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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延續106年度執行中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鐵道文化情境感
知適地性遊戲─系統建置與學習者存在感、互動形態之研究（MOST
106-2511-S-003-023 -）」，以台鐵淡水線文化探索為題材，進一
步以開發完成之教材與行動應用程式及資料庫，深入探討學習者在
情境感知混合實境遊戲學習中的內心反應。認知臨場感作為探究社
群架構的核心要素之一，關注學習過程中認知建構的程度。有學者
認為學習者較難進入認知臨場感的深層階段。研究者認為學習者的
內在動力是影響情境感知學習者進入認知臨場感深層階段的重要因
素之一。本計畫亦以自我效能作為一項內在動力因素，探討其與認
知臨場感在境感知行動學習中的關係。研究以實驗法進行，適地性
遊戲選擇以淡水線延線之新北投站與雙連站為體驗地點，以其等周
邊鐵道相關文化作為探索的地點與內容。因遊戲範圍廣大，中途放
棄或其他原因未完成之參與者較多，最終共收集到42個有效樣本進
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認知臨場感會影響學習成效，且認知臨場感
與自我效能高度相關，但自我效能與學習成效間並無直接關連。此
一結果初步驗證本研究之主要假設，即認知臨場感會影響學習成效
，而自我效能確為影響認知臨場感的因素之一。

中文關鍵詞： 適地性遊戲、情境感知、認知臨場感、自我效能、鐵道文化

英 文 摘 要 ： The advanc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provides more room for
developing feasible strategies. However, concerns on
learners’ cognitive aspects are still sparse. This
research utilize an App developed by a previous MOST
sponsored project- A Context-Aware Location-Based Game on
Railway Culture of Taiwan--System Development and
Investigation on Learner's Presence and Interactions (MOST
106-2511-S-003-023 -), to investigate important learner
cognitive aspects. Cognitive presence, among three key
ingredients of Community of Inquiry, is considered to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especially with higher levels of
cognition. The research assumption that learner’s internal
motivation, such as self-efficacy, may affects their higher
levels of cognitive presence. An experiment was done.
Questionnaires on learner’s cognitive presence and self-
efficacy, as well as a comprehensive quiz on Taiwanese
railroad culture were given to collect experimental data.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gnitive presence relates to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learner’s self-efficacy highly
relates to cognitive presence. These results reveal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that cognitive presence affects
learning achievement on mobile location-based game, and
self-efficacy in one of the factor that influence cognitive
presence.

英文關鍵詞： location-based game, context awareness, cognitive presence,
self-efficacy, railroad culture



壹、緒論 

本研究延續研究者 106 年度科技部計畫：鐵道文化情境感知適地性遊戲─系統建置與學習

者存在感、互動形態之研究（MOST 106-2511-S-003-023 -）。在實施鐵道文化情境感知遊戲學

習的同時，我們應對於這種混合實境遊戲中學習者的內心反應作更深入研究。研究顯示，在混

合實境的遊戲中，遊戲參與者需遊走於虛擬的螢幕畫面與實境中，與單純線上遊戲中沉浸在虛

擬情境中的情況是不同的。本研究建制之情境感知遊戲即是一種混合實境遊戲，遊戲者的存在

感與完全沉浸於虛擬情境中應有所不同，在混合實境遊戲中個人的存在感的差異如何影響學習

成效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探究社群（Community of Inquiry, CoI）在媒體引介的學習（media-facilitated learning）中

用以分析學習者與獲得高階學習成果相關的學習體驗和認知（Arbaugh et al., 2008; Garrison & 

Akyol, 2015）。混合實境的學習即為利用行動科技的一種媒體引介學習。認知臨場感（cognitive 

presence）作為探究社群架構的核心要素之一（Garrison et al., 2001），關注學習過程中認知建

構的程度。Yang, Quadir, Chen, and Miao（2016）和 Choy and Quek（2016）的研究表示學習者

的認知臨場感與學習成果間存在關聯性，能夠對學習表現作出預測。尤有甚者，Garrison et al.

（2001）把認知臨場感劃分成四階段—觸發事件、探索、整合及解決，其中在整合與解決階段

中，學習者會反復進行個人的反思和與外界的對話，發展知識建構（Garrison et al., 2001），促

使學習者進行高層次的思考。理想的學習成果應達到此種指認知臨場感的深層階段。不過有些

探究社群架構的研究，發現學習者難以進入這兩個階段（Darabi et al., 2011; Garrison et al., 2001; 

Celentin, 2007; Kanuka, Rourke, & Laflamme, 2007; Kovanovićet al., 2015; Garrison & Arbaugh, 

2007）。 

在情境感知行動學習中，學習者需要承擔比面對面學習更多的挑戰（Cho, Deme, & Laffey, 

2010），是否能進入認知臨場感的深層階段對於學習成效的優劣也顯得格外重要。研究者認為

學習者的內在動力是影響情境感知學習者進入認知臨場感深層階段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以往

對認知臨場感的研究卻常常忽視了學習者的內在動力（Joksimovic et al., 2014; Cho et al., 2017; 

Shea & Bidjerano, 2010，2012）。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作為學生自我管理學習的核心因素

之一，強調學習者的動機與認知的銜接（Shea & Bidjerano, 2010），是學習者線上學習的內在

動力之一（Yang, Tsai, Kim, Cho, & Laffey, 2006; Tseng & Tsai, 2010；Pellas, 2014）。單思琪（2018）

相關研究亦發現認知臨場感、自我效能與學習成果三者間存在一定的關聯。該研究並建議不同

教學設計對認知臨場感產生的交叉效果值得後續研究。因此本計畫將自我效能作為一項內在動

力因素，探討其與認知臨場感在情境感知行動學習中的關係。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我們認為情境感知的無所不在學習除了行動 App 系統建置與比較其

與傳統學習成效之外，學習者在混合實境中的內心反應值得深入探討。存在感（presence）是

探討此種內心反應的重要變項之一，研究者認為學習者是否能進入臨場感的深層階段與其在情

境感知行動學習中的學習成效優劣相關。研究者同時假設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能夠影響學

習者的動力，進而影響其進入認知存在感的深層階段。然而目前大多數有關存在感之研究均偏



重於參與者在虛擬環境中的心理狀態，對於混合實境較少涉入，更少有研究深入探討混合實境

的學習中影響存在感的因素。本計畫以更深入及不同的認知臨場感角度，探討在鐵道文化適地

性遊戲的混合實境情境中，參與者自我效能與認知臨場感間之關係，探討影響認知臨場感的因

素以及其等與學習成效間之相互關連。詳細研究目標如下： 

了解在鐵道文化適地性情境感知行動學習中， 

1. 情境感知遊戲學習的成效 

2. 學習者的認知臨場感 

3. 自我效能與認知臨場感間的關聯性 

4. 認知臨場感、自我效能和學習成果間的相互關聯性 

 

貳、文獻回顧 

一、適地性遊戲之優勢及建構方法 

在先前情境感知學習的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基於現實地理位置的實境探索遊戲能夠

幫助學習者學習知識並開發潛能，並舉出了許多的適地性設計概念。適地性遊戲（location-based 

game）指的是以地理位置為主要概念的遊戲，現今時常結合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來進行

指定區域內的遊戲。典型的適地性遊戲，以建立在真實世界為基礎，讓遊戲參與者透過遊戲內

的地圖，到達遊戲預先設置好的位置，並依據遊戲指示進行動作或互動，來完成遊戲任務

（Avouris & Yiannoutsou, 2012）。其也強調和現實環境的結合，融合了隨境遊戲（pervasive game）

的特性外，也可以包含許多不同的元素，使遊戲內容更為豐富（Baillie, Morton, Moffat, & Uzor, 

2011）。進一步而言，Avouris and Yiannoutsou（2012）認為適地性遊戲在現實的物理環境，可

以藉由活動以及事件連結到虛擬世界，讓虛擬世界中的敘事結構幫助遊戲參與者了解在地文化

特色，說明了結合現實環境的遊戲，能成為相當適合的故事講述者，讓具有豐富文化特色的區

域，擁有更不錯的參訪體驗。Baille, Morton, Moffat, and Uzor（2011）則實際設計出一套適地

性遊戲，在遊戲進行當中，了解遊戲參與者在遊戲進行時對於環境的感知，發現若能有效激起

參與者的反應，適地性遊戲是能讓參與者發揮更大的參與效益。由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發現適

地性遊戲對於在地文化等基於現實空間的探索活動，具有相當顯著的效益，藉由遊戲的內容以

及外在感官的探索刺激，得以增強學習體驗，並且更為有趣。 

適地性遊戲經由一段時間的發展後，已有許多研究發展出相關的設計理論。Paelke, 

Oppermann, and Reimann（2008）曾提出導航（navigation）、觸發（trigger）以及收集（collection）

等三個遊戲的進行流程與步驟，以當前位置和目標物為遊戲內設計的主要邏輯，經由觸發任務

的過程後，會藉著地圖導航的資訊尋找目標，通知遊戲參與者並開啟任務。Neustaedter, Tang, 

and Judge（2011）曾藉由質性研究，參與多次適地性遊戲，研究適地性遊戲的特色及發展規則。

此篇研究認為遊戲的橋段應輕量化，並具有難度分級，能快速提供獎勵滿足遊戲參與者。除此

之外，則要讓遊戲參與者間要有彼此交流或聯通的方式，藉由交換情報相互合作，甚至相互砥

礪而具有競爭性。 

然而若更深入遊戲參與者的的遊戲行為以及和環境的互動，則也有多位學者提出看法。



Maggiorini, Quadri, and Ripamonti（2014）在發展利用公共運輸系統來進行的行動遊戲時，認

為任務過程中，遊戲參與者需互相合作解決任務問題，若遇到無法解決的情況，則可利用使用

者在社會上的經驗及策略先行思考解決方案，或是利用自身的社交網絡來合作尋找答案；Zurita 

and Baloian（2015）也提及以現有知識套用在不熟悉的任務上，讓遊戲參與者產生解決問題的

途徑，可以幫助掌握不同文化價值觀。 

而促使遊戲參與者進行遊戲的遊戲動機理論，除了上述所提及之聯通性致使玩家相互競爭

而產生遊戲動機外，Baillie, Morton, Uzor, and Moffat（2010）設計了一款需要在廣大區域進行

的活動，運用了藍芽技術進行傳播，並成功喚起了活動參與者的互動以及情感，掌握了他們對

於遊戲地點的體驗感覺。若妥善設計遊戲的通訊方式，並且挑選出適當的遊戲地點，適地性遊

戲確實可以激發出參與者們的正向情緒。Abuhamdeh, Csikszentmihalyi, and Jalal（2014）則經

由實驗了解遊戲參與者進行對戰遊戲時的情況，提出不確定性結果的概念，當比賽過程相當接

近，能夠使遊戲之使用者能更享受參與過程，並且激勵使用者們努力參與。Drab, Kroesche, Grun, 

and Jakl（2007）除了提出遊戲參與者互動區域和網路傳輸限制的相關概念，也提及了遊戲參

與者的數量多寡會影響整體的遊戲體驗，說明多人遊戲的遊戲體驗，會大於單人遊戲的感受，

證明了遊戲參與者之間互動的重要性。 

二、認知臨場感 

認知臨場感是學習者能通過彼此間持續的互動對話來建構並確認其對學習內容的了解，不

斷進行高層次的思考和學習。它的概念是源自於 Dewey (1933)批判思考的模式，透過批判性思

考)和探究的過程得到知識。而這種批判性的思考正是高等教育所追求的成果，研究指出學習

者認知臨場感的高低與學習成效間存在正面的影響（Akyol & Garrison, 2011）。 

 

認知臨場感所代表的高層次思考和批判性言談的過程，讓學習者可以進行更多的反思，深

化其經驗和探究意義。Garrison, et al. (2001)把探究社群中的認知臨場感的過程劃分成四階

段——觸發事件、探索、整合、及解決。 

 

其中在整合與解決階段中，學習者會持續進行反思和討論，延續批判思考的過程，邁向更

高層次的認知（Garrison, et al., 2001）。在這兩個階段裡，學習者開始為學習負起責任，可能挑

戰社群，而這些爭論和挑戰都能促發學習者進行高層次思考和建構式知識(Meyer, 2003)，對學

習者來說十分重要。不過在利用探究社群架構對線上學習進行分析時，往往會發現學習者難以

進入這兩個階段（Garrison et al.,2001, Celentin ., 2007, Garrison & Arbaugh., 2007）。對此 Garrison 

et al（2001）認為，整合階段和解決階段比較不容易達成，因為在這兩個階段要花費大量時間

分析資訊，並且有被拒絕的風險。目前對此的研究多集中在研究不同的教學策略造成的影響，

強調教師的領導和直接指導的作用（Garrison & Cleveland-Innes, 2005; Celentin ,2007），以及研

究學習者間互動的有效性（Garrison & Cleveland-Innes, 2005; Duphorne & Gunawardena, 2005）

上, 比較忽視學習活動的類型及設計，學習者內在的動力因素，及教學策略對個體知識建構的

影響。 

 



三、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的概念起源於社會認知理論——強調人的學習認知過程受到三個要素個體、行為

和環境的相互作用的影響。若三個要素水平不同，所產生的影響效果也不盡相同。Bandura（1977）

提出了自我效能的概念，指個人在特定情境或特定任務中，對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完成特定任務

的主觀判斷。自我效能會影響學習者初始的行為，增強個人的動力來投入更多的努力（Lin et al, 

2015），同時也影響了個人面對困難時的堅持性。 

 

自我效能的有效性取決於個體自我分析和反思的能力程度（Shea, & Bidjerano, 2010）。學

習者不只是要分析和反思學習任務的複雜性，還要對自己能力與任務的匹配度做出預期的判斷，

以及評估自己如何滿足任務需要獲得成功。這些分析和反思的能力對於強調學習者自主性學習

的認知建構過程十分重要，自我效能能夠通過反思和策略性的知識提高人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Hoffman & Spatariu, 2008），具有高自我效能的學習者會善用各種學習策略來幫助學習，當

學習過程中面臨困難或挫折時，也會更努力的面對，並達到更高的成就水準(Bandura, 2000)。

具有高自我效能者，會訂立挑戰性目標、積極參與較困難的任務，在困難中能堅持並付出較大

努力面對挑戰，而低自我效能者傾向逃避有挑戰的任務，容易輕言放棄、害怕退縮。在線上學

習環境中自我效能較高的學生比自我效能較低的學生更常使用高認知層次的學習策略幫助學

習，高自我效能的學習者較會去計畫、監控並調整他們的策略來完成他們學校的任務，也更深

思熟慮且更具有反思能力(Linnenbrink & Pintrich, 2003)。邊玉芳（2006）更認為，存在一般和

特殊兩種自我效能感，前者所針對的情況範圍更寬泛，後者則更聚焦。且兩者都能對行為做出

預測，但越特殊的自我效能感對行為的預測能力越大，也越不穩定，容易因為境況的變化發生

改變。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自我效能作為學習者內在的動力因素，與學習者主動性、努力以及

面對困難時的堅持性密切相關，對強調自主性的情境感知學習來說非常重要。它會對學習者的

行為產生影響，並可能最終作用於認知臨場感。同時自我效能來源多樣，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

響。在混合實境的情境感知學習環境中，持續的社會互動和社會化的過程，以及引導式的教學

設計和教學回饋，可能會向學習者提供社會說服以及減輕他們的負面情緒，從而對學習者的自

我效能產生影響。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路徑分析的方式進行設計，主要在分析學習者自我效能、認知臨場感、以及學習

成效間之相互關連。研究假設如下： 

H1實施鐵道文化情境感知遊戲具有有顯著的學習成效 

H2學習者自我效能會影響學習成效 

H3認知臨場感會影響學習成效 

H4學習者自我效能會影響認知臨場感 

 



二、研究對象 

本計畫之研究對象為大台北地區在校之大學生與一般民眾。依據地緣關係，找尋適當的研

究對象，隨機並匿名分成各個學習小組進行。 

三、資料分析 

依擬定之研究假設，設定資料分析之方式如下表： 

表 2 研究假設與資料分析對照表 

H1實施鐵道文化情境感知情境感知遊戲具有有顯著的學習成效 t 檢定 

H2學習者自我效能會影響學習成效 偏相關分析 

H3認知臨場感會影響學習成效 偏相關分析 

H4學習者自我效能會影響認知臨場感 相關分析 

 

四、遊戲進行方式 

1.進入遊戲 

本遊戲藉由判讀地圖、GPS 與網路輔助判斷出目前所在位置。在遊戲的初始階段，系統（或

活動帶領員，視後續情況而定）將隨機分派 3 位學習者至同一組。分組程序完畢後，將進入選

擇角色階段。 

2.遊戲說明 

在遊戲正式開始前，遊戲系統將進行台灣鐵道文化情境感知遊戲的背景講解，以及簡略說

明遊戲方式與內容。解說完畢後，將正式開始遊戲。 

3.遊戲開始 

本遊戲之場域為台鐵淡水線之沿線地區，修正後選擇 2 個舊有車站的站點作為探索範圍，

並在 1 個車站的站點中，設有 3 個閱讀任務與 1 個問題任務。學習者在遊戲開始時，會被自動

分派至每個站點觸發其中的 1 個閱讀任務。當每組執行完該站點的 3 個閱讀任務後，遊戲將開

啟最後的問題任務，組員間需透過溝通交換意見，才能得出正確答案。待回答正確後，遊戲系

統將依通關情形計算該點所獲得的分數，並同時顯示在即時排行榜上。 

此外，在遊戲進行的過程中，會隨機觸發隱藏任務，強制學習者完成特定動作後才能繼續

遊戲，或是賦予機會前往某地區探索以取得額外分數，增加遊戲的困難度與趣味性。 

4.遊戲通關 

待 2 個站點中的任務皆執行完畢後，該組遊戲即刻結束，並即時統計分數，表現優異的學

習者將可以獲得相關的獎勵，鼓勵學習者學習知識。 

五、研究步驟 

本計畫延續先前的研究基礎，進一步探討自我學習導向以及混合實境存在感對於學成效的

影響。研究將採實驗法，以下為規劃之流概述： 



1. 自我效能量表建置 

2. 認知臨場感量表建置 

3. 實施預試並修正系統架構 

4. 實施學習者先備知識評估（前測） 

5. 實施嚴謹的實驗過程 

6. 實施成就測驗（後測） 

7. 進行學習者問卷填答 

8. 進行量化數據分析與質性訪談分析 

9. 資料分析 

六、研究工具 

1. 鐵道文化了解程度測驗卷 

以 106 年度之「鐵道文化了解程度測驗卷」為基礎調整，並分為前後測，針對設定淡水線

鐵道文化探索之內容，檢視學習者進行遊戲後對於鐵道文化之瞭解狀況差異。試題舉例如下： 

1. 新北投站是北投站延伸出的支線，以下哪項為日本政府設立新北投站的主要動機： 

(A) 為了滿足溫泉的觀光需求    (B) 山區林業礦產的物資運輸 

(C) 增加對凱達格蘭族的控制    (D) 預備延伸線路至北投山區 

2. 下列歷史地景 (甲) 龍山寺 (乙) 台灣神社 (丙) 普濟寺 (丁) 淡水禮拜堂，何者與日本人

移入後所形成的神道信仰相關？  

(A)  甲乙                      (B) 乙丙 

(C)  甲乙丙                    (D) 甲丁 

3. 舊有淡水線停駛並拆除後，現在已改建為台北捷運。請問下列哪個場所或路名，曾設有以

前淡水線的鐵路設施？ 

(A) 北巡宮                    (B) 西安橋旁行人跨越橋 

(C) 英商嘉士洋行倉庫          (D) 以上皆是 

2. 認知臨場感問卷 

自編「認知臨場感問卷」，參考 Arbaugh et al.（2008）以及單思琪（2018）的認知臨場感

量表，分為觸發、探索、融合與解決等四個面向，對應認知臨場感的四個階段，以分析學習者

的認知臨場感，採用 Likert 5 點量表認知臨場感問卷範例如表 3 所示。 

 

表 3 認知臨場感問卷範例 

面向 問題範例 

觸發 
1. 遊戲提出的問題能夠增加我對活動主題的興趣。 

2. 我能積極的探索與遊戲問題相關的內容。 

探索 
1. 活動遊戲過程中的腦力激盪和探尋相關資訊能夠幫助我解決問題。 

2. 與組員討論對我來說是有價值的，因為可以讓我了解到不同的觀點。 



融合 
1. 我有整合學到的新資訊來回答遊戲中所提出的問題。 

2. 活動遊戲有助於我形成對內容的理解或對問題的解答。 

解決 

1. 遊戲活動使我有興趣探索更多的淡水鐵道文化。 

2. 我會以遊戲中獲得的淡水線歷史文化背景知識比對現今的變遷，並思考變

遷的原因。 

 

3. 自我效能問卷 

自編「自我效能問卷」，參考 Li et al.（2015）、謝幼如等人（2011）以及單思琪（2018）的自

我效能量表，分為學習能力、學習意志、控制感和環境感等四個面向，了解學習者對自我學習

能力的信心水準、學習過程中努力與堅持的信心水準、自主管理行為的信心水準、以及掌握線

上學習環境的信心水準，採用 Likert 5 點量表。 

 

表 4 自我效能問卷範例 

面向 問題範例 

學習能力 
1. 我認為在學習遊戲中，我能夠取得很好的成績。 

2. 我相信我能理解遊戲中所學習的內容。 

學習意志 
1. 即使遇到阻力，我仍能堅持繼續進行學習。 

2. 我認為自己能夠堅持不懈的學習。 

控制感 
1. 遊戲的過程中，我能夠合理分配學習任務。 

2. 我能夠不受干擾、專心完成遊戲中的學習任務。 

環境感 
1. 我相信我能夠利用通訊功能，與同組組員進行討論。 

2. 我相信我能夠利用遊戲中的學習內容，完成我的學習任務。 

 

七、 實施 

此一鐵道文化 App 經多次修改後於 109 年 10 月進行最終版的實施，實施第點在淡水線鐵

道原址之新北投與雙連兩個車站附近。由於地點分散，相當數量的施測對象並未完成全部遊戲，

因此實際有效樣本較當時施測者為少，經刪除未完成或未積極參與者，有效樣本為 42 位。下

圖 1 為實驗進行實況 



  

圖 1 實驗進行實況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之主要目的為以鐵道文化適地性行動學習遊戲為工具，希望了解學習者的認知臨場

感以及自我效能與進行遊戲後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回收資料分為淡水線鐵道文化認識程度的

前後測問卷、認知臨場感問卷、以及自我效能問卷，有效樣本計 42 份，以 IBM SPSS 23 進行

統計分析。以下依研究假設依序呈現。 

H1實施鐵道文化情境感知遊戲具有顯著的學習成效 

此一假設經相依樣本 t 檢定鐵道文化了解程度前、後測之差異，結果 t= 6.45，p <.001，顯

示經過本研究之鐵道文化適地性遊戲，參與者對於相關鐵道歷史文化的認識有非常顯著的進步，

也說明本研究所發展之適地性遊戲學習具有明顯的學習效果。表 3 顯示此一 t 檢定之必要數

據。 

表 5 前、後測相依樣本 t 檢定 

 Mean SD t p 

配對-前測、後測 
前測  5.91 1.87 

t=6.45 .000 
後測  8.19 1.86 

 

H2學習者自我效能會影響學習成效 

此一研究假設經前測為控制項，後測與自我效能之偏相關檢定，r=.074，p=.674，顯示自

我效能與學習成效間並無顯著關連。此一結果於下列研究假設一併討論。 

H3認知臨場感會影響學習成效 

 此一研究假設經前測為控制項，後測與認知臨場感之偏相關檢定，r=.264，p=.095，同樣

顯示自我效能與學習成效間並無顯著關連。然 p=.095 為雙尾檢定之結果，而此項假設實際上

符合單尾檢定之條件，若為單尾，則結果在 95%信心水準下為顯著，僅檢驗之檢定力較弱。此



一結果與前項 H2 相較，認知臨場感對學習成效之影響顯然大於學習者之自我效能，接著再進

行自我效能與認知臨場感之關連性檢驗，以進一步了解其間之關係。 

H4學習者自我效能會影響認知臨場感 

 此一研究假設經簡單相關檢驗，結果 r=.665，p<.001，顯示學習者自我效能與認知臨場感

間有高度相關。此一結果與前二項假設 H3與 H4綜合觀察，發現學習者自我效能與學習成效並

無關連，而認知臨場感與學習成效則有顯著關連，三者之間之關係應為自我效能會高度影響認

知臨場感，但真正影響學習成效的是認知臨場感。 

伍、結論 

 本研究延續研究者 106 年度科技部計畫：鐵道文化情境感知適地性遊戲─系統建置與學習

者存在感、互動形態之研究。近年情境感知遊戲式的學習已有相當的發展，然而對於這種混合

實境遊戲中學習者的內心認知反應確較少有深入的研究。本計畫持續以台鐵淡水線文化探索為

題材，進一步以開發完成之教材與行動應用程式及資料庫，深入探討學習者在情境感知混合實

境遊戲學習中的內心反應。研究者認為認知臨場感作為探究社群架構的核心要素之一，關注學

習過程中認知建構的程度，然在混合實境的學習情境中認知臨場感與學習成效的關連尚缺乏實

證研究的驗證；此外，研究者亦認為自我效能作為一項內在動力因素，應探討其與認知臨場感

在境感知行動學習中的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認知臨場感與學習成效呈現正相關，且認知臨場感與自我效能高度相關，但

自我效能與學習成效間並無直接關連。此一結果正好可以初步推論本研究之主要假設，即認知

臨場感會影響學習成效，而自我效能確為影響認知臨場感的因素之一。如此假設為真，則可對

日後發展行動適地性遊戲學習的策略時，應考慮如何增加學習者的認知臨場感，而增加認知臨

場感，亦需要考慮學習者的自我效能。此為本研究的重要貢獻。唯本研究樣本較少，且限於北

部區域，建議日後應針對混合實境中認知臨場感的議題，以較大樣本以及範圍更大的區域（例

如：台灣其他具有歷史性的鐵道）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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