為練習題（practice items），題目的

難度（difficulty index）通常較一致，題目與題目間之難度不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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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太遠；而在測驗式 CAI 的題目稱為測驗題（test items）或問題

（questions），題目的主要目的是要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因此，

題目的難度分布應有難易之別。一般而言，題目之難易分布以接近

常態分配為佳；換言之，難度中等者應佔較多，而較難與較易的題

目則相對地減少，這樣的設計才能適用於能力水準不同的學生。 

六、遊戲式(gaming) 

遊戲式的目標在提供學習者足以發揮所學的機會，讓學生藉著

遊戲、競爭、互抗，以提高學習者之學習動機與興趣。競爭對象可

為本身、對手、人、電腦等，使學習者在遊戲中達到教育的效果（吳

鐵雄，1992）。目前遊戲式 CAI 有漸趨流行之勢，原因是它很能引

起學生學習動機，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且透過遊戲可傳達大量的

資訊(Maidment & Bronstein, 1973)。因此，遊戲式電腦輔助教學，

教學內容是透過遊戲的方式來呈現，會給學習者很大的學習興趣，

因而增加學習效果。 

綜合上述，電腦輔助教學於教學歷程中必須隨時提供回饋，使形

成一個教學歷程的迴圈。因此，電腦輔助教學必須對應教學歷程而設

計，通常一個 CAI 軟體中以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模式來表現，以達到

所需教學目標。根據學者何榮桂的研究，結合教導式與練習式在同一

個 CAI 軟體中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蓋因呈現訊息與重覆練習在教

學歷程中係連續的階段，因此，結合測驗式、教導式與練習式等多種

模式於 CAI 中也是常見之設計，如圖 2-3-3 所示(何榮桂，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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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教導式、練習式與測驗式 CAI 的關係 

參、教師角色的調整 

當使用電腦輔助教學時，教師仍舊是教學主導者、積極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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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激發潛能等，以達適性學習，適應學生個別差異。國內學者陳繁

興(1997)曾指出電腦化教學後教師的角色及職能產生變化，傳統上教

師是知識的傳授者，是教學的中心，教師個人獨自引導學生學習方

向，學生完全被動接受老師知識的灌輸。引進電腦到教室後，教師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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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協助學習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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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腦模擬教學之基本理論與相關研究 

在傳統的教學型態中，一位教師必須面對數十位學生，而且必須

兼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教材則是以紙筆的方式來呈現，因應各類科的

教學，為了提昇教學效果及增加學生學習效率，教育學者及專家莫不

竭盡思慮研發和各類教具，以配合教學上的需要，電腦輔助教學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簡稱(CAI)，就是在此種狀況下應運而

生。雖然如此，以電腦來呈現教材也有其限制，並不意味以電腦來呈

現教材均比紙筆式佳；換言之，傳統的紙筆式教材有其無可取代之優

點，優點部分應予以保存。 

壹、電腦模擬教學的定義 

電腦模擬有許多不同的定義，所謂模擬(simulation)，根據韋氏大

辭典所載，模擬是一種虛構的而接近其本質的非真實性的現象，模擬

是指模仿真實事件發生的過程與情境的經歷。洪榮昭(1992)對「模擬」

所下的定義是一種行為或現象的複製，一般而言是取代某種現象而設

計。 

Breuer ＆ Hajovy 和 Tennyson, Thurlow ＆Breuer(1987) 亦提出

模擬是運用學習環境和角色扮演的方式，以完整的服務和概念來傳達

一個困難的反應過程。Chamber & Sprecher (1983)定義電腦模擬係提

供給學生扮演某種角色並與電腦間互動的一種模式。Alessi 和 Trollip 

(1985)指出電腦模擬是利用電腦模擬實物或其現象，是一種不必製作

實物而能測試新產品的一種有效工具。電腦模擬乃是設計真實系統為

一種數學或邏輯模組的過程，然後經由此模組的電腦運算用以描述、

解釋和預測真實系統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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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各種不同的定義可知，「模擬」一詞對不同背景的人，雖

有不同的意義，但其共通點是利用電腦高速運算能力，及其視覺化、

音效等相關週邊設備，以模擬或複製真實元件或現象，使記錄、解釋

或預測真實系統之動作。模擬式電腦輔助教學是最具創造性的電腦軟

體，Dennis 與 Kansky（1984）認為：模擬是複製真實情況或現象的

一項設計，該設計能促使學習者基於自己的邏輯、觀察和對現實的了

解來做判斷和下決定。因此以電腦來執行模擬任務的便稱為電腦模擬

（computer simulation）。亦即，電腦模擬是用電腦來操作所提供環境

而顯示整個模擬的情形，以研究解答問題的一種行為科技（李淑明，

1992）。且若能經由電腦模擬應可減少許多嘗試錯誤的次數。 

然而一般對電腦模擬教學的基本定義為：將各種模擬的實物或情

境呈現在螢幕上，讓學習者根據情境模擬進行學習、實驗，並利用電

腦分析各種實驗可能產生的變化，使學習者立刻得知結果。簡而言

之，電腦模擬教學為電腦輔助教學的策略之一，藉由電腦模擬技術及

教學軟體的結合來達成輔助教學之目的，亦即將學習者不易觀察到的

實體或現象，以電腦模擬的方式，達成與實際情境相同的教學目的（顏

睛榮，1997）。電腦模擬應用於教學乃為了配合教學上的需要，可以

說是一種教學方法或是能力訓練的手段，主要用於輔助老師教學之

用，讓學生有較佳的學習效果（林秀美，1996）。早期的電腦大都是

以資料計算、文字處理為主。近年來，隨著人們對電腦的依賴，各界

熱衷於開發結合軟、硬體而具有更高親和力的電腦模擬介面，提供人

們解決問題（李明書，1998）。 

Thomas 和 Hopper (1991)曾表示，電腦模擬對知識的傳授過程並

沒有太大的幫助，它最大的貢獻在於知識的轉換和運用。傳統式的教

學型態由各種教學方法面對學生來進行教學，而且必須兼顧學生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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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為因應各類科的教學，提昇教學成效及增加學生學習效率，文

獻上指出電腦模擬軟體可增進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提供知識發展過

程的支持(Jong, 1991; Snir et al.1995; Kaput, 1995)，因為電腦模擬軟體

可將真實情境虛擬成學習者可理解的形式，有助於學習者進行思考和

問題解決(Lunetta &Hofstein,1991; Mandinach &Cline,1994)，電腦模擬

軟體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 

Chu, P.P. (1994)指出在技職教育上，如果沒有模擬軟體，學生將

難做出較為複雜的實驗項目，雖然學生可透過麵包板來連接電路線

路，然而各種過程極為繁瑣，浪費時間，稍有不慎即可能接線錯誤，

學生必須花許多的時間來檢查線路進行勘驗工作，故此影響學生整體

學習效果。電機科在電機實驗課程的過程上，諸如實際接線過程因高

電壓太過危險、儀器設備費用昂貴、電子材料取得不易、實驗進行過

程難以詳細觀察、實習所花費的時間耗長等因素（謝飛虎，2000），

若能整合電腦模擬軟體與課程單元教材的配合，使教學過程氣氛融

洽，教師有極高的教學熱誠且學生學習有強烈學習動機，可大幅提昇

該課程教學之成效，使教學整體價值提昇培育出企業界、產業界所須

之專業人才。 

根據 Alessi & Trollips (1985)對電腦模擬教學與傳統教導式

(tutorials)和練習式(drills)電腦輔助教學相比，具有下列三大優點，茲

簡述如下： 

一、學習動機：電腦模擬在學生學習情況下比教導式與練習式電腦

輔助教學更具主動性，這種主動式的參與比起被動式的學習更

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二、學習轉移：電腦模擬有良好的學習轉移功能，它能使學生將模

擬所學到的知能，轉移到實際的情境。通常書籍或傳統電腦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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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學提供一般知識或資料，告訴學生如何去做某件事情。因

此學生使用電腦模擬將可預期有較好的學習效果。 

三、有效率：經由電腦模擬，學生知識、技能等的學習轉移更具效

率與有效。Thomas & Neilson (1995)認為電腦模擬教學提供使

用者輸入參數與觀察輸出結果，並提供學生做中學的機會，容

易達成學習目標。 

綜合上述利用電腦模擬教學有下列幾項優點： 

一、模擬比真實情境不具危險性，可提供學習者不斷的錯誤嚐試。 

二、降低訓練成本。 

三、模擬環境中學習比真實環境中學習方便，學生可以隨時隨地，

不受天氣、時間等限制。 

四、模擬縮短負面影響。 

五、具有集中事項於某一位置之能力，以凸顯欲說明的地方。 

六、模擬軟體可以藉由網路之功能，與網路加以結合，以整合網際

學習資源。 

歸納上述，模擬式 CAI 是提供學習者一個仿真的學習情境，以

取代學生在真實情境中的學習活動，其具有三方面的優點： 

一、安全性：例如科學上有些易發生爆炸、或毒性高的實驗，無法

讓學習者親自操作，在電腦上複製這類實驗現象，也一樣可達

到學習效果。 

二、經濟性：如果學習者想要在工程或技能實驗實習得到某一現

象，可能需要經歷某一社會過程，且需要花費龐大設備經費

等，使用模擬式 CAI教學，則可節省一大筆人力、物力。 

三、有效性：真實的現象或過程，如果持續的時間極為短暫（如炸

彈爆炸、訊號監控或暫態等，稍縱即逝），或者變化緩慢，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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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很久（如生態演進，無暇久等），這些現象都是模擬式 CAI

極佳的題材。透過電腦網路使用遠距教學，更可以突破時間與

空間之限制達到即時教學效果。 

貳、電腦模擬教學的模式 

美國學者自七十年代即陸續從事各種電腦模擬教學模式之研

究，這些模式可歸納四種模式；它們分別是經驗式(experiencing)、通

告式(informing)、增強式(reinforcing)、與整合式(integrating)（引自陳

繁興，1997）。 

一、經驗式模擬教學軟體使用在正式教學之前，常以提供整體知識

架構或具體實例方式來引發學習動機，學生透過此種軟體，可

以操縱呈現的觀念、情境或探討錯誤之觀念。 

二、通告式模擬教學主要用在傳遞知識內容給學生，這種軟體先採

用不同教學策略介紹教學內容後，再做測驗，它可以取代教科

書或講課的功能，當做介紹知識的工具。 

三、增強式模擬教學主要用來加強學生學習特定範圍的知識，最常

見的回饋式模擬軟體是練習式(drill and practice)，在這種模擬

環境下，電腦為了解學習者程度，先對學習者實施測驗，分析

測驗結果後，然後提供一系列練習題供學生練習，並能同時紀

錄學生學習情況，追蹤學生進步情形。 

四、整合式模擬教學主要幫助學生整合相關知識，當學生獨立學習

不同知識單元後，需要整合應用這些知識時，可以透過整合式

模擬軟體，達到整合知識的效果。 

茲將各種不同模式之模擬教學模式之相關研究略述如下： 

一、經驗式模擬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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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per & Thomas (1991)在初級程式設計教學實驗研究中，應

用電腦主記憶體運作模擬軟體，結果顯示模擬教學可以提升學生推

理及演繹能力，但在成就測驗和程式設計能力上並沒有顯著的教學

效果。Gokhale (1989)以電腦模擬及傳統電路實驗，讓學生學習數

位邏輯電路；在該研究中，分別探討不同教學法及教學順序所產生

之學習成效，結果顯示以電腦模擬或傳統電路實驗之不同教學法，

兩組學生學習成就沒有顯著差異，但不同教學順序則造成不同的教

學效果，無論電腦模擬或傳統電路實驗安排在講課之前的成效要比

之後為佳。 

二、通告式模擬教學模式 

Berlin & White (1986)進行幾何圖形學習實驗，第一組學生使用

徒手畫，第二組使用電腦模擬學習，第三組電腦模擬與徒手畫並

用，實驗結果顯示三組表現沒有差異，研究中同時發現鄉村白人女

學生及市郊黑人男學生使用徒手學習表現優於電腦模擬，鄉下白人

男學生和市郊黑人女學生使用電腦模擬優於徒手學習，而並用電腦

模擬與徒手學習者，每組的學習成就均相同。 

三、回饋式模擬教學模式 

Munro, Fehling & Towne (1985)進行中斷式的回饋模擬教學對

學生學習所產生的影響。一組學生在他們做錯時，電腦馬上回應一

個訊息；另一組則由學生自己決定對電腦發出等待訊息的時間，此

組設計目的在減少電腦對學生思考的干擾，結果顯示第一組學生錯

的次數多於第二組學生。基於以上研究，作者主張複雜性的模擬教

學不宜使用中斷式回饋模擬教學策略。除此之外，在模擬教學的過

程中，學習者不容易發覺錯誤的模擬教學，都不宜使用中斷式回饋

模擬教學策略。 

四、整合式模擬教學模式 



47 

Thompson & Wang (1988)進行六年級學生學習笛卡爾對等原

理實驗研究，參加實驗的兩組學生在完成傳統的數學對等原理教學

後，一組學生接受模擬教學，另一組學生接受傳統式教學，結果顯

示模擬教學的學生接受數學知識及數學的轉換能力都優於傳統式

教學。Hughes (1974)進行物理教學模擬實驗，三組學生參與教學實

驗，一組使用物理實驗器材，第二組使用實驗器材搜集資料，並用

電腦模擬控制變項及搜集剩餘資料，第三組學生使用電腦分析資

料，結果實驗器材及電腦模擬並用組表現最好。 

綜合前述分析，可得下列結論： 

一、從教學歷程的四階段中，模擬式 CAI 皆可應用在每一個階段

上，它可用在提供教材內容的第一階段；也可用在引導學生學

習的第二階段，並可用在提供學生練習的第三階段；或可應用

於學習效果評估的第四階段，也可用在任何兩個階段的組合

中。 

二、四種電腦模擬教學模式中，最有效的電腦模擬教學是經驗式模

擬教學及整合式模擬教學；亦即電腦模擬教學適用在教學前或

教學之後。用在教學之前之提綱契領引導可以達到引起學習動

機，提供整體相關知識架構經驗；而用在教學之後，則具有整

合所學知識的效果，增強推理分析問題的能力。 

三、對於記憶性的學習活動，電腦模擬之學習效果不大，但對舉一

反三、推理的應用能力訓練，電腦模擬教學則具有正面的效果。 

 

第五節  電腦模擬軟體在資訊電機電子專業課程教學之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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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模擬軟體能提供學習者一個似真性的學習情境，在此情境

中，學習者可收到親自經歷一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或過程的效果，身

歷其境的效果不但可引發高度的學習動機，而且學生可與系統所呈現

的情境發生互動，彷彿置身於真實的世界中。因此，在理工科系的教

學應用上，更能顯示出其特點。 

有關使用電腦模擬軟體於電機電子專業科目之教學，國外有許多

的研究報告，其中以電路學與電子學為主。在工科相關領域中的電腦

輔助設計分析軟體繁多，其中電機電子較常使用於分析模擬電路軟體

為 PSPICE，此種模擬軟體之分析能力相當強大，具有交流分析、直

流電源掃描、暫態分析、工作點計算及傅立葉分析等功能，可獲得時

域與頻域響應的模擬結果，為一廣泛使用的視窗圖形界面軟體（林志

一、曾龍圖，1998）。Nejad,M.A (1992)以兩組大學生進行固態電子電

路的教學實驗，實驗組學生結合使用電子元件與電腦模擬軟體

PSPICE，控制組學生則使用實際電子元件進行教學，結果發現兩組

學生之間在學習成就測驗成績上的表現，雖然未達顯著差異，但研究

發現結合使用電子元件與電腦模擬軟體的學生對固態電子電路的瞭

解程度較高。Moslehpour(1995)亦針對大學生進行整個學期電子學的

教學實驗，實驗組學生結合使用傳統教學與電腦模擬軟體 PSPICE並

用，控制組學生則使用傳統教學方式進行教學，研究者安排一系列的

作業與學習成就測驗，結果兩組學生之間在學習成就測驗成績上的表

現亦未達顯著差異，但發現結合使用傳統教學與電腦模擬軟體的學生

對於較複雜電路的應用有較好的成效。 

Gokhale (1989)進行數位邏輯設計教學研究，探討使用電腦模擬

軟體進行電路設計與用實際元件實驗進行電路設計何者效果較佳，研

究者更進一步的探究不同的教學順序流程對教學效果的影響。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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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發現電腦模擬和實際從事實驗的教學效果，兩者間沒有顯著差異，

但先進行電腦模擬或電路實驗後再進行習題演算的教學效果顯著優

於相反的學習流程。 

Carren (1990) 於數位電子學課程中，採用電腦模擬軟體實施教

學，結果發現在後測成績的表現上，使用電腦模擬軟體的教學方式與

傳統教學法（使用真正的元件接線實驗）沒有顯著差異。研究同時發

現，用電腦模擬軟體的學生對實驗項目的看法與沒有使電腦模擬軟體

的學生相比，較缺乏興趣及學習的慾念。 

Gokhale (1989)使用 Apple II以及 High-wire-logic模擬軟體，進

行以電腦模擬及傳統電路實驗學習數位電子邏輯之比較研究；在該研

究中，分別探討不同教學法及教學順序所產生之學習成效，結果顯示

以電腦模擬或傳統電路實驗之不同教學法，兩組學生學習成就沒有顯

著差異，但不同教學順序則造成不同教學效果，無論電腦模擬或傳統

電路實驗安排在講課之前的成效要比之後為佳，教學生瞭解邏輯電路

的功能及測試輸出訊號。Wilson (1993) 使用電腦模擬軟體教導實驗

組學生分析邏輯電路，控制組的學生則採用傳統的講解法和實際元件

接線與測試，在學習結果後實施測驗，測驗的結果亦顯示出兩組沒有

顯著差異。 

Chen (1995) 使用 PC及 Electronics Workbench模擬軟體針對邏輯

電路化簡之單元設計一套教學軟體，對實驗組學生實施教學，該軟體

記錄學生學習過程中所有之狀況。控制組則採講解和實際元件接線實

習。雖然後測結果顯示兩組學生成績沒有顯著差異，研究中卻發現了

實驗組學生學習該單元所花費的時間約為控制組的一半。即使用電腦

模擬軟體可節省時間並減少人為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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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d (1992) 指出電腦模擬與實際物體的實驗相比，具有節省成

本之優點，尤其當實際物體發生錯誤的時候。電腦模擬可節省時間，

允許相同模擬實驗的複製，最重要的是具有安全性。在電機相關科系

的教學中，電腦模擬軟體已廣泛的使用，Goldberg & Subbarao (1990)

認為電腦模擬軟體在數位電路設計上，不必經由「實際的製作與測

試」，而能得到線路的輸出結果。另一項優點乃是電腦模擬能顯示出

設計者可能忽略了時序和負載效應特性。相關的微電腦工業產品常起

源於某種構思，利用電腦輔助設計(CAD)工具可以很快的完成電路設

計，同時製造實際產品之前，可使用電腦輔助設計工具進行各項模擬

和時序分析，測試產品性能之可靠性(Shankar, Freytag, & Alon, 1991)。 

Chu (1994) 指出在工程教育上，如果沒有模擬的教育軟體，學生

將很難做出較為複雜的實驗計劃，雖然學生可利用麵包板連接電路，

然而各種過程極為繁瑣，浪費時間，稍有不慎即可能接線錯誤，學生

必須必花費更多的時間檢查電路。如果修改原來的電路設計，學生浪

費在電路接線的時間相當可觀。 

綜合上述國外學者使用電腦模擬軟體進行工程科目的課程教學

研究結果，其教學成效並不見得優於傳統講授或使用實際電子元件的

教學方式；而不同的教學策略（即不同的順序流程）對教學效果則有

其相當程度的影響，亦即先電腦模擬後傳統電路實驗教學法優於先傳

統電路實驗後電腦模擬教學法；使用電腦模擬軟體學生在每一單元學

習時間縮短、學習效率較高，且可減少人為之錯誤。 

國內多年之前也有許多工學院或工專使用電腦模擬軟體進行教

學，其在電機電子方面相關專業科目的研究報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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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昭（1995）在電機科電路學課程中比較電腦模擬教學與傳統

電路實驗教學之教學成效，並比較「先電腦模擬後傳統電路實驗教學

法」與「先傳統電路實驗後電腦模擬教學法」不同教學順序，對工專

學生學習成就之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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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電腦模擬後傳統電路實驗教學法優於先傳統電路實驗

後電腦模擬教學法。 

陳繁興（1997）研究探討使用電腦模擬軟體對工專電機科學生組

合邏輯電路設計能力之影響，實施為期八週 24 小時的實驗教學；獲

知不同的教學策略在邏輯電路設計的成就測驗平均分數的考驗上達

顯著的差異，且經事後比較分析顯示，結合電腦模擬與傳統電路實習

教學方式，顯著優於電腦模擬及傳統電路實習二種教學方法；同時發

現使用電腦模擬軟體學生經一段時間練習後，學習成效明顯增加。 

莊崇成(2000)研究探討 TINA 與 EWB 在數位電路技術教學的實

驗研究，實驗組接受為期六週的「TINA 互動式電路分析系統」教學

實驗，同時控制組使用「EWB 電子工作檯系統」實施教學；並持續

三週作學後保留度的評量，最後針對兩組 CAI 教學實驗作驗證性比

較，研究之主要結論如下： 

一、學後成效方面：實驗組的成績在認知評量未顯著高於控制組，

而技能評量有顯著高於控制組。證明在認知部份兩組成效相

當，但在技能部份 TINA對技術教學比 EWB佳。 

二、學習滿意度方面：實驗組的學習滿意度平均高於控制組，且有

三項向度呈現顯著。可見手腦並用的學習系統較受學生青睞。 

三、學後保留度方面：實驗組的成績在認知保留度及技能保留度未

顯著高於控制組，不過實驗組的平均值在認知、技能保留度評

量均高於控制組。可見手腦並用的學習系統的學後保留度較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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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模擬的系統為高。 

張徽鵬（2001）研究探討電腦模擬軟體教學使用在高職冷凍空調

科專業實習「基本電學實習」之學習成效，實施為期八週 48 小時的

實驗教學。研究結果發現：1.使用電腦模擬教學的學生，在學習成就

學科測驗成績沒有顯著優於傳統電路實驗教學法；2.使用電腦模擬教

學的學生，在學習成就術科測驗成績顯著優於傳統電路實驗教學法；

同時發現使用電腦模擬教學可節省教學及借器材的時間。 

趙錦湟（2001）研究探討電腦模擬軟體教學使用在高職電機電子

群學生對電子電路實習課程學習成效之影響，實施為期八週 32 小時

的實驗教學。研究結果發現： 1.使用電腦模擬教學的學生，在學習

成就學科測驗成績也沒有顯著優於傳統電路實驗教學法。 2.使用電

腦模擬教學的學生，在學習成就術科測驗成績也是顯著優於傳統電路

實驗教學法；同時發現學生接受電腦模擬教學後的看法，大部分都呈

滿意程度。 

國內雖然多年之前即有許多工學院或工專使用電腦模擬軟體進

行教學，唯有關使用電腦模擬軟體在單晶片實驗方面的實驗研究則付

之闕如，在電機電子方面的研究報告也不多。 

綜合上述分析，運用電路模擬軟體於於單晶片實驗中，預期除可

以減少在硬體電路接線浪費的時間外，尚可利用剩餘時間做其它相關

實驗，以增進學生對整體電路架構的瞭解。尤其是國內使用電腦的風

氣日盛，幾乎家家戶戶皆有電腦設備，透過模擬軟體個人可在沒有單

晶片實驗板或其它的設備的學習環境限制下，學生自行在家中使用模

擬軟體學習單晶片實驗相關實驗。單晶片實驗使用電路模擬主要是使

學生具備單晶片實驗的相關知識，同時學生也能在電路除錯上有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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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觀念。但在提升技能方面，仍須以熟練實作為主。本研究實驗教學

藉由電腦模擬電路軟體透過設計、測試而得模擬結果，以驗證理論與

實務的學習，培育出具有產業技術能力的學生（吳添保，1998）。有

鑑於此，本研究藉由電子電路實習課程結合電腦模擬軟體教學，探討

綜合高中資訊技術學程學生使用電腦模擬軟體於單晶片實驗學習成

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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