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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分別探討高、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以小組進
行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其小組的組成方式和使用的複習策略對於立即、綜合
學習成效和學習態度的預測能力，並檢驗學生的筆記品質是否為一有效的中介
變項。本研究由台南市某國小六年級中的四個班級，共 120 位學生參與，首先
依照學生資訊課測驗的成績將學生分成高或低先備知識群，並以班級為單位進
行實驗教學活動。學生於此實驗教學活動中，以同性別且隨機的方式兩人一組，
學生在上課的過程中以小組進行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記下自己的筆記，接著
以一般的閱讀方式或提問策略來複習筆記。整個教學活動共歷時四週，學生於
每周一節 40 分鐘的資訊課進行。本研究並蒐集學生在課堂上記下的筆記、在課
後的立即和綜合測驗成績，與其對資訊課的學習態度。經簡單相關與路徑分析
後發現，高先備知識學生若是在同質組（先備知識相同）
，能有較好的立即學習
成效；其筆記品質也能直接預測其立即學習成效；其立即學習成效也能直接預
測其綜合學習成效。低先備知識學生若是在異質組（先備知識相異）
，能產出較
佳的筆記品質；若使用提問複習策略，能有較好的立即學習成效，但對資訊課
的學習態度則會較差；其立即學習成效也能直接預測其綜合學習成效。而不論
是高或低先備知識學生，其筆記品質都不是一個有效的中介變項。

關鍵字：先備知識、分享式數位筆記、異質分組、提問策略、筆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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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respectively 6th-grade students
with high or low prior knowledge who participate a shared electronic note-taking
activity in computer class,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 students’ group composition and
strategy of reviewing note on immediate learning gains, comprehensive learning
gains and attitudes toward computer class, and test the mediated effect of note’s
quality. One hundred and twenty 6th-grade students in Tainan city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Stud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dyads and participate a shared
electronic note-taking activity in computer class for four weeks（40 minutes per
week）.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with high prior knowledge in
homogenous group have much immediate learning gains; the quality of notes have
exerted a significantly direct effect on immediate learning gains; immediate learning
gains also have exerted a significantly direct effect on comprehensive learning gains.
And students with low prior knowledge in heterogeneous group have better quality
of notes; review notes by self-questioning have much immediate learning gains but
have less attitudes toward computer class; immediate learning gains also have
exerted a significantly direct effect on comprehensive learning gains. However, the
quality of notes does not have mediating effect for all students.

Keywords: prior knowledge, shared electronic note-taking, heterogeneous grouping,
self-questioning, the quality of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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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如何能幫助學生學習並增進其學習成效一直是教師與研究者關注的重點。
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應當聚焦在教育心理學和學習理論上。早期由於行為主義
盛行，學習理論多以行為學派為主，主張應研究外在可觀察的行為（詹志禹，
1993）。然而，1960 年代後，認知學派逐漸興起，認知心理學家認爲學習在於
內部認知的變化（魏永興、邱佳椿，2011）。Mayer（1987）在其教育心理學認知取向一書中描述了認知論取向的學習觀點，首先教學操弄與學生特性分別
與學習歷程有交互關係，學習歷程又影響了學習結果（訊息、知識的獲得）
，學
習結果再影響結果表現（測驗上的實際表現）
。Mayer 提到，認知論取向強調外
在因素（例如：教學操弄和結果表現）與內在因素（例如：學習歷程、學習結
果和學習者的先備知識及技能）之間的關係。認知論取向企圖去了解教學操弄
是如何影響個人內在的認知歷程，像是注意（paying attention）
、編碼（encoding）
與檢索（retrieving）
；經過認知歷程後又是如何獲得新知識；及新知識是如何影
響實際的表現（例如測驗成績）。
寫筆記（note-taking）是一項在講述式教學時常被採用的認知學習策略
（Carrier, 1983），學生在課堂中使用簡潔的文字或符號將他們看到或聽到的重
要資訊記下來，許多研究也已經證實寫筆記的確是能有效幫助學習的策略（Di
Vesta & Gray, 1972, 1973; Faber, Morris, & Lieberman, 2000; Fisher & Harris,
1973; Matthew et al., 2005）
。雖然大部份關於寫筆記的研究其焦點都放在高中和
大學學生上（Boyle, 1996; 2001），但寫筆記策略對於學習的幫助應不受限於學
生的年紀或學習經驗。Thomas（1993）和 Smith、Teske 與 Gossmeyer（2000）
就主張，學生學習像寫筆記這樣的認知學習策略從來不會過早，Lee、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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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an 與 Hendricks（2008）針對臺灣小學生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即便是小學
三年級的學生，只要給予適當的指導都能建立起寫筆記的能力並進而促進學習
成效。
Di Vesta 與 Gray（1972）將寫筆記分成兩個階段，一是學生將上課重點摘
記在筆記中的「產出階段」，二是學生藉由筆記複習上課重點的「複習階段」。
在「產出階段」
，學生會消化吸收課堂內容，並與其先備知識整合，再經由推論、
詮釋後，以自己的文字、圖形或符號表達於筆記之中，此即為編碼的過程。因
此，產出筆記時主要是牽涉學生的內在認知歷程，學生可以藉由寫筆記幫助自
己在學習歷程中的各個階段進行更有效的訊息處理（information process）。
Mayer（1987）認為產出筆記時對於學生的認知處理歷程有相當的效果。寫筆
記能引起注意，幫助學生集中注意力並引導學生去注意某些內容；能建立內在
連結，幫助學生組織學習內容；也能建立外在連結，幫助學習者把學習內容與
自己的先備知識作連結而後內化。
在「複習階段」
，筆記本身是一種外部儲存（external storage）
，學生能透過
檢閱先前產出的筆記進行複習、回想，藉此增進學習保留（Kiewra, 1989）。複
習筆記是寫筆記策略的一部分，但如何進行有效的複習是值得討論的。學生若
沒有經過訓練被教導使用學習策略進行複習，通常會是以閱讀、瀏覽的方式複
習筆記。Call（2000）
、King（1992a）和 Laidlaw、Skok 與 McLaughlin（1993）
則嘗試讓學生使用提問策略（self-questioning）作為複習課堂筆記的方法，學生
根據自己的筆記內容提出問題並回答，結果顯示，學生使用提問策略複習筆記
能幫助學生組織筆記內容並提昇其學習成就。提問策略和寫筆記相同也是一項
認知學習策略，學生根據學習內容想出問題並加以回答，藉此幫助學習並促進
理解（King, 1992b; Rakes & Scott, 1983）
。提問策略讓學生對於學習內容有更深
入的思考及幫助內在的認知歷程，因此能增進學生的理解與學習保留（King,
1991, 1992a; Wong, 1985）。但提問策略通常於閱讀課文或各式文章時使用，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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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應用在複習筆記上，以提問策略複習筆記的相關研究也相對有限。
對於學生內在的認知學習歷程來說，學生的先備知識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Mayer（1987）所提及的學生特性，其一就是指學生的先備知識。Ausubel、Novak
與 Hanesian（1978）也指出先備知識是影響長期記憶儲存的一項重要因素，擁
有充足先備知識的人能將新的經驗與先備知識作連結，因此能更容易進行有意
義的學習與對訊息的精緻化。且不論是寫筆記與提問等認知學習策略都與先備
知識相關，透過這些認知策略能幫助學生將新學習到的知識與其先備知識整合，
達到對訊息的精緻化（Schunk, 2004）。詹志禹（1993）也針對認知學習理論提
出五個主要教學原則，第一個就是先備知識的關鍵性。上述都能夠說明先備知
識對於認知學習過程的重要性，然而，雖然先備知識與寫筆記策略都與認知學
習過程相關，但探討先備知識與寫筆記策略關係的研究卻是很有限的（Kiewra,
1988）
。且至今，依然沒有發現探討學生的先備知識與寫筆記策略的相關研究。
學生於課堂中進行寫筆記活動能幫助其內在的認知歷程，而經過詮釋、整
理後產出的筆記內容則與 Mayer（1987）所提的學習結果相似，指的是最新學
習到的各種知識。而後，學習結果又影響結果表現，結果表現則是指學生在測
驗上的實際表現。因此，學生經認知處理後產出的筆記內容應是中介於教學操
弄與結果表現之間。一些相關的實證研究也指出，筆記內容的品質與立即或延
遲成就測驗有顯著的正相關（Baker & Lombardi, 1985; Fisher & Harris, 1973;
Palkovitz & Lore, 1980; Peverly et al., 2007; 陳品華，2009）。
寫筆記傳統上多半是學生個人使用紙、筆以手抄形式進行，但隨著資訊科
技的發展及應用，有些學生也會使用電腦或行動裝置中的文書處理軟體進行筆
記的編寫（Katayama, Shambaugh, & Doctor, 2005），並以數位的形式儲存，即
是所謂的數位筆記（electronic note-taking）。相較於傳統使用紙張的手抄筆記，
數位筆記有許多好處，筆記內容是可以被搜尋的、容易修改的、容易分享的以
及方便閱讀的（Ward & Tatsukaw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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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是數位筆記的出現，新軟體的開發、網路的穩定和普及，使學習者之
間可以透過網路同步分享彼此的筆記內容、一起討論與合作，即是所謂的分享
式數位筆記（shared electronic note-taking）
。Landay（1999）指出學生相互之間
分享筆記能藉由瀏覽對方的筆記來確認自己的筆記是否有誤或缺少某些重點，
也可以讓學生對課堂內容產生新的看法（Landay, 1999）。一些研究者也使用自
行開發的分享式數位筆記系統進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學生互相分享筆記內容
可以幫助他們回想起被遺忘的資訊，大多數學生也希望能瀏覽同學的筆記內容
（Landay, 1999; Singh, Denoue, & Das, 2004）。Faust 與 Paulson（1998）就建議
可以將學生配對分組，讓學生能和組員相互比較彼此的筆記並分享好的筆記內
容。學生在課堂中以小組的形式合作寫筆記即是一種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
，在教學中常見，也被認為能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Johnson, Johnson,
& Holubec, 1986）。
然而，如何進行分組是一大難題，似乎沒有唯一的最佳方法將學生分組
（Saleh, Lazonder, & De Jong, 2005）
，但可以確定，適當的分組能提昇學生的學
習成效（Gillies, 2004）
。以合作學習的觀點，多半建議以異質分組較為適當（黃
政傑、林佩璇，1996），常見的是以先備知識（能力）的差異進行異質分組。
Gijlers 與 de Jong（2005）認為在異質組中，有充足先備知識的學生能指引先備
知識不足的學生，低先備知識學生就能藉由高先備知識學生的講解來學習，高
先備知識學生則因此重新建構知識，更能促進對課堂內容的理解。Vygotsky
（1978）所提出的近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有類似的概
念，他認為學生能夠藉由更有能力的人的幫助去完成獨自無法完成的任務並展
現出更高層次的能力。部分研究者認為以學生的能力進行異質分組不僅有益於
能力高的學生也有益於能力低的學生（Hooper & Hannafin, 1991; Webb, 1982），
但也有研究者認為以能力進行異質分組能增進小組中能力高的成員其成效卻犧
牲了能力最低的成員（Beane, 1971）
，Lou 等人（1996）檢視並分析了十二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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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比較同質組和異質組的研究後作出了大致的結論，認為以能力較低的學生來
看，異質組的學生其學習成就優於同質組；以能力中等的學生來看，同質組的
學生其學習成就優於異質組；以能力較高的學生來看，兩組之間的學生其學習
成就沒有顯著差異，此結論也與 Saleh 等人（2005）的研究結果相似。因此，
大致可看出異質分組對於能力較差的學生應較有學習上的幫助，但目前尚未發
現讓學生以小組進行寫筆記活動的相關研究和探討。
過往大部分的實證研究多著重在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學習成就上（Alsop, &
Watts, 2003），不少研究卻發現學生的情意面向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對於學生
的學習成就有相當的影響。科學教育方面的研究者就認為，學生的學習態度
（learning attitude）對於學習科學相關課程是重要的（Trumper, 2006; Osborne,
Simon, & Collins, 2003; Singh, Granvile, & Dika, 2002），也是影響學生學習動機
及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積極的學習態度是理想的學習基礎（李登隆、王美芬，
2004）。因此，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是大多數研究者欲探討的。以寫筆記
策略來看，Ebenezer 與 Zoller（1993）的研究發現，十年級的學生對於在科學
課中寫筆記的態度是傾向負面的。以學生的先備知識來看，先備知識不足的學
生在學習過程中通常會較為吃力，可能會造成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過高，
進而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態度。Hembree 與 Dessart（1986）的研究就發現，學生
在數學課的學習過程中有較高的認知負荷會負面影響學生對於數學的態度。
總結來說，已有研究發現小學生有能力學習像寫筆記這樣的認知學習策略
並能因此增進其學習成效，但哪些因素會影響寫筆記策略的效用是值得探討的。
首先，學生的先備知識與寫筆記策略相關，一些論述都指出先備知識對於認知
學習過程的重要性，探討先備知識和寫筆記策略的關係之研究卻是有限的。其
次，寫筆記策略包含複習筆記，如何進行有效的複習值得討論，少數研究使用
提問策略複習筆記，結果顯示能幫助學生組織筆記內容和增進學習成效，但類
似的研究結果也是相對有限。再次，學生經內在認知學習後所產出的筆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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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重要的，一些相關的研究發現，學生的筆記品質與學習成就有顯著的正相
關。最後，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學生可以透過電腦網路編寫數位筆記，也能
以小組的形式一起合作、分享筆記，但如何分組能幫助學生的學習是一個問題。
以合作學習的觀點是異質分組，相關的研究常見的是以先備知識（能力）的差
異進行分組，然研究發現並不完全一致，且目前沒有研究是在探討同、異質組
的學生進行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其學習成效為何。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背景，本研究之目的旨在分別探討高、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
學生以小組進行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其小組的組成方式和使用的複習策略對
於立即學習成效、綜合學習成效和學習態度的預測能力，並檢驗學生的筆記品
質是否為一有效的中介變項。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學習資訊領域的知識更顯
重要，資訊教育也被列入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的重大議題，因此本
研究特以資訊課的主題作為學生的學習內容。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有二：
1.

探討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以小組進行分享式數位筆
記活動，其小組的組成方式、使用的複習策略、筆記品質、立即學習
成效、綜合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之間的相關程度與相互預
測能力。

2.

探討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以小組進行分享式數位筆
記活動，其小組的組成方式、使用的複習策略、筆記品質、立即學習
成效、綜合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之間的相關程度與相互預
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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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待答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小組組成方式（依學生的先備知識差異）有同質
組和異質組兩種；使用的複習策略有以一般閱讀的方式複習筆記和以提問策略
複習筆記兩種。本研究在分別探討高、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
以小組進行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同質組或異質組的學生對於筆記品質、立即
學習成效、綜合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預測能力；學生使用一般閱
讀方式複習筆記或使用提問策略複習筆記對於筆記品質、立即學習成效、綜合
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預測能力；學生的筆記品質對於立即學習成
效、綜合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預測能力；學生的立即學習成效對
於綜合學習成效的預測能力；學生的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對於綜合學習成效的
預測能力；學生的立即學習成效與學生的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之相關程度；再
藉由上述的結果，檢驗學生的筆記品質是否為有效的中介變項。因此，依研究
目的 1，針對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本研究將回答下述之問題：
1-1. 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
其小組的組成（同質組或異質組）和使用的複習策略（一般閱讀或提問
策略）對於筆記品質的預測能力?
1-2. 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
其小組的組成（同質組或異質組）、使用的複習策略（一般閱讀或提問
策略）和筆記品質對於立即學習成效的預測能力?
1-3. 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
其小組的組成（同質組或異質組）、使用的複習策略（一般閱讀或提問
策略）和筆記品質對於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預測能力?
1-4. 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
其小組的組成（同質組或異質組）、使用的複習策略（一般閱讀或提問

7

策略）、筆記品質、立即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對於綜合學習
成效的預測能力?
1-5. 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
其立即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關係?
1-6. 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
其筆記品質是否為一有效的中介變項?
依研究目的 2，針對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本研究將回答下述之
問題：
2-1. 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
其小組的組成（同質組或異質組）和使用的複習策略（一般閱讀或提問
策略）對於筆記品質的預測能力?
2-2. 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
其小組的組成（同質組或異質組）、使用的複習策略（一般閱讀或提問
策略）和筆記品質對於立即學習成效的預測能力?
2-3. 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
其小組的組成（同質組或異質組）、使用的複習策略（一般閱讀或提問
策略）和筆記品質對於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預測能力?
2-4. 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
其小組的組成（同質組或異質組）、使用的複習策略（一般閱讀或提問
策略）、筆記品質、立即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對於綜合學習
成效的預測能力?
2-5. 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
其立即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關係?
2-6. 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
其筆記品質是否為一有效的中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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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1.

認知論取向的學習觀點：Mayer（1987）指出，認知論取向試圖去了
解教學操弄是如何影響個人內在的認知歷程，像是注意、編碼與檢索；
經過認知歷程後又是如何獲得新知識；及新知識是如何影響實際的表
現。本研究即是以認知論取向的學習觀點探討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寫筆
記活動，不同的教學操弄是如何影響學生個人內在的認知歷程，進而
影響其學習成效。

2.

先備知識：先備知識是學習者儲存在長期記憶中的基模，是其既有的
知識，Jonassen 與 Grabowski（1993）對先備知識作出定義，認為先備
知識是一種知識、技巧或能力，且能夠運用在學習過程中。本研究所
指的先備知識是根據學生各課程單元的前測平均成績而定，代表學生
對於本研究之教學實驗課程內容的既有知識。

3.

寫筆記策略：寫筆記是課堂教學中常見的一項學習策略，學生使用簡
潔的文字或符號將他們看到或聽到的重要資訊記下來。Di Vesta 與
Gray（1972）指出寫筆記主要有編碼（encoding）和外部儲存（external
storage）這兩大功能，大致對應其將寫筆記分成的兩個階段，學習者
於課堂中將課堂重點記錄在筆記中的「產出階段」主要是在進行編碼
的過程，學習者藉由課堂筆記複習課堂重點的「複習階段」則是發揮
外部儲存的功能。本研究是讓學生在資訊課的課堂中一邊聽課一邊用
電腦打字記下課堂筆記，並藉由筆記複習課堂重點。

4.

筆記品質：筆記品質是指記錄在筆記中的資訊，是否為課堂的重點、
且正確及完整，Fisher 與 Harris（1973）定義筆記品質為包含在筆記
中的課堂重點數目。本研究的筆記品質則是引用 Fisher 與 Harris 的定
義，將學生的筆記中所記下的課堂重點總數除以該課堂單元全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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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數，即視為學生在該課堂單元所記下的重點比例，再經進位後呈現
出一個介於 0-100 分的筆記分數，學生四個課堂單元的筆記分數之平
均即為學生的筆記品質。
5.

提問策略：提問策略是學習者根據學習內容想出問題並加以回答，藉
此幫助學習促進理解的一種學習策略（King, 1992b; Rakes & Scott,
1983）。本研究嘗試將提問策略用於寫筆記策略中的複習筆記階段，
讓學生使用提問策略複習自己的課堂筆記。

6.

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學生於課堂中使用電腦記錄筆記，並以數位的
形式儲存，能透過電腦網路來複習筆記，也能將自己的筆記分享給他
人。本研究採兩人一組相鄰而坐，使用「Google Docs」記錄筆記、複
習筆記和分享筆記，兩人之間也能口頭討論和進行合作。

7.

異質分組：異質分組是依照學生的能力或性別或社經背景……等差異
將學生分派到不同的小組之中（黃政傑、林佩璇，1996），本研究的
異質分組是依照學生的先備知識之差異進行分組。首先讓學生進行先
備知識的測驗，再依學生的測驗成績排序，前 50%的學生為高先備知
識者，後 50%的學生為低先備知識者，而異質分組即是一個高先備知
識的學生搭配一個低先備知識的學生。

8.

學習態度：Aizen 與 Fishbein（1980）認為態度（attitude）是人對於事
物喜歡或厭惡的程度指標。本研究的學習態度是指學生對資訊課的學
習態度，藉由讓學生填答「對資訊課的態度量表」，了解學生對資訊
課的實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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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認知論取向的學習觀點
Mayer（1987）在其教育心理學-認知取向一書中描述了認知論取向的學習
觀點（如圖 1），以認知論的觀點出發探討研究中各種可能的影響因素。

圖 1、認知論取向
資料來源：出自 Mayer（1987: 5）
；林清山（1997: 5）

Mayer 提到，認知論取向強調外在因素（例如：教學操弄和結果表現）與
內在因素（例如：學習歷程、學習結果和學習者的先備知識及技能）之間的關
係。認知論取向企圖去了解教學操弄是如何影響個人內在的認知歷程，像是注
意（paying attention）、編碼（encoding）與檢索（retrieving）；經過認知歷程後
又是如何獲得新知識；及新知識是如何影響實際的表現（例如測驗成績）
。Mayer
也針對圖中流程的各個元素作出解釋。教學操弄是指各種外在的環境與事件，
包括教師的行為，教什麼和如何教；學生特性是指學生的先備知識（包括事實、
程序和學習時所用的策略）與學生的記憶系統（例如容量和表徵模式）
；學習歷
程是指學生進行學習時的內在認知歷程，如學生如何選擇、組織和統整新訊息
於現存知識中；學習結果是指學生的認知改變（包括最新學習到的各種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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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表現是指學生在測驗上的實際表現。簡單地說，圖 1 的架構就是認知論取
向的學習觀點，相關的研究即可根據此架構對各個變項進行探究。

第二節 先備知識
一、先備知識的作用
先備知識是學習者儲存在長期記憶中的基模。Jonassen 與 Grabowski（1993）
對先備知識作出定義，認為先備知識是一種知識、技巧或能力，且能夠運用在
學習過程中。Dochy（1994）認為這樣的定義是模糊的，因此對先備知識再更
具體的下定義，認為先備知識是個人全部的實際知識，並具有五個特點：（1）
在開始一個學習任務前，先備知識就是可用的；（2）先備知識是在個人的基模
中被建構；（3）先備知識包括陳述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4）先備知識可能有
一部分是明確的、一部分是模糊的；（5）先備知識是動態的存在，並儲存在個
人的知識庫中。Dochy、Segers 與 Buehl（1999）指出另一個關於先備知識的重
要概念，個人的先備知識不代表就是正確的理解也可能是錯誤的理解，這種錯
誤的概念通常被稱之為迷思概念。

二、先備知識與學習成效的關係
先備知識在教育心理學中已被廣泛的研究，教育心理學者發現先備知識會
影響新的學習（Thompson & Zamboanga, 2003）
。認知心理學的相關研究結果則
顯示，普遍上，對於某個主題擁有較充足先備知識的學習者會比先備知識不足
的學習者在學習上能更理解、記的更多（Glaser, 1984; Schneider & Pressley,
1997）。Alexander 與 Jetton（2000）也指出學習者的先備知識是預測其學習成
效的最重要因子。然而，先備知識是如何影響學習的，Ausubel 等人（1978）
指出先備知識是影響長期記憶儲存的一項重要因素，擁有充足先備知識的人能
12

將新的經驗與先備知識連結，因此能更容易進行有意義的學習與對訊息的精緻
化。先備知識也與學習策略有關，Wittrock（1974）表示學習策略和有關學習
內容的先備知識對於學習成效來說都是重要的，Pressley 與 McCormick（1995）
則指出先備知識能促使學習者運用學習策略，而充足的先備知識甚至可以取代
原有的學習策略。換個角度來看，Pressley、Borkowski 與 Schneider（1989）則
認為，學習者擁有充足的先備知識通常會減少需要使用學習策略的動機，甚至
直接忽略使用學習策略。

三、小結
先備知識是學習者儲存在長期記憶中的基模，它是一種知識、技巧或能力，
且能夠運用在學習過程中。先備知識會影響新的學習，學習者的先備知識是預
測其學習成效的重要因子，通常有較充足先備知識的學習者會比先備知識不足
的學習者在學習上能更理解、記的更多，更容易進行有意義的學習與對訊息的
精緻化。先備知識也與學習策略有關，能促使學習者運用學習策略，但充足的
先備知識反而會減少使用學習策略的動機，進而忽略使用學習策略。

第三節 寫筆記策略
一、寫筆記策略的作用
寫筆記長久以來都是一項在講述式教學的課堂中經常被學習者使用的認知
學習策略，也很能得到學習者的認同（Carrier, 1983），學習者在課堂中會使用
簡潔的文字或符號將他們看到或聽到的重要資訊經自己的整理後記下。寫筆記
策略對於學習的幫助也應不受限於學習者的年紀或學習經驗，Thomas（1993）
和 Smith 等人（2000）就表示，學生學習像寫筆記這樣的認知學習策略從來不
會過早，Trawick-Smith（2003）也認為，學生在小學階段就有後設認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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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引領自己的記憶過程、組織資訊和把注意力放在重要的資訊上，也就是說，
他們已經擁有寫筆記所需要的認知能力。Lee 等人（2008）針對臺灣小學生的
研究結果也顯示，即便是小學三年級的學生，只要給予適當的指導都能建立起
寫筆記的能力並進而促進學習成效。
Di Vesta 與 Gray（1972）指出寫筆記主要有編碼（encoding）和外部儲存
（external storage）這兩大功能，大致對應其將寫筆記分成的兩個階段，學習者
於課堂中將課堂重點記錄在筆記中的「產出階段」主要是在進行編碼的過程，
學習者於課後藉由課堂筆記複習課堂重點的「複習階段」則是發揮外部儲存的
功能。
編碼是個人內在認知的訊息處理（information process）過程，學習者在學
習的過程中將課堂內容提煉並加以吸收，促進個人的理解，當課堂內容與自身
的先備知識加以整合，而後內化，編碼就已經發生了（Faber et al., 2000）
。Howe
（1970）和 Di Vesta 與 Gray（1972）都認為相較於外部儲存，編碼是寫筆記策
略中較為重要的功能。
外部儲存功能是學習者於課堂中產出的筆記，可在課後當作學習者參考與
複習的工具，因此被認為能增進學習保留（Kiewra, 1989）。複習筆記能幫助學
習者整合筆記裡既有的資訊（Di Vesta & Gray, 1972）、重新建構筆記裡先前未
記下的課堂重點（Rickards & Friedman, 1978），延遲自然遺忘的發生或重新學
習已經遺忘的內容（Kiewra, 1989）。

二、寫筆記策略的學習成效
大部份有關寫筆記策略的研究是在探討寫筆記的兩大功能之效用和是否能
幫助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關於編碼的作用，Kiewra（1989）認為，比較在課
堂中能一邊聽課一邊寫筆記的學生和只能聽課不能寫筆記的學生其學習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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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就是在探討編碼的作用。Hartley（1983）和 Kiewra（1985）的研究總共整
理出 61 個探討寫筆記策略的編碼作用之研究，其中 35 個研究結果顯示寫筆記
組的學生其學習成就優於不能寫筆記組的學生，其中 23 個研究結果顯示兩組之
間並無顯著差異，另外 3 個研究結果則顯示不能寫筆記組的學生其學習成就較
佳。而關於外部儲存的作用，則是比較能使用筆記進行複習的學生和不能使用
筆記進行複習的學生其學習成效的差異。Hartley（1983）和 Kiewra（1985）的
研究總共整理出 32 個探討寫筆記策略的外部儲存作用之研究，其中 24 個研究
結果顯示能複習筆記的學生其各種成就測驗成績都優於不能複習筆記的學生，
另外 8 個研究結果顯示兩組之間並無顯著差異，沒有研究結果顯示複習是無效
的。
從 Hartley 和 Kiewra 整理出的研究文獻中選出一些較具代表性的來檢視。
Fisher 與 Harris（1973）的研究是混合了編碼和外部儲存的作用來進行比較，將
112 位大學生分至五個實驗組（寫筆記搭配複習自己的筆記、寫筆記搭配複習
教師的筆記、寫筆記搭配不能複習筆記、不能寫筆記搭配複習教師的筆記、不
能寫筆記搭配不能複習筆記）
。結果顯示，能在課堂上寫筆記並能使用自己的筆
記進行複習的學生有最好的學習成就，相反的，不能寫筆記也不能複習的學生
有最差的學習成就，因此，在寫筆記策略中，編碼和外部儲存的作用都是重要
的，能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除此之外，若拿編碼和外部儲存這兩大功能相互
比較，結果顯示，不能在課堂上寫筆記但能使用教師的筆記進行複習的學生比
能在課堂上寫筆記但不能使用筆記複習的學生有較好的學習成就，因此，Fisher
和 Harris 認為，兩大功能都很重要，但外部儲存的作用比起編碼又更加有效，
這樣的結果也與 Hartley（1983）和 Kiewra（1985）整理的研究文獻結果相似。
Barnett、Di Vesta 與 Rogozinski（1981）的研究也是混合了編碼和外部儲存
的作用來進行探討，研究採 3X3 的實驗設計，第一個因子包含寫筆記、不能寫
筆記和擁有筆記（由教師預先準備好的課堂內容大綱）
，第二個因子包含複習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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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不能複習筆記和精緻化筆記，再將 90 位大學生分至九種不同的組別中進行
實驗。研究發現，在都不能複習的情況下，寫筆記組的學習成就顯著優於不能
寫筆記組，表示編碼的效用是被支持的；而在都有寫筆記的情況下，複習筆記
組和不能複習筆記組的學習成就沒有顯著差異，表示外部儲存的效用是不被支
持的。
Riley 與 Dyer（1979）的研究則是單純驗證編碼的效果，將 52 位大學生分
成寫筆記組和不能寫筆記組，並在課堂中以閱讀或聽課的方式學習。研究發現，
不論是以閱讀或聽課的方式，寫筆記組和不能寫筆記組的學習成就都沒有顯著
差異。Riley 與 Dyer 認為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寫筆記組的學生沒有機會複習
筆記或是講課的口語速度太快導致。
從 Hartley（1983）和 Kiewra（1985）整理出的研究來看，寫筆記策略中編
碼和外部儲存各自的成效都有正反兩面的意見，但編碼搭配外部儲存的學習效
果較好卻是大部分研究者都認同的。Kiewra 等人（1991）就指出，若學生在課
後沒有複習課堂筆記，對於學習成效的幫助將會是有限的，Kobayashi（2006）
的研究則採用統合分析（meta-analysis）檢驗 33 個寫筆記策略的相關研究，結
果也顯示，在課堂上寫筆記搭配課後複習筆記的學習成效是最好的。

三、分享式數位筆記
隨著網路速度和穩定性的提昇，學生的數位筆記於課堂中能即時的分享給
同儕，同儕之間也能同步地溝通與合作。Landay（1999）就指出學生相互之間
分享筆記能藉由瀏覽對方的筆記來確認自己的筆記是否有誤或缺少某些重點，
也可能讓自己對課堂內容產生新的看法。因此，一些研究者開始開發分享式筆
記系統，並藉由實證研究探討之。Landay（1999）開發出一套可在 PDA 上使用
的 NotePals 筆記系統，以大學生為參與者，四個學生一組於資訊課使用 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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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NotePals 筆記系統記錄自己的課堂筆記，並於課後將自己的筆記上傳，讓
同組成員能互相檢視彼此的筆記內容。結果顯示，學生認為彼此互相分享筆記
內容可以幫助他們回想起被遺忘的資訊。Singh 等人（2004）也開發出一套可
在 PDA 上使用的分享式數位筆記系統，以研究所學生為參與者，學生於課堂中
使用系統記錄筆記且能同步地分享出去，也可以自由地選擇要將自己的筆記分
享給哪些同學。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學生都表示希望能夠瀏覽其他同學的筆記
內容並獲得回應。分享式數位筆記有許多優點，但可能也產生一個潛在的問題，
Katayama 與 Crooks（2003）指出，學生在寫筆記時傾向於將文字內容複製貼上
而不是實際透過鍵盤打字輸入。Katayama 等人（2005）的研究就是在比較寫筆
記時使用複製貼上和實際打字的學習成效。研究發現，實際打字寫筆記的學生
在教學後一周的延遲測驗中會有較佳的知識遷移保留。Bauer 與 Koedinger
（2006）
的研究也發現，學生寫筆記時使用複製貼上對於學習是有害的，雖然筆記的內
容可能會變多，但學生在產出筆記的過程中卻無法有效發揮編碼的作用。因此，
若是學生藉由分享式數位筆記的便利性，使用複製貼上抄襲組員的筆記內容，
可能無法獲得真正的學習。

四、寫筆記策略與先備知識的關係
寫筆記策略是一種認知學習策略，能幫助學生進行內在認知的訊息處理，
因此應該要更關注學生本身的認知學習歷程。Kiewra（1988）就指出大部分關
於寫筆記策略的研究都在探討編碼與外部儲存的效用卻沒有關注學習者本身的
認知因素。少數的研究檢驗了認知因素後指出，學習者本身的工作記憶區控制
流程、對學科的先備知識和認知風格都會影響其進行寫筆記與複習筆記活動。
Kiewra 並指出，先備知識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有被詳盡地探討過，但探討先備知
識與寫筆記和複習筆記活動的關係卻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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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er 與 Mayer（1978）表示寫筆記幫助學習者將新的學習內容與既有的先
備知識做連結而後同化。Siegler 與 Klahr（1982）也表示，當課堂中呈現的教
材與學習者的先備知識相關，學生學習時就能較輕易地使用編碼或檢索等學習
策略；但教材若是學習者所不熟悉的，學生學習時的生產力通常會不足，也不
能自然地使用一些已學會的學習策略。Lee 等人（2008）也表示，當學生專注
在學習任務上的訊息處理，同時還需要一邊寫筆記，這時通常就會發生認知超
載，但若學生對學習內容有足夠的先備知識，就應該會有能力在工作記憶區將
學習任務與寫筆記區分開來。
從一些實證研究來看，Peper 與 Mayer（1986）針對課程內容相關先備知識
充足和不足的學生進行寫筆記策略的研究，研究發現，在先備知識不足的學生
中，有寫筆記的學生進行遠遷移任務（例如：問題解決）的表現較佳；在先備
知識充足的學生中，寫筆記策略就未能增進有產出性的處理和遠遷移的成效。
研究者因此推測，熟悉課程內容的學生會自動地形成連結而不論其是否有寫筆
記；而對於課程內容不熟悉的學生可能就需要類似寫筆記這種有產出性的活動
來幫助建立課程內容與先備知識的外部連結。Barnett 與 Freud（1985）的研究
則在探討寫筆記與先備知識對於知識保留、遷移的主效果與交互效果，另外也
檢視有關課程內容的先備知識充足和不足的學生其筆記品質之差異。研究發現，
寫筆記策略與先備知識沒有顯著的交互作用。檢視學生的筆記內容也發現先備
知識充足與不足的學生其筆記品質也沒有顯著的差異。根據上述的實證研究結
果，Kiewra（1988, 1989）作出了結論，他認為先備知識不足的學生進行寫筆記
活動能增進訊息處理能力和有關遠遷移的學習成就，或許是寫筆記活動能激勵
沒有完整先備知識的學生去尋找或建構新知識與既有知識的連結。他也提到，
探討先備知識與寫筆記策略的關係應該要附加複習筆記階段，可能可以更容易
地發現先備知識的效果。因為在寫筆記時訊息處理過程占用大多數的時間，學
生或許應該在課堂中寫出完整、有組織的筆記，並在之後有較充裕處理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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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筆記階段再將課堂內容與自身的先備知識作整合。

五、小結
寫筆記是一項在課堂中常被學生使用的認知學習策略，許多相關研究也發
現寫筆記確實能幫助學生進行學習，增進學習成效。寫筆記策略的運用也應不
受限於學生的年紀和學習經驗，年紀較小的國小學生也能藉由教師的指導和訓
練學會如何運用寫筆記策略。
寫筆記主要的兩大功能是編碼和外部儲存。編碼是指學生在學習時，經內
在的認知處理，將新的學習內容與既有的先備知識連結，統整和精緻化後產出
筆記的過程；外部儲存則是指筆記本身，學生在課後能藉由筆記複習課堂重點。
在歷來的研究中，其各自的效用都有正反兩面的論述和研究結果，但多數研究
者都認為編碼搭配外部儲存的效用是最好的。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學生可以使用電腦寫數位筆記，也能透過網路在課
堂中將筆記即時地分享給其他同學，讓彼此能互相瀏覽筆記和合作。藉由這個
概念，一些研究者開始發展分享式數位筆記平台進行相關研究，研究發現分享
式數位筆記能獲得學生的認同，互相分享筆記內容也能幫助學生回想起被遺忘
的資訊。但有研究者提出一個潛在的問題，學生使用電腦寫筆記會傾向於將文
字內容複製貼上而不是實際打字輸入，若以複製貼上的方式寫筆記對於學習並
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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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合作學習
一、合作學習的作用
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已經被研究超過三十年，合作學習這個
名詞在教育學上表示一群學生在小組中一起努力完成一個共同的目標。合作學
習被應用在各個階段的教育和各種不同的學科之中，它被視為一種教學方法，
也是一種學習工具（Zakaria & Iksan, 2006）
。Johnson、Johnson 與 Holubec（1994）
提出合作學習有五個重要的元素：
1. 積極互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積極互賴是合作學習中最重要的
要素。積極互賴是指學習者瞭解除非小組中其他學習者均獲得成功，
否則個人無法獲得成功，成功得依賴其他學習者一起成功。
2. 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Face-to-face promotive interaction）：面對面的助
長式互動是指為達成小組目標，組內成員可以互相幫助、分享學習資
源、鼓勵對方、給予對方回饋……等。
3. 個人責任（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在小組中，個人的責任同樣重要，
小組成員不應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透過搭便車（hitchhike）的方式規避
責任。教師也應評量每位組員各自的貢獻，像是進行個人測驗或隨機
指定組員報告小組的工作。
4. 人際互動與團體合作技巧（Interpersonal and small-group skills）
：除了與
學科內容相關的學習任務外，在團體中的人際互動與合作技巧也是重
要的。因此教師應指導學習者去互相了解彼此、互相支持、清晰地進
行溝通和化解衝突。
5. 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
：團體歷程是指小組成員應一起檢討小組
的運作狀況和功能發揮程度，並加以改善。透過團體歷程，小組的運
行將會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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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的形式不論是運用在教師的教學策略或是學生的學習方法中都被
認為是優於個人學習（Saleh et al., 2005），合作學習也被認為能增進學習成效
（Johnson et al., 1986）
，合作學習理論相信最有效率的學習是學生積極地相互分
享想法和一起參與工作來完成學習任務（Zakaria & Iksan, 2006）
。此外，合作學
習也提供了多種可能，像是一起建構知識、比較不同的觀點和互相解釋概念與
想法，而互相解釋或辯論想法會發生認知衝突而促成認知改變（Chan, 2001）。

二、異質分組
在合作學習中，如何對學生進行分組是值得探討的，但似乎沒有唯一的最
佳方法將學生分組（Saleh et al., 2005）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適當的分組能提昇
學生的學習成效（Gillies, 2004）。以合作學習的觀點通常是將學生異質分組，
異質分組就是依照學生的能力、性別或社經背景……等差異將學生分派到不同
的小組之中（黃政傑、林佩璇，1996），Hooper 與 Hannafin（1991）就指出，
一般情況下，合作學習的專家會建議將學生依某個屬性進行異質分組，以異質
分組的原因是同時考慮到情感和認知的層面，學生在異質組中會遭遇到更多的
認知衝突，也因此應能更增進小組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動。

三、以先備知識進行同質、異質分組的學習成效
Gijlers 與 de Jong（2005）指出，以先備知識將學生分派至不同的小組組成，
可能會產生不同的合作溝通和學習過程。Gijlers 與 de Jong 認為在異質組中，
有充足先備知識的學生能指引先備知識不足的學生，低先備知識學生就能藉由
高先備知識學生的講解來學習，高先備知識學生則因此重新建構知識，更能促
進對課堂內容的理解。Vygotsky（1978）所提出的近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也是類似的概念，他認為學生能夠藉由更有能力的人的幫助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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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獨自無法完成的學習任務並展現出更高層次的能力。Hooper 與 Hannafin（1991）
也有類似的看法，Hooper 與 Hannafin 提到專家學者認為以學生的能力進行異質
分組不僅有益於高能力學生也有益於低能力學生。能力較差的學生能夠從組員
身上獲得比從教師身上更多有關於學習的幫助，並且能更積極參與學習以及觀
察組員使用的學習策略（Swing & Peterson, 1982）
。另一方面，能力較佳的學生
則能夠促進其認知能力，因為他得幫助組員，向組員解釋課程中的概念，並也
從中學習。Webb（1982）也認為，以能力進行異質分組有益於高和低能力的學
生。但也有研究者持相反意見，Beane（1971）認為若依學生的能力進行異質分
組，能增進小組中能力最高的學生其學習成效，卻會犧牲小組中能力最差的學
生。。Hooper 與 Hannafin（1991）也指出，教師中普遍認為若能力高的學生和
能力低的學生一組，會讓能力高的學生的學習變慢、獲得的訊息減少，並且不
會更進一步地去挑戰更深入的學習內容，這些都可能造成學習量的減少和效率
的降低。
從實證研究來看，Gijlers 與 de Jong（2005）以 15-16 歲的學生為參與者，
首先依據學生的先備知識將其隨機分派至同質或異質組，每一組中有兩位學生。
再讓學生於物理課以小組進行合作發現式學習（Collaborative discovery
learning），課程主題為運動學。研究發現，在同質組中的低先備知識學生只能
分享相同且有限的知識給對方，且更容易在建構新知識或進行有意義地溝通時
遇到困難。此外，研究者針對其中一組先備知識差異過大的異質組進行質性分
析，結果顯示，這種先備知識差異過大的異質組是沒有成效的，兩人之間也沒
能互相給予幫助。Hooper 與 Hannafin（1988）以八年級的學生為參與者，並先
依據學生能力將其隨機分派至同質或異質組，接著進行數學課程的教學，教學
中使用電腦教學（Computer-Based Instruction）並以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教學
結束後讓學生進行一系列的學習後測試題。研究發現，以能力較低的學生來看，
異質組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比同質組的學生高出大約 50%；以能力較高的學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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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同質組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比異質組的學生高出大約 12%，因此研究者認為
採用異質分組對於能力較低的學生有顯著的好處；但是對於能力較高的學生其
學習成效卻有減少的可能性。Hooper 與 Hannafin（1991）則是以六和七年級的
學生為參與者，研究發現，以能力較低的學生來看，異質組的學生比同質組的
學生在學習上會有更多的互動，並且能更有效率地完成課程；以能力較高的學
生來看，同質組的學生比異質組的學生能更有效率地完成課程。Saleh 等人（2005）
研究年齡介於 9-10 歲的四年級學生，先依據能力將學生區分成高、中、低三種，
再隨機將學生分派至同質或異質組，課程主題為植物生物學，學生於課堂中以
小組進行合作學習，於課程結束後進行動機問卷調查與學習成就後測。研究發
現，以能力較低的學生來看，異質組的學生其成就後測分數遠高於同質組的學
生；以能力中等的學生來看，同質組的學生其成就後測分數稍高於異質組的學
生；以能力較高的學生來看，兩組之間的學生其成就後測分數沒有太大的差異。
另外，能力較低的學生若是在異質組會有較佳的學習動機。Lou 等人（1996）
檢視並分析了十二篇直接比較同質組和異質組的研究後也作出了類似的結論，
認為以能力較低的學生來看，異質組的學生其學習成就優於同質組；以能力中
等的學生來看，同質組的學生其學習成就優於異質組；以能力較高的學生來看，
兩組之間的學生其學習成就都一樣好。

四、小結
合作學習是指學生們以小組的形式相互合作來完成學習活動和任務，它在
現今被廣泛地應用在各種教學上。合作學習讓學生能一起建構知識、比較不同
的觀點和討論彼此的意見，在討論的過程，彼此之間就有可能發生認知衝突而
促成認知改變。因此合作學習被認為是優於個人學習，也能增進學生的學習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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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通常是採用異質分組，依學生的能力或性別…等差異將學生分到
不同的小組中。在異質小組中，先備知識充足的學生能指導先備知識不足的學
生，低先備知識學生能藉由高先備知識學生的指導和幫助進行學習，高先備知
識學生則透過指導組員重新建構知識，更能促進對課堂內容的理解。這樣的概
念，也和 Vygotsky 提出的近側發展區間相似，認為學生能藉由更有能力的人的
幫助去完成獨自無法完成的學習任務並展現出更高層次的能力。而若以不同能
力（先備知識）的學生進行比較，從先前的研究來看，大致上，異質分組對於
能力（先備知識）較差的學生較有幫助，能提升學習成效；對於能力（先備知
識）較好的學生則較無顯著影響。

第五節 以提問策略複習筆記
一、提問策略的作用
提問策略（self-questioning）是學習者根據學習內容想出問題並加以回答，
藉此幫助學習促進理解的一種學習策略（King, 1992b; Rakes & Scott, 1983）
。提
問策略讓學生對於學習內容有更深入的思考及認知處理，因此增進學生的理解
與學習保留（King, 1991, 1992a; Wong, 1985）。King（1992b）提出一個模式，
描述了學生使用提問策略時的各個元素與認知過程。學生首先根據課堂內容所
學產生一個明確的問題，提出和回答這個明確的問題促使學生進行高層次的思
考（例如：分析、綜合、評鑑）與高層次的精緻化過程（例如：解釋）
，這些認
知活動幫助學生對課堂內容建構出精確且完整的認知表徵，因此增進對課堂內
容的理解與記憶。而在進行高層次的思考與精緻化的過程中，會與學生既有的
先備知識作連結，進而幫助學生提出問題和解答。
大部分關於提問策略的研究多是探討學生於閱讀課文或各種文章時搭配提
問策略的學習成效，而 Call（2000）、Chen 與 Chiu（2011）、King（1992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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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dlaw 等人（1993）的研究則嘗試讓學生使用提問策略作為複習課堂筆記的
方法，此種方法即是將提問策略與寫筆記策略相結合，讓學生在寫筆記策略中
的複習筆記階段以提問策略的方式根據自己的課堂筆記內容提出問題並加以回
答。

二、以提問策略複習筆記的學習成效
從實證研究來看，Laidlaw 等人（1993）以國小五、六年級的學生為參與
者，讓學生在科學課的課堂中寫筆記，並於課後使用提問策略來複習自己的筆
記內容。研究發現，學生若在課堂中寫筆記並於課後搭配提問策略來複習筆記
其科學測驗成績會較好。Call（2000）以大學生為參與者，學生在閱讀教育的
課堂中寫筆記並以提問策略複習筆記，此外它是以分享的方式進行，學生會將
自己的提問與回答發佈出去分享給其他同學，也會立即收到同學給的回饋。結
果顯示，這樣的活動能幫助學生組織自己的筆記和增進對於課堂內容的理解。
King（1992a）以大學生為參與者，學生於社會科的課堂中寫筆記，並於課後使
用提問複習策略或以一般的閱讀方式來複習筆記內容。研究發現，提問組的學
生在立即與延遲後測的分數都顯著優於閱讀組的學生，此外，提問組的學生摘
記在筆記上的重點數也顯著優於閱讀組的學生。King 因此推論，學生使用提問
策略複習筆記能獲得更明確的架構與指引，藉此將課堂內容與自身的先備知識
作連結。辜玉旻（2007）以國小六年級的學生為參與者，先依據學生的前測成
績將學生區分成高、低能力，再將學生隨機分派至控制組、寫筆記組、附加問
題組、寫筆記和附加問題組。學生於課堂中閱讀相關的科學文章，並搭配所屬
組別的學習策略。此研究不同的是，附加問題是在文章內容中附帶相關的問題，
由教學者預先提供，不是由學生自己進行提問。研究發現，能力較低的學生若
採用寫筆記策略搭配附加問題能提升其後測成績，也能促進對文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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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提問策略是學習者根據學習內容想出問題並加以回答，藉此幫助學習促進
理解的一種學習策略，它讓學習者對於學習內容有更深入的思考及認知處理，
因此增進學習者的理解與學習保留。而在進行思考與認知處理的過程中，會與
學習者既有的先備知識作連結，進而幫助學習者提出問題和解答。
一些研究嘗試讓學生使用提問策略作為複習課堂筆記的方法，學生在複習
筆記時以提問策略的方式根據自己的課堂筆記內容提出問題並加以回答。研究
發現，相較學生以一般的閱讀方式複習筆記，學生使用提問策略複習筆記會有
較好的學習成效，能幫助學生組織筆記和理解課堂內容。

第六節 筆記品質與學習成就的關係
有許多研究在探討寫筆記與學習成就之間的關係，但主要都在比較寫筆記
的學生與沒有寫筆記的學生其學習成就的差異，甚少有研究在關注學生寫的筆
記品質（Baker & Lombardi, 1985），或筆記品質與學習成就之間的關係。在少
數的實證研究中，Fisher 與 Harris（1973）以大學生為參與者，讓學生在課堂中
進行寫筆記活動。研究發現，寫筆記並能複習自己筆記的學生其筆記品質與立
即的自由回憶測驗（short-term free recall test）有顯著的正相關（r = .53, p < .05）
，
但寫筆記卻不能複習自己筆記的學生其兩者之間則無顯著相關。Palkovitz 與
Lore（1980）以大學生為參與者，讓學生於心理學的課堂中進行寫筆記活動。
研究發現，學生於測驗中總共答對的 227 個問題，其中有 187 個概念都包含在
所屬的筆記裡，百分比高達 82%，代表學生的筆記內容與成就測驗成績應有顯
著的正相關，但令人驚訝的，學生於測驗中總共答錯的 107 個問題，其中有 71
個概念也都包含在所屬的筆記裡，百分比也達 66%。Baker 與 Lombardi（1985）
以大學生為參與者，讓學生於心理學的課堂中進行寫筆記活動，再於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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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三週進行延遲成就測驗。研究發現，學生的筆記內容與延遲成就測驗成績
有顯著相關。Peverly 等人（2007）以大學生為參與者，讓學生於心理學的課堂
中進行寫筆記活動。研究發現，學生的筆記品質能顯著預測其測驗成績。陳品
華（2009）以大學生為參與者，讓學生於心理學的課堂中進行寫筆記活動。研
究發現，學生的筆記品質與學業表現有顯著的正相關（r = .33, p < .05）
，此外，
學生對於該學科的先備知識與筆記數量（r = .51, p < .01）和品質（r = .58, p < .01）
均有顯著的正相關。
總結來說，從少數的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學生的筆記品質與學習成就應
有顯著的正相關甚至能顯著預測學習成就，但若學生不能利用自己的筆記進行
複習，其筆記品質與學習成就則應無顯著相關。

第七節 學習態度
Aizen 與 Fishbein（1980）認為態度（attitude）是人對於事物喜歡或厭惡的
程度指標。張春興（2009）認為態度是指個體對人、對事、對周圍世界所持有
的一種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的傾向。態度內涵中包括認知、情感和行為，或是
僅由單一面向所構成。學習態度是影響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
積極的學習態度是理想的學習基礎（李登隆、王美芬，2004）
。科學教育方面的
研究者也認為，學生的學習態度對於學習科學相關課程是重要的（Trumper, 2006;
Osborne et al., 2003; Singh et al., 2002）。
從分享式數位筆記來看學生的學習態度，李登隆、王美芬（2004）指出，
運用電腦及網路科技輔助教學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從寫筆記策略來看學生
的學習態度，Ebenezer 與 Zoller（1993）以十年級的學生為參與者，讓學生在
科學課中寫筆記，再訪談和調查學生的學習態度。研究發現，學生對於在科學
課中寫筆記的態度是傾向負面的。從學生的先備知識來看學生的學習態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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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知識不足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通常會較為吃力，可能會造成認知負荷過高，
而當認知負荷過高，超越了學生所知覺的認知能力，就會在當時的「心理」或
「生理」上引起了負擔、苦惱或憂慮，甚至失敗或挫折的後設概念（黃克文，
1996），進而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態度。Hembree 與 Dessart（1986）的研究就發
現，學生在數學課的學習過程中有較高的認知負荷會負面影響學生對於數學的
態度。
總結來說，學習態度是學習者對學習內容、學習環境和過程的一種喜好程
度，也是影響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從相關研究中可發現，運
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應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態度。而若以學生的先備知識來看，
先備知識不足的學生通常會有較高的認知負荷，進而負面影響學習態度。

第八節 研究假設
基於上述相關文獻，本研究依照待答問題提出下列之研究假設：
H1-1.

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

活動，依先備知識採用同質分組應會有較好的筆記品質；以不同策略
複習筆記則應無差異。
H1-2.

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

活動，依先備知識採用同質分組應會有較好的立即學習成效；以不同
策略複習筆記則應無差異；其筆記品質也應能預測其立即學習成效。
H1-3.

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

活動，依先備知識採用同質分組應會有較好的學習態度；以不同策略
複習筆記則應無差異。
H1-4.

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

活動，依先備知識採用同質分組應會有較好的綜合學習成效；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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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複習筆記則應無差異；其筆記品質也應能預測其綜合學習成效；
其立即學習成效也應能預測其綜合學習成效。
H1-5.

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

活動，其立即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應會有顯著的正相關。
H1-6.

高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

活動，其筆記品質應為一有效的中介變項。
H2-1.

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

活動，依先備知識採用異質分組應會有較好的筆記品質；採用提問策
略複習筆記也應會有較好的筆記品質。
H2-2.

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

活動，依先備知識採用異質分組應會有較好的立即學習成效；採用提
問策略複習筆記也應會有較好的立即學習成效；其筆記品質也應能預
測其立即學習成效。
H2-3.

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

活動，依先備知識採用異質分組應會有較好的學習態度；採用提問策
略複習筆記則應會有較差的學習態度。
H2-4.

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

活動，依先備知識採用異質分組應會有較好的綜合學習成效；採用提
問策略複習筆記應也會有較好的綜合學習成效；其筆記品質也應能預
測其綜合學習成效；其立即學習成效也應能預測其綜合學習成效。
H2-5.

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

活動，其立即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應會有顯著的正相關。
H2-6.

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

活動，其筆記品質應為一有效的中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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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旨在說明研究的方法與程序，共分為九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
二節為參與者；第三節為實驗教學活動；第四節為實驗教學活動教材；第五節
為教學活動支援平台；第六節為實驗教學活動前的訓練；第七節為資料蒐集；
第八節為實驗流程；第九節為資料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分別探討高、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於資訊課以
小組進行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其小組的組成方式和使用的複習策略對於立即
學習成效、綜合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預測能力，並檢驗學生的筆
記品質是否為一有效的中介變項。本研究值基於相關探討，歸納出研究架構（如
圖 2）。

小組組成
立即成效

筆記成績

綜合成效

學習態度

複習策略
圖 2、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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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參與者
本研究以國小高年級學生為對象，參與者是台南市某國小六年級的學生（共
13 個班級），由研究者隨機挑選其中 4 個班級的學生參與活動。考慮到學校的
課程安排及班級的完整性，因此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活動，隨機挑選其中兩個班
級的學生以閱讀的方式複習筆記、另兩個班級的學生以提問策略複習筆記。接
著依照學生的先備知識測驗成績（前測成績）將學生排序、分類（前 50%的學
生為高先備知識者、後 50%的學生為低先備知識者），再將學生於班級內以同
性別與隨機的方式分至同質組（兩人一組，兩位高先備知識的學生或是兩位低
先備知識的學生）或異質組（兩人一組，一位高先備知識的學生和一位低先備
知識的學生）。
本研究需要學生使用電腦以小組進行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因此將不會操
作電腦或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排除，排除後全體共有 118 位學生，包含 61 位高先
備知識的學生和 57 位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如表 1）。在高先備知識的學生中，
若以小組組成區分，有 32 位學生在同質組、有 29 位學生在異質組；若以採用
的複習策略區分，有 35 位學生使用提問策略複習筆記、有 26 位學生使用閱讀
的方式複習筆記。在低先備知識的學生中，若以小組組成區分，有 28 位學生在
同質組、有 29 位學生在異質組；若以採用的複習策略區分，有 25 位學生使用
提問策略複習筆記、有 32 位學生使用閱讀的方式複習筆記。全體學生的打字速
度平均為每分鐘 14 個字（SD = 8），並從三年級起開始上資訊課，具備基本上
網、文書編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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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參與學生的分類
全體學生
N

先備知識
區分

高

性別
N

小組組成

複習筆記策略

區分

N

區分

N

區分

N

男生

33

同質組

32

提問策略

35

女生

28

異質組

29

一般閱讀

26

男生

25

同質組

28

提問策略

25

女生

32

異質組

29

一般閱讀

32

61

118
低

57

第三節 實驗教學活動
本實驗教學活動共包含四個教學單元，每一個單元由參與班級的資訊課教
師播放預先製作、有錄製旁白、能自動播放的影片於教室前方布幕。教學開始
前，先將學生於班級內以同性別與隨機的方式分至同質組（兩人一組，兩位高
先備知識的學生或是兩位低先備知識的學生）或異質組（兩人一組，一位高先
備知識的學生和一位低先備知識的學生）
。教學過程中，同組學生相鄰而座，學
生邊聽課邊透過支援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的線上系統記下筆記，可和組員
分享，線上瀏覽組員的筆記，也能相互口頭討論或觀看彼此的螢幕。教學影片
結束後，會讓學生複習筆記，複習筆記的方式依不同班級的安排（隨機挑選）
有使用一般閱讀的方式複習筆記和使用提問策略複習筆記兩種。
本研究預先製作簡報，主要是為了避免教師對不同班級教學時的差異影響
到實驗結果；小組人數以兩人為一組則是採納 Dyson 與 Grineski（2001）的建
議，讓小組內每一個成員都能有最多的參與，促使成員相互溝通，並無法規避
責任；小組以同性別分組，則是考量小組人數只有兩位，因此若有性別上的差
異會很明顯，反而可能讓性別因素成為焦點，也擔心性別因素會影響實驗過程
中小組內的合作情形。Strough 與 Covatto（2002）就提到青春期前的學童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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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與同性別的夥伴一組進行合作。
四個教學單元活動分別於四週、每週一節 40 分鐘的資訊課實施，學生實際
參與實驗活動情形如圖 3。每一個教學單元的具體流程如下：
1.

學生進入電腦教室後，依事先排定的座位一人一機，且同組組員相鄰
而坐。

2.

每位學生在線上登入所屬的個人筆記，由教師引導瀏覽筆記頁面。

3.

教師播放約 10 分鐘的教學影片，學生於過程中一邊聽課一邊摘記自
己的筆記，也能與組員合作，一起討論或瀏覽組員筆記，每播放 5 分
鐘後，教師會暫停 3 分鐘，讓學生有時間能討論並補充、修改筆記。

4.

教學影片結束後，會有 8 分鐘的複習時間。學生依照不同班級的安排
以一般的閱讀方式複習筆記或是以提問策略複習筆記，複習時也能與
組員合作或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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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實驗教學活動現場

第四節 實驗教學活動教材
本實驗教學活動教材乃依據九年一貫課程「資訊議題」第三學習階段的能
力指標（適用於五、六年級）設計，包括：網頁的內容與存取（見附錄一）
、檔
案分享（見附錄二）、電腦連線上網的方式（見附錄三）、及影像檔案（見附錄
四）等四個單元，各單元課程的詳細內容、包含的課堂重點數和課堂重點的知
識分類（Anderson, 2005）如下：


網頁的內容與存取：課程內容主要有兩個部分，第一部份介紹在網頁
中常見的元素，包含「文字」、「圖片」與「超連結」三個主題，了解
它們的作用、格式與屬性；第二部份介紹網頁是如何存取的，包含「瀏
覽器」與「伺服器」兩個主題，了解它們的作用、舉出實際的範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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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曉電腦取得網頁的程序。整個課程共涵蓋 27 個重點，依照知識分類，
全部都屬於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


檔案分享：課程內容在介紹常見的檔案分享方式，包含「FTP」與「P2P」
兩個主題，知道它們是什麼、了解如何使用與其特性。整個課程共涵
蓋 31 個重點，依照知識分類，其中 20 個屬於陳述性知識、11 個屬於
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



電腦連線上網的方式：課程內容主要有兩個部分，第一部份介紹網路
的概念，包含「有線網路」與「無線網路」兩個主題，了解它們的特
性與進行方式；第二部份介紹常見的上網方式，包含「電話撥接」、
「ADSL」、「Cable」、「光纖」與「行動上網」五個主題，了解它們的
基本概念、連線速度與費率，並能比較出它們之間的差異。整個課程
共涵蓋 45 個重點，依照知識分類，全部都屬於陳述性知識。



影像檔案：課程內容主要有兩個部分，第一部份的主題是「電腦影像」
，
了解它的構成方式、各種色彩與壓縮影像；第二部份介紹常見的影像
格式，包含「BMP」
、
「JPG」與「GIF」三個主題，了解它們的基本概
念、特性與適當的使用時機。整個課程共涵蓋 31 個重點，依照知識分
類，全部都屬於陳述性知識。

第五節 教學活動支援平台
本研究以「Google Docs」支援學生以小組進行分享式數位筆記教學活動，
「Google Docs」是 Google 公司推出的免費雲端服務，除了具備基本的文書處
理功能，使用者還能透過網路隨時隨地存取文件及與他人即時地分享文件，符
合本研究需求，讓學生能透過電腦網路編輯自己的筆記並即時分享給組員。而
Google Docs 簡易的使用者介面，讓小學生在操作上不會有太大的困難，也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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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選擇 Google Docs 作為教學活動支援平台的原因。
學生在使用時需要先登入「Google Docs」數位筆記平台（如圖 4）
，登入後
即可管理或編輯所屬的筆記。編輯時的操作介面與一般的文書處理軟體類似（如
圖 5），學生需使用滑鼠與鍵盤打字進行筆記的編輯。雖然沒有支援手寫輸入，
但可以點選上方的功能列插入符號、圖片或是進行繪圖。在功能列的上方，會
顯示最後修改者的身分及儲存時間，並會記錄每一次儲存的筆記版本，可供版
本回復及比較各版本之間的差異。此外也會顯示這份筆記被分享與共用的情形，
知道哪些使用者被授權能夠檢視或編輯這份筆記。
學生在實驗教學活動前的訓練就已經被教導使用「Google Docs」，因此於
實驗教學活動時應該都能順利操作，編輯自己的筆記。另外研究者會事先在實
驗前於「Google Docs」數位筆記平台內為每位學生設定好各單元的筆記，並啟
動分享功能，讓同一小組組員能互相檢視彼此的筆記。

圖 4、「Google Docs」數位筆記平台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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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學分
享筆記

最後修改者的儲存
紀錄

共用功
能設定

筆記編輯區

圖 5、「Google Docs」數位筆記操作介面

第六節 實驗教學活動前的訓練
為使實驗教學活動進行順利，讓學生能熟悉「Google Docs」的基本操作、
能寫出完整的筆記並與組員合作及分享、學會如何複習筆記（一般閱讀或提問
策略）
，因此本研究於正式實驗教學活動執行前，先安排了七週的小組分享式數
位筆記活動訓練，於每週一節 40 分鐘的資訊課進行訓練。實驗前訓練的教學方
式與正式實驗教學活動相同，以播放教學簡報的方式進行。各週的訓練內容如
下：


第一週：首先由授課教師教導學生使用「Google Docs」，並讓學生練
習操作，接著播放簡報教導學生寫筆記的技巧與方式，最後簡報中會
再示範一次寫筆記的步驟與方法。之後，由授課教師播放非正式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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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主題的教學簡報，讓學生根據簡報內容使用「Google Docs」來寫
筆記，並將筆記分享給組員且和組員合作一起討論。


第二至四週：以簡報呈現學生上周練習所完成的筆記，經由授課教師
挑選分為優秀和需改進兩種，並點出優秀或需改進的理由，讓學生作
為參考。之後，由授課教師播放非正式實驗單元主題的教學簡報讓學
生再次練習寫筆記並與組員合作。



第五至七週：播放簡報教導學生複習筆記的方法，教導學生以一般的
閱讀方式或是提問策略來複習筆記。之後，由授課教師播放非正式實
驗單元主題的教學簡報讓學生練習寫筆記並與組員合作，並再最後讓
學生練習運用所學習的複習策略去複習剛完成的筆記。

第七節 資料蒐集
一、筆記品質
本研究以「Google Docs」蒐集學生於各單元教學活動期間完成的筆記。筆
記品質引用 Fisher 與 Harris（1973）的定義，並依據 Kiewra、Benton、Kim、
Risch 與 Christensen（1995）
的評分方式以學生的筆記中包含的課堂重點數而定。
本研究是由兩位研究者針對學生的筆記進行評分，其中一位研究者為資訊教育
碩士，現為資訊教育博士生，且具有評分學生筆記的經驗；另一位研究者現為
資訊教育碩士生。兩位研究者也都有參與課程內容的設計，清楚各個單元的課
堂重點，能幫助進行筆記評分的作業。
在正式評分之前，兩位研究者會先進行筆記評分的訓練，對於評分不一致
的部分，則透過討論協商以取得共識，當訓練到兩位研究者對筆記評分的一致
程度達到 90%以上，就可進行正式的評分。接著進行評分者之間的信度檢驗，
信度依據評分者之間所評定的筆記分數的相關係數而定（Mehrens & Leh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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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單元一至單元四的評分者間信度依序為 0.90、0.96、0.96、0.95，顯示
兩位研究者的評分標準應是一致的。學生的課堂筆記經兩位研究者評分後，每
一份筆記中所記下的課堂重點總數除以該課堂單元全部的重點數，即視為學生
在該課堂單元所記下的重點比例，再經進位後呈現出一個介於 0-100 分的筆記
分數。每位學生在整個實驗教學過程中會參與四個單元課程並產出四份筆記，
因此，在資料分析中採用的筆記品質分數，即為學生的四份筆記之平均分數。

二、立即學習成效
本研究以立即學習成就前測與立即學習成就後測來計算學生的立即學習成
效。各個單元的前測與後測題目相同，測驗題目則由研究者根據各單元教材的
雙向細目表（見附錄五）來編製，各單元分別有 20 題的單選題，每題有四個選
項，測驗題目經由三位資深國小資訊科教師審閱與修改後而成（各單元完整試
題見附錄六）
。以某一題舉例，
「下列何者『不是』FTP 主機可以做的事？」
，四
個選項分別是，「1.增加使用者的連線速度」、「2.讓使用者分享檔案」、「3.讓使
用者下載檔案」
、
「4.讓使用者透過網路存放檔案」
，在此題中，我們是想測驗學
生是否瞭解 FTP 主機的特性，而正確答案是「1.增加使用者的連線速度」
。本測
驗採用電腦測驗方式，安排學生於資訊課時在電腦教室裡進行。計分方式為答
對一題得 5 分，答錯不倒扣，總分為 100 分，作答時間為 10 分鐘。
研究者另邀請新北市、台南市國小六年級學生進行預試，四個單元測驗的
庫李信度（如表 2）依序為 0.82、0.75、0.78、0.82，皆具良好信度，各單元試
題也均符合 Hopkins（1998）的標準，難度介於 0.25～0.75 間且鑑別度大於 0.3，
因此沒有刪除題目，即為正式測驗。正式施測時，前測共四個單元的庫李信度
依序是 0.68、0.49、0.69、0.54，為尚可接受之信度；後測共四個單元的庫李信
度依序是 0.84、0.77、0.80、0.86，皆具良好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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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即學習成效的計算方式是根據 Marx 與 Cummings（2007）研究中關於
Learning Gains 的正規化公式，加以套用在本研究上，它的概念是在剩餘可進（退）
步的空間裡，又進（退）步了多少個百分比，計算方式則是若後測分數大於前
測分數，則用後測分數減前測分數再除以測驗總分減前測分數；若前測分數大
於後測分數，則用後測分數減前測分數再除以前測分數。計算後會得到一個介
於-1~1 的數值，舉例來說，若數值為 0.53 就代表某位學生在前測考完後還剩餘
可進（退）步的空間裡，其在後測又進步了 53%。另本實驗教學活動共有四個
單元，因此立即學習成效即為學生的四個數值之平均數。

表 2 立即學習成就測驗預試之參與人數及測得信度
新北市參與人數

台南市參與人數

庫李信度

單元一

125（人）

127（人）

0.82

單元二

98（人）

127（人）

0.75

單元三

127（人）

127（人）

0.78

單元四

121（人）

131（人）

0.82

三、綜合學習成效
本研究以綜合學習成就測驗之前測與後測來計算學生的綜合學習成效。綜
合學習成就測驗之前測與後測題目相同，綜合學習成就測驗之後測是在所有單
元教學完的後兩周進行，測驗題目選自各單元的立即學習成就測驗，從各單元
中分別挑出 10 題，選擇的依據為難度接近 0.5 且鑑別度大於 0.3 的題目，最後
將答案選項重新排列後，組合成一份共 40 題的綜合學習成就測驗（完整試題見
附錄六）
。正式施測時，綜合學習成就測驗之前測的庫李信度是 0.79；後測的庫
李信度是 0.88，皆具良好信度。測驗採用電腦測驗方式，安排學生於資訊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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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腦教室裡進行，計分方式為答對一題得 2.5 分，答錯不倒扣，總分為 100
分，作答時間為 25 分鐘。綜合學習成效的計算方式同立即學習成效，採用
Learning Gains 的正規化公式。

四、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
本研究以「對資訊課的態度量表」之前測與後測來計算學生的資訊課學習
態度改變。「對資訊課的態度量表」改編自 Chiu（2002）使用的「學生對科學
的態度量表」
，該量表是根據 Germann（1988）發展的「Attitude toward Science
in School Assessment」翻譯而成，原先採用李克特（Likert scale）五點量表設計，
共有 14 題，其中 4 題為反向題，Cronbach’s α 值為 0.95，中文版原用於評測高
中生對科學的態度，於 Chiu 研究的重測信度為 0.88。本研究為評測學生對資訊
課的態度，將量表中「科學」二字以「資訊課」替換，以某一題舉例，
「我一聽
到資訊課這三個字，就覺得討厭」
。為了能讓學生確實表達對資訊課的感受，本
研究刪除量表的中間選項，改為李克特四點量表，四個選項分別為「非常不同
意」
、
「不同意」
、
「同意」和「非常同意」
，學生則依題目敘述與自己符合的程度
作選擇。而計分方式是以「非常不同意」1 分、
「不同意」2 分、
「同意」3 分和
「非常同意」4 分作計算，反向題的計分方式則是相反計算，總分為 56 分。本
量表採用線上問卷方式，安排學生於資訊課時在電腦教室裡進行，填寫時間為
15 分鐘，總得分越高則表示對資訊課的喜好程度越高。本研究另邀請台南市某
國小六年級共 299 位學生參與預試，此量表於預試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93，
於本研究前測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93，於本研究後測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91，
皆具良好信度。
參與學生總共會填寫兩次「對資訊課的態度量表」
，一次為前測，於整個實
驗前進行；一次為後測，於實驗教學活動後進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計算

41

方式也如同立即學習成效，採用 Learning Gains 的正規化公式。

第八節 實驗流程
本研究之實驗是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各班級每週會有一節 40 分鐘的資訊課
來進行實驗教學活動，總計十四週，各週實驗教學活動之時序表如表 3。
在實驗教學活動開始前，第一週首先進行「對資訊課的態度量表」前測，由
該班資訊課教師負責管控上課流程及秩序，研究者則在旁監督學生量表是否亂
填。
隔週展開為期七週的實驗前訓練，訓練學生能以電腦輔助進行合作寫筆記活
動並學會複習筆記的策略，訓練時由該班資訊課教師負責管控上課流程及秩序，
研究者則在旁協助學生操作及解決學生問題。
訓練活動結束後，進行四週的實驗教學活動，每週進行一個單元，每個單元
開始的前三週讓學生進行該單元的學習成就前測，而每個單元教學活動包括單
元教學以及學生進行合作寫筆記並複習筆記，共需時約 25 分鐘，由該班資訊課
教師播放教學簡報並負責管控上課流程及秩序，研究者則在旁協助學生操作及
解決學生的問題，並觀察記錄學生上課的狀況。每次複習完畢後，即讓學生進
行該單元的立即學習成就後測，所有學生的筆記則會透過「Google Docs」的共
用功能分享給班級中的每個人。
四個單元的實驗教學活動全部結束後，會在下週進行「對資訊課的態度量
表」後測，由該班資訊課教師負責管控上課流程及秩序，研究者則在旁監督學
生量表是否亂填。
最後一週進行綜合學習成就後測，課堂上會先給予學生 10 分鐘的複習時間，
接著讓學生進行 25 分鐘的綜合學習成就測驗，由該班資訊課教師負責管控上課
流程及秩序，研究者則在旁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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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實驗活動之時序表
週次

實驗活動

活動內容

時間

1

態度前測

學生填答「對資訊課的態度量表」

15 分鐘

2

實驗前訓練

學生學習使用「Google Docs」寫筆記

40 分鐘

3

實驗前訓練

學生練習與組員合作寫筆記、分享筆記

40 分鐘

4

實驗前訓練

學生練習與組員合作寫筆記、分享筆記

40 分鐘

5

實驗前訓練

學生練習與組員合作寫筆記、分享筆記

40 分鐘

6

實驗前訓練

學生學習如何複習筆記（閱讀或提問）

30 分鐘

單元一前測

學生進行單元一的學習成就前測

10 分鐘

實驗前訓練

學生學習如何複習筆記（閱讀或提問）

30 分鐘

單元二前測

學生進行單元二的學習成就前測

10 分鐘

實驗前訓練

學生學習如何複習筆記（閱讀或提問）

30 分鐘

單元三前測

學生進行單元三的學習成就前測

10 分鐘

單元四前測

學生進行單元四的學習成就前測

10 分鐘

單元一教學

學生進行合作寫筆記並複習筆記

25 分鐘

單元一後測

學生進行單元一的立即學習成就測驗

10 分鐘

單元二教學

學生進行合作寫筆記並複習筆記

25 分鐘

單元二後測

學生進行單元二的立即學習成就測驗

10 分鐘

單元三教學

學生進行合作寫筆記並複習筆記

25 分鐘

單元三後測

學生進行單元三的立即學習成就測驗

10 分鐘

單元四教學

學生進行合作寫筆記並複習筆記

25 分鐘

單元四後測

學生進行單元四的立即學習成就測驗

10 分鐘

13

態度後測

學生填答「對資訊課的態度量表」

15 分鐘

14

複習時間

學生進行考試前最後的複習

10 分鐘

綜合後測

學生進行綜合學習成就測驗（含各單元題目）

25 分鐘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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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實驗過程中所蒐集到的資料，包括筆記品質、立即學習成效、綜
合學習成效與資訊課態度改變進行量化分析。採用簡單相關與路徑分析來驗證
各項研究假設，探討各個變項之間的關係，以及筆記品質的中介效果。本研究
的資料分析皆以.05 為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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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
第一節 有效樣本
本研究的參與者共有 118 位國小六年級學生，扣除掉於實驗教學活動中曾
有缺課的學生，實際有效樣本為 98 位學生（如表 4）。

表 4 有效樣本的分類
全體學生
N

先備知識
區分

高

性別
N

小組組成

複習筆記策略

區分

N

區分

N

區分

N

男生

24

同質組

20

提問策略

32

女生

26

異質組

30

一般閱讀

18

男生

20

同質組

20

提問策略

24

女生

28

異質組

28

一般閱讀

24

50

98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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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描述性統計
表 5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學生分別在同質組或異質組，其筆記品質、立即
學習成效、綜合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之描述性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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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高、低先備知識學生以小組組成方式區分之描述性統計結果摘要表
先備

高

低

組成

樣本

筆記品質

立即成效

綜合成效

態度改變

N

M（SD）

M（SD）

M（SD）

M（SD）

同質

20

45.19（13.36）

0.50（0.17）

0.53（0.20）

-0.01（0.17）

異質

30

50.94（13.31）

0.40（0.20）

0.41（0.27）

-0.04（0.15）

同質

20

32.23（13.30）

0.14（0.28）

0.19（0.27）

0.11（0.32）

異質

28

40.93（14.32）

0.15（0.20）

0.24（0.26）

0.06（0.27）

表 6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學生分別在一般複習策略組或提問複習策略組，
其筆記品質、立即學習成效、綜合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之描述性統
計結果。

表 6 高、低先備知識學生以複習策略區分之描述性統計結果摘要表
先備

高

低

組成

樣本

筆記品質

立即成效

綜合成效

態度改變

N

M（SD）

M（SD）

M（SD）

M（SD）

一般

18

51.55（13.23）

0.43（0.23）

0.42（0.21）

-0.01（0.13）

提問

32

47.00（13.57）

0.44（0.16）

0.48（0.26）

-0.04（0.17）

一般

24

34.88（15.62）

0.03（0.19）

0.16（0.23）

0.21（0.30）

提問

24

39.73（13.00）

0.26（0.22）

0.27（0.29）

-0.02（0.23）

以整體來看，表 7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學生其筆記品質、立即學習成效、
綜合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之描述性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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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高、低先備知識學生之描述性統計結果摘要表
先備知識

樣本

筆記品質

立即成效

綜合成效

態度改變

N

M（SD）

M（SD）

M（SD）

M（SD）

高

50

48.64（13.49）

0.44（0.19）

0.46（0.25）

-0.03（0.15）

低

48

37.31（14.43）

0.14（0.23）

0.22（0.27）

0.08（0.29）

第三節 高、低先備知識學生其各個變項之相關分析
一、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與筆記品質、立即學習成效、
綜合學習成效和學習態度改變之相關（H1-1~1-4 & H2-1~2-4）
本小節檢視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小組組成與筆記品質、立即學習
成效、綜合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之相關程度。由於小組組成方式為
類別變項，進行相關分析時需轉換成虛擬變項，因此將小組組成方式中的同質
分組設定為數值 0；而異質分組設定為數值 1。
表 8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小組組成方式與筆記品質之相關分
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與筆記品質有顯著的
正相關（r = .30, p < .05），表示低先備知識的學生採用異質分組其筆記品質會
比採用同質分組來得好。

表 8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與筆記品質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筆記品質
N

r

高

小組組成

50

.21

低

小組組成

48

.30*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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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小組組成方式與立即學習成效之相
關分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不論高或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與其
立即學習成效無顯著相關。

表 9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與立即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立即學習成效
N

r

高

小組組成

50

-.27

低

小組組成

48

.01

*p < .05

**p < .01

***p < .001

表 10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小組組成方式與綜合學習成效之相
關分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不論高或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與其
綜合學習成效無顯著相關。

表 10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與綜合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綜合學習成效
N

r

高

小組組成

50

-.23

低

小組組成

48

.10

*p < .05

**p < .01

***p < .001

表 11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小組組成方式與資訊課學習態度改
變之相關分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不論高或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
成與其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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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與學習態度改變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
N

r

高

小組組成

50

-.12

低

小組組成

48

-.09

*p < .05

**p < .01

***p < .001

二、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複習策略與筆記品質、立即學習成效、
綜合學習成效和學習態度改變之相關（H1-1~1-4 & H2-1~2-4）
本小節檢視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複習策略與筆記品質、立即學習
成效、綜合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之相關程度。由於複習策略為類別
變項，進行相關分析時需轉換成虛擬變項，因此將複習策略中的一般複習策略
設定為數值 0；而提問複習策略設定為數值 1。
表 12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複習策略與筆記品質之相關分析結
果。從表中可以發現，不論高或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使用的複習策略與其筆
記品質無顯著相關。

表 12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複習策略與筆記品質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筆記品質
N

r

高

複習策略

50

-.16

低

複習策略

48

.17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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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複習策略與立即學習成效之相關分
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複習策略與立即學習成效有顯
著的正相關（r = .51, p < .001），表示低先備知識的學生採用提問複習策略其
立即學習成效會比採用一般複習策略來得好。

表 13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複習策略與立即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立即學習成效
N

r

高

複習策略

50

.03

低

複習策略

48

.51***

*p < .05

**p < .01

***p < .001

表 14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複習策略與綜合學習成效之相關分
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不論高或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使用的複習策略與
其綜合學習成效無顯著相關。

表 14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複習策略與綜合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綜合學習成效
N

r

高

複習策略

50

.13

低

複習策略

48

.22

*p < .05

**p < .01

***p < .001

表 15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複習策略與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之
相關分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複習策略與資訊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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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改變有顯著的負相關（r = -.43, p < .01），表示低先備知識的學生採用提問
複習策略其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會比採用一般複習策略來得差。

表 15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複習策略與學習態度改變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
N

r

高

複習策略

50

-.12

低

複習策略

48

-.43**

*p < .05

**p < .01

***p < .001

三、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筆記品質與立即學習成效、綜合學習
成效和學習態度改變之相關（H1-2~1-4 & H2-2~2-4）
本小節檢視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筆記品質與立即學習成效、綜合
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之相關程度。
表 16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筆記品質與立即學習成效之相關分
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高先備知識的學生其筆記品質與立即學習成效有顯
著的正相關（r = .37, p < .01），表示高先備知識的學生其筆記品質越高，其立
即學習成效也會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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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筆記品質與立即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立即學習成效
N

r

高

筆記品質

50

.37**

低

筆記品質

48

.25

*p < .05

**p < .01

***p < .001

表 17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筆記品質與綜合學習成效之相關分
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不論高或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筆記品質與其綜合
學習成效無顯著相關。

表 17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筆記品質與綜合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綜合學習成效
N

r

高

筆記品質

50

.12

低

筆記品質

48

.14

*p < .05

**p < .01

***p < .001

表 18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筆記品質與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之
相關分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筆記品質與資訊課學習
態度改變有顯著的負相關（r = -.32, p < .05），表示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筆記品
質越高，其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會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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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筆記品質與學習態度改變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
N

r

高

筆記品質

50

-.08

低

筆記品質

48

-.32*

*p < .05

**p < .01

***p < .001

四、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立即學習成效、綜合學習成效和學習
態度改變之相關（H1-5, H2-5）
本小節檢視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立即學習成效、綜合學習成效和
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三者之間的相關程度。
表 19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立即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
變之相關分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不論高或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立即學
習成效與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無顯著相關。

表 19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立即成效與學習態度改變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
N

r

高

立即成效

50

.27

低

立即成效

48

-.25

*p < .05

**p < .01

***p < .001

表 20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綜合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
變之相關分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不論高或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綜合學
習成效與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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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綜合成效與學習態度改變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
N

r

高

綜合成效

50

.06

低

綜合成效

48

-.05

*p < .05

**p < .01

***p < .001

表 21 呈現高、低先備知識下的學生，其立即學習成效和綜合學習成效之相
關分析結果。從表中可以發現，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立即學習成效和綜合
學習成效都有顯著的正相關（r = .60, p < .001；r = .68, p < .001），表示高、低
先備知識的學生其立即學習成效越好，其綜合學習成效也會越好。

表 21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立即和綜合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結果
先備知識

變項

綜合成效
N

r

高

立即成效

50

.60***

低

立即成效

48

.68***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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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高、低先備知識學生之路徑分析
本節依照前面章節，根據相關理論及文獻建構出的研究架構圖並分成高、
低先備知識學生分別進行路徑分析。由於小組組成方式與使用的複習策略為類
別變項，進行複迴歸分析時需轉換成虛擬變項，因此如同上述進行相關分析時
的作法，將小組組成方式中的同質分組設定為數值 0，而異質分組設定為數值 1；
將複習策略中的一般閱讀設定為數值 0；而提問策略設定為數值 1。整個路徑分
析共包含四個複迴歸分析，茲分述如下。

一、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和複習策略對筆記品質之複
迴歸分析（H1-1, H2-1）
此複迴歸分析以學生的小組組成和使用的複習策略為預測變項，學生產出
的筆記品質為效標變項。表 22 可以檢視學生的小組組成和使用的複習策略對筆
記品質的整體解釋力，結果顯示，不論是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 F 檢定都沒
有達到顯著水準，因此對於筆記品質的整體解釋力不具有統計上的意義。而表
23 可以檢視各預測變項對筆記品質的直接效果，結果顯示，低先備知識學生的
小組組成對於筆記品質的直接效果達到顯著水準（β = .288, p < .05）。

表 22 效標變項為筆記品質之模式摘要表
先備知識

R

R2

adjusted R2

F value

高

.27

.07

.03

1.769

低

.33

.11

.07

2.816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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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效標變項為筆記品質之迴歸係數表
先備知識

模式

β

t

高

小組組成

.208

1.480

複習策略

-.160

-1.136

小組組成

.288*

2.043

複習策略

.145

1.030

低

*p < .05

**p < .01

***p < .001

二、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複習策略和筆記品質對立
即學習成效之複迴歸分析（H1-2, H2-2）
此複迴歸分析以學生的小組組成、使用的複習策略和學生產出的筆記品質
為預測變項，學生的立即學習成效為效標變項。表 24 可以檢視學生的小組組成、
使用的複習策略和筆記品質對立即學習成效的整體解釋力，結果顯示，高、低
先備知識的學生其 F 檢定都有達到顯著水準（F = 5.622, p < .01；F = 6.230, p
< .01），因此其對於立即學習成效的整體解釋力具有統計上的意義，共可以解
釋 26.8%與 29.8%的變異。而表 25 可以檢視各預測變項對立即學習成效的直接
效果，結果顯示，高先備知識學生的小組組成對於立即學習成效的直接效果達
到顯著水準（β = -.360, p < .01）；高先備知識學生的筆記品質對於立即學習成
效的直接效果也有達到顯著水準（β = .461, p < .01）。低先備知識學生的複習
策略對於立即學習成效的直接效果達到顯著水準（β = .489,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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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效標變項為立即學習成效之模式摘要表
先備知識

R

R2

adjusted R2

F value

高

.52

.27

.22

5.622**

低

.54

.30

.25

6.230**

*p < .05

**p < .01

***p < .001

表 25 效標變項為立即學習成效之迴歸係數表
β

先備知識

模式

高

小組組成

-.360**

-2.792

複習策略

.102

0.081

筆記品質

.461**

3.522

小組組成

-.088

-0.661

複習策略

.489***

3.810

筆記品質

.193

1.439

低

*p < .05

**p < .01

t

***p < .001

三、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複習策略和筆記品質對資
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之複迴歸分析（H1-3, H2-3）
此複迴歸分析以學生的小組組成、使用的複習策略和學生產出的筆記品質
為預測變項，學生的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為效標變項。表 26 可以檢視學生的小
組組成、使用的複習策略和筆記品質對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整體解釋力，結
果顯示，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 F 檢定有達到顯著水準（F = 3.919, p < .05），因
此其對於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整體解釋力具有統計上的意義，共可以解釋
24.1%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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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表 27 可以檢視各預測變項對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直接效果，結果顯示，
低先備知識學生的複習策略對於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直接效果達到顯著水準
（β = -.380, p < .05）。

表 26 效標變項為綜合學習成效之模式摘要表
先備知識

R

R2

adjusted R2

F value

高

.19

.04

-.03

0.550

低

.49

.24

.18

3.919*

*p < .05

**p < .01

***p < .001

表 27 效標變項為綜合學習成效之迴歸係數表
先備知識

模式

β

t

高

小組組成

-.108

-0.715

複習策略

-.136

-0.915

筆記品質

-.080

-0.527

小組組成

-.017

-0.111

複習策略

-.380*

-2.585

筆記品質

-.242

-1.539

低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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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複習策略、筆記品質、立
即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對綜合學習成效之複迴歸分析
（H1-4, H2-4）
此複迴歸分析以學生的小組組成、使用的複習策略、學生產出的筆記品質、
學生的立即學習成效和學生的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為預測變項，學生的綜合學
習成效為效標變項。表 28 可以檢視學生的小組組成、使用的複習策略、筆記品
質、立即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對綜合學習成效的整體解釋力，結果
顯示，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 F 檢定都有達到顯著水準（F = 5.089, p < .01；
F = 8.911, p < .001），因此對於綜合學習成效的整體解釋力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共可以解釋 37.7%與 56%的變異。而表 29 可以檢視各預測變項對綜合學習成效
的直接效果，結果顯示，高、低先備知識學生的立即學習成效對於綜合學習成
效的直接效果都有達到顯著水準（β = .646, p < .001；β = .844, p < .001）。

表 28 效標變項為學習態度改變之模式摘要表
先備知識

R

R2

adjusted R2

F value

高

.61

.38

.30

5.089**

低

.75

.56

.50

8.911***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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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效標變項為學習態度改變之迴歸係數表
先備知識

模式

β

t

高

小組組成

-.037

-0.269

複習策略

.073

0.589

筆記品質

-.094

-0.646

立即成效

.646***

4.164

學習態度

-.118

-0.903

小組組成

.077

0.637

複習策略

-.239

-1.663

筆記品質

.048

0.371

立即成效

.844***

6.119

學習態度

.080

0.623

低

*p < .05

**p < .01

***p < .001

五、高、低先備知識學生的路徑分析結果（H1-6, H2-6）
根據上述的四個複迴歸分析，可以分別畫出高、低先備知識學生的路徑分
析圖，並以此驗證相關之研究假設。
圖 6 為高先備知識學生之整體路徑圖，從圖中可以看出，在高先備知識學
生裡，學生的小組組成方式對於立即學習成效有顯著的直接效果（β = -.360, p
< .01），表示學生若採用同質分組，其立即學習成效會較好；採用異質分組，
其立即學習成效會較差，符合研究假設 1-2。另外，學生的筆記品質對於立即
學習成效也有顯著的直接效果（β = .461, p < .01），表示學生產出的筆記品質
越高，其立即學習成效也會越好，也符合研究假設 1-2。而立即學習成效對於
綜合學習成效有顯著的直接效果（β = .646, p < .001），表示學生的立即學習成
效越好其綜合學習成效也會越好，符合研究假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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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為低先備知識學生之整體路徑圖，從圖中可以看出，在低先備知識學
生裡，學生的小組組成方式對於筆記品質有顯著的直接效果（β = .288, p < .05）
，
表示學生若採用異質分組，其筆記品質會較好；採用同質分組，其筆記品質會
較差，符合研究假設 2-1。學生採用的複習策略對於立即學習成效有顯著的直
接效果（β = .489, p < .001），表示學生若採用提問策略複習筆記，其立即學習
成效會較好；採用一般的閱讀方式複習筆記，其立即學習成效會較差，符合研
究假設 2-2。而立即學習成效對於綜合學習成效有顯著的直接效果（β = .844, p
< .001），表示學生的立即學習成效越好其綜合學習成效也會越好，符合研究
假設 2-4。另外，學生採用的複習策略對於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也有顯著的直
接效果（β = -.380, p < .05），表示學生若採用提問複習策略，其資訊課學習態
度改變會較差；採用一般複習策略，其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會較好，符合研究
假設 2-3。
高、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從整體路徑圖來看，筆記品質皆不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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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組成

-.360**
-.037

-.108

立即成效

.208

.646***
.461**

筆記成績

綜合成效

-.094
-.080
.271

-.118
-.160

學習態度

.102
.073
-.136

複習策略
*p < .05

**p < .01

***p < .001

圖 6、高先備知識學生之整體路徑圖

小組組成

-.088
-.017

.077

立即成效

.288*

.844***
.193

筆記成績

綜合成效

.048
-.242
-.251

.080
.145

學習態度

.489***
-.239

複習策略
*p < .05

**p < .01

-.380*

***p < .001

圖 7、低先備知識學生之整體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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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討論
本章根據研究結果進行討論，共分為四節，分別討論高、低先備知識學生
的筆記品質、立即學習成效、綜合學習成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是如何被預
測的。

第一節 高、低先備知識學生產出的筆記品質
從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看出，高先備知識學生的筆記品質平均分數為 48.64
分，遠高於低先備知識學生的 37.31 分。究其原因，寫筆記本就是一項複雜的
活動，它是一項認知學習策略，需要學習者的理解能力及會選擇訊息並寫成筆
記的過程（Piolat, Olive, & Kellogg, 2005）
，Peper 與 Mayer（1978）也指出，寫
筆記是一種編碼的過程，讓學習者將新吸收到的資訊與既有的先備知識做連結
並加以整合，Siegler 與 Klahr（1982）也表示，當課堂中呈現的教材與學習者
的先備知識相關，學生學習時就能較輕易地使用編碼或檢索等學習策略；但教
材若是學習者所不熟悉的，學生學習時的生產力通常會不足，也不能自然地使
用一些已學會的學習策略。因此，先備知識不足的學生可能在產出筆記的過程
中會遭遇困難。另一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
方式對於筆記品質有顯著的直接效果（β = .288, p < .05），表示低先備知識學
生若是在異質組，會有較佳的筆記品質。從描述性統計結果就可看出，在異質
組中的低先備知識學生，其筆記品質平均分數為 40.93 分，高於全體低先備知
識學生的 37.31 分，更遠高於在同質組中的低先備知識學生的 32.23 分。究其原
因，本研究以小組進行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因此，相較於同是低先備知識學
生的同質組，若是在異質組，低先備知識學生應該就能獲得高先備知識組員的
幫助，不論是口頭討論或者是透過分享能夠於線上瀏覽組員的筆記，補足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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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遺漏的，產出品質較佳的筆記。Vygotsky（1978）所提出的近側發展區間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也與本研究結果有相似的看法，他提到學生
能夠藉由更有能力的人的幫助去完成獨自無法完成的任務並展現出更高層次的
能力。Gijlers 與 de Jong（2005）也指出，在異質組中，有充足先備知識的學生
能指引先備知識不足的學生，低先備知識學生就能藉由高先備知識學生的講解
來學習。Hooper 與 Hannafin（1988）的研究結果也顯示，異質組中能力低的學
生其學習成就比同質組中能力低的學生高出接近 50%。Hooper 與 Hannafin（1991）
的研究也指出，以能力低的學生來看，異質組的學生比同質組的學生在學習上
有更多的互動，並且能更有效率地完成教學活動。

第二節 高、低先備知識學生的立即學習成效
研究結果顯示，高先備知識學生的小組組成方式對於立即學習成效也有顯
著的直接效果（β = -.360, p < .01），表示高先備知識學生若是在同質組，會有
較好的立即學習成效。從描述性統計結果就可看出，在同質組中的高先備知識
學生，其立即學習成效為 0.50，高於全體高先備知識學生的 0.44，更高於在異
質組中的高先備知識學生的 0.40。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高先備知識學生若是
在異質組，學習過程中會需要花費額外的心力去幫助低先備知識的組員，減少
其進行更深入地思考與認知學習過程。Hooper 與 Hannafin（1991）就指出，在
教師中常有的一個共識是，認為能力高的學生若跟能力低的學生一組，會讓他
學習變慢、吸收到的資訊變少和不會更進一步地去挑戰更深入的學習內容，這
些造成學習的量和效率都減少了。Hooper 與 Hannafin（1988）的研究結果也顯
示，同質組中能力高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比異質組中能力高的學生高出接近 12%。
學生在異質組中相對會面對較大的挑戰，因為必須和與自己相異的人一起合作，
若差異過大，合作起來勢必更加辛苦。Gijlers 與 de Jong（2005）的研究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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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了其中一組進行質性分析，這一組的特點就是小組內兩位學生其先備知識差
異相當大，研究發現，這樣的組合是沒有成效的，兩人之間也沒能互相給予幫
助。
另外，研究結果也顯示，高先備知識學生的筆記品質對於立即學習成效也
有顯著的直接效果（β = .461, p < .01），表示高先備知識學生產出的筆記品質
越高，其立即學習成效也會越好。但相反地，低先備知識學生的筆記品質與立
即學習成效卻無關連。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低先備知識學生在課堂中透過電
腦輔助或是小組合作、分享筆記的幫忙，因此能產出較為完整的筆記，尤其是
在異質組中的低先備知識學生，如之前所述，其筆記品質平均分數為 40.93 分，
遠高於同質組中低先備知識學生的 32.23 分，但兩者的立即學習成效則幾乎相
同，分別為 0.15、0.14，由此可見，異質組中的低先備知識學生雖然能寫出較
為完整的筆記，卻對其立即學習成效幫助不大。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低先備
知識學生雖然透過幫助產出較為完整的筆記，但卻沒有進行適當的編碼、訊息
處理，或是說沒有時間進行，因為寫筆記策略確實對於低先備知識學生是一項
困難的任務。低先備知識學生若沒有真正的理解筆記內容並內化成自己的知識，
自然無法反映在其學習測驗上。Bretzing 與 Kulhavy（1981）就指出，學生的筆
記傾向於將內容逐字記下而已，Kiewra 與 Fletcher（1984）也提到，他們實際
指導學生寫出經過自己整理、思考的筆記，但發現大部分的學生還是作不到。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低先備知識學生藉由分享式數位筆記的便利性，使用複製
貼上的功能抄襲能力較好的組員其筆記內容。為證實這項猜測，研究者實際檢
視在異質組中的學生所完成的筆記，結果顯示確實可能有抄襲組員筆記的情形
發生（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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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小組中兩位學生可能發生的筆記抄襲情況

圖 8 中的 H 學生和 L 學生分別代表該異質組中的高和低先備知識學生，從
圖中可以發現該組兩位學生在檔案分享單元裡所完成的筆記極為類似，仔細查
看更會發現兩份筆記中的錯字與不完整的句子也很相似
（如圖 8 中的 a 和 b 處）
。
但尚無法證明是低先備知識學生抄襲高先備知識學生，因此進一步檢視兩位學
生在檔案分享單元中的前、後測成績。H 學生的前測成績為 65 分、後測成績為
90 分，進步 25 分；L 學生的前測成績為 25 分、後測成績為 20 分，反而退步 5
分，且兩位學生分數的差距甚大，因此合理懷疑低先備知識學生是抄襲其高先
備知識組員的筆記。Koedinger（2006）的研究就發現，學生寫筆記時使用複製
貼上是無益於學習的，雖然筆記的內容可能會變多，但學生在產出筆記的過程
中卻無法有效發揮編碼的作用。從上述的實例就能呼應 Koedinger 的研究，L
學生的筆記分數與 H 學生相近，但對於 L 學生的學習成就測驗卻沒有幫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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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低先備知識學生記下較多較完整的筆記若不是經過自己編碼或有效的訊息
處理而成，而是透過分享的機制抄襲組員的筆記，自然無法增進其學習成效。
另外，研究結果也顯示，低先備知識學生使用的複習策略對於立即學習成
效也有顯著的直接效果（β = .489, p < .001），表示低先備知識學生若使用提問
複習策略，會有較好的立即學習成效。從描述性統計結果就可看出，使用提問
策略複習筆記的低先備知識學生，其立即學習成效為 0.26，高於全體低先備知
識學生的 0.14，更遠高於使用一般閱讀方式複習筆記的低先備知識學生的 0.03。
從先前相關的實證研究來看，確實能發現以提問策略複習筆記的成效。King
（1992a）的研究是針對大學生於社會科課堂上比較使用提問策略複習筆記與以
一般閱讀方式複習筆記的學習成效，研究發現提問組比閱讀組在立即後測分數
上高出了 13%。Call（2000）的研究也發現使用提問策略複習筆記能幫助學生
組織自己的筆記和增進對於課堂內容的理解。Laidlaw 等人（1993）的研究則
是針對小學高年級學生於科學課使用提問策略複習自己寫的筆記，研究發現，
整體來說，使用提問策略複習自己上課時寫的筆記是有效的，學生的立即測驗
分數因而有所提升。然而上述研究都是以全體學生來看，而沒有區分其先備知
識的差異。本研究的結果卻顯示提問複習策略確實是有效的，但僅對低先備知
識學生有效。可能的原因是低先備知識學生在筆記的產出階段，必須一邊聽課
一邊摘記筆記，因此沒有足夠的心力進行有效的編碼與認知學習過程，可能僅
僅是將內容逐字記下而已（Bretzing & Kulhavy, 1981）
，自然對於其筆記內容無
法充分的理解，但到了複習階段，學生就能有較充裕的時間去檢視筆記並回憶
課堂內容，再搭配與寫筆記策略一樣是認知學習策略的提問策略，因此能幫助
低先備知識學生在複習階段進行有效的認知歷程，獲得新知識。這和辜玉旻
（2007）的實證結果類似，辜玉旻研究發現，能力較差的學生於閱讀文章時將
寫筆記策略和附加問題（不是由學生自己提問）相結合，能提升其後測分數，
代表寫筆記策略和附加問題相結合能促進能力較差的學生對文章的理解。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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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高先備知識學生其能力較好，在筆記產出階段時應該就能有心力去進行
有效的編碼，幫助其認知學習歷程，將課堂內容與其先備知識作連結，對課堂
內容會有較佳的理解，因此在複習階段，不論是使用提問策略或是僅用一般的
閱讀方式都沒有太大的差異。Pressley 等人（1989）認為，學習者擁有充足的
先備知識通常會減少需要使用學習策略的動機，甚至直接忽略使用學習策略，
而本研究的提問組不僅是已經導入了寫筆記策略，於複習階段還加入提問策略
來複習筆記，且兩者都屬於認知學習策略，因此提問策略可能就被高先備知識
學生給忽略或是得到的幫助較小，無法和筆記產出階段時相比。

第三節 高、低先備知識學生的綜合學習成效
研究結果顯示，不論是高或低先備知識的學生，其小組組成、使用的複習
策略和筆記品質對於綜合學習成效都沒有顯著的相關或顯著的直接、間接效果。
本研究的綜合學習測驗是在四個課程單元結束後兩週進行，測驗前會讓學生有
10 分鐘時間檢視筆記進行最後的複習，但因時間的限制（僅有 10 分鐘）
、測驗
範圍大（涵蓋四週的四個單元）和現場實際的觀察（學生大多沒有利用這 10
分鐘進行複習）
，應可將綜合學習測驗視為延遲學習測驗（測學生的學習保留）。
而根據 Di Vesta 與 Gray（1972）的論述，筆記本身就是一個外部儲存，外部儲
存的功能是讓學生能於課後複習、參考，喚起學生課堂上的記憶，被認為能增
進學習保留（Kiewra, 1989），因此學生的筆記品質應能預測其學習成就測驗的
表現。Baker 與 Lombardi（1985）的研究探討大學生的課堂筆記與延遲成就測
驗的關係，結果即顯示，課堂筆記品質與延遲成就是有顯著相關的。
相關的論述和研究與本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會有這樣的差別，可能的原因
是本研究採用數位筆記以雲端的方式儲存在 Google Docs，學生若想要在課後瀏
覽筆記進行複習必須在有電腦及網路的場所，造成想複習筆記時的困難。且一

68

般小學生使用電腦的頻率本就不高，大多也會受到家長的控管，在實驗過程中
就有學生向研究者反映在家能使用電腦的時間非常少，甚至有少數同學家裡沒
有電腦，都可能是筆記本身對於綜合學習成效無法發揮外部儲存功能的原因。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高、低先備知識學生的立即學習成效都能直接預測其
綜合學習成效，因此或可藉由增進學生的理解增加其立即學習成效來幫助學生
提升其綜合學習成效。

第四節 高、低先備知識學生的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
研究結果顯示，低先備知識學生其使用的複習策略對於資訊課學習態度改
變有顯著的直接效果（β = -.380, p < .05），表示低先備知識學生若使用提問策
略複習筆記，會有較差的資訊課學習態度。究其原因，可能是學生的先備知識
不足、能力較差，所以導入太多的學習策略會讓低先備知識學生的認知負荷過
高，無法負擔進而影響到學習態度，而當認知負荷過高，超越了學生所知覺的
認知能力，就會在當時的「心理」或「生理」上引起了負擔、苦惱或憂慮，甚
至失敗或挫折的後設概念（黃克文，1996）
，類似的負面情緒就可能會降低學生
的學習態度。Hembree 與 Dessart（1986）的研究就發現，學生在數學課的學習
過程中有較高的認知負荷會負面影響學生對於數學的態度。
本研究同時也發現，低先備知識的學生若使用提問策略複習筆記，會有較
好的立即學習成效。因此，對於先備知識不足或能力較差的學生，多給予訓練
或導入合適的學習策略，適度地增加其認知負荷，在學習態度上可能會稍有退
步，卻應能幫助提升其學習成效。若想要獲得好的學習成果，在學習過程中勢
必得花更多心力，尤其對能力本就不足的學生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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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兩小節，第一節為結論，在總結本研究的結果；第二節為建議，
乃依照研究結果與其相關的討論對教學應用和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分別針對高、低先備知識的國小高年級學生探討其於資
訊課進行小組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小組的同質和異質的組成方式（依據學生
的先備知識之差異）與是否使用提問複習策略對於立即學習成效、綜合學習成
效和資訊課學習態度改變的預測能力，並檢驗學生的筆記品質是否為一有效的
中介變項。
針對高先備知識學生，研究發現：
1.

高先備知識學生在同質組，能有較好的立即學習成效。

2.

高先備知識學生的筆記品質能直接預測立即學習成效。

3.

高先備知識學生的立即學習成效能直接預測綜合學習成效。

4.

高先備知識學生的筆記品質不具有直接或間接的中介效果。

針對低先備知識學生，研究發現：
1.

低先備知識學生在異質組，能有較佳的筆記品質。

2.

低先備知識學生使用提問策略複習筆記，能有較好的立即學習成效。

3.

低先備知識學生的立即學習成效能直接預測綜合學習成效。

4.

低先備知識學生使用提問策略複習筆記，對資訊課的學習態度會較
差。

5.

低先備知識學生的筆記品質不具有直接或間接的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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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從教學與研究上提出以下建議，作為日後教師進行類似教學活動或
研究者進行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教學實務上的建議
（一）關於高先備知識學生
研究發現，高先備知識學生的筆記品質與立即學習成效有顯著正相關，因
此，分享式數位筆記教學活動對於高先備知識學生應是有效的，教師可以採用，
且可以試著教導高先備知識學生更高階的寫筆記技巧，提昇其筆記品質。研究
也發現，高先備知識學生若在同質組能提昇其立即學習成效，因此，教師應該
多教導高先備知識學生如何與能力不及自己的同學一起合作、學習，能夠相互
幫助且不至於降低學習成效。
（二）關於低先備知識學生
研究發現，低先備知識學生的筆記品質與學習成效沒有顯著相關，表示低
先備知識學生對於自己的筆記內容很可能沒有充分理解，只是將內容逐字記下
而已，甚至是使用複製貼上的功能抄襲組員的筆記，因此，教師應該要特別留
意先備知識不足或能力較低的學生，避免筆記抄襲的情形發生，適當的時候也
要給予幫助，並教導正確的寫筆記方式，不能單純將內容記下卻未經思考與整
理，這樣無益於學習成效。研究也發現，低先備知識學生若在異質組能提昇其
筆記品質，因此教師也應該關注異質組中的合作過程，避免低先備知識學生是
透過搭便車的方式，反而沒有真正進行學習。研究也發現，低先備知識學生若
使用提問策略複習筆記能提昇其立即學習成效，因此，建議教師未來若在教學
時導入寫筆記策略，可以特別針對低先備知識學生進行提問策略的教學與訓練，
促進其理解並進而提昇其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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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研究上的建議
（一）檢視課堂中每一個小組的互動過程
本研究讓學生以小組進行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主要蒐集學生的筆記品質、
學習成效與態度等量化資料。不過根據研究結果與討論，顯示低先備知識學生
可能是透過搭便車甚至用複製貼上的方式而產出較高品質的筆記，但卻沒有真
正學習到。因此，除了量化資料外，小組內的學生於課堂中是如何分享筆記、
合作或是口頭討論的內容都是值得關注的。Gijlers 與 de Jong（2005）也提到，
教師應該要留意小組內的學習過程，並且在需要的時候介入。因此，建議未來
研究可以於課堂中透過錄影的方式將小組的互動過程記錄下來和利用電腦系統
記錄學生使用電腦寫筆記的完整資訊，以進行進一步的分析、探討。
（二）採用不同的科技工具進行並擴展至其他學科
本研究以分享式數位筆記的形式於資訊課堂中進行教學活動，學生使用 PC
透過滑鼠、鍵盤打字來記錄數位筆記，並藉由網路平台將筆記分享給組員。結
果顯示，學生於資訊課堂中使用 PC 進行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應是可實行的。
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採用不同的科技工具（例如：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並採
用其他學科進行分享式數位筆記活動，了解其可行性及對學生的幫助，推廣分
享式數位筆記活動，讓學生能從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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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各單元之學習成就測驗

第一單元-網頁的內容與存取
1. 下列何者『不』屬於「文字」的格式或屬性？
(1) 長寬
(2) 顏色
(3) 斜體
(4) 粗體
2. 小明寫了一篇日記，想移動日記內容在網頁中的位置，請問他要使用下列哪
一種網頁元素的屬性？
(1) 超連結
(2) 圖片
(3) 影片
(4) 文字
3. 下列關於網頁中「圖片」格式的功能何者正確？
(1) 可以把文章移至中央的位置
(2) 可以改變文字的顏色和大小
(3) 可以連結到其他網頁
(4) 可以插入照片
4. 下列關於「超連結」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1) 按下「超連結」，原來的網頁一定會被新的網頁取代
(2) 「超連結」只能用來連結網頁
(3) 圖片上不能設定「超連結」
(4) 「超連結」可用來連結到其他網頁
5. 編寫網頁的標籤碼是以下列何種符號標示？
(1) ｛ ｝
(2) （ ）
(3) ＜ ＞
(4) ［ ］
6.
昨晚我去台北搭貓

昨晚我去台北搭貓

空纜車，從貓空纜

空纜車，從貓空纜車

車上看台北的夜景
圖ㄅ
圖ㄅ
真是美麗。

上看台北的夜景真
圖ㄆ
圖ㄆ
是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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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華在網頁上寫下了一段文字如圖ㄅ，經過一些處理後變成圖ㄆ，請問小華
可能使用了哪些功能？
(1) 大小、底線、粗體
(2) 斜體、底線、大小
(3) 底線、粗體、斜體
(4) 大小、斜體、粗體
7. 若要在網頁中加入圖片，網頁的標籤碼中要使用<img src="A">來得到圖片
來源，請問雙引號中 A 的部分應填入「圖片」的什麼屬性？
(1) 大小
(2) 對齊方式
(3) 檔名
(4) 顏色
8. 下列哪一種對齊方式『不』屬於文字中的「段落」屬性？
(1) 靠右對齊
(2) 向後對齊
(3) 靠左對齊
(4) 置中對齊
9. 網頁中「超連結」的屬性為何？
(1) 超連結的字型
(2) 超連結的大小
(3) 超連結要連結的檔案來源或網址
(4) 超連結的對齊方式
10. 下列關於網頁中「文字」的功能何者正確？
(1) 可以插入音樂
(2) 可以用來插入圖片
(3) 可以用來敘述事情
(4) 可以連結其他網頁
11. 小明想要製作一個介紹動物的網頁，請問以下何者是『錯誤』的？
(1) 利用文字的格式將標題「動物大觀園」變成斜體
(2) 利用圖片的格式改變「團團和圓圓的照片」的長與寬
(3) 利用圖片的格式插入「團團和圓圓的照片」
(4) 利用超連結的格式將標題「動物大觀園」的字體變大
12. 請參考下列項目，選出瀏覽網頁的正確程序。
甲、網頁伺服器接受要求
乙、個人電腦向網頁伺服器送出要求
丙、在個人電腦的瀏覽器中輸入網址
丁、網頁伺服器傳送網頁及相關檔案給個人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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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丙甲乙
(2) 丙乙甲丁
(3) 丙乙丁甲
(4) 丙丁甲乙
13. 當按下超連結時，『不可能』發生什麼事。
(1) 電腦閞啟新的瀏覽器視窗
(2) 電腦向網頁伺服器送出要求
(3) 會連結到其他網頁
(4) 改變網頁的文字大小
14. 小華在電腦課使用瀏覽器，請問下列哪一項『不是』他用瀏覽器可以做到的
事情？
(1) 用來製作個人網頁
(2) 用來連結到學校網頁伺服器取得學校的最新消息
(3) 可以讓小華與網頁內容互動
(4) 將標籤碼解讀成平常看到的網頁
15. 下列哪些是網頁瀏覽器軟體？

甲、IE

乙、Google Earth

丙、FireFox

丁、Chrome

(1) 甲乙丙
(2) 甲丙丁
(3) 甲乙丁
(4) 乙丙丁
16. 關於伺服器與個人電腦的敘述，何者正確？
(1) 網頁伺服器是我們在電腦教室中使用的，個人電腦是在家裡使用的
(2) 網頁伺服器接受單人連線，個人電腦接受多人連線
(3) 網頁伺服器不需要任何軟體即可運作，個人電腦需要特定軟體才能運作
(4) 網頁伺服器提供網頁檔案，個人電腦接收網頁檔案
17. 平常我們從瀏覽器中看到的網頁內容，實際上是由一連串的什麼東西組織而
成？
(1) 亂碼
(2) 標籤碼
(3) 條碼
(4) 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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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阿德想做一個網站，與大家分享暑假和爸媽去墾丁旅行的遊記，請問下列哪
一項，不是網頁元素的主要功能？
(1) 透過照片，讓網站更生動活潑
(2) 利用文字，介紹各個景點
(3) 使用超連結，讓網站更美觀
(4) 透過超連結，連結到網路相簿
19. 小慧想做一個網站，與同學分享自己學習料理的心得，請問在分享的過程中，
哪一件事是小慧應該要做的？
(1) 小慧把她做好的網站上傳到伺服器
(2) 小慧把她做好的網站上傳到瀏覽器
(3) 小慧必須告訴同學她網站的標籤碼
(4) 小慧必須告訴同學她網站的識別碼
20. 小明想要改變「永信國小」的字體大小，請問小明應該要用下列哪一種標籤
碼？
(1) {font size=5} 永信國小 {/font}
(2) <font size=5> 永信國小 </font>
(3) (font size=5 )永信國小 (\font)
(4) [font size=5] 永信國小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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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檔案分享
1. 請問檔案傳輸中「上傳」是什麼意思？
(1) 將檔案從 FTP 主機傳送到自己的電腦中
(2) 將檔案從自己的電腦傳送到 FTP 主機中
(3) 將檔案從自己的電腦傳送到隨身碟中
(4) 將檔案從隨身碟傳送到自己的電腦中
2. 每位同學在 FTP 主機都有 10MB 的磁碟空間和個人專屬資料夾，小華用自己
的帳號密碼登入 FTP 主機後，下列何者是有可能發生的情形？
(1) 小華不小心將網頁檔案傳到小英的 FTP 資料夾，趕緊將檔案刪除
(2) 小華不小心進入小英的 FTP 資料夾，趕緊登出
(3) 小華的網頁檔案超過了 10MB，於是他將 FTP 主機分配給他的空間大小
改成 20MB
(4) 小華的網頁檔案超過了 10MB，無法全部上傳
3. 網頁製作完成後，可以透過下列哪一個軟體傳輸至 FTP 主機？
(1) Word
(2) Excel
(3) 瀏覽器
(4) Google 地球
4. 小英想將製作好的網頁上傳到老師的 FTP 主機中，請問下列哪個動作是不需
要的？
(1) 輸入自己的 IP 位址
(2) 輸入自己的帳號密碼
(3) 輸入老師 FTP 主機的網址
(4) 透過 FTP 軟體傳輸檔案
5. 小華使用個人電腦從 FTP 主機進行下載檔案，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 此時小華的個人電腦負責傳送檔案，FTP 主機負責接受檔案
(2) 此時小華的個人電腦負責接受檔案，FTP 主機負責傳送檔案
(3) 此時小華的個人電腦和 FTP 主機同時都在接受檔案
(4) 此時小華的個人電腦和 FTP 主機同時都在傳送檔案
6. 下列何者『不是』FTP 主機可以做的事？
(1) 增加使用者的連線速度
(2) 讓使用者分享檔案
(3) 讓使用者下載檔案
(4) 讓使用者透過網路存放檔案
7. 關於 FTP 主機和個人電腦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 通常 FTP 主機會分配給每個使用者固定的磁碟空間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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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電腦的磁碟空間大小可由自己來決定，通常越大的磁碟空間價錢越
貴
(3) 使用者在 FTP 主機上可以隨意去觀看其他人的資料夾
(4) 個人電腦不能讓多人同時登入
8. 胖虎將自己的演唱會錄製成兩段影片，其中演唱會前半段影片的檔案大小為
4MB，後半段影片的檔案大小為 6MB，老師 FTP 主機分配給胖虎的磁碟空間
是 5MB，請問胖虎透過下列哪個方法是『無法』順利上傳影片的？
(1) 直接將兩段影片上傳到老師的 FTP 主機
(2) 只上傳前半段影片到老師的 FTP 主機
(3) 將兩段影片合併成一個 5MB 以下的壓縮檔，再上傳到老師的 FTP 主機
(4) 請老師多分配一點磁碟空間給胖虎
9. 有一個 FTP 網站的網址是 www.tpc.edu.tw，請問其 FTP 網址的完整寫法應
該是什麼？
(1) p2p://www.tpc.edu.tw
(2) ftp://www.tpc.edu.tw
(3) http://www.tpc.edu.tw
(4) https://www.tpc.edu.tw
10. 大雄想要把報告的檔案傳送到老師的 FTP 主機中，可是卻無法成功，請問下
列哪一項『不會』是大雄無法成功的原因？
(1) 輸入錯誤的 FTP 主機網址
(2) 登入錯誤的帳號密碼
(3) 大雄和靜香同時傳輸檔案到老師的 FTP 主機
(4) 檔案超過老師分配的磁碟空間大小
11. 所謂的「電腦協定」是指什麼？
(1) 人和人溝通的語言
(2) 人和電腦溝通的語言
(3) 人和網路溝通的語言
(4) 電腦和電腦溝通的語言
12. 志明使用 P2P 軟體抓取網路上的資料，請問下列哪一項『不是』他可能會遇
到的情形？
(1) 網路連線速度變慢
(2) 需要登入別人的電腦
(3) 同時連線到多台電腦
(4) 自己的電腦成為被別人抓取資料的主機
13. 佩珊想要把做好的網站上傳到老師架設的 FTP 中，請問下列這些情境的先後
順序應該是？
甲、輸入老師的 FTP 主機的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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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把網站上傳到老師的 FTP 主機
丙、開啓 FTP 軟體
丁、輸入 FTP 主機給你的帳號和密碼
(1) 甲丙丁乙
(2) 丙丁甲乙
(3) 丙甲丁乙
(4) 丙乙丁甲
14. 對於 FTP 和 P2P 的描述，下列哪一個是對的？
(1) FTP 就像書店一樣會把檔案集中在 FTP 主機
(2) FTP 一次只能讓一位使用者下載檔案
(3) P2P 軟體只能下載，不能上傳
(4) P2P 軟體，只要是想要的資料都可以抓得到
15. 小慧使用某種軟體，同時從多台電腦抓取同一個檔案的不同區段，最後在小
慧的電腦中合成一個完整的檔案，請問小慧是使用以下哪一種軟體？

IE
(1)
(2)
(3)
(4)

CuteFTP

FileZilla

BT

IE
CuteFTP
FileZilla
BT

16. 小健想要利用 P2P 軟體在網路上分享他自製的音樂，請問下列哪一件事是他
必須做的？
(1) 把檔案放在分享的資料夾
(2) 把檔案上傳到 FTP 主機
(3) 把檔案加上超連結
(4) 把檔案複製成很多份
17. 什麼是 P2P？
(1) 檔案傳輸協定
(2) 點對點的檔案傳輸技術
(3) 網頁的儲存格式
(4) 影像圖片的檔案格式
18. 如果想要把自己的檔案分享給別人時，關於 FTP 或 P2P 的描述，下列何者正
確？
(1) FTP 是將要分享的檔案放在自己的電腦中
(2) P2P 是將要分享的檔案放在自己的手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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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TP 軟體可將檔案切割成多段，使用者可同時從多台 FTP 主機中分段抓
取
(4) P2P 軟體可將檔案切割成多段，使用者可同時從多台電腦主機中分段抓
取
19. 小志想要抓取小英用 P2P 軟體分享的檔案，請問他必須先做什麼事？
(1) 先輸入自己的帳號密碼
(2) 先輸入小英的 P2P 站台位址
(3) 先登入小英的電腦
(4) 先打開自己的 P2P 軟體
20. 建宏在家使用 P2P 軟體，使得家裡的網路速度變慢，請問網路速度變慢的主
要原因是什麼？
(1) 建宏的電腦同時開啓太多瀏覽器視窗
(2) 建宏的電腦同時開啓太多應用程式
(3) 建宏的電腦同時與多台電腦連結，佔用網路頻寬
(4) 建宏的電腦使用 P2P 軟體會消耗大量電力，使網路效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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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電腦連線上網的方式
1. 阿輝目前擁有個人電腦，他想申請 ADSL 連線上網，請問下列何者『不是』
阿輝需要的基本配備？
(1) 網路電話
(2) 網路線
(3) 數據機
(4) 網路卡
2. 在電腦教室中，如果同學之間想要用即時通（或 MSN）討論上課的筆記，請
問他們的電腦『必須』安裝下列哪一種硬體設備？
(1) 光碟機
(2) 喇叭
(3) 網路卡
(4) 麥克風
3. 下面關於無線網路的敘述何者正確？
(1) 無線網路的速度一定比有線網路還快
(2) 電腦仍有接著網路線，只是網路線隱藏起來看不到
(3) 無線網路在使用上比有線網路穩定
(4) 可以使用無線網卡來進行上網
4. 下面關於網路連線方式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1) ADSL 是透過電話線路進行連線
(2) 電話撥接是透過數據機進行連線
(3) 光纖上網需要透過光電轉換器來進行連線
(4) 我們學校電腦教室的電腦是使用無線網路來上網
5. 下列網路連線方式何者最快？
(1) ADSL
(2) 光纖
(3) 電話撥接
(4) Cable 有線電視線路
6. 關於無線網路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1) 使用無線電波傳送訊號
(2) 需要無線基地台接收訊號
(3) 無線電波不受距離或障礙物的影響
(4) 無線網路的訊號強弱和連線速度較不穩定
7. 下列何者可能是在使用無線上網時，速度常常會『不穩定』的原因？
(1) 因為無線網路的使用者太少
(2) 因為使用電腦的地點和無線基地台間被大樓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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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為無線網路傳輸速度過快，因此造成不穩定
(4) 因為無線網路收費較便宜，所以服務品質較差
8. 小明的家裡是使用電話撥接方式上網，下列哪一種情形最有可能發生？
(1) 小明每個月需固定繳給電信公司 399 元的無線上網費用
(2) 小明下載資料的速度會比使用 ADSL 還快
(3) 小明在上網時，打同一支家用電話和小英聊天
(4) 小明需要先購買一台數據機才能上網
9. 小明現在要幫公司設置一間電腦教室，公司希望連線速度越快越好，網路也
要穩定，費用部分可以不用考慮，請問小明最有可能使用哪種連線方式？
(1) 電話撥接
(2) 光纖網路
(3) ADSL
(4) 無線網路
10. 關於 Cable（有線電視線路）上網速度的敘述，下列何者最為正確？
(1) 上網速度比 ADSL 還快
(2) 上網速度比電話撥接還慢
(3) 上網速度比光纖還快
(4) 上網速度要視上網的人數而決定
11. 關於有線網路的敘述，請問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
(1) 經由線路傳送無線電波
(2) 最適合在戶外使用
(3) 網路傳輸速度比無線網路穩定
(4) 電腦距離數據機太遠，則難以接收網路訊號
12. 小明想在公園裡使用筆記型電腦，卻發現無法連上無線網路，下列哪個原因
和無法連線是『無關』的？
(1) 附近沒有無線基地台
(2) 訊號被附近的大樓或牆壁擋住
(3) 沒有啟動無線網路卡
(4) 他忘了帶網路線
13. 網路連線（包括有線和無線）『不會』經由什麼方式來傳送訊號？
(1) 超音波
(2) 光
(3) 電
(4) 無線電波
14. 下列哪一種情境是可能發生的？
(1) 小明在家裡利用同一個電話號碼，一邊用 ADSL 上網，一邊講電話
(2) 小英用 Cable（有線電視纜線）上網後，第四台就無法收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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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華在公車上用有線網路上網
(4) 阿丁把家裡的電話撥接上網換成光纖上網後，發現速度變慢了
15. 爸爸為了要能常常上網收 E-mail 所以選擇了無線網路，請問以下哪一項較
有可能是爸爸選擇無線網路的理由？
(1) 連線速度最快
(2) 可隨時隨地上網
(3) 連線非常穩定
(4) 可以收到比較多的 E-mail
16. 下列哪一項是無線上網所需要的設備？
(1) 無線麥克風
(2) 無線電對講機
(3) 網路線
(4) 無線網路卡
17. 媽媽旅行的途中，想要把筆記型電腦中的照片寄給大家欣賞，可是卻發現附
近沒有網路可以使用，只好打手機向小明求救，請問小明該給她什麼建議呢？
(1) 使用收音機無線上網
(2) 使用電腦透過手機無線上網
(3) 使用手機透過電腦無線上網
(4) 使用數據機無線上網
18. 家裡面的桌上型電腦常常以有線上網的方式連接網路，下列哪一項通常『不
是』被考量的因素？
(1) 網路訊號的穩定度
(2) 連線速度的快慢
(3) 電腦與網路卡的距離
(4) 需要經常移動電腦主機的可能性
19. 為什麼有線網路比無線網路穩定？
(1) 因為訊號是經由線路傳送
(2) 因為有線網路速度比較慢
(3) 因為大部份的人都使用有線網路
(4) 因為網路架設比較容易
20. 使用有線網路時，網路線傳輸是什麼訊號？
(1) 無線電波
(2) 光電訊號
(3) 紅外線
(4) 超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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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影像檔案
1. 小新用電腦上的「小畫家」畫了一張自畫像，下列哪一種不是他在儲存檔案
時可以選擇的格式？
(1) .BMP
(2) .JPG
(3) .GIF
(4) .HTML
2. 關於 JPG 格式的檔案，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1) 色彩數有 256 色
(2) 常用於美工圖案
(3) 是一種被壓縮過的影像格式
(4) 可以支援動畫
3. 在網路上常使用一種影像檔案的格式，它是一種影像的壓縮檔，比一般格式
的影像檔案小很多，請問最有可能是下列哪種格式的檔案？
(1) .BMP
(2) .JPG
(3) .DOC
(4) .HTML
4. 下列關於 JPG 格式和 GIF 格式的比較，何者是正確的？
(1) GIF 檔的色彩數比 JPG 檔的色彩數多
(2) JPG 檔常因為色彩數較少，因此常用於美工圖案上
(3) GIF 檔和 JPG 檔都可支援動畫
(4) GIF 檔可以使用透明背景
5. 小明想要儲存一張自拍的數位相片，請依據下表判斷使用哪一種檔案格式的
相片會最真實，看起來會最像小明本人？

(1) 使用 GIF 檔，因為壓縮後畫質更好
(2) 使用 GIF 檔，因為色彩比較豐富
(3) 使用 JPG 檔，因為色彩比較豐富
(4) 使用 JPG 檔，因為原始檔案儲存成 JPG 檔案比 GIF 檔案小
6. 若老師要把全班出遊的照片寄送給班上的所有同學，想要保持照片原有的清
晰度與色彩豐富，但又要考量傳輸頻寬有限的情況，請依據下表判斷，老師
應該將照片儲存為哪種檔案格式較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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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PG
(2) .BMP
(3) .GIF
(4) .TIFF
7. 如果想要自己製作一個不斷在眨眼睛的可愛笑臉 MSN 表情符號，應將檔案
儲存成哪種格式較為恰當？
(1) 影像經過壓縮的 JPG 格式
(2) 色彩豐富的 BMP 格式
(3) 可以處理文書的 DOC 格式
(4) 可以製作動畫的 GIF 格式
8. 小黑在網路上抓了一張圖片，想要將圖片的背景透明化，請問他要將圖片存
成何種檔案格式才能將背景透明化？
(1) .JPG
(2) .GIF
(3) .BMP
(4) .MP3
9. 為什麼在網頁上放置的影像格式大多使用 GIF 或 JPG 格式，而不儲存成 BMP
格式？
(1) 因為 BMP 沒有辦法存成彩色影像
(2) 因為 GIF 或 JPG 格式的檔案較小，在網路上的傳輸速度較快
(3) 因為 BMP 不屬於影像檔案格式
(4) 因為網頁上只能用 GIF 或 JPG 格式
10. 下列何種格式可以製成網路上的動畫檔案？
(1) .BMP
(2) .JPG
(3) .GIF
(4) .DOC
11. 影像檔案中的顏色是從哪三種顏色調配出來的？
(1) 藍、黃、綠
(2) 藍、黃、紅
(3) 黃、綠、藍
(4) 藍、綠、紅
12. 下面『圖一』的布丁狗經過處理並儲存成什麼影像格式後會變成『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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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GIF
.BMP
.DOC
.JPG

13. 小明在電腦上用 500 種顏色畫了一幅自畫像，他希望能清晰地把自畫像的檔
案儲存起來，而且不會有失真的情況發生，那麼他應該要存成什麼格式呢？
(1) .MP4
(2) .BMP
(3) .JPG
(4) .GIF
14. 下列何者是將影像檔案壓縮的主要目的？
(1) 讓檔案的大小變小
(2) 讓影像色彩更豐富
(3) 讓影像失真
(4) 讓畫質更好
15. 小華用「小畫家」畫了一張生日卡片要送給妹妹，他把卡片以甲、乙、丙、
丁四種不同的色彩類型各存成一個檔案，各張圖占的硬碟空間大小是甲>乙>
丙>丁，請問「乙」可能是哪一種色彩類型儲存的？
(1) 黑白
(2) 16 色
(3) 256 色
(4) 全彩
16. 目暮警官委託柯南辨視兩張圖片的真偽，柯南仔細觀察後，指出其中一張圖
片有經過壓縮處理，請問下列哪一項『不是』他判斷出這張圖片的依據？
(1) 檔案比較小
(2) 網路傳輸檔案需要的時間比較長
(3) 圖片比較模糊
(4) 檔案是 JPG 格式
17. 小明將一張海綿寶寶的圖以 256 色的影像類型儲存，請問下列的敘述哪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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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的？
(1) 圖裡的每一個點有 256 種顏色可選擇
(2) 圖裡的每一個點有 256 種顏色
(3) 圖裡有 256 種以上的顏色
(4) 圖裡的顏色剛好有 256 種
18. 下列哪一項不是影像壓縮可達到的效果？
(1) 讓圖片適合放在網頁上
(2) 儲存比較不占空間
(3) 讓影像變清晰
(4) 網路傳送速度快
19. 什麼是「影像失真」？
(1) 影像經過壓縮
(2) 影像畫面不存在於真實世界，是虛構的，例如：卡通圖片
(3) 利用繪圖軟體修改過的影像
(4) 壓縮的影像還原後和原本的影像看起來有差異
20. 下列哪一項不是 BMP 影像格式的特性？
(1) 支援全彩
(2) 適合放在網頁上
(3) 不會失真
(4) 是未經壓縮的影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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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學習成就測驗
1. 編寫網頁的標籤碼是以下列何種符號標示？
(1) ｛ ｝
(2) ＜ ＞
(3) （ ）
(4) ［ ］
2. 所謂的「電腦協定」是指什麼？
(1) 人和人溝通的語言
(2) 人和電腦溝通的語言
(3) 人和網路溝通的語言
(4) 電腦和電腦溝通的語言
3. 網路連線（包括有線和無線）『不會』經由什麼方式來傳送訊號？
(1) 超音波
(2) 光
(3) 電
(4) 無線電波
4. 什麼是「影像失真」？
(1) 影像經過壓縮
(2) 影像畫面不存在於真實世界，是虛構的，例如：卡通圖片
(3) 利用繪圖軟體修改過的影像
(4) 壓縮的影像還原後和原本的影像看起來有差異
5. 關於無線網路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1) 使用無線電波傳送訊號
(2) 需要無線基地台接收訊號
(3) 無線電波不受距離或障礙物的影響
(4) 無線網路的訊號強弱和連線速度較不穩定
6. 下列哪一項不是影像壓縮可達到的效果？
(1) 讓影像變清晰
(2) 網路傳送速度快
(3) 儲存比較不占空間
(4) 讓圖片適合放在網頁上
7. 下列哪些是網頁瀏覽器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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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IE
乙、Google Earth
丙、FireFox
丁、Chrome
(1) 甲乙丙
(2) 甲丙丁
(3) 甲乙丁
(4) 乙丙丁
8. 下列關於「超連結」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1) 按下「超連結」，原來的網頁一定會被新的網頁取代
(2) 「超連結」只能用來連結網頁
(3) 圖片上不能設定「超連結」
(4) 「超連結」可用來連結到其他網頁
9. 關於 Cable（有線電視線路）上網速度的敘述，下列何者最為正確？
(1) 上網速度比 ADSL 還快
(2) 上網速度比電話撥接還慢
(3) 上網速度比光纖還快
(4) 上網速度要視上網的人數而決定
10. 阿德想做一個網站，與大家分享暑假和爸媽去墾丁旅行的遊記，請問下列哪
一項，不是網頁元素的主要功能？
(1) 透過照片，讓網站更生動活潑
(2) 利用文字，介紹各個景點
(3) 使用超連結，讓網站更美觀
(4) 透過超連結，連結到網路相簿
11. 胖虎將自己的演唱會錄製成兩段影片，其中演唱會前半段影片的檔案大小為
4MB，後半段影片的檔案大小為 6MB，老師 FTP 主機分配給胖虎的磁碟空間
是 5MB，請問胖虎透過下列哪個方法是『無法』順利上傳影片的？
(1) 請老師多分配一點磁碟空間給胖虎
(2) 只上傳前半段影片到老師的 FTP 主機
(3) 直接將兩段影片上傳到老師的 FTP 主機
(4) 將兩段影片合併成一個 5MB 以下的壓縮檔，再上傳到老師的 FTP 主機
12. 小明將一張海綿寶寶的圖以 256 色的影像類型儲存，請問下列的敘述哪一項
是對的？
(1) 圖裡的每一個點有 256 種顏色可選擇
(2) 圖裡的每一個點有 256 種顏色
(3) 圖裡有 256 種以上的顏色
(4) 圖裡的顏色剛好有 256 種
13. 小明想要製作一個介紹動物的網頁，請問以下何者是『錯誤』的？
(1) 利用圖片的格式插入「團團和圓圓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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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文字的格式將標題「動物大觀園」變成斜體
(3) 利用超連結的格式將標題「動物大觀園」的字體變大
(4) 利用圖片的格式改變「團團和圓圓的照片」的長與寬
14. 當按下超連結時，『不可能』發生什麼事。
(1) 電腦閞啟新的瀏覽器視窗
(2) 電腦向網頁伺服器送出要求
(3) 會連結到其他網頁
(4) 改變網頁的文字大小
15. 對於 FTP 和 P2P 的描述，下列哪一個是對的？
(1) FTP 就像書店一樣會把檔案集中在 FTP 主機
(2) FTP 一次只能讓一位使用者下載檔案
(3) P2P 軟體只能下載，不能上傳
(4) P2P 軟體，只要是想要的資料都可以抓得到
16. 如果想要自己製作一個不斷在眨眼睛的可愛笑臉 MSN 表情符號，應將檔案
儲存成哪種格式較為恰當？
(1) 影像經過壓縮的 JPG
(2) 可以製作動畫的 GIF 格式
(3) 可以處理文書的 DOC 格式
(4) 格式色彩豐富的 BMP 格式
17. 關於伺服器與個人電腦的敘述，何者正確？
(1) 網頁伺服器是我們在電腦教室中使用的，個人電腦是在家裡使用的
(2) 網頁伺服器接受單人連線，個人電腦接受多人連線
(3) 網頁伺服器提供網頁檔案，個人電腦接收網頁檔案
(4) 網頁伺服器不需要任何軟體即可運作，個人電腦需要特定軟體才能運作
18. 什麼是 P2P？
(1) 檔案傳輸協定
(2) 點對點的檔案傳輸技術
(3) 網頁的儲存格式
(4) 影像圖片的檔案格式
19. 有一個 FTP 網站的網址是 www.tpc.edu.tw，請問其 FTP 網址的完整寫法應
該是什麼？
(1) p2p://www.tpc.edu.tw
(2) ftp://www.tpc.edu.tw
(3) http://www.tpc.edu.tw
(4) https://www.tpc.edu.tw
20. 若老師要把全班出遊的照片寄送給班上的所有同學，想要保持照片原有的清
晰度與色彩豐富，但又要考量傳輸頻寬有限的情況，請依據下表判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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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將照片儲存為哪種檔案格式較為恰當？

(1) .JPG
(2) .BMP
(3) .GIF
(4) .TIFF
21. 下列何者『不是』FTP 主機可以做的事？
(1) 增加使用者的連線速度
(2) 讓使用者分享檔案
(3) 讓使用者下載檔案
(4) 讓使用者透過網路存放檔案
22. 小志想要抓取小英用 P2P 軟體分享的檔案，請問他必須先做什麼事？
(1) 先輸入自己的帳號密碼
(2) 先輸入小英的 P2P 站台位址
(3) 先登入小英的電腦
(4) 先打開自己的 P2P 軟體
23. 關於有線網路的敘述，請問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
(1) 經由線路傳送無線電波
(2) 最適合在戶外使用
(3) 網路傳輸速度比無線網路穩定
(4) 電腦距離數據機太遠，則難以接收網路訊號
24. 平常我們從瀏覽器中看到的網頁內容，實際上是由一連串的什麼東西組織而
成？
(1) 亂碼
(2) 標籤碼
(3) 條碼
(4) 識別碼
25. 下面『圖一』的布丁狗經過處理並儲存成什麼影像格式後會變成『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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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GIF
.BMP
.DOC
.JPG

26. 為什麼有線網路比無線網路穩定？
(1) 因為訊號是經由線路傳送
(2) 因為有線網路速度比較慢
(3) 因為大部份的人都使用有線網路
(4) 因為網路架設比較容易
27. 小明想在公園裡使用筆記型電腦，卻發現無法連上無線網路，下列哪個原因
和無法連線是『無關』的？
(1) 附近沒有無線基地台
(2) 訊號被附近的大樓或牆壁擋住
(3) 沒有啟動無線網路卡
(4) 他忘了帶網路線
28. 建宏在家使用 P2P 軟體，使得家裡的網路速度變慢，請問網路速度變慢的主
要原因是什麼？
(1) 建宏的電腦同時開啓太多瀏覽器視窗
(2) 建宏的電腦同時開啓太多應用程式
(3) 建宏的電腦同時與多台電腦連結，佔用網路頻寬
(4) 建宏的電腦使用 P2P 軟體會消耗大量電力，使網路效能降低
29. 爸爸為了要能常常上網收 E-mail 所以選擇了無線網路，請問以下哪一項較
有可能是爸爸選擇無線網路的理由？
(1) 連線速度最快
(2) 可隨時隨地上網
(3) 連線非常穩定
(4) 可以收到比較多的 E-mail
30. 大雄想要把報告的檔案傳送到老師的 FTP 主機中，可是卻無法成功，請問下
列哪一項『不會』是大雄無法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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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入錯誤的 FTP 主機網址
(2) 登入錯誤的帳號密碼
(3) 大雄和靜香同時傳輸檔案到老師的 FTP 主機
(4) 檔案超過老師分配的磁碟空間大小
31. 小明在電腦上用 500 種顏色畫了一幅自畫像，他希望能清晰地把自畫像的檔
案儲存起來，而且不會有失真的情況發生，那麼他應該要存成什麼格式呢？
(1) .MP4
(2) .BMP
(3) .JPG
(4) .GIF
32. 如果想要把自己的檔案分享給別人時，關於 FTP 或 P2P 的描述，下列何者正
確？
(1) FTP 是將要分享的檔案放在自己的電腦中
(2) P2P 是將要分享的檔案放在自己的手機中
(3) FTP 軟體可將檔案切割成多段，使用者可同時從多台 FTP 主機中分段抓
取
(4) P2P 軟體可將檔案切割成多段，使用者可同時從多台電腦主機中分段抓
取
33. 下列哪一種情境是可能發生的？
(1) 小明在家裡利用同一個電話號碼，一邊用 ADSL 上網，一邊講電話
(2) 小英用 Cable（有線電視纜線）上網後，第四台就無法收看了
(3) 小華在公車上用有線網路上網
(4) 阿丁把家裡的電話撥接上網換成光纖上網後，發現速度變慢了
34. 小新用電腦上的「小畫家」畫了一張自畫像，下列哪一種不是他在儲存檔案
時可以選擇的格式？
(1) .BMP
(2) .JPG
(3) .GIF
(4) .HTML
35. 使用有線網路時，網路線傳輸是什麼訊號？
(1) 無線電波
(2) 光電訊號
(3) 紅外線
(4) 超音波
36. 關於 JPG 格式的檔案，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1) 色彩數有 256 色
(2) 常用於美工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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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一種被壓縮過的影像格式
(4) 可以支援動畫
37. 小明的家裡是使用電話撥接方式上網，下列哪一種情形最有可能發生？
(1) 小明每個月需固定繳給電信公司 399 元的無線上網費用
(2) 小明下載資料的速度會比使用 ADSL 還快
(3) 小明在上網時，打同一支家用電話和小英聊天
(4) 小明需要先購買一台數據機才能上網
38. 若要在網頁中加入圖片，網頁的標籤碼中要使用<img src="A">來得到圖片
來源，請問雙引號中 A 的部分應填入「圖片」的什麼屬性？
(1) 大小
(2) 顏色
(3) 檔名
(4) 對齊方式
39. 請參考下列項目，選出瀏覽網頁的正確程序。
甲、網頁伺服器接受要求
乙、個人電腦向網頁伺服器送出要求
丙、在個人電腦的瀏覽器中輸入網址
丁、網頁伺服器傳送網頁及相關檔案給個人電腦
(1) 丙乙甲丁
(2) 丁丙甲乙
(3) 丙乙丁甲
(4) 丙丁甲乙
40. 目暮警官委託柯南辨視兩張圖片的真偽，柯南仔細觀察後，指出其中一張圖
片有經過壓縮處理，請問下列哪一項『不是』他判斷出這張圖片的依據？
(1) 檔案比較小
(2) 網路傳輸檔案需要的時間比較長
(3) 圖片比較模糊
(4) 檔案是 JPG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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