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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環境教育對人類而言可以說是非常重要，因此十二年國民義務也都
有將環保相關議題納入課程。但是台灣課程普遍以講述法居多，講
述法的優點可以讓課程有效率地進行，但是學生也容易因為外在干
擾而降低學習效果。本研究將以虛擬實境的特性，打造一個關於環
保的故事，希望能透過虛擬實境的既有特質，讓學生彷彿生在其中
，藉由沈浸在其中，運用如果當我們面臨世界末日的故事為主軸
，讓學生知道環境的重要性，再藉由故事中北種種進退兩難的選擇
，讓學生知道保育的重要性。希望藉由虛擬實境的遊戲學習提升環
境教育，進而引發學生的同理心，讓環境教育被更加重視，環境教
育一直不只是學習的一項科目，更是人類的終生使命。
因此本研究將利用資訊科技應用於教育上，探討虛擬實境作為課程
的輔佐是否能達到增強學習效果，進而提升學生在課程的沈浸度、
同理心，藉有學生之間的討論，來觀察學生在知識建構上是否有明
顯差異，最後再觀察他們是否能藉由虛擬實境來增強同理心進而影
響行為。

中文關鍵詞： 環境教育、虛擬實境、遊戲學習、沉浸度、同理心

英 文 摘 要 ： Education environment is quite significant to human beings.
Therefore, in the twelv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concluded. However, courses in
Taiwan are given with expository strategies. The benefit is
to make the courses more effective while sometimes reducing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resulting from external
interference. This study will create a story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th the feature of virtual
reality. The aim is to make students feel like they are
immersed in the story. The main storyline is that they are
facing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many dilemmas, in this
manner, the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its conservation. By means of game-based
learning with virtual reality, the hope is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rigger the students’ empathy and
mak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ttract more atten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subject to learn but
also the lifelong mission of human beings.
Hence, the study will app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education and discuss that if the learning effect will be
enhanced with the virtual reality as courses’ assistance,
and students’ immersion and empathy will be improved. With
the discussion between students, observing if the obvious
difference existing in their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if
they can improve empathy and affect behavior with the
experience of virtual reality.

英文關鍵詞：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virtual reality, game-based
learning, immersion, empathy



 

 

運用互動虛擬實境遊戲於環境教育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1.1 環境教育的困境 

環境教育一直都是我們生活中非常重要得一環，包含在我國國民義務教育也都有將環境教育

納進課程當中。而環境教育源自於於 1972年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and Environment)，就開始討論人類應該注意環境的問題，也開始注重在研究環境教

育上，到後來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中提到，關於「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和 1992年的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提出了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

使環境教育已經不只是國民教育，而是公民基本常識與所有人共同責任。 

原本僅僅是單純呼籲保育以及友善對待環境，漸漸變成影顯政治制度去保護；對於科技以及

商業擴佔也漸漸變成有條件之下發展；我們開始關心我們自然環境，更關心如何要永續發

展，留下更好的環境給我們到下一屆，原本人定勝天的看法也轉變成對自然環境更加友善並

且去保護環境。 

然而在台灣普遍以升學為重的教育，即使將環境教育納入課綱，仍會因為升學狀況下默默被

忽視，加上環境教育課程內容常常過於抽象，很難直接去表達環境狀況是如何越來越惡劣，

或是說環境如果更加惡劣，這對我們又會來來何種衝擊，對我們的生活又會帶來什麼樣的影

想，這才是我們真正最關心，也是我們希望能透過虛擬實境的故事設計下，除了能提供老師

更快也更能直接帶給學生具體也更有震撼力的環境教育，升學固然重要，但是畢竟環境是關

乎於人類生存的關鍵，不管如何都不應該被忽視。 

在九年一貫的課綱中也提到「環境教育是概念認知和價值澄清的過程，藉以發展瞭解和讚賞

介於人類、文化、和其生物、物理環境相互關係所必需的技能和態度。環境教育也需要應用

有關環境品質問題的決策及自我定位的行為規範。」我們希望能透過虛擬實境的遊戲是學習

方式，讓這一直長期被忽略，又無法具體表現的環境教育能被更加重視，也運用這樣的方式

讓學生能藉由虛擬實境這樣遊戲學習的方式，重視環境教育，並且來落實來尊重友善愛護地

球。 

 

 

1.1.2虛擬實境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以下稱 VR )技術在漸漸日益成熟，也越來越多廠商加入研發製作。 

VR 目前也被運用在許多地方，像是遊戲、廣告、軍事以及教育。VR 技術的崛起，越來越

多的廠商將 VR運用在產業上，就是能希望透過 VR的沉浸感讓用戶能更簡單、直覺的體驗

產業內容。而 VR更在教育領域中如火如荼的發展，除了能增加學生學習的趣味性，大幅度

減少相關成本在如何提升學習意願，透過適當的遊戲化，突破單純老師在課堂上講述法的教

育使學生下降學習意願之外，打破僅僅只是教室學習，更能大幅度提升學習的趣味性，也使

學習能更佳的效果，虛擬實境也已經多方被利用，像是醫學的臨床實驗，也多會運用虛擬實

境讓醫學院學生能夠如同現場操作，或是在開刀之前先運用虛擬實境的方式來模擬一次，反

而更能降低在手術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並且降低手術部分風險。 

台灣的教育制度都是透過講述法，老師在台上教學而底下同學在台下學習，而這樣的教育制

度已經根深蒂固，雖然這方法更加有效率，然而同時也更容易因為同學的學習過程中的干

擾，下降同學的學習意願，或是無法記憶長久。學生也普遍是單方面接收老師給的知識，然

而這些知識是否能充分吸收甚至是運用在生活，這更是難度更高。加上環境教育從來都不是

單純的升學科目，而是身為人類必須具有的使命。這不只是知識這更是身為人類更要遵守的

法則，而講述法的學習方式無法讓學生能投入其中，學生在學習過程又受到外界干擾往往只

會降低學習的過程與效率，即使是動物的滅絕也無法為學生帶來同理心，或是同學無法確切

明白這些環境的變遷是會帶給人類怎麼樣立即的危險。 

因此希望能透過虛擬實境的既有特質，讓人彷彿生在其中，藉由沈浸在其中，運用如果當我

們面臨世界末日的故事為主軸，讓學生知道環境的重要性，再藉由故事中北極熊在漂浮的浮

冰當中尋找下一塊浮冰這樣進退兩難的苦楚，讓學生知道保育的重要性。希望藉由虛擬實境

的遊戲學習提升環境教育，進而引發學生的同理心，讓環境教育被更加重視。 

1.1.3 環境教育故事背景 

透過運用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 ）的技術，設計以台灣為背景為故事主軸來說明，

在我們相信人定勝天，以為只要我們想要沒有什麼可以的狀況之下，無止境的開發我們地

球，將污水無情的倒入大海，將廢氣直接灑向天空。北極熊開始找不到食物，互相殘殺就連

小北北極熊也必須變成自己口中的食物。而人類大肆撲殺海豚，只為了滿足口腹之慾，那曾

經掛在海豚臉上的微笑，瞬間成了最諷刺的一件事。 

在地球環境不斷日益惡化之下，使得冰山融化速度越來越快，海平面悄悄逐漸上升。而就在

某一天大家熟睡的晚上，滿目瘡痍的地球開始無情的反撲，上升海水無情地帶走我們的家園

與家人，大水沖垮那些人們最自豪的現代文明，整個台灣瞬間被水淹沒，淹得只剩下 101的



 

 

頂端，只剩下圓山飯店的屋頂，而其他的一切瞬間沉入大海....若我們真的還有能力去改變這

一切，你是否願意伸出援手，救一救這個孕育生命的大地之母呢？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最一開始的 VR始祖是 1956年的 Sensorama，是一位叫 Morton Heilig的攝影師發明了它。它

是一款集成體感裝置的 3D互動終端，除了 3D顯示器，它還有立體聲音箱以及氣味發生器

和震動座椅，用戶能坐在上面體驗 6部酷炫的短片。有點像是現在的 IMAX 4D。然而當時

卻沒有普遍流傳，一直到 Oculus Rift等設備的不斷出現，VR這個概念才慢慢普及開來。 

 

目前已經有許多公司已經投入 VR的產業， 也越來越多產業也加入虛擬實境。最常使用的就

是遊樂園，為了讓客戶能進人一個虛擬時空，讓人更加投入在遊戲當中。除此之外現在家用

的遊戲機也越來越多人開使加入虛擬實境的元素，像是 PS4也加入虛擬實境的行列，讓遊戲

人物可以更真實地出現在眼前，也讓人更加沈浸在遊戲之中。而在醫學教育上也導入相關虛

擬實境的應用，模擬真實手術情形，可以更具體在醫學教學上，讓手術過程可以降低部分手

術風險，虛擬實境實際運用在教學上是可以增加教學效果。 

因此本研究希望可以藉著虛擬實境運用在環境教育上，藉由沉浸式 VR內容的遊戲設計，探

索在這遊戲當中可以增加哪些學習上的效果，透過實作 VR體驗遊戲，設計蘊含教育意義的

劇情內容，希望能透過高規格的 VR 裝置呈現更高禎數更真實的遊戲畫面，讓學生在遊戲中

進入沉浸體驗，除了在遊戲過程中體驗 VR 帶來的獨特 互動性、挑戰性與娛樂性，對於劇情

內容也能有深入的認知與反思，進而提升同理心，並將這次的教育可以執行在生活中。 

 

 

 

第三節、研究問題  

本研究期望實作 VR 互動體驗遊戲，藉由跨領域的合作，設計環保教育的遊戲劇本，帶給學

生融合遊戲性、故事性以及教育性的沉浸體驗。藉此瞭解 VR 裝置 的遊戲設計的設計所帶來

的效果，並探討與環境教育的結合可行性與其限制。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以下幾點:  

1.學生在使用ＶＲ所設計的環境教育之後，他的沈浸度是否有所提升？ 



 

 

2.學生在使用ＶＲ所設計的環境教育之後，他的同理心是否有提升？ 

第四節、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透過虛擬實境與環境教育合作，製作一個以台灣為背景的生態環境劇本的設計，結

合遊戲性、故事性、教育性的 VR 遊戲，並進一步探討ＶＲ是否能與社會科學教育合作的可

能性。結合上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 透過遊戲設計，了解 VR與社會科學教育的合作性與特性。 

2. 藉由學生實際體驗了解其設計是否可以給學生帶來高度的沈浸度。 

3. 在學生體驗後其設計上否對知識上的建構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4. 而學生在體驗完這樣的設計後，是否回提升對環境的同理心，進而影響生活上的行為改

變。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九年一貫：環境教育 

一、基本理念 

界定人與自然間互動關係的環境典範，漸漸由生態環境的保育擴充至整個社會及政

治制度的改變；對科技及經濟發展，已由絕對信賴改變為有條件的接受；就時空而

言，則從現今的環境保護延伸到關切我們下一代的生活環境，進而追求永續的發

展；對自然的價值觀則由人類中心的利我想法，轉化為欣賞自然，接受萬物存在本

身的價值。 

「環境教育是概念認知和價值澄清的過程，藉以發展瞭解和讚賞介於人類、文化、

和其生物、物理環境相互關係所必需的技能和態度。環境教育也需要應用有關環境



 

 

品質問題的決策及自我定位的行為規範。」環境教育的教育目標含：環境覺知與敏

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價值觀與態度、環境行動技能與環境行動經驗。而環境

教育的實施原則包含：整體性、終身教育、科際整合、主動參與解決問題、世界觀

與鄉土觀的均衡、永續發展與國際合作。 

 

環境教育的教育目標含：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價值觀與態度、

環境行動技能與環境行動經驗。而環境教育的實施原則包含：整體性、終身教育、

科際整合、主動參與解決問題、世界觀與鄉土觀的均衡、永續發展與國際合作。 

 

二、課程目標 

（一)環境覺知與環境敏感度 

經由感官覺知能力的訓練（觀察、分類、排序、空間關係、測量、推論、 預測、

分析與詮釋），培養學生對各種環境破壞及污染的覺知，與對自然環境與人為環境

美的欣賞與敏感性。 

學生必須能運用五官觀察來探究環境中的事物、藉由身體感官接觸自然環境中的

動、植物和景觀，啟發、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畫圖勞作和說故事的方式表達對

動、植物和景觀的感受與敏感。此外學生必須了解環境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並

且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且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並能以創作文章、

美勞、音樂、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二）環境概念知識內涵 

教導學生瞭解生態學基本概念、環境問題（如溫室效應、土石流、河川污染、和空

氣污染等）及其對人類社會文化的影響、與瞭解日常生活中的環保機會與行動）資

源節約與再利用、簡樸生活、生態設計…）。 

學生需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則，能瞭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及

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觀察其環境問題並探究其原因。關心自身社區之外

也要能比較國內不同區域性環境議題的特徵，瞭解本土性和國際性的環境議題及其

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透過認識經濟制度、傳播與政治組織與環境管理行為的互動，

最後認識全球環境議題及其背後的文化差異。 

 

（三）環境倫理價值觀 



 

 

藉由環境倫理價值觀的教學與重視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環境態度，使學生能欣賞和

感激自然及其運作系統、欣賞並接納不同文化，關懷弱勢族群，進而關懷未來世代

的生存與發展。 

透過接觸培養好奇心而喜愛生物,不隨意傷害生物和支持生物生長的環境條件。 

，思考存在環境中萬物的意義與價值，瞭解生活中個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並培養與

自然環境相關的個人興趣、嗜好與責任。並且能主動親近並關懷學校暨社區所處的

環境，進而瞭解環境權的重要。 

面對於不同的族群文化，要能尊重其文化與族群之間的差異，學習關懷弱勢團體及

其生活環境，且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境倫理，養

成主動思考國內與國際環保議題並且對未來的環境積極參與的態度。 

(4)環境行動技能 

教導學生具辨認環境問題、研究環境問題、收集資料、建議可能解決方法、評估可

能解決方法、環境行動分析與採取環境行動的能力。 

以清楚的言語與文字，適切描述自己的自然體驗與感覺，歸納思考不同區域性環境

問題的原因與研判可能的解決方式。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運用資訊來探討收

集資料、記錄的方法瞭解與認識校園與住家環境問題，並能具體提出生活環境問題

的解決方案，面對環境議題時，能傾聽(或閱讀)別人的報告，能客觀中立的提供各

種辯證，並虛心的接受別人的指正，並且理性地提出質疑。關心自身環境之外也要

能在各種媒體主動積極蒐集國內外環保議題與策略，運用科學方法研究解決環境問

題的可行策略。 

(5)環境行動經驗 

將環境行動經驗融入於學習活動中，使教學內容生活化，培養學生處理生活周遭問

題的能力，使學生對社區產生歸屬感與參與感。 

 能隨著父母親或老師參與社區環境保護或關懷弱勢族群生活，並且能主動規劃、

執行個人和集體的校園環保活動。 

要能參與地區性和國際性環境議題調查、研究與解決問題，或是組織學校及社區的

環境保護、關懷弱勢族群活動與團隊採民主自治程序進行學習與規劃解決環境議

題。 

第二節、虛擬實境與教學應用 

 

一、VR 裝置的類型分類 



 

 

VR 是模擬現實環境產生一個三維空間的虛擬世界，將現有的聲音、影像、 繪圖、文字、等

技術加以整合與改良，讓使用者透過多重感官的替代且能夠有「身歷其境(Immersed)」的感

受。  

VR 是整合性的技術，以提供較親近人類知覺體驗的高層次人機介面建 構，從技術的角度來

說，滿足虛擬實境體驗則需具備三個基本特徵─沉浸、互動、想像(Immersion Interaction-

Imagination)，即所謂的「3I」。  

人類的學習知覺器官側重於視覺的經驗累積，而由電腦所構建出來的虛擬世 界，則首重依

據不同的視覺化(Visualization)產生方式對應使用設備不同，區分為以下類別:  

 

（一）桌上型虛擬實境(Desktop VR)  

為最經濟的虛擬實境系統，通常使用滑鼠、軌跡球、搖桿等設備做為輸入設 備，並以一般

個人電腦螢幕為輸出。雖然從虛擬實境 3I 的觀點來看，無法真正 達到知覺融入的要求， 但

透過數位內容設計，亦可讓操作者產生心智投射的效果，間接與 VR 應用產生聯結效應。  

（二）模擬型虛擬實境(Simulator VR)  

  讓使用者在特定的操作環境中使用，以模擬操控真實機器的感受。應用在駕駛、飛行等訓

練上，為最早發展出來的設備型環境重構導向的虛擬實境系統。 

（三）投射型虛擬實境(Projection VR)  

使用大型投射螢幕配合數個投影機及立體聲音輸出裝置，將整個場景在使用 者的周圍投影

出來，形成一個環場的場景。  

（四）沉浸型虛擬實境(Immersion VR) 為所有虛擬實境系統中最昂貴、感覺最真 實者。系統

中需配有特定的輸出、輸入設備如頭盔顯示器(Head Mounted Display，HMD)、 三維滑鼠

(Fly Mouse)、追蹤器(Tracker)或資料手套(Data Glove)、立體聲音裝置、感官輸 出裝置等，

達成 3I 的多重知覺感官，讓使用者有完全融入的感覺。        

第二節、VR的教育應用 



 

 

VR在教育上帶來的的教育上極大的改革，在應用上能提供的沉浸式環境讓學生彷彿身歷其

境的學習，也能讓老師在教學上可以更加直觀。像是老師在講述一間歷史事件時，能運用Ｖ

Ｒ的方式，讓學生更能了解其事件;在上天文課時，老師能運用虛擬的環境去介紹每一顆星

球，而同學也更能明確了解抽象的天文空間。在化學課程中，老師可以先打造一個虛擬實驗

室，介紹每項化學物質發生化學變化會產生什麼化學變化，可以先避免學生操作不檔所發生

的危險，也可以先進行實驗器材介紹與實驗的步驟處理，整個課程除了省去教室空間、可以

盡可能避免實驗中所發生危險，且更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習過程既有趣也安全。  

也因為現在智慧型手機與智慧型裝置太過發達，使新世代的學生族群對於聲光效果的刺激接

收，已經是一件習以為常的事，反而造成對於目前的講述法已經過於平淡，若是教材更加單

一化，學生不但對於課程的注意力不足，還會學習反應效率低落，而 VR應用在教育上既能

提升學生的注意力，還能強化學習效果，是一個提供教師多元的教學方式選擇，ＶＲ所帶來

的好處如下： 

（一） 延長學生注意力的持續時間  

一般人對於聽過的內容能記住 20%，看過的內容能記住 30%。而實際操作過或是模仿過的

內容，記憶則高達 90%。而 VR 應用打造一個虛擬環境，可以讓學生在虛擬環境下自行操作

或模仿，有效的將學生的注意力提升。  

（二）打破空間限制讓實際操作不再是困難事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我們常常會因為受限的空間，或是金費不足的狀況下，不得已省略許多

實際操作的行為。像是國中化學，常常因為教室不足或是材料不足的狀況下，不得以犧牲學

生做實驗的權利。讓學生在學習時就像紙上談兵，導致學習與認知上有嚴重差異。 

或是一些課程礙於金費不足或是資源不足，而無法提供真實的實際演練的狀況下，學生無法

實際瞭解真正的狀況。像是在環境教育下，常常只能口說狀況，而學生不淡注意力不足，也

無法確切了解狀況的嚴重性，如果能透過虛擬實境的方式，讓學生進入虛擬的環境中，讓學

生明白生態平衡為何對我們很重要，也更能實際了解狀況。畢竟單純地講述法不能將環境如

何惡劣講得栩栩如生，透過ＶＲ才能直接讓人了解。 

（三）教學從單向到雙向  



 

 

傳統講述法教學是由教師單向講述，而學生只能被動且消極的接收知識，但 VR的應用譨提

供沉浸式的內容讓學生親身學習，讓「知識」與「實際操作」結合並有所互動，填補講述法

的問題，提升目前教師教學效果。  

第三節、遊戲式學習的概念 ( Game-Based Learning ) 

遊戲式學習( Game-Based Learning )意旨將任何教育內容與遊戲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供使用者學習，並期望引發學習者的動機，促發其持續學習的意圖，進而提高學習

成效的一種學習方式。由於相當多採用遊戲式學習的應用，皆會結合電腦 與行動

裝置作為設備，所以目前大多數的研究皆將遊戲式學習稱作數位遊戲式學 習

(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DGBL)。由於數位遊戲式學習具有娛樂性、遊戲

性、適性、規則、目標、人機互動、結果與回饋、競爭與挑戰、問題解決導 向、

社會互動與圖像故事等特性，所以數位遊戲式學習被認為是具有高投入與高 學習

的活動(程毓明、郭勝煌，2011)。根據 Josh Bersin 在 Enterprise Learning 提出的新

的四種數位學習類型裡，遊 戲式學習在其調查中顯示具有 32%的持續成長率(林翠

雲，2008)。數位遊戲式學 習之所以會受到重視並且成長如此快速，主要原因就在

於它是利用遊戲來引發學 習者參與的動機，藉此解決傳統教學與其他數位教學較

無法吸引學習者投入的缺 點(蔡福興、游光昭、蕭顯勝，2010)。近年來更有學者發

現許多遊戲在教學上的 成效，皆是以促發學習動機、社會技能建立與態度改變為

主，因此為未來學習作 準備(Preparation for Future Learning， PFL)是目前在遊戲式

學習上很常提出的一種內容設計觀點。為未來學習作準備即是指學習者在學會該知

識後，在將來面對新的問題時，可以應用舊知識去主動學習新知識，進而解決問

題。 

例如小學生在學會加法後，在將來可以應用加法的概念去快速的瞭解乘法的原

理，進而學會乘法，解決當下遇到的數學問題。採用遊戲式學習的好處，James 

Paul Gee 在其所著作的 What Video Games Have to Teach Us about Learning 中有詳

細的論述。決問題的目的，這是很多學校教育時常忽略的地 方。第四點是遊戲本

身的設計具有即時反饋的功能，再微小的努力都會給與獎 勵，並且循序漸進的問

題，會讓學習者在一次又一次的解決問題中獲得自信，進 而引發對此知識的熱

情。最後一點即許多遊戲在設計上皆會加入競爭與合作的要素，進而鍛鍊學習者

社交方面的能力，而這些能力將會是學習者將來最重要的資產。 



 

 

 

 

 

 

 

 

 

第四節、情境式學習(Situated Learning) 

所謂情境式學習(Situated Learning)，意指學習的產出，也就是「知識」，只有在 它所產生及

應用的情境與活動中去解釋，才有其存在的意義。換句話說，「知識」本 身並無法從其所

處的脈絡環境中被孤立出來(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而 且，知識就是一種工具，如

果只有工具而不會使用，工具的價值也就沒有辦法被明確 地突顯出來(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 )。而當學習者與現實環境一旦脫勾， 「知」與「行」互相分離，這樣子學習

者所獲得的不過是一種「惰性知識(Inert Knowledge)」(Whitehead, 1929)，反而會變得難以將

其實踐應用到現實的問題上。 抽象化的傳導給學習者的知識，也很少會被轉移到相似的場

景之中(Anderson, Reder & Simon, 1996)。最後，這類型的知識不但無法長存，對於學習者來

說，甚至還造成 一種認知上的多餘負荷(Anderson, Reder & Simon, 1996)。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情境式學習相當重視學習活動的真實性。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戶 外教學

的學習效果就會比傳統坐在教室內學習的效果來得更好(Moore et al., 1994)。更 確切地說，

只要學習活動本身與實際的情況能夠互相呼應，且對彼此是有意義及有目 標的，就具有一

定的「真實性」。因此，Collines(1989)整理了相關的文獻，定義出 了情境式學習應包含的

策略，茲分述如下:  

（一）真實性:指知識、技能、態度等都必須從學習者所應該應用的真實環境中去 學習，使

其能立即在生活中反射出來。  

（二）交織性:指學習者應在完成學習任務及熟悉特定知識或者技能之間不斷交 替，促使其

能將學習到的東西舉一反三。  

（三）連結性:指應引導學習者對其所學做更進一步的思考，以便應用到其他的情 境，幫助

知識的轉移。  



 

 

（四）反思性:指應引導學習者不斷反思其自身的行為，使其了解自己在完成學習 任務的過

程做法上是否有效。  

（五）循環性:指應透過循環的執行學習任務，讓學習者不斷進行計劃、執行和反 思的過

程，使其能夠精益求精。  

（六）多元媒體:指應考量各種媒體的特性，選擇並應用適當的媒體以在合宜的時 刻提升學

習的效果。 

而情境式學習也包含了許多種不同的實踐方式，例如學徒學習(Apprenticeship)、 合作學習

(Collaboration)、內省學習(Reflection)、指導學習(Coaching)、多元學習(Multiple Practice)、技

巧演練(Articulation of Learning Skills)、實景呈現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s)和科技

(Technology)等等(McLellan, 1996)。教學者可 以藉由這些不同方式間的搭配組合，以建構出

更符合學習者的情境式學習場域。而本 研究主要透過上述所提到的情境式學習的六大策略

當作設計的理念，並配合實景呈現 以及內省學習的方式，以求在遊戲的環境中更加符合學

習者過去的生活經驗、提供一 個可立即反思的空間，讓學習者能夠充份沒入本研究所賦予

的情境之中。  

第五節、沉浸理論 (Flow Theory) 

沉浸理論是由著名的心理學家 Csikzentmihalyi 所提出，他認為當人們沉迷於某項

事物與活動時(像是沉迷網路、運動、遊戲...等)，會感到特別專注，並且會完全融

入活動當下的情境中，屏除掉不相關的思考，此即為沉浸狀態。當人們進入沉浸狀

態時，會擁有相同的經驗模式，在這個模式下，人們將會過濾掉所有不相關的感覺

與想法，並且喪失自我意識，只會對明確的目標與具體的回饋產生反應，並且會產

生對環境的控制感。後續的學者將沉浸狀態解釋為「個體專心一致地從事該活動，

並且享受過程中所帶來的樂趣」，而正因為沉浸的經驗會讓人產生 愉快的感覺，

所以人們會持續並重複的從事該活動(Csikzentmihalyi， 1990)。  

Webster 延續 Csikzentmihalyi 提出的概念，將沉浸理論用來探討人類與電腦 資訊系

統之間的互動性。Webster 認為在人機互動的過程中，參與者會主觀的感 知到愉悅

與參與感，而較高的遊樂特性則會產生較為正陎的情緒，而這樣的正面 情緒就會



 

 

引發參與者進一步的探索，因此 Webster 覺得沉浸基本上是一種人機互 動的經

驗，會具有遊樂( Playful )和探索( Exploratory )的特性。  

Webster， Trevino & Ryan 認為沉浸主要可以分成四個構念(Webster，Trevino & 

Ryan， 1993): 

（一）控制 ( Control ) :意旨參與者在與電腦進行互動的過程中會感受到控制 感，

參與者在控制自己本身之外，也會期望控制與電腦資訊系統間的互動。例如：電腦

必頇根據參與者的操作給予即時的反應與回饋，並且允許參與者修正與選擇 

其操作行為。 

（二）注意力集中 ( Attention Focus ) :參與者會集中注意力在一個狹窄的範圍 內，

著重在當下的問題思考上，並過濾掉不相關的知覺。  

（三）好奇心 ( Curiosity ) :參與者在過程中被各種新奇誘人的刺激所包圍，進 而引

發其認知的好奇心。例如在與電腦的互動上，色彩的變化與聲音的強弱皆會 引起

參與者的注意。  

（四）內在興趣 ( Intrinsic Interest ) :參與者持續投入其中的原因，不是因為工 作或

者任何目的，而是會具有更強的內在興趣在支持這樣的行為，例如享受與電 腦互

動的過程以及回饋產生的愉悅感。  

Csikzentmihaly 最先提出的沉浸理論中，挑戰和技巧是最重要的兩個因素， 當兩者

達到平衡時，參與者才能達到最佳的沉浸狀態。Csikzentmihaly 指出當挑 戰大於技

巧時，參與者會感受到焦慮;而當挑戰小於技巧時，參與者會覺得無聊， 而這兩種

情況皆會使參與者離開沉浸狀態。因此設計者必頇在挑戰與技巧之間取 得帄衡，

參與者才可以在參與的過程中進入沉浸狀態。  

Csikzentmihaly 在 1993 年的發表中將產生沉浸狀態的因素增加至九項: 

（一）清楚的目標 ( Clear Goals ):參與者自我認定的目標。 

（二）立即的回饋 ( Immediate Feedback ):產生的回饋要與參與者的目標有合理 的

關聯。 

（三）平衡的挑戰與技巧 ( Matched Challenge and Skills):帄衡的挑戰與技巧將  



 

 

讓參與者進入沉迷狀態，其一較強皆會無法進入。 

（四）行動和意識的結合 ( The Merging of Actions and Awareness ):參與者會不 假思

索地行動，完全自動自發，會產生流暢的感覺。 

（五）全神貫注在任務上 ( Concentrate on the Task ):會將不相關的知覺或訊息 都過

濾掉，只專注在所從事的活動上。 

（六）操控的感覺 ( A Sense of Potential Control ):參與者有信心將一切掌握在他 的

控制之下。 

（七）自覺的喪失 ( The Loss of Self-Consciousness ):自我意識會存在，但參與 者會

感受不到自我。 

（八）時間感的改變 ( Altered Sense of Time ):覺得時間的流逝變得快速，自我 感覺

可能才過幾分鐘，實際時間卻已過好幾小時。 

（九）本身具有目的性的體驗 ( The Autotelic Experience ):即活動的體驗就是最 大

的回饋，並非是為了某個目的或者是活動的額外效果。例如運動是為了 享受那個

過程，而非運動後產生的身體鍛鍊。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次教材設計理念以情境學習理論為基礎，結合ＶＲ科技的特性，以九年一貫課綱為主所設

計的環境教育，以台灣末日為設計主題。情境學習強調學習者應該在社會真實情境互動，藉



 

 

由這些活動讓學習者能在模擬真實情境中學習知識，並且並對知識建構合理化及有意義的詮

釋（Brown,Colins＆Duguid,1989) Colins(1994)認為情境的教學策略含有真實性、連結性、交

織性、反思性，並強調學習者可以主動學習的方式，在真實情境中發現問題並幫助學生在面

臨問題與解決問題上，最後將遊戲學習的知識運用在生活上。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高中學生對 3D 虛擬實境應用於環保教育上的接受度評估，並依據情境學 

習理論、虛擬實境和科技接受模式建立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其研究變數包括學生對遊戲

的沈浸度、學生對於影片之後的同理心是否能直接影響行為。以下說明「虛擬環境教育」的

建置方法及步驟  

 

 
虛擬實境的 

環境教育學習 

沈浸度 

同理心 性別 

行為 

H1 

H2 

H3 

H4 

圖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訂定以下之研究假設:  

（一）H1：學生在使用虛擬實境的環境教育學習沈浸度上有顯著效果： 

由於目前多數的教學方法，多以老師單方面教學居多，多以以講述法的教學方法為最多。然

而這樣的教學方法無法有效提升同學的專注度，教學效果上也很難有效傳遞給學生，因此我

們想探討若用虛擬實境所設計的虛擬故事來傳遞環境教育知識，是否能提高學生沈浸度，進

而提升學習效果。 

（二）H2:學生在使用虛擬實境的環境教育學習同理心上有顯著效果： 

原本的環境教育以講述法為最多，有時會輔以小短片或是紀錄片，雖然能有效率傳遞資訊。

只是很難提升學生的同理心。而環境教育裡面有一重要部份就是保育，許多彬連絕種的動物

若我們無法好好保護他們，他們很可能就會在這世界上消失。因此，我們想探討若在使用虛

擬實境上，模擬逐漸消失的小動物痛苦的表情，試著去探討是否能在過程當中提升學生的同

理心。 

（三）H3:學生在使用虛擬實境的環境教育同理心有顯著影響行為 

講述法常常能快速傳遞資訊，而紀錄片也能很直接告訴學生，環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通常

很難直接提升同理心進而去影響學生行為。因此我們想藉著虛擬實境的故事，讓學生有一種

身臨其境的感覺，也明白如果再不繼續保護我們的環境，我們的地球就會如同這樣場景。近

進而去探討在虛擬實境的輔助下是否能提升同理心後進而影響行為。 

（四）H4:學生在使用虛擬實境的環境教育學習中性別並無顯著差異 

在學習上不同的性別的學習效果都會不大相同，透過虛擬實境的環境教育上再去研究這樣的

教學方式，不同的性別是否會有不一樣的學習效果。 

二、實驗設計 

（一）故事設計 

場景一： 



 

 

人類，一個後來的族群，放肆地破壞著地球。一味的將五顏六色的水倒入大海，任由這些髒

水讓海洋生物死了一大半。將烏煙瘴氣的氣體直接向天空排放。砍了那些一顆又一顆為你們

保護大地的大樹，只為了多出空地好讓那些商人能夠賺取更多的利益。 

場景二： 

你們可知那些曾經視人類為朋友的海豚，笑著開心迎接人類，而你們無情拿起刀子撲向海

豚，殺了一隻又一隻，讓海豚的微笑成了這世界上最諷刺的笑話，而你們卻只想著自己的食

物，以及口袋當中滿滿的鈔

票，放任血水染紅整條河流。 

 

 

 

 

 

 

圖二：人類大量殺海豚示意圖 

場景三： 

你們可想過你所破壞的地球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嗎？當地球不斷暖化，南北極的冰山逐漸融

化，而北極熊找不到食物，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不得已只能將小北極熊吃下肚子。而這些你

可能想像？ 

 



 

 

當企鵝正在孤立無援的浮冰上，望著遙遠無比的浮冰，跳下水裡面臨凍死，不跳又面臨著餓

死的情況，這些可又是你們人類可以

想樣的？ 

 

 

 

 

 

 

圖三：瘦得皮包骨的北極熊 

場景四： 

你們不願意愛護唯一的家園選擇破壞他，只為了創造你們方便的生活。你們不願意守護這樣

的家園，那你們也該知道當地球毀滅時，你們會遇到什麼樣的災難。 

在一個你們熟睡的夜晚，大水突然潰堤，淹入你們熟悉的城市，破壞你們引以為傲的文明。

那些熟悉的家園，將依依被帶走，整座 101只剩一尖尖的樓頂，那圓山飯店也只剩一片屋頂

在那浮著。而你們，在努力掙扎中也只能被這洪水沖入水中，在這洪水裡載浮載沉。 

 

 

 

 

 

圖四：淹水的 101示意圖 



 

 

場景五： 

假如你還有明天，假如這一怯寒能夠從來。你是否願意從你我做起，愛護這個地球，守護這

個唯一的家園，注重環保，保育生態。在這一切都還不算太遲，我們一起努力讓這個家園可

以能夠被永續經營，留給我們

子孫一個更好的環境。 

 

 

 

 

 

 

 

圖五：珍惜地球，愛護地球。 

 

 

 

 

 

 

 

 

 



 

 

（二）系統設計 

 

北極熊餓得想吃小北極熊 

圖六：畫面模擬圖，模擬北極熊吃下小北極熊 

圖七：畫面模擬圖，學生可以選擇是否要救小北極熊 

北極熊餓得想吃小北極熊 

北極熊餓得要吃小北極熊 北極熊餓得要吃小北極熊 

你要救小北極熊嗎？ 
你要救小北極熊嗎？ 

Yes No Yes No 



 

 

 

 

北極熊會瘦得皮包骨 北極熊會瘦得皮包骨 

圖八：畫面模擬圖，學生選擇去救小北極熊的畫面 

圖九：畫面模擬圖，學生選擇不救小北極熊的畫面 

小北極熊會被吃掉 小北極熊會被吃掉 



 

 

遊戲環境設計是體驗式的學習，如圖六所示。利用虛擬實境所帶來的臨場感來增加具體體

驗，遊戲背景是根據目前環境現況以及未來可能面臨的狀況所設計的。運用一系列震撼的畫

面和悲傷的音樂來讓學生沈浸在虛擬的環境當中，此外增加遊戲過程當中的互動，讓學生面

對一系列的問題來選擇如何處理環保與生態的問題，過程中記錄每一個學生的所選擇的選

項。最後再讓學生彼此之間進行討論，觀察學生在使用虛擬實境所設計的課程當中是否能提

升對於動物面臨種種困境提升同理心，藉由劇情帶來反思來提升主動對環境關心進而行動等

等行為。 

 

因此，在虛擬實境的畫面設計中有四個部分： 

（1）目前地球面臨的現況 ，人們倒入髒水，殺海豚來飽食。 

（2）人類目前對地球所做的傷害，與造成目前生態上有什麼樣的問題，讓學生體驗站在浮

冰孤立無援的感覺，與親眼目睹小北極熊被叼走，如圖六所示。 

（3）面對一系列種種環保與生態的問題，學生要如何去做選擇，而不同的選擇將會有不同

的後果。 

（4）我們現在還有明天，我們應該好好藉由自己的力量去珍惜我們唯一的地球，讓學生去

反思環保的重要性。 

 

 

 

 

 

 

 

 

 



 

 

(三)實驗規劃 

 

 

 

 

 

 

 

 

 

 

 

 

60名參與的學生被分成兩組，每組由男性和女性組成。一個是實驗組和另一組是

對照組，實驗組是使用虛擬設計來學習環境教育;而另外一組則是由授課老師運用

一般影片來教環保教育。 

實驗組 

（30名受測者，分別為 15

名男生 15名女生） 

 

認知行為前測 

虛擬實境體驗教學 

（30分鐘） 

對照組 

（30名受測者，分別為

15名男生 15名女生） 

傳統講述法 

（30分鐘） 

 

問卷調查 

（沈浸度、同理心、行為） 

 

實驗結果分析 

 
兩組學生進行討論 

（觀察兩組學生在沉浸度、同理心、行為是否有效果） 



 

 

實驗組和對照組都會先做一份對環境教育的認同度問卷，用以評估是否透過不一樣的教學法

會改變他們對於還的同理心等等行為。 

再來將學生分別帶開，30名實驗組分別有 15名男生與 15名女生，將會使用虛擬實境的體驗

課程，過程約莫 30分鐘。 

另一方面，30名對照組分別有 15名男生與 15名女生，則是採用傳通的講述法，老師用一般

視頻以環保教育主題和相關的學習內容來教導學生，過程也是 30分鐘。 

接著讓兩組學生針對剛剛的課程進行討論，在過程當中觀察兩組學生在接受不同的教學方

式，在沉浸度上分別有什麼差異，以及兩組學生在關心環保和保育的同理心上有麽不同，進

而觀察兩者在環保上的行動會不會有影響。 

最後，全部的學生再進行問卷，評估他們對環境的了解，並且了解學生的沈浸度、同理心、

行為等等。 

三、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以李克特五點尺度量表進行衡量，從非常同意道非常不同意共有五種尺度來衡量

學生在使用虛擬實境所設計的課程之後相關問卷。·變相以沈浸度、同理心、同理心影響行

為為三項主要變項。 

沉浸經驗的互動性衡量是參考 Witmer, Jerome & Singer(2005) ，將沈浸度分為沈浸程度和沈

浸傾向兩個構面，發展出 16題的互動量表，來觀察學生在使用虛擬實境所設計的課程當中

是否能如同身歷其境。 

同理心問卷主要以個人煩惱和感同身受兩個面向，分別參考詹志禹(1985)、Davis (1983) 、

Davis (1983) Mehrabian, A., & Epstein, N. (1972) 等相關問卷，來測量學生的同理心，觀察學

生在使用虛擬實境所設計的課程當中是否能感同身受，對於環境與保育動物能有同理心，最

後進兒討論學生是否能藉由這些同理心來影響行為，將課程轉為自我環保與保育行為的實

踐。 

（一）沈浸度分析問卷 

變數

名稱 

衡量

尺度 

內容 文獻 

沈 

浸 

李 

克 

1. 進行遊戲時體驗到的遊戲世界猶如我身處世界般的真實。 Witmer, 

Jerome 2. 當我在進行模擬遊戲時，我能夠操控自如。 



 

 

程 

度 

特 

五 

點 

尺 

度 

3. 我在遊戲環境中移動時，感覺是有趣與刺激的。 & 

Singer(2

005)  
4. 當我在進行模擬遊戲時，遊戲畫面是清晰亮麗且不模糊。 

5. 當我在進行模擬遊戲時，遊戲音效是立體環繞聲且不延遲。 

6. 我專注在模擬遊戲當中而忘了時間的流逝。 

7. 我與模擬遊戲機台的互動是自然的。 

8. 我能輕易地適應模擬遊戲機中的互動控制設備。 

9. 遊戲結束後，無法繼續遊戲會令我感到不耐煩。 

10. 當我進行模擬遊戲時，會感到壓力、緊張而想結束遊戲。 

11. 遊戲結束後我會感覺頭暈想嘔吐。 

沉 

浸 

傾 

向 

李 

克 

特 

五 

點 

尺 

度 

1. 今天我的心情是好的。  

2. 當我閒來無事時，我會發白日夢。  

3. 當我進行一項活動時，我都會很專心地去進行。  

4. 我曾經很投入在電影劇情當中而沒查覺到身旁發生的事。  

5. 當我在看電視劇時，我常會把自己當成故事中的角色人物。  

6. 我曾經很投入在做某件事情當中忘了時間的流逝。  

7. 我曾經整個人投入在電動遊戲裡而忘了螢幕的存在及使用遊戲

搖桿。 

 

8. 我平均兩天會玩一次電動(遊樂場大型電動/電視遊樂器/電腦單機

或線上遊戲/掌上型電動)。 

 

 

（二）同理心情感問卷 

變數

名稱 

衡量

尺度 

內容 文獻 

個人

煩惱 

李 

克 

特 

五 

點 

尺 

度 

這個故事讓我覺得難過 詹志禹(1985)、Davis (1983) 、Davis 

(1983) Mehrabian, A., & Epstein, N. 

(1972)  

 

這個故事讓我覺得不愉快 

這個故事讓我覺得有厭惡感 

這個故事讓我覺得太戲劇性(太突然) 

這個故事讓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同情

感受 

李 

克 

這個故事讓我覺得這個事件和我相關 Jia, H. et al. (2011) 

我認為這個故事帶來生活極大的影響 



 

 

特 

五 

點 

尺 

度 

這個故事讓我很同情地球 Davis (1983)、Mehrabian, A., & 

Epstein, N. (1972) 

Kononova, A. et al. (2009) 詹志禹

(1985)、Davis (1983) 詹志禹(1985) 

ia, H. et al. (2011) 

Davis (1983)、Mehrabian, A., & 

Epstein, N. (1972) 

Kononova, A. et al. (2009) 詹志禹

(1985)、Davis (1983) 詹志禹(1985) 

這則故事讓我想幫助地球 

這個故事讓我了解地球的困境。 

 

（三）同理心影響行為之問卷 

變數

名稱 

衡量

尺度 

內容 文獻 

同 

理 

心 

影 

響 

行 

為 

李 

克 

特 

五 

點 

尺 

度 

看了這則故事會讓我想要用網際網路將

資訊分享出去 

 

王劭文（2016) 

看了這則故事，我會想要出力去愛護這

個地球 

看了這則故事，我會覺得保護地球是必

要的 

 

  



 

 

三、實驗流程 

本次研究實際尋找了 64名學生參與實驗，分別為女生 38名男生 26名，並將這些

學生，男女平均分成老師講述一般影片的學生與觀看虛擬實境影片的學生。傳統的

老師講述法加上一般影片的觀影體驗，在 30分鐘課程結束後，邀請學生填寫本研

究問卷。 

 

圖十：學生觀看一般影片照片(一) 

 

 

圖十之二：學生觀看一般影片照片(二) 

  



 

 

教材部分，與東森電視白心儀主播合作之地球的孤兒系列影片，白心儀主播之地球的孤兒系

列入圍了非戲劇類節目導演獎、自然科學紀實節目獎及自然科學及人文紀實節目主持人獎。

此次實驗的影片選取了北極熊滅絕 The extinction of polar bea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E4-PKfbNo8  透過臺師大大傳所的技術團隊，將原始影片

轉編輯成 3D環景虛擬實境中，期望不同的載具於使用者的沉浸度及同理心會有所差異。 

 

 

圖十一：主持人與白心儀主播之合作合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E4-PKfbNo8


 

 

 

圖十二：一般影片觀看畫面(一) 

 

圖十三：一般影片觀看畫面(二) 

另外 32名學生透過觀看虛擬實境影片的體驗，進行環境保育的學習。其步驟如下

列圖文所示： 

1. 將影片模式更改為 3D虛擬實境影片。 



 

 

 

圖十四：3D虛擬實境影片外觀 

 

圖十五：3D虛擬實境影片螢幕畫面(一) 



 

 

 

圖十六：3D虛擬實境影片螢幕畫面(二) 

2. 學生戴上虛擬實境頭戴式裝置。 

 

圖十七：學生戴上虛擬實境頭戴式裝置 

3. 調整裝置焦距以及佩戴耳機。 



 

 

 

圖十八：學生戴上耳機 

 

圖十九：學生觀看虛擬實境影片 



 

 

 

圖二十：從裝置上看 3D虛擬實境影片之畫面(一) 

 

圖二十一：從裝置上看 3D虛擬實境影片之畫面(二) 

4. 觀看完影片填寫問卷。 

 

圖二十二：受測者填寫問卷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次研究共蒐集了 64份問卷，分別為女生 38名男生 26名。以問卷的數據結果首

先進行各問項分類後之信效度檢測，其檢測出的數據結果，各問項之 Cronbach’s 

alpha值皆達信度水準.80以上，表示本研究所設定之問項有高的信度的。 

表 1   問卷之各量表信度檢測表 

變數名稱 信度 

沉浸度 0.840 

同理心 0.902 

同理心影響行為 0.870 

而後，本研究將問卷所蒐集之數據結果，透過 MANOVA檢測本研究之主要效果與

交互效果。主要檢驗性別與教學方法的不同，是否會影響學生的沉浸度、同理心反

應以及近一步因同理心而產生不同的行為。 

  

 

根據 Box共變數相等性檢定可見，F=1.685<10, P=.035<.05，後續主要效果的數據

以 Pillai’s Trace的數據為主。而 Levene’s Test檢定可得知本研究所檢測的三個依變



 

 

數，沉浸度 F=1.888, p=.141>.05、同理心 F=1.334, p=.272>.05以及同理心所影響的

行為 F=.466, p=.707>.05，三者之 P直皆大於.05，故同質性檢定皆未違反，可後續

再進行單變量的數據結果觀察。 

 

又經由 MANOVA檢測 2（性別）x 2（教學方法）在學生學習沉浸度、同理心反應

以及同理心所影響的行為想法上的影響，結果顯示教學方法具有顯著的主要效果

Pillai’s Trace=.193, F（3,58）= 4.636, p=.006<.01, particalη2=.193；但以性別而言之

主要效果卻無顯著，Pillai’s Trace=.016, F（3,58）= 0.305, p=.821>.05, 

particalη2=.016。另外結果顯示，性別和教學方法之交互作用亦未達顯著，

Wilks’Λ=.001 , F（3,58）=0.017,p=.997>.05,particalη2=.001。 



 

 

 

而後我們進一步將問卷的結果進行單變量的分析顯示，教學方法對於沉浸度、同理

心反應以及同理心所產生的行為皆不具有顯著效果，其數據結果分別為 F

（1,2.108）=11.033, p=.002<.01, particalη2=.155，F（1,3.838）=9.467, p=.003<.01, 

particalη2=.136，F（1,4.288）=7.955, p=.006<.01,particalη2=.117，P值皆小於

0.05。相反的，性別對於沉浸度、同理心反應以及同理心所產生的行為皆不具有顯

著效果，其數據結果分別為 F（1,0.114）=0.598, p=.442>.05, particalη2=.01，F

（1,0.037）=0.092, p=.763>.05, particalη2=.002，F（1,0.261）=0.485, 

p=.489>.05,particalη2=.008，P值皆大於 0.05。 



 

 

又三個依變項在性別和教學方法的交互效果未達顯著， p=.958，ns；p=.955，ns；

p=.848，ns。綜上所述，學生「性別」的不同並不會影響其學習上之沉浸度、同理

心反應以及同理心所產生的行為，H4成立，學生在使用虛擬實境的環境教育學習

中性別並無顯著差異；而以教學方法而言，接著將探討其主要效果。 

 

 

教學方法的主要效果結果顯示，以沉浸度而言，3D虛擬實境影片教學法（M=3.ˋ

456）顯著高於一般影片的傳統教學法（M=3.087），p=.002<.0，H1成立，學生在



 

 

使用虛擬實境的環境教育學習沈浸度上有顯著效果。又以同理心的數據結果而言，

3D虛擬實境影片教學法（M=3.843）顯著高於一般影片的傳統教學法

（M=3.345），p=.003<.01，H2成立，學生在使用虛擬實境的環境教育學習同理心

上有顯著效果。最後以學習中產生之同理心所進而引發的行為思考而言，3D虛擬

實境影片教學法（M=4.304）顯著高於一般影片的傳統教學法（M=3.777），

p=.006<.01，H3成立，學生在使用虛擬實境的環境教育同理心有顯著影響行為。

綜上所述，所有學生所填寫的學習後行為與思考反應，皆為 3D虛擬實境影片教學

法高於一般影片的傳統教學法的平均值，由此可看出，3D虛擬實境影片教學方法

是有助於提升學生在學習上的部分效果。 

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期望藉由跨領域的合作，以實作 VR 互動體驗，設計環保教育的影片，帶給

學生能夠融合情境、故事性以及教育性的沉浸體驗。並透過體驗後對於環境保育的

認知以及態度上甚至是因同理心而產生行為上的變化，做問卷式的調查回應，來探

討是否能夠將虛擬實境與環境教育合作。而結果顯示，以 3D虛擬實境教學的方法

遠比傳統式的教師講述且以一般影片的方式教學，學生的學習吸收反應有明顯的差

異性。在體驗過 VR虛擬實境教學方法後的學生，對於整體教學的 30分鐘內沉浸

度，高於傳統的單純講述以及一般影片的學習方法；學生在對於環保意識上的同理

心，也因為不同的教學方法而有所差異，經歷過虛擬實境體驗的學生，明顯更對於

這些保育類動物的生存具有同理心的反應思緒，並且更多的同理心也引發了學生本

身，自主希望能夠有一些行動去幫助這些保育類動物，保護地球環境，更加重視地

球環境保育的重要性。 

另外，本次研究實際尋找了 64名學生參與實驗，男女的比例在尋找受測者時，盡

可能的以能 1:1的數量在收集問卷結果。但最後的數據結果顯示，性別的不同，其

實並不影響學生在學習環境保育議題上，會有明顯不同的差別反應，不論是生理性

別男或女，對於環境議題的重視程度以及同理心反應度都差不同；且也不會因為生

力性別上的不同，而對於不同的教學方法，產生不同的沉浸度反應。 

 

第六章  討論 



 

 

在本次的實驗研究中，仍是存在著技術上的失衡問題。虛擬實境影片的製作仍是需

要專業的製作團隊才能夠較準確的製作拍攝出，而本次使用的實驗影片是利用白心

儀老師在北極拍攝的影片，進行加工製作。在虛擬實境的體驗商，會相較於專業團

隊所製作的影片有所差異，故有部分受測者也在實驗後提出，在虛擬實境體驗上，

存在部分的落差感。因此，若未來有機會再將虛擬實境的體驗教學，放在不同領域

的學習教育上，應再考量到技術層面的相關問題，才能夠得到一個更準確的研究或

實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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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7年 9月 15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Learning 

2018(ICITL 2018)是斯洛維尼亞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 ICITL 2018大會已成

功舉辦第一屆，本次在斯洛維尼亞皮蘭舉辦。如今，ICITL 大會已成為一個

資訊與通信技術（ICT）教育應用領域內的國際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學術

聚會。 ICITL大會的舉行，旨在匯聚世界各地教育政策制定者、學者、教育

工作者、校長及一線教師，分享有關 ICT教育應用的實踐方法及成功經驗，

以推動教育資訊化的發展，促進教育創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Learning 

2018(ICITL 2018)於 2018年 8月 27日至 8月 30日在斯洛維尼亞皮蘭舉行，

計畫編號 MOST 107 － 2511－ H －  003  －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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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包括主旨演講、論文報告、工作坊、論壇、博士生論壇及企業參展。 

為了我國能在資訊教育上有所表現，我非常榮幸能夠參與這場盛會，此

次會議邀請了許多重量級的學者與會演講，8月 27日上午 8點半開始報到，

因為是國際性會議，現場人數眾多，來自界各地的學者約有數百人之多，這

次研討會主軸正是台灣正積極推動的 Ubiquitous and Big data Education，趁著

這次的機會瞭解國際教育在這方面所執行計畫的經驗，並互相討論執行過程

中的所遭遇的困難，並一起想想解決辦法。參加的學者來自市街各地，每場

演講後的討論正是各個學者意見互相交流的時間，可以相互激發思慮。 

 

二、 與會心得 

此次大會的主要學術會程有main conference及workshop兩種，ICITL 2018

涵蓋以下這些主題：論文涵蓋領域包括：（1）創新學習軟件的應用與設計，（2）

增強教育中的虛擬現實，（3）協作學習，（4）設計和框架學習系統，（5）教育

數據分析技術和自適應學習應用，（6）教學策略，（7）學習分析和教育數據採

礦，（8）思想，大腦和教育，（9）創新技術的教學法，（10）個性化和自適應

學習，（11）社交媒體和在線學習，（12）技術增強的語言學習，（13）創新思

維教育，和未來的趨勢發展。 

此次大會的主要辦於 8/27-8/30。早上九點開始研討會報告，這次安排的

論文發表非常緊湊，每場演講都讓大家掌聲不斷。我的報告則被安排在 4/27

早上，題目為" Effects of problem-solving strategy based interactive e-book on 

measurement concepts "，我喜歡發表完大家提問的時間，因為在這時間才能有



 3 

效率的跟聽眾溝通。其他時間則為聽眾的身分，到各個場次與會場專業人士進

行研究與討論，能夠面對面與作者討論真的遠比看著論文猜測著作者的想法

好。接著是一連串的茶會互動，更是知識交流的好時機，這次研討會的參與者

應該有數百人之多。 

首先感謝科技部，對於這次國際會議研究計畫的經費補助和支持，除了

吸收世界各地優秀學者所提供的研究資訊之外，對於這種直接面對面交流與觀

摩的機會，與會者提出的最新成果和交流思想對提升新技術的研究開發和合作

學習應用都能促進更多技術的提升也更能夠提升國內的研究水準，並提高台灣

在國際學術研究上的能見度。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Being a critical stage for mathematics enlighten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quantity conservation in lower grade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s the key in learning 

various measurements. Assisting students in establishing strong problem-solving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eachers. Aiming at the length measurement concept 

of students, a problem-solving strategy based interactive e-book learning system is 

developed for the length measurement instruction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applying the problem-solving strategy based interactive e-book 

to the length measurement instruction could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 and 

help them learn good problem-solving strategy and establish correct measurement 

concepts.  

Keyword: interactive e-books; Problem-solving strategy; Interactive e-book; 

Measurement concept 

四、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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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針對有潛力的或有興趣的師生，透過學術交流或增辦國內研討會，甚或

成立合作學習社群，不但可嘉惠師生，又可領先世界。本校培育的博士生亦可進

軍國際舞臺，故在此建議多致力補助於給研究生有出國磨練的機會，不但在英文

程度上進步神速，而且更具國際觀，可領先世界。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攜回資料袋一份，內含大會摘要手冊、USB論文集一份及國際電源轉換投

一只 

六、其他 

 

 

圖一、ICITL研討會開幕式 圖二、作者報告合影 

  

圖三、作者與主辦學者合影 圖四、攜回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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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7年 9月 15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Media Education Summit 2018 (MES18)是香港浸會大學主辦的國際學術

會議。 MES18大會已成功舉辦好幾屆，本次在香港之香港教育大學舉辦。如

今，MES18大會已成為一個資訊與通信技術（ICT）教育應用領域內的國際

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學術聚會。 ICITL大會的舉行，旨在匯聚世界各地

教育政策制定者、學者、教育工作者、校長及一線教師，分享有關 ICT教育

應用的實踐方法及成功經驗，以推動教育資訊化的發展，促進教育創新。 

Media Education Summit 2018 (MES18) 於 2018年 11月 1日至 11月 2日

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議程包括主旨演講、論文報告、工作坊、論壇、博士

生論壇及企業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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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我國能在資訊教育上有所表現，我非常榮幸能夠參與這場盛會，此

次會議邀請了許多重量級的學者與會演講，11月 1日上午 8點半開始報到，

因為是國際性會議，現場人數眾多，來自界各地的學者約有數百人之多，這

次研討會主軸正是台灣正積極推動的 Ubiquitous and Big data Education，趁著

這次的機會瞭解國際教育在這方面所執行計畫的經驗，並互相討論執行過程

中的所遭遇的困難，並一起想想解決辦法。參加的學者來自市街各地，每場

演講後的討論正是各個學者意見互相交流的時間，可以相互激發思慮。 

 

二、 與會心得 

此次大會的主要學術會程有 main conference及 workshop兩種，MES2018

涵蓋以下這些主題：論文涵蓋領域包括：MES2018 invites presentations of 

research/ practice in the broad fields of media education, media / digital literacy and 

media /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These papers should share the outcomes of 

research / practitioner enquiry, raising questions for the audience to discuss.，和未來

的趨勢發展。 

此次大會的主要辦於 11/1-11/2。早上九點開始研討會報告，這次安排的

論文發表非常緊湊，每場演講都讓大家掌聲不斷。我的報告則被安排在 11/1早

上，題目為" Problems and experiences of teaching big data analysis in Taiwan 

communication schools "，我喜歡發表完大家提問的時間，因為在這時間才能有

效率的跟聽眾溝通。其他時間則為聽眾的身分，到各個場次與會場專業人士進

行研究與討論，能夠面對面與作者討論真的遠比看著論文猜測著作者的想法

好。接著是一連串的茶會互動，更是知識交流的好時機，這次研討會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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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有數百人之多。 

首先感謝科技部，對於這次國際會議研究計畫的經費補助和支持，除了

吸收世界各地優秀學者所提供的研究資訊之外，對於這種直接面對面交流與觀

摩的機會，與會者提出的最新成果和交流思想對提升新技術的研究開發和合作

學習應用都能促進更多技術的提升也更能夠提升國內的研究水準，並提高台灣

在國際學術研究上的能見度。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about big-data analysis has extended 

students’ knowledge in this methodological area. Meanwhi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this subject, all the relevant behavior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ternet use, which is called the e-portfolio, are recorded as a kind of big 

data, analysing these data may facilit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 of big 

data analysis (Daniel, 2015; Persico, Manca, & Pozzi, 2014; Roberts, Maor, & 

Herrington, 2016).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are a course manager, a teacher and a student of 

big data analysis in Taiwan’s communication schools.  Their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indicated that science engineering students emphasised on tool 

utilizations; communication students focused on research problems and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give appropriate instructions to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s. 

   In addition, the Inquiry-based Learning strategy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education of big data analysis to obtain a more satisfactory educational effect. 

Moreover, grouped inquiry-based learning would train students to investigate, 

discuss, and think independently about related principles and the theories related to 

big data analysis (Pedaste, Mäeots, Siiman, De Jong, Van Riesen, Ka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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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ourlidaki, 2015). 

四、 建議 

建議針對有潛力的或有興趣的師生，透過學術交流或增辦國內研討會，甚或

成立合作學習社群，不但可嘉惠師生，又可領先世界。本校培育的博士生亦可進

軍國際舞臺，故在此建議多致力補助於給研究生有出國磨練的機會，不但在英文

程度上進步神速，而且更具國際觀，可領先世界。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攜回資料袋一份，內含大會摘要手冊、USB論文集一份 

六、其他 

  

圖一、MES18研討會開幕式舉辦成員合

影 

圖二、MES18與會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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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作者報告 圖四、作者合影 

 

圖五、會場座無虛席，90%以上是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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