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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資訊教育學門 10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詳細議程 

 
11/5 (五) 第一天 
 

時間 活動 說明 
地點: 

Gather Town 

9:00~9:30 

(30min) 
報到 相見歡 

Gather大廳 

實體: I109     

智慧護理講堂 

9:30~10:00 

(30min) 
開幕 

長官致詞：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資訊教育學門重點介紹 

資教學門召集人：國立中央大學劉晨鐘講座教授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郭伯臣司長致詞 

國際會議廳 

10:00~10:40 

(40min) 
專家演講 

演講題目：YOLOv4奇妙的誕生過程 

中研院資訊所廖弘源所長兼特聘研究員 

主持人：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 

國際會議廳 

10:40~10:50 

(10min) 
休息  大廳 

10:50~11:50 

(60min) 
專家論壇 

主    題：做有用的研究  

主持人：蔡今中講座教授 

引言人：國立中央大學陳國棟講座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黃福坤名譽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侯惠澤特聘教授 

討論人：張國恩講座教授 

國際會議廳 

11:50~12:20 

(30min) 

Kahoot!     

Contest 

長官致詞: 科技部人文司林明仁司長致詞 

資訊教育學門瑣事比賽 (比賽提供精美獎品) 

主持人：劉晨鐘講座教授、蔡今中講座教授 

國際會議廳 

12:20~13:20 

(60min) 
午餐 台灣數位學習與內容學會年會 

實體: I105  

PBL教室 

13:20~14:10 

(50min) 
計畫報告 (1) 

1-A個別型(多年期結束)(3件)(每件 15分鐘) 

主持人：陳秀玲教授 
沉思者廳 

1-B個別型(多年期結束)(3件)(每件 15分鐘) 

主持人：金凱儀教授 
娜娜廳 

1-C個別型(多年期結束)(3件)(每件 15分鐘) 

主持人：孫之元教授 
小舞者廳 

14:10~15:20 

(70min) 
計畫報告 (2) 

2-A個別型(多年期結束) (4件) (每件 15分鐘) 

主持人：吳正己教授 
勝利女神廳 

2-B個別型(多年期結束) (4件) (每件 15分鐘) 

主持人：侯惠澤教授 
有容乃大廳 

2-C個別型(多年期結束) (4件) (每件 15分鐘) 

主持人：陳年興教授 
鳳凰來儀廳 

2-D整合型(多年期結束) (4件) (每件 15分鐘) 

主持人：林珊如教授 
鳳凌霄漢廳 

15:20~15:30 

(10min) 
休息   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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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 說明 
地點: 

Gather Town 

15:30~16:20 

(50min) 
海報展示 海報展示報告 (A) (32件) 第一海報區 

16:20～17:30 

(70min) 
計畫報告 (3) 

3-A個別型(一年期結束) (5件) (每件 12分鐘) 

主持人：莊宗嚴教授 
百年樹人廳 

3-B個別型(一年期結束) (5件) (每件 12分鐘) 

主持人：籃玉如教授 
快樂之島廳 

3-C個別型(一年期結束) (5件) (每件 12分鐘) 

主持人：蔡家文教授 
花樣年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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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六) 第二天 

 

時間 活動 說明 
地點: 

Gather Town 

9:00~9:30 

(30min) 
報到 相見歡 

Gather大廳 

實體: I109     

智慧護理講堂 

9:30~10:30 

(60min) 
海報展示 海報展示報告 (B) (34件) 第二海報區 

10:30~12:00 

(90min) 
計畫報告 (4) 

4-A個別型(一年期結束) (7件) (每件 12分鐘) 

主持人：王怡萱教授 
沉思者廳 

4-B個別型(一年期結束) (7件) (每件 12分鐘) 

主持人：陳志鴻教授 
娜娜廳 

4-C個別型(一年期結束) (6件) (每件 12分鐘) 

主持人：高台茜教授 
小舞者廳 

4-D整合型(多年期結束) (5件) (每件 15分鐘) 

主持人：宋曜廷教授 
勝利女神廳 

12:00~13:10 

(70min) 
午餐 與會貴賓  

13:10~14:10 

(60min) 
研究合作討論 Future collaboration 研究合作討論 闔家如意廳 

14:10~15:00 

(50min) 
SIG討論會議 

ADL無障礙數位學習 

主持人：陳明聰教授 
沉思者廳 

CSCL&CSPL數位合作學習與個人化學習 

主持人：黃國豪教授 
娜娜廳 

CUMTEL 行動與無所不在學習 

主持人：孫之元教授 
小舞者廳 

IDOLS創新學習軟體設計 

主持人：吳婷婷教授 
勝利女神廳 

TA測驗與評量 

主持人：蘇俊銘教授 
有容乃大廳 

GameIT遊戲與創新科技研究群 

主持人：陳志洪教授 
鳳凰來儀廳 

TELL語言學習 

主持人：葉惠菁教授 
鳳凌霄漢廳 

TESL電腦輔助科學學習 

主持人：梁至中教授 
百年樹人廳 

BigE 教育大數據 

主持人：呂欣澤教授 
快樂之島廳 

資訊科學教育 

主持人：蔡孟蓉教授 
花樣年華廳 

15:00~16:00 

(60min) 
SIG報告 

資訊教育學門 SIG綜合討論會議 (每個 SIG 5分鐘) 

主持人：劉晨鐘教授 
國際會議廳 

16:00~16:20 

(20min) 
閉幕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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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報告 (1) 報告時間：110年 11月 5日 (五) 13:20~14:10 

 

1-A個別型(多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沉思者廳  主持人：陳秀玲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郭旭展 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以 STEAM PBL 模式發展學生運算思維與創造力等高層次

思考能力之研究 

楊子奇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從多角度來探討整合個體差異與學習歷程之資料驅動適性

化學習環境的影響 

陳秀玲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

與教育研究所 

建構以數位敘事結合線上協作反思平台之翻轉教學模式：

探究師培生反思之歷程 

    

1-B個別型(多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娜娜廳   主持人：金凱儀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金凱儀 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結合深度學習技術與適性化學習模式的穿戴式導覽系統之

建置、應用與成效分析 

孟令夫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學童寫出添加/遺漏/替代錯誤類型之意涵：認知機制暨形
音義不同組合模式的認知數位學習 

陳年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

系暨研究所 
教育機器人的需求分析、重要研究議題及創新應用之研發 

 

1-C個別型(多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小舞者廳  主持人：孫之元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楊凱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

訊教育學系（所） 

結合擴增實境技術及 POE 策略之國小天文課情境感知無所

不在學習系統之建置、評估與學習行為分析 

孫之元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大數據在教學上的應用：從智慧化線上學習到翻轉教室結

合即時互動回饋之學習動機系列研究 

周倩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數位時代網路資訊隱私素養課程教材之設計、發展與實施 

 

 

計畫報告 (2) 報告時間：110年 11月 5日 (五) 14:10~15:20 

 

2-A個別型(多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勝利女神廳 主持人：吳正己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邱晏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教

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暨研究所 

健康科學領域學生的電子健康資訊素養：探討理論模式、

測量工具、健康資訊搜尋行為與知識信念角色 

吳正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

研究所 
培養學生空間能力：擴增實境空間幾何教材之發展及評估 

洪煌堯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合作知識創新科技對學生圖像素養與寫作能力之影響 

張國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

研究所 
利用多媒體學習理論建置擴增實境教學設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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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個別型(多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有容乃大廳 主持人：侯惠澤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陳國棟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究

中心 

以數位學習劇場智慧教室為模式之學習者全時參與的情境

式與體驗式學習環境 

侯惠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

研究所 

整合形成性診斷與認知鷹架引導之多維互動情境遊戲式學

習: 結合行動軟體、卡片桌遊與實體任務之科學教學遊戲編

輯環境與學習行為模式分析 

張立杰 國立中央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社會學習網絡之自動化知識關聯分析及建構 

洪振方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

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提升學生對與科學建模有關的數據推理能力 

 

 

2-C個別型(多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鳳凰來儀廳                 主持人：陳年興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孫之元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智慧化穿戴式學習之即時互動回饋環境設計與學習動機系

列研究 

陳年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

系暨研究所 

批判性思考能力之評測工具發展及提升批判性思考能力之

學習系統設計、應用與學習表現分析 

李良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

學士學位學程 
以架構大綱支援影片教學：人機互動及教學設計與評量 

郭鐘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

與衛生教育學系（所） 

健康守護神：研發與評量慢性腎臟病長者之健康促進支援

系統 

 
 

2-D整合型(多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鳳凌霄漢廳                主持人：林珊如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林珊如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總計畫及子計畫三：混成學習教室之自動化表情辨識、生

理量測以加值為教師即時回饋模組與學習心理證據 

王淑玲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 

子計畫一：以深度學習辨識臉部表情結合生理訊息之線上

適性化學習：探測深度學習辨識之學業情緒與學習動機對

線上學習之認知處理、認知負荷、自我調制歷程、回饋與

表現之相互影響 

王淳民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

技學系 

子計畫二：應用深度學習技術進行遠距學習者之臉部表情

辨識：結合生理訊息比較線上教學法與開發即時回饋模組 

黃育綸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所） 

子計畫四：以 AHP 與 IoT 技術開發可調節的學習成效分析

系統即時提供師生學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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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報告 (3) 報告時間：110年 11月 5日 (五) 16:20~17:30 

 

3-A個別型(一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百年樹人廳 主持人：莊宗嚴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陳揚學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實施 SDT-SFBT 團體介入方案以降低大學生手機沈迷/成癮

及增進正向使用與幸福感之成效研究(107計畫延續) 

莊宗嚴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

學系（所） 
建構融入環境素養議題之悅趣式學習 

周殷菀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

系(含碩士班) 

發展智能圖形辨識分析系統結合擴增實境技術應用於提升

孩童幾何能力訓練與評估之研究 

陶淑瑗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科技

系 

結合眼動追蹤技術發展雙人共構程式設計與凝視感知學習

環境：實證應用與學習成效分析 

顏榮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

訊教育學系（所） 

插電與不插電教學策略之程式設計學習心智模式與概念改

變歷程探究 

 

3-B個別型(一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快樂之島廳 主持人：籃玉如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籃玉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

學系 

參與 3D 環境共同創作對自閉症兒童社交溝通互動中語用能

力的影響評估 

吳亭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

研究所 
智能障礙學生以虛擬實境系統學習職業技能模式之探究 

陳浩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所） 

探索智能個人助理，自動語音辨識和聊天機器人技術在第

二語言學習中的潛力 

程于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

與技術學系暨研究所 

開發社會注意力之智慧型訓練模組運用於泛自閉症族群-以

虛擬實境，擴增實境 和智慧型機器人教學媒材為例 

江玥慧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整合運用教育機器人與物聯網玩具於學習活動之設計準則

—以分析學習者之學習過程為方法 

 

3-C個別型(一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花樣年華廳 主持人：蔡家文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曾建維 國立清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磨課師人工智能互動工具學習行為與成效之研究 

趙子揚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

究所 

建置青少年考試焦慮自助減壓應用軟體(一)：各國考試焦慮

程度之比較 

廖長彥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

會科學學系 

遊戲化設計思考模式於跨領域小組創造之發展、應用與分

析 

林奇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

學院 

導入合作推論構圖學習模式於虛擬實境學習環境對語言學

習成效、5C關鍵能力、與學習歷程之影響 

蔡家文 銘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整合網路後設認知學習策略及團隊規律於雲端教室以改善

學生的程式設計能力、學習動機、及拒網自我效能之實驗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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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報告 (4) 報告時間：110年 11月 6日 (六) 10:30~12:00 

 

4-A個別型(一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沉思者廳                    主持人：王怡萱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陳揚學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運用 ASSURE 教學設計模式開發及應用 AR/VR 教材以增進

職前教師之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 

林綠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英語

研究所 

認知見習模式融入網路英語教學對大專生後設認知發展與

聽力學習成效之探究 

林佳陞 銘傳大學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用定向越野概念整合擴增實境、即時回饋與動態展示品優

化場域學習動機與成效之研究-以企業博物館內知識學習為

例 

李建億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

學系（所） 

建置與評估視覺化程式之個人導引輔助學習系統對運算思

維能力影響之研究 

賴錦緣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註記科技支援程式設計翻轉教學之研究 

王怡萱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

大學教育科技學系 

從教與學觀點設計與研發數位遊戲結合擴增實境輔助音樂

序列性學習教材 

王岱伊 靜宜大學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具輔助鷹架的程式教育影片學習網 

 

 

4-B個別型(一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娜娜廳                      主持人：陳志鴻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湯凱喻 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結合主路徑分析與關鍵字分析追蹤運算思維研究的跨領域

發展軌跡：關鍵路徑與跨領域研究特徵 

陳志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

碩士學位學程 

結合差異化教學於自我調整翻轉學習環境之設計、實證與

歷程分析 

陳志軒 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虛擬實境科技之職業課程對高中職智能障礙學生職業能力

提升成效之研究 

崔夢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傳播

與科技研究所 

結合虛擬實境與物聯網訊息回饋提升兒童防災素養、運算

思維及問題解決能力 

林建偉 
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

系 
整合社會網路感知機制之行動形成性評量 

趙伯堯 
元 智 大 學 資 訊 傳 播 學 系

（所） 
視覺化程式除錯遊戲之設計與評估 

周志岳 
元 智 大 學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所） 

基於解題與學習求助行為之資料導向學生模型之建構與評

估：學習求助模式辨識機制以及學習成效預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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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個別型(一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小舞者廳 主持人：高台茜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夏綠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體育室 
基於反思促進機制的舞蹈翻轉學習環境之建置、應用及成

效分析 

徐典裕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營運典

藏與資訊組 
智慧適性輔助支援博物館素養導向跨域樂學 

高台茜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

發學系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在偏鄉教育的實踐 

葉耀明 開南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寓教於樂」--運用虛實整合科技於特殊學習者之學習環境

建構與服務 

鄭伯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

系 

以學習者適性學習為中心的知識學習助教平台： 以程式語

言學習為例 

游寶達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導入人工智慧之臨場學習科技研究及教學應用 

 

 

4-D整合型(多年期結束) 報告地點：勝利女神廳 主持人：宋曜廷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宋曜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所） 

總計畫暨子計畫五：提升自律與自主閱讀能力：以後設認

知為基礎的智慧型閱讀歷程檔案建立、歷程檔案大數據分

析工具與教學方案評估 

陳茹玲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

編譯研究中心 

子計畫一：閱讀的後設能力理論模型建立及驗證：結合理

論與實徵資料的縱貫性教學研究設計 

張道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子計畫二：提升閱讀摘要能力：摘要文本大數據建立、自

動評量工具發展與適性教學回饋設計 

宋曜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所） 

子計畫三 : 提升閱讀心得反思之整合詮釋能力：整合詮釋文

本大數據建立、自動評量工具發展與適性教學回饋設計 

張雨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所） 

子計畫四：提升閱讀心得反思之評鑑批判能力：評鑑批判

文本大數據建立、自動評量工具發展與適性教學回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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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報展示報告 (A) 

 

     展示時間：110年 11月 5日 (五) 15:30~16:20          展示地點：第一海報區 

整合型(多年期，尚未最後一年結束) 13件 

編號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A1 林珊如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子計畫一：國中科技課堂的教學數據分析與回饋系統：

以課室觀察與行動型眼動裝置檢驗教學事件對注意力與

情緒經驗的長期效果 

A2 袁賢銘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所） 

子計畫二：透過與程式設計無關的活動來培育中小學生

的運算思維素養之研究 

A3 孫春在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所） 

總計畫及子計畫四：以模擬與建構遊戲與創客活動為基

礎的素養導向教學模式與評量設計 

A4 蔡進發 
亞洲大學生物資訊與醫學

工程學系 

總計畫及子計畫一：應用人工智慧技術萃取科技成癮資

訊之 APP系統 

A5 柯慧貞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子計畫四(含子計畫二)：認知行為自我導向學習系統的

開發及其在改善大學生科技成癮風險的成效評估 

A6 薛榮銀 亞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子計畫三：人工智慧個人化自動偵測科技成癮技術 II 

A7 吳正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

育研究所 

總計畫暨子計畫一：新興科技於高中職資訊科技教材發

展與評估—STEM科際整合學習策略(1/3) 

A8 林育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

育研究所 

子計畫二：新興科技於高中職資訊科技教材發展與評估

—視覺化模擬輔助教學 

A9 陳志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

育研究所 

子計畫三：新興科技於高中職資訊科技教材發展與評估

—悅趣化學習策略 

A10 林秋斌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

科技研究所 
總計畫暨子計畫一：自主探究模式發展與歷程分析 

A11 邱瓊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

育研究所 

子計畫二：基於探究導向的自主學習：互動對象與提問

策略對探究觀與探究力的影響 

A12 洪煌堯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子計畫三：運用知識創新環境下的想法中心教學與科技

以促進自主學習 

A13 區國良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

科技研究所 

子計畫四：建構機器學習法支援之自我引導學習資源及

互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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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時間：110年 11月 5日 (五) 15:30~16:20            展示地點：第一海報區 

個別型(多年期，尚未最後一年結束) 19件 

編號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A14 劉子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

理與輔導學系（所） 

媒體多工的實作評量與數位後設認知的教學：理論與平

台的發展和評估 

A15 周倩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網路時代的「數位資訊素養」課程之研發 

A16 陳明聰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所） 

溝通、寫作、資料紀錄兼具之多功能輔助溝通系統開發

及應用 

A17 張國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

育研究所 
運用擴增實境建置適性化學習夥伴系統 

A18 陳德懷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

究中心 
在「數學島」上進行同儕擬題與互教 

A19 陳德懷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

究中心 
興趣驅動之智慧型動物同伴系統 

A20 陳國棟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

究中心 

真人演員之數位劇服化妝道具與具身辨識學習評量的數

位劇場與學習模式 

A21 蔡今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

學學士學位學程 

運用知識建構理論支援的知識論壇提昇學生的運算思維

能力 

A22 施如齡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

技研究所 

華戎道—聯結仿生機器人與虛實互動創遊的數位人文交

融模式及多模行為分析系統 

A23 劉繼仁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

系（所） 
人工智慧引導的學術英文寫作系統之研發和應用 

A24 于富雲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不同結構程度網路學生出題策略：系統建置、教學設計

與成效評估 

A25 李元萱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

科技學系 

利用雲端知識工具輔助大學生自我導向學習之多型態多

文本閱讀素養研究 

A26 陳攸華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

技研究所 

從個別差異性探討遊戲式動畫電子書對學習學術英語之

影響 

A27 黃國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

習與教育研究所 

基於知識建構促進機制的無所不在探究學習環境之建

置、應用與學習表現分析 

A28 陳菁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

育與技術學系暨研究所 

基於遊戲的漸進式學習系統：探討情緒與學習行為在不

同階段和環境中的作用 

A29 楊接期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

技研究所 

探討趨向表現目標與逃避表現目標對數位遊戲式英語學

習之影響：學習環境建置與成效評估 

A30 蔡孟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

學學士學位學程 

探討學習者人格特質、網路資訊評判標準、多源訊息處

理視覺行為和議題整合能力：多重文本處理策略融入教

學之影響 

A31 曾秋蓉 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結合後設認知策略與運算思維發展框架的互動式程式設

計合作學習環境開發、應用與成效分析 

A32 楊鎮華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 

應用教育大數據與學習分析於改善程式設計自我調節學

習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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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報展示報告 (B)  

 

  展示時間：110年 11月 6日 (六) 9:30~10:30                展示地點：第二海報區 

   個別型(多年期，尚未最後一年結束) 34件 

編號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B1 黃國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

習與教育研究所 

基於知識結構自動評量與互動式同儕回饋引導機制之無

所不在探究學習環境- 建置、應用與成效分析 

B2 高宜敏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師資培

育中心 

探討融入社會互動設計的遊戲式電子繪本對閱讀認知、

情緒歷程與成效之影響 

B3 朱蕙君 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基於遊戲化機制之互動式同儕互評程式運算思維學習模

式之環境建立、應用與成效分析 

B4 孔崇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資訊工

程學系(含碩士班) 

開發程式碼架構檢測之自動評分系統及反思學習融入之

成效探討 

B5 賴秋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

系 

結合自動診斷機制之小組自律學習系統之建置、應用與

成效分析 

B6 吳文琪 亞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擁有具身辨識評量功能之 AI 教育機器人應用於數位實

境劇場之英文學習模式探究 

B7 鄭朝陽 
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

計與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學習中的最優經驗：開發數位化一日經驗重建系統蒐集

密集追蹤資料並結合校務資料庫實現自動化即時學習分

析儀表板 

B8 洪秀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外語學

院應用英語系 

實務驅動創新教育研究：以設計導向學習為途徑培育創

新人才之多元素養 

B9 游師柔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智慧化即時互動回饋機器人之學習動機與認知負荷系列

研究 

B10 李忠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

程系（所） 
十二年國教資訊科技科學生運算思維學習成效調查研究 

B11 張俊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

育中心 
虛擬現實交融之教學模組研發與實踐 

B12 蔡今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

學學士學位學程 

提升一般大學生「社會科學議題」線上溯源技巧:測量

工具、線上平台及課程開發與探討網路知識論認知的角

色 

B13 許庭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

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所） 

跨科整合運算思維及應用人工智慧之遊戲學習歷程分析 

B14 鄭琨鴻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基於知識好奇心理論之模組化虛擬實境歷史文化教材建

置與教學策略發展：促進歷史學習態度、歷史學習概念

改變、以及歷史思維能力之研究 

B15 劉奕蘭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從個人-情境取向探討影響校園霸凌旁觀者助人行為的

成因與介入課程的發展 - VR技術的應用 

B16 王雅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

育學系（所） 

科技無距或科技恐懼：高齡者數位學習矛盾整合模式之

發展、驗證與應用 

B17 許衷源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

育系 

探究融入教中學策略於 CT-STEAM 機器人課程對運算

思維與學習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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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型(多年期，尚未最後一年結束) 34件 

編號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B18 曾聖翔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

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批判回饋訓練系統之設計、開發、評估：提升學生批判

回饋能力及閱讀力 

B19 黃久美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護理研

究所 

結合行動及雲端科技於開發同儕互相教練之在職訓練系

統:以衛教婦癌病人自我照護為例 

B20 楊叔卿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

科技研究所 

轉化古典文學《三國演義》情境於《離散最佳化》

Coursera MOOC 課程：創新教材研發與教學成效研究 

B21 楊鎮華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 
運算思維能力培養與學習分析之實證研究 

B22 陳德懷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

究中心 

主題研究與互教：設計與評估興趣驅動之跨班互教主題

研究模式 

B23 吳俊育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學習分析 2.0：增強式人機互動學習促進以證據為本之

智慧學習環境中的教學和學習成效 

B24 張智凱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

技學系（所） 
視覺化程式設計的智慧提示產生系統發展與評估 

B25 李文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

育研究所 

虛擬實境環境下學生的知識好奇心、科學學習參與以及

系統思考之研究 

B26 劉子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

理與輔導學系（所） 

教師決策整合模式與 VR-based 實作評量診斷系統的建

構與驗證 

B27 陳明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

育研究所 
運用智慧眼鏡之遊戲化擴增實境情境學習設計與評估 

B28 陳志銘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

檔案學研究所 

具視覺化語意分析之討論區即時觀點比較系統發展與應

用研究 

B29 王琪珍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護 理 系

（所） 

沉浸互動式行動學習於新住民的照顧服務培力之活動設

計、系統建置與場域驗證 

B30 劉晨鐘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

究中心 

電腦科學模擬中的注意力指引機制與合作模式對於之合

作學習的效應分析：多重證據的交互驗證 

B31 楊芳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

育研究所 
發展評量科學探究中的思辨能力之數位工具 

B32 楊接期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

究中心 

應用獎懲機制設計數位遊戲式英語學習環境: 系統建

置、學習成效評量與行為模式分析 

B33 蔡孟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

學學士學位學程 

中小學在職教師機器人 STEAM 跨領域專業發展研究：

運算思維和設計思維及機器人教學內容知識所扮演的角

色 

B34 陳年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

語系暨研究所 

應用教育機器人與物聯網玩具融入國小英語課堂之互動

式學習腳本: 設計，開發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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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報告摘要



以 STEAM PBL 模式發展學生 

運算思維與創造力等高層次思考能力之研究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6-018-MY2 
執行期限：108 年 10 月 1 日至 110 年 1 月 31 日 
主持人：郭旭展（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計畫參與人員：張主揚、潘艾柔、吳世偉、黃柏軒（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楊舒如（成功大學中文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kentcre8@mail.ncku.edu.tw 

摘要

本研究將 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與 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融入國中 科技課程，並探討該課程對學生學習動機、創造

力以及運算思維之 影響。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法，採準實驗研究法之不

等組前後測設計，以國中跨域課程(STEAM PBL 教學模式)為實驗處 理，自變項為

教學策略，實驗組實施國中跨域課程教學，而控制組 實施傳統教學，依變項為學習動

機、創造力，以及運算思維。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共包含台南市某國中一年級共 160 位國

中一年級學生。探討不同教學策略對學習動機、創造力，以及學生運算思 維之影響。

在研究工具方面，量化部分採用多項測驗及量表，包含 國中小學習動機量表、新編創

造思考測驗以及國際運算思維挑 戰賽測驗題。在質性研究部分，本研究採一對一訪談

及焦點訪談法，其研究工具為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資料處理與分析則採用描述性統計、

獨立樣本 t 檢定、成對樣本 t 檢定、共變數分析等方法進行比較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有

系統地將 STEAM PBL 模式融入國中科技課程，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

研究發現如下：（一）國中跨域課程有助於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二）國中跨域課程有

助於培養學生的創造力；（三）國中跨域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生運算思維；（四）國中跨域

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生在中等難度、高等難度題目之答對率。本研究也針對教育/學校單位、 
教師，以及未來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作為教學與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STEAM；專題導向學習；運算思維；創造力；科技領域 

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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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MOST 105-2511-S-126 -006 -MY2 

執行期限：105年 8月 1日至 107年 7月 31日 

主持人：楊子奇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張鍾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tcyang_@nycu.edu.tw   

 

 

摘要 

 

適性化被認為是可以兼容不同學習者差異的重要學習環境，過去研究建立適性化主 

要依據個體差異性或學習歷程。僅考慮個體差異性或學習歷程，可能會忽略真實學習狀

況或個人特質的影響。有鑑於此，本計畫乃是藉著整合個體差異與學習歷程 來發展資

料驅動適性化學習環境。在進行資料驅動過程中，我們將會使用多層感知器、叢集分析、

與其它機器學習方法，以期對學習的通用狀況有準確及深入的了解，使學習成效的預測

模型更精確，進而提升個人化學習支援的適切性。為驗證藉此資料驅動開發的適性化學

習環境的效益，本計畫另執行實證研究，在實證研究的過程中，前述之適性化學習環境

將用於支援大學學生，透過學習預警、學習建議、與學習儀表版來引導學生調整學習策

略，以改善學習成效。參與實證研究的受測者將分別使用(1)資料驅動適性化學習環境, (2)

僅考慮個體差異的適性化環境、(3)僅考慮學習歷程適性化學習環境。為能做深入的探

討，實證研究的範圍包含學習成效、學習觀感、與學習行為等多項變數。由於此多項變

數，此計畫將不僅對資料驅動適性化學習環境的效益能有完整的了解，也可幫助後續的

研究者有效地運用大數據分析來建立資料驅動適性化學習環境。 

 

關鍵字：教育大數據；學習分析；適性化學習；個體差異 

 

 

 

 

 

 

 

 

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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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基於情境遊戲設計歷程分析之學習環境建構模式對學生批判思考

表現與教師批判思考教學之影響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11-007-MY2 

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陳秀玲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計劃參與人員：林季儒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李翊禎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潘姿佑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陳庭瑤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計劃主持人 E-mail： shirley@mail.ntust.edu.tw 

 

摘要 

 

教師對學生思辨能力影響深遠，而師資培育更是養成教師本身具備良好反思能力之重要

階段；因此，本研究在師資培育課程中，開發具反思思考及數位敘事教學功能之線上協

作平台(Reflection with Digital Story-Telling Platform，簡稱 RDST)，建置一套以培養反思

思考能力為目標之教學模式。本計畫為兩年期的研究，第一年創建數位故事做為翻轉教

室之教材，引導學習者探索教育理論與當前的教育議題，藉此觀察學習者在課程前後的

閱讀策略是否改變，並應用數位故事的反思提問及反思學習單，配合課堂中的互動討

論，培養學習者的反思能力。該研究採用混合研究法，對 22 名師資培育生進行實驗，

其中 9 名為大學生、13 名為研究生。結果顯示：（一）翻轉教室融入數位故事有助於提

升學習者的閱讀策略，尤其是綜觀性策略；（二）整體閱讀策略與反思顯著相關，而有

教學經驗的研究生之反思，顯著地高於大學生與無教學經驗的研究生；（三）三組師培

生的翻轉教室學習準備度並無顯著差異。 

    第二年透過本研究所建置之數位敘事的反思平台，提供步驟化的提示引導，進而深

化師培生的反思能力，共有兩篇研究。研究一以焦點討論法（ORID）與 RDST 作為學

習策略與反思工具。研究對象為 12 位師培生，並將其分為四組，研究者以參與觀察與

個別訪談發現：（一）ORID焦點討論法有助於師培生「引導思考」與「聚焦討論」的反

思學習；（二）數位敘事融入提示設計有助提升師培生反思思考的學習表現；（三）兩者

學習策略與工具皆需要提供足夠的引導練習與長時間的使用。研究二則採用混合研究

法，探究數位敘事融合反思平台，對於研究生反思表現、數位敘事自我效能以及敘事表

現的影響。研究對象為 28名研究生。量化分析結果指出：（一）結合反思平台之數位敘

事教學，可提升研究生反思表現中的思考深化，以及數位敘事自我效能，而數位敘事自

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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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還能進一步促進反思表現；（二）小組合作之數位敘事作品有良好的表現，但研

究生個人之敘事表現並無顯著提升。而從質性訪談則發現：（一）數位敘事反思模型之

課程安排、反思平台中的故事結構鷹架與同儕回饋，以及團隊合作都對研究生的學習表

現產生積極影響；（二）較有先備知識的學生在敘事表現上，較無進步的空間。 

關鍵字：翻轉教室、數位敘事、反思思考、數位敘事反思平台、數位合作學習 

Exploring the Reflective Thinking Proces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through a 

Reflect-with-Digital-Storytelling Forum in a Flipped Classroom 

Abstract 

Teachers are widely believed to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students' ability to 

engage in reflective thinking and to give responsible remarks on public affairs through proper 

reflection. It is also believed that teach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stage that ensures all 

teachers have been trained rigorously in reflective thinking for themselves. As a result, the 

present study developed a Reflect-with-Digital-Storytelling Platform which combines 

strategies such as Digital Storytelling and Reflective Thinking to develop a model which aims 

to foster students' ability to engage in reflective thinking. The first year of this 2-year study 

focused on how digital storytelling integrated into a flipped classroom can impact reading 

strategies and reflective thinking among pre-service teachers. Learners were guided to explore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other topics related to their prospects for an authentic teacher career. 

To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 learning readiness was observed in this study. The 

materials used in the flipped classroom were based on digital storytelling. Data were collected 

via a questionnaire from 22 pre-service teachers, amongst whom 9 had a bachelor's degree, 5 

had a master's degree with prior experience in teaching, and 8 had a master's degree without 

prior experience in teaching. The study adopted mixed method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gital storytelling integrated into a flipped classroom can improve learners’ practice of 

reading strategies, especially the global reading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reading strategie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reflective sub-variables in 

reflective performance, and the reflective performance of graduate students with experience in 

teach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graduate students without 

teaching experience. Final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ir flipped classroom readiness.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se studies we designed the RDST (Reflection with Digital 

Story-Telling) platform to provide step-by-step prompt guidance and to deepen the reflective 

thinking ability of student teachers. In the first of the two studies, the ORID methods 

(Objective, Reflective, Interpretational and Decisional) and RDST were regarded as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tool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12 student teachers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The study adopte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s.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a) the ORID method can help student teachers to "guid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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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cus discussion" in their reflective learning; (b)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narratives into 

metacognitive prompts will help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teachers' reflection 

performance, and (c) both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tools need to provide adequate guided 

practice and long-term use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second study of the two, which adopted mixed methods,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with the reflective platform on graduate students' reflection performance, 

digital storytelling self-efficacy, and narrative performance.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28 

student teachers. This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und that digital storytelling with the reflective 

platform enhanced not only the participants’ deepening of reflection but also their digital 

storytelling self-efficacy. It was also found that digital storytelling self-efficacy can further 

promote reflection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group work among the participants led to their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digital storytelling, but their narrative performance did not 

improve significantly as a result. Qualitativ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urricular involvement 

of the digital narrative reflection model alongside story structure scaffolding, peer feedback 

on the platform, and teamwork contributed to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the participants; 

however, due to extraneous variables such a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ior experience 

among the participants, those with high prior knowledge tended to show rather less 

improvement in narrative performance. 

Keywords: Flipped Classroom, Digital Storytelling, Reflective Thinking, RDST (Reflection 

with Digital Storytelling),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S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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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深度學習技術與適性化學習模式的穿戴式導覽系統之建置、

應用與成效分析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31-001-MY2 

執行期限：108年 8月 1日至 110年 11月 30日 

主持人：金凱儀副教授 東吳大學資料科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陳彥霖教授 台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王慶生教授 真理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李可風 台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張懷綾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 

戴于真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kychin.scholar@gmail.com   

 

 

摘要 

 

現今，大多數的適性化學習系統是透過學習者事先自訂的方式，來進行學習內容的

調整工作，若要讓系統具有自動適性能力，往往牽涉到需收集學習者難以表達的特徵資

料，或是較不容易主觀顯現的特性資料等，而這通常也需結合人工智慧的技術來實踐。

因此，本計畫透過二年的研究工作，來開發一套虛實混合的適性化學習系統，並將其導

入於具有豐富實體學習資源的實地環境中，除了透過智慧型眼鏡的優勢，來收集學習者

的大量學習歷程資料之外，更使用深度學習技術來進行巨量資料的分析工作，建立出適

合學習者的學習行為模型，並依此模型來推薦個人化的導覽內容與流程。 

 

本計畫在第一年的工作中，即以開發出一套具有深度學習技術與適性化學習模式的

穿戴式導覽系統(WGS-DA)為目標，並能夠初步運作於實體環境上，讓學習者可以體驗

基本的互動與學習功能，且為了完成所擬定之目標，本計畫以智慧型眼鏡-Microsoft 

HoloLens為媒介，透過 C#程式與 Mysql資料庫來進行開發的工作，其模組包括導覽流

程引導模組、混合實境顯示模組、直覺化操作模組、學習歷程呈現模組，並加入手勢辨

識的方式來進行即時的介面操作，讓學習者以直覺化的方式與虛擬物件進行互動，來體

驗不同於傳統導覽方式之學習感受，並沈浸於一個混合實境的學習環境裡，進而刺激其

感官上的學習成效；而在本計畫第二年，則是延續第一年度的成果來開發出雲端資料分

析系統，將收集到的巨量學習歷程資料傳送到雲端伺服器，並且透過深度學習技術的運

算，將收集到的巨量資料進行深入分析工作，訓練出適合學習者的學習行為模型，並即

時的將結果回傳到智慧型眼鏡上，藉此來推薦適合學習者進行互動的教材，達到適性化

學習之目的。 

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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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計畫也初步完成古蹟導覽內容的教學內容設計，並將參與學生分為實驗組

(穿戴式混合實境導覽組)與對照組(行動式導覽組)，來比較兩組的學習成效、情境興趣

與認知負荷的變化及差異；在學習成效的實驗結果方面，兩組學習者無論是在記憶力亦

或理解力皆有明顯差異性，實驗組的表現結果較佳；在情境興趣方面，兩組在新奇因子、

持續享受因子、專注需求因子、探究意圖因子和整體情境興趣因子皆有顯著性差異，且

都是實驗組表現的更佳；而在認知負荷方面，也是實驗組有較低的認知負荷表現。整體

來說，WGS-DA比起傳統的行動式導覽系統，更能有效提高學習者的情境興趣，並減輕

他們的認知負荷，進而促進學習者呈現出更好的學習表現。 

關鍵字：適性化學習系統；智慧型眼鏡；混合實境技術；行動式學習；深度學習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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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寫出添加/遺漏/替代錯誤類型之意涵：認知機制暨形音義 

不同組合模式的認知數位學習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182-002-MY2 

執行期限：108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孟令夫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共同主持人：趙一平 長庚大學資工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王靜誼、陶柏諭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lfmeng@mail.cgu.edu.tw   
 

 

摘要 

學童寫字出現筆劃添加、遺漏或部件替代錯誤類型的機會不少，但這與基礎認知表
現的關聯性尚不清晰，雖然拼音文字的字面型(表層型)寫字障礙(surface dysgraphia)，即
是以前述錯誤類型為主要表現，但是他們在寫形音不規則字時更容易出錯，當反映在漢
字時，學童在形音規則字與形音不規則字都可能出現前述錯誤。所以，不侷限於字面型
(表層)寫字障礙(surface dysgraphia)的框架，以漢字錯誤類型為主軸來探討認知機制就相
當重要；而文獻也提出，聲韻和字義對寫出正確字形有促進作用。因此我們探究前述錯
誤類型的認知機制與提出形音義整合的數位學習方案。 

我們有以下方法與結果呈現: (一)整合形音義訊息的識字與寫字電腦程式研發: 團
隊設計的網頁介面，是透過HTML與CSS建構而成，並以PHP程式與後台資料庫MySQL

實作使用者登入/註冊功能。測試任務具備的互動功能，例如滑鼠拖曳物件、物件的放置
等，並使用以 JavaScript 為基礎的 JQuery函式庫撰寫。此程式在實際運用上有以下特殊
性: (1)可以提供彈性設計各種組合的選項(例如: 可以彈性運用形音義的刺激)；(2)可以
保持於設計字上的彈性，例如呈現有筆畫(或部件)遺漏、添加、替代等錯誤樣貌的字...

等；(3)可以測量拖曳各部件的執行時間；(4)可以測量拖曳部件的路徑軌跡。(二)具備數
位認知特性的字的呈現方式: 藉由 E’prime軟體設計出可以密集連續出現的數位認知特
性的字的刺激(「純聲韻管道的刺激」、「純字義管道的刺激」與「聲韻整合字義管道
的刺激」)並以按鍵方式呈現正確率與反應時間。(三)「純聲韻管道」、「純字義管道」
與「聲韻整合字義管道」對於辨識錯字與正確字的成效: 我們採取跨學童的對抗平衡設
計，發現(1)聲韻的存在對於字的學習相當重要，「純聲韻管道」與「聲韻整合字義管道」
均優於「純字義管道」；(2)「純字義管道」對於辨識添加類型的錯字，成效優於另兩種
管道；(3)當學習期間較長時，字義管道需要在後期才習得的較好；(3)在後期時若仍依
賴字義，則識字表現會變退步。(四)前述密集辨識錯字與正確字對寫字的成效: (1)都出
現當天介入的立即性成效，以及 2, 3, 4, 5次的表現皆優於第一次的基線，代表開始介入
直至結束後的追蹤都有成效。(五)關於認知機制的探討: (1)寫字正常成人 25人、寫字較
弱成人 21人進行比較，發現各類認知測驗中只有執行功能(數字英文轉換的完成時間)

慢於寫字較佳組，反映寫字較弱者的執行功能較弱；(2)24位學童的相關研究則發現寫
字的表現和非語言學的視覺完形、短期記憶、執行功能(數與字的連線)相關，而與語言
學的認字與部首表義相關性強；(3)而也發現識字和視覺完形的相互關係，對於採取何種
介入組合也相當重要。 

    基本上不同形音義組合的管道會對識字的表現有所影響，密集的形音義組合練習也
會對寫字有所改善，而寫字表現也與特定語言學與非語言學的認知機制相關。 

 

關鍵字: 寫字；錯誤類型；遺漏/添加/替代；數位認知；形/音/義管道；認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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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器人的需求分析、重要研究議題及創新應用之研發 

計畫編號：MOST 106-2511-S-224 -005 -MY3 

執行期限：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陳年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 

楊秀珍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張偉倫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林怡秀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黃尹政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孫立弘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揚子寬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鄭玉婕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黃軒揚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盧思羽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鄒詩薇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鄭雅文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鄭怡玲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黃臻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黃懷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薛聿棠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E-mail：nianshing@gmail.com   

 

摘要 

 

機器人普及應用的時代即將來臨，但是如何真正落實在教育應用仍然缺乏明確的指引．

目前，機器人在教育領域的應用以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相關科目為大宗，

機器人應用在其他學科的研究與討論仍然很缺乏．因此，本計畫認為有必要深入去了解

教育機器人有哪些重要的需求以及可以做出哪些創新的教學應用．本計畫的目的在於(1)

調查與分析教育機器人的重要需求項目、(2)依照需求聲量以及科技成熟度來鑑別需求的

可行期程·、最合適的族群與創新應用方向，（3）接著，鎖定上述鑑別出來最重要以及

最可行的需求做出創新應用，包括設計與開發一個能夠實現此創新教育應用的整合系統

並加以驗證． 

在過去的三年內，本計畫完成了三個研究來實現上述的研究目的，這三個研究的題目分

別是：『教育機器人的重要應用：從專家、研究者與教學者角度的需求分析』、『開發

幼兒語言發展的機器人與物聯網整合系統』、『融入機器人與物聯網於外語教育創作系

統的設計與開發』．第一個研究的結果顯示，就科技成熟度與需求聲量來說，幼兒語言

教育是教育機器人當前的重要實施方向．據此，我們選定使用機器人來輔助幼兒語言教

育，並且在第二個研究提出要結合機器人與物聯網玩具來創造出一個沈浸式語言學習環

境，使幼兒能在遊戲的情境中習得外語．我們開發了第一個簡易的整合系統並且實施了

使用測試．第三個研究則是根據第二個研究的使用回饋與研究發現近一步規劃一個更完

整、更有擴充性的圖形化腳本編輯系統，提供模組化的程式方塊，供使用者同時編輯機

器人的表情、語言、語速、多種物聯網感測器以及平板屏幕顯示內容，並且提出設計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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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語言學習機器人整合系統的設計指導原則．三個研究的重點介紹及重要成果如下： 

研究一、『教育機器人的重要應用：從專家、研究者與教學者角度的需求分析』．這個研

究的目的在於調查教育機器人有哪些重要的應用。在這個研究中，我們透過系統性文獻

回顧分析，專家訪談和教師調查三種方法，分別來收集研究人員，專家和教育者對教育

機器人需求的見解．並且以三種不同的資料來源來形成三角驗證．最後依照需求的聲量

來鑑別需求度最高的族群與科目類別，接著又依照科技成熟度將應用區分為近期、中期

與長期可實施的應用．研究發現教育機器人的五個最重要的基本應用包括：語言教育，

機器人教育，教學幫助，社會技能發展和特殊教育，以及通過反饋引導學習。本研究已

發表於 Computers & education期刊 2018年 126期 399-416頁。 

研究二、『開發幼兒語言發展的機器人與物聯網整合系統』．本研究提出使用機器人和物聯

網玩具來創建一個互動及沈浸式的語言學習環境，讓兒童可以透過玩玩具來習得不同的主題

知識以及與這個主題相關的外語單字。系統的開發共分成三個主要的階段，包括需求分析、

雛形設計與系統使用性測試．我們依據所蒐集到的學習需求和系統需求來開發系統雛形，並

且在系統完成以後，並且使用認知評估法來測試系統的使用性．研究指出這個系統是一個易

於使用的整合系統，即使是沒有技術背景的使用者也能使用本研究所開發的整合系統來編輯

機器人與物聯網玩具的互動，設計出可以與兒童互動的遊戲腳本．本研究已發表於2019 第六

屆計算機工程國際研討會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Engineering (ICCE 

2019)。 

研究三、『融入機器人與物聯網於外語教育創作系統的設計與開發』．本研究進一步提出

更具擴充性、使用性更高的機器人與物聯網玩具的腳本編輯系統，並歸納出系統設計的

準則．本研究採用研究設計法，邀請了英語教師、家長、非技術人員和技術專業人員共

12名參與者，透過需求收集，系統設計，系統測試和改進的迭代循環來共同開發機器人

與物聯網玩具的腳本編輯器．我們在 18 週內進行了四個週期的設計與改良迭代。本研

究提出了 11 項與兒童認知發展、語言發展以及促進高度人機互動的教學需求，並且陳

列出物聯網玩具、機器人以及腳本編輯器的版本演進．結果表明，大多數的使用問題與

效用、穩固性和效率有關．經過四次的迭代設計和改進，此系統已實現了良好的可用性。

最後，本研究亦提出設計整合機器人與物聯網玩具的設計準則，以深入了解機器人輔助

語言學習的有效設計。本研究已經投稿至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CALL

國際期刊，目前正在依據審稿者的建議進行 R1的修訂。 

 

關鍵字：教育機器人；需求分析；物聯網玩具；語言學習機器人；腳本編輯器；機器人

輔助語言學習；系統使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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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MOST 107-2511-H-152 -007 -MY2 

執行期限：107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楊凱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朱蕙君 東吳大學企管系 

計畫參與人員：張淽函 

計畫主持人 E-mail：onepmhee@gmail.com   

 

摘要 

 

在現今的太空時代中，世界各國都希望能發展太空科技，強化自己的國力。其中，

天文教育扮演著關鍵性的影響，也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我國國內的天文課程在國小教

育現場受限於配課時數、教師的天文專業以及教學方法等因素，以至於教師可能將學習

過程簡化，使課程趨向單一講述式教學，導致學生學習動機低落。天文知識的學習常須

要透過實際的觀察與分析討論才能學得好，因此如何提供教師易於使用的教學策略及有

效的天文科的學習模式與工具為本研究待解決的重要核心問題。 

近年來由於行動裝置的進步與普及，許多學者已將行動裝置融入各學科的教學中，

讓學習者能在行動科技的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環境中學習新知。同時，擴增實境技術

(Augment Reality，後稱 AR)能在真實世界中嵌入虛擬物件，能有效地在教學中提供學習

者觀察平常無法觀察的事物及環境。另一方面，POE學習策略能讓學習者透過預測、觀

察、解釋的過程，產生認知衝突並學習正確知識，藉此提升學習動機與興趣、促進概念

理解與改善迷思概念。此策略特別適合應用在需要觀察與分析討論的學科，例如：物理

科、化學課及天文科等。 

因此，本計畫將設計一套結合擴增實境與 POE 教學策略之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

模式，並應用於天文課程中，同時探討此模式對學生天文科學習成效、學習動機、認知

負荷及批判性思考能力等方面的影響。此外，也希望能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歷程，

並進行相關的行為模式分析。本計畫主要成果與發現如下: 

(1)規劃、設計與建置結合擴增實境技術與 POE 策略之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學習

模式。 

(2) 擴增實境與 POE策略之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模式能促進問題解決能力、合作

能力以及溝通能力。  

(3)擴增實境與 POE 策略之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模式在學習成就方面未達顯著提

升。 

 

關鍵字：擴增實境；POE教學策略；情境感知無所不再學習；學習行為模式分析；天文

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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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MOST 105-2511-S-009-013-MY5 

執行期限：105年 8 月 1 日至 110年 7 月 31日 

主持人：孫之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林毓晏、鄭慧琪、陳逸璇、洪逸庭、宗彤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csun@nctu.edu.tw   

摘要 

本計畫之目的為應用大數據學習分析之行為序列分析技術設計線上課程之智慧化

功能設計，並探討在翻轉教室結合即時互動回饋系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IRS）

的學習情境中，學習者的行為歷程變化，以理解在翻轉教室中增進學習動機的重要影響

因素。本計畫延伸自 2011、2012與 2015年的科技部計畫之相關研究成果。2011年探討

課堂 IRS 結合不同教學策略，對於學習動機的影響；2012 年則將概念地圖的構思融入

於 IRS 中，開發互動式社群回饋系統並探討該系統對學習動機之影響；2015 年則以不

同的回饋機制作為教學策略，將其融入於 IRS進行課堂活動，並探討其如何影響學習動

機。本計畫聚焦於線上課程與翻轉教室中學習動機偏低的議題，欲藉由行為序列分析描

繪出課前與課堂學習歷程與學習動機的關聯，以創造出智慧化線上學習與適性化的翻轉

教學模式，達到增進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表現的終極目標。 

本報告旨在統整五年計畫之總體研究成果，內容包含智慧化線上學習、翻轉教室、

即時互動回饋系統之教學系列實驗，並採用行為序列分析檢視學習歷程，以及各實驗如

何影響學習動機之研究成果。本報告共呈現四個系列研究：第一系列共四篇研究，主軸

是利用行為序列分析技術，探索線上學習行為歷程的巨量資料，以此設計線上學習之智

慧化系統功能，達到適性化、個人化的教學目標。第二系列研究含三篇研究，主軸是延

伸自第一系列，在翻轉教學中運用線上課程與小組合作學習活動，檢視翻轉教室在提升

學習動機上的實務效果。在探索翻轉教室與學習動機的關係後，為豐富教室內的小組合

作學習活動，第三系列研究共執行七篇研究，主軸為使用 IRS結合不同教學策略設計課

堂投票活動，並探討其對學習動機之影響。最終，第四系列僅一篇研究，是前三系列研

究之集合，主旨在於利用 IRS進行翻轉教室的課堂小組學習活動，並以行為序列分析探

究該教學模式之行為歷程，進而瞭解其中影響學習動機的關鍵因素。 

基於上述系列研究的成果，本報告建議教師在進行翻轉教學時，以小組 IRS的合作

學習活動促進學生的學習動機。此外，若教師欲採取彈性教學的方式，可利用線上學習

平台的歷程記錄掌握學生課前的學習投入度，並針對課前高學習動機的學生提供能增加

同儕互動頻率的小組 IRS投票活動，以增進其課後學習動機；而針對課前動機偏低者，

則可使用任務目標明確或具有悅趣式學習元素的小組 IRS投票活動，以增加其課後學習

動機。 

關鍵字：大數據；智慧化線上學習；翻轉教室；即時互動回饋；學習動機 

1-C-2

25



數位時代網路資訊隱私素養課程教材之設計、發展與實施 

計畫編號：MOST 106-2511-S-009 -003 -MY4 

執行期限：106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周 倩／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周慧蓮／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薛美蓮／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王詔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林君宜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cchou@nycu.edu.tw 

 

 

摘要 

 

近年來，由於科技與網路技術的進步，使得不少民眾會使用各式電子化系統及產品

處理或儲存個人資訊，若未能安全保護，恐讓個人隱私面臨極大威脅；青少年與兒童的

網路資訊隱私，更是值得大眾的注意與重視。本期計畫旨在瞭解學生對於網路資訊隱私

所抱持的態度及行為，探討教師對於學生網路資訊隱私之瞭解程度，以及發展網路資訊

隱私素養教材。本計畫於執行期間完成數項研究，多數研究已發表至國外期刊，包括：

青少年對網路社群風險意識與行為、中小學生手機資訊安全認知、青少年社交媒體隱私

保護策略，以及由於新冠肺炎的爆發，民眾面對政府因疫情而實施的影響隱私作為之觀

感。此外，本研究發表於國內期刊之研究有：國外兒少個人資料保護與教育探討、國內

中小學教師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理解程度。最後，本計畫展示數位隱私教材發展之成

果以及形成性評鑑結果。 

 

關鍵字：網路資訊隱私、個人資料保護法、系統化教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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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學領域學生的電子健康資訊素養：探討理論模式、測量工

具、健康資訊搜尋行為與知識信念角色 

計畫編號：MOST 107-2511-H-002-010-MY3 

執行期限：107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邱晏麟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李育臣 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林學慶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 

              黃聖芬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yenlin.address@gmail.com   

 

 

摘要 

 

本計畫第一階段藉由系統性文獻回顧與質性深度訪談，整合與發展電子健康資訊素

養理論架構，並根據理論架構發展電子健康資訊素養量表初稿。第二階段，主要目的在

發展電子健康資訊素養量表，同時檢測該量表的信度與效度，針對醫學健康領域學生與

專家收集研究資料，檢測該量表的建構效度與一致性信度，以完成量表的修訂與確認。

同時，利用該量表檢測電子健康資訊素養能力與醫療資訊搜尋行為之間的關聯性。第三

階段，主要研究目的在發展融合問題導向學習以及實證醫學概念之健康資訊素養教學方

案，針對 48 位醫學系學生進行教學實驗介入與評估，結果顯示該教學方案可以顯著提

升受試者的電子健康資訊素養能力。教學實驗方案設計以及相關的教材與測量工具，將

可以提供醫學教育實務與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資訊素養；電子健康資訊素養；網路醫學知識信念、醫療資訊搜尋；實證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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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空間能力：擴增實境空間幾何教材之發展及評估 

計畫編號：MOST105-2511-S-126 -006 -MY2 

執行期限：107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1 月 31 日 

主持人：吳正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游志弘、林子婷、王宥盈、黃雅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chihwu@ntnu.edu.tw   

 

 

摘要 

 

空間能力是重要的基本能力，代表能夠正確地建構、維持並操控心像的能力。空間

幾何的學習相當仰賴心像的運用，是培養空間能力的有效方法。然而，操弄心像屬於高

認知負荷的學習活動，且教學現場仍缺乏有效的學習工具，導致學生空間幾何的學習成

效並不佳。應用擴增實境不僅有助於空間幾何概念的學習，更可能提升學生空間能力。

過去相關研究多未能發揮擴增實境虛實整合的特性，教材發展亦缺乏有效的設計指引，

其學習成效也需要從認知的角度進一步驗證。因此，本計畫目的是提出擴增實境幾何教

材的設計模式，並依此模式發展擴增實境教材，輔助國中小學生學習空間幾何的概念，

進而培養其空間能力。本研究以三年的時間進行。第一年主要為整理相關文獻，規劃符

合擴增實境特性、空間幾何學習內容、及認知負荷原理的擴增實境空間幾何教材設計模

式，並發展雛型教材；第二年依據第一年提出的教材設計模式，發展系列擴增實境幾何

教材，並於教學現場中試用；第三年進行教學實驗，評估所設計的擴增實境教材對學生

空間幾何學習及空間能力發展的影響，透過蒐集學生學習歷程中的質化與量化資料，釐

清教材對學生心像建構及操弄的影響，最後再回饋修改教材設計模式。 

本計畫的具體成果包含：（1）提出四步驟的擴增實境教材設計模式，依序為選擇適

當學習概念、確認認知負荷環節、設計擴增實境教材及教材評估與修正、（2）針對國中

小階段發展四份擴增實境空間幾何教材，所有教材皆包含擴增實境 App、教學簡報、學

習單、及評量、（3）建置擴增實境空間幾何教材推廣網站。本計畫根據教學實驗的結果，

顯示發展的擴增實境教材對空間幾何的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均有正向的影響，表示所提

出之教材設計模式可作為未來擴增實境相關教材開發之參考。初步的實驗結果也發現使

用擴增實境的學生有高學習表現與低認知負荷的傾向，但仍未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持擴增

實境對降低認知負荷的效果。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擴增實境與認知負荷的關係做更深入

的探討，發展可輔助學生進行多次與複雜心像操弄的擴增實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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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擴增實境；空間能力；空間幾何；心像操弄；認知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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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教育學門 10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議 

 

合作知識創新科技對學生圖像素養與寫作能力之影響 

 
計畫編號：MOST 107-2511-H-004-004-MY3 

執行期限：107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主

持人：洪煌堯,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 

計畫參與人員：薛智暉、卜一峰、宋佳霖、江釧池、張雅玲,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hyhong@nccu.edu.tw 

 

 
摘要 

 

本研究探索了一個由四年級兒童所組成的知識構建社群，藉此以瞭 解社群中數位繪

圖及寫作的動態、互動性質。他們在多媒體線上環境——“知識論壇”的輔助下，促

進了對光學領域相關的知識和想 法的深化。本個案研究採用混合方法來收集與分析此 

22 名四年級兒 童的貼文。結果表明，在線上有較多繪圖的兒童傾向於生成包含更 多元

的(單位)和較為複雜想法的線上寫作成果。同樣地，在圖形貼 文方面，意既包含繪圖的

貼文， 也展現出比非圖形貼文更具強大的 書寫能力。此外，繪圖的質量還與知識論壇

上貼文中想法改進的質 量相關，這結果反映了孩童對光學概念有更佳的理解。研究結果

揭 示了小學生在線繪畫的顯著優勢，並有助於現階段在圖形繪畫是否 可能促進寫作理解

相關研究方面的不足。 

 
關鍵字：圖像；繪畫；知識翻新；數位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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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MOST 105-2511-S-126 -006 -MY2 

執行期限：105年 8月 1日至 107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張國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張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黃郁茹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kchang@ntnu.edu.tw  

 

 

摘要 

 

近年來，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成為熱門的研究議題，並逐漸大幅度

運用於各種教學與學習場合，並有眾多的研究發現擴增實境能有效地提升各類型學習的

成效、動機與專注。然而，目前沒有任何有規模且有效的研究去探究與證明擴增實境在

學習上有效的因素，導致以擴增實境設計教學與學習環境時，其成效與品質往往不穩

定。本計畫將以三年期分階段進行，分別從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探討擴增實境在學習領

域的有效因素，並發展擴增實境教學設計原則（Augmented Reality Instruction Design 

Strategy, ARIDs）。最終，本計畫將以擴增實境教學設計原則發展模組化的創作工具，提

供給教學者一個簡易且快速的擴增實境教學設計工具，以建立品質穩定的擴增實境教

材。 

 

關鍵字：擴增實境；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擴增實境教學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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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位學習劇場智慧教室為模式之學習者全時參與的 

情境式與體驗式學習環境 

 

計畫編號：MOST 107-2511-H-008-005-MY3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陳國棟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究中心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王振漢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究中心、李吾 國立中央

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范海金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李怡靜 國立中

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吳昱緯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陳奕昕 國立

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胡立綸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顧詠涵 國

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林宏軒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謝孟軒 國

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何珮妤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曾虹維 國

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gwodong@gmail.com   

 

 

中文摘要 

 

本計畫為三年期計畫，本計畫的主要研究問題是（一）如何設計與製作一個互動

式戲劇智慧教室，可以讓教師在教學時使全體學生均進入學習戲劇情境中以戲劇與互

動的方式共同學習。（二）個別化數位戲劇學習系統，並且將學習戲劇的形式變為卡

片式的戲劇，學習者可以任意修改/刪除/增加/接龍已完成自己的戲劇作品。其主要在

數位劇場上完成下列元件(1)每個學生的互動平板加上 real sense 的動態擷取系統(2)以

人工智慧方式擷取學習者資訊以產生學習者模組(3)使用人工智慧建立的虛擬人物演

員(4)機器人演員(5)卡片式戲劇，以及修正數位劇場的編劇與舞台系統。 

故第一年計畫，完成設計了一個智慧教室中的戲劇學習模式，這個模式是在教室

內新的學習模式：具觀眾參與的數位劇場學習模式，並且製作了一個支持此模式的數

位劇場，其中每位擔任觀眾的學生都可以透過平版參與戲劇中的互動問答，並且即時

瞭解自己的互動學習情形。學生們可以透過劇本編輯與戲劇演出來進行體驗式學習，

教師可給定一個知識應用模版，學生們根據此模版編成有觀眾互動的戲劇並演出，學

生不僅在編劇與演出中學習，同時因為具觀眾參與的機制，觀眾亦參與戲劇的互動而

習得其他小組編劇中的知識。 

在第二年計畫，則完成了以下的主要系統，包括：(i)設計與製作一個互動式戲劇

智慧教室，可以讓教師在教學時使全體學生均進入學習戲劇情境中以戲劇與互動的方

式共同學習，讓學生可以在其中穿戴上數位的面具、服裝和道具進行戲劇式學習，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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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以旁觀者角度看到自己演出的情形，並獲得即時回饋。(ii)個別化數位戲劇學習系

統，並且將學習戲劇的形式變為卡片式的戲劇，學習者可以任意修改/刪除/增加/接龍

已完成自己的戲劇作品。完成在在一般教室裡可進行的互動戲劇編輯與展演系統，學

習是以情境學習、脈絡學習方式進行學習。而其完成的研究成果之原創性包含以下四

項： (i)以數位學習劇場為基礎的劇場教室； (ii)教學用與個人化的數位劇場式學習系

統； (iii)卡片式學習戲劇模式； (iv)機器人作為數位劇場之學習活動主持人模式。 

而今年(第三年)計畫，則完成了使用 Transformational Play 方法在課堂上部署互

動式戲劇式的情境學習環境，並進行試驗教學與評量，分析學生對數位學習劇場智慧

教模式之情境式與體驗式學習環境之接受度，分析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習興趣、學習

參與。並與苗栗縣苑裡鎮蕉埔國小合作，設計與開發「石虎保育行動劇」的劇本與內

容，推廣我們所開發的數位學習劇場智慧教室，將科技挹注並結合「石虎保育」的生

物與社會教育。也與「明基友達文教基金會」合作，進入偏鄉透過在地的「數位機會

中心」-例如苗栗數位機會中心，利用本計畫開發之數位學習劇場，進行推廣活動，

行銷在地特色，並提升數位素養。 

而除了上述開發完成的系統之外，這三年的計畫期間，已在國內外的學術研討

會，共計發表了 23 篇論文，獲得 10 次最佳論文提名，其中獲得最佳中文論文獎 1 次，

Best Student Paper Award 1 次，傑出論文獎 1 次、最佳論文獎 1 次。並發表了一篇 BJET

的期刊論文。 

 

 

關鍵詞：數位學習劇場；戲劇式學習；智慧教室；情境學習；體驗學習；教室智慧互

動系統；卡片式互動方式；虛擬人；教育機器人；具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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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a three-year project. The main research problem of this project is (1) How to 

design and produce an interactive drama intelligent classroom, so that teachers can make 

students enter the learning stage and perform drama and performance during teaching and 

learn together in an interactive way. (2) Watching digital drama learning system, and 

transforming the form of learning drama into formal drama learners, who can 

modify/delete/add/solitize their own drama works at will. It mainly completes various 

components in the digital theater (1) Each student’s interactive tablet plus a dynamic 

collection system with real sense (2) Collects learner informatio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generate learner modules (3) Us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build Virtual actors (4) Robot 

actors (5) Dramatic plays, and modify the screenwriting and stage system of digital theater. 

Therefore, the first year of the plan is to complete the design of a drama learning model in a 

smart classroom. This model is a new learning model in the classroom: a digital theater 

learning model with audience participation, and a digital theater that supports this model is 

produced. Each student who serves as an audience can participate in interactive question and 

answer in the drama through the flat plate, and understand their interactive learning situation 

in real time. Students can learn experientially through script editing and drama performances. 

Teachers can give a knowledge application template. According to this template, students 

compose dramas with audience interaction and perform them. Students not only learn in 

screenwriting and performance, but also the audience participates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drama and learns the knowledge of other group screenwriters because of the mechanism of 

audience participation.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project, the following main systems were completed, including: (i)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an interactive drama smart classroom, which allows teachers to 

enable all students to enter the context of learning drama in the context of drama and 

interaction. The way of learning together allows students to wear digital masks, costumes and 

props for dramatic learning, and can see their performa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lookers, 

and get immediate feedback. (ii) Individualize the digital drama learning system, and change 

the form of learning drama into card-style drama. Learners can modify/delete/add/solitize 

their own drama works at will. Complete the interactive drama editing and performance 

system that can be carried out in general classrooms. Learning is based on situational learning 

and contextual learning. The originality of the completed research result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items: (i) Theater classrooms based on digital learning theater; (ii) Teaching 

and personal digital theater-based learning system; (iii) Card-based drama learning model ; 

(Iv) Robot as the host mode of learning activities in digital theater. 

This year (the third year) plan has completed the use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Play method 

to deploy an interactive dramatic situati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the classroom, and 

conducted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al and the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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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xperiential learning environment, which analyzes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learning interest, and learning participation. And we cooperated with Jiaopu Elementary 

School in Yuanli Town, Miaoli County to design and develop the script and content of the 

"Stone Tiger Conservation Action Drama", promote the digital learning theater smart 

classroom developed by us, and integrate technology with the "Stone Tiger Conservation" of 

biology and social education. It also cooperated with the "BenQ Youd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to enter rural areas through local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s"-such as Miaoli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 using the digital learning theater developed by this project to 

carry out promotional activities, marketi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 digital literacy. 

In addition to the system developed above, during the three-year project period, 23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academic conferenc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10 best paper 

nominations have been obtained, including the best Chinese paper award one time, Best 

Student Paper Award one time,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one time, Best Paper Award one 

time. And a BJET journal paper was also published. 

 

 

Keywords: Digital learning theater; Drama-based learning; Smart classroom; Situational 

learning; Experiential learning; Classroom smart interactive system; Card-based interactive 

mode; Virtual human; Educational robot, Embodi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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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形成性診斷與認知鷹架引導之多維互動情境遊戲式學習: 結

合行動軟體、卡片桌遊與實境任務之科學教學遊戲編輯環境與學

習行為模式分析（3/3） 

 
計畫編號：MOST- 107-2511-H-011 -003 -MY3 

執行期限：107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應用科技研究所 侯惠澤  

計畫參與人員：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應用科技研究所  

房潁桑、李侑運、李中盛 

計畫主持人 E-mail：hthou@mail.ntust.edu.tw   

 

摘要 

全球教學趨勢朝向培育學習者的重要素養與關鍵能力，並強調提供情境脈絡主題，讓學

習者從中分析探究與問題解決。實境遊戲(Alternate Reality Games)強調實境的場域探索

與實物操弄，桌上卡片遊戲有助於面對面人際社會互動，而數位遊戲則具備有多媒體與

即時診斷引導特色。目前，較少同時整合實境、桌遊與數位三種互動優勢的情境學習遊

戲環境與深度實徵分析。因此，本計畫擬整合卡片桌遊、數位遊戲與實境遊戲各自的優

勢彼此互補，以情境學習、形成性評估與認知鷹架等理論基礎，發展一多維互動情境遊

戲式學習教學模式與編輯模組。教師可以運用這些工具，結合藉由擴增實境技術與行動

APP的互動機制，針對遊戲互動行為與學習內容進行形成性評估診斷，並及時給予適性

化的鷹架引導。此模組期能促進玩家的高層次認知思考與解題能力，也可更深入地探究

與建置兼具理論創新與實用性的情境遊戲式學習模式。 

 

本計畫目前已經針對三年既定進度 100%完成，在學術成就上，本計畫不僅推出多維互

動情境學習教學模式架構，也已經針對遊戲模組進行實徵分析，佐證了本架構對於學

習成效、學生心流投入的幫助，學習者的動機高，焦慮偏低，且學習者表示能從各種

扮演認知鷹架的實境、卡片、積木、AR的線索得到學習的幫助，本研究的發現也已經

發表於國際 SSCI期刊，具一定之成效。在技術創新上，本研究所發展之多維互動情境

遊戲式學習教學模式與編輯模組套件雛型，可望能引發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而在社

會影響上，本計畫發展的多維互動情境遊戲式學習教學模式與編輯模組套件環境開發

架構，可以提供教師搭配教學時運用，具有實用性，並且當中的 AR編輯器模組並已

經運用在多所學校的教學與課程中。而在國際合作上，主持人也受邀在 ICEET2020數

位學習與教育科技國際研討會受邀擔任 Keynote Speaker, 分享所進行的遊戲式學習創

新翻轉教學模式及與科學教育領域高中教師共同發展的一系列教育遊戲。此外並擔任

2019年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舉辦遊戲化工作坊主席，

與國際的相關研究單位與個人進行廣泛的互動。 

 

關鍵字: 遊戲式學習、情境學習、桌上遊戲、實境遊戲、行為模式分析、形成性評

估、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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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習網絡之自動化知識關聯分析及建構 

計畫編號：MOST107-2511-H-008-006-MY3 

執行期限：107年 08月 01日至 110年 07月 31日 

主持人：張立杰，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 

施彥安、莊敬、潘荐嘉、吳婉菱，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bchang.tw@gmail.com 

 

摘要 

 

學生與老師，目前可以隨時、隨地進行交流。但是，我們不可以僅僅只是提供學生一個

互動的空間，就宣稱學生與老師有學習。在社會學習網絡上，需要有一個精心設計的學

習環境，才可以完成預期的學習活動。本次計畫，透過研究者自行開發的社會學習網絡

平台，名為 CoCoing.info，在平台上提供學生一個學習互動的地方，並經由設計好的學

習活動，讓學生達成學習任務。 

在 CoCoing.info平台的互動分析上，研究結果指出，在知識建構中，概念構圖的前

導主體、階層、提供範例等分數面向，群體概念構圖均高於個別概念構圖。這也顯示，

合作的知識建構，優於個別的知識建構。此外，學生在群體概念構圖的修改頻率，可以

預測個別概念構圖的成績。這也顯示在群體中，較為投入的學習者，其參與程度，對於

學生個別的概念構圖成績具有預測性。透過 CoCoing.info 所有群組的概念構圖資料分

析，以 2至 7人的群組知識建構，個別在群組的平均貢獻最好。隨著群組的人數上升，

每位學生的平均貢獻度就逐步下降。 

透過社會學習網絡概念構圖的活動，採準實驗進行，支援大學生商用英文寫作學科

活動的分析結果顯示，多媒體概念構圖之階層數與商用英文寫作之段落數間具有顯著相

關性。此外，在中文寫作的部分，研究發現課前概念構圖可增進學生的寫作表現，有助

於「立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句」、「標點符號、格式與錯別字」的表現。 

總結此一計畫，共計完成一個社會學習網絡平台，網址為 https://CoCoing.info/，並

發佈到 Google Store 及 Apple App Store；在這個系統之上，研究者在一個大學英文課程

以及一個國中國文課程，進行兩個系統實驗案，並完成三篇期刊論文的發表 (Chang, Shih, 

& Lu, 2018; Shih, Chang, & Chin, 2020; Shih & Chang, 2020)。此外，有一個中央大學技術

轉移案(技轉案號 10911002)；並獲得一個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證書號 723602，專利名稱

為：社群式學習創建系統與電腦程式產品)，大抵達成原先計畫申請的目標。 

 

關鍵字：社會學習網絡平台；知識共構；概念構圖；雲端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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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對與科學建模有關的數據推理能力 

計畫編號：MOST 107-2511-H-017 -003 -MY3 

執行期限：107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洪振方 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傅彥閣、楊維明 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t1873@nkn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設計可以促進學生數據推理能力的教學模式，並探討其教學成效。為達

到以上目標，在比較嵌入虛擬實驗與後設認知鷹架的教學、嵌入虛擬實驗的教學與講述

式－食譜式實驗教學，學生在教學後其直線運動、力與運動數據推理能力的表現。本研

究採取準實驗設計，研究對象為南部兩所國中三年級各三班學生，分別為實驗組一（58

人）、實驗組二（55人）和對照組（56人）。實驗組一進行嵌入虛擬實驗與後設認知鷹

架的教學，實驗組二進行嵌入虛擬實驗的教學，對照組依教科書進行講述式－食譜式實

驗教學。教學單元為國中自然科學第5冊第1章「直線運動」及第2章「力與運動」，三

組皆進行六週共24節課的教學活動。評量工具包括自編之「熱量與比熱數據建模能力測

驗」，內部一致性信度KR20值為.852，重測信度為.758；「直線運動數據推理能力測驗」，

內部一致性信度KR20值為.769，重測信度為.710；「力與運動數據推理能力測驗」，內

部一致性信度KR20值為.878，重測信度為.714。上述評量工具均包括三項子能力：（1）

由數據推知變因關係與建立圖表；（2）由數據推知關係圖中數據的意義；（3）應用關係

圖做預測、比較與運算。表2數據推理各子能力及能力指標和題數。三組學生在教學處

理前先進行「熱量與比熱數據推理能力測驗」，在「直線運動」單元教學後進行「直線

運動數據推理能力測驗」，在「力與運動」單元教學後進行「力與運動數據推理能力測

驗」。本計畫以「熱量與比熱數據建模能力測驗」分數做為共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

分析。此外，為瞭解三組學生在教學處理後仍然存在的數據推理學習問題，本計畫依據

Robert和Miller (2005)的定義，採用試題平均答對率作為表現層次的判準。研究結果發

現，教學處理後：（1）嵌入虛擬實驗與後設認知鷹架的教學在促進學生的「直線運動」

和「力與運動」數據推理能力表現上與講述式－食譜式實驗教學相比較，具有實際可推

行的價值；（2）嵌入虛擬實驗的教學，學生在「由數據推知變因關係與建立圖表」、「推

知關係圖中數據的意義」及「應用關係圖做預測、比較與運算」的數據推理子能力表現，

需要至少兩個單元的教學，才能比講述式－食譜式實驗教學組學生優；（3）兩個實驗組

在第2章「力與運動」單元之「由數據推知變因關係與建立圖表」及「應用關係圖做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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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比較與運算」的數據推理子能力均達到「表現精熟」，但在「推知關係圖中數據的

意義」的數據推理子能力則「表現普通」。關於此，需要進一步再驗證。 

 

關鍵詞：後設認知、虛擬實驗、數據推理、學習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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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MOST 107-2628-H-009-004-MY3 

執行期限：107年 8 月 1 日至 110年 7 月 31日 

主持人：孫之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游師柔、陳薇暄、邱榆晴、劉懿文、李啟新、陳奕瑄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csun@nctu.edu.tw   

 

摘要 

本計畫目的為研究與發展智慧化穿戴式學習之即時互動回饋環境，並探討不同回饋

設計對學習動機的影響。學習過程的個別差異是需重視的議題，如何發掘適合的策略觸

發和促進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具有重要性。因此，此研究整合智慧化系統、學

習分析、擴增實境、虛擬實境和穿戴式科技收集資料和呈現智慧化穿戴式學習之即時互

動回饋環境。本研究成果預期可以推廣至教學現場並提供教學者達到適性教育的引導，

而未來相關研究也能從中獲取研究經驗，促進多元領域研究學者對此議題的投入與探

究。 

本研究為三年期研究計畫，首先是開發後續研究所需的智慧化回饋系統，包含線上

學習智慧化回饋、智慧化眼動鷹架回饋、擴增實境回饋、虛擬實境回饋、穿戴式回饋，

以及整合先前系統的回饋機制建構智慧化穿戴式即時互動回饋之即時互動回饋環境，並

分別針對各系統進行實證性研究探討其對學習動機之影響。以下是本報告三年計畫總體

研究成果： 

本期末報告共呈現十一個系列研究，第一篇至第三篇的研究主軸是探討在不同智慧

化即時互動回饋環境設計，對於學習動機、學習成效與認知負荷之影響。第四篇至第六

篇的研究主軸是強調結合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視覺化回饋的智慧化即時互動回饋環境

設計，探討其如何影響學習動機、認知負荷、注意力與科技接受度。第七篇至第九篇的

研究主軸是探討智慧化回饋結合穿戴式科技的學習環境，對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認知

負荷與學習成效的影響。第十篇與第十一篇的研究主軸是綜合第一至九篇的研究成果，

探討智慧化穿戴式即時互動回饋之即時互動回饋環境對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之影響。基於上述系列研究的成果，本報告建議教師可利用智慧化穿戴式學習之即時互

動回饋環境設計的策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例如提供學習鷹架、增加人機的互動

功能、鼓勵學習者訂定學習目標，以及透過穿戴式擴增實境和穿戴式虛擬實境的視覺化

即時回饋可增加記憶、沉浸感受與注意力，此外，穿戴式虛擬實境與擴增實際的混合運

用時，得以發現生理與情感狀態保持穩定和獲得專家引導，皆對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有

助益。 

關鍵字：智慧化穿戴式學習；資訊過濾；行為分析；合作學習；即時互動回饋；學習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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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workplaces and environments are rapidly shifting and changing, and 

future employees have to adjust to this change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f new working 

environments and succeed in their career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 enables one to reason 

effectively to make accurate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However, critical thinking had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in traditional school curriculums. To cultivate and enhanc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oth critical thinking instructions and assessments would be 

needed.  

There are some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s available; however, most use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to evaluate critical thinking. It is believed that using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for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might not be sufficient. Some open-ended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s are then developed to solve this issue, yet it was observed that students 

face difficulties in either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s provided by the assessments developed 

under different cultures or, for younger students, expressing their thoughts in written form. 

This project conducted six studies across three years to address the above issues by 

developing localized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s and computer-assisted critical thinking 

enhancement for students in Taiwan. Among the six studies, three focused on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measurement tools and two on computer-assisted critical thinking 

enhancement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nd one cooperating with a Chile research team 

to develop a localized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 These six 

studies are briefly summarized below. 

The 1st study conducted in the 1st year is entitled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with 3rd and 4th graders”. This study assesse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mong 3rd and 4th-grade students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A test was designed in Chi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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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 critical thinking in Chile, Spain, Taiwan, and China, with a (non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students in each countr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is statistical comparability between 

the scor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However, we observed a strong cultural bias. Further 

research is required to develop a test that can take into accoun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working with loc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 paper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s now 

under review at the journal 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 the 2nd study conducted in the 1st year, we designed a computer application to assess 

students’ level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y using local folk stories, with questions inserted in 

between the story lines to measur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ur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s were developed and localized based on the Chile well-designed open-ended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in the previous study (Gelerstein, Del Rio, Nussbaum, 

Chiuminatto, & López, 2016).).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rough 

voice recordings instead of writing their answers on pap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ur 

localized CT assessment well function either by requiring students to voice record or handwrite 

their answers.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computer-assisted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tools and the results of administrating our localized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tools were accepted and presented at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and at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Learning 

Technologies (IEEE). 

The 3rd study conducted in the 2nd year is entitled “Effect of Socratic Reflection Prompts 

via Video-Based Learning System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his 

study designed a Socratic Reflection Prompts via Video-Based Learning System (SRP-VBLS) 

and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the SRP-VBLS on elementary school 4th grader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No-SRPs (n=46), Receiving-SRPs 

(n=42), and Responding-to-SRPs (n=40). Participants in three groups were pre-and post-tested 

with the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s particularly designed for assess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 the 1st and 2nd studies of the project.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ponding-to-SRPs group and the Receiving-SRPs group significantly outperformed the 

No-SRPs group regarding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 improvement. It was also found that by 

responding to the SRPs one of the critical thinking core skills, the analysis skill, of the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e SRP-VBLS is effective in 

develop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requiring students to 

respond to SRPs is especially beneficial to students’ analysis skill enhancement. This study is 

now under review after the first revision (r1) at the journal Computers & Education. 

The 4th study conducted in the 2nd and 3rd years is entitled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localized online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 

This study developed a localized CT assessment and its scoring criteria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 based on a set of CT assessment design principles provided by a Chile critical 

thinking research group. Based on a four-phase CT assessment developing model, we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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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a localized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In the first phase, we developed a localized 

CT assessment and its scoring criteria based on the set of CT assessment design principles 

mentioned above and a well-developed Chile version CT assessment and scoring criteria. In 

the second phase, we searched for expert validation/ suggestions of the Chile research group 

for the localized CT assessment and scoring criteria. In the third phase, the localized CT 

assessment and scoring criteria are revised with subject validation with three iterations. In the 

final phase, we will analyze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above three iteration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tudents’ CT skills, CT sub-skills, demographics, and course 

performances. Now,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final phase. A report rela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ed research between us and the Chile critical thinking research group, “A 

procedure to design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instruments for specific cultures” is now under 

review at the journal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5th study conducted in the 3rd year is entitled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games to 

measure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e are working on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mobile games, aiming to assess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with a game-like analogy test that can be administrated anywhere with mobile phones. 

By doing so, we can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ictorial story book style assessments 

and game-like assessments. The developed CT assessment mobile game is currently in the final 

stage of refinements and that we are planning to apply the game for assess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 elementary schools. 

The 6th study conducted in the 3rd year is entitled “Enhanc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collaborative learning”. Followed by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Socratic Reflection Prompts via Video-Based Learning System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 the 2nd year, we further explored the effect of critical 

thinking enhancement vi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his study utilized the application Explain 

Everything Collaborate to design a series of critical thinking enhancement exercises that 

enables students to work simultaneously in real time. By using this application, this study 

designed a series of critical thinking enhancement exercise us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he 

study results found that when using the same critical thinking enhancement exercise in an 

individual learning situation and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ituation, students in th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groups performed better. Through discussions with peers, students 

could reexamine their answers through the exposure t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e issue 

provided by their peers. Several observations and findings during the study had provided 

teachers with promising confidence in implement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for enhanc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classrooms. 

 

Keywords: 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assessment design guideline, critical 

thinking enhancement,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university students, elementary education, , 

21st-century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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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學影片已是很普遍被使用的學習教材，然而影片連續影像的本質，增加影片學習

的困難，此外，觀看影片時，學習者被動的接收資訊，也困難產生高層次的認知思考。

本計畫合併架構大綱進入影片播放系統中，開發一個影片架構大綱編輯系統讓老師編輯

不同完整度的架構大綱，及開發一個影片架構大綱任務系統，讓學生在觀看影片時完成

不同完整度的架構大綱，增加學生影片學習時的互動及學習成效。 

本計畫進行了兩個實驗，實驗一是調查不同架構大綱格式(線性架構及階層架構)及

不同架構大綱顯示方式(側邊顯示與 popup 顯示)對學習、Navigation 及系統滿意度的影

響，結果顯示，階層架構比線性架構對學習及 Navigation有較好的支援，特別是在側邊

顯示的狀況下，但在系統滿意度上四組卻沒有顯著差異。實驗二則調查不同架構大綱任

務(無架構大綱、有部分架構大綱但須將其完成、有完整架構大綱)對學習成效、navigation

及系統滿意度的影響，結果顯示，提供完整架構大綱能幫助學習及 Navigation，但讓學

習者自己建立架構大綱，卻對學習及 navigation沒有顯著的幫助，在系統滿意度上三組

間也沒有顯著差異。 

 

關鍵字：影片學習；標題；架構大綱；圖形組織；自我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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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達九成以上患有慢性腎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的成人不知道自己罹患

CKD，當病人患有 CKD時，他們的腎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漸受損，可能導致高血

壓、心臟病、中風和過早死亡，對於人們的健康造成極大的衝擊。世代研究發現台灣

CKD患者盛行率高達 11.9%，推估全國 CKD患者總數超過 200萬人，但知道自己罹患

CKD的病人卻只有 3.5%，許多患者都是要到快洗腎時才知道自己罹病，顯見 CKD病

人的健康素養之缺乏。聊天機器人(Chatbot)屬即時訊息傳遞的 APP，經由自然語言與用

戶進行互動的軟體程式，目前被廣泛應用於各種通訊軟體。本研究目的為探討 CKD病

人對於即時回覆衛教系統的使用者評價及疾病管理成效。 

    本研究採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以 CKD患者為研究對象，招募

60位受試者，研究場域為臺北市某區域教學醫院。收案的研究人員已俱備 CKD整體照

護證照專業醫療人員。受試病人接受為期 3個月的 CKD即時回覆衛教系統之介入，系

統包括 Chatbot、輔以即時推播和回饋獎勵。以 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量表評價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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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使用 CKD即時回覆衛教系統的使用性評價，並使用 CKD健康識能量表測量受試者

疾病管理成效。以廣義估計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評估使用者評價

與衛教介入成效。 

    研究結果顯示 CKD患者在 SUS量表得分方面，測量得分有逐步上升的趨勢，第三

次(P< .001)和第二次測量(P= .001)都顯著高於前測，顯示隨著使用時間增加，使用性評

價顯著提升。此外，受試者的 CKD健康識能之後測總分亦顯著高於前測(P< .001)。 

    研究發現 CKD即時回覆衛教系統是一種積極的臨床介入衛教模式，此系統獲得受

試者的優良評價並有效地提昇其健康識能。此系統可成為有效的醫病溝通橋樑，藉由提

供病人個別性衛生教育，進而提升 CKD患者健康識能，增進患者的疾病自我管理能力，

預期將來可藉此進一步延緩 CKD疾病進程，對臨床照護做出貢獻，是一值得推廣的病

人衛教工具。 

 

關鍵字：慢性腎病；即時回覆衛教系統；聊天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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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s many as 90% of adul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are not aware 

that they suffer from kidney disease. Their kidneys will be gradually damaged over time and 

may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ir health. Cohort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prevalence rate of 

CKD patients in Taiwan was as high as 11.9%, with an estimated number of CKD patients 

exceeds 2 million. However, only 3.5% of patients are aware that they suffer from CKD.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lack of health literacy is evident among CKD patients. Chatbot APP is 

a software program that interacts with users through natural language, and is currently 

adopted as an approach of healthcare providers to communicate with patients.  

Purpose: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valuate the users’ experiences an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e immediate responsive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on disease management among 

CKD patients.  

Methods: This study applied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and recruited 60 CKD patients in 

a regional teaching hospital in Taipei. The participants were invited to use the immediate 

responsive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for 3-month, including Chatbot APP, push notification, 

feedback and rewards. The 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 was used for usability evaluati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effects of the system on disease management were measured by 

CKD self-care literacy scale.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us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SUS scores of CKD patients gradually increased at the 

third time (P < .001) and second (P= .001) measures, compared to the scores of pre-test. It 

indicated that patients’ perception of system usability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service time. The total scores of CKD self-care literacy measured at the post-tes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re-test (P < .001).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CKD immediate responsive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is 

an active intervention. This system had received the excellent evaluations from participant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ir health literacy. By providing CKD patients with individual 

health education, it can improve the health literacy of CKD patients and enhance diseas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The system is expected to further delay the progression of CKD and 

contribute to clinical car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hronic kidney disease,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chat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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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幾年，自動化評分及回饋系統已逐漸應用於學習、測驗、選才等方面，藉此能夠

更即時發現每個學生的狀況並給予個別化回饋。本研究透過臉部肌肉動作特徵系統建置

一套結合臉部影像、行為特徵(頭轉)之機器自動化情緒辨識系統(FEAT)。 

本研究於學習者在解決數學問題的歷程進行情緒偵測，受試者將隨機抽取完成簡單

和困難的等比及等差數學問題各一題，並於解題後針對每題量測受試者的認知負荷與自

我效能。本研究首先透過群集分析 k-mean 發現受試者在解題歷程中的認知負荷與自我

效能呈現三種截然不同的樣貌，因此將此三種樣貌命名為「心流沉浸」、「迎刃有餘」、「如

坐針氈」，並進一步針對三種樣貌的解題連續的情緒歷程來做歸納，結果發現在「心流

沉浸」歷程中情緒特徵為在解題末端高興的情緒指數會較高；「迎刃有餘」歷程中會較

沒有情緒的展現，或是較多負面的情緒；最後在「如坐針氈」歷程中展現高度的負面情

緒指數。 

另外，機器檢測到學生負面情緒信心值較高時，學生在解數學題過程中有困難，無

法順利解題；反之，機器檢測到學生正面情緒信心值較高或平靜時，學生在解題過程中

全神貫注，有高機率成功解題。 

綜上所述，過去在探究學習歷程都透過事後問卷方式取得單點資料，本研究發現透

過連續性的情緒偵測比起過去單點問卷資料來詮釋學習歷程更是即時、有效與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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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議未來如果要提升系統的情緒辨識率，可加入學習者的先備學習資料(如: 

動機、數學先備知識評估)，以減少解題過程的辨識雜訊，並蒐集更多現場學習臉部情

緒與表現的樣本，以增加學習情境中情緒臉的資料庫來提高自動化系統的準確率，也可

以思考當機器同時蒐集大量的學生學習資料時，透過決策樹方式針對各項情緒、心跳、

頭轉角度、先備知識等給予學生詳細的回饋，讓學生學習能夠更得心應手。 

 

關鍵詞：機器學習、學習歷程、情緒辨識、低可視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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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探測深度學習辨識之學業情緒與學習動機對線上學習之認

知處理、認知負荷、自我調制歷程、回饋與表現之相互影響 
 

計畫編號：108-2511-H-011-004-MY2 

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主持人：王淑玲   台灣科技大學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吳炳飛講座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 

計畫參與人員：許毓晏、廖泳蓁、黃詩婷、廖婉竹 台灣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E-mail：shuling@mail.ntust.edu.tw   

 
 摘要 

 

由於過去 AI深度學習臉部辨識鮮少有關學業情緒(如無聊、困惑、焦慮等)之探測，

尤其是更未曾有華人學業情緒相關研究，因此本計畫主要乃以 AI深度學習技術探測華

人線上學習情緒如困惑、焦慮等情緒為何及與西方相關情緒是否有差異，並輔以人工編

碼及相關情緒問卷交互驗證，最後並探測此類情緒對相關學習行為如後設認知策略、線

上影片觀看調制行為、問題解決策略及學習表現之關係。本研究乃以共同主持人吳炳飛

教授研發之 AI深度學習臉部辨識系統 (FEAT)進行臉部情緒辨識，此 FEAT系統目前雖

有華人六大情緒與 14種臉部肌肉 (Action Unit)之資料，但仍未有華人學業情緒如困

惑、焦慮等情緒資料，因此本計畫除了使用 FEAT來擴展華人困惑、焦慮情緒外，並將

回饋 FEAT系統建置華人困惑與焦慮情緒及相關 AU之擴增資料。 

本計畫第一個研究乃使用 AI深度學習系統 (FEAT)以華人六大情緒 Valance 及

Arousal及臉部肌肉 (AU)來探尋出華人困惑情緒落點是否與西方臉部辨識有所差異，並

進一步檢測華人困惑情緒對自我效能、影片觀看調整行為、後設認知策略與表現之關

係。本研究受試對象為 107位北部科技大學學生，在線上環境中進行影片觀看、推理測

驗及學習單之填答任務，並在任務過程中以 FEAT偵測其臉部表情，最後並以集群分析

探測出華人困惑情緒群組及其落點。本研究結果顯示，華人困惑情緒落點位於第二象

限，與西方困惑情緒相似；為了進一步探測本研究所探測出之困惑情緒的合理性，本研

究除由兩位專家針對受試者的兩萬張照片進行人工編碼，並以受試者困惑感受問卷交互

驗證其一致性，研究結果顯示在學習單填答階段，系統困惑、人工困惑與困惑問卷三者

皆有顯著之一致性，某種程度驗證了此研究所探測出的華人困惑情緒具有相當的合理

性。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困惑問卷感受與自我效能有顯著負相關。此外，就困惑對

影片觀看行為之預測力而言，本研究亦發現系統困惑與人工困惑較能顯著預測詳細觀看

或重複觀看行為，相對於跳過觀看行為。在接收回饋對困惑影響而言，本研究結果發現，

接受簡單回饋之困惑感受顯著高於正確答案回饋與精緻化回饋。再者，影片觀看調制行

為中之重複觀看與詳細觀看較能預測後設認知策略，相較於跳過觀看；但跳過觀看則較

能預測學習表現，可能由於跳過觀看者本較熟悉於推理技巧與使用，而有較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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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第二個研究則是以AI深度學習系統進一步探測困惑與焦慮情緒，主要是由

於過去研究認為困惑常會導致焦慮而難以區分，因此欲進一步釐清此二情緒之落點與西

方研究是否有所差異，以及與認知失衡、問題解決策略及表現之影響。本研究之受試者

為80位科技大學學生，乃在線上環境中從事七巧板解題之問題解決任務，過程中以FEAT

系統偵測其臉部情緒辨識。本研究結果顯示，華人的困惑與焦慮情緒皆位於

Valence—Arousal 中的第二象限不同區域中，其又與西方所定義的困惑與焦慮之情緒

落點相似。本研究輔以專家之人工編碼針對6081張照片進行編碼，本研究結果顯示，系

統困惑與人工編碼困惑、系統焦慮與人工編碼焦慮之一致性皆達.90，由此一致性可知

其具相當信度；除此之外，本計畫並以系統情緒 (困惑、焦慮)，人工編碼情緒(困惑、

焦慮)、以及受試者在困惑情緒與焦慮情緒感受量表之相關性交互驗證其一致性，結果

亦呈現其顯著之相關性，由此可知，本計畫所探測出之華人困惑與焦慮情緒具相當信度

與合理性。此外，就困惑與焦慮情緒對其他學習相關結果顯示，認知失衡對學業困惑及

焦慮(包含系統、人工及問卷)皆具有顯著正向預測力。自我效能對學業困惑(包含人工

及問卷)與焦慮(包含系統、人工及問卷)具有顯著負向預測力。學業困惑對學業焦慮則

具有顯著正相關，亦即越困惑者越容易顯現焦慮情緒之狀態。最後本研究結果顯

示，問題解決策略對學習表現具有正向預測力。 

 

 

關鍵字：AI深度學習臉部辨識；學業情緒（困惑、焦慮）；影片觀看調制行為；

回饋；認知失衡；問題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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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深度學習技術進行遠距學習者之臉部表情辨識：結合生理訊

息比較線上教學法與開發即時回饋模組 

 
計畫編號：MOST 107-2511-H-007-006-MY3 

執行期限：107年 8月 1日至 110年 12月 31日 

主持人：王淳民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習 

計畫共同主持人：黃育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吳炳飛/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陳儀庭/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鄭婷文/國立清華大

學教育與學習科技、蔡文翰/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

技、郭品萱/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 

計畫主持人 E-mail：chunmin@mx.nthu.edu.tw   

 

 

摘要 Abstract 

 

Synchronous online learning is no longer an alternative but mainstream in education, 

especiall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comparison to the physical classroom, the lack 

of visibility of the whole class is a weakness in online setting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our 

team developed a facial expression detection system and integrated the system into a 

synchronous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The intention was that the instructor could get instant 

feedback regarding students’ facial expressions and adjust his/her teaching strategy accordingly.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detection system, we trained the algorithm by coding several 

Asian adults that followed the FACE rubrics. Then we ran the alpha test to improve the platform 

and conducted a survey and interviews to gain perspective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before applying it into real classes. We adopted the platform in one graduate course 

and one undergraduate course for several weeks to examine its usefulness. Through the class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of the instructor and students, we gained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applying an automatic facial expression detection system in a synchron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critically reflect on the experience and point out 

potenti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We further discuss the challenges and issues 

regarding detection accuracy, meaning interpretation, individual privacy, and appropriate 

applications. The paper is expected to inspire system developers, researchers, and instructors to 

build a better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關鍵字  Keywords： Facial expression, Synchronous online learning,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s,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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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HP與 IoT技術開發可調節的學習成效分析系統提供師生即時

學習回饋 

計畫編號：MOST 107-2511-H-009 -005 -MY3 

執行期限：107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黃育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孫汶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吳禹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陳炯勛，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唐英瀚，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yulun.huang@nycu.edu.tw   

 

 

摘要 

 

如果老師看得見學生的大腦內部，那麼老師就可以隨時調整自己的授課步調；如果

學生看得見老師的大腦內部，那麼學生就更能掌握老師的教學目標，並且較快地跟上授

課腳步。由此，可見教學回饋（看得見的）對媒合教與學的重要性。未此，本計畫擬發

展一套基於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簡稱 AHP）的即時學習回饋分析

方法，透過新興的物聯網技術與生理感測裝置，蒐集並分析各種學習場域下（線上學習、

遠距學習、混成學習等）學習者在學習期間的動作、生理資訊及表情等，讓教師即時瞭

解授課當下全班學生的專注程度（或分心狀況），也讓學習者知道自己何時開始無法跟

上進度、一堂課之間有多少其實沒有聽懂等等。為了蒐集更完善的實測資料，本計畫擬

蒐集實體授課、線上學習、遠距學習、混成學習等不同情境下的學習者的生理或表情資

訊，經過前述所開發之基於層次分析法的即時學習回饋分析，讓教師能即時掌握學生的

學習狀況，也讓學習者能即時掌握自我學習狀況。本計畫於三年計畫期間產出一套基於

AHP的可調節的即時學習回饋系統（所謂「可調節」意即授課者可依據授課模式的差異，

制定不同的權重，以便獲得更準確的學習回饋），並希冀未來技術成熟後可以取代現有

的課堂教學反應問卷。 

 

關鍵字：層次分析法、即時學習回饋、物聯網、生理訊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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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SDT-SFBT團體介入方案以降低大學生手機沈迷/成癮及增進 

正向使用與幸福感之成效研究(107計畫延續)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4 -003 

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1 月 31 日 

主持人：陳揚學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計畫共同主持人：吳怡珍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計畫參與人員： 

陳秀禎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洪邵祺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 

鄭雅蓮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羅惠宜 國立政治大學 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chenkc@nccu.edu.tw 

 

 

摘要 

對於日益嚴重的智慧型手機沉迷與成癮問題，學者曾就心理層面探討手機沉迷/成

癮對個體之影響，以及各心理因素之預測力，但往往從負面觀點（例如焦慮、寂寞等）

加以探討，並採問題處理與治療之傳統思維。相較之下，如何激發自我引導與問題解決，

進而增進手機正向使用之介入方案仍相當缺乏。本研究融合自我決定理論（SDT）及短

期焦點解決（SFBT）之理論核心與技術架構，設計六週之 SDT-SBFT 介入方案。鑑於當

前尚缺乏正向手機覺知與使用之評量工具，因此研究者於前一年（107 年度）計畫中蒐

集相關文獻、大學生開放式問卷、專家意見等多元資料，進行全國大學生問卷調查 

（N=970），完成智慧型手機正向覺知與使用量表（PSPUI）之編製，並發現其中「自我

控制（Self-control）」構面與手機成癮有顯著之負相關。 

本研究（108 年度）以焦點團體（N=3）方式實施為期六週之 SDT-SFBT 介入方案，

並綜合前、後測問卷，以及訪談、活動學習單等質性資料，評估介入方案對降低大學生

手機成癮，提升正向使用之成 效。結果發現，成員之手機成癮量表總分及其「耐受性

（Tolerance）」構面分數均顯著降低，並且在 PSPUI 之「自我控制（Self-control）」

構面亦有顯著提升。質性分析結果亦顯示，成員提升了對自身手機使用之覺知，進而發

展不同策略（例如學習新事物）以控制手機使用。成員亦展現出整體對手機態度的轉變，

能以更多元、正向、且具目的性的觀點看待智慧型手機，而非過往「怒滑手機」以發洩

情緒或逃避現實。進一步探究團體歷程中之重要影響因素發現，策略分享、同儕榜樣與

團體動力（相互支持與約束力）能激發動機，並提供成員持續改變的動力。以上研究結

果顯示本 SDT-SFBT團體介入方案對降低大學生手機成癮，提升正向使用已具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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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本研究能激發更多具備堅實理論基礎之實證研究 ，驗證可行之介入策略以降低大

學生手機沉迷與成癮，增進正向使用，為社會挹注更多正面之能量。 

 

關鍵字：自我決定理論；焦點解決短期治療；手機成癮；手機使用；介入策略 

 

Abstract 

 

Smartphone addiction/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age has become a pressing issue in 

many countries, and studies have been exploring its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from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Yet, the focus has largely been on negative traits of individuals 

such as anxiety and loneliness. Meanwhile, traditional “treatments” tend to diagnose 

individuals’ problems, find their causes, and provide prescriptions. Contrastingly, 

interventions aiming to arouse positive energy, inspire self-determination for change, and 

increas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re barely found. Integrating the tenets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and solution-focus brief therapy (SFBT), this study aims to 

implement a SDT-SFBT group interven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evaluate its effectiveness 

on their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positive usage of smartphones. Due to the lack of 

commensurate measures, in the previous year (107) the researchers developed the Positive 

Smartphone Perceptions and Usage Inventory (PSPUI) for college students. Items were 

constructed based on related literature, expert opinions, and mainly on college students’ 

voices on cognitive, affective, conative, and behavioral aspects of positive smartphone 

perceptions and usage. Six dimensions were validated through item analysis, EFA, CFA, and 

reliability tests, among which the Self-control (SC) dimension were found to correlate 

negatively with college students’ smartphone addiction.  

In this year (108), we formally carried out a six-week SDT-SFBT group intervention 

(N=3)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including pre- and post-test SPAI and PSPUI survey, 

one-on-one interview, and worksheets were analyzed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DT-SFBT group interven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ir smartphone addiction (SPAI) total scores and the Tolerance dimension in particular. In 

addition, their Self-Control/Positive Usage of Smartphones dimens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s well. Qualitative inquiry further indicat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raised their self-awareness 

that prompted them to apply time management and other strategies to control their usage of 

smartphones. Aside from usage, the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more holistic changes in their 

attitudes, mindsets, as well as their perspectives of life. Looking at influential factors during 

group interactions, the group members shared strategies that helped broaden perspectives; 

modeling and progress sharing further inspired motivation and instilled hope to change. 

Group dynamics, including feelings of mutual support and binding forces also provided 

impetus for the participants to move on.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SDT-SFBT group 

intervention was effective to reduce college students’ smartphone addiction, enhanc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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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usage, and establish renewed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smartphones. We hope this 

study will stimulate more theory-based studies that validate ways to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self-determination, “smart” use of smartphones, and well-being in their lifespan. 

 

Keywords: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Smartphone 

Addiction; Smartphone Usage; Interven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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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融入環境素養議題之悅趣式學習 

計畫編號：MOST108-2511-H-024-009- 

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莊宗嚴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所） 

計畫參與人員：林姿君、蔡思楷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所）、

鄭栢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玩具與遊戲設計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chuangyen@mail.nutn.edu.tw 

 

 

摘要 

 

環境的變遷對人類的影響性實屬重大，近年來環境、經濟與人文間的衝突也逐漸加

深。以臺灣而言，目前能源政策備受關注，空氣汙染及環境議題皆是人所皆知的重大議

題，環境素養的培養已刻不容緩，透過教育來讓下一代對於所處環境有更多的認識與了

解以是多數人的共識。聯合國便將 1990 年訂為環境素養年為全人類基本的功能性教育

提供基礎知識、技能和動機，以配合環境的需要並助於永續發展。因此，本研究藉由行

為改變模型 (The stage model of behavioral change) 遊戲所建構的經濟發展跟環境汙染

衝突的數位遊戲式學習，讓孩子能在遊戲中習得環境生態的概念，運用模擬遊戲的特性

讓他們在遊戲中運用策略學習控制變項，完成假設測試進行，自我思辯。藉由遊戲中呈

現的影響或結果，來進行觀察，回饋習得問題的知識來知覺與理解環境敏感性，進而培

育出多元價值觀，讓研究參與者可以透過數位遊戲式學習的過程中，提升其環境素養能

力。 

遊戲設計是以本土實際場域進行擬真生態環境建構，其中包含了埤塘溼地、草生

地、雜木林生態環境及廢棄建築物、回收場、農耕蔬果田地等人文物件，透過故事的引

導啟發環境素養培育要素的思考學習活動，因著模擬與心流的影響轉化孩子對於所處環

境的態度或價值觀，使之將學習成效遷移、深化到真實世界。 

 

 

關鍵字：環境素養；數位遊戲式學習；行為改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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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25-003 - 

執行期限：108年 10月 0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周殷菀/臺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計畫參與人員：謝凱勛/臺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yinyuchou@nutc.edu.tw 

 

 

摘要 

 

 

近幾年隨著電腦硬體開發成本的降低與科技的蓬勃發展，擴增實境已被大量應用於 

教育產業上，在學生的日常生活中逐漸普及，帶給教學環境一個嶄新的學習視野。利用

擴增實境技術來傳遞幾何空間的概念可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在目前國小幾何相關課程，面對團體教學的環境與偏鄉學童教育資源的落差現況，

大部分在教學現場中，教師只能對少數或個別學童立即地指導學習或糾正觀念。而近幾

年隨著電腦硬體科技運算能力大幅提升，更推進人工智慧的爆炸性成長及應用，而深度

學習之關鍵發展，也促成影像辨識技術越趨成熟。若能透過類神經網路辨識之 AI 圖形

辨識學習平台，應用於國小孩童幾何學能力之教學訓練，輔導學生在家自我預習與複

習，可以達到個別適性化學習與提供學生立即性的學習回饋；於輔助教師的教學現場，

亦能有效減輕教師之教學負荷。 

 

關鍵字：人工智慧；圖形辨識；擴增實境；行動學習；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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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147－001－ 

執行期限：108年 8月 1日至 110年 04月 30日 

主持人：陶淑瑗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計畫參與人員：彭郁翔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藍建華 龍華

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科 

計畫主持人 E-mail：shuyuantao@gmail.com 

 

 

摘要 

 

本計畫導入合作學習模式的雙人共構程式設計學習環境，而眼動追蹤技術不僅是輔助眼

動資料的收集，且透過該技術提供學習者進行合作學習活動時的「凝視感知工具」；此

項調整將眼動追蹤技術從行為資料的大量收集和分析，而延伸為合作學習學習活動時群

組之感知工具，讓眼動追蹤成為必要性的輔助機制。本研究計畫之目的以規劃和開發「結

合眼動追蹤技術發展雙人共構 SQL 學習與凝視感知學習環境」為主軸，透過導入實證

場域的程式設計學習活動，驗證該合作學習環境對於學習程式設計之成效。在學習者使

用本計畫的「結合眼動追蹤技術發展雙人共構 SQL 學習與凝視感知學習環境」進行資

料庫的 SQL語法學習活動時，以雙人共構（遠端）進行 SQL語法設計。對於受試者而

言，兩位學習者一組，在學習活動期間輔以「眼睛凝視感知工具」（整合眼動追蹤技術）

於組員工作的螢幕，讓彼此可察知對方目前凝視螢幕某區塊的位置。而在資料收集方

面，除了傳統式的學習成效前後測、和合作品質問卷的主觀填寫，將透過眼動追蹤儀器

和眼動蒐集軟體工具紀錄學習者在螢幕眼球關注區域（area of interest，AOI）的相關資

料。這些收集到的資料將進一步根據眼動分析指標、學習成效、和合作品質問卷三者間

的分析結果呈現和關聯性比較。眼動指標分析主要在揭露學習者個人和合作之於 AOI

的關注和合作時相互關注模式。最後並且根據分析結果提出研究與實務上的建議。 

 

關鍵字：合作學習、眼動追蹤、凝視感知、雙人程式設計、相互關注、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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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電與不插電教學策略之程式設計學習心智模式與 

概念改變歷程探究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152 -010 

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1 月 31 日 

主持人：顏榮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田昊民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班 

              周昀潔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班 

              周知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班 

              楊妃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班 

計畫主持人 E-mail：lcyan@mail.ntue.edu.tw 

 

 

摘要 

 

將學習程式設計視為一種全民的素養教育已逐漸蔚為風潮。程式素養教育的目的旨

在讓學習者思考如何運用程式語言的演算法則與設計技巧來解決特定問題，其學習目標

在於培養學生邏輯與抽象思考的能力，進而幫助他們發展在不同領域問題解決的能力。 

本計畫旨在探討大學通識教育之基礎程式設計課程，在使用插電教學與不插電教學

之前導策略下，學習者之心智模式是否有所差異，其程式設計學習動機、學習成就與概

念改變的情形為何。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研究對象為臺灣北部某大學通識教育課程

選修基礎程式設計之學生，依立意抽樣方法選取兩個班級，扣除無效樣本共 76位學習

者，以原班組成方式隨機分派至插電教學組與不插電教學組。插電教學組採 Hour of Code

中「Minecraft探險家」課程作為插電教學前導策略；不插電教學組則以程式設計教育桌

上遊戲「海霸」作為不插電教學前導策略，之後兩組皆實施相同的 Scratch程式設計遊

戲創作課程。 

本研究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法進行程式設計學習動機之分析，以共變數分析法進行

Scratch學習成就之分析，以質性分析探討學習者之心智模式與概念改變。結果顯示：一、

不插電教學組學習者在學習動機中的「切身相關」及「獲得滿足」兩個向度顯著優於插

電教學組學習者。二、不插電教學組學習者在 Scratch學習成就上顯著優於插電教學組

學習者。三、質性分析指出桌上遊戲組(不插電教學組)之學習者，在遊戲進行中有次數

較多且較高品質的程式設計心智模擬運作，且遊戲中的相互攻防能促進較高層次的邏輯

思考，此兩項原因可能是不插電教學組學習者學習動機與成就表現較佳的原因。 

 

關鍵字：程式設計教學；心智模式；概念改變；插電與不插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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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3D環境共同創作對自閉症兒童社交溝通互動中語用能力的

影響評估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3-026 -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籃玉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江玉聲、高愷婷、吳佳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yujulan@gmail.com   

 

 

摘要 

 

自閉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種因腦部發育障礙引起的障礙，主要影響患者

的社會與溝通行為。ASD是終身的障礙，因此，今日的 ASD兒童成長後即為 ASD成年

人，與生俱來的缺陷嚴重造成 ASD患者在學業、口語表達、人際關係、以及社會適應

上的問題。ASD患者本身的日常生活與學習，也是家庭的負擔，在他們成長之後，也直

接成為社會及國家需要面對的挑戰。本計畫冀望結合 VR真實語境與實際工作流程體驗

兩項元素，培養 ASD青年的口語語用能力，幫助他們在社會互動、人際溝通以及同儕

活動中，能夠正確且適當的使用語言完成任務。本計畫通過 Second Life 虛擬世界建置

「肯納青年 Second Life(第二人生) 及日常情境口語培訓」，設計工作坊點餐服務與工作

流程所需之語言訓練內容，提升工作及口語表達能力。本研究主要確認肯納 ASD青年

工作必須習得之口語內涵與情境任務。本計畫成果能提供 ASD青年介入教學課程設計

與相關研究的參考，對 ASD相關研究有重要貢獻。 

 

關鍵字：自閉症; 語用能力; 虛擬實境; 介入方案 

 

 

Abstrac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is a neurological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 mainly 

affecting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behavior. Since autism is a lifelong disability, children 

with ASD today grow into young adults with ASD. Their limitations in oral express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ing cause problems in their studi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adaptation. The burdens may not only be seen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learning, but also in their family and the country. This project aims to develop pragmatic 

competence in youngsters with ASD by integrating two elements, i.e. procedural tasks and 

authentic contexts. Hence, this project has created a virtual world in Second Life for K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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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to strengthen their ability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kills. In this way, it could 

support them in using the correct and appropriate language for social interaction and 

interpersonal. This project not only provides implications for designing intervention programs 

for young adults with ASD but also expands the knowledge pool for relevant research 

globally. 

 

Keywords: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Pragmatic competence, Virtual reality, 

Interven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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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學生以虛擬實境系統學習職業技能模式之探究 

 
計劃編號：MOST 109-2511-H-003-027- 

執行期限：109 年 08 月 01 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 

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吳亭芳副教授 

計劃共同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洪榮昭教授 

                警文科機大學餐飲管理系胡宜蓁教授  

計劃參與人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研究生羅慧珊 

計劃主持人 E-mail：tfwu@ntnu.edu.tw   

 

摘要 

 

工作是生活的核心，不僅因為它提供經濟的謀生，它更是個人自我實踐的舞台。然

而，身心障礙在工作上常常遇到各種的困難，當然也包括智能障礙者。因此，智能障礙

的職業教育課程越早越好，如何在高職階段，培養智能障礙學生的工作技能與態度以利

未來就業是特殊教育重要的工作。如何利用各種方式，包括 VR 等各種新興科技，促進

智能障礙者職業技能的學習，對於他們未來的自立生活將有重大的幫助。VR 系統可以

安全的訓練環境、客製化介面、及時提示系統、重複的訓練，以及自動化記錄，並且可

以減少交通或環境的轉換，因此，非常適合用來訓練身心障礙者的各種技能，包括職業

的相關技能（Bozgeyikli, et al, 2017）。綜合以上，VR 提供了一個安全的、有趣味性的、

重複練習的、無嚴重後遺症的技能學習環境，非常適合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的特性。 

可用性（Usability）是人機界面設計中重要且基本的概念，是指人機界面使用性的

整體評價。可用性測試有許多的方式，本研究採取認知演練（Cognitive walkthrough）模

式，讓身心障礙職業訓練相關專業人員從理論結構化的可用性評估過程，基於探索性學

習理論及界面設計原則，以評估者聚焦於使用者在執行任務時的目標和行動，以及系統

的設計是支持或阻礙這些目標的達成。 

本研究分為兩個子研究，子研究一探究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相關專業人員對於「廚

房助手 VR 系統」的接受度，以及子研究二高職智能障礙學生使用「廚房助手 VR 系統」

相關因素模式之探討。在子研究一，共招募了 59 位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相關領域之專

業人員，讓受試者嘗試使用 VR 系統，體驗結束之後，填寫「智能障礙者虛擬實境職業

訓練系統專家接受度量表」。以 smart PLS3 探討身心障礙職業訓練專業人員對於職業訓

練虛擬實境系統可用性的模式。結果發現，除了參與到意圖的路徑未達顯著之外，其餘

路徑皆達顯著，路徑係數由 0.347-0.462。而在中介效果部分，參與經由經驗為中介到意

圖的路徑係數為 0.164，效用經由經驗為中介到意圖的路徑係數為 0.128，效用經由經驗

為中介到意圖的 VAF 為 0.26，顯示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解釋量部分，參與與效用對經

驗的解釋量為 53.9，而整體模型對意圖的解釋量為 66.3%。根據問卷結果，大多數專業

人員同意此套系統有助於身心障礙學生參與職業能力的訓練，且能夠幫助身心障礙學生

集中注意力於學習中，並能夠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而對於此套系統是否能幫助身心障

礙學生習得職業技能，大多數專業人員保持正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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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研究二，希望探討高職智能障礙學生使用「廚房助手 VR系統」相關因素模式之

探討。研究團隊在取得家長同意之後，先讓學生在熟悉 VR 系統的操作後進行系統中切

高麗菜的任務，採取先練習後評量為一個回合的方式，共進行 3 個回合，結束後讓學生

填寫問卷。 以 SPSS22.0 重複測量探討智能障礙學生 3 次操作的時間以及正確率的差

異，並用描述性統計呈現學生的問卷結果。因疫情之影響，目前僅收到 10 位智能障礙

學生，目前研究仍在持續收案當中。分析目前資料可看到智能障礙學生在練習模式中，

學生的表現隨著練習越多，所花的時間越少 (p=0.002)，且動作的準確率也越高

(p=0.007)。根據事後檢定結果發現，智能障礙學生操作 VR 的時間第二次的時間顯著少

於第一次，而第三次的時間亦顯著少於第二次與第一四;操作的正確率則是第三次的操作

正確率顯著較第一次與第二次為高。  在「智能障礙學生對 VR 系統之使用感受」問卷

部分，結果如表五智能障礙學生認同此系統具易用性(平均=3.55)，及可用性(平均

=3.775)，學生有意圖繼續使用此套系統作為未來訓練職業技能的工具((平均=3.525)。

在認知負荷部分，智能障礙學生普遍覺得操作把手及玩遊戲對它們來說並不困難，但他

們需要集中精神才能學會把手操作以及完成遊戲任務，。焦慮與移動挫折部分，智能障

礙學生並不覺得使用此套系統會讓他們感到焦慮(平均=1.76)，且在 VR系統中亦沒有感

覺到頭暈或不舒服的現象(平均=1.725)。在沉浸感部分，智能障礙學生認為此套系統的

環境很真實且可以讓他們很專心在任務中(平均=3.7)。 

   由於疫情之影響，本研究團隊無法進入學校為身心障礙學生施測，導致目前數據量

仍不足夠進行模式的探討，本研究團隊預計收案 50 位參與者，因此目前仍持續進行收

案，以期能夠完成此研究案。從此次研究中可看到，智能障礙學生在經過練習之後在

VR 的表現有顯著的提升，然而，智能障礙從虛擬的環境中所習得的技巧，是否能轉移

至現實環境中，仍有待探討。因此，本研究團隊 110 年科技部計畫就將比較一般傳統(實

物)技能訓練方式、虛擬實境訓練、以及混成學習(虛擬實境合併實物)技能訓練三種訓練

模式對於智能障礙者的學習差異。 

 

關鍵字 智能障礙、虛擬實境、職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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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探索智能個人助理、自動語音辨識和聊天機器人技術

在第二語言學習中的潛力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3-041-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陳浩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陳柏琳教授，師大資訊工程系；張俊盛教授，國立清華

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王家慶教授，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周君璘、張容榕 

計畫主持人 E-mail：hjchen@ntnu.edu.tw   

摘要 

With advances in technology, intelligent personal assistants (IPAs) have become 

available to assist users with a variety of tasks using voice commands. Because 

IPAs may induce various interactions, researchers speculated that they may 

benefit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especially regarding pronunciatio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So far, very few experimental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IPAs on the improvement of L2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one popular IPA, the Amazon Echo Show, on L2 

learners’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as well as the learners’ perceptions of the 

IPA. Two classes were recruited and randomly assigned as a control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continued with their regular lesson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seven Alexa sessions (each of around 50 

minutes). Both groups took mock TOEIC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es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mpleted a survey exploring 

their perceptions of working with the IPA.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regarding speaking, suggesting that learners can improve their speaking skills 

through interacting with an IPA. This positive effect might be because the IPA 

provided more speaking opportunities and allowed the learners to practice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learners reported that IPAs offered more oral interactions 

and also reduced their speaking anxieties. These positive findings suggest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IPAs and language teachers 

might try to incorporate them in the classroom. 

 

Keywords: intelligent personal assistants (IPAs), listening skills, speaking skills, 

learners’ perceptions,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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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智能語音助理(IPAs)已經能夠使用語音控制來協助使

用者完成各種任務。因為智能語音助理能引發對話互動，研究者推測它們

有助於第二語言學習，尤其是發音、聽力及口說能力。目前，很少實驗研

究探討智能語音助理對於 L2聽力與口說的影響。本研究探討 Amazon Echo 

Show—一款熱門的智能語音助理對於 L2學習者聽力及口說的影響，以及學

習者對該工具的看法。本研究將兩個班級隨機分為控制組與實驗組，控制

組接受一般的課程，而實驗組接受 7次的 Alexa 課程(每次約 50 分鐘)。實

驗前後，兩組都會進行多益聽力與口說模擬測驗，實驗組在實驗後填寫調

查他們對於智能語音助理看法的問卷。實驗結果發現學習者的口說有顯著

差異，表示學習者可以透過與智能語音助理互動來提高他們的口說能力，

會有如此正面的影響是因為智能語音助理能供更多口說機會讓學生練習目

標語言，學習者表示智能語音助理提供更多的口語互動，同時也能降低他

們的口說焦慮。這些正面的研究發現顯示，研究者應該進一步探索智能語

音助理的潛力，語言教師也該嘗試將它們融入課堂。 

 

 

 

 

關鍵字：智能語音助理(IPAs)、聽力能力、口說能力、學習者觀點、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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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計畫今年度開發智慧型模組與系統，同時經過專家效度與評估進行初步實

驗。本計畫主要目的是改善泛自閉孩童/廣泛性發展障礙孩童於「社會注意力」的

缺陷，針對「社會定向」、「分享式注意力」以及「理解他人需求」三大要點， 

開發教學內容與設計策略。運用人工智慧，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技術此系統模組，

針對泛自閉孩童/廣泛性發展障礙孩童提供智慧型學習與訓練。藉由智慧型系統

學習與訓練增強此族群之社會注意力認知障礙。本計畫(a)開發教學腳本與 (b)

『智慧型訓練系統』(AI training system)-基本情緒/身體語言辨識模仿模組-包含(i).

『Avatar 基本辨識情緒』模組(Avatar-Recognizing Basic Emotions, Avatar-RBE)，

(ii).『3D 模仿臉部基本表情與基本身體語言之辨識』模組(3D imitating basic facial 

expression &body language, 3D-IBFE & BL)，(iii).『3D 基本情緒與認知情境推論

能力』模組(3D basic emotions & inferencing social emotions, BE & ISE)，(vi).開發

『智慧型訓練系統』(AI training system)之資料庫系統建構。本年度採用焦點團體

法之多元類型設計進行初步系統模組評估，收集 5 名泛自閉症孩童之障礙等級資

料，使用開發模組進行修正與改良。初步顯示『智慧型訓練系統』可用於這群孩

童，目前研究進度為進行初步系統實驗階段中，蒐集孩童實驗數據。 

關鍵詞:泛自閉孩童/廣泛性發展障礙孩童、社會注意力、焦點團體法、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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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developed artificial intelligent training 

system (AI-training system), which was to improve the deficits of "social attentio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The social attention 

contained three topics “social orientation", "sharing atten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needs of others".  This project currently designed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developed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applied into the intelligent training system for training and 

practices in the impairment of cognition of social attention.  The technolog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t, virtual reality and augmented reality were used in the AI-training 

system.  Thus, this project developed teaching contents and three primary modules in 

the AI-training system, (a). Avatar-recognizing basic emotions, Avatar-RBE (b).3D 

imitating basic facial expression &body language, 3D-IBFE & BL ;(c).3D basic 

emotions & inferencing social emotions, BE & ISE, (d) Database system.  The 

research method adopted focus group for evaluation of AI-training system, and the 

initial experiment has been held for five participants.  The three modules have been 

modified into the suitable version, which could be used for these participants.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is containing to collect the experimental data. 

Keyword: Children with Autism/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Social 

Attention, Focus Group Metho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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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運用教育機器人與物聯網玩具於學習活動之設計準則—以分

析學習者之學習過程為方法 

Developing guidelines for designing effec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using educational robots and IoT-base toys through analyzing 

learners’ learning process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4-004 -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江玥慧＋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陳年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計畫參與人員：林英儒＋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所、任庭儀＋國立政治大

學阿拉伯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yhchiang@g.nccu.edu.tw   

 

 

摘要 

 

本計畫旨在發展一套學習活動設計準則能夠協助教師運用教育機器人與物聯網玩具設

計出有效幫助學生學習的活動。雖已有研究證實機器人與物聯網科技做為新興學習科技

有其成效，然本計畫的動機乃源自於呼應一個在教育科技領域中長期被關注的議題：當

試圖將新興學習科技整合融入到學習活動時，教師往往需要更多支援來引導他們設計出

能夠有效提升學生學習的活動。依循 Vygotsky的學習理論，本研究透過分析學生在真實

學習場域中的學習過程來發展出這套設計準則。此外，立基於近側發展區理論，本研究

的資料分析著眼於由學習過程中學生所遭遇的困難與造成這些困難的原因兩個面向。本

研究具備在真實學習場域中進行探究的特質，因此錄影分析與質性資料分析的技巧被採

用來進行資料分析，從學習現場的真實學習過程中歸納出增進有效學習的設計準則，以

達成本計畫之研究目的。研究成果期望能支援更多教師實際運用教育機器人與物聯網玩

具來設計有效幫助學生學習的活動，使整合教育機器人和物聯網玩具成為一個能有效地

增進學習之新興科技方案。 

 

 

關鍵字：教育機器人、物聯網玩具、學習過程、教學設計準則、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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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at developing a set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guidelines for teachers to 

design effec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using educational robots and IoT-based toys which 

potential for enhancing learning has been supported by many prior studies. By doing so, this 

study addressed a challenge that has been notic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at is, when 

integrating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into learning and teaching, teachers need guidance to 

escort them to design effec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incorporating such technology into 

facilitating learners’ learning. Drawing on Vygotsky’s theory of learning,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develop the design guidelines by means of analyzing learners’ learning process in real 

learning situations. Grounded on the notions of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the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hrough the lenses of obstacles learners encountering in the real learning 

situations as well as the causes of the encountered obstacles. The techniques of video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were adopted to conduct this inquiry, extracting insights from real-world 

dat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contribute to assisting more teachers who would like to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afforded by educational robots and IoT-based toys to design effec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fulfilling their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learning objectives for their students. 

With such endeavor,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make an integrated learning system framework 

involving educational robots and IoT-based toys a feasible solution of learning technology to 

facilitate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more real educational contexts. 

 

Keywords: Educational Robots, IoT-based Toys, Learning Process, Instructional Design 

Guidelines, Effec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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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人工智能互動工具學習行為與成效之研究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7 -010 -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曾建維國立清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計畫共同主持人：黃能富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計畫參與人員：李加安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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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敬翔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蕭棋鴻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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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羿先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darkdreams0802@gmail.com   

 

 

摘要 

 

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對高等教育造成重要變革，然其仍

存在許多挑戰，如欠缺即時互動讓學習者缺乏參與感，缺乏學習指引造成完課率低落，

難以提供給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習資源等。為了促進磨課師的線上學習，本研究目的在於

開發磨課師人工智能互動工具，並評估其學習成效與行為。依據學習者的線上學習軌跡

將學習者行為分群，開發可視化的數據分析儀表板（Dashboard），透過教師課程的講義

自動化建構專家知識地圖（Knowledge Map），評估不同學科之完整性與精準性，同時開

發互動式知識地圖並加入預測學習精熟度，建構自動連結至教材（影片、練習），結合

Line建構推薦機器人（Recommendation Bot），依學習者個別差異推薦學生適性化教材。

本研究採用國立清華大學所開發的磨課師平台（NTHU MOOCs），進行暑期大學先修課

程（Python 語言程式入門）之實驗，探討實驗組與控制組對於學習行為及歷程之差異。

研究發現，透過本研究所開發的人工智能互動工具，可改善磨課師學習者參與感，除了

大幅度提升線上測驗通過率外，實驗組學習者對於任務策略、時間管理與自我評估具備

顯著差異，亦可提供個別化的學習資源促進磨課師學習者投入。 

 

關鍵字：磨課師；人工智能互動工具；學習成效；互動式知識地圖；推薦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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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建置青少年考試焦慮自助減壓應用軟體(一)：各國考試

焦慮程度之比較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8－013－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趙子揚(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方榕吟(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tychao @g.ncu.edu.tw 

 

 

摘要 

 

本研究原始目的為建置 Release Test Anxiety (ReTax)的行動版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 APP)，利用三年的計畫逐步建置 ReTax，其中將結合關於學生考試焦慮的相

關測量，例如中學生考試壓力量表(examination stress scale, ExamSS; Sung & Chao, 2015)

與中學生考試壓力因應量表(Coping with Examination Stress Scale, CESS；趙子揚、宋曜

廷、王雅鈴，2014)，以及自助減壓的功能，增加學生自助減壓的可能性。第一年預期

進行三項主要工作，包含中學生考試壓力因應量表之編修、ExamSS 之翻譯工作，以及

系統開發規劃及硬體建置工作。預計成果包含完成一份新編中學生考試壓力因應量表

(Coping with Examination Stress Scale -Revised, CESS-R)、共計 8種語言的 ExamSS量表

試題及報表結果、以及系統開發規格書。在 CESS-R編製方面，本計畫根據現場學生的

訪談資料，編製 110題陳述句組成預式題本。接著，我們採立意取樣從北臺灣選取三校，

共有 253 名中學生做為施測樣本，經由探索性因素分析及試題分析，最後修訂為 85 題

共 12個向度的正式量表。這 12個向度分別為「尋求進步」、「考試正向認知」、「放棄準

備考試」、「宣洩情緒」、「放鬆行為」、「轉換心情」、「尋求學習支持」、「接受自己的結果」、

「朋友相聚」、「自我安慰」、「自我獎勵」及「書寫宣洩」。在正式施測方面，本計畫收

集七校共 743名學生做為施測樣本，後續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及相關分析。研究結果顯

示，CESS-R得到可接受的測量模式適配，且各向度之組成信度介於.67 ~ .93之間，平

均抽取變異介於.27 ~ .51之間。本計畫亦發現男女在因應方式的使用上略有不同，如男

生在「放棄準備考試」與「宣洩情緒」較高；而女生在「尋求進步」與「轉換心情」較

高。與 ExamSS 的相關方面，我們發現偏向問題焦慮的因應，例如「尋求進步」，與壓

力相關較高(r = .43, p < .01)，而偏向逃避的因應，例如「放棄準備考試」與壓力相關較

低(r = .06, p = .12)。CESS-R相較於先前的 CESS，的確擴張先前考試壓力因應的三因素

理論，未來在教導學生適切因應的輔導工作上將有所助益。在 ExamSS之翻譯工作方面，

本計畫在計畫初期，完成一份連同指導語的 ExamSS問卷。接著，研究團隊平均每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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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與翻譯社聯繫翻譯兩種語言，原先目標為設定為翻譯 6種語言，加上繁體中文及英文

共計得到 8種語言的 ExamSS。最後完成翻譯工作 12種語言，加上繁體中文及英文共計

有 14種語言的 ExamSS問卷。這 14種語言包含了英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

韓文、阿拉伯文、印加文、印尼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俄文、德文、法文及義大利

文，目前 14 個語言的版本，加上先前其他研究者所完成的土耳其語版本，已涵蓋超過

約 40 億的人口，約佔世界人口數之一半。後續本計畫將持續建置線上問卷版本，待實

體系統完成前，可先以線上形式進行各國資料收集。在應用程式功能設計上，本計畫第

一年根據既有介入方案，包含正念、認知改變、社會支持及自我決定論等理論，設計 4

個功能模組之型式，包含經營式的農場遊戲、功能性的倒數日曆、創作個人化的療癒貼

圖及種植心情樹，配合考試焦慮量表的測量，本計畫初步為中學生設計出利用應用程式

進行自助減壓的方式。未來在實行上，本計畫將尋找資訊領域之合作資源，將現有想法

實作成實際的產品。綜上所述，本計畫在一年的執行成果上，達到當初計畫的預期，無

論是 CESS-R 的修訂、ExamSS 的翻譯工作，或是自助減壓功能的發想，均在為 ReTax

的發展及考試焦慮的國際比較進行基礎的前置工作。雖然在實務上仍有些許挑戰，未

來，本計畫仍將逐步達到當初所設定的目標，對全球性的考試焦慮議題帶來理論性及實

務上的貢獻。 

 

關鍵字：中學生、中學生考試壓力因應量表、考試焦慮、壓力因應、應用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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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化設計思考模式於跨領域小組創造之發展、應用與分析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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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提出遊戲化設計思考模式(Gamification design thinking, GDT)，遊戲化促進學

生創造的興趣與參與；設計思考提供學生創造步驟的支持。基於此模式搭建卡片引導的

行動科技平台，以進行跨領域專題學習(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based learning, IPBL)，創

造多媒體衛教內容，即影片製作、網頁設計、APP開發等形式；並探索將此模式用於跨

領域專題學習課程中，讓不同專業背景的新手學生組成跨領域小組，以解決真實世界所

面臨的問題，並幫助他們有機會獲得更多跨領域的知識和技能。具體而言，本計畫透過

實體卡片線索設計，虛實整合於行動科技平台，來幫助非資訊背景學生進行跨領域創

造，累積學生的資訊素養能力，提供學生機會進行跨領域合作，製作多媒體衛教內容，

從主題發想、內容組織與創作形式，製作成數位衛教內容，並公開至社交平台，提供給

患者或民眾運用。參與對象為 28 位大學生，分別組成 7 個小組。進行為期一學期共

18 週的課程。研究問題聚焦於對學生的認知面與情意面有何影響，以及進行過程中有

何困難。目前仍在進行相關資料的分析。 

 

關鍵字：遊戲化、設計思考、跨領域創造、行動科技、卡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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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 2030 年雙語國家政策推動，語言已即將擺脫考試觀念，以培訓生活的應用，

傳遞並展現內涵與情感，以及與人事物建立關係。大專院校裡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特

別是以技職專長的學生來說，英語的應用不僅是增強英語四項技能的課程，更是結合各

科或跨領域的知識來應用語言。在 EFL 英語學習環境中，培養學生的推論性口語至關

重要，但教學卻充滿挑戰。在 L2 口語中構建論點有利於學生的學術素養。學者們試圖

探索推論構圖作為一種學習工具來教授論證技巧，以便讓學生體驗成為邏輯思考者和問

題解決者的經驗。然而，在缺乏英語練習的學習環境下，以英語為外語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EFL）的學習者較少有以推論的學習方法練習英語口說的機會，或進

行高層次思考的學習。因此，本計畫目標為「導入合作推論構圖學習模式之虛擬實境學

習環境對大學生專業英語學習成效、5C關鍵能力、與學習歷程分析」，教師在所教授英

語課程，提供多元領域主題，結合知識和技能，鼓勵學生參與線上學習任務、合作並解

決問題，以提升批判性思維和創造力，強化專業能力。學習者在有鷹架輔助的合作推論

構圖學習模式應用下，結合關於歷史文化相關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特性，

探索英語詞彙、閱讀、及虛擬實境的學習活動任務。結果顯示本研究提升了學習者的運

算思維傾向，創造力傾向，及文化學習興趣，皆是達正向顯著的。 

 

關鍵字：推論構圖；虛擬實境；英語口說；運算思維傾向；創造力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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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的發展及對於網路課程的需求增加，許多教育機構已經設計並提供大量的網路

課程、混成課程、及翻轉課程，然而，在充滿著社交網站、購物網站、及免費遊戲的學

習環境中，很難讓學生在如此的環境中專心學習，並獲得滿意的學習成果；此外，「程

式設計」課程中的教學總是挑戰著教師及學生們，尤其是在網路教學的環境中，可能更

難得到良好的學習成果；為了克服、解決上述問題，並改善學生們的網路學習成果，本

研究整合後設認知學習策略(meta-cognitive learning strategy, MCLS) 及團隊規律(team 

regulation, TR) 以培養學生們規律的學習習慣，並改善學生們於雲端教室中所建立的程

式設計能力、學習動機、及拒網自我效能。本研究採用 2 (MCLS vs. non-MCLS) × 2 (TR 

vs. non-TR) 的類實驗設計，並選擇四個修習「程式設計」課程的班級參與實驗，學生

都來自非資訊相關科系，本研究中有三個實驗組及一個控制組，第一組 (G1, MCLS and 

TR class) 同時接受網路後設認知學習策略及團隊規律之教學方式，第二組 (G2, MCLS 

3-C-5

76



and non-TR class) 接受網路後設認知學習策略之教學方式，第三組 (G3, non-MCLS and 

TR class) 接受網路團隊規律之教學方式，第四組 (G4, non-MCLS and non-TR class, 

control group) 為控制組，接受傳統的教學方式。研究結果指出接受網路團隊規律之教學

方式的學生有較佳的程式設計能力及拒網自我效能，然而，網路後設認知學習策略並沒

有顯著地改善學生們的程式設計能力、學習動機、或拒網自我效能；本研究冀望此研究

結果可供未來推行網路教學的學校及「程式設計」課程的教師在設計網路課程時作為參

考。 

 

關鍵字：網路後設認知學習策略、網路團隊規律、雲端教室、程式設計課程、程式設計

能力、學習動機、拒網自我效能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demand for online courses, there have been 

considerable quantities of online, blended, or flipped courses designed and provided. 

However, in the technology-enhanc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which are also full of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shopping websites, and free online games, it is challenging to focus 

students’ attention and help them achieve satisfactory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he instruction of programming courses constantly challenges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particularly in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s. To overcome and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the researchers in this study integrated two teaching 

approaches, using meta-cognitive learning strategy (MCLS) and team regulation (TR), to 

develop students’ regular learning habits and further contribute to their programming 

skills, academic motivation, and refusal self-efficacy of Internet use, in a cloud classroom. 

In this research, a quasi-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CLS 

and TR adopting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of a 2 (MCLS vs. non-MCLS) × 2 (TR vs. 

non-TR) factorial pretest/post-test. In this research, the participants consisted of four 

classes of students from non-information or computer departments taking a compulsory 

course titled Programming Design. The first class (G1) simultaneously received both the 

online MCLS and TR intervention. The second class (G2), which only received the online 

MCLS intervention, and the third class (G3), which only received the online TR 

intervention, were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while the last class (G4), which received 

traditional teaching, serv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MCLS, TR, and their combination, on improving students’ programming skills, academic 

motivation, and refusal self-efficacy of Internet use in an online computing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students who received online TR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ir 

programming design skills and their refusal self-efficacy of Internet use a Cloud 

Classroom. However, the expected effects of MCLS on developing students’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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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academic motivation, and refusal self-efficacy of Internet use were not found in this 

study.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MCLS and TR in an online programming 

course in this study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educators when conducting online, 

blended, or flipped cours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Keywords: Online meta-cognitive learning strategy, Online team regulation, Cloud 

classroom, Programming course, Programming skills, Academic motivation, 

Refusal self-efficacy of Interne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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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ASSURE 教學設計模式開發及應用 AR/VR 教材以增進職前

教師之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 

Promoting Pre-service Teacher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through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AR/VR) Applications with the ASSURE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4 -003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陳揚學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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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課堂教學中，教師若能運用適當的教學策略，透過科技將教學內容做適當地呈現與轉

化，將有助於學習成效；因此如何提升教師之科技、學科與教學知識之融合（TPACK），

多年來一直是 TPACK 研究關注之焦點。另一方面，虛擬實境(VR)及擴增實境(AR)已成

當前重要教育科技發展趨勢與各國教育推動指標；教師需具備 AR/VR 設計與應用之相

關知能，方能符應新時代之需求。然當前國內職前教師之 AR/VR 科技應用仍在起步階

段，而 TPACK 研究雖愈益強調教師教學設計能力，卻忽略廣為運用且專為教師課堂教

學所發展之ASSURE教學設計模式。職此，本研究結合ASSURE 教學設計模式與AR/VR

新興科技，設計“AVR-ASSURE”課程模組，冀能循序漸進，提升職前教師之科技學科教

學知識（TPACK）。 

 

在本研究中，修習「教學媒體與運用」之師培生體驗及探索 AR/VR 之教育應用、學習

ASSURE 及 AR/VR 開發工具，搜尋素材，並開發 AR/VR 教材進行實地教學。研究者藉

由 TPACK 量表、ASSURE 教案、設計日誌、期末反思、小組訪談等資料，檢證

AVR-ASSURE 模式提升教師 TPACK 之有效性，並瞭解職前教師之團隊合作歷程及對

AVR-ASSURE 各項活動之感受與回饋。結果發現：師培生的 TPACK 於 TK、PCK、TPK、

TCK、TPACK 項有顯著提昇。而其因素可歸於:(一)科技學習；(二)AVR 範例搜尋與

操作；(三)教學設計與 ASSURE 模式應用；(四)實際場域教學。最後，師培生覺知本

課程 AR/VR 之學習有助於其未來之專業發展與教學應用，而實際至中學課堂進行教學

則增進師培生對教學場域/情境因素之瞭解，有助其教學設計之思考及未來教學之調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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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 

 

本研究為第一個結合 ASSURE 教學設計與 AR/VR 科技以提升職前教師 TPACK 之研

究。研究者將以本研究為出發點，持續探究增進教師 TPACK 之有效方法，以提昇我國

中小學教師專業知能，確保學生學習品質。 

 

 

關鍵詞：虛擬實境；擴增實境；ASSURE模式；教學設計；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科技學科

教學知識；職前教師；師資培育；教師專業發展 

 

 

 

Abstract 

 

Developing teachers’ integration of content, pedagogy,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for 

effective teaching has been an important strand of TPACK studies.  Meanwhile, promoting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AR/VR) in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government policy.  Yet, to date AR/VR is still alien to many 

Taiwanese pre-service teachers.  Another research gap is that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structional design has been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in the TPACK literature,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employ the longstanding ASSURE model to cultivate teachers’ design capabilities 

and TPACK.  Drawing on Heinich, Molenda, Russell, and Smaldino’s (1999) ASSURE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 and in reference to Niess et al.’s (2009) TPACK development 

model and Kohloer and Mishra’s (2005) Learning by Design principle, this study proposed 

the “AVR-ASSURE” approach aiming at promoting Taiwanese pre-service teachers’ AR/VR 

literacy, instructional design capabilities, and their TPACK knowledge. 

In Fall 2019, 16 pre-service teachers enrolled in “Design and Utilization of Instructional 

Media” went through the AVR-ASSURE modules.  They learned and explored educational 

AR and VR, familiarized themselves with ASSURE procedures, searched for media 

components, created AR/VR courseware, and carried out authentic teaching in secondary 

classrooms.  Pre- and post-test TPACK surveys, individual end-of-course reflection, and 

end-of-course group interview data were analyzed to inform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VR-ASSURE approach, as well as factor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TPACK develop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ir TPACK scores, 

particularly in TK, PCK, TPK, TCK, and TPACK dimensions.  Furthermore, four influential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1) technology learning, 2) AVR example search/playing, 3) 

sophist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he ASSURE model, and 4) teaching in real con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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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ly,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perceived their gains from learning and applying AR and VR 

tools that helped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y gained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s of the teaching site that was helpful for their design considera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Together, we deem that our AVR-ASSURE approach was 

effective for promoting Taiwanese pre-service teachers’ TPACK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along with practical suggestions.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ASSURE Model; Instructional Design; 

TPACK; Pre-servic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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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計畫目的在於探究認知見習英語聽力互助(CA-ELRT)教學法是否能有效增

進學生後設認知能力、聽力理解。近年來教育學者強調後設認知對於學習有重要的影

響，但在英語教育領域相關研究仍在萌芽文獻十分有限，有鑒於此，本計畫將，將認知

見習理論導入聽力教學課程中訓練學生之後設認知能力。本計畫進行 CA-ELRT 教學法

和教師講述教學法之比較研究，以兩班修讀英語課程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隨機指派為實

驗組和控制組之後，進行大六週英語聽力教學。本計畫是質量合併之研究，量化研究資

料將透過教學實施前後之英語聽力前後測驗、教學實施前後之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問卷之前後測驗、英語聽力 follow-up 測驗等方式收集。質性研究資料包括教學實施過

程中研究對象完成之自我省思報告。計畫研究結果為: (1) 了解 CA-ELRT 教學法是否能

顯著提升大專學生後設認知能力；(2) 了解 CA-ELRT 教學法是否能顯著提升大專學生

英語聽力理解力；(3)了解研究對象對 CA-ELRT 教學法與教師講述法的看法。最後根據

研究結果，提出提升大專學生英語聽力的教學建議。  

 

關鍵詞: 認知見習模式、英語聽力、後設認知能力、網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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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教學的場域不再侷限在教室當中，學習的觸角早已開始深入各種學習、社會與

文化的場域。博物館就是一個重要教育場域的代表，因為博物館在傳統環境以外的非正

式學習教育場域中有著重要的引領角色與功能。然而，博物館經營方式隨著時代需有所

變革，才能提升遊客與學習者的興趣，畢竟一個環境或場域其學習工具的使用率與學習

成效未能持續增進，會使得學習活動內容與方式無法吸引學習者。故本計畫以此作為切

入點進行探討並解決企業博物館因科技與時代潮流面臨的改革問題。 

本計畫的主要學習場域為白蘭氏健康博物館，主要分成兩大部份進行，第一部分是

在白蘭氏健康博物館之場域進行數位科技學習系統的導入，探討透過資訊融入教學並整

合既有的學習環境，利用擴增實境製作軟體MAKAR對於白蘭氏雞精博物管雞精製作流

程進行設計與建置；第二部份則是利用系統針對現場遊客進行實驗，採用準實驗法做為

研究方法，透過擴增實境導覽與傳統口述導覽兩種不同性質之工具進行教學，對相同的

知識內容進行傳遞，最終透過量化問卷之收集資料與後續統計分析，了解遊客在場域學

習中之認知負荷與學習成效。 

研究結果發現採用不同教學工具對場域內知識學習產生影響，遊客在學習過程中內

在與外在認知負荷在傳統口述導覽比擴增實境導覽來的高，但在增生認知負荷與學習成

效在擴增實境導覽的結果比傳統口述導覽來的高。此結果不僅說明不同教學工具有差

異，更表明擴增實境導覽更能對遊客產生正向且顯著的影響。因此，即便在相同的教材

下，擴增實境的資訊融入能均成功的吸引遊客的目光且提升對學習知識內容上的理解。

本計畫以新的學習型態來傳遞知識並提升成效，期望能推廣與應用至其他同類型非正式

教育場域中，落實場域學習之具體實踐。 

 

關鍵字：擴增實境、認知負荷、學習成效、場域學習、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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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與評估視覺化程式之個人導引輔助學習系統對運算思維能力

影響之研究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24-003 -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10月 31日 

主持人：李建億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林士喬、許君豪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leeci@mail.nutn.edu.tw   

 

 

摘要 

 

運算思維已被公認與閱讀、寫作、計算等能力一樣，同屬基本能力，也是 21 世紀

每個人都應具備的基本能力之一。運用程式設計的學習過程，來提升學生的運算思維能

力是目前各級學校所普遍採行的作法。然而，程式設計涉及高階的抽象概念及認知理

解，加上受限的上課節數與學生個別化差異，使它成為一門不容易學習的科目。而為了

減輕學生學習程式設計的困難，減輕其在學習程式指令語法與語意的認知負荷，目前大

都是教導初學者學習使用視覺化程式語言。視覺化程式語言主要是讓學生免於編寫文字

式指令程式的負擔，學生只需利用圖形化元素將自己解決問題的想法，進行圖像式的編

序排程即可。然從目前相關的學習系統或研究文獻中，針對運算思維能力的提昇，都沒

有討論到如何在視覺化程式語言學習過程中，給予學生適當的導引輔助，以降低學生學

習過程中的困難。因此，本研究開發一套適合國小學童的「視覺化程式導引輔助學習系

統」。此外，也探討在程式設計活動中，提供「視覺化程式導引輔助學習系統」，對國小

學童在「程式設計學習成效」以及「運算思維能力提升成效」的影響。 

 

關鍵字：運算思維；視覺化程式；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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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科技支援程式設計翻轉教學之研究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25 -001 -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10月 31日 

主持人：賴錦緣 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計畫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高慧君 南港高中、魏仲良 大直高中、戴伶娟 南港高中 

計畫主持人 E-mail：yuanlai@nutc.edu.tw 

 

 

摘要 

 

近年來，翻轉教室已廣泛用於促進學生的學習。然而，很少研究針對學生在課前觀看教

學影片時提供學習的策略，因此，本研究運用註記科技來促進翻轉教學時課前觀看影片

的效果。研究以準實驗設計，選定修習程式設計課程的兩班高中生為對象，其中一班於

課前預習程式碼或觀看影片時需註記其不懂的地方（實驗組），另一班則直接預習程式

碼或觀看影片，不需註記（控制組）。本研究蒐集學生前、後測成績、專題製作作品、

問卷和系統log檔等資料，比較兩班學生程式設計表現、數據分析專題表現、翻轉教學效

果、認知負荷及自我調節的差異。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的後測程式設計CT

（Computational Thinking）測驗分數及專題製作表現皆比控制組佳，自我調節學習、翻

轉教學實施和翻轉學習效果方面亦顯示實驗組優於控制組。然而，在認知負荷方面，兩

組學生整體的認知負荷分數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未來實施註記教學時，可再針對如何減

少「外在認知負荷」和增加「增益認知負荷」進行改善。此外，後續可進一步以偏最小

平方迴歸（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PLS迴歸）統計方法探討自變項與依變項或依

變項間的相關，以深入瞭解影響翻轉教學的因素。 

 

關鍵字：註記科技；翻轉教室；程式設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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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與學觀點設計與研發數位遊戲結合擴增實境 

輔助音樂序列性學習教材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32－003 

執行期間：109 年 08 月 1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 王怡萱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林彥庭、魏婉瑄、徐唯芝、邱堉展、淡江大學教育科技

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annywang12345@hotmail.com 

 

 

摘要 

 

本研究運用科技輔助教學之特性，進行音樂序列性學習之數位教材開發，以數位遊

戲輔助學習之優勢與結合擴增實境技術進行科技輔助教學課程設計，以此強化與提升學

教互動。教材從音樂聽覺和口頭聯想能力為基礎起始學習點，接著，將音樂哼唱能力與

樂譜讀寫進行音樂符號的關聯、認識、綜合練習及賞析學習。希望在基礎的音樂教學中，

讓學習者能透過適當的教學引導與教材輔助，從多元的音樂學習互動情境中，享受音樂

學習的樂趣，進而引發持續學習動機，達到音樂終身學習之目的。 

 

 

關鍵字:音樂學習、遊戲式學習、擴增實境應用、數位教材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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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輔助鷹架的程式教育影片學習網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126 -002 -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10月 31日 

主持人：王岱伊 靜宜大學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黃傳翔、苗薪偉 靜宜大學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ophelia.wang@gmail.com   

 

 

摘要 

 

程式教育不僅讓學生能使用電腦，創造電腦功能，更將影響國家競爭力。本計畫根

據文獻設計線上程式教育的學習活動，並開發支援活動的程式影片學習平台，針對文字

形式的程式語言，提出結合影片學習與程式教育的平台 CEVIL，其具備影片模組、運算

設計模組、程式編輯模組及測驗模組，可滿足程式教育時的三大需求：(1)線上學習時，

可同步觀看影片與實作程式、(2)增加影片教材與學習者互動性，以確保學習者確實觀看

影片、(3)增加師生及同儕互動，以降低學習挫折。以網頁前端程式設計課程為例，透過

實證研究檢驗本系統，發現 CEVIL 系統可有效提升學習者的程式設計能力，且無論其

原本的程式學習態度是積極的或消極的、原本的運算思維能力是較佳或較弱的，其程式

設計能力皆能大幅提升。。 

 

關鍵字：程式教育；影片學習平台；鷹架輔助；網頁前端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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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主路徑分析與關鍵字分析追蹤運算思維研究的跨領域發展軌

跡：關鍵路徑與跨領域研究特徵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130-002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主持人：湯凱喻(銘傳大學國企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n/a 

計畫參與人員：周德嬚(台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研究所博士) 

計畫主持人 E-mail：ky.nctu@gmail.com   

 

 

摘要 

 

本文聚焦在近年間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 CT)國際主要期刊論文研究主題

進行系統性分析，包括：內容分析、關鍵字分析。本研究並嘗試歸納研究主題的特徵，

進而提出一分類式架構(typology)以利後續領域發展的追蹤分析。此外，本研究比較觀察

在Wing(2006)之後的每五年間(2006-2012; 2013-2018)國際運算思維研究領域的變化。根

據關鍵詞分析(keyword analysis)，共找到 3798個(2006-2012)和 7175個(2013-2018)關鍵

詞。根據內容分析，根據其屬性（包括背景設置(demographic factors)、領域特定因素

(domain-specific factors)和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s)）歸納了過去十年間運算思維研究

的研究類型。主要發現如下：（1）從過去研究的背景設置來看，高中生、及大學以上學

生是主要參與者，而電腦科學、數學和工程學是主要被研究學科。 (2) 在領域特定因素

方面，遊戲和同儕協作(peer collaboration)被發現是主要的教學法，而基於網絡為和面對

面的學習環境是最重要的兩種常被使用的 CT 研究環境，相關關鍵字在過去的研究中被

提及的次數分佔前兩名。然而，與傳統的基於指令的程式語言工具(command-based 

programming languages/ tools)相比，Scratch、Lego 和 Python 被認為是新興的基於視覺

的編程語言。 (3) 最後，針對學習成效的討論是基於 Bloom et al. (1956) 的 分類框架。

首先，知識面(knowledge understanding)和心智面的理解(mental understanding)是認知領域

(cognitive outcome)的主要目標；動機和態度是情感面成效(affective outcome)的主要任

務；社交和溝通技巧是操作能力訓練(psychomotor outcome)的核心成果。本計畫研究結

果提出了一個運算思維研究的分類(typology)，為後續研究者提供概念架構與研究方向。

相關成果發表於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2020) 與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2021)。 

 

關鍵字：運算思維；程式語言；學習成效；關鍵字分析；內容分析；國際發表樣態；研

究分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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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差異化教學於自我調整翻轉學習環境之設計、實證與歷程分

析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142-011- 

執行期限：109年 08月 01日至 110年 07月 31日 

主持人：陳志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計畫共同主持人：林奇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計畫參與人員：林代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顏緣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莊竣凱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黃遠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張君聖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朱奕儒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計畫主持人 E-mail：duke.chchen@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整合差異化教學、自我調整學習以及翻轉學習策略的優勢，並藉由數位科技

的輔助，設計「結合差異化教學於自我調整翻轉學習模式」，以發展新的學習方法。學

生能夠在翻轉學習的環境中，以自我調整的方法，進行差異化的學習。本研究設計國小

四年級英語科的課程，實施創新實驗教學，以分析此學習模式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成

就、動機和自我調整感知之影響。之前與翻轉學習相關的研究，較少討論到在自我調整

方法的輔助下，採用差異化教學對於學生學習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可提供學生自我調

整學習、教師省思教學成效的參考，以及研究者優化翻轉學習模式的重要依據。本研究

結果顯示，採用「結合差異化教學於自我調整翻轉學習」方式，能顯著地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就與內在動機，並能促進其自我調整之任務策略感知。本研究發展之「結合差異化

教學於自我調整翻轉學習」模式，注重學生的自發主動學習、以及學生的個別需求，亦

符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強調的「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之願景。 

 

關鍵字：翻轉學習；自我調整學習；差異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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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虛擬實境科技之職業課程對高中職智能障礙學生職業能力提升成效之研究 

計畫編號：109-2511-H-143-001-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12月 31日 

主持人：        陳志軒 國立臺東大學 特教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葉士青 國立中央大學 資工系 

                林珮如 國立臺東大學 特教系 

計畫參與人員：  林玲伊 國立成功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丁歆容 國立臺東大學 特教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ta895105@nttu.edu.tw  

 

 

摘要 

 

背景：身心障礙政策在強調「融合」趨勢下，促進智能障礙者獨立就業是跨領域專業共

同之目標。然智障者因認知功能缺損導致學習類化能力不足和就業能力受限。虛擬實境

科技(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VRT)可提供控制性的干擾來模擬真實環境，對個體學習

提升類化能力能有所助益，但對智能障礙者成效仍不明確。本研究目的有二：一、針對

高職智障學生發展以超商門市為背景之虛擬實境科技訓練系統；二、虛擬實境系統融入

以工作情境之刺激類化與個體反應類化之原則設計 VRT 情境之干擾模式，以了解其對

智能障礙學生與真實環境工作的銜接之成效。 

方法：本研究預計為兩年期程，此次報告為第一年(109 年)主要研究之成果。第一年為

兩個階段包含(1)門市服務職業能力虛擬實境科技教材建置；(2)虛擬實境科技在智能障

礙學生商場服務成效之初步驗證。第一階段透過行動研究之設計，運用科技接受模式之

理論視野，檢視高中職特教老師之教學意見回饋，VRT訓練內容，將以教育部頒布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為基礎進行內容之設計，包含門市作業實作、職場清潔實作、

收銀櫃臺實作、顧客服務實作等虛擬實境教材；第二階段為單一個案實驗設計，採用單

一個案研究法之 A-B-A 撤回設計(因疫情之關係)，研究參與者為一位 11 年級智能障礙

學生，進行每週兩次，一次 30 分鐘的虛擬實境介入。初步探討此系統對智障學生職業

能力促進以及是否可改善職場類化能力。 

結果：(一)行動研究之結果：(1)知覺可用性: 特教教師對門市服務 VRT的知覺可用性多

表認同，訓練內容內容除跟 108課綱相互連結外，亦可以跟門市服務丙級證照之內容進

行相關結合，增加練習的趣味，強化學生證照考試的熟悉度，亦可讓學生進行職業探索

的現實想像，有助於彌補智能障礙學生現實感知不足。(2)知覺易用性:可分為特教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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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智能障礙學生兩個層面，而針對智能障礙學生更需考量使用 VRT的遊戲化轉化(包含

開頭加入使用示範影片、進入虛擬超商情境的說明、得分的即時回饋、任務的遊戲化

等)。而針對較師之使用，未來仍需要有更多融入 VRT教學的示範以及教學上的社群與

技術支持。(二)成效驗證結果：(1)虛擬實境科技能提升智能障礙學生門市服務職業認知

具有提升之效果；(2)虛擬實境科技訓練對智能障礙學生的門市服務反應類化能力具有提

升之效果。 

結論：本研究初步驗證虛擬實境科技可以提升智能障礙學生類化之能力，虛擬實境科技

可當作特殊教育職業試探與商場服務之輔助教材。而本研究未來在特殊教育、輔助科

技、復健諮商領域等，基於實證研究精神，瞭解智能障礙學生於虛擬實境科技數位學習

教材之建構，提供國家擬定就業、就養政策參考。透過前瞻數位學習科技之優勢，跨領

域之結合應用與研發，促進身心障礙族群職業技能的學習。此經驗將可推展到其他心智

障礙類別於相關研究時參考。 

 

關鍵字： 虛擬實境科技、智能障礙、職業教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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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虛擬實境與物聯網訊息回饋提升兒童防災素養、運算思維及

問題解決能力 

計畫編號：MOST109-2511-H-152-006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9月 30日 

主持人：崔夢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邱仁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黃惠絹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張原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mptsuei@mail.ntue.edu.tw  

摘要 

台灣為多山的土地地形，位於歐亞和菲律賓海板塊，每年颱風或多雨季節時，極容

易產生土石流災害。十二年國教將防災教育列為融入議題之一，學習主題包含三大項

目：災害風險與衝擊、災害風險的管理、災害防救的演練。本研究以物聯網程式及動畫

回饋系統應用於土石流防災教育，進行實徵研究，探討對於國小學生運算思維、問題解

決、土石流素養以及學習態度之影響。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研究對象為新北市某國小

五年級四個班級學生共 105位，分為兩班實驗組、兩班控制組，實驗教學共進行 10 週，

每周一節課。研究結果如下： 

一、在土石流學習成效上，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土石流學習成效測驗之表現無

顯著差異；從土石流物聯網示意圖分析來看，大部分學生皆具備土石流成因之概念，在

物聯網感測之概念較弱，尤其是濕度感測之運用。 

二、在運算思維方面，實驗組學生分數顯著高於控制組學生。 

三、在問題解決能力方面，實驗組學生分數與控制組學生無顯著差異。 

四、土石流物聯網學習態度問卷之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在問卷總分、目標動機、

物聯網程式學習以及小組學習之態度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對此學習方式應

用於土石流學習亦呈現正向學習態度。 

 本研究結果支持物聯網程式教學應用於土石流概念教學，對於提升學生運算思維

能力與學習態度有所提升。 

關鍵字：國小程式教學；物聯網程式；土石流；防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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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社會網路感知機制之行動形成性評量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158-003 -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林建偉＋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jwlin@g2.usc.edu.tw   

 

 

摘要 

 

Social network awareness (SNA) mechanism, which students can be aware of online learning 

context and social-interaction context of peers, can enha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ask, peer interaction, and eventually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us, social network 

awareness (SNA)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in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SCL). This study firstly integrate the SNA into a mobile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 namely 

mobile-based assessment with SNA (MBA-SNA). To investigate whether students are willing 

to continuously use the MBA-SNA and what factors drive their intention of continuance 

usage, this study further conducted an experiment which lasted for one month to investigate 

the above issues by extending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age of technology (UTAUT). 

The empirical results unveil (1) students are willing to continuously use the MBA-SNA, and 

(2) although the incentive factors influencing behavioral intention at the initial use and 

continuous use slightly differ, social influence and perceived playfulness are the most crucial 

determinants to continuous use. 

 

Keywords: mobile collaboration, social network awareness, continuous usage, user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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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程式除錯遊戲之設計與評估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155-001- 

執行期限：109年 08月 01日至 111年 01月 31日 

主持人：趙伯堯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文佳麗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余崇嘉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葉軒宇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poyaochao@gmail.com   

 

 

摘要 

 

視覺化程式設計學習環境通常提供視覺化的元件，用以降低初學者在程式設計學習

上的困難或障礙、以及協助理解程式運作的原理。另一方面，雖然透過範例學習程式具

有改善學習成效的潛力，但學習的成效與範例本身的設計與結構、以及學習者研讀範例

的品質相關。基於互動性範例能增加初學者對於範例的理解，本計畫結合遊戲元素、與

除錯式互動性範例，設計「視覺化程式除錯遊戲」環境，學生在遊戲中透過範例除錯關

卡學習程式設計概念與程式設計方案。本計畫繼分析不同成就之學習者在「視覺化程式

除錯遊戲」環境中所展現之問題解決行為與表現。 

 

關鍵字：自動化評量；自我監控；視覺化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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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解題與學習求助行為之資料導向學生模型之建構與評估： 

學習求助模式辨識機制以及學習成效預測模型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155 -002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周志岳  元智大學資工系 

計畫參與人員：陳威翰、王力耕、曾韋閎、莊子毅、楊宗霖  元智大學資

工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cychou@saturn.yzu.edu.tw 

摘要 

研究顯示學生們有不同的學習求助(help-seeking)模式，而且具有一些特定學習求助

模式的學生通常有較差的學習成效。因此特定學習求助模式可以作為辨識學習高風險學

生的一項指標。現有辨識學生學習求助模式的方式主要依賴老師的觀察診斷、學生自我

回報的問卷、以及在電腦輔助學習系統中由專家設計的辨識規則(也就是知識導向學生

模型)。本研究運用包括分群和分類的教育資料探勘技術來分析學生在一套電腦輔助學

習系統的解題和學習求助紀錄，用以分析辨識出學生學習求助模式，建構一套基於解題

與學習求助行為之資料導向學生模型。首先，本研究計畫運用 K-means分群機制分析辨

識出三種研究已知的學習求助模式，也就是執行型學習求助模式、逃避型學習求助模

式、以及學習型學習求助模式。本研究也分析辨識出兩種新的學習求助模式，一種是靜

態學習型學習求助模式，學生遇到困難的求助模式是重新觀看教材。另一種是靜態學習

型與執行型學習求助模式，學生遇到困難會先重新觀看教材，但還是會尋求執行型提

示。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執行型學習求助模式以及靜態學習型與執行型學習求助模式會伴

隨著較差的學習成效，因此這兩種學習求助模式可以作為學習成效低落的預警指標。本

研究也運用分群機制辨識出的五種學習求助模式來建構分類模型作為學習求助模式辨

識機制，可以自動辨識出學生的學習求助模式。而為了早期辨識出學生的學習求助模式

以便能夠早期預警或介入，本研究特別評估此學習求助模式辨識機制在早期資料

(early-stage data)的辨識準確性。研究結果顯示在前三分鐘、前六分鐘、前九分鐘、以及

前十二分鐘早期資料的早期辨識準確性分別為 61%、72%、81%以及 91%。本研究驗證

了運用教育資料探勘技術來辨識學生學習求助模式的可能性和效能。本研究建構資料導

向學生模型之學習求助模式辨識機制的方法和程序可以套用來研發其他電腦輔助學習

系統或學習求助情境的學習求助模式辨識機制。 

關鍵字：學習求助模式辨識機制；資料導向學生模型；教育資料探勘；分群；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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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反思促進機制的舞蹈翻轉學習環境之建置、應用及成效分析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167-001-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夏綠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體育室 

計畫參與人員：汪心如、陳芷妤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管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 share.holder0130@gmail.com   

 

 

摘要 

 

傳統的體育教學，在課堂中教師示範往往佔用了多數的時間，而減少學生演練的機

會。因此，學者開始嘗試透過翻轉學習的方式，來增加課堂中學生練習及教師提供指導

的時間。然而，在一般的翻轉學習模式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學生課前準備不

足影響課中活動參與、自學時缺乏引導迷失方向、遇到問題時無法立即獲得幫助，以及

缺乏反思。因此，本計畫借鑑 Dewey做中學與 Vygotsky的社會建構理論，提出基於反

思促進機制的翻轉學習模式，以引導學生理解課前自學的教材，並加強反思與同儕互助

交流，用以支援體育課程精進教學品質。同時，為了分析實質效益，我們將進行一系列

的研究，探討這樣的學習模式，對學習的影響。這是一個創新且值得嘗試的策略，除了

有教學實務上的價值，更是當前十分重要的研究議題。 

 

關鍵字：行動學習；翻轉教室；體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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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適性輔助支援博物館素養導向跨域樂學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178-001 -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12月 31日 

主持人：徐典裕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營運典藏與資訊組 

計畫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梁心怡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營運典藏與資訊組、 

陳奕廷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營運典藏與資訊組 

計畫主持人 E-mail：dan@mail.nmns.edu.tw   

 

 

摘要 

 

面對未來日益複雜的挑戰，素養教育逐漸受到世界重視。素養教育強調學校需提供

真實場域的跨學科學習環境，透過團隊協作的問題解決活動，引導學習者在過程中培養

素養相關知識、態度與能力。相較於學校受限於資源和跨領域整合人才有限，博物館提

供一富含跨領域學習資源的開放學習環境，透過情境感知無所不在科技可有效串聯館內

外學習場域，支援學校教育及學校教育外素養學習。然而，對於獨自參訪的觀眾或大多

數參訪群體而言，若缺乏適切鷹架及回饋輔助，難以促成有效的素養學習。此外，博物

館面對不同的觀眾族群，考量到個別差異對學習的影響，有必要探討如何提供每一位學

習者適性的學習輔助，方能滿足學習者在真實情境中的學習需求，有效改善學習成效，

支援素養學習。 

綜上所述，本計畫應用智慧聊天機器人技術，開發一智慧適性輔助學習工具，透過

電腦輔助社會互動鷹架，針對學習者的當前狀況提供適性引導與回饋，改善個人學習以

及協力學習於真實場域素養學習的學習成效。本計畫希望可透過實證研究探討智慧適性

輔助學習工具對素養學習的影響，並了解學習者在學習觀感、表現、行為上的差異，以

其研究成果可用於日後智慧適性輔助及素養教育的教學實務與研究設計。 

 

關鍵字：素養導向學習；博物館學習；智慧學習輔助；社會互動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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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在偏鄉教育的實踐 

─ 建立教師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知能指標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259 -006 -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1月 31日 

主持人：高台茜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張維珊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mkao@gms.ndhu.edu.tw 

 

 

摘要 

 

中文摘要 

教育部於 108年 11月推出「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計畫」，鼓勵縣市政府及學校實施數

位學習平臺輔助自主學習模式，增進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品質。計畫主持人承辦東區輔

導計畫，負責宜蘭、花蓮、台東三縣參與計畫的學校輔導與教師培訓工作，進而關注到

偏鄉教師參與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計畫，於專業能力發展的特殊性，就所參與之教育實

務，提出研究計畫，關照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的教師知能養成。本計畫針對 15位通過科

技輔助自主學習計畫訓練與檢定的合格講師（以偏鄉中小學教師為主），進行三個輪次

的德懷術專家調查，以建立教師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知能指標，作為在東部偏鄉推動科技

輔助學習計畫的執行策略參考。 

因疫情變化，中小學自 110/5/19 日開始實施停課不停學政策，本計畫擬邀請之

得懷術問卷調查專家，均忙於因應居家上課與線上教學模式，本計畫關注之科技輔助

自主學習之教師輔助策略也需因應調整，因此將計畫期程延後半年，原訂 110年 5月進

行之德懷術問卷調查，延後到 110 年 9 月新學期開學後實施，並於 10 月初完成三輪次

的線上調查，本報告呈現初步的資料分析成果。 

 

關鍵字：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教師知能指標；德懷術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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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於樂」--運用虛實整合科技於特殊學習者之學習環境建構與

服務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424 -001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 日至 110年 12月 31日 

主持人：葉耀明 開南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柯皓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yaomingyeh@gmail.com   

摘要 

自從國際無障礙網路標準 WCAG(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在西元

1999年訂定以來，本標準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在照顧身心障礙者網路使用及推動無障礙網

路的最主要依據。近年來全球資訊社會進入數位匯流的智慧化時代，網際網路整合資料

網路、電信網路、電視網路、和行動網路，造成四網合一(Quad-Play)的新世代網路空

間(CyberSpace)。在網路空間的上網裝置除了傳統的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延伸到智

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載具，在近年更擴展到虛擬實境/擴增實境技術。在此新的

網路空間中，傳統實體學校空間也一步延伸到網路學習空間。而一向是數位弱勢的身心

障礙者也面臨新的挑戰，行動網路以及虛擬實境/擴增實境技術等各種新科技載具是否

提供身心障礙者可使用的介面和功能?新一代智慧化城市與智慧化校園如何打造可以讓

身心障礙者可以悠遊其中的無障礙空間?在數位服務與內容方面，電信媒體、電視媒體、

和網路媒體如何設計以滿足身心障礙者在生活需求、工作需求、和學習需求等三大需求? 

本計畫擬發展融合新科技載具的無障礙行動學習整合環境研究，並以滿足身心障

礙學生使用新科技載具來學習的概念，來研究滿足在通用設計與無障礙網路國際標準

WCAG 2.1版規範的無障礙實體學習場域和無障礙網路學習環境的新型態整合模式，並結

合虛擬實境/擴增實境等新科技載具來發展具有「寓教於樂」的新型態虛實整合學習環

境。 

關鍵字：無障礙網路、行動學習、虛擬實境/擴增實境、虛實整合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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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習者適性學習為中心的知識學習助教平台： 

以程式語言學習為例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17-006- 

執行期限：109年 08月 01日至 110年 12月 31日 

主持人：鄭伯壎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 

        陳立偉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陳定凱副教授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漫畫系 

計畫參與人員： 

        黃莉雯兼任研究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蒲郁雯兼任研究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林嘉宣兼任研究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王筌立兼任研究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cph@nknu.edu.tw 

 

摘要 

 

據查中小學多援用積木式來學習程式設計，而大學則以傳統程式語法進行學習。目

前大多數線上學習課程屬於單向式知識提供，而本團隊先前研發之學習過渡軟體介面是

以 Python 為標的語言，雖已降低知識轉換的門檻，但如何快速且有效率地整合線上課

程且對學習現狀進行即時適性化學習回饋，卻是一個值得嘗試與挑戰的議題。在此以

Python 程式語言學習為基礎研發出一個以學生適性學習為中心的知識學習助教

(Knowledge Learning Assistant; KLA)平台，此平台套用網宇實體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軟體感測(Soft Sensor; SS)及模糊標記語言(Fuzzy Markup Language; FML)

等理論，建構具智慧型學習回饋的 KLA 平台。其中包括(1)KLA 依據 CPS 立論，透過

軟體形塑頭像(Avatar)，搭配智慧型聊天機器人; (2)教材產製元件依據 CPS與最小語言子

集合，會提供知識地圖勾串，以 JavaScript程式語言搭配 Node.js實作; (3)學習感測器則

依據 SS理論，分類出不同學習級別變遷與學習升級時機; (4)自學模糊引擎以 FML標準

為基礎，建立機器學習的路徑與自我調整參數，並作為學習感測器的共用元件。在上述

各類元件整合後，透過程式設計相關授課進行易用性之評值活動，採用感知可供性與認

知可供性等品質項目來發展所需問項，並於評值後對該教具進行修正。最後，產出一套

以學生適性學習為中心的知識學習助教平台，並提出評值報告，希望對國內外資訊教育

的自學有更大的助益。 

 

關鍵字：適性教育；感知服務；網宇實體系統；模糊標記語言；資訊教育；軟性感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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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導入人工智慧之臨場學習科技研究及教學應用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194 -001 -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 
主持人：游寶達 中正大學資工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蔡鴻旭 中興大學應數系 
計畫參與人員：游陳叡 中正大學資工系、王偉丞中正大學資工系、房昱丞

中正大學資工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csipty@gmail.com   

 
 

摘要 
 

虛擬實境和混合實境的發展，導致虛擬觸控逐漸步成為日常生活及教學所需的一部

分，若要使用虛擬觸控相關的技術通常會需要相對應的設備，如：Kinect 和虛擬實境頭

戴式顯示器，這些設備通常都比較昂貴，使得一般大眾難以入手，尤其在教學現場更不

易實現。因此，我們希望使用者只要有一台普通的網路攝影機或智慧型手機即可完成虛

擬觸控。 

 一開始我們使用 YOLOv4 和 Faster-RCNN 兩種深度學習的物件偵測模型去完成手

部追蹤，我們透過大量型態以及不同人種的手作為 dataset 來訓練物件偵測模型，但最後

模型的表現差強人意，後來透過 Google 的 MediaPipe Hands 所提供的應用程式介面(API)

改善了手部追蹤的表現。MediaPipe Hands 由手掌偵測模型以及手部關鍵點模型組成。

手掌偵測器透過深度學習的方式定位手掌的位置實現手部追蹤，因為手掌是固定體的緣

故，所以對於型態相對多變的手來說，在物件偵測中的表現相對穩定，而手部關鍵點模

型則是透過對手的位置做回歸計算取得手的 21 個關鍵點，接著對這 21 個關鍵點做相對

位置的判斷，即可得出目前的手勢，並且藉由不同的手勢執行相對應的指令完成電腦的

基本操作，達成虛擬觸控的目的。  

 在教學現場我們導入 ABA 模式進行實證研究。首先，第一階段讓使用者進行基本

操練，學習如何在同儕之前使用肢體語言及手勢虛擬觸控功能操弄 PPT 及圖片導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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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講解被指派的任務，此階段結束之後馬上進行問卷調查。第二階段進行特訓，利用手

勢虛擬觸控功能操弄遊戲及我們精心設計的地圖導覽系統，讓使用者體驗手勢虛擬觸控

的要點及其未來使用上的重要性。第三階段，再讓使用者回來操演第一階段的情境，以

期使用者能夠融入手勢虛擬觸控的情境之中。此階段結束之後也馬上進行問卷調查。然

後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使用者第一階段與第三階段是否產生顯著的改善。 

 本計畫原為兩年期計畫，最後僅獲得一年之補助。手勢虛擬觸控系統的 user mode

及 kernel mode 之穩定性調教仍在進行中。另外，ABA 模式進行實證研究仍在本校的智

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AI Maker Space)進行中，以期能為未來手勢虛擬觸控在教學上的應

用提供一定的貢獻。 

 
關鍵字：數位教學；手部追蹤；手勢辨識；自然用戶介面；ABA 實證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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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rtual touch has increasingly reached the public field a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reality (VR) and mixed reality (MR), but in order to use virtual touch-related 

technologies, the user typically require specialized device such as Kinect and VR headsets. 

The cost of these device is generally expensive, making it harder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o 

get started. Especially in the teaching site,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achieve. As a result, we 

expect that the users will be able to perform virtual touch using just a webcam or smartphone. 

Th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supplied by Google MediaPipe Hands and 

the Windows API are used in this study to perform hand tracking and gesture recognition. 

Real-time hand tracking and gesture recognition are performed by reading the images of a 

webcam or smartphone lens, and performing fundamental computer operations by executing 

matching commands with distinct gestures, such as: mouse moves. 

At the teaching site, we apply the ABA model for empirical research. First, the first stage 

allows users to perform basic exercises, learning how to use body language and gesture virtual 

touch functions to manipulate PPT and picture navigation in front of their peers to explain the 

assigned tasks. After this stag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ll be conducted immediately. In the 

second stage, special training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gesture virtual touch function to 

manipulate the game and our carefully designed map navigation system to let users 

experience the essentials of gesture virtual touch and fell its importance in future use. In the 

third stage, the user is allowed to return to the first stage of the scenario, so that the user can 

integrate into the gestural virtual touch situati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ll be conduct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is phase. Then use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to analyze 

whether the first stage and the third stage of the user have produc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This plan was originally a two-year plan, and finally received only one year of subs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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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bility tuning of the user mode and kernel mode of the gesture virtual touch system is 

still in progress. In additio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ABA model is still underway in the 

school’s AI Maker Space, hoping to provide certain contributions to the future application of 

gesture virtual touch in teaching. 

Keyword: Digital teaching, hand tracking, gesture recognition, natural user interface, ABA 

Empirical researc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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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小學生閱讀的後設認知能力：整合心理模型、文本大數據、

自動測評工具與適性教學方案－總計畫暨子計畫五：提升自律與

自主閱讀能力：以後設認知為基礎的智慧型閱讀歷程檔案建立、

歷程檔案大數據分析工具與教學方案評估 

計畫編號：107-2511-H-003-022-MY3  

執行期限：107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宋曜廷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陳柏琳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系（所） 

                柯華葳特聘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林淑晏博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廖家寧博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所） 

              藍意茹助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所）  

              林維駿博士生（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sungtc@ntnu.edu.tw  

 

摘要 

閱讀的自律與自主學習，意旨在閱讀過程中根據自身的閱讀行為和表現，自己擬定

適當的閱讀策略，以幫助進行閱讀理解。近年來有若干強調閱讀自律自主學習的方案頗

受實務界重視，例如 Concept-Oriented Reading Instruction透過檔案評量的記錄，提升學

生的內在動機與自我效能，對學生的自律自主學習有很好的效果。 

總計畫將統整三大研究軸線： 

1. 驗證後設認知能力的理論問題，特別是與閱讀能力之間的因果關係（子計畫一

主責）。 

2. 建立閱讀後設認知相關的摘要、整合詮釋、和評鑑批判自動化評量與自動化教

學回饋工具（子計畫二、三、四主責）。 

3. 建立整合閱讀計畫、後設認知回饋、與閱讀成長歷程的閱讀歷程檔案系統，並

驗證其長期使用效益（子計畫五主責）。 

子計畫五的目的有三： 

1. 建立智慧型數位閱讀檔案平台，提升學生自律自主閱讀能力； 

2. 發展以量化數據描述質化閱讀歷程的學習分析技術，建立視覺化的學習歷程進

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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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配合數位閱讀檔案的教學模式，並探討此教學模式對學生自主自律閱讀動

機和成效的影響。 

子計畫五的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經過半年在 SmartReading系統上的學習後，閱讀能

力有明顯提升，但對於規劃力及執行力，掌握的並不好。尤其對於中低年級的受試者來

說，還需仰賴教師正確且適時的引導，才能培養孩子自律的能力；但中高年級受試者大

多的閱讀行為，已經可以自律，教師只需要以多鼓勵讚美的方式，提醒孩子有效的完成

閱讀。 

 

關鍵字：後設認知、數位閱讀檔案歷程、摘要、整合詮釋、評鑑批判、自動化評量工具、

自動化教學回饋工具 

 

 

Abstract 

 

Self-regulated and autonomous reading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a reader develops, 

according to their reading behavior, their own reading strategie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programs emphasizing self-regulated reading have gain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For example, Concept-Oriented Reading Instruction can 

enhance students'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efficacy through assessment records of their 

reading.  

The general project will consolidate the three research themes: 

1. To examine meta-cognitive theories, especiall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ing ability and metacognition. (Research theme of Sub-project 1).  

2. To develop automatic assessment and adaptive feedback tools for text summarization, 

integ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s well as text evaluation and criticism. (Research themes of 

Sub-project 2, 3, and 4).  

3. To establish an on-line reading portfolio platform that integrates reading plans, 

metacognitive feedback, and reading progress, and to validate its long-term benefits.  

Sub-project 5 has three goals: 

1. To establish a smart digital reading portfolio platform, and enhance students' 

self-regulation and self-efficacy; 

2. To develop learning analytics that describe qualitative reading activities with 

quantitative indices, and establish visualized learning progress indicators;  

3. To design teaching models that focus on the use of electronic reading portfolios, and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models on the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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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caus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lf-regulation-oriented reading instruct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ubproject 5 show that after half a year of reading on the 

SmartReading system,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ut they have not 

mastered the planning and execution skills. For the middle and low grade sub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the teacher's appropriate and timely guidance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child's ability to self-discipline. The middle and high grade students can mostly self-discipline. 

Teachers only need to encourage and praise them in order to remind them to complete the 

reading effectively. 

 

Keywords: Metacognition, e-reading portfolio, summary, integ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valuation and criticism, automatic assessment tools, automatic adaptive feedback tools 

 

107



「閱讀的後設能力理論模型建立及驗證： 

結合理論與實徵資料的縱貫性教學研究設計」 

 

 
計畫編號：MOST 107-2511-H-656-005-MY3 

執行期限：107年 08月 01日至 110年 07月 31 日 

主持人：陳茹玲（國家教育研究院  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計畫共同主持人：連啟舜（國立中正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計畫參與人員：李冠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研究助理）、                               

丁靖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究助理）、李承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輔所

/研究助理）、齊 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輔所/研究助理）、王怡君（國家

教育研究院 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簡邦宗（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生）、謝冠生、曾厚強、楊政育（資訊工程師） 

卓秋汝、林宥榕、林心茹、黃金萍、葉馨蓮、黃琦恩、高小芬、葉淑卿、

黃英琴、許瀚仁（北北基研發教師） 

 

 

計畫主持人 E-mail：juling@mail.naer.edu.tw   

 

摘要 

     策略運用是閱讀歷程中的後設認知能力展現，許多研究支持策略性閱讀有助學

習。不過，目前有關閱讀歷程的後設認知研究仍有幾個方向值得努力。首先，較欠缺探

討閱讀策略成分的關係及對理解表現的影響的實徵資料，對閱讀的後設認知覺察與控制

兩成份及其與發展的關係，較無清楚的認識。其次，缺乏可評估策略運用與表現的實作

工具。第三，學界對閱讀發展、策略教學及其對理解的提升效果，欠缺嚴謹的實徵研究。

因此本研究目的有三：一、探討閱讀成分與理解關係，研發具實徵證據支持的學習素材，

提供理論與教學之參考。二、發展可具體評估策略表現之工具，以提升策略教學成效之

評估效度。三、進行實證基礎之教學研究，探討策略教學對閱讀理解的影響。 

    本研究第一年完成閱讀策略學習素材，包含學習成分、文本、評量工具以及教學平

台規劃與設計。具體研發成果包括全球暖化（「來自未來的提醒」）、環境保護（「資源復

育你我出力」）與資源永續（「減塑好生活」）標題等三類議題之文章教案、評量試題、

數位教學模組範例三套。 

    第二年發展可具體評估策略表現之「閱讀策略表現測驗」評估工具，包括：專注、

選擇、組織、統整、理解監控等成分，2020 年 5 月完成預試與試題分析，預試樣本為

新北市兩所小學 3 年級至 6 年級學生計 372 人。 2020 年 5 至 7 月進行正式題本

施測與信效度研究，對象為新北市兩所學校 13 個班級學生，計 3 年級學生 293 人、5 

年級學生 280 人，共計 573 人。不同年級樣本於閱讀策略表現測驗之「偵錯」、「刪除

訊息」、「排順序」、「推論選擇」各分測驗信度分析資料顯示，三年級在四個分測驗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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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數介於.801至.470之間，五年級在四個分測驗信度係數介於.804至.530之間。本研究

以中文閱讀記憶廣度測測驗、閱讀成長測驗、推論測驗、SMART reading 之 DACC 測

驗為效標，效度研究果結果顯示，三年級所得之相關係數介於.665至.382之間，五年級

所得之相關係數介於.694 至.430 之間，各項相關係數之統計考驗結果皆達.01 之顯著水

準。 

    第三年以所開發的平台進行教學實徵研究，以新北市四年級 255名學生，六年級學

生 296名學生為對象進行教學實驗研究，唯受到 Covid-19影響，四年級未能完成後測，

六年級學生樣本大量流失，未能獲得可信賴的結果。 

 

關鍵詞：後設認知、閱讀策略、閱讀策略表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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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小學生閱讀的後設認知能力：整合心理模型、文本大數據、

自動測評工具與適性教學方案--子計畫二：提升閱讀摘要能力：摘

要文本大數據建立、自動評量工具發展與適性教學回饋設計 

 

計畫編號：MOST 107-2511-H-992-001-MY3 

執行期限：107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張道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張瓅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許佑加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李少榮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陳羽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changth@nkust.edu.rw   

 

 

摘要 

 

 摘要是用來評估學習者閱讀理解成效的重要工具，許多研究指出摘要對於閱讀理解

能力的促進有很大的幫助。但是由於摘要評分耗時與困難，傳統教學現場對於培養摘要

能力的教學卻未能有效進行。因此有些研究提出了摘要自動評量與回饋的系統試圖解決

前述問題。然而到目前為止，在自動化、評分準確度以及回饋訊息量上，有待新的研究

提供更適合學生自主學習的系統。本計畫的目標是能提供有效提升學生摘要能力的方

法，其主要作法是發展一個學習者摘要的自動評估與回饋系統。系統有三個創新的系統

設計: 第一、整合摘要能力以及組織能力自動評估學習者整體的摘要能力等級，並給予

三個主要回饋: 內容冗餘、摘要缺失、組織缺失以及語意相近的良好摘要回饋。第二、

發展基於概念圖自動架構、機器自動摘要以及深度學習語意的多面向特徵擷取方法。第

三、整合前兩項資源與技術發展新一代摘要自動評分模型，並驗證該系統的有效性。目

前使用者已經可以透過瀏覽器使用原型系統，其整體鄰接一致率達 0.84，挑選的學習範

本也相當於真人挑選的效果。這些數據顯示這個系統達成全自動化且可協助學生提升摘

要能力的目的。 

 

 

關鍵字：摘要能力；特徵模型；缺失特徵；冗餘特徵；篇章特徵；語言特徵；自動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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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小學生閱讀的後設認知能力：整合心理模型、文本大數據、

自動測評工具與適性教學方案--子計畫三 : 提升閱讀心得反思之

整合詮釋能力：整合詮釋文本大數據建立、自動評量工具發展與

適性教學回饋設計 

計畫編號：107-2511-H-003-023-MY3  

執行期限：107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宋曜廷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所） 

計畫參與人員： 

曾厚強博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阮淑雅助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所） 

張存真博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所）  

張丹博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林維駿博士生（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sungtc@ntnu.edu.tw  

 

摘要 

在閱讀能力評鑑上，長期以來皆使用自我評價的方式來衡量閱讀者的反思能力，究

其根本原因在於，過往文獻亦未對閱讀心得反思有一精確之說明與定義。有鑑於此，本

研究的目標在於先定義閱讀心得反思歷程之架構；在此基礎之上，藉由自動化技術的輔

助，提出方法針對閱讀後的心得反思進行有效的表現性評量，以取代過往自省式評量方

式的不準確性。 

本研究結合閱讀心理學、計算語言學、機器學習及自然語言之技術來進行跨域研

究，嘗試研發中文閱讀心得反思的自動化評分模型，評估 566個學生在閱讀三篇不同文

本難度的作品後所撰寫的心得，而這三篇文本難度橫跨國小低、中、高年級。結果顯示，

本研究所研發的三個模型：精緻化評分模型、知識整合評分模型及綜合評分模型所預測

的結果與專家相比，準確率分別是：54.42%、52.65%及 43.46%；鄰近準確率分別是：

81.80%、92.58%及 83.39%。此結果顯示本研究所研發的評分模型皆與專家評分的趨勢

相近，具有一定教學輔助的功用。 

 

關鍵字：閱讀心得反思、閱讀心得自動批改模型、新舊知識整合、機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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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valuation of reading ability, self-evaluation has been used for a long time to 

measure the reflective ability of reader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is trend is that the past 

literature does not have a precise explanation and definition of reading reflection. In view of 

this,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rst define the structure of the reflection process of reading; 

on this basi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utomated technology, we propose methods for effective 

evaluation of reflection performance after reading to replace the inaccuracy of introspective 

assessment methods in the past. 

This research combines reading psychology,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machine learning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 conduct cross-domain research, and tries to develop an 

automated scoring model for Chinese reading reflection to evaluate 566 reflections of three 

texts with text difficulties that extend across low, middle, and high level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xts. The accuracy of the three models thus developed is as follows. Compared with 

the rating results by experts, the refined scoring model achieved the accuracy of 54.42%, 

knowledge integration scoring model: 52.65%, and comprehensive scoring model: 43.46%. 

The adjacent accuracy of the three models are 81.80%, 92.58% and 83.39%,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oring models developed by this research are similar to the trend of 

expert scoring, and have teaching aid functions. 

 

 

Keywords: Reading reflection; automatic reading reflection scoring model; integration of old 

and new knowledge;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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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小學生閱讀的後設認知能力：整合心理模型、文本大數

據、自動測評工具與適性教學方案－子計畫四：提升閱讀心得反

思之評鑑批判能力：評鑑批判文本大數據建立、自動評量工具發

展與適性教學回饋設計 

計畫編號：MOST 107－2511－H－003－024－MY3 

執行期限：107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張雨霖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陳柏琳 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陳學志 臺灣

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吳珮萱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gtyulin@gmail.com   

 

 

摘要 

 

本計畫以基於大數據語料之評鑑批判詞彙暨文本資料庫，發展閱讀評鑑批判寫作自

動評量方法，進而設計適性回饋系統提升學生之閱讀評鑑批判能力。第一年獲得大數據

語料於評鑑批判思考之共現性，據此做為剖析閱讀文本的基礎。其次透過中學生引導寫

作文本初步建置具有評鑑批判語句標記之閱讀評鑑批判文本語料庫，做為後續發展自動

化評量指標之用。第二年蒐集 981 篇「中學生評鑑批判作文語料」，進行評鑑結構及運

用批判思考策略之人工評分，同時將段落文本斷句為 2,899 句，針對句型之評論結構與

批判思考策略句型成分編碼。發現引導式寫作較能取得具有良好評鑑結構及運用批判思

考策略的文本。同時利用共現性指標，以及前提、中介推論、直接推論等句型之預測因

子，以文章「高/低評鑑結構」及「高/低批判思考」的評定分數為效標變項，分別針對

「咖啡」及「歷史」文本之閱讀心得進行區辨分析。結果發現整體而言增加評論結構及

批判思考策略成分因子，對於區分學生之評鑑結構程度與批判思考策略程度有提升的效

果，正確率達 67.9%~86.1%之間。第三年則持續發展自動化計算學生引導式評論作文句

型之方法，發展出可區別「高/低評鑑結構」及「高/低批判思考」之評分式。同時進行閱

讀評鑑批判寫作適性回饋教學系統之教學實驗研究。結果發現： 

一、 以 paragraph 之「疑問」、「假設」、「歸納」、「解釋」、「推論」、「評價」共現性指

標，以及段落字句數、前提、中介推論、直接推論評論思考句型等預測因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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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高/低評論結構」及「高/低批判思考」的評定分數為效標變項，分別針對

「咖啡」及「歷史」文本之閱讀心得進行區辨分析。結果發現整體而言增加評論

結構及批判思考策略成分因子，對於區分學生之評鑑結構程度與批判思考策略程

度有提升的效果，正確率達 40.6%~99.8%之間。 

二、 結合媒體識讀進行六週的課室批判思考教學，具有提升學生閱讀文本評鑑批判寫

作能力的效果。 

三、 基於詞彙組合的自動區辨估算分組方法，具有一定程度可靠性，可做為持續發展

自動評量系統的基礎。 

四、 短期的批判思考作業，尚無法達到提升學生評鑑批判能力的效果，惟不同成分的

批判思考作業，與學生在不同引導語的批判寫作表現有關聯性，顯示仍有進一步

設計實驗，發展適性回饋及教學系統的潛力。 

 

 

關鍵字：評鑑批判語料庫、詞彙共現性、中學生引導式批判寫作文本語料庫、閱讀評鑑

批判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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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素養導向的國中資訊科技「未來課堂」：以學習經驗測試帶動

課程、教學模式與評量之設計--子計畫一：國中科技課堂的教學數

據分析與回饋系統：以課室觀察與行動型眼動裝置檢驗教學事件

對注意力與情緒經驗的長期效果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9-008-MY3 

執行期限：2020年 08月 01日~2021年 07月 31日 

主持人：林珊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李思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林志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陳思光博士、趙雅琪、陳 瑋、蘇雅雯、蕭若綺、官政宏、

陳冠景、黃薾萱 

計畫主持人 E-mail：sunnylin.nctu@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開發一款專門為 STEM 教育而設計的新型數位互動投入課室觀察工具

(Classroom Observation Protocol for Interactive Engagement in STEM; COPIE-STEM)。此觀

察工具聚焦於課室中師生的行為模式，能編碼 8 種教師行為與 23 種學生行為。其中教

師行為可分為三類：以學生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與過渡活動；學生行為則依據不同程

度的學習者投入心力[1]分為互動式參與（Interactive）、建構式參與（Constructive）、積

極參與（Active）和消極參與(Passive)。觀察資料來自 25個 STEM班級，我們發現學生

最常投入積極參與行為，較少互動式參與及建構式參與行為。我們也發現當學生投入積

極參與、互動式參與及建構式參與時，老師的教學行為大多是以學生為中心。相反地，

當學生展現消極參與行為時，老師的教學行為多以教師為中心。我們利用社會網絡分析

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分析每位學生的資料，發現 4種典型的師生互動行為：建構式

且多互動參與、建構式且部分互動參與、建構式參與及積極參與。我們也發現在建構式

且多互動參與的類型裡，師生間互動頻繁且多元，學生行為與老師行為的連結更加緊

密。本研究建議中學教師應設計能讓學生投入深度學習的學習任務。 

關鍵詞：數據科學在教育中的應用、評鑑方法、教學優化、跨領域專案、中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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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素養導向的國中資訊科技「未來課堂」：以學習經驗測試帶

動課程、教學模式與評量之設計-子計畫二：透過與程式設計無關

的活動來培育中小學生的運算思維素養之研究 

計畫編號：MOST108-2511-H009-009-MY3  

執行期限：108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袁賢銘 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廖家鴻 陽明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陳彥云 陽明交通大學網路工程研究所、 

    彭淮南 陽明交通大學網路工程研究所、 

韓覲 陽明交通大學資電亥客與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閻俊宇 陽明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呂政彥 陽明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徐振源 陽明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smyuan@cs.nctu.edu.tw   

 

 

摘要 

 

在這個資訊科技發展迅速的時代裡，世界充滿數位運算，每個人都 需要具備一定

的運算思維能力以因應數位時代的潮流。我國教育部於民國 103年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總綱中明文納入「素養」 (literacy)，將科技成為重要的新素養。民國 105年資訊科技

課綱草 案當中，更明確指出科技素養重點就是「運算思維」。而運算思維 的內涵，我

們結合 Google Education 線上課程和「教育部運算思維 推動計畫」提倡的運算思維技

能，選擇其中四個主要能力來研究 ：問題拆解、模式辨別、抽象化、演算法設計。然

而現在大多使用程式教學培養運算思維，因此本計畫首先要探討的問題是：能否透 過

與程式設計無關的活動，就能有效培育中小學生的運算思維？  

由於現在台灣的運算思維教育大多使用程式進行教學，很少研究使用「遊戲式學習」

來培育運算思維素養。此外，由於程式教材 同時具備跟程式教育一起的綜合性評測，

使用直接測驗運算思維能 力的評量比較少見。因此，本計畫將發展分別對應運算思維

四個能 力的遊戲庫和評量題庫來輔助教學，甚至為中小學生量身訂作運算 思維培育專

用遊戲。 本計畫第二年以國中七年級生為主要研究對象進行實驗。實驗 設計參考

Bebras 競賽測驗題，挑選其中 16題目作為前後測題目，來 驗證學生運算思維能力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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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程度。第二年從候選遊戲裡挑選了兩 款新遊戲加上第一年使用的遊戲進行實驗，並

也設計成競賽活動。 實驗共兩天四節課，而這兩天的實驗中間間隔一週，流程以前測

評 量、遊玩遊戲、競賽活動、後測評量及填寫回饋問卷的模式進行。  

從蒐集實驗數據結果發現，第一年使用的兩款遊戲 ，Robozzle、拉密除了拆解能力

外的運算思維能力皆有提升。而第二年加入的 Gartic.io、LittleAlchemy2 這兩款新遊戲

對於運算思維四種能力皆有顯著的提升。由於整體學生的後測分數沒有提升，所 以我

們將學生分群分析，發現使用遊戲進行教學對於初始運算思維 能力程度相對低的學生

學習效果的提升相對顯著。 

透過比較統計數據，我們發現有使用學習單搭配教學的 Little Alchemy2 學生能力提

升較多，因此未來在教材的設計上會增加學習 單輔助教學，並整合遊戲、評量、及其

它素材等，設計一套完整的 運算思維素養的課綱教案於下一年度至學校進行實驗。 

 

關鍵字：素養導向教學；資訊科技；運算思維；遊戲式學習；評量設計；遊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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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9-010-MY3 

執行期限：108年 8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孫春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 

計畫參與人員：王宣閔、鍾幸芸、蘇仕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ctsun@cs.nctu.edu.tw   

 

 

摘要 

 

本計劃提出以建構遊戲環境與遊戲活動來引導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並與台灣微軟公

司所發展的Minecraft教育平台合作，從方法和工具面向來協助將投入素養教學的教師，

設計以創客活動為核心的教學模式，並在國中的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課程中實踐。本計

劃將在以事件為基礎的學習活動中多元記錄學生的學習歷程資料，提供教師有效的回

饋。在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課程發展中累積的教學法與學習活動將可融入其他 STEM課

程的混成教學。 

 

本計劃的三年目標包括：在Minecraft教育版平台上發展「創客學習環境」、在模擬建構

的虛擬環境中發展落實而多元的學習活動。至少包括以下四種形式：一、「學生在教師

建構的場景中探索、觀察、體驗、記錄」；二、「學生在教師設計的解題活動中競賽」；

三、「學生設計建構功能建物與解說」；四、「學生設計遊戲關卡同儕互玩互評」、發展創

客學習活動的評量、新型學習經驗資料之蒐集、記錄與分析。 

 

除了在模擬建構遊戲環境中由系統自動記錄學生的設計、創建與探索、解謎行為，本子

計畫特別強調學生「自寫日誌(self-logging)」的重要性。《Minecraft》中的建構歷程由系

統自動記錄，但讓學生於建構過程中使用自拍功能所記錄的影像，以及後來加上去的解

說，更讓學習歷程留下具體的記錄，是與 eUX及其他子計畫資料整合分析時必要的一

環。 

 

關鍵字：模擬建構遊戲；創客活動；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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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畫及子計畫一： 

應用人工智慧技術萃取科技成癮資訊之 APP 系統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468 -001 -MY3 

執行期限：108年 8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日 

主持人：蔡進發 亞洲大學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蔡志仁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柯慧貞 亞洲大學 心

理學系、薛榮銀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張春明 亞洲大學 行動商務與

多媒體應用學系、曾憲雄 亞洲大學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楊鎮華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林承鴻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張倖瑜 亞洲大學 資訊

工程學系、廖宸佑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林宜蓁 亞洲大學 生物資訊

學工程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jjptsai@gmail.com   

摘要 

本子計畫一的第二年研究目的是以第一年自行開發設計於  Android 智慧型裝置

(Smart device) 所執行的客製化 APP, 收集的智慧型手機操作畫面影片資料及各個 APP 

使用時間和次數的數據資料，以及子計晝四所蒐集的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風險程度的

標註(label)資料做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模型 (Triplet-PCA-XGBoost) 的設計依

據及訓練、驗證及測試資料來源。另外也使用子計晝四所蒐集的大學生憂鬱程度問卷資

料當作 XGBoost 模型的輸入，並 9/10 訓練及 1/10 測試此 XGBoost 預測大學生使用

智慧型手機成癮風險程度。 

由於本研究所收集的各個 APP 使用時間和次數的資料雜訊量很大，因此本研究提

出一個強健的 AI 模型(乃基於整合 Schroff et al., 2015 及 Wold, Svante et al.,1987 而

延伸設計出 Triplet-PCA-XGBoost) ，具有視覺化分析機制的設計，利用 24 週資料的 

23/24 訓練及 1/24 測試此 AI 模型。由於訓練及測試的資料是以 “週” 為單位，因此可

以建立預測 “下一週” 大學生手機成癮風險程度的預測分類器，並在設計過程中發現離

群值的雜訊或干擾真實存在於數據資料中(各個 APP 使用時間和次數的數據資料)，透過

濾波器的設計可以有效降低雜訊或干擾的影響，且證實此分類器可有效及早預測出手機

成癮高風險群，以利專業人員及早辨識與進行預防性介入，實驗結果顯示此分類器的抗

雜訊能力效度優異(精確率(Precision): 0.808 ; 正確率(Accuracy): 0.9415)且具有視覺化分

析機制。 

另外, 大學生憂鬱程度問卷資料當作 XGBoost 模型的輸入，並 9/10 訓練及 1/10 

測試此 XGBoost 預測大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成癮風險程度，進行測試結果的正確率

(Accuracy)為 0.8706，表示使用者的憂鬱狀態分數確實與手機成癮程度高相關。 

在手機操作畫面的影片分析，由於參與者會刻意或不經意將本研究的 APP 退出，

因此有效樣本很少，但本研究還是針對收集的智慧型手機操作畫面的影片使用 AI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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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oV5及 OCR)分析出一些有效特徵，例如: (1.手機畫面的聊天訊息單週表現出高頻率

負面文字情緒的分數≤ -30以下可能是手機成癮，並使用 AI及影像處理從參與者的 APP

操作畫面計算出其使用行為與心理狀態有關的另外三個特徵(2.長時間處於換頁平均速

度> 0.2 以上可能是手機成癮、(3.長時間處於手機畫面出現人臉時的最大數量的性別占

比≥0.6536 以上可能是手機成癮、(4.長時間處於手機畫面出現人臉的頻率≤0.775472 以下

可能是手機成癮)。所謂有效特徵是指可區隔成癮及非成癮者在使用 Android 智慧型手

機行為及其負面情緒(來自聊天用 APP 訊息)表現方面的差異之處。 

本研究所設計的方法不只針對 APP 及其操作畫面用來預測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

風險程度，更進一步將應用於子計畫二的手環生理數據及子計畫三的 URL 數據開發出

更多更廣更深入地在智慧型手機成癮醫療方面的應用系統。 

 

關鍵詞: Android 智慧型裝置; 資料雜訊量; 強健 AI模型(Triplet-PCA-XGBoost); APP 操

作畫面; 大學生可能手機成癮的危險程度預測分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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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人工智慧發展改善大學生科技成癮之個人化早期偵測與自我

導向學習系統－子計畫四：認知行為自我導向學習系統的開發及

其在改善大學生科技成癮風險的成效評估（第 2 年）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468 -003 -MY3 

全程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第二年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柯慧貞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蔡進發亞洲大學資工系、蔡志仁亞洲大學資工系、薛

榮銀亞洲大學資工系、郭俊顯亞洲大學心理學、曾榮凱亞洲大學視光

學系、藍先元中國醫藥大學生醫學研究所、董旭英國立成功大學教育

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李昱辰亞洲大學心理學系、艾家慶亞洲大學心理學系、陳禹

誠亞洲大學心理學系、陳運輯亞洲大學心理學系、王建智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張子傑亞洲大學心理學系、藍子朋亞洲大學資工系、林承鴻亞洲大學資

工系、高嘉琳專任助理 

計畫主持人 E-mail：jennyko@asia.edu.tw 

 

摘要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大學生手機成癮具高盛行率，如何有效早期偵測和介入值得探討；而在 COVID-19

疫情間，零接觸的介入方案尤其值得開發。為改善大學生科技成癮風險,提升學習成效, 

本三年期研究計畫主旨乃開發並應用大學生「數位使用目標調控 App」，並評估其在降

低科技成癮風險與提升科技使用自控效能之成效。利用 AI 人工智能技術，整合個人基

本人口統計資料、網路行為及生心社會資料，發展個人化之認知行為自主學習系統。第

一年已完成開二種 App(「回饋訊息 App」」與「逐步減量目標調控 App」)，能有效改

善大學生科技成癮者的成癮行為與風險，並提高大學生的健康上網動機與網路使用延宕

滿足能力；但逐步減量目標調控 App 方案在非課業的手機、社群網站、網路遊戲的使用

時間管控上，呈現更優的改善效果。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第二年依認知行為和動機提升策略開發App，並比較「逐步減量自我調控App」 

(以下簡稱「逐步減量組」）與「結合動機提升策略之自我調控 App」（以下簡稱「動機組」）

二組介入方案，在降低大學生手機使用時間與手機成癮風險及提升手機拒用自我效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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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效。 

 

二、研究設計與方法： 

  符合手機成癮高風險群且使用 Android 系統 5.0 以上，並同意參與研究者共 37 名，

隨機分派至「逐步減量組」20 名(其中一名中途退出，餘 19名)與「動機組」18 名兩組，

於前測蒐集基準線，接著實施 8 週介入，再於介入後實施後測，並進行四個月追蹤評估。 

 

三、第二年已完成進度與結果分析結果： 

  GEE 分析顯示「逐步減量組」與「動機組」兩組在後測、四個月追蹤測上，於手機

成癮風險上均較前測達顯著下降；且在手機拒用自我效能上呈顯著提升；但是，兩組間

皆未達到組間顯著差異。而只有「逐步減量組」在假日非課業手機和網路使用時間達到

顯著下降。 

 

四、結論： 

  在疫期間使用「逐步減量自我調控 App」與「結合動機提升策略之自我調控 App」

均可降低大學生手機使用時間、手機成癮風險及提升手機拒用自我效能；但是，動機組

雖多增加了動機提升策略-改變計畫表的運用，並未達到增益效果，其可能因素將進一

步討論。 

 

關鍵字：手機成癮、認知行為自我導向學習 App、逐步減量目標調控 App、結合動機提

升策略之自我調控 App、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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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人工智慧個人化自動偵測科技成癮技術 II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468-004 

執行期限：109年 08月 01 日至 110年 07月 31日 

主持人：薛榮銀 亞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 

柯慧貞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蔡志仁 亞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王昭能 亞洲大學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 

陳玉菁 亞洲大學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 

陳治宇 亞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李存淵 亞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zshae1@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的貢獻在於如何利用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之技術構建個性化網路成癮

(Internet Addiction) 症狀早期檢測預警機制。從電腦科學的角度對網路成癮預測進行研

究。將研究如何收集數據並研究所需的技術，以從數據中得出有和沒有成癮的參與者的

行為特徵、生理反應和網路行為。將透過參與者在手機上花費的時間、頻率、Web 和 APP 

瀏覽行為的變化。以人工智能深度學習技術為指導，構建個性化網絡成癮症狀預警機

制，實現網絡成癮早期症狀檢測，實現大規模人群早期預防。今年的主要目標是開發和

分析 APP 使用情形、網頁瀏覽行為等中的各領域特徵向量(Feature Vector)，作為檢測和

預測模型的核心組件。本計畫當中參與者 APP 使用時間的原始檔案總共有 114 份，其

數據從 2019年 12月收集到 2010年 6月，經過問卷調查判斷為成癮者 37位、非成癮者

77位。本計畫將學生 APP使用時間用於人工智慧預測模型之建置，設計以下四種實驗，

研究在不同特徵下模型對於成癮與非成癮者的判斷，分別為:1.使用 3319個 APP使用時

間做為特徵對成癮與非成癮進行判別；2.將 3319個 APP歸類為 7種類別，使用 7種類

別對成癮與非成癮進行判別；3.統計所有參與者使用最長時間的前 7名 APP，得到的 23

種 APP用於成癮與非成癮進行判別；4.將 23種 APP依照分級歸類為 9項分級，使用 9

項分級別對成癮與非成癮進行判別；透過以上實驗得出，使用 3319個 APP使用時間能

夠最好的判別手機成癮。並將校內上網情形用於人工智能預測模型之建置。  

XGBoost模型判斷手機成癮最重要的 11 APP為龍騰出行 (旅遊與地方資訊)、LINE 

(通訊)、Messages (通訊)等。共有 8種 APP的類別：通訊 APP 佔了 3項、旅遊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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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APP 佔了 1項、財經 APP 佔了 1項、購物 APP 佔了 1項、效率提升 APP 佔了 1

項、工具 APP 佔了 2項、社交 APP 佔了 1項、個人化 APP 佔了 1項；其中通訊 APP 

佔了大多數。 

在這一期實驗中，總共有 53位有效參與者。持續 24週對 53位有效參與者註冊校

內 IP的參與者進行觀測網路使用 log數據進行收集及分析，並根據參與者初期網路成癮

心理量表分析分為成癮組 18與非成癮組 35位參與者。透過分類上網行為模式的數據，

並結合參與者心理量表的結果來分析成癮者與非成癮者對於網際網路使用行為的模式

差異。依照即時線上遊戲低延遲的要求，限定使用每秒封包數大於 15 Pkts /s, UDP（傳

輸速度較 TCP 快）為通訊埠，當作篩選即時線上遊戲的規則。後續會利用規則篩選出

的即時線上遊戲數據，協助分析網路成癮的狀態。 

關鍵字：網癮早期檢測與預測、深度學習、機器學習、APP瀏覽行為、網頁瀏覽行為、

生物信息學、數據驅動網癮檢測與預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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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畫暨子計畫一：新興科技於高中職資訊科技教材發展與評

估—STEM科際整合學習策略 

計畫編號：109-2511-H-003-009-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吳正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陳志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林育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陳伶志（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游志弘（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胡秋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李威霖（新

北市北大高中）、吳美瑛（彰化縣二林高中）、施柏豪（台

北市西松高中）、高慧君（台北市南港高中）、張凌倩（新

北市新店高中）、馮毓琪（國立科學工業區實驗高中）、謝

亞錚（台北市景美女中）、羅玗貞（台北市內湖高中） 

計畫主持人 E-mail：chihwu@ntnu.edu.tw    

 

 

摘要 

 

本整合型計畫以十二年國教高中職資訊科技課綱為依據，發展新興科技教材與評量

工具，並進行教學實驗評估與教材推廣。新興科技範圍界定在物聯網、人工智慧、巨量

資料分析及資訊安全等四主題，教材以高中職學生為使用對象。計畫為期三年，分三個

子計畫執行，各以 STEM、視覺化模擬與悅趣化三種學習策略逐年發展物聯網（第一年）、

人工智慧與巨量資料分析（第二年）與資訊安全（第三年）等新興科技教材。本計畫包

含總計畫及子計畫一的工作。總計畫重點工作項目為召開團隊教材發展會議，定義新興

科技學習概念，子計畫間橫向協調單元發展，規劃教學實驗評估，編修運算思維測驗，

建置網站及教師培訓推廣。子計畫一是運用 STEM策略發展學習新興科技之教材，強調

跨領域、解決真實情境問題與動手實做的學習策略。本年度教材發展以物聯網為學習目

標，並選定以 PM2.5 為議題，實踐 STEM 學習策略。我們提出以 STEM 策略學習 IoT

概念的教材發展模式，並根據此模式發展三套物聯網教材。本年度因國內疫情，未能進

行現場教學實驗評估，預計將於第二年實施，並根據實驗評估結果修改教材。 

 

 

 

關鍵字：新興科技；物聯網；STEM教育；運算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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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科技於十二年國教高中職資訊科技科目之教材發展與評估-- 

子計畫二：視覺化模擬輔助教學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3 -010 -MY3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林育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 

  王聿、段乃文、蔡政宏、顧清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張凌倩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羅玗貞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計畫主持人 E-mail：linyt@ntnu.edu.tw   

 

 

摘要 

 

人工智慧、巨量資料分析、物聯網、資訊安全等資訊科技於國家產業與經濟發展扮

演著重要角色，但過去這些議題多在大學資訊相關科系教授，中小學階段資訊教育著墨

甚少。為厚植國家競爭力，各先進國家皆紛紛將新興資訊科技議題納入中小學資訊教

育，然而，這些議題涵蓋許多複雜而抽象的概念，傳統講授式教學恐無法得到預期效益，

中小學階段亦較難透過程式設計實作所有學習概念。為幫助學生學習此等複雜而抽象的

概念，子計畫二擬針對高中學習階段開發視覺化模擬工具、平台及教學策略，並驗證其

成效。視覺化模擬工具可將抽象而複雜的概念以視覺化的互動歷程呈現，學生可透過視

覺化模擬工具的操作，體驗互動式的模擬歷程：藉由參數的調整、程式碼的修改或撰寫

等，觀察概念所涵蓋之重要元素扮演的角色，以及演算法或系統運作流程。透過建模步

驟的引導，學生可逐步建立重要概念的模型而增進其理解，並藉由專題製作進行真實的

問題解決，以培養概念應用與問題解決能力。 

本研究擬以實證研究探討高中階段視覺化模擬輔助新興資訊科技教學之方法與效

益，採準實驗研究法，在高中資訊科技概論課進行教學實驗。視覺化模擬輔助教學之專

題式教材將與高中資訊科技教師共同研發，研究將比較傳統教學之控制組與實施視覺化

模擬輔助教學之實驗組之間的差異，包含新興資訊科技概念與實作學習成就、運算思

維、及學習態度，並以訪談更深入了解視覺化模擬輔助教學如何影響新興資訊科技學習

成效與態度。第一年已發展物聯網教材與視覺化模擬輔助學習平台，將於兩所高中進行

教學實驗。 

 

關鍵字：模擬式學習；視覺化；運算思維；人工智慧；巨量資料分析；物聯網；資訊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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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科技於高中職資訊科技教材發展與評估—悅趣化學習策略 

計畫編號：MOST-109-2511-H-003-011-MY3 

執行期限：2020年 8月 1日至 2023年 7月 31日 

主持人：陳志洪（臺師大資教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陸敬互（台科大電機系） 

計畫參與人員：黃琪芳（臺師大資教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zhchen@ntnu.edu.tw   

 

 

摘要 

 

為了增進學生對資訊科技這類「硬科學」的學習興趣，本計畫提出悅趣化

教材發展的三層式設計框架：底層為「Game-based模擬情境平台」，透過

虛擬城市的經營情境，讓學生在虛擬情境中學習，除了增強學習動機之外，

也傳遞資訊科技對生活的影響和正面價值，提供學生為何要學（Why）的

理由；中間層為「Blockly-based新興科技教材」，針對要學什麼（What）

問題，此層採用 Learning by doing策略，以視覺化 Blockly程式積木，搭配

四大面向的新興科技實作教材，從 AI、Big Data、IoT 到 IS，引導學生從

實作中學習，從案例中理解，是教材發展的核心；頂層則是「Maker-based

實體感測情境」針對該如何學（How）的問題，採用虛實整合策略，以 3D

列印模型內嵌Micro:bit和感測器，再串連遊戲的虛實整合方式，讓學生體

驗如何應用所學於真實生活，將情境興趣內化為個人興趣。 

 

關鍵字：新興科技；資訊科技教材；悅趣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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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109-2511-H-007 -005 -MY3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林秋斌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吳穎沺 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陳衍華、李子綺、吳怡璇、楊益禎、涂益誠 

計畫主持人 E-mail：robinlin@gapp.nthu.edu.tw  

 

 

摘要 

 

十二年國教強調素養導向的教學，核心素養分為三面九項，而其中三面指的是「自

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和習慣是非常重要的

關鍵。在 108 新課綱高中課程中，高一新生在入學後要提交自己的「自主學習計畫書」，

校內會新設「自主學習指導老師」職稱，除了審查學生的計畫書，也會協助修正內容，

讓學生都有一份自己專屬的自主學習計畫書。然而現行高中的教育模式卻缺乏協助學生

建立自主學習的方法，學生也不清楚何謂的自主學習與探究學習。本計畫為三年期之整

合型計畫，重點在協助學習者的由自我調節學習遷移至自主探究學習模式發展與歷程分

析，以及系統與平台發展，並且進行自主探究模式的實踐與學習成效評估。本計畫的參

與實驗對象為高中學生，故在計畫中依據所發展的自主探究模式理論架構，作為高中學

校推動自主學習的參考。而這套模式中並不只有適用於高中生個人的自主探究學習，還

包括了同儕、社會/社群的自主探究學習。也透過本計畫使用之 Trello平台，讓現場教

師能很容易的以輔導協助角色從旁協助與監督學生的學習並評估其學習成效。 

關鍵字：自主學習；探究學習；合作學習；Trello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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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3 -012 -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 

主持人：邱瓊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朱晉杰、吳家榮、沈芯羽、陳育樺、潘宣盛、黃鈺琳、塗 

宜臻、吳婉瑄、周明鴻、邱于庭 

計畫主持人 E-mail：cchui@ntnu.edu.tw   

 

 

摘要 

 

本計畫針對基於科學探究導向的自主學習，研究如何透過互動對象的編派與互動提

問策略的導入，期望促進高中生發展帶得走的科學探究本質認知與運用科學探究方法的

能力。本計畫依 exploration-integration-resolution（匯集線索、嘗試解方、和評估解方）

三階段模式，規劃三年研究工作以逐步實現本計畫的目標。第一年的目的在瞭解學習者

的科學探究觀、其進行合作互動的參與情形，並探索影響學習者觀點和能力改變的因

素。第二年的目的在試探性的導入互動對象推薦（不限制非推薦者）與局部的提問輔助

機制，並探討可能的影響或效果。第三年則發展互動同儕編派（不開放非推薦者）與導

入全階段的提問輔助策略，並檢視兩策略的效果或交互作用。本計畫目前執行至第一階

段，已完成第一年的資料收集，資料經梳理與分析後顯示，高中生參與約六週的科學探

究活動，能顯著提升其科學探究技能、科學認知與後設認知技能，而學生科學探究觀的

改變則受其原來觀點與同儕間差異影響而有不同結果。 

 

關鍵字：同儕調節、同儕推薦／編派、互動提問策略、科學探究觀、科學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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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教育學門 10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議 

 

基於探究導向的自主學習：系統發展、實踐與成效評估-子計 

畫三：運用知識創新環境下的想法中心教學與科技以促進自

主學習(第1年)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4-002-MY3 

執行期限：109年08月01日至110年07月31日 

主持人：洪煌堯,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 

計畫參與人員：黃顯淞、蔡以寧,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hyhong@nccu.edu.tw 

 

 
摘要 

 

本研究探索如何在知識創新環境下，利用想法中心教學與科技來提昇學生的自主學

習能力。研究採設計研究法(design-based research)，透過三年期間，實施三種可以

在知識創新環境下逐步改進的「想法中心教學策略與科技工具」，來幫助學校及教

師建立校本的自主學習模式，以培養學生良好的自主學習能力。資料收集方面則分

二部分。第一部分以學習所生成的成果作為資料，例如：(1) 自主學習之自我效能

量表；(2) 知識創新環境量表；(3) 學生知識觀的訪談; (4) 學校學科的考試成績；和

(5) 概念構圖（以瞭解學生的知識成長）等。第二部分則為學習過程資料，例如：

(1) 學生線上活動的日誌；(2) 線上互動與討論內容；(3) 課程中的錄影；(4) 學習過

程訪談等。初步研究結果顯示，學生良好運用本研究所提供之知識翻新工具，並能

漸進地提昇其自主學習的能力，同時對相關學習的課程議題上也有更多深入多元的

瞭解。 

 
關鍵字：知識創新、自主學習、想法中心教育學、想法中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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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探究導向的自主學習：系統發展、實踐與成效評估– 

子計畫四:建構機器學習法支援之自我引導學習資源及互動平台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7－006－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區國良 國立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張翠玲 國立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黃郁喬 國立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王珮瑜 國立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柯奕訢 國立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klou@mx.nthu.edu.tw   

 

 

 

 

摘要 

 

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 SDL)強調是由學習者自行評估學習需求、設定

目標、尋找資源以及與他人互動，許多學者研究指出 SDL中具有主動的學習動機、學

習主導權以及學習互動等面向，尤其適合應用於科學主題的探究式學習環境中。在自我

引導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遇到問題時，必須經由自行搜尋相關知識、反思，並與同儕

進行互動，此時若缺少足夠的學習資源或是互動品質不佳時，將有可能造成學習動機及

學習成效受到影響；有鑑於機器學習技術的快速發展，尤其文字探勘以及自然語言的分

析工具逐漸成熟，將有機會將大量的網路資源加以分析後提供自我導向學習時使用，尤

其在提供教科書以外的學習資源以及分析互動內容等工作。 

本計畫第一年期間成功地收集了國內外二萬餘篇權威性的網路科普文章，以自然語

言分析演算法分析文章與關鍵字之間的關連，作為學生自主學習時可靠且多元的資源參

考來源，並邀請 18位老師，針對研究成果做初步的探討。 

 

 

 

 

 

關鍵字：巨量資料；機器學習；聚類分析；自我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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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多工的實作評量與數位後設認知的教學：理論與平台的發展

和評估(第 2年)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3 -044 -MY4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劉子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林怡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林思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蔡博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郭芷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胡英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蘇子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楊珽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tzuchien@ntnu.edu.tw   

 

 

摘要 

 

數位時代的來臨，科技與媒體的多樣性、普遍性、以及便利性，使得媒體多工已經

成為現代人生活的方式。媒體多工對於學習的影響是數位學習研究的重要議題，但相較

於與學習無關之多工任務的研究，鮮少研究關注與學習有關之多工對學習的影響。協助

學習者採取最佳的多工處理方式使其可以在有效執行次要任務的情況下完成主要任

務，並獲得最佳的學習表現是數位學習研究者應該重視的議題。然而，在與學習有關之

媒體多工行為及其影響的相關研究明顯不足的情況下，要達成上述目標實屬不易。有鑑

於此，本計畫的首要重點即在分別探討大學生於兩種常見的數位學習環境中執行媒體多

工任務的行為樣態，以及不同行為樣態對於兩種學習任務(主要學習任務和次要學習任

務)的影響。本年度計畫的重點有二，其一旨在探討網頁瀏覽媒體多工行為樣態與不同

行為樣態對不同任務表現的影響，其二是奠基於前項研究的發現，以實驗法驗證不同媒

體多工行為對不同任務表現的影響。 

 

在網頁瀏覽媒體多工行為樣態與不同行為樣態對不同任務表現的影響之探究性研

究中，54名大學生被要求在一段時間內執行兩項任務，其中，主要任務為觀看教學影片，

其他任務是在點閱以維基百科形式呈現的補充教材網頁。分析結果發現 54 名大學生中

有超過 70%的學生選擇在觀看影片之後才點閱補充教材，只有不到 30%的學生於觀看影

片過程中點閱補充教材。觀看後點閱補充教材者的影片測驗表現顯著優於觀看期間點閱

補充教材者。此外，觀看後點閱補充教材者在學習階段的認知負荷也顯著低於觀看期間

點閱補充教材者。但兩者在補充教材的表現上並無顯著差異。研究團隊根據上述發現歸

納出數項可能對不同任務表現產生不同影響的網頁瀏覽媒體多工行為，不同行為樣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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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任務表現的影響正在以目前執行中的驗證性實驗研究檢視之。 

關鍵字：媒體多工、認知負荷理論、網頁瀏覽、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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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時代的「數位資訊素養」課程之研發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9 -011 -MY4 

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周 倩／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周慧蓮／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高君琳／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王馨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林靜妤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cchou@nycu.edu.tw 

 

 

摘要 

 

新媒體時代下的媒體傳遞方式不同以往，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下，人們更加頻

繁地使用新媒體工具來獲取疫情訊息；然而，當訊息獲取的管道多元且資訊量大時，就

不易辨別訊息的真偽；人們是否具備近用、傳播、批判與理解訊息的技能，皆與個人媒

體素養有關。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在疫情期間臺灣人民的新媒體素養以及近用政府設立

之官方疫情消息來源（社群媒體、網站及 app）的情況。本研究共收集有效問卷 600份，

分析結果顯示，接近一半以上的臺灣民眾會追蹤官方臉書、加入 Line好友亦會使用「網

路口罩地圖」及「健保快易通」app 來購買口罩。在新媒體素養部分，結果發現消費素

養高於產製素養，顯示臺灣人民具備基本的閱聽及批判能力，但產製部分尚需加強，特

別是批判性產製部分。 

 

關鍵字：新媒體素養，臺灣民眾，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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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109-2511-H-415 -005 -MY2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日 

主持人：陳明聰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龔書萍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 

李龍盛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柯建全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謝佳倫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王諭琳嘉義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夏于雯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彭輝郞成功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梁伯緯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林柏佑嘉義

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李淑靜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mtchen@mail.ncyu.edu.tw  

 

 

摘要 

 

這個兩年期計畫的第一年的主要目標有三：1.探討國中小特殊教育班級教師對讀寫

教學的信念和執行的情形；2.探討國小一般學生語言表達能力；3.發展自動資料紀錄之

語音和書面訊息輸出的輔助溝通系統之核心功能。目前已完成調查問卷的編製與預試，

而根據預試調查結果，教學信念優於教學行為，閱讀教學部分優於讀寫教學部分。也利

用兩份連環圖調查國小 1-6年級學生，共 312位，在口語敘事和書寫敘事上的表現。至

於多功能的輔助溝通系統，則已完成核心功能的開發。 

 

關鍵字：輔助溝通系統；讀寫教學；語言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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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108-2511-H-003-042-MY3 

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張國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所 

計畫參與人員：張珈、胡宗智、趙國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kchang@ntnu.edu.tw  

 

 

摘要 

 

近年來，由於社會與科技的迅速發展，學習者在學習時比起以往更容易產生孤獨

感，而學習的孤獨感會在學習者的學習歷程中產生負面影響。因此，為使學習孤獨感降

低，透過新興科技建置適性化的學習陪伴系統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本計畫利用適性

化擴增實境技術，建置學習夥伴系統，提升學習者在知識與情意方面的成效。本年期計

畫利用第一年期所開發的適性化學習夥伴系統(AR-based Adaptive Learning Companion, 

簡稱 ARALC)，進行學習成效、與適性化/非適性化運用的驗證。最終，適性化擴增實

境(ARALC)在學習成效方面，是顯著優於非適性化擴增實境組。間隔一個禮拜的延宕測

驗也顯示出，適性化擴增實境組在記憶保留程度，也是顯著優於非適性化擴增實境組。 

 

關鍵字：適性化；擴增實境；學習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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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學島」上進行同儕擬題與互教 

計畫編號：MOST109-2511-H-008-011-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0日 

主持人：陳德懷 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王慧怡 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究中心、康納 中央大學網路

學習科技研究所、吳羽芊 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chan@cl.ncu.edu.tw  

 

 

摘要 

 

本計畫以「趣創者理論」為設計基礎，發展同儕合作擬題與互教系統，並以該系統

之學習活動提高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加深數學概念與理解，培養溝通與表達能力。透

過本計畫逐步探索興趣環、創作環與各子活動間連結，作為未來設計活動與激發學生追

求興趣的指引。此外，本計畫除了提供學生舞台，展現自我擬題與互教，學生在系統上

所擬題目，之後亦可成為其他學生的學習資源，作為後續學習相關問題之解題素材，未

來更可將此模式推廣至其他中小學中。 

 

關鍵字：同儕擬題；同儕互教；趣創者理論；數學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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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驅動之智慧型動物同伴系統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8-012-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0日 

主持人：陳德懷 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洪雅惠 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究中心、吳羽芊 中央大學網
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chan@cl.ncu.edu.tw  

 

 

摘要 

 

    本計畫透過蒐集學生大量學習歷程資料，經過學習數據分析，設計學生與學習同伴

的互動模式，建立智慧學習動物同伴，以促進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創造能力，並養成這種

趣創者學習方式的習慣；另外一個面向則是建立「趣創者理論」之學習環境 ，在這個

環境裡，學生可以透過智慧學習同伴結合其他科技技術來增強自己的學習。 

    在外語會話的練習過程中，學習者初期常因害怕與真人對話而停滯不前，甚而學習

興趣低落、在嘗試前就放棄了。即便找到了學習同伴，同伴經常也無法長時間、持續反

覆地陪伴練習，不論對於學習者或是學習陪伴者，在心理上都有不小的壓力。本研究打

造虛擬學習同伴，讓語言學習初學者不再礙於與真人互動的心理負擔，可反覆並多次進

行會話練習，藉由人工智慧的語音辨識與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並能確實掌握常犯的錯

誤，提供精準的練習標的，持續精進，期許打造出比真人更具學習成效的學習同伴系統。 

 

關鍵字：學習同伴；趣創者理論；人工智慧；語音辨識；自然語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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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演員之數位劇服化妝道具與具身辨識學習評量的 

數位劇場與學習模式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8-004-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陳國棟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究中心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王振漢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究中心、李吾 國立中央

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范海金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李怡靜 國立中

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吳昱緯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陳奕昕 國立

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胡立綸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顧詠涵 國

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林宏軒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謝孟軒 國

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何珮妤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曾虹維 國

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gwodong@gmail.com   

 

 

摘要 

 

本計畫主要是建立一個可以讓真人，自主數位虛擬人與機器人同時演出的數位舞

台。同時整合數位虛擬人與機器人的學習模式。與過去數位劇場不同的是，學習者在數

位劇場內的學習表現包含肢體語言、語音互動、視覺互動、動作和結果的具身辨識的即

時學習評量。計畫也將設計實驗驗證與尋求學習設計指導原則包含如何設計（1）身入

其境（2）扮演感（3）觀眾感（4）互動與回饋（5）樂趣，與對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果的

相關性。而本年度計畫(第一年)主要的計畫成果，在於完成數位實境劇場系統的劇本編

輯系統(包含數位劇服與道具)、展演控制系統、演員設定系統、系統設定管理系統等，

同時以聊天機器人為例，提出並實作具自動對話機制的聊天機器人作為演員並結合真人

演員的數位學習劇場，並扮演「示範、具身體現的情境評量及學習」的角色，在不同情

境中隨機出題且給予不同回饋，讓學生演員能即時了解自己的學習狀況。亦加入即時評

量機制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趣味性。 

 

關鍵字：數位學習劇場；戲劇式學習；具身辨識評量；數位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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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ject is to build a digital theater where real human actors, autonomous digital virtual 

characters and robots can perform concurrently, and integrate the learning model of digital 

virtual characters and robot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digital theaters, the assessment for 

learners’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such a digital theater is real-time, including body language, 

visual interaction, action and results. Additionally, the project will conduct experimental 

design to verify and find out the guideline of learning design. For example, how to design for 

(1) immersion, (2) sense of play, (3) sense of audience, (4) interaction and feedback, (5) fun,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outcomes. The main project results 

of this year's plan (the first year) include the completion of the script editing system 

(including digital costumes and props) of the digital reality theater system, performance 

control system, actor setting system, system setting management system, etc. Taking chatbots 

as an example, we proposed and implemented a chatbot with automatic dialogue mechanism 

as an actor and combined it with real actors in a digital learning theater to play the role of 

"demonstration, physical situation evaluation and learning"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randomly 

given and different feedbacks are given. By doing so, student actors can instantly understand 

their learning status. Real-time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also added to enhance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Keywords: Digital Learning Theater; Drama-based Learning; Embodied Recognition; 

Assessment、Digit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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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知識建構理論支援的知識論壇提昇學生的

運算思維能力(1/3)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3 -013 -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 

主持人：蔡今中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僱傭型兼任助理馮宜欣、呂傑瀚、黃文龍、侯偉富 

碩士生兼任助理蕭傑安、博士生兼任助理龍昇、吳安

璿、李承泰、邱盈儒、吳書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計畫主持人 E-mail：tsaicc@ntnu.edu.tw   

 

 

摘要 

隨著全球AI人工智慧的發展，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能力

被視為21世紀的基礎能力，然而對非資訊或工程領域的大學生而言，提升程式語言的學

習投入（engagement）是一項挑戰；知識建構（knowledge building）理論強調透過社群

思辨，建構多元觀點，以提昇知識並習得社會溝通與合作互動。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是利用電腦科學的基本概念解決問題、設計系統和理解人類行為的一種思維模

式(Wing, 2006; 2008)。它是一系列的思考歷程，包含形成問題、問題拆解，並運用演算

法解決問題(Wing, 2011)，幫助我們擁有如同電腦科學家在面對問題時所持有的思維模

式(Grover & Pea, 2013)。據此，本研究運用知識建構理論所支援的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作為培養大學生建構基礎程式設計之運算思維能力的網路學習平台，探究學生

在知識論壇下能否有效提升運算思維能力。研究主要規劃分三年執行，第一年已進行運

算思維學習的知識論壇活動教案設計，同時已進行小規模預試，蒐集學生的運算思維

前、後測資料，以及知識論壇活動情形(包含互動對話內容與行為表現)、與線上活動學

習投入情形；另外，將蒐集與分析學生的運算思維觀點（conceptions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以發展運算思維觀點之量測工具。小規模預試結果顯示學生在演算法

Algorithm及問題拆解Decomposition兩個運算思維概念上有顯著差異。 

 

關鍵字：知識建構、知識論壇、運算思維、鷹架建構、運算思維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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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戎道—聯結仿生機器人與虛實互動創遊的數位人文交融模式及

多模行為分析系統 

Eurasia Passage — A Digital Humanity Convergence Model Linking Mixed 

Interaction Inventive Game and Biomimetic Robots with the Multimodal 

Behavioral Analytic System 

計畫編號：108-2511-H-008 -016 -MY4 

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1 日至 112 年 7 月31 日 

主持人：施如齡（國立中央大學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曾家俊、洪耕德、盧昱豪、楊宏明、楊竣評、黃宣銘、林炯邑 

計畫主持人E-mail：juling@cl.ncu.edu.tw 

 

 摘要 

本計畫旨在設計以合科教學為目標的數位人文交融的虛實互動創遊<華戎道>，以歐

亞大陸的交通與文化交流為主題，緊扣國高中史地各年段從華夏至國際的課綱，透過遊

戲課程讓學生體驗華夏與戎夷的相互關係。學生在實體的大地圖上建置立體裝置與模

型，透過 NFC及 Arduino等軟硬體應用，驅動數位動畫歷史故事劇場、擴增實境塔防遊

戲，並以仿生機器人進行競合策略遊戲。再透過物聯技術聯結裝置與資料庫，建立智慧

互動小小世界，讓學生在創客與議題探討中，應用課堂所學知識，促進批判思考、溝通

協調、跨域合作、解決問題的科技與人文素養。四個遊戲層次以認知內容為主的互動劇

場卡牌創遊、競合策略的擴增實境塔防創遊、智慧控制的智能運算仿生創遊、與科技自

造物聯創遊等，進行堆疊式開發。另外，計畫建置多模遊戲行為分析系統，將遊戲歷程

資料與影音記錄等大數據，透過自然語言與內容分析 AI 系統，以編碼主軸自動產生遊

戲動態行為互動模式與結構分析結果。輔以研究員專業解析與事後訪談交叉比對，以視

覺化的樣貌呈現，全面性的瞭解遊戲中玩家特性與其之間的競合情況與策略使用樣貌。 

關鍵字：數位遊戲、合科教學、仿生機器人、虛實整合、交融模式、多模行為分析、歐

亞交流 

科學教育強調除應讓學生了解科學是什麼外，也要了解科學的過程(教育部，2000)。

遵循著探究的精神我們可以抽絲剝繭去分析事物，並且驗證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確。在學

校，老師會藉由實驗來打破學生原本的想像，讓他們透過觀察與驗證，感受震撼、產生

懷疑，改變對於事物的看法。讓學生對於身邊事物提出疑惑，然後設計研究來進行驗證；

從問題出發的探究，就是科學教育的精神。 

本研究專題目標在於設計一款科學探究的情境遊戲，讓玩家在情境遊戲中透過定位

判斷、目標探測、科學模型建立進行學習。同時，並利用情境遊戲促進玩家的實境模擬

感，以遊戲化的過程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研究中採用機器人定位系統紀錄玩家於

地圖中所採取的行動，以及所擷取的數據紀錄與推算預測，分析其行動與學習歷程，深

入探究學習者的科學認知模型與思路，進而引導深度學習，達到科學探究的目的。 

關鍵字：科學探究、情境遊戲、問題解決、運算思維、歷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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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引導的學術英文寫作系統之研發和應用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6－005－MY3 (第二年)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劉繼仁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劉說芳(國立成功大學工設系) 

王惠嘉(國立成功大學工資管系) 

計畫參與人員：李帥 張瀞分 包尼爾 胡安琪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gizen@mail.ncku.edu.tw    

 

 

摘要 

提升台灣大學生學術文體(academic genres) 之寫作能力成為高等教育重要的一

環。為達到學習資源數位化的創新與運用,本計畫欲發展以 AI引導大學生進行學術寫作

文體學習,練習,評量批改,透過跨領域之合作方式,為語言教學帶來突破，也為 AI應用

於英語寫作教學與評量之研發奠定基礎。此計畫提出寫作引導教學系統開發，透過結合

科技輔助學術英文寫作, 與人機介面互動設計等領域來完成以擴增實境進行 AI引導英

語學術文體的學習與評量。 

第二年期間, 將按著第一年所獲得之需求與期望開始進行系統開發流程,按照系統

架構設計雛形製造主題式的擴增實境學習情境,包括 chatbot引導機制與 MyAccess批改

回饋等 AI功能, 並進行小規模測試與修改。在人機介面互動的層面, 本研究也透過擴增

實境(AR)的科技製造有趣生動又生活化的教學情境, 提供學生在與寫作文體相關的情

境中連結各個文體的溝通目的與內容, 進而問 chatbot相關的問題。而學生在使用此系

統自行學習與完成測驗練習後, 則會連結到線上寫作平台完成目標文體文章寫作,讓系

統進行自動批改文章組織(organization)與連貫性(coherence), 並給予回饋。在這樣使用

AI 科技來輔助教師減少批改的負擔時, 教師可以花更多時間跟學生逐一進行討論, 並用

人工批改的方式補足系統無法批改之區塊(例如:文法,用字,標點符號,風格等)。 

研究的第二年階段表明，學生普遍發現各種技術有助於他們撰寫論文。關於研究問

題一“使用擬議系統對學生學術寫作能力的影響是什麼”，學生在 MyAccess 上的分數

從 4.75 提高到 5.65（滿分 6 分），增加了 18.8%。 

研究問題二“學生對使用包括聊天機器人、增強現實和人工智能在內的多種技術來

學習英語寫作的看法如何”，也對使用該技術的積極態度持中立態度。 

 關於研究問題三“將這些多種技術集成在一起有什麼挑戰”，最大的抱怨是學生

不得不繼續將手機對準圖像才能看到額外的信息，而不是掃描圖像並移動他們的手機放

在更舒適的位置。最後, 教師也將針對學生修改後的寫作版本進行英語寫作程度的修正, 

以上幾個特色都是此研究之處。 

關鍵字：人工智慧；學術英文；英文寫作；人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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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結構程度網路學生出題策略：系統建置、教學設計與成效評

估(2/3)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6-007-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于富雲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fuyun.ncku@gmail.com   

 

摘要 

 

近年學生出題研發成果豐碩，教研界亦陸續提出具潛能的不同結構出題架構與方

法，以支援學生出題活動，然而，目前不同結構程度學生出題學習成效影響之相關實證

研究尚短缺。有鑑於此，本三年期計畫主要有兩大目的：建置一個能支援不同結構程度

並促發深度學習的網路學生出題學習系統；二、評估不同結構程度網路學生出題之學習

效益。第一年已順利完成學習系統之建置，並就兩種不同結構程度的學生出題類型（重

點、局部改變出題模式）進行學習潛能與成效影響之兩個實證研究。今年（計畫第二年）

則鎖定學生出題不同結構程度下之「情境呈現形式」與「問題類型」兩向度，進行兩個

實徵性研究，以瞭解其對學習成效影響。兩個實證研究皆採不等組前後測之準實驗研究

法，使用計畫第一年成功建置之線上學生出題學習系統進行教學實驗，並以單因子共變

數分析進行量化資料統計分析。第一個研究旨在探討三種不同「情境呈現形式」（全文

字、全圖像、文字結合圖像）之學生出題對國小生學習成效影響，以南部一所國小六年

級 6個班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共 138人），配合英語科教學，進行 8周（不含後測）共 5

次網路學生出題活動，以瞭解其對英語科學業成就、出題品質、學力提升、學習動機、

學業情緒及認知負荷之影響，資料分析發現：不同情境呈現形式之網路學生出題在各觀

察學習成效上皆無顯著差異影響；進一步針對研究期間所產出超過一千題題目所採用之

出題架構，以及個人筆記內的標註內容/行為進行內容分析發現：在面對不同出題情境

下，不同組別參與學生展現顯著不同的行為樣貌，經此自發性的學習補償策略/行為，進

而造就不同出題情境呈現形式對學習成效無顯著差異之影響。第二個研究旨探討線上學

生題組出題、線上學生題目出題兩種不同「問題類型」對學習成效影響，以南部一所國

小六年級 2個班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共 54人），配合國語教師教學，進行共 8週的實驗

教學，以瞭解其對學生國語科學習成就、學習策略運用、實驗組學生出題品質、認知負

荷、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及學習經驗等層面之影響。第二個實證研究已完成實證教學與

資料收集，目前尚在進行資料之分析。 

 

關鍵字：問題類型、情境呈現形式、網路學習系統、學生出題、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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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7 -006 -MY3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李元萱 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洪煌堯 政治大學 教育系 

計畫參與人員：陳鈺群、黃品瑀、廖思瑜  

 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yuanhsuanlee@mx.nth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利用網路進行多文本閱讀的學習歷程及學習成效之影

響。研究對象為 130位修習教育統計課程之大學生。受試者在搭配具有搜尋提示之

作業任務情境下，完成統計圖表與量測尺度學習任務。初步研究結果發現：(1)透過

作業任務建構知識的學習歷程中，多數學生需要參考 2至 7個網站才能完成作答、

學生知識建構的網站類型以教育相關網站居多、學生認為網路上資訊來源出自專家

學者時具有可信度、學生以多個網站來驗證其資訊正確性。(2)學生固化知識程度與

學習成效呈現顯著正相關；學生在資訊驗證方式中採信專家學者與學習成效呈現顯

著負相關。 

 

關鍵字：網路多文本、搜尋提示、學習歷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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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university students’ multiple-document reading processes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Participants were one hundred and thirty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educational statistics course. Participants received sourcing cues to complete their learning 

task regarding statistical graphs and measurement scales. Initial research findings showed that 

under the multiple-document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ask, most learners consulted 2 to 7 

websites to complete their task. Most of the websites were educational websites. Students 

rated websites with higher credibility if they believed that the information were based on 

experts’ opinions. Learners also asserted to justify their knowing based on multip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he level of knowledge consolidation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learning 

performance. Nevertheless, students believing in sources with authority or expert opinion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did not.  

 

Keywords: Online multiple documents, sourcing cues, learning process, learn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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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別差異性探討遊戲式動畫電子書對學習學術英語之影響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8 -011 -MY3 

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陳攸華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林宜臻、陳建宇(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sherry@cl.ncu.edu.tw   

 

 

摘要 

 

很多數位學習工具被用來提升英語學習，然而這些數位學習工具主要著重於一般英語

(General English)，使用數位學習工具來提升研究生及年輕學者的學術英語(Academic 

English)能力乃是必須的，但是卻非現今研究忽略，有鑑於此，本計畫將整合數位遊戲、

電子書和動畫片的優點，來開發一套「遊戲式動畫電子書」，以幫忙研究生及年輕學者

進行聽、說、讀、寫等四種學習活動，使他們藉著與「遊戲式動畫電子書」互動「遊戲

式動畫電子書」來自我加強學術英語上聽、說、讀、寫的能力。在另外一面，學習者之

間存在著個別差異性。因此，本計畫亦另外以實證研究來探討個別差異性如何影響研究

生及年輕學者使用此「遊戲式動畫電子書」。  

 

在本年度，我們完成了悅趣式英文數位繪本與遊戲式英語論文邏輯學習系統，它們分別

用來增進研究生及年輕學者在英文讀與寫的能力，此外也進行了實證研究，來探討個別

差異性對於使用此二遊戲式學習系統的影響。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男性學習者與女性學

習者在閱讀悅趣式英文數位繪本時，會用不同的方式使用鷹架輔助工具。另外在執行英

語論文邏輯學習的任務過程中，不同認知風格的學習者會藉著不同提示來處理錯誤。 

 

 

關鍵字：數位遊戲；英語學習；個別差異性；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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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知識建構促進機制的無所不在探究學習環境之建置、應用與

學習表現分析(第二年) 

計畫編號：MOST108-2511-H-011 -005 -MY3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黃國禎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陳錦瑜(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朱詩婷(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阿將伊崮喜瀾(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莊汶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吳芷欣(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張博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簡志軒(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曾琬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gjhwang.academic@gmail.com  

 

 

摘要 

 

教育學家指出，在真實現場或情境式學習環境中，學習者能夠經由實際觀察、探究

或演練，來應用所學習的理論。學習者可以結合新舊經驗，將課本的知識活用於真實情

境中；同時，對於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動機有很大的助益。因此，如何提供一個整合

真實情境探究學習的知識建構環境，並結合適當的回饋與診斷機制來解決學生的學習困

難及迷思概念，是當前重要且具挑戰性的教育科技議題。 

本計畫提出一套「基於知識建構促進機制的無所不在探究學習模式」，由巨觀的知

識結構引導，到微觀的知識概念學習與回饋，協助學生在無所不在探究活動中，建立完

整的知識結構與內容；同時，透過學習環境的建立，提供完整的無所不在探究學習輔助

機制，促進學生在真實情境學習的成效。知識建構促進機制主要是結合了互動式概念圖

及探究學習循環，來建立一個促進學習者建構巨觀知識的環境；同時，經由立即回饋與

提示，引導學生在真實環境現場進行深入的觀察與資料蒐集，逐步改善知識結構。依照

這個模式，所建立的「知識建構促進機制學習引導系統」包含互動式概念圖知識建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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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建議與提示模組、問題引導模組，以及驗證與鼓勵模組；除了培養學生巨觀的知識

架構，這個學習系統更能夠幫助學生由微觀的角度，解決在無所不在探究學習活動中遇

到的困難。 

本計畫規劃了一系列的實驗，來分析所建立的學習環境對學生在不同面向的影響。

本計畫結合知識建構促進機制中的互動式概念圖知識建構、建議與提示、問題引導，以

及驗證與鼓勵模式，對於在真實環境進行的探究學習活動，更是一個具有學術創新價值

的教育策略；同時，針對學生的學習成就、動機、問題解決察覺、團隊合作傾向、批判

思考傾向、溝通傾向、認知負荷、提問品質及學習行為進行分析，更是重要教育科技研

究議題。 

本計畫的工作項目如下： 

(1)建立多媒體教材資源資料庫、課程數位教材庫、概念圖資料庫及學習歷程資料庫。 

(2)規劃及開發「無所不在探究學習環境」，並進行測試。 

(3)規劃及開發知識建構促進機制的「互動式概念圖知識建構」、「圖示化建議與提

示」、「圖示化問題引導」、「驗證與鼓勵」子系統，並進行測試。 

(4)規劃及開發「圖示化提問與反思」、「學習歷程記錄與分析系統」系統，並進行測

試。 

(5)規劃實驗活動，包括學習行為及互動行為編碼表、學習成就測驗及各式量表。 

(6)進行系統整合、測試、實驗及分析。 

(7)撰寫論文及成果報告 

(8)進行學習模式的推廣應用。 

 

關鍵字：行動學習、無所不在學習、探究學習、概念構圖、知識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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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遊戲的漸進式學習系統: 探討情緒與學習行為在不同階 

 

段和環境中的作用 

 
計畫編號：MOST108-2511-H-018-017-MY3 

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1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陳菁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計畫參與人員：張佑愷、陳俊捷、呂昱綸、楊錦坤 

計畫主持人 E-mail：chhchen@cc.ncue.edu.tw   

 

 

摘要 

 

數位遊戲式學習如何適性不同學習者的需求一直受到研究學者的關注。計畫的第二年，

我們關注在如何設計適性鷹架與驗證適性鷹架在遊戲環境對學習者的影響。SumMagic 

魔晶召喚是一款關於牛頓運動定律的數位遊戲系統，我們在遊戲式學習環境下提出一套

適性鷹架模式探討不同類型認知提示的相對效果和交互影響。共有 61 名學生參與了這

項研究。我們的結果發現，適性鷹架模式有利於學生的學習表現和參與度。本研究對於

適性鷹架的遊戲設計提供重要的訊息，尤其在促進數位遊戲的學習參與。適性鷹架提供

回饋可以進一步改善與學習內容任務相關的後設認知能力。而學習者的先備知識與後設

認知的經驗，例如認知需求高的學生比認知需求低的學生更容易找到問題解決的策略與

適切地評估自己的任務績效。 

 

 

 

 

關鍵字：遊戲式學習、適性鷹架、行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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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趨向表現目標與逃避表現目標對數位遊戲式英語學習之影

響：學習環境建置與成效評估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8-010-MY3 

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楊接期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廖怡晴、蘇小容、彭琮樺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yang@cl.ncu.edu.tw 

 

 

摘要 

 

雖然過去有許多研究探討表現目標對學習的影響，但鮮少有研究針對數位遊戲式學

習進行探討，更少有研究探討數位遊戲式學習應用於翻譯技巧學習上。因此，本研究將

不同表現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與逃避表現目標)之學習者的特徵融入遊戲設計，開發

了一個數位遊戲式學習系統以輔助大學生學習英語翻譯技巧，學習者除了能在遊戲中透

過題目進行翻譯技巧之練習，亦能與同儕進行對戰。本研究將數位遊戲式學習應用於翻

譯技巧學習，探討不同表現目標導向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自我效能、與害怕失敗之影響。

本研究主要的結果包含以下三點：(1)逃避表現目標學習者在一字多義上的學習成效顯著

提升，達到與趨向表現目標學習者相同的學習成效；(2)趨向表現目標導向學習者對於翻

譯技巧學習的自我效能顯著高於逃避表現目標導向學習者；(3)趨向表現目標與逃避表現

目標學習者呈現相同程度的害怕失敗表現，但對於害怕經歷羞恥和尷尬的程度較其他層

面的害怕失敗表現較高。 

 

關鍵字：數位遊戲式學習、翻譯技巧、表現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逃避表現目標、

自我效能、害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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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習者人格特質、網路資訊評判標準、多源訊息處理視覺行

為和議題整合能力：多重文本處理策略融入教學之影響(第 1 年)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3-018-MY3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蔡孟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計畫共同主持人：白宏達 國立臺北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徐柏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吳安璿(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mjtsai99@ntnu.edu.tw 

 

 

摘要 

本計畫研究目的有二：一是釐清學習者在學習多元立場之社會科學議題時，其個人因素

(資訊評判標準、議題信念、人格特質)與多重文本訊息處理歷程(視覺行為、認知投入、

訊息處理策略)以及認知結果(議題決策、訊息整合)三個面向的相關變項之間的關係；二

是根據前述關係結果，運用多重文本設計促進學習者資訊評估、篩選與整合能力的資訊

素養課程，並進行教學實驗以檢測此課程對學生的資訊評判標準、訊息處理歷程以及訊

息整合結果的影響。本計畫將採取問卷調查、眼動追蹤、課程實驗介入與回溯訪談等研

究方法來回答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問題。第一年已完成問卷及眼動學習任務平台開發及

實驗一的研究資料收集，共收集 60 位成年人。目前已完成第一年度主要工作項目，包

含準備與發展研究工具與實驗素材、確立研究流程、蒐集研究資料及資料處理與分析。

初步研究結果發現，學習者的人格特質(心胸開放思維及認真盡責程度)與他們在多重文

本閱讀過程中的視覺注意力、學習投入、多重文本策略，以及任務結果中的醫療決策行

為與資訊整合表現具有顯著相關性。並且，學習者的知識信念與其視覺注意力及資訊整

合表現存在顯著相關性。最後，學習者在多重文本閱讀任務過程中的視覺注意力及學習

投入分別與他們的資訊整合表現、溯源表現及決策行為也有顯著相關性。 

  

關鍵字：資訊素養；資訊評判標準；人格特質；多重來源資訊；認知投入；視覺行為；

多重文本訊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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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後設認知策略與運算思維發展框架的互動式程式設計合作學

習環境開發、應用與成效分析(第 1年)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216-001-MY3 

執行期限：109年 08月 01日至 110年 07月 31日 

主持人：曾秋蓉/中華大學資訊工程系 

計畫參與人員：溫欣慈/中華大學資訊工程系、林世楷/中華大學資訊工程

系、李國禎/中華大學資訊工程系、許盈琪/中華大學資訊工程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judycrt@gmail.com   

 

 

摘要 

 

運算思維是 21 世紀學生的關鍵能力之一，且對所有學科都非常重要。學習程式設

計是學生發展運算思維的重要途徑，但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學習程式設計通常具有挑

戰性和困難度，且容易迷失在程式碼的細節中，而忽略了運算思維的培養。許多研究發

現，合作學習程式設計可以降低學生的認知負荷，提高學習成效，但傳統的合作學習往

往受到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實施不易；而現有的網路合作學習機制在程式設計學習方面

的支援不夠完整，也缺乏適當的運算思維發展引導機制，無法有效培養運算思維。 

為幫助學生將注意力集中在發展問題解決方案，避免迷失在程式碼的細節中，本計

畫開發一套「結合後設認知策略與運算思維框架的互動式程式設計合作學習環境」，透

過引導學生運用「設置協作學習目標、監督協作學習過程、反思與評價」等後設認知策

略，並結合「任務情境-問題分析-規劃方案-實施完善」等運算思維學習發展框架，提供

學生計劃、監督、指導、診斷及反饋等策略，來進行互動式之程式設計合作學習，以促

進學生的運算思維發展、提升其高層次思考能力以及學習表現。本計畫也規劃了一系列

的教學實驗，在大學程式設計課程的教學現場應用，來探討本計畫所開發的合作學習環

境對學生在學習成就、運算思維傾向、問題解決察覺、批判思考傾向、後設認知傾向、

團隊合作傾向、溝通協調傾向等面向的影響，並針對學生的學習行為進行分析，以便進

一步了解影響學習成效之因素。 

 

關鍵字：運算思維；程式設計；合作學習；後設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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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教育大數據與學習分析於改善程式設計自我調節學習之研究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8-007 -MY3 

執行期限：109 年 08 月 01 日至 112 年 07 月 31 日 

主持人：楊鎮華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陳雅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王雅璇、康景翔、曾昱瑋、李鴻怡、胡庭皓、黃鈺晴、侯

家臻、張介韋、陳梓瑤、陳昱蓉、黃信評、黃博進、蔡之禮、游中愷、董

育汝 

計畫主持人 E-mail：stephen.yang.ac@gmail.com   

 

 

摘要 

 

本計畫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中央大學通識中心開設的 Python 程式設計課程為其

研究課程，針對該課程設計其學習活動的先導研究。計畫以(1)建置整合型學習環境、(2)

程式設計課程活動先導研究、(3)學習行為分析三大工作項目為主。本報告中將會說明計

畫中所建置的整合型學習環境，包含學習系統、複習系統、評量系統等三種類型的學習

環境，並針對以上提到的學習環境建置相對應的儀表板以供老師即時觀察課堂的學習情

況，並適時協助學生解決遇到的瓶頸與問題。在程式設計課程的學習活動先導研究上，

本計畫基於自我調節學習理論(Self-Regulation Learning, SRL)設計「課前目標設定階段」、

「課堂效能監控階段」、「課後學習反思階段」等三個學習階段的學習活動。最後，依學

習歷程數據分析的實驗數據呈現。根據分析結果，我們總結出學生的課後複習行為與課

後自我評量行為兩者皆與學習成效有顯著關聯。 

 

關鍵字：運算思維、自我調適學習、早期介入輔導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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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知識結構自動評量與互動式同儕回饋引導機制之無所不在探

究學習環境—建置、應用與成效分析(第一年) 

計畫編號：MOST109-2511-S-001 -002 -MY3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黃國禎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簡淑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阮靖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陳卉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周家安(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陳婷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陳怡廷(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gjhwang.academic@gmail.com  

 

 

摘要 

 

在無所不在探究學習活動中幫助學生有效地組織知識、分享知識及反思，以及培養

高層次的思考，是一個重要且具挑戰的議題。本計畫提出一套「基於知識結構自動評量

與互動式同儕回饋引導機制之無所不在探究學習環境」；其中「知識結構自動評量機制」

主要是以圖示化的方式呈現問題，引導學生在真實的探究環境中透過觀察來完成基本的

概念圖架構；「互動式同儕互評機制」則進一步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思考、知識分享及反

思，以建構更完整的知識結構，並增進其批判思考、反思及溝通能力。為了評量這個學

習模式的效益，本計畫除了建構結合了知識建構引導、自動評量及同儕互評機制的探究

學習環境，更規劃了一系列的實驗，來分析所建立的學習環境對學生在不同面向的影

響。本計畫不僅具有教學實務的價值，在無所不在探究學習活動中結合知識結構自動評

量與互動式同儕回饋引導機制，包含了圖像化提問引導、資料調查/蒐集、建構/修改知

識架構、圖像化知識分享與討論、反思/回饋引導模式，都是具有學術創新價值的教學策

略；同時，針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概念圖知識結構、學習動機、問題解決傾向、批判思

考傾向、溝通協調傾向、同儕互評的回饋品質及學習行為進行分析，更是重要教育科技

研究議題。 

 

關鍵字：行動學習、無所不在學習、探究學習、概念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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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融入社會互動設計的遊戲式電子繪本對閱讀認知、 

情緒歷程與成效之影響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11－003－MY3 

執行期限：109年 08月 01日至 112年 07月 31日 

主持人：高宜敏副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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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閱讀相關的研究多著重於認知層面的探討，但了解學生在閱讀過程中所呈現出

的情緒也相當的重要。在閱讀過程中，隨著故事劇情的發展，讀者逐步在腦中建立情境

模型，並產生不同的閱讀情緒變化，進而影響讀者對於故事的理解及體驗。本計畫第一

年希望能先探討使用角色觀點(第一人稱)或全知觀點(第三人稱)敘述之電子繪本介面設

計，對於讀者之閱讀情緒、角色情緒理解、閱讀動機、故事理解以及閱讀體驗是否有不

同程度之影響。為了能夠得知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情緒變化，本研究使用 emWave情緒

壓力檢測裝置了解讀者的正負向情緒起伏，並請讀者於實驗過程中根據所閱讀到的故事

推測角色當下的情緒狀態，透過本研究所設計開發之電子繪本閱讀及情緒選擇介面，進

行角色情緒理解的紀錄。此外，在閱讀活動後，讀者需要根據閱讀到的內容及感受，填

寫閱讀動機、故事理解以及閱讀體驗的問卷。研究對象共有 56位大學及碩士生，研究

結果發現，角色觀點組在第五個故事區段的正向情緒明顯高於全知觀點組。同時，透過

角色觀點的敘述方式閱讀故事，讀者對於整體角色情緒有較好的理解能力，尤其是在正

向的角色情緒理解上，能夠站在角色的觀點體驗角色的感受，並且在故事內容上也有較

好的理解程度。在閱讀體驗上，角色觀點組在心流層面顯著優於全知觀點組。而角色觀

點組及全知觀點組在閱讀動機上則沒有顯著的差異。在電子繪本介面設計或未來相關研

究上，建議可以讓讀者嘗試以不同的人稱視角進行閱讀，以達到不同的閱讀效果，並可

進一步探討細部的閱讀情緒變化或角色情緒理解狀態，以了解這些不同觀點的閱讀模式

對於閱讀成效之影響。 

 

關鍵字：電子繪本介面設計、敘述人稱、閱讀情緒、角色情緒理解、閱讀動機、故事理

解、閱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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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research on reading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cognitive effects on learners. 

However, understanding learners’ emotions during the reading process is also important. In 

reading,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plot, learners build situational models in 

their brains, generate various reading emotions, and might have different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experience. In the first year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us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taking, especially first-person and third-person 

narration, in e-book user interfaces on learners’ reading emotions,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characters, reading motivation, story comprehension, and reading experience. We used an 

emWave system to investigate learners’ emotions in the reading process, and asked learners to 

report their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story plot through the 

e-book reading and emotion selection interface designed for this study. The learners were also

asked to fill out the reading motivation, story comprehension, and reading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s. Fifty-six undergraduate or graduat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learners present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ositive 

emotion toward the fifth story section than the third-person perspective. Meanwhile,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learners had better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s, 

especially on the positive emotion dimension; they could empathize with the protagonist’s 

feelings more, and had better story comprehension levels. Furthermore,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learners had better flow status in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 However, no difference 

in reading motiv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For designing e-book user 

interfaces or conducting future research, we suggest that learners might be offered 

opportunities to rea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achieve different reading experiences, and 

changes in reading emotions or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characters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in detail to fully understand their impacts on reading performance. 

Keywords— e-book interface design, perspective taking, reading emotion,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characters, reading motivation, story comprehension, read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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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遊戲化機制之互動式同儕互評程式運算思維學習模式之環境

建立、應用與成效分析(第 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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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 CT)」已被學者認為是 21 世紀中不可或缺的技

能之一。教育專家與研究者試圖在教學中導入運算思維概念，期使學生能以科學的方法

與科技的角度進行思考，進而以科學的方法面對與解決各種複雜的問題。而在資訊管理

人才的培育上，培養專業的運算思維能力，以及制定評估運算思維能力的方法與指標，

更是當前研究者所關注的議題。其中程式語言課程被認為是融入運算思維最直接且有效

的課程；然而，過去的研究與教學結果顯示，程式語言與邏輯對多數學生而言是困難度

高的科目。因此，如何導入有效的運算思維學習策略，來提昇學生在程式設計語言課程

的參與度與學習成效，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當眾多教學策略中，同儕互評是廣被採納且極具成效的教學方法之一。學生擔任教

師角色對同儕的作品進行評分，進而激發彼此的反思及創造力。然而，學者也指出，在

同儕評分及評論活動中，遇到的問題多為學生提供的意見不一定具有參考價值，或遇到

評分品質不佳的問題。因此，使用運算思維教學模式，讓優良的同儕意見脫穎而出，並

融入遊戲化機制，讓同儕的評分可以競賽化與遊戲化，可能將促使運算思維的培養。 

因此，本計畫提出一個「基於遊戲化機制之互動式同儕互評程式運算思維學習模

式」，並應用於大專院校資訊相關學系中的專業程式語言與資料結構課程中。透過該系

統所提供的雙向互動同儕互評輔助機制，使學生不僅在同儕互評活動中獲得即時的評分

與評論，更能即時針對評分與評論的內容進行反饋，進而達到提升程式能力之討論、分

享與合作之效益。並融入遊戲機制，進行積分、排行榜與競賽。為配合這個學習環境及

相關系統的建立，我們將進行一系列的實驗研究，來驗證這個學習模式對學生的助益。 

 

關鍵字：運算思維、同儕互評、遊戲化、程式語言、建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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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能夠達到學習目標，教師在教導程式設計時，常會讓學生多次地練習。而在學生繳

交程式設計作業後，就需要龐大的人力進行批改，並且無法及時地完成批改。線上自動

評分系統正可用來協助改善這種狀況，這系統被設計為不僅可進行重複練習，更能夠在

學生繳交程式碼後，立即進行批改與評分。回顧當前的幾種自動評分系統，大都只能檢

測程式執行結果，無法針對程式的結構進行檢測。本計畫擬發展的自動評分系統，改變

自動評分系統「只能檢測程式執行結果」的現狀，做出三大關鍵性技術突破：1)可檢測

程式碼流程控制結構，2)可檢測物件導向程式碼結構，3)可檢測應用程式碼結構（劇情

測試）。計畫提出的自動評分系統，有如下特色：1)根據「可辦識能力指標（具體目標）

（物件導向程式結構及設計技巧）」的測試案例，來發展相對應的自動評分；2) 可引導

到相對應的物件導向程式設計能力指標(具體目標)的概念圖；3) 根據學生上傳的程式，

給予自動的評分與即時的回饋，並且做成實驗記錄以便探討運用後的學習成效。本計畫

主要目的為「提昇學生開發軟體時的程式結構自動評分技術（軟體品質之項目之一）。

本計畫核准執行三年，今年為執行第一年，主要的執行重點為「發展程式碼流程控制結

構自動評分技術」、「發展程式設計之程式流程控制結構能力指標(具體目標)」、「建構相

對應概念圖」。並根據每一個能力指標(具體目標)發展相對應程式結構的「練習題目」、「測

試案例」。及根據測試案例發展相對應的「自動評分系統」，並連結到「概念圖」。也將

針對發展的「自動評分系統」做「系統測試」，實施先期的系統功能性及可行性的評估

檢討及分析，據此做為第二年及第三年改進的參考。 

 

 

關鍵字：程式自動評分，程式架構自動評分，物件導向程式自動評分，自動評分系統，

概念圖，學習成效、學習回饋，程式設計教材、 自動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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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hieve the learning goals, teachers often ask students to practice many times when 

teaching programming. After the students submit their programming assignments, they need a 

lot of manpower to make corrections, and they cannot complete the corrections in time. An 

online judgement system can be used to help improve this situation. The system is designed to 

not only perform repetitive exercises but also to make corrections and scoring immediately 

after students submit the code. Review several current automatic scoring systems, most of 

them can only detect program execution results, not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gram. The online 

judgement system to be developed in this project will change the current status that the 

common online judgement system "can only detect program execution results", and make 

three ke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1) detectable program code flow control structure, 2) 

detectable object-oriented Code structure, 3) can detect application code structure (story test). 

The automatic scoring system proposed by the plan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1) Develop the 

corresponding automatic scoring based on the test case of "Able to recognize an ability index 

(specific target) (object-oriented program structure and design skills)";2) Concept map that 

can lead to the corresponding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capability index (specific target);3)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 uploaded by students, automatic scoring and instant feedback will 

be given, and experiment records will be made to explore the learning effect after applica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improve the automatic scoring technology of program 

structure when students develop software (one of the items of software quality). The plan will 

be implemented for three years. The main focus of implementation in the first year was 

"Development of automatic scoring technology for code flow control 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program flow control structure capability indicators for program design 

(specific goals)", and "Construction of corresponding conceptual diagrams". Future more, 

according to each indicator (specific goal), develop the corresponding program structure 

"exercise questions" and "test cases". And develop a corresponding "automatic scoring 

system" based on test cases, and link to the "concept map". We will also do a "system test" for 

the developed "automatic scoring system", implement "functional and usability assessment", 

and use this as a reference for improvement in the system design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 year. 

 

keywords：  programming auto-assessment, programming architecture auto-assessment,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auto-assessment, automatic assessment system, 

concept map, learning efficiency, learning feedback, programming courseware, 

auto-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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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組自律(Co-regulation)是指學生在小組合作學習過程中，共同監督以及完成任務。

學者指出小組自律在合作專題進行過程扮演的重要腳色；良好的小組自律，可以幫助學

生共同設定目標、互相確認各自工作，並合力完成任務。然而，過去的研究發現，在解

決任務的過程，學生的小組自律表現往往不如期待，例如對於小組的目標無法達成共

識、未能妥善評估組員的專長與分配任務，因而無法順利完成任務。由於在傳統的合作

專題活動過程中，教師無法即時針對個別小組的分工及任務執行狀況進行診斷及提供回

饋；在欠缺良好的小組自律的情況下，學生難以在每個階段的任務過程中進行適當地分

工、監督、反思及進行調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計畫擬開發一個結合自動診斷機制

的小組自律學習系統，在學生進行專題合作學習活動中，針對各小組目標設定內容、任

務分工方式、各組員任務完成狀況以及任務得分等進行診斷；再依據診斷結果提供時間

管理與目標設定的修正建議，以幫助小組成員瞭解個人及小組的學習問題，改善學習成

效。 

為了檢測該學習系統的有效性，本計畫擬於大學教育科技相關課程進行活動與規劃

實驗。分析在該學習環境中，學生學習成就、科技化教學技能、自律能力傾向以及後設

認知察覺的改變。同時，本計畫亦分析在不同學習模式中學生的學習行為以及小組討論

互動行為的差異。期望藉由本研究，提供未來相關研究參考。 

 

關鍵字：自律回饋機制、合作學習、專題導向學習、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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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與真實情境中學習(authentic learning)是最自然的英文學習

方式。使用戲劇扮演來學習英文，則是國小學童實現做中學與實境學習的最佳方式，能

讓學生在輕鬆無壓力的情境中，學習英文的使用與真實的涵義。為此，此計畫將與陳國

棟教授的 3D數位學習劇場合作，使用電腦科技、3D技術、智慧型機器人與 AI技術，

建立互動式的 3D數位學習劇場，讓學生藉由全身(embody)的投入戲劇演出(學童與機器

人、虛擬化身互動)，來體驗劇中的英文真實情境，以最自然生活化的方式學習英文的

知識與應用。 

本年度預計製作 AI 智慧型教育機器人，扮演學習助教、學習夥伴、排練幫手、對

手演員，以輔助學生練習劇本中英文口語對白與糾正發音，並能和學童一起演練劇本與

排演，以及於戲劇中與學童互動演出。目前進度已完成機器人的硬體、韌體、基本軟體

的製作。在機器人教學功能開發方面，首先使用人工智慧 YOLO影像識別技術，可準確

辨識 80 多種生活用品，依此與學童互動教導學生生活用品的英語字彙與用法。另外針

對小學 5年級學童英語教材，建立教育機器人教學資料庫，教學內容單字認知、句子語

調判斷、片語學習及帶動唱等。 

 

關鍵詞：數位學習劇場，戲劇式學習、實境式學習、具身辨識、教育機器人、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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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後疫情時代的教育趨勢，遠距教學正受到廣泛地推廣與應用。然而，教師與學生彼

此間隔著螢幕互動，即便有多元化的課程設計與彈性的學習參與，也很難瞭解學生在課

程中是否曾知覺到優質的學習經驗。因此，應用數位科技提供師生能有效檢視教學與學

習成效的數據分析與視覺化資料，將有助於協助師生在課程中達到適應性學習的目標。

透過本研究發展的數位一日經驗重建法系統（Digital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igital 

DRM），將能蒐集密集性追蹤資料，呈現學生在課前、課中與課後學習當下的實際體驗

與感受。此研究希冀得擴展目前國內外研究與實務都甚少著墨之議題：如何從蒐集學習

經驗去探究適應性學習。 

 

 

關鍵字：一日經驗重建法；學習經驗；適應性學習；視覺化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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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導向學習為途徑培育創新人才之多元素養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992-003-MY2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洪秀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計畫參與人員： 

李玟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大專生 

葉明輝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碩士生 

張若羚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計畫主持人 E-mail：hhung@nkust.edu.tw   

 

 

摘要 

 

本計畫之主要目的是建構一套設計導向學習輔助機制，冀望透過此創新教學設

計，培育數位時代下創新人才之多元素養。本計畫之規劃原理乃以創造力 4Ps (i.e., 

Product, Person, Process, and Press/Place)為基本架構，而本計畫擬發展之學習輔助

機制主要是以「設計」為核心概念來串聯創造力 4Ps，簡述如下：(1) 在創造的產出

(Product)方面，以設計為實務、(2) 在創造的個人 (Person)方面，以學習者為設計

者、(3) 在創造的過程 (Process)方面，以設計思考模式為流程、(4) 在創造的環境

(Press/Place)方面，則以大學英語相關課程為多元素養取向創新教學設計之實踐場

域。為評估成效，本計畫將以兩年為期，逐年完成一系列的實務驅動創新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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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每一年度的子計畫皆著重不同的設計實務（包含：資訊圖表海報設計實務及智

慧應用程式設計實務），而在教學的過程中，則以設計思考模式之五大流程為主

軸，再根據各年的教研焦點分別融入反思導引及創意問題解決導引等不同的特色鷹

架。本計畫預期的教研成果應能嘉惠高等教育研究者、教學者、及學習者，尤其能

提供其所介入之課程（包含：英文閱讀及程式教育）關於創新教學設計之具體建

議。 

 

關鍵字：創造力；問題解決；設計思考；多元素養；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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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即時互動回饋機器人之學習動機與認知負荷系列研究 

A study series on designing an intelligent immediate interactive 

feedback chatbot for e-learning and its effects on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cognitive load 
 

 

計畫編號：MOST 109-2423-H-009 -001 -MY2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3年 7月 31日 

主持人：游師柔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教育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孫之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logotowa@gmail.com   

 

 

摘要 

 

本計畫目的為藉由智慧化技術和學習動機理論發展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智慧化即時

互動回饋聊天機器人，以及探討不同特徵的智慧化即時互動回饋聊天機器人對學習者的

學習動機與認知負荷之影響。智慧化教師是教學代理的一種，強調透過科技技術創造更

自然、更人性化和高互動的學習環境促進學習成果，而智慧化教師呈現的特質將會影響

學習者的學習體驗。現今，教育型機器人已成為廣受歡迎的學習環境。本年度以開發智

慧化即時互動回饋機機器人為主軸，以學習者的學習需求為基礎發展 AI 技術與智慧化

互動模式。本報告旨在描述第一年計畫之研究進度，共呈現一個研究，此研究目的為運

用 ADDIE 教學系統設計模式發展智慧化虛擬實境互動系統與智慧化回饋，探討智慧化

即時互動回饋機器人蒐集學習行為與運用決策樹判讀智慧化回饋的運作方式，以及分析

此方式對學習成效和學習者觀點之影響，以利智慧化即時互動回饋機器人開發流程。此

研究共有 103位學習者體驗和評估此系統，研究結果顯示，智慧化虛擬實境互動系統符

合學習者的學習需求且能促進學習表現。本研究建議教學者可能運用此系統加強學習者

的操作能力和知識。 

關鍵字：聊天機器人、智慧化回饋、教學代理、學習動機、認知負荷、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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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資訊科技科學生運算思維學習成效調查研

究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3－025－MY4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3年 7月 31日 

主持人：李忠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林于立、林可均、楊喻文、曹喻涵、陳沛均、陳哲

雋 

 

計畫主持人 E-mail：leeg@csie.ntnu.edu.tw 

 

 

摘要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已於 108 年啟動，此課綱增加了國中（7-9 年級）的資訊科技課

程，且規定全學年每週都要有一節課的資訊科技課，新課綱以資訊科學學習為主，

以資訊應用與相關議題為輔。課程內容則以運算思維為核心，並以程式設計作為實

踐所學的表現。參考國際上已把運算思維納入國中小課程國家的教學，可以發現大

多以 Scratch，Blockly，App Inventor 和 Greenfoot 作為程式設計學習工具，我國國中

教師教學及教材也大多以上述工具為主。到了 2022 年，國中資訊科技課將已實施

一輪，但目前國內外並未見可有效評估運算思維學習成果的評量工具。因此本計畫

旨在研發可供大規模實施的運算思維評量工具，並進行全國性實證研究，以探討國

中資訊科技新課程的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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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第一年以發展運算思維評量架構與工具，包括符合課綱定義下不同年段該有

的運算思維及具體表現，測驗用之題目、及線上施測子系統。目前已經完成不同等

級運算思維能力分級、各等級下之部分題型與題目、及可用以大規模施測之線上系

統雛形。研究成果可順利於第二年計畫展開運算思維學習成效調查研究。 

關鍵字：運算思維學習成果評量、線上評量工具、十二年國教實施成效、實證研究 

Abstract 

The new K-12 National Curricula went into effect in 2019.  One of the major changes from 

the previous curricula is the addi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courses for middle- and 

high-schools (grades 7-12).  The new curricula required all middle schoolers (grades 7, 8, 

and 9) to have one Computer Technology class per week for all six-semesters.  The 

Computer Technology curriculum focuses on development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skills 

through programming and other activities.  In fact, the curriculum is more Computer Science 

oriented as opposed to computer application.  And just as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practice, many grades 7-9 teachers use Scratch, Blockly, App Inventor, and Greenfoot as 

computer programming learning tool.  There are even various competitions that allow 

students to put their acquired skill to test against each other.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aiwan is 

very much in the forefront of push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acquire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programming skills, and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ext-based programming in high 

school and beyond.  By 2022, the new curricula will have been implemented through grades 

7, 8 and 9.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s to develop a viable assessment tool for us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curricula and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the first year of this four-year study, we focused on defining and reading different 

assessment levels of student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skill.  The research results include (1) 

proposed five computational thinking skill levels and their correspondence to the new 

curriculum; (2)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ssessment task types and corresponding task sets; (3) 

an online programming assessment system is being developed for use starting in the second 

year of study. 

Keyword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ssessment types and tasks, Online assess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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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現實交融之教學模組研發與實踐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XR-based exemplary instructional modules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3 -036 -MY3 

執行期限：108年 08月 01日至 111年 07月 31日 

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張俊彥主任 

計畫共同主持人：玄奘大學時尚設計學系劉為開副教授 

計畫參與人員(第二年)： 

博士後研究：林蓓伶、陳佳利 

專任助理：黃仕雯、陳志松 

兼任助理：(1)博士生- Marison Sudianto Manalu(印尼籍) 

          (2)助教級-吳聲政、黃美燕 

  

計畫主持人 E-mail：changcy@ntnu.edu.tw   

 

 

摘要 

 

本計畫的目標在於開發前瞻的擬真互動的混合實境。主要的關鍵技術在於 VR, AR, 

以及MR (以下綜合簡稱 XR) 技術的發展與運用。我們透過 XR技術的介入，藉由肢體

偵測、語音辨識、MR教具支持等，參與者將可以在具有擬真互動的情境下，體驗 STEAM

學習。本計畫整合科學教育與資訊科學的研究與技術，計畫內容包含：研發 XR示範教

學模組、規劃易於操作使用的 XR創作教學平臺、舉辦 XR為主軸之 STEAM教育工作

坊等。本計畫將在 XR STEAM學習環境中執行，以取得最佳的教學實踐。透過本計畫

技術支援，加上適當議題的介入，預期在 STEAM教育的規劃或實際推動上，能達到理

想的成果。 

 

關鍵字：跨域教育、延展實境、擴增實境、虛擬實境、教學模組、三維、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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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一般大學生「社會科學議題」線上溯源技巧:測量工具、線上

平台及課程開發與探討網路知識論認知的角色(2/3)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3 -038 -MY3 

執行期間：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蔡今中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計畫參與人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博士後研究葉靜宜  

           專任助理黃怡甄、博士生兼任助理邱盈儒  

計畫主持人 E-mail：tsaicc@ntnu.edu.tw 

 
 

中文摘要 

本計畫主要研究目的在探討一般大學生的社會科學性議題線上溯源能力，同時將發

展提升社會科學性議題線上溯源能力的教學方案。本年度計畫是針對前一年所開發的相

關測量工具擴大收案，包含社會科學性議題先備知識量表、網路知識觀量表、線上溯源

能力量表，以及社會科學性議題科學推理與決策能力評估工具。此階段主要參考 Taylor 

and Dalal (2017)資訊素養測量工具 Survey of Information Sources，也參考 Tsai (2004b)所

發展的資訊判準(information commitment)概念以及後續發展的資訊判準測量工具(Wu & 

Tsai, 2005)進行線上溯源技巧量表的發展。先前已針對小規模預試結果進行分析並確立

測量工具的信效度以及可使用性並確認線上溯源的構面與題項，現已完成線上溯源技巧

量表的編撰。經確認測量工具各細項後，已針對社會科學性議題及線上溯源能力等題目

招募約 220 名台灣北部及南部大學生進行相關問卷回答，並將結果分析並用以修正相關

量測工具。此次研究參與者(n=218) 74%為男生，26%為女生;參與者現正修習通識課程

並就讀台灣北部與南部不同科系的大學生。初步分析結果顯示線上溯源技巧問卷共含 8

個構面，共正確性-權威性 Authority 與多重來源 Multiple Resource、實用性-呈現

Appearance 與內容 Content、社群參與性 Social Media、即時性 Currency 及搜尋技巧

Searching Skill-Elaboration 與相符 Match；第二部份權重指標則分成五大類，分別是權威

性、網站外觀、社交認可、品質與即時性。各項度的題數為 4-7 題，信度 alpha 值介

於.63-.90，顯示具有良好的信度。 

 

關鍵字：線上溯源能力、社會科學性議題、網路知識論認知、科學推理與決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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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跨科整合運算思維及應用人工智慧之遊戲學習歷程分析 

報告類別：■進度報告 

□成果報告：□完整報告/■精簡報告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3-056-MY3 

執行期間：   108年 8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日(第 2年)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計畫主持人：許庭嘉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張軒寧、劉彥岑、林羿婷、任天秀、周子敬、林奕瑋、黃友嵐、

許晁睿、梁儀嫻、何欣容、溫韋妮、陳沐生、吳昱亭、許芝菡、謝

松穎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0 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出國參訪及考察心得報告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_______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中   華   民   國   110年   5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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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keywords)。

中文摘要：由於運算思維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資訊科技教育者嘗試將運算思維下扎到中小學教育裡

面。在第二年的研究計畫成果中，將一個運算思維桌上遊戲叫做機器人蓋城市，發展成 AI-STEAM的

人工智慧跨科整合教具，叫做智能車機器人蓋城市，來讓學生透過遊戲式學習的歷程中培養運算思維

和人工智慧應用能力。延續第一年成果，本年度從「不插電」跨科整合學習活動，延伸到「插電」的

AI-STEAM跨科整合學習活動，研發出 AI-STEAM遊戲式學習教具叫做智能車機器人蓋城市，該作品

於 2020年 9月榮獲科技部未來科技獎的肯定，同年 12月也代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展於教育科技展，

不只獲得中華民國發明型專利，而且已經技轉商品化，能夠從新興研究實際到具體產品乃是鳳毛麟角，

本案不僅達成，而且本年度報告書呈現小學使用此 AI-STEAM遊戲式學習教具的教學實證結果，教學

實驗耗時 9週，第一階段是花 5週的時間在MIT App Inventor和 Personal Image Classifier的個人學習上；

第二階段是花了 4 週的時間進行合作學習創建智能車和開發手機程式控制智能車進行運算思維桌上遊

戲。結果顯示學生有良好的學習成效，本案進一步使用學習分析方法發現學生透過本研究所開發的

AI-STEAM教學工具學習人工智慧的應用時之有意義的行為模式。例如: 在動手做的個別學習活動中，

學生能夠說出自己的意見或問題，然後再接著讓指導者檢驗他的想法，是一個有幫助的學習行為模式。

而在跨科整合的小組學習活動中，必須先進行小組內的模擬預測才開始執行指令，而不建議不事先模

擬預測卻等到執行指令之後再來回顧對錯。較佳的學習行為順序使同一組的夥伴能夠來得及介入和達

成共識。 

中文關鍵詞： 運算思維；人工智慧教育；遊戲式學習；跨領域學習教具；行為分析 

英文摘要： Due to the essential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T), more and mo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ors attempt to integrate CT into K-12 education.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roject, 

a computational thinking board game, Robot City, was further extended to an AI-STEAM interdisciplinary 

instructional tool named “AI 2 Robot City”,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mpetence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AI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game-based learning. To extend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year, 

this year extended from the unplugged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activities to the plugged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activities of AI-STEAM. The game-based learning of the AI-STEAM instructional tool was 

developed, which is called “AI 2 Robot City.” This creation won the future-tech award in 2020, which i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December in the same year, this creation also 

represented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o present at Taiwa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xhibition. In 

addition to obtain the invention patent issu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creation is also technologically 

transferred and licensed to commercialization. It is rare to be able to go from emerging research to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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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reation. This project not only achiev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research creation, but also conducted 

the instructional experiments in the primary school. The report of this year presen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using the game-based learning instructional tool of the AI-STEAM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he instructional experiment took 9 weeks, while the first stage took 5 weeks on the 

individual learning of MIT App Inventor and Personal Image Classifier (PIC) platform, and the second stage 

spent 4 weeks o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of making a robotic smart car and develop a mobile phone program to 

control the smart car for computational thinking table gam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bjects had goo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further employed learning analytics to discover meaningful behavior 

patterns when students learn with the AI-STEAM instructional tool developed by this project. For example, in 

the hand-on activities of individual learning, it is a helpful behavioral patterns for the students to propose their 

own opinions or questions first, and then let the instructor examine their thought. As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activities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t is useful for the students to conduct simulation predictions in 

the group before starting to execute the instructions they planned. It is not recommended to execute the 

instructions first but use simulation to review the reasons of right and wrong latter. The better sequence of 

behaviors enables the partners in the same group be participate in a timely manner and reach a consensus. 

英文關鍵詞：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Game-based Learning; 

Interdisciplinary Instructional Tool; Behavioral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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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知識好奇心理論之模組化虛擬實境歷史文化教材建置與教學

策略發展：促進歷史學習態度、歷史學習概念改變、以及歷史思

維能力之研究 

計畫編號： MOST 108-2511-H-005-006-MY3 

主持人：鄭琨鴻（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蔡今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計畫參與人員：陳怡廷（專任研究助理）、莊昀蒨（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蔡采倫（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郭易凡（國立中興大學歷史

系）、鄭君豪（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khcheng@dragon.nchu.edu.tw   

 

 

摘要 

 

本期計畫（第二年）主要工作目標在發展基於知識好奇心理論的虛擬實境歷史文化

教材，將導入多重好奇心外部刺激因素做為教材設計策略的主軸，教材主題聚焦於戰後

台灣史、目標對象為高等教育學生。透過形成性評估修正教材設計，並提出整合多重好

奇心刺激因素的虛擬實境教材開發模式。教材開發根據 ADDIE（Analysis, Design, 

Develop, Implement, Evaluate）教學設計模式進行，考量高等教育學生具備成熟的文本閱

讀能力，故 VR 敘事內容選定李昂的文學作品《迷園》，進行文本分析與虛擬實境敘事

體驗設計，考量人文主題與虛擬體驗時間長度的適切性，因此擷取書中主角朱影紅與其

父親互動的相關情節，並以台灣歷史脈絡貫穿作為 VR敘事內容的主軸。本研究提出虛

擬實境敘事體驗的五項設計原則： (1) 基於新奇性（novelty），敘事體驗會指出使用者

的角色身分；(2) 依據部分揭露的原則（partial exposure），故事僅透漏片面資訊；(3) 基

於複雜性（complexity），須建構劇情與對白；(4) 維持整體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

應提供線索；(5) 為達成衝突性（conflict），須展現事實的真相。本期計畫初步邀請 10

位高等教育學生（平均年齡為 23.5歲）參與形成性評估的系統試用活動，相關的研究成

果已發表為研討會論文（ICCE 2020 與 TWELF 2021），未來將持續整理研究資料與發

表，並進行總結性評估研究。 

 

關鍵字：虛擬實境；教學設計；敘事體驗；知識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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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教育學門 10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議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9 -003 -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劉奕蘭＋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所 
計畫參與人員：陽明交通大學教育所學生 簡彤恩、王承諺、張育堂、曹偉
容、莊詠宣、吳宇欣 
計畫主持人 E-mail：elaineliu@nycu.edu.tw  

 
 

摘要 
 

校園霸凌對學生身心發展有重要影響，為世界各國普遍重視的議題。霸凌事件發生

時通常有旁觀者在場，旁觀者採取保護、袖手旁觀、或者助長的行為，會影響霸凌行為

的終止或持續。本計畫採個人-情境取向，探討個人因素和情境因素如何相互影響讓旁

觀者產生不同程度的情緒感受、個人責任感、自我效能感、利益評估，及所採取的旁觀

者行為。過去研究指出，在目睹霸凌時，旁觀者會引發相關的情緒，譬如，害怕情緒通

常會讓旁觀者不願介入，而同理情緒（例如：同情、難過、憐憫）和憤怒情緒則會驅使

旁觀者去保護受害者。其次，旁觀者在目睹霸凌的當下，若知覺自己有責任去保護受害

者，則會介入去阻止霸凌。再者，旁觀者評估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和自信去成功阻止

霸凌，也會影響助人的動機；亦即當旁觀者的自我效能感高時，助人的意願也比較高。

本研究所操控的個人因素為道德疏離感，主因個人道德疏離感將影響個人目睹霸凌時對

霸凌嚴重程度的詮釋以及是否會介入霸凌。情境因素為霸凌事件發生時旁觀者的人數和

其所表現的行為也是影響旁觀者助人行為的重要因素。在社會心理學探討助人行為的研

究中發現，在緊急事件發生時，旁觀者的人數愈多，愈會降低個人的責任感，因此愈少

有旁觀者會出面救助本計畫採用。此外，性別也會影響旁觀者的助人行為。當霸凌者、

受害者和旁觀者為同一性別時，旁觀者較可能介入。 

VR	技術的發展提供使用者在電腦虛擬世界的經驗宛如身歷其境。VR 技術應用在

心理學上可解決實驗控制、重複性和生態效度的問題。本計劃以 VR技術來建置霸凌情

境，並以實驗設計的方式檢視影響旁觀者助人行為反應的因素。本計劃三年期計畫，第

一年為一 3(其他旁觀者數目:0人 vs. 2人 vs. 4人)、2(個人道德疏離感:高 vs.低)與 2（受

試者性別：男 vs. 女）的實驗設計，檢視在霸凌情境下，旁觀者人數、個人道德疏離感

與受試者性別，是否引發不同程度的個人的責任感、情緒反應、自我效能、成本效益，

以及旁觀者行為反應。研究樣本對象預計為 144位國中學生，因疫情關係，無法達到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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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教育學門 10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議 

 

期進度。然近期疫情趨緩，學生已陸續施打疫苗，提高學校參與實驗的意願。已聯絡學

校，預計 11月底完成目的人數。 

 
關鍵字：VR；霸凌旁觀者；旁觀者人數；道德疏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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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無距或數位恐懼：高齡者數位學習矛盾整合模式之發展、驗

證與應用 

 

計畫編號：MOST 109-2628-H-003-002-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 

主持人：王雅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劉智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蔡靖涵 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陳彥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ylwang47@gapps.ntnu.edu.tw 

 

 

摘要 

 

如何透過數位科技幫助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高齡者改善生活是目前重要且持續

高度需求的議題。然而針對高齡者接受或不接受數位科技的矛盾動機需求，以及高齡者

使用數位科技的實際成效與連結生活適應至今仍缺乏系統完整的探討。有鑒於此，本階

段研究之目的旨在深入瞭解高齡者對使用數位科技之動機、需求以及實際使用狀況，進

而建構未來研究之理論基礎與架構，也期望本計畫能協助改善數位落差的問題。本階段

研究採質性訪談以瞭解高齡者對數位科技使用之接受與拒斥因子，並探問其實際使用狀

況，進而建構未來研究之理論基礎與架構。本階段研究發現：（1）高齡者對於數位科技

產品同時具有接受與拒斥因子；（2）接受因子為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知覺娛樂性

及社會影響；（3）拒絕因子為缺乏促進條件與缺乏隱私保護；（4）根據本研究整體發現

統整為高齡者數位學習矛盾整合模式，並繪製因素圖以利下階段量表題項編制所需。 

 

關鍵字：數位學習、高齡者、科技接受、矛盾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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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trend of an aging population, Taiwan has entered the aged society and is 

increasingly putting emphasis on the elders’ learning and life quality. Studying how to assist 

elders in learning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 as well as the issue 

that is continuously and highly asked for by the society.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discussion on the elders’ motivation to accept or reject digital 

learning, and about how the outcomes of digital learning are put into practice. Because of th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age is to understand the motivation, demand, and actual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of the older adults, and then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We hope that the project can improve the issue of the digital divide. In this phase of the 

research, we adopt qualitative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the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factors of 

the elderly in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lso, we inquire about their actual use conditions, 

so as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research 

at this stage found that: (1) The elderly have both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factors for digital 

technology products; (2) Acceptance factors include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njoyment and social influence; (3) Rejection factors include lacks of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and lacks of privacy protection; (4)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it is integrated into the unified model of the paradox of digital learning for older 

adults. The factor diagram is drawn to prepare for scale items in the next stage. 

 

Keywords: digital learning; older adults; technology acceptance; the paradox of digit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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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融入教中學策略於 CT-STEAM機器人課程對運算思維與學

習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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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參與人員：陳願慈、胡敬依、許姀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jackohio@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計畫主要探討不同教學策略(單人教中學、雙人教中學)對運算思維能力與學

習表現的影響為何？不同學習者特性在運算思維能力與學習表現的差異為何？運算概

念、運算實踐、運算觀念、綜合運算思維能力、與 STEAM自我效能對學習成效的預測

力為何？本計畫預計分三年進行，第一年的研究主要(1)開發 CT-STEAM機器人課程、

評量與問巻工具；(2)執行 CT-STEAM機器人課程預試；(3)辦理教師 CT-STEAM機器人

教學工作坊；(4)撰寫初步研究報告與發表論文。 在運算思維工具進行開發與驗證方面，

以 Selby和Woodland (2013)的理論架構(抽象、分解、演算法、評估與一般化)為基礎，

開發運算思維問巻工具(Computational Thinking Scale, CTS)來評量 388名學生運算思維

的思考歷程。共包含 25 題，採因素分析中主成份分析之斜交轉軸法驗證問巻工具，分

析結果最後保留 19題(參見 Table 1)，總解釋變異量為 64.03%，總信度為 0.91。在課程

方面共設計電流急急棒、蠕動機器蟲、搔癢機器人、音樂盒、循跡車與堆高機等六單元，

並招募屏東縣某國小五年級一班共 8位學童為預試對象，透過半結構性的晤談來詢問教

師與學生對課程的學習經驗、感受與心得，並請其提出對課程活動內容相關的修改建

議。為讓教師充份熟悉 CT-STEAM 機器人課程，本研究招募高雄、屏東偏鄉國小教師

共二十名於 7/22、23進行兩天共 16 小時線上實作教學。待工作坊結束後，計畫主持人

挑選學習動機佳且參與意願高的教師參與第二年的正式實驗。本計畫第一年共發表三篇

SSCI期刊論文，二篇為刊登中。 

 

關鍵字：運算思維；程式教育；STEAM；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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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批判回饋訓練系統之設計、開發、評估：提升學生批判回饋能力及

閱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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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共同主持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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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E-mail：u9241346@gmaia.com  

 

Abstract 

This is an ongoing research project to design and develop a critical feedback system 

and examine its impact on students’ engagement in the peer feedback practice. The 

participants were 34 students from an undergraduate administration course. They were 

asked to use the feedback system composed of three activities: (1) negoti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feedback activities, (2) dialogic interactions for the uptake of the 

feedback, and (3) translation of the feedback into task progress to provide feedback. 

The collected data included (a) peer feedback engagement surveys, and (b) student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eer 

feedback engagement survey before and after students used the peer feedback system. 

The student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cognitive engagement, behavioral 

engagement, 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Among the peer feedback activities, assigning 

scores to peers’ work was ranked by the students as the most useful strategy followed 

by posting feedback on peers’ work, assigning scores to self-work, discussing the scores 

with peers, replying to peer feedback comments for discussion. In the next year, this 

project will attempt to recruit more participants and divide the participants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o use the feedback training system and the control group who 

do not use the use the feedback training system to compare their engagement in 

feedback practice. Students’ feedback and their academic work will also be analyzed to 

demonstrat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feedback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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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行動及雲端科技於開發同儕互相教練之在職訓練系統:以衛教婦癌病人

自我照護為例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10－001－MY2 

執行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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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芬 臺北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副主任 

計畫參與人員：  

許曉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護理學系 

林芬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護理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cmhuang2021@nycu.edu.tw  

 

摘要 

背景:護理人員在婦癌病人的調適歷程扮演重要角色，護病溝通與病人衛教指導是不可

或缺的能力，可藉由在職訓練來提升。有鑑於臨床的照護負荷，導入科技輔助學習環境 

(Technology enhance learning environment, TELE)，可降低訓練負荷與免於時空不夠彈性

之限制。依據理論建構學習活動，再由科技平台系統性紀錄學習者的學習歷程，將有助

分析線上訓練的成效機轉。 

目的:結合行動及雲端科技於開發同儕互相教練之在職訓練系統，期待能提升護理人員

之護病溝通、與病人教學能力，衛教主題以婦癌病人自我照護能力為例。 

方法:此為二年期的期中報告，第一年開發在職教育訓練平台，以立意取樣邀請婦癌相

關單位之護理師 30位，以結構式問卷評估受訓者使用經驗，包含:知覺表現、線上參與、

知覺確認。 

結果:受訓者的使用回應佳，平均在 4分以上(5分的 Likert type scale)，由於各題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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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無法有效挖掘改善的優先順序，因此導入 IRPA四象限的落點分布。結果顯示，

多數題項落點在繼續保持，需要優先改善的題項中，互動面向是優先需要提升之處，如:

「學習平台功能操作順暢」與「學習平台回應即時」，學習動機部分的注意力面向的「學

習平台發布的訊息能引起我的興趣」、滿意面向的「完成學習平台上的任務讓我感覺很

好」，也是需要優先改善的。此落點分布也呼應複迴歸分析的結果，若使用者經驗之注

意力、互動性得分高者，覺得此教育平台比預期還好、值得推廣。 

結論:如能導入科技輔助學習，將能以創新策略提供精簡人力、與時間負擔的訓練模式。

IRPA與複回歸分析更加確認注意力、互動性是此教育平台優先須改善的部分。 

 

關鍵字: 護理；在職教育；婦癌；疾病表述；期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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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Nur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assisting illness adaptation among women 

with gynecologic cancer. Effective patient-nurse communication and patent education are 

essential abilities for achieving good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The abilities can be enhanced by 

in-service training However, heavy working load of patient care would limit nurses’ training 

participation. One possible solution is to adopt technology-assisted learning environment 

which would contribute to decrease training load and avoid from constrains of time and space.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develop a reciprocal peer tutoring system for 

in-service training by integration of mobile app and cloud classroom. The training system 

intent to enhance nurses’ ability for patient-nurse communication and patient teaching. The 

topic of teaching is associated with self-care and illness adaption for gynecologic cancer. 

Method: This was a mid-term report of the two-year project. In the first year, an in-servi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latform was developed. 33 nurses were participated from one hospital 

by purposeful sampling. We evaluated the trainee’s experience by using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perceived performance, online involvements, and perceived 

confirmation.    

Results: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trainee’s response is good with an average 

of 4 points or more by using 5-point Likert type scale. Due to the high response of each item, 

it is impossible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priority order of improvement. Ther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RPA four-quadrant distribution was appl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of the items were suggested to be maintained. Among the items that need priority 

improvement, the interactivity was the priority area that needs improvement, such as: 

"Smoothly opera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and "Responsiveness promptly of learning 

platform". Similarly,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revealed that interactivity and attention 

were significant contributors of perceived confirmation. If users have high scores in attention 

and interactivity, they feel that this education platform is better than expected and worthy of 

promotion.   

Conclusion: The adaptation of technology to assist learning would be able to provide 

innovative strategies to reduce burden of time and manpower. According to IRPA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we assured that attention and interactivity were the priority areas for improvement 

of this education platform. 

 

Keywords: nursing, In-service education, gynecologic cancer, illness representation,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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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古典文學《三國演義》情境於《離散最佳化》Coursera MOOC 

課程：創新教材研發與教學成效研究 (第 2/3年) 

計畫編號： MOST 108－2511－H－007－008－MY3 

執行期限： 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楊叔卿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 

1. Professor Jimmy Ho Man Le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Professor Peter Stuckey, Facul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計畫參與人員：李相辰、蔡孟諭、陳立亨、魏綺亭、林怡瑄、余思賢國立 

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 scy@mx.nthu.edu.tw  

 

摘要 

 

本多年期研究計畫擬透過跨台灣、香港、澳洲與美國合作，擬與全球知名頂尖

Coursera磨課師/MOOCs平台合作共創開一門資工「離散最佳化」課程，結合中國古典

文學《三國演義》情境，創新學習內容及教學法，提供問題解決與最佳決策的課程學習

及應用。依據 ADDIE (Analysis、Design、Development、Implementation、Evaluation）

教學模式觀點，從「分析」、「設計、「開發」、「實施」和「評鑑」各個階段，為本研究

計畫進行研發。第二年之研發重點在於，分析《三國演義》角色意象之畫風與特徵，開

發具有原創性之三國角色; 三國情境之視覺轉化設計突顯該門課程的重要性; 製作出動

畫的腳本，引導學生進入課程核心，建構其內在知識; 及進行跨文化與跨文化課程學習

之探討，以完善 MOOC 創新跨文化的教學研發資料。此外，為探討了解創新跨文化的

情境課程是否會影響不同文化背景學習者對此內容設計與教學法、接受程度等之感知。

本研究以台灣及秘魯兩國兩百多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動畫宣傳影片進行線上調查。

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兩國學生對結合經典文學的創新課程設計皆持正面看法，認為這樣

的課程新奇且有趣，也發現學生的學習意願與學生不同文化背景之關聯性並不大，肯定

MOOC創新跨文化課程及教學方式帶來新的研發方向及發展契機。目前執行了二年的研

究計畫，研究團隊除整理分析本計畫第二年的研發資料，將成果撰寫成論文發表於國內

外相關會議外，將基於前二年的研發成果之基礎上，持續進行第三年在美國 Coursera 

MOOCs平台上的學習成效之研究等。 

 

關鍵字：三國演義中國古典文學；離散最佳化；創新教學法；磨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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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思維能力培養與學習分析之實證研究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8 -009 -MY3 

執行期限：108年 08月 01日至 111年 07月 31日 

主持人：楊鎮華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陳雅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暨研究所 

                呂欣澤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 

計畫參與人員：黃鈺晴、曾昱瑋、蔡之禮、黃博進、黃信評、陳昱蓉 

計畫主持人 E-mail：stephen.yang.ac@gmail.com   

 

 

摘要 

 

本計畫主要是以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中央大學通識中心開設的 Python 程式設計課

程為其研究課程，並根據所蒐集到的學習歷程資料進行(1)學習成效預測、(2) 專注度量

測機制、(3)學習序列萃取等三大方向的研究議題。針對學習成效預測方面，本計畫透過

長短期記憶模型 (Long Short-Term Memory Model, LSTM)所建置的學習成效預測模

型，在第 3週就達到具有 7成準確率地早期預測成效。另外，根據學生在電子書學習歷

程資料，本計畫除了提出「頁面同步比例」與「提問分數」兩種專注度測量方法，並且

據此產生學生的學習序列。本計畫所建置的專注度量測方法，透過實驗數據證實除了能

夠有效的量測學生的專注度程度，同時也證實學生的專注度程度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確

有其影響。對於所產生的學習序列，本計畫進一步透過序列分群來萃取出六種學習策

略。根據本計畫所萃取的學習策略，我們將能夠在明年探討這六種學習策略對學生學習

成績的影響，並將其用作教師後續指導干預的基礎。 

 

關鍵字：長短期記憶模型、專注度、序列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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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研究與互教：設計與評估興趣驅動之跨班互教主題研究模式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8-012-MY3 

執行期限：108年 8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0日 

主持人：陳德懷 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陳曉玲 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究中心、劉宸穎 中央大學網

路學習科技研究所、陳冠廷 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賴瑞霖 中央

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王姝涵+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丁延

欣+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廖紹儒 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

所、康納 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chan@cl.ncu.edu.tw  

 

 

摘要 

亞洲教育普遍以考試驅動學生學習，其缺點是扭曲學生的學習和與教師的教學過程，降

低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未能培養二十一世紀的學生能力。「興趣驅動創造者理論」(簡稱

「趣創者理論」)是由主持人發起，與一群亞洲學者經過五年的持續交流與討論所發展

之一套學習設計理論，目標是希望將亞洲普遍以考試驅動學習的教育，慢慢轉變以興趣

驅動學生持續進行創造活動，並養成習慣，最終培養學生成為終身興趣驅動創造者，為

快速變化的未來社會做更好準備。基於「趣創者理論」，我們設計一個三層式「趣創者

課程架構」與一個「主題研究與互教」方式。三層式課程架構包含：博覽群書、主題深

讀、主題研究。最底層的「博覽群書」採用「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 (Modeled Sustained 

Silent Reading, 簡稱MSSR)；中間層的「主題深讀」以文章為主，採用「好學論」方法，

即透過讀、寫與小組討論引導學生深度閱讀一組(一般是四篇)主題文章；最高層的「主

題研究」則是進行「專題式學習」、「問題式學習」、「探究式學習」、STEAM、創客等學

習活動。本研究計畫之「主題研究與互教」採用以下步驟進行：首先，進行主題深讀，

即老師引導學生針對某個主題的相關文章進行深度閱讀；第二，分組界定一個研究主

題，即學生分組，透過老師引導與學生討論，每組延伸深讀的主題，也就是每組界定另

一個相關研究主題；第三，分組進行主題研究；第四，撰寫深讀文章，即每組把研究過

程與結果撰寫成文章，並設計引導反思與討論文章內容的問題；最後，進行跨班互教。 

 

關鍵字：專題式學習；主題深讀；探究式學習；趣創者理論；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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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分析 2.0：增強式人機互動學習促進以證據為本之智慧學習 

環境中的教學和學習成效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09 -013 -MY3 

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吳俊育，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廖晨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翁敏傑，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林婉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蘇弘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鍾欣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許員韶，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毛泑棠，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

研究所、何昱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程姿螢，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jiunyu.rms@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的尋求幫助傾向、學業拖延傾向和認知投入度對其統計課程

學習成效的影響。統計學對於學生而言，是最具挑戰性的課程之一，但又極其必須，因

為他們需要掌握這些分析技術以解決個人研究問題並完成學位論文。我們藉助 

Facebook 學習型社團引入了個人學習環境（PLE）的教學設計，以幫助學生學習統計課

程。本研究透過 PLE 教學法，考慮學生的基本背景資料、動機策略（意指由於使用資

訊與通信科技（ICT）導致的尋求幫助傾向和學業拖延傾向）和非結構化的數據（也就

Facebook學習型社團中的發文和留言）。在本研究中，教學設計中加入了 Facebook社團，

協助師生組成混成式統計學習社群。我們藉由弱監督機器學習 (Weak-supervised ML)，

將學生們的 Facebook 文字訊息分類為統計相關和非統計相關兩個類別。我們進行了整

合機器學習結果的學習分析後發現，學生若展現出尋求幫助傾向，將可正向地預測其統

計課程學期成績。相比之下，在控制了學生的基本背景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先備知

識和網路/社交媒體的使用）後，ICT所導致的學業拖延則會負向地預測統計課程學期成

績。此外，我們通過加總準確率前三高的 ML分類模型中取相關編碼（0或 1）構建集

成式學習，此ML 分類模型在判別 Facebook 文字訊息是否為統計相關的分類結果與人

類編碼的結果高度地一致。集成式學習 ML 分類模型被概念化為學生在統計課程學習

中的認知投入度，因為它們與人類標記的統計相關性編碼高度一致，並且與統計課程學

期成績正相關，其在回歸預測模型中具有大效果量。本研究使用到包含多模態學習者數

據的 PLE 教學設計，並開發一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整合性學習分析框架，將可有效協

助高等教育教學者與研究者對混成式學習場域的學與教歷程和成效分析進行深入探討。 

 

關鍵字：個人學習環境、監督機器學習、尋求幫助、學業拖延、認知投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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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程式設計的智慧提示產生系統發展與評估 

計畫編號：MOST 108-2511-H-024-008-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張智凱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計畫共同主持人：李健興  

                國立臺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陳芷廷、林承輊、潘俐璇、陳品蓁、葉于綺、蔡瑜庭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chihkai@mail.nutn.edu.tw  

 

 

摘要 

 

(摘要內文) 資訊科技的普及，國內外越來越重視程式設計課程，為了擴大推廣資訊

教育，選擇一個快速入門的程式學習環境是重要的考量。視覺化程式設計學習是對許多

初學者來說，相對容易上手的學習環境，在國內外的中小學教育現場中，如 Scratch 是

普及率最高的教學工具。然而在學習的過程中，許多學習者在使用視覺化程式學習工具

時，面臨學習困境時往往會選擇向老師提問，然而在課堂中學生數量與教師比例往往相

差很多，導致無法快速、立即的解決每個學生問題，因而可能造成學習者在困境中面臨

學習停滯，隨即降低程式學習的興趣。為了解決此問題，智慧學習系統（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成為教學與學習兩方的好幫手，解決程式學習課堂教師不足的問題。然而

從過去文獻發現，多數應用 ITS在程式學習課程往往是文字型的學習工具，對於使用視

覺化程式學習的初學者來說門檻較高，在理解程式邏輯也比較困難。因此本計畫以視覺

化程式設計為學習內容，想要了解學生在不同類型的 ITS提示輔助下學生的學習表現與

使用情形為何，藉由數據統計與使用回饋的分析，以規劃出適用於視覺化程式設計的 ITS

輔助工具。 

 

關鍵字：視覺化程式學習；智慧學習系統；智慧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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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環境下學生的知識好奇心、科學學習參與以及系統思考

之研究 

計畫編號：MOST 108-2628-H-003-007-MY4 

執行期限：108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 

主持人：李文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 

計畫共同主持人：鄭琨鴻(國立中興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温媺純(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徐瑛黛(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洪于涵(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柯燕燕(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swylee@ntnu.edu.tw 

 

 

摘要 

 

    本年度(第二年)依循 ADDIE模式，藉由虛擬實境環境(virtual reality; 簡稱 VR)的「互

動性」、「沉浸性」及「想像力」三項優點，建構出一個可以讓學生探索與觀察的不同自

然界的水的教材。本年度完成以戶外四個場景的 VR教材，內容包括國小階段大氣中的

水、水的三態、植物蒸散和動物體內的水等概念，也包含多元互動，以期提供一個可以

促進學生學習科學概念且富於趣味的學習環境。本研究研究對象為國小五年級以及六年

級學生共 103人，除了經由訪談了解學生對於虛擬實境環境的使用經驗以及感受做為未

來改進的建議外，並藉由問卷與測驗量測學生對於使用 VR時情意面向、學習參與和學

習成效。研究目的探討在 VR環境學習下，學生的先備知識、覺知有用性以及學習情緒

對於學生的學習參與與學習成效所扮演的角色，並探討兩個模式對於學習過該教材內容

的學習者(六年級)與未學習過相關內容的學生(五年級)有何差異。 

 

關鍵字：虛擬實境；學習參與；科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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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決策整合模式與 VR-based 實作評量診斷系統的建構與驗證

(第 1年)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3-016-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劉子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林怡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郭芷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胡英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林雨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林杜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計畫主持人 E-mail：tzuchien@ntnu.edu.tw   

 

 

摘要 

 

教師決策是影響教學品質的關鍵，因此提升教師決策能力一直是師培教育中備受重

視的議題。有效的評量與診斷教師決策能力是提升該能力的先決條件，有鑑於此，本計

畫將以設計式研究法（design-based research）取向，藉由設計、發展、評估與修正等歷

程，以班級經營中最受重視的「學生問題事件處理」為評量標的，以教師決策理論為基

礎，以三年的時間依序建構 VR-based教師決策實作基礎系統、VR-based覺察與推論實

作評量診斷系統與 VR-based 教師決策實作評量診斷系統。本計畫的第一年期計畫重點

包括：建構 VR-based教師決策實作基礎系統(研究一)以及執行 VR-based教師決策之「覺

察與推論」表現的探究研究(研究二)。第一年期的計畫執行至今已完成 VR-based教師決

策實作基礎系統的班級情境(含各功能模組)以及教師決策實作任務中 7 個班級事件的內

容腳本與班級事件的設計、發展與評估，5位專家教師在使用 VR-based教師決策實作基

礎系統後皆給予相當高度的評價。此外，研究團隊正在執行 VR-based 教師決策之「覺

察與推論」表現的探究研究。最後，在本計畫之支持下，此年度已發表 1篇以虛擬實境

之應用為主題的高品質 SSCI論文。 

 

關鍵字：教師決策、虛擬實境、師培教育、評量與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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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智慧眼鏡之遊戲化擴增實境情境學習設計與評估 

The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Gamified AR-based Contextualized 

Learning Using Smart-Glasses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3-017-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 

主 持 人：陳明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徐玉書、張嘉心、方羿云、陳閔琳、陳昀辰、劉冠緯 

計畫主持人 E-mail：mpchen@ntnu.edu.tw 

 

 

摘要 

 

情境學習讓學習者在擬真的問題情境中，透過與情境互動進行探索與學習，幫助學

習者藉由多元感知與情境互動而適性發展，更有效率地習得有意義知識並增進知識應用

表現，提升問題解決能力的發展。運用創新學習科技的輔助可以實踐情境式學習的擬真

情境與即時互動的優勢。因此，本研究整合運用「智慧眼鏡」、「擴增實境」及「遊戲化

學習」進行「遊戲化 AR情境學習」的發展與評估，以體驗式學習模式做為學習活動架

構，進行適用於不同科技載具之「遊戲化 AR情境學習」的設計與發展，並在學習歷程

中融入反思策略以增進情境學習表現，然後透過實驗教學探討反思策略、數位學習環境

(個人電腦/虛擬實境、智慧眼鏡/擴增實境)及先備知識對學習者之問題解決表現及學習動

機的影響。 

本研究階段採因子設計之準實驗研究法，以高中生為研究對象，有效樣本 96 人。

研究結果顯示：就學習成效而言，「擴增實境」、「高先備知識」及「任務中反思」能有

效提升學習者對於數學遞迴概念的學習表現；在學習動機方面，學習者對於遊戲化擴增

實境情境學習皆表現出高度的學習動機，而且「擴增實境」、「任務中反思組」及「高先

備知識」都能增進不同面向的動機表現。依據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透過整合「智慧眼

鏡」、「擴增實境」及「遊戲化學習」之體驗式情境學習活動設計，能幫助學習者藉由虛

實經驗整合及遊戲化情境學習，有效整合及轉化所習得的數位虛擬經驗並成功遷移至情

境任務的問題解決表現並提升學習動機。 

 

關鍵字：情境式學習；遊戲式學習；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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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視覺化語意分析之討論區即時觀點比較系統發展與應用研究

(1/3)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4-005-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日~110年 7月 31日 

主持人：陳志銘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李明娟、范維媛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chencm@nccu.edu.tw 

 

摘要 

 

線上討論已被視為是線上學習活動中最廣泛被使用的學習策略之一。但是，過去

的研究指出，缺乏討論互動、討論內容分析和反饋的視覺提示，會嚴重影響線上討論的

成效。因此，本研究設計了“語義網絡即時反饋系統(Semantic Network Instant Feedback 

System, SNIFS)，可以即時分析並視覺化顯示學習者討論時使用的主要詞彙的語義網

絡，以幫助學習者掌握討論的方向，提高線上學習的討論成效。本研究以來自台灣北部

一所高中的兩個班級總共 64位 11年級學習者為研究對象，透過準實驗研究法，將其中

一個班級分派為 SNIFS輔助討論的實驗組，另一個班級分派為採用一般線上討論的對照

組。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的整體、複雜度和多元觀點表現平均分數均高於對照組，但

是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訪談的結果顯示，實驗組的學習者認為 SNIFS對於他們的討

論很有幫助，並且針對 SNIFS提出了一些改進的建議。 

 

關鍵字：線上討論；社會網絡；社會科學議題；電腦中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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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期末報告） 

 

沉浸互動式行動學習於新住民的照顧服務培力之活動設計、系統建置與場域驗證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109-2511-H-006-004-MY3 

執行期間：109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 

 

計畫主持人：王琪珍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共同主持人：侯惠澤教  授/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楊宜青教  授/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家庭醫學科 

            楊雅婷教  授/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院教育所 

            蘇俊銘副教授/國李台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所) 

            李歡芳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周承珍助理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護理學院社區護理所 

計畫參與人員： 

            翁子甯牙醫師/嘉義基督教醫院牙醫部主治醫師 

            翁偉騰醫  師/國立成功大學麻醉部主治醫師 

            蔣玉珍護理師/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居家護理師 

            趙硯柔護理師/國立成功大學護理研究所 

            李翰勳碩士生/國立台南大學資訊數位研究所 

            鄭銘華碩士生/國立台南大學資訊數位研究所 

殷偉誠大學部/國立台南大學資訊數位學系 

杜浚維大學部/國立台南大學資訊數位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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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_1__ 份： 

  期末報告處理方式： 

1. 公開方式： 

□非列管計畫亦不具下列情形，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2.「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是 

3.「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 否 □是，    （請列舉提

供之單位；本部不經審議，依勾選逕予轉送）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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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五百字以內) 

本計畫第一年成果，調查得知外籍看護常見的照護服務項目之知識需

求，可分輔具照護知識、日常生活照護知識、照顧技術知識及安全照

護知識。透過專家排列將安全知識-保護病人及自己預防遭受感染列

為第一優先發展。因此列為今年照護技術數位媒體發展項目，也符合

近來新冠肺炎疫情如何防護自己。透過虛擬情境與互動式學習方式，

製作一線上自我防護感染之互動式數位媒體，將來翻譯為外籍看護工

可以使用將有益於協助她們自我防護與預防病患的感染。 

關鍵字：照護需求、數位學習媒體、自我防護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project have been investigated and 

learned about the knowledge needs of the common care service items of 

foreign nursing care assistant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assistive care 

knowledge, daily life care knowledge, care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safety care knowledge.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of experts, safety 

knowledge-protecting patients and preventing infections from infections 

themselves are listed as the priority for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listed 

as this year's nursing technology digital media development project, which 

is also in line with how to protect yourself from the recent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Through virtual situations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methods, the creation of an online interactive digital media for self-

protection against infection, which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foreign care 

workers in the future, will be beneficial to help them protect themselves 

and prevent infections of patients. 

 

keywords：Care needs, Intelligent learning media, self-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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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學模擬中的注意力指引機制與合作模式對於 

之合作學習的效應分析：多重證據的交互驗證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8 -006 -MY3 

執行期限：109年 8月 1 日至 112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劉晨鐘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究中心 

計畫參與人員：孫秉瑄、張銘華 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系 

            馮永婷、廖墨剛、王楠鈞、林尊韋 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ccliu@cl.ncu.edu.tw   

 

 

摘要 

最近網路技術的發展使得科學模擬能夠支援合作學習，這種合作式模擬允許多位學生同

步在同一個電腦模擬中操控模擬。然而，文獻上關於合作模擬對於合作學習的影響出現

了分歧的現象，有些指出合作模擬有正向效果，包括成績進步與投入提升，有些則發現

有負面的影響，指出合作模擬干擾個人的學習程序。這樣的分歧顯示有必要更進一步釐

清在不同的合作模式使用合作模擬更細部的認知與溝通過程，以了解這樣的新科技在學

習上的賦使性(affordance)與限制(limitation)。因為共同注意力與許多合作學習概念如共

同認知(shared cognition)與築底(grounding)有些類似的概念，近年許多研究著手使用對偶

眼動分析技術(dual eye-tracking technique)探討合作學習中的共同注意力以揭露兩人共同

學習的證據。因此，本計畫擬(1)結合對偶眼動分析技術釐清合作模擬在合作學習上的賦

使性與限制，(2)並探討在網路合作學習中，注意力指引對於合作模擬效果的影響。本計

劃擬在合作模擬中開發滑鼠注意力指引系統，透過注意力指引系統強化合作、溝通、與

協調，達到合作學習的目標。總體來說，本計畫期能釐清網路合作情境下合作模擬設計

之兩大重要因素，亦即合作模式以及注意力指引機制對學生參與合作學習的影響。本計

畫將從多重的資料來分析合作模式以及注意力指引機制的影響，包括(1)個人注意力指

標、(2)小組共同注意力指標、(3)小組對話品質、(4)學生個人合作品質感知、與(5)學生

個人學習前後測。希望透過此計畫能夠釐清一些教學與模擬設計準則，指引教師及研究

者有效的使用與設計電腦模擬。 

 

關鍵字：電腦模擬、合作學習、眼動分析、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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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發展評量科學探究中的思辨能力之數位工具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3-020-MY3	

執行期間：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楊芳瑩	

計畫參與人員：簡士傑、郭育廷、邱柏修、林昱妡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發展一數位工具，用以測量學生在科學探究過程

中所呈現的科學思辨之能力(包含 Scientific	reasoning「科學推裡」與 justification

「論述合	理化」兩種思維能力)。探究是科學之本，探究的每一個階段均含有

思辨的過程	，因此探究的學習也可以說是科學思辨的學習，然而如何有效評量

此思辨的能力	 ?過去以紙筆測驗形式進行評量，很難完整的呈現學生探究過程

中的思維形式，若	加入數位科技的運用，是否能提供擬真情境、可於課室操

作，且更可反映學生真實	探究思維的測驗工具?這是本計畫將深入分析的問

題。本研究首先將設計數位評量	平台提供科學探究情境脈絡，擬真的情境脈絡

預期可以激發探究運思，如此便可收集學生更貼近真實的科學思辨行為資料，

然後本計畫將探討以下研究問題:	

(1) 高中學生於科學探究活動中的科學思辨模式為何?	此思辨模式與性別、先備
知識、學科傾向是否有關?	

(2) 高中生的個人科學認識信念與探究活動中的科學思辨模式是否有關?	

(3) 高中生的科學學習自我效能是否與探究活動中的科學思辨模式有關?	

(4) 科學認識信念、科學學習自我效能，以及探究活動中的科學思辨模式這三個	
構念是否存在結構模式?	

	 本研究計畫的第一年主要的工作是思辨能力分析、探究情境測驗腳本編

輯、學習者特性問卷的改良與信效度話，以及測驗平台開發測試。目前完成的

工作包含三個科學探究思考情境試題的初步開發，包含:化學探究試題、「大屯

火山為活火山」(地科)、蠟燭燃燒	 (化學及科學概論)，以及「調製咖啡牛奶」	

(物理)。化學探究試題已經過大學生之測試，而因疫情之故，面談高中學生的工

作項目有所延遲，目前將以開放式線上問卷之方式收集初步資料以修正試題。	

	

B31

198



應用獎懲機制設計數位遊戲式英語學習環境: 系統建置、學習 

成效評量與行為模式分析 

計畫編號：MOST 109-2511-H-008-010-MY3 

執行期限：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楊接期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科技研究中心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彭立欣、吳明珍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E-mail：yang@cl.ncu.edu.tw 

摘要 

近年來，數位遊戲式學習受到許多研究者的關注，利用數位遊戲的特性並整合學習

內容，讓學習者在遊戲的過程中進行學習活動，營造一個寓教於樂的學習環境，可以有

效提升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因此，已有不少研究將數位遊戲式學習應用於英語學習

中。在另一方面，數位遊戲中常出現獎懲機制，以促進玩家持續投入遊戲中的任務，獎

懲機制可視為數位遊戲架構中的重要元素。過去已有不少研究將獎懲機制運用在數位遊

戲式學習中，但大多僅探討獎勵機制的影響，而較無同時探討獎勵與懲罰機制，也較少

設計不同獎懲機制並比較不同獎懲機制在數位遊戲式學習中的影響。此外，在獎懲內容

設計方面，過去研究大部分僅以分數或金幣做為獎懲內容，而較缺乏多樣性的獎懲內

容。因此，本研究旨在建置具獎懲機制的數位遊戲式英語學習系統，並以實證研究探討

在此系統中不同獎懲機制對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學習動機、與學習觀感的影響。本研究

共 101 位學習者參與，分成不同獎懲機制組別(獎懲皆有 26 人、僅有獎 26 人、僅有懲

26人及獎懲皆無 23人)，研究工具包含英語學習成效測驗、學習動機量表、及學習觀感

量表。研究結果顯示，在使用數位遊戲式英語學習系統後，不同獎懲機制對學習者有不

同的影響。主要結果包含以下三點：(1)學習者在獎懲皆有組與獎懲皆無組均顯著提升英

語學習成效，但不同獎懲機制組的學習者皆表現出相同程度的英語學習成效；(2)獎懲皆

有組學習者比僅有獎組及獎懲皆無組學習者有較高的學習動機；(3)獎懲皆有組學習者比

獎懲皆無組學習者有較高的學習觀感。 

關鍵字：數位遊戲式學習、獎懲機制、英語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學習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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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目的在探討中小學教師的運算思維、設計思維及機器人教學內容知識在機器

人 STEAM 教師專業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以參加機器人 STEAM 工作坊之

中小學在職教師為研究對象，運用質化和量化研究方法，問卷調查及內容分析等進行深

入探究。因 COVID-19 疫情影響，本計畫原先規劃之實體工作坊皆改以線上方式進行，

計畫第一年已於今年七、八月各辦理一場線上機器人課程中小學教師工作坊。本計畫研

究目的改為探討「線上工作坊」及「線上實作工作坊」對中小學教師參加機器人研習課

程之影響，研究對象為參與七、八月機器人課程教師工作坊的 21 位中小學老師。課程

實施方式:實驗組為線上工作坊加入實作課程的「線上實作工作坊組」，控制組則為一般

傳統線上講述方式的「線上工作坊組」。本研究使用之研究工具包含:滿意度問卷、運算

思維量表、設計思維量表、教師機器人教學內容知能量表，皆使用於工作坊活動後測，

同時欲調查對工作坊的接受度及參與意願使用了滿意度問卷，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在有

幫助、更願於嘗試在課堂上實施工作坊中所提到的教學策略，及在參與工作坊後對工作

坊活動內容滿意度顯著優於控制組。而在兩種課程實施方式滿意度中，兩組則無顯著不

同。在運算思維量、設計思維及教師機器人教學內容知能，兩組皆無顯著差異。此結果

表示加入實作活動於機器人 STEAM 教師工作坊中的可行性。在研究發表方面，本計畫

目前已發表 6篇 SSCI論文、1篇 TSSCI期刊論文、和 2篇研討會論文。 

關鍵字：機器人 STEAM、TPACK、運算思維、設計思維、K-12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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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dimensional (3D) books, which feature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for 

immersing learners in situated learning, have proven to be an effective mediating tool for 

vocabulary acquisition. However, traditional 3D books lack affordances for two-way 

communication and multimodal language input for language learners. This study thus aims to 

apply multimodal cues to enhance EFL children’s vocabulary learning by using an IoT-based 

3D book supported by an educational robot in a task-based vocabulary learning system. Two 

fourth graders participated in two phases of research (Exploratory and Enhancement Phases) 

separated by a six-month systematic enhancement period. In the Enhancement Phase, the two 

learners took pre- and post-tests on vocabulary recognition and oral production. Results 

show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oral production,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elicitation cues applied in the robot- and 3D book-supported learning environment. Further 

analysis revealed a learner difference in reacting to auditory cue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similar future efforts in using multimodal cues to enhance vocabulary learning among EFL 

children are also provided. 

Keywords: EFL vocabulary learning, robot, three-dimensional books, multimodal cue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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