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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數位影片在高等教育階段的應用已是一種趨勢，不管是混成學習、
翻轉課堂、或 MOOCs，都是相當重要的部分，本計畫的研究在將提
問策略導入高等教育階段的影片教學，探討問題（含回饋）呈現型
式（multiple choice OR text input）與問題 （含回饋）顯示方
式（overlaid on OR side of影片播放介面）對大學以上學生學習
投入、認知負荷與學習成就的影響。計畫執行經歷影片主題的選擇
、影片內容的挑選／製作、提問問題與回饋設計、問題與影片間的
嵌入、影片學習平台的選擇／架設、測驗與評量工具的決定／發展
、教學者與學習者招募、學習實驗的設計與實施等。本研究共募得
130位20歲以上成年人參與，其完成課程影片與提交測驗／評量資料
之分析結果顯示，影片的問題型式將影響學習者對教材感知的負荷
與學習投入，且問題於介面的顯示位置也會影響學習成果。

中文關鍵詞： 影片式學習、互動式影片、內嵌問題策略、選擇式問題、填入式問
題、疊加式問題、側置式問題、認知負荷、學習投入

英 文 摘 要 ：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videos has become comm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cluding in blended learning, flipped
classrooms, and 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This
project incorporated the questioning strategy into video-
based learning to promote active learning, and explor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ormat (multiple choice OR text input)
and the presentation (overlaid on OR side of the video
display) of the questions embedded within video content in
terms of student engagement, cognitive load,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The project tasks or activities covered:
determining a video theme, selecting/producing videos,
designing questions with feedbacks, adding questions in the
videos, selecting/creating video platforms, determining
/developing measurements, recruiting teachers/learners, and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experiments. A total of 130
adults over the age of 20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The analyses based on the data form 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video lessons and measurements
showed that their perceptions and outcomes were related to
the presentation or form of questions with videos. The
question format would affect learners’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ngagement, while the presentation would result
in different learning achievement.

英文關鍵詞： video based learning, interactive video, in-video
questions,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text input questions,
overlaid questions, side questions, cognitive load,
learning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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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影片在高等教育階段的應用已是一種趨勢，不管是混成學習、翻轉課堂、或 MOOCs，

都是相當重要的部分，本計畫的研究在將提問策略導入高等教育階段的影片教學，探討問題

（含回饋）呈現型式（multiple choice OR text input）與問題 （含回饋）顯示方式（overlaid on 
OR side of影片播放介面）對大學以上學生學習投入、認知負荷與學習成就的影響。計畫執行經

歷影片主題的選擇、影片內容的挑選／製作、提問問題與回饋設計、問題與影片間的嵌入、影

片學習平台的選擇／架設、測驗與評量工具的決定／發展、教學者與學習者招募、學習實驗的

設計與實施等。本研究共募得 130 位 20 歲以上成年人參與，其完成課程影片與提交測驗／評量

資料之分析結果顯示，影片的問題型式將影響學習者對教材感知的負荷與學習投入，且問題於

介面的顯示位置也會影響學習成果。 
 

關鍵詞：影片式學習、互動式影片、內嵌問題策略、選擇式問題、填入式問題、疊加式問題、

側置式問題、認知負荷、學習投入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videos has become comm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cluding in blended 

learning, flipped classrooms, and 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This project incorporated 
the questioning strategy into video-based learning to promote active learning, and explor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ormat (multiple choice OR text input) and the presentation (overlaid on OR side of 
the video display) of the questions embedded within video content in terms of student engagement, 
cognitive load,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The project tasks or activities covered: determining a video 
theme, selecting/producing videos, designing questions with feedbacks, adding questions in the videos, 
selecting/creating video platforms, determining /developing measurements, recruiting teachers/learners, 
and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experiments. A total of 130 adults over the age of 20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The analyses based on the data form 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video lessons 
and measurements showed that their perceptions and outcomes were related to the presentation or form 
of questions with videos. The question format would affect learners’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ngagement, 
while the presentation would result in different learning achievement.  
 
Keywords: video based learning, interactive video, in-video questions,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text 
input questions, overlaid questions, side questions, cognitive load, learning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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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數位影音科技正快速改變人類的生活，舉凡接收資訊、娛樂、及展現自我等方式，都深受

數位影音科技的影響。數位影音科技除了對人類生活有深遠的影響外，也正在改變全世界的教

育生態與學習方式。它可以被併入傳統教學中，是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和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重要的部分，且通常是 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主要的資

訊傳遞媒介。教師可能透過一些影片平台上傳分享所製作的短片，供學生進行課前預習、課後

複習、或自主學習（Back et al., 2016; Kerres & de Witt, 2003; Seery, 2015）。這些教學影片資源

以圖像符號和聲音符號刺激學習者的視覺和聽覺感官，希望使學習者獲得感知並促進思考。許

多整合分析顯示科技的應用（包含影片）可以增強學習效果（e.g., Schmid et al., 2014），一些

針對影片的研究也支持它可以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教育工具（e.g., Hsin & Cigas, 2013; Kay, 2012; 
Lloyd & Robertson, 2012; Moore & Smith, 2012; Rackaway, 2012）。不過誠如 Brame（2015）提

醒的，大部分的教學影片基本上是以單向方式傳遞內容的講授形式，學生要能「投入

（engaged）」地觀看完整段教學影片並不容易，為了使影片學習經驗產生效果，影片設計和教

學實施需要注意到一些要素，如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影響投入（engagement）的非認

知因素、及促進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的功能。 
觀看影片就像閱讀一樣，可能是一種被動的歷程／經驗。為能有效利用教學影片、實現我

們期望的效果，必需幫助學習者對影片傳遞訊息進行處理和自我評估。一些學者（e.g., 
Cummins, Beresford, & Rice, 2016; Delen, Liew, & Willson, 2014; Merkt & Schwan, 2016）主張影

片的設計需要具備互動性（interactivity）功能，所謂的互動性是指讓使用者可以和影片進行有

利促進學習的互動（Moreno & Mayer, 2007）。在諸多與影片相關的互動功能中，Hofstad
（2017）指出學習者被給予問題、答案或反饋的「對話」互動將可鼓勵學生主動地處理

（ actively process）可用於回答問題的資訊，從而對教材產生更深入地理解（ deeper 
understanding）。現有可以裝載影片的數位學習平台，如 Cousera、edX（formerly MITx），多

提供嵌入問題的功能，這問題功能可以支援不同的題型，可以是選擇題（multiple choice 選單、

按鈕）、也可以開放填入（text input 數值或文字）。平台針對互動元素的顯示，有個不太一樣

的設計，有的會用疊加在影片畫面的方式（提供直接與疊加的內容互動），有的則顯示在畫面

旁側或下方。疊加可能對學習者造成干擾，但可以促進學習者獲得問題提示或引導。不管如何，

從有限的研究和文獻，尚無法決定互動問題應該採用選擇或填入，也未解答疊加於影片播放介

面中是否和置於旁側的效果不同。 
基於上述，本計畫將提問策略導入成年人學習者的影片教學，研究如何於教學影片適當提

供或呈現問題與回饋，探討問題（含回饋）呈現型式（multiple choice OR text input）與問題

（含回饋）顯示方式（overlaid on OR side of 影片播放介面）對學習者學習成效的影響，回答問

題包括： 

1. 選擇式問題與填入式問題對教學影片學習成效的影響是否不同？ 
2. 於教學影片播放介面中顯示問題（疊加）與於旁側顯示（側置）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是

否不同？ 
3. 問題呈現型式（選擇、填入）與問題顯示方式（疊加、側置）對教學影片學習成效是

否有交互作用存在？ 
 

研究方法 

一、參與者 

本研究計有 130 位大於 20 歲的成年人同意參與本研究，包括完成線上課程並填寫測量工

具，除了給予課後結業證明外，並未提供其他的參與誘因。參與者中女性有 80 位、男性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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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年紀範圍橫跨 20到 54，30歲以下 102位、以上 28位；有正式影片課程（如 MOOC課程）

經驗者有 63 位，有非正式影片學習（如透過 YouTube）經驗者 58 位，無影片學習經驗者有 9
位。 

二、學習材料 

教學影片之原始素材由宜蘭大學黃朝曦教授所提供，內容主題為「物聯網系統」，侷限於

簡介層次，對於非資訊或科技領域者，也不會有學習上的困難。課程包含四個單元，包含：初

探、感知層、網路層、應用層等，每單元各有 4 支、每支 3-12 分鐘長度的影片片段。 
影片中的提問節點與問題配合影片內容並參考物聯網系統相關的認證試題，由黃朝曦教授

及其指導團隊協助設計，產出的問題皆包含選擇式與開放式版本。學習教材共有五個版本，包

括：有嵌入「選擇疊加」問題、「選擇側置」問題、「填入疊加」問題、「填入側置」

問題、及「無嵌入」問題等（如圖 1）。 
 

（略）圖 1、影片教材介面示例 
 

三、測量工具 

本研究收集的資料項目包括：學習者資料、認知負荷、學習投入、歷程經驗、與物聯網知

識。除基本資料詢問學習者關於線上學習的經驗外，包括如下三項測量工具。 

學習成就（Achievement） 

學習成就係指學習者對於影片涵蓋的物聯網系統知識內容所掌握的程度。本計畫首先依據

課程內容收集 158 道試題形成題庫，並請影片中授課教師依其專業判斷，自測驗題庫中選擇前

測、後測各 18 題，以便衡量學習者於學習前、學習後對物聯網系統的知識，表 1 呈現兩測驗的

雙向細目表。測驗題項以選擇題形式呈現，計分方式為答對一題得 1 分。為因應本計畫線上學

習的屬性，也便利資料的收集、分析和管理，本計畫透過 Google表單收集學生的測驗結果（如

圖 2），完成測驗時間需時約 10 分鐘。前測與後測測驗題本平均難度分別為.62 與.68，平均鑑

別度為.37 和.48。 
 

（略）表 1、前測與後測試題分布 
 

學習投入（Engagement） 

本研究從認知（cognitive）、行為（behavioral）、與情緒（emotional）等三個向度瞭解學

生在影片中的學習投入。認知投入指個人對影片學習付出心智的努力，行為投入為在影片學習

活動的參與、專注、努力、與堅持，情感投入則指個人對影片學習活動的認同感、喜好或意願。

量表的編製經過題項的收集、翻譯、預試、修正等程序，共納入 9 個七點量尺形式題目，含認

知 3 題，題目如「我會將之前所學（或經驗）和這影片教授的內容連結」；行為 3 題，題目如

「我有按照影片活動的安排進行學習」；情感 3 題，題目如「我未來會想要再參加這樣的影片

學習活動」，各包含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等七個選項。學習者的投入情形亦透過

google 表單形式收集，完成測驗時間需時約 1-3 分鐘。量表信度 Cronbach’s alpha 值經計算得.91，
三個分量分別為.75、.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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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 

本研究採「主觀測量法」收集學習者認知負荷資訊，亦即讓受試者反思及回顧自身在影片

學習歷程中的認知及感受，並在量表工具上選出符合自己對負荷感受的對應尺度。 本研究在每

單元課程後呈現兩道七點量尺問題，詢問學習者對於影片學習感受到的心智負荷（mental 
load）、心智努力 （mental effort），題目如「完成這單元的影片學習歷程，我需要付出心力的

程度」，學習者則從 [我認為]「非常輕鬆」 到「非常費力」七個選項中回應一個。學習者的認

知負荷亦透過 Google 調查進行收集。量表信度 Cronbach’s alpha 值達.95。 
 

（略）圖 2、問卷／測驗施測介面 
 

四、實驗處理與介入 

本研究依據前測結果，以 S 形方法將參與者分為：「選擇疊加」問題、「選擇側置」

問題、「填入疊加」問題、「填入側置」問題、及「無嵌入」問題等五組（如圖 3），並

連結學習者的帳號到所對應的學習教材版本。學習者可以依照課程開放觀看時間，在任意時間、

任何地點使用本計畫提供的帳號密碼登入影片學習平台，並按照其組別進行有或無嵌入問題的

學習。 
 

（略）圖 3、問題型式與顯示影響／差異之研究設計 
 

結果 

完整參與本研究流程並提交所需問卷和測驗的人數共有 105 位。其中僅 7.6%沒有線上學習

的經驗，有一半以上對物聯網系統的瞭解有限，但近七成表示對物聯網知識感興趣（如表 2）。 
 

 

表 2、有效參與者基本資料之次數統計 
線上學習經驗 IOT1-5 經驗 對 IOT 興趣 回答影片中問題情形 

選項 人 % 選項 人 % 選項 人 % 選項 人 % 

moocs & youtube 42 40.0 修過課 17 16.2 很有興趣 18 17.1 很認真 21 25.0 

moocs 7 6.7 自學過 3 2.9 有一點興趣 50 47.6 認真 39 46.4 

youtube 48 45.7 有點概念 27 25.7 還好 33 31.4 還好 21 25.0 

無 8 7.6 瞭解有限 47 44.8 不太有興趣 2 1.9 不太認真 3 3.6 

   完全沒概念 11 10.5 沒興趣 2 1.9 很不認真 0 0 

 

 

一、認知負荷 

表 3 呈現學習者對影片學習單元感知的認知負荷，圖 4 顯示問題的加入將增加認知負荷，

且開放的填入式問題可能比選擇題多一點。為瞭解相關差異是否值得注意，本研究分別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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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與問題顯示（相對於無嵌入問題）為自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分析結

果顯示開放的填入式問題將顯著提升認知負荷，F(105, 2) = 3.31, p = .040 , partialη2 = .061。若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分別比較各實驗組與無嵌入問題組的平均數差異，則發現疊

加於影片上且使用開放的填入式問題將顯著地提升認知負荷量，F(39, 1) = 4.99, p = .031 , partial
η2 = .114。 
 

 

表 3、參與者知覺的認知負荷量 

組別 (n)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平均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選擇疊加 (21) 2.86 1.31 2.91 1.14 3.91 1.43 3.41 1.51 3.27 1.25 

選擇側置 (22) 3.27 1.09 3.36 0.90 3.98 1.12 3.73 1.19 3.59 0.92 

填入疊加 (20) 3.28 1.07 3.68 0.85 4.53 1.40 3.65 1.15 3.78 0.91 

填入側置 (21) 3.38 1.20 3.52 1.26 4.10 1.18 3.74 1.07 3.68 1.05 

無嵌入問題 (21) 
（參照） 2.69 1.41 2.86 1.41 3.26 1.56 3.07 1.52 2.97 1.36 

 

（略）圖 4、各組參與者間認知負荷量之比較 
 

二、學習投入 

學習者投入的情形如表 4 和圖 5。為瞭解問題型式與問題顯示對學生學習投入的影響，本

研究以「問題型式」與「問題顯示」為自變項，分別以認知、行為、情感三個部分結果為依變

項，進行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2 × 2 ANOVA） 。 
針對認知投入部分，ANOVA 結果顯示「問題型式」與「問題顯示」之間沒有顯著的交互

作用，F(1, 80) = 0.58, p = .449, partialη2 = .007，但是「問題題型」的主要效果檢定達到顯著水

準， F(1, 80) = 4.64, p = .034, partialη2 = .055，顯示影片中的問題型式影響認知投入，且選擇型

式將比填入型式的效果好；另一因子「問題顯示」的主要效果則未達到顯著水準，F(1, 80) = 
1.63, p = .206, partialη2 = .020，表示問題呈現於影片上或放置旁側對認知投入並沒有顯著影響。 

針對行為投入部分，ANOVA 結果顯示「問題型式」與「問題顯示」之間沒有顯著的交互

作用，F(1, 80) = 0.53, p = .469, partialη2 = .007，「問題題型」與「問題顯示」的主要效果檢定

亦未達到顯著水準， F(1, 80) = 0.44, p = .512, partialη2 = .005，F(1, 80) = 1.50, p = .225, partialη
2 = .018，顯示影片中的問題型式與顯示方式對於行為投入並未造成顯著影響。 

針對情感投入部分，ANOVA 結果顯示「問題型式」與「問題顯示」之間沒有顯著的交互

作用，F(1, 80) = 0.86, p = .358, partialη2 = .011，但是「問題題型」的主要效果檢定達到顯著水

準， F(1, 80) = 4.30, p = .041, partialη2 = .051，顯示影片中的問題型式影響情感投入，且選擇型

式將比填入型式的效果好；另一因子「問題顯示」的主要效果則未達到顯著水準，F(1, 80) = 
3.77, p = .056, partialη2 = .045，表示問題呈現於影片上或放置旁側對情感投入並沒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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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參與者自評學習投入情形 

組別 (n) 
認知 行為 情感 平均 

M SD M SD M SD M SD 

選擇疊加 (21) 5.79 0.80 5.00 1.03 5.87 1.02 5.56 0.82 

選擇側置 (22) 5.38 0.88 5.12 1.07 5.18 1.10 5.23 0.94 

填入疊加 (20) 5.20 1.07 4.98 1.33 5.15 1.17 5.11 1.09 

填入側置 (21) 5.10 0.97 5.46 1.04 4.90 1.13 5.15 0.91 

無嵌入問題 (21) 
（參照） 5.38 1.09 5.13 1.09 5.25 1.47 5.25 1.12 

 

（略）圖 5、各組參與者間學習投入情形之比較 
 

三、學習成績 

學習者參與課程前後測驗成績如表 5 和圖 6，似乎傾向支持側置式問題（相較於疊置式

提問），若分別檢視側置與疊加情況，開放填入式問題顯得比選擇式好些。不過問題的加入卻

未見得能比沒有加入問題的結果好。不管如何，學生是否回答影片中的提問，對學習成績顯得

有些影響。 
 

 

表 5、學習者參與課程前後測驗成績 

組別 
型式顯示  

所有完成課程者  回答問題程度>= 3 回答問題程度>= 4 回答問題程度>=5 

N = 105 N = 102 N = 81 N = 42 

n M SD n M SD n M SD n M SD 

選擇疊加 
前測 21 11.29 3.10 21 11.29 3.10 19 11.21 3.19 8 11.00 4.07 

後測 21 11.33 3.90 21 11.33 3.90 19 11.42 4.07 8 10.88 5.06 

選擇側置 
前測 22 10.95 3.00 21 10.81 2.99 15 10.60 3.27 4 12.50 2.65 

後測 22 11.95 3.76 21 11.86 3.82 15 12.67 3.89 4 15.50 1.91 

填入疊加 
前測 20 11.45 3.02 20 11.45 3.02 13 11.23 3.41 2 10.50 7.78 

後測 20 11.85 3.66 20 11.85 3.66 13 12.15 3.91 2 11.50 9.19 

填入側置 
前測 21 10.86 2.76 19 10.63 2.79 13 10.92 1.89 7 10.57 2.07 

後測 21 13.24 3.51 19 13.11 3.57 13 13.38 3.64 7 12.86 3.72 

無嵌入問題 
（參照） 

前測 21 10.38 4.02          

後測 21 12.57 4.40          

 

（略）圖 6、不同答題情況之各組參與者學習成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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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問題型式與問題顯示對學生學習成績的影響，本研究以「問題型式」與「問題顯

示」為自變項，「前測成績」和「回答程度」為共變項，後測成績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二

因子共變數分析（2 × 2 ANCOVA） 。ANCOVA 結果顯示「問題型式」與「問題顯示」之間沒

有顯著的交互作用，F(1, 78) = 0.18, p = .671, partialη2 = .002，但是「問題顯示」的主要效果檢

定達到顯著水準， F(1, 78) = 4.57, p = .036, partialη2 = .055，顯示平台支援問題的顯示方式影響

學習的效果，且側置方式將比疊置方式的效果好；另一因子「問題型式」的主要效果則未達到

顯著水準，F(1, 78) = 2.33, p = .131, partialη2 = .029，表示提問的問題型式對學習成績並沒有顯

著性的影響。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執行經歷影片主題的選擇、影片內容的挑選／製作、提問問題與回饋設計、問題與

影片之間的嵌入、影片學習平台的選擇／架設、測驗與評量工具的決定／發展、教學者與學習

者招募、學習實驗的設計與實施等程序。主要研究發現包括： 
1. 影片提問的問題型式會對學習者產生額外的認知負荷，其中開放的填入式問題，特別

是疊放顯示於影片上的填入式問題將顯著地增加負荷量。 
2. 影片提問的問題型式將影響學習者的認知與情感投入，且封閉選擇式問題的效果比開

放填入式問題的結果好。 
3. 影片學習平台支援的問題呈現位置將影響學習成績，且問題呈現於影片旁側會比疊放

在影片上的結果好。 
 
基於以上結果，本研究對於影片學習的平台選擇與提問設計提出以下建議： 
1. 於影片中增加提問問題時，宜以封閉式的選擇題優先，一來增加的認知負擔有限，卻

可顯著提升認知與情感等學習投入。 
2. 針對影片學習平台的選擇，相較於疊置影片上的做法，宜選擇側置呈現的型式，可能

有利學習者參照影片傳遞的資訊，而促進影片內容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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