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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隨著大規模網路公開課程的流行，很多教學影片已被分享在網路
，學生可自由選擇影片及控制觀看流程進行學習，但是影片持續變
動影像及學習者控制的特徵，增加學生的認知負荷，容易造成認知
過載進而影響到學習表現，特別是影片過長或內容沒有適當的組織
。
過去研究顯示，先備知識會影響學生認知負荷的產生及處理，進而
影響自律學習行為及表現，相似的，它應該也會影響影片觀看的行
為及表現。因此本計畫的第一個目的要調查先備知識高低對影片觀
看投入度、行為及學習成就的影響。一個9 周的實驗教學被實施
，59 位大三的學生參與此實驗，結果顯示高低先備知識學習者有相
同的影片觀看投入度，但高先備知識學習者比低先備知識學習者表
現較多的觀看策略及較高的學習表現。
與高先備知識的學生比較，低先備知識的學生缺乏領域知識及有較
不完整的概念架構，因此他們會需要認知輔助。因此本研究的第二
個目的是設計及發展一個教學影片觀看系統，該系統提供兩個教科
書的特徵：標題及目錄。本研究也設計一個實驗調查這兩個特徵對
學生影片觀看的影響，實驗結果顯示了幾個重要發現。首先，目錄
和標題可以有效地幫助學習者記住架構資訊，而不是詳細的影片內
容。其次，當學習者有足夠的時間觀看整個影片時，目錄可能對學
習和瀏覽有害。第三，目錄有助於學習者利用一點時間快速掌握架
構知識。依據實驗的發現，本研究修改了原來的系統設計，提出一
個新的影片播放系統。

中文關鍵詞： 教學影片、先備知識、學習分析、認知負荷

英 文 摘 要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numerous instructional videos have been 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 Students can freely select the videos they want
to watch and fully control their viewing flow and pace for
self-regulated learning. However,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videos, such as transient information and learner control,
can increase students’ cognitive load. This can easily
cause cognitive overload and then affect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especially, the videos are too long or not
coherent.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levels of prior
knowledge can determine the cognitive load generated and
handled, which can also affect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s and performance i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processes. Similarly, the levels of prior knowledge should
also influence students’ behaviors and performance when
learning from video lectures. Therefore, the first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how the levels of prior
knowledge affect students’ engagement levels, learning
behaviors, and performance. An experimental instruction was
conducted, where 59 third-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articip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demonstrated the same engagement levels of watching video



lectur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had high or low prior
knowledge. However, high prior knowledge learners used a
higher frequency of viewing strategies and exhibited higher
learning performance than the low prior knowledge learners
did.
Compared with high prior knowledge (HK) learners, low prior
knowledge learners (LK) lacked domain knowledge in their
long-term memories and possess an incomplete conceptual
structure. Therefore, they need supports when watching
instructional videos. The second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ign and develop a video playing interface that
consists two textbook features: heading and table of
content. This study also conducted an experime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the system on learning and
navig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immediate and delayed tests.
The results revealed several significant findings. First,
the two signaling devices can effectively help learners
remember the structural information, but not detailed video
content. Second, the table of contents may be detrimental
for learning and navigation when learners have enough time
to view the whole video. Third, the table of contents is
helpful for learners to quickly grasp the structural
knowledge when they just have a little time to view the
video.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and a new video playing
system prototype is proposed.

英文關鍵詞： Video lecture; Prior Knowledge; Learning analytics;
Cognitive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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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網路頻寬的加大及大規模開放線上課堂(MOOCs)的流行，觀看線上教學影片已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學

習活動，觀看影片是一個自律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的過程，學習者可以自由的選擇他想看

的影片，並控制影片播放的速度及位置。讓學習者控制影片的選擇及播放能增加學習動機 (Kopcha & 

Sullivan,2008)，但是影片是連續的影像(transient media)，學習者必須在工作記憶中持續的處理這

些影像資訊，容易導致的認知過載(Lin, Liu, & Sweller, 2015)。此外學習者為了獲得對影片內容的

瞭解，可能需要重看某個影片區段或整合不同影片及影片區段的內容，這需要使用不同的操作在不同

影片及影片區段間轉換，這種轉換也容易造成學生在觀看時的迷失(disorientation)及增加認知負荷

(cognitive load)，如不記得倒轉前的位置、無法找到某一影片內容、需要將某影片區段的內容放在

工作記憶等(Sorgenfrei & Smolnik, 2016)。 

 

某些與認知相關的個人差異如先備知識的高低會影響學習者認知負荷的產生及操控(Chen & Huang, 

2013; Lee & Tedder, 2003)。先備知識的高低是由學習者在長期記憶中保留多少領域知識(domain 

knowledge)所決定的。與低先備知識(Low prior Knowledge, LK)的學習者相比，高先備知識(High 

prior Knowledge, HK)的學習者在長期記憶擁有較多的領域知識及對領域知識具有一個較完整的概念

架構(conceptual structure) (Calisir, Eryazici, & Lehto,2008)，HK 學習者在整合資訊時，能參

考他在長期記憶的知識，減少工作記憶的使用，他們也能透過較完整的概念架構引導他們選擇應該觀

看的影片及影片區段，也能幫助他們在觀看影片時監督及評量他們目前的知識狀態。因此，先備知識

高低可能是學習者在觀看教學影片時認知負荷產生及掌控的一個關鍵性的因素。 

 

研究目的 

觀看線上教學影片是一個自律學習的過程，但是影片的連續影像及學習者控制的特徵增加學習者迷失

及認知過在的機會，與 LK 學習者相比較，HK 學習者有較多的領域知識，這能幫助他在不同影片區段

的資訊整合，他也有一個較完整的概念架構，能夠引導他去找到影片中特定的內容及幫助他監督及評

量他目前的知識狀態與影片內容的差異，這些支援，也會影響他的觀看行為及學習表現。因此，本研

究的第一個目的是要探討，是否先備知識高低影響學習者觀看教學影片的投入度(engagement level)、

觀看行為及學習成效。 

因為低先備知識學習者缺乏領域知識及完整的概念結構，所以在影片觀看的過程中，可能需要其他輔

助幫助他們學習，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是依據目的一的研究結果設計、發展及評量一個教學影片

觀看系統，該系統能提供低先備知識學習者一些學習及觀看支援，包括教科書的兩個特徵標題及目錄，

此系統預期將幫助低先備知識的學習者能夠有效的使用教學影片學習。 

 

文獻探討 

線上教學影片觀看行為分析 

近 10 年來教學影片已漸漸的在線上學習環境使用，因此也有越來越多的研究者正嘗試了解教學影片

對教學的影響，如學習者對教學影片的態度 (Kay & Edwards, 2012; Manley & Urness,2014; Mendoza, 

Caranto, & David, 2015)及教學影片與學習者態度的關係 (Giannakos,Jaccheri, &Krogstie, 2015)、

與出席狀態的關係(Copley, 2007)、及與學習成效的關係 (Bos,Groeneveld, Bruggen, & Brand‐

Gruwel, 2015; Manley & Urness, 2014; O'Bannon, Lubke,Beard, & Britt, 2011)等，目前已有幾

篇文獻探討的論文，依據過去幾年在教學影片研究的結果，這些論文也提出幾個教學影片研究可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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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及未來研究方向，包括 (1)研究方法須清楚的描述，如影片的內容、長度及數量；(2)影片特徵

對學習的影響，如影片品質與內容形式；(3)老師對教學影片的看法，如態度及使用的原因等；(4)教

學策略應用在教學影片的影響；(5)分析系統 log，了解學習者觀看的行為及樣式(pattern)；(6)個人

差異對影片觀看的影響(Kay, 2012; O’Callaghan, Neumann, Jones, & Creed, 2015)，其中了解學

習者觀看的行為及樣式及個人差異對影片觀看的影響是兩個很重要的研究方向，也是本研究計畫的重

點。 

學習管理系統能在網路上呈現教學影片，而學習者只需透過瀏覽器就可觀看，一般學習管理系統會將

學習者網頁瀏覽行為及使用線上工具的操作行為紀錄在系統 log 中，分析這些系統 logs 可以了解學

習者觀看影片的行為及這些行為對學習成效的影響，如 Giannakos,Chorianopoulos, and 

Chrisochoides (2015)分析影片觀看的 log 發現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會表現較多重複觀看的行為。

Brooks et al.(2014)則使用群聚分析，依據影片觀看log，將 636 位學生分為五群，包括high activity, 

just in time, early, deferred, and minimal activity，他們發現 high activity 組的學生比其

他組的學生有較高的期中考試成績、期末考試成績及課程總成績。Kuo, Luo, and Brielmaier (2015)

則分析 20 位學生在 2 個月中觀看 76 個教學影片的 log，並用群聚分析將學生的觀看行為分成 3 種

樣式，包括 adaptive viewer, self-regulating viewer, and infrequent viewer，他們發現

infrequent viewers 比其他組的學生，有較低的學習滿意度及較低的課程總成績。 

這些研究主要分析學生觀看影片的時間及次數，並使用群聚分析以了解學習者的觀看樣式，而他們的

研究也有一致的結果，顯示越頻繁觀看影片的學習者會有較高的學習成效，因此這些結果可代表觀看

教學影片對學生學習是有正面的幫助。 

一段連續的影片操作可能代表一個有意義的學習行為，如當一個學生觀看到一個時間點時，將影片返

回到之前的一個時間點後再播放重看，這可能代表這位學生對這兩個時間點間的影片區段並不能完全

理解，所以他要倒回去重新再觀看一次。因此，除了分析學習者觀看影片的時間及次數外，過去的研

究也有分析影片播放器操作的 log，如暫停、播放、快轉、向前跳轉、向後跳轉等，如 de Boer, Kommers, 

and de Brock (2011)依據使用者使用影片播放器的操作行為，定義了五個影片觀看的樣式，包括

linear (觀看完整影片一次)、elaborative(觀看完整影片兩次)、maintenance rehearsal (重複地觀

看某個影片區段)、zapping (點擊播放軸跳著看並只觀看一小段影片)、and strategic (計畫並監督

觀看過程)，他們發現 70%學生只表現一種觀看樣式，不同行為樣式的學生在學習成效上沒有差異。

Kleftodimos and Evangelidis (2014) 使用群聚分析將學生的觀看行為分成五種 sequential viewing、

forward jump、backward jump、stop–resume、drop out，他們發現有最多的學生(61.55%)屬於

sequential viewing 這一組。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分析學習者觀看的行為 logs，將某些連續觀看行為(clickstream)，代表學習者正

在進行某個特定的認知活動，如 Sinha, Jermann, Li, & Dillenbourg (2014)提出一個方法將觀看影

片的 log 編碼成不同的觀看策略，這個方法首先將一個學生的觀看 log 以時間順序排序，接者它計算

所有 4-gram(長度為 4 的連續行為)的發生次數，並由前面 100 個最常發生的 4-gram 連續行為樣式中

找出有意義的樣式，並給予這些樣式一個學習意義，他們定義了 7 個行為樣式，包括重看(Rewatch)、

快速跳過(Skipping)、快速觀看(Fast Watching)、慢慢看(Slow Watching)、清楚概念(Clear Concept)、

確定參考(Checkback Reference)及調整播放速率(Playrate Transition)，研究結果顯示，這樣的分

析確實能夠找出學習者有意義的行為及投入度，也能幫助他們預測學習者是否會放棄課程的進行。 

過去研究有顯示學習者會表現不同的影片觀看行為樣式，而不同的行為樣式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因此學習者的影片觀看行為樣式與學習成效有關聯，但是那些因素會影響學生的觀看行為卻是未知的，

而先備知識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應該被更進一步調查。 

 

先備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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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備知識是影響學習成效的一個很重要的個人差異，先備知識的高低是由學習者在長期記憶中保留多

少領域知識(domain knowledge)所決定的。與低先備知識(Low prior Knowledge,LK)的學習者相比，

高先備知識(High prior Knowledge, HK)的學習者在長期記憶擁有較多的領域知識及對領域知識具有

一個較完整的概念架構(conceptual structure) (Calisir et al., 2008; ChanLin, 2001)，這些不

同能夠影響學習者的學習行為、態度及學習成效，而過去研究也有一致的結果，顯示 HK 學習者比 LK 

學習者有較好的學習成效，特別是在進行較複雜或困難的學習任務(Amadieu, Tricot, & Marine, 2010; 

Calisir et al.,2008; Li, Chen,& Yang, 2013)。 

在自律學習過程中，先備知識也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HK 學習者有較多的領域知識及對領域知識有一

個較完整的概念架構，這些能引導學習者學習，也讓他們需要花費較少的認知資源去獲得領域知識，

因此 HK 學習者能有較多的認知資源，去計劃及監督他們的學習過程(Moos & Azevedo, 2008)。因此，

過去研究有顯示 HK 學習者在自律學習過程中會比 LK 學習者表現較多高層次的認知處理過程，如推

論、反思、學習監督等，例如， McNamara et al. (1996)進行兩個實驗，調查文章結構的一致性及先

備知識高低對科學文章閱讀理解的影響，他們發現當閱讀一個低一致性的科學文章時，HK 學習者比 LK 

學習者會表現較多進階的閱讀策略，如形成推論，且會建立一個較有效的情境模型(situation model)。

Moos and Azevedo (2008) 則用放聲思考(thinking aloud)法去調查當在多媒體環境下，先備知識如

何影響自律學習策略的使用，他們發現 HK 學習者會較多投入在驗證過程 (verification processes)，

且會使用較多的監督策略，但是 LK 學習者則在獲得知識的過程(knowledge acquisition process)投

入較多，且使用較多的筆記(note-taking)及總結(summarizing)策略。 

此外，先備知識也可能是影響學習動機的一個因素，因為動機能影響學習表現及被它所影響，如自我

效能是動機的一個因素，當一個學生有好的學習表現，他將會對學習有信心，而願意去挑戰較困難的

任務(David, Song, Hayes,& Fredin, 2007)。因為 HK 學生應該會有較好的學習表現，他們也應該會

要較高的學習動機，過去研究有顯示這樣的結果，如 Song,Kalet, & Plass (2016)調查學生在多媒體

環境學習時，先備知識、學習動機及學習表現之間的關係，他們發現先備知識與自我效能和成就目標

(performance approach goal orientation)有正相關。更進一步，學習動機也會影響學習活動的投入

度，如 Yi and Hwang (2003)發現，成就目標及自我效能會影響網路資訊系統使用的投入度。Taub et 

al.(2014)則發現 HK 學生有意義地花較多的時間投入自律學習的過程。因此我們認為先備知識也會影

響影片觀看的投入度。 

 

研究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了解是否先備知識高低影響學習者教學影片的投入度(engagement level)、觀看行

為及學習成效，主要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1. 是否先備知識高低影響影片觀看的投入度？ 

2. 是否先備知識高低影響影片觀看策略的使用？ 

3. 是否先備知識高低影響影片觀看後的學習表現？ 

 

參與者及課程 

本研究進行一個實驗教學，實驗教學在一個行動裝置程式設計課程進行，該課程約有 59 位大三資訊

工程系的學生，學生都有基本的程式設計能力，該課程在一個電腦教室上課，所以上課時每位學生有

一部電腦，每周上課 4 小時，共進行 9 周。學生在課後則可使用一個學習管理系統

(http://www.21cs.tw)進行課後的學習。課程進行的方式為，每周老師在上課前，會將上課的投影片

上傳到學習管理系統成為電子書，之後在課堂中講授投影片的內容，包括行動裝置程式設計的概念、

工具的操作及程式開發的示範等，老師在講授時會用螢幕錄影軟體將電腦螢幕及聲音錄製成影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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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會立刻將影片上傳到學習管理系統，讓學生能在課後使用一個影片播放系統觀看，每次上課老師都

會出幾題程式作業題讓學生在課後完成，學生須在一周內完成並上傳到學習管理系統。 

 

實驗工具 

此實驗教學所使用的工具及教材包含一個影片播放系統、學生觀看的影片、一個行動裝置程式設計的

學習成效考卷及程式作業。 

 

影片播放系統 

學生使用圖一的影片播放系統觀看教學影片，系統介面分為兩個區塊：影片播放區及播放軸區(如圖一)。

影片播放區顯示播放的影片，用滑鼠點擊影片播放區可以播放及暫停影片。播放軸區則可控制影片的

播放，點擊播放軸的任一位置，可將影片跳到該時間點，播放軸右邊有一聲音控制及全螢幕縮放的按

鈕。與一般影片播放系統不同的是此系統能讓老師在影片特定的位置增加問題，每一個增加的問題都

會以一個標籤來顯示在播放軸上面，學生可以點擊該標籤來回答問題，或是影片播放到該標籤處問題

就會立刻顯示讓學生來回答問題。 

 

圖一、影片播放系統介面 

 

觀看的影片 

在實驗教學進行的過程中，老師總共發布 6 個影片到學習管理系統中，第 1 個影片是在第二週發佈，

第 2、3、4 個影片是在第五週發布，第 5 跟第 6 個影片是在第六週發佈。本研究主要分析第 5 及第 6

個影片，最主要有兩個理由，第一是只有在這兩個影片中老師有增加問題，第二個是老師有事先對這

兩個影片做一些編輯，將多餘的部分刪除。第 5 個影片長度有 330 秒，而第 6 個影片有 370 秒，在系

統的 log 中，第 5個影片有 4574 筆記錄，而第 6個影片有 7299 筆記錄。 

 

學習成效測驗 

學習成效測驗主要測驗學生對上課內容程式的了解，包含是非題、選擇題、問答題及程式題，其中 8個

是非題、3個選擇題、4個問答題及 2 個程式題是與影片 5及 6相關的，學生有較高的測驗成績代表較

高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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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作業 

此課程的作業主要是讓學生練習老師上課的內容，老師在上課時會依據進度公布作業題目在學習管理

系統，學生須在一周完成，完成後繳交到學習管理系統，之後老師或助教會挑選幾個比較好的作業，

分享給其他學生參考。每周老師會出約 3-8 個作業，每個作業都需實作一個程式，比較簡單的作業會

讓學生修改老師示範的範例，比較難的作業會需要學生用到課堂外的觀念或函式庫。 

 

資料收集及分析 

此研究主要收集學習成效測驗、每次作業的成績，及學習管理系統中對第 5 及 6 個影片的 log 紀錄。

學習管理系統會將學生在系統的瀏覽網頁及影片播放系統的操作紀錄在資料庫，這些操作包括，開啟

一個網頁、關閉一個網頁、滑鼠指標進入一個網頁、滑鼠指標離開一個網頁、播放影片、暫停影片播

放、開始拖拉播放軸、結束拖拉播放軸、點擊問題標籤、點擊問題對話框確定按鈕。每一個被記錄在資

料庫的操作，都會包含五個屬性，包括 userId (誰觸發此操作)、videoId(哪一個影片被觀看)、

operationName(操作的名稱)、dateTime(操作發生的時間)、and time point(此操作發生在影片中的

哪個時間點)。 

我們利用學生在觀看影片 5 及 6 前所做的作業成績，將學生分成高低先備知識的學習者，在第 5 及第

6個影片觀看前學生需要繳交 26 個作業，在這 26 個作業中成績較高的 28 個學生我們將它分在高先備

知識組，成績較低的 26 個學生我們將其分在低先備知識組。 

 

教學影片觀看的投入度及行為分析 

一般最常用來量化評量學習者對一個網站或一個網頁的投入度，會計算進入此網站或網頁的次數或在

此網站或網頁的時間(de Barba,Kennedy, & Ainley, 2016; Henrie, Halverson, & Graham, 2015)。

因此，本研究也使用進入影片網頁的次數及時間作為觀看影片的投入度。一般在計算一位學生觀看一

個影片的時間，是使用此學生開啟及關閉此影片網頁的時間差，但學生可能開啟影片網頁，卻是在觀

看其他視窗或其他瀏覽器分頁的內容，因此本研究在計算一位學生在影片觀看時間的投入度上，使用

多個指標，包括學生滑鼠游標在影片網頁的時間、影片有在播放的時間及影片觀看的長度。 

學生某些特定的觀看行為可能代表他們在進行某個觀看策略，因此我們參考 Sinha, Jermann,Li, & 

Dillenbourg (2014)分析影片行為的方式，將學生觀看行為編碼成不同的觀看策略。 

首先，我們依據系統的 log，定義 5 個關於影片觀看的事件，這些事件如下： 

暫停 Pausing (Pa): 使用者點擊影片播放區讓影片暫停。 

播放 Playing(Pl): 使用者點擊影片播放區讓影片播放。 

向前尋找 SeekingForward(Sf): 使用者點擊播放軸，跳到之後的時間點。 

向後尋找 SeekingBackward(Sb): 使用者點擊播放軸，跳到之前的時間點。 

參考其他教材 ReferringInformation(Ri): 使用者將滑鼠指標由影片網頁移到學習系統的投 

影片網頁或其他影片網頁，之後又將指標移回來。 

接著，將每一位學生的觀看事件以時間順序排序，並計算所有 4-gram(長度為 4 的連續行為)的發生次

數，再由前面 50 個最常發生的 4-gram 連續行為樣式中，找出有意義的樣式，並給予這些樣式一個學

習意義(觀看策略)。我們依據過去的相關研究、對學生的訪談及研究團隊的討論預先假設可能會有以

下四種策略，包含回朔(reversing)、暫停(pausing)、參考其他教材(referring)及尋找答案(finding 

an answer)，這些事件樣式可能代表學生為了找資訊、了解某些知識、或為了完成一個 

工作，表一是觀看策略的編碼。 

 

表一、觀看策略編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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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Pattern  Description 

Reversing SbSbSbSb 

SlSbSbSb 

SlSbSaSl 

SlSbSbSa 

SlSbSaRi 

這些樣式可能代表學生不能完全理解某個影片區段的內容，所以跳

回到之前的時間點想要找出某些東西或再觀看此影片區段一次。    

Pausing Pl Pa Pl 

Pa  

學生暫停影片播放可能有幾個目的，如作筆記、找出目前時間點影

片中的某些東西、思考之前影片中老師教的內容。因此若學生表現

這些行為樣式，我們認為他們在表現某個學習工作。 

Referring to 

relevant 

content 

PaRiPlPa 

PaRiPlRi 

PaRiPlSf 

PaRiPlSb 

PaRiPlVq 

 

當學生將滑鼠指標轉換到其他投影片或影片網頁，他們可能是為了

瞭解影片內容而想找其他相關資料。   

Finding an 

answer 

VqRiSqPl 

VqRiSqVq 

VqRiSqSb 

VqRiSqSf 

VqSbSbSb 

這些樣式指出學生正在尋找問題的答案。  

 

研究一：結果 

投入度 

本研究使用 6 個指標來代表投入度，分別是影片網頁開啟時間、使用者滑鼠在影片網頁的停留時間、

影片播放的時間、使用者滑鼠在影片網頁且影片在播放的時間、使用者滑鼠在影片網頁中且影片有被

播放的長度。比較高低先備知識在這 6 個指標上有無顯著差異，我們使用 6個 Mann–Whitney tests，

結果顯示在這 6 個指標上高先備知識與低先備知識都沒有顯著差異。這些結果指出高低先備知識的學

習者對影片觀看的投入度是相同的。  

 

表二、觀看影片的時間 

 LK Group (median) HK Group (median) 

Opened Time (seconds) 2111.50 2797.00 

Active Time (seconds) 534.00 964.50 

Playing Time (seconds) 525.50 792.50 

Active and Playing Time (seconds) 437.00 618.00 

Played Length (seconds) 340.00 359.50 

Actively Played Length (seconds) 248.50 3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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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策略的使用次數 

為了瞭解高低先備知識在觀看影片策略的使用次數上有沒有顯著的差異，我們使用四個 Mann–Whitney 

tests。結果顯示高先備知識在統計上有意義的表現較多的參考其他教材(referring to relevant 

content) (U = 531.000, p = .013)策略和邊際統計有意義的較高的 reversing 策略(U = 498.000, p 

= .073)。表三是高低先備知識在不同策略的使用次數的中位數。 

高低先備知識的學習者有相同的投入度，但高先備知識的學習者表現較多的觀看策略，這些結果可能

代表低先備知識學習者為了獲得影片的知識，所以只播放影片來學習影片中的內容，但高先備知識的

學習者對影片的內容有比較多的知識，他們為了對影片有更深入的了解，所以使用不同的觀看策略去

了解影片的內容。 

 

表三、觀看策略的次數 

 LK Group (median) HK Group (median) 

Reversing 1.00 2.50 

Pausing 0.00 0.00 

Referring to relevant content 0.00 3.00 

Finding an answer 1.00 1.00 

 

此外我們也使用 Mann–Whitney tests 比較高低先備知識學生在不同的影片觀看動作的差異，結果顯

示高先備知識學習者比低先備知識表現較多次的 Pausing (U = 538.500, p = .015), Playing (U = 

536.000, p = .018), SeekingBackward (U = 512.500, p = .048), ReferringInformation (U = 

528.500, p = .025), and SubmittingQuestion (U = 567.500, p = .004)動作。這些結果也呼應觀

看策略的結果，因為高先備知識學習者使用較多的觀看策略，這些操作需要用到不同的操作，所以他

們表現較多的這些動作。 

 

表四、影片觀看動作的次數 

 LK Group (median) HK Group (median) 

Pausing(Pa) 2.50 12.00 

Playing(Pl) 6.00 17.00 

SeekingForward(Sf) 4.00 10.00 

SeekingBackward(Sb) 6.00 13.00 

ReferringInformation(Ri) 3.00 7.50 

ViewingQuestion(Vq) 5.00 7.50 

SubmittingQuestion(Sq) 2.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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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在學習表現上，我們使用 t 檢定來比較高低先備知識在學習表現上的差異，結果顯示高先備知識的學

習者(mean = 31.89, SD = 6.795)比低先備知識(mean = 25.61, SD = 9.102)獲得較高的學習表現測

試成績(t = −2.928, p = .005)。此外一個 Mann–Whitney test 比較高低先備知識的學習者正確回答

影片中問題的數目，結果顯示高先備知識(median=3)比低先備知識(median=2)回答較多的問題(U = 

518.000, p = .000)。這些結果代表高先備知識學習者有較好的學習表現。 

 

研究一：討論 

這個研究的結果顯示，高低先備知識的學生花大致相同的時間在觀看教學影片，然而低先備知識的學

生有意義地表現較少的影片操作動作跟策略，並且有較低的學習成效，這些結果隱含低先被知識的學

生花大部分的時間在觀看影片，然而高先備知識的學生會花很多時間在表現某些特定的觀看策略，而

這些策略可能能夠幫助高先備知識的學生理解影片中的內容，因此也能夠增加他們的學習成效。 

換句話說，使用觀看策略可能是一個改善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然而，為什麼低先備知識的學生使用

較少的觀看策略，這可能因為低先備知識的學生缺乏領域知識，他們在觀看教學影片時，使用大部分

的工作記憶空間來獲得知識，因此有較少的工作記憶空間，去監督跟評量他們的觀看過程，這也導致

他們有困難在了解影片中所呈現的知識與他們目前的知識狀態間的差異，所以他們不知道他們對影片

中的內容有哪些問題，即便他們知道問題他們也不知道如何去找到答案，所以他們使用較少的策略去

確認他們的問題及尋找答案。 

基於這樣的理由，我們認為低先備知識的學生應該給予支援，幫助他們分辨他們目前的知識狀態跟影

片中呈現知識的差異。因此我們進行研究二，研究二基於研究一的結果設計一個影片播放系統，並評

量此系統不同功能對瀏覽及學習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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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播放系統設計 

為了促進影片學習，我們設計了一個影片播放系統，其中包含兩個教科書的特徵：目錄和標題。系統

界面分為三個部分：影片、播放軸和主題區（如圖二）。影片區播放影片。使用者可以單擊此區暫停或

恢復影片播放。播放軸區包括一個可以暫停和恢復播放影片的播放按鈕，一個可以拖動以將影片移動

到特定時間點的影片播放時間軸，以及一個可以控制音量的音量按鈕。 

該系統允許教師在影片時間軸上添加標題標籤，並將標題標籤組織到主題區的樹狀結構中。老師可以

在時間軸的任何時間點添加帶標題的標題標籤。標題標籤會顯示在時間軸上，他們可以將影片分成幾

個部分。每個添加的標題標籤還會在主題區生成一個節點。老師可以拖放節點以將它們組織成樹狀結

構。 

 

圖二、影片播放系統介面  

在老師為影片添加和組織標題標籤後，他們可以將其發布給學生觀看。學生的影片播放界面與教師界

面相同。它提供了一些支持學生從影片中學習的功能，包括（a）可視化階層結構（在時間軸和目錄上），

（b）提示當前播放區段的標題（在時間軸和目錄上），（c）瀏覽標題，以及（d）互動導航。 

 

可視化層次結構 

主題區中的樹狀結構是影片內容的階層架構，代表不同層級的節點會以不同顏色顯示。例如，第一、

第二和第三級中的節點分別以紅色、深綠色和綠色顯示。此外，主題區中的節點在時間軸上具有各自

的標題標記，標籤的顏色與相應節點的顏色相同。因此，學生可以從時間軸理解標題標籤的階層結構

和標籤之間的空間關係。 

 

提示當前播放區段的標題 

當播放影片時，目前位置的標題標籤的標題會顯示在時間軸上方。同時，標籤的相應節點也會被突出

顯示。例如，圖二中的影片正在播放“Properties”部分。綠色矩形的標題標籤上方顯示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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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同時，主題區中的節點“Properties”也會突出顯示。標題標籤的標題類似於教科

書中用於表示當前閱讀的章節內容的標題。 

  

瀏覽標題 

儘管主題區的節點提供了標題標籤的概述，但它無法告訴學生它在時間軸中的位置。因此，該系統提

供了快速瀏覽的功能。當學生將滑鼠移到標題標籤上時，標籤的標題會立即顯示在標籤下方。學生可

以對影片進行瀏覽，以了解影片中的主題以及主題之間的空間關係。 

  

互動導航 

主題區的樹狀結構中的節點是互動式的。當學生單擊某個節點時，影片會立即移動到相應標籤的位置。

該樹狀結構不僅幫助學生理解影片內容的階層結構，還支援學生對影片的瀏覽（DeStefano＆

LeFevre,2007; Lu et al.,2018）。 

 

研究二：研究方法 

為了了解這個影片播放界面的效果，我們進行了一個實驗，此實驗主要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1. 此影片播放界面能否提高後期測試的學習成績？ 

2. 此影片播放界面可以提高後期測試的瀏覽效能嗎？ 

3. 此影片播放界面能否提高延遲測試的學習和瀏覽效能？ 

本研究設計了一個實驗來調查這個影片播放系統的效果。自變量是影片播放界面，有三個狀況：沒有

任何輔助的界面（控制組），帶有標題標籤的界面（標題組），以及帶有標題標籤和樹狀結構的界面（架

構標題組）。因變量包括後測的學習成績，後測的瀏覽表現，延遲測試的學習成績以及延遲測試的瀏覽

表現。 

  

參與者 

我們由台灣北部一所大學招募了 30 名參與者參加了這個實驗。參與者，主修影視設計，是三年及學生。

他們被隨機分配到三個狀況之一，我們支付每位參與者 450 元的受測費。 

  

工具 

本實驗所用的工具包括三個影片播放系統界面，一個用於練習的影片，一個用於實驗的影片，一個前

測測驗卷，一個用於測量架構，視覺和聽覺知識的後測的測試卷，一個用於測量架構，視覺和聽覺知

識的延遲測試卷，以及兩份測試瀏覽效能的工作說明文件。 

  

影片播放系統 

本研究中使用的三個影片播放介面包括沒有任何輔助的介面（如圖三），帶有標題標籤的介面（如圖四），

以及帶有階層架構和標題標籤的介面（圖二，本研究中提出的系統）。帶有標題標籤的界面與我們設計

的系統界面相同。但是，它沒有顯示主題區。沒有任何輔助的界面與帶有標題標籤的界面相同，但它

沒有在時間軸上顯示標題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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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沒有任何輔助的介面(控制組) 

 

 

圖四、帶有標題標籤的介面(標題組) 

 

觀看的影片 

本研究中使用兩個影片。一個用於練習，另一個用於實驗。用於練習的影片是 7m12s，是關於循環系統

的說明。用於實驗的影片是 16 分 11 秒，是關於一個影片編輯軟體的使用說明，參與者之前沒有使用

過該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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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側 

前側是用來衡量參與者對所查看內容的先備知識高低。它由兩個開放式問題和 10 個單選題組成。這些

問題與實驗中使用的影片內容有關。參與者必須在第一個開放式問題中寫下三個項目，在第二個問題

中寫下四個。如果他們能夠正確回答某個項目，他們會得到一分。每個單選題包括一個問題題幹，然

後是五個選項。前四個選項之一是正確的答案。如果參與者不知道答案，他/她可以選擇第五個選項：

“我不記得了”。如果參與者能夠正確回答單選題，他們會得到一分。因此，前側的總分為 17 分。 

  

後側學習成效測試卷 

後側學習成效包含三種測試問題：架構、視覺和聽覺問題，這些問題平均從影片中選擇，並由教授影

片編輯軟件超過 5 年的課程教師批改。架構問題用於了解參與者對影片內容的架構知識的高低。有三

個架構問題。每個都是樹狀結構的標題，即主題區中樹狀結構的第一層或第二層中的節點的標題。參

與者必須回答主題以下子節點的標題。對於問題 1,2 和 3，分別有三個，四個和五個子主題。如果參與

者能夠正確地回憶起一個子主題，他們就會得到一分。 

視覺問題用於了解參與者對影片畫面的記憶高低，有 12 個單選題和 6個填空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要求

參與者回憶影片中顯示的編輯軟體的按鈕，表格或選單的標題，例如，“您可以使用哪個按鈕來編輯

顏色？”，每個單選題有一個問題題幹後面有五個選項。前四個選項之一是正確的答案。如果參與者

無法回憶問題的答案，他/她可以選擇第五個選項：“我不記得。”如果參與者能夠正確回答單選或填

空題，他們能得到一分。   

聽覺問題用於了解參與者對影片中聲音記憶的高低。有 15 個填空問題。對於每個問題，參與者必須回

憶一個關鍵字，例如，“首先我介紹字距調整，字距表示_________之間的距離。“如果參與者可以正

確地回憶一個關鍵字，他們會得到一分。   

  

後測瀏覽效能 

後測瀏覽效能是依據六個瀏覽任務評估，這些任務描述在任務說明講義中。每個描述是從影片音軌中

提取的一個或兩個句子。任務要求參與者盡快找到影片提取的句子。在六個任務中，有三個任務能由

任務描述知道該任務屬於那個標題，我們將這種任務稱為“標題信號”任務。以下是一個範例，提示

標題為“Default Roll”。 

“Default Roll 可以在螢幕上垂直移動文字。它通常用於影片的結尾。“  

無法由任務描述知道該任務屬於那個標題的任務稱為”無標題信號“任務。以下是一個範例，它沒有

提供有關影片中任何標題的提示。   

“我們介紹的第一個是影片設置。您可以在此對話框中設置螢幕大小。“ 

  

延遲測驗 

延遲測驗中的學習成效測驗卷與後側學習成效測驗卷相同，而延遲瀏覽效能的評估也一樣使用六個任

務評估延遲瀏覽效能。延遲瀏覽任務除兩個任務描述外，其他任務描述與後測中使用的任務描述相同，

在延遲瀏覽六個任務中，有四個任務為標題信號任務和兩個無標題信號任務。 

  

流程 

實驗分為三個階段：教學(instructing)、實驗(experiment)和延遲測試(delayed test)。除了使用的

影片播放界面不同外，所有參與者都參與了相同的階段並執行相同的任務和測試。圖五是該實驗的設

計和流程。在教學階段，首先研究者向參與者解釋整個實驗過程，並回答參與者的任何問題。接下來，

參與者完成前測。隨後，他們被隨機分配到一個實驗組別，並被教導如何使用指定的界面。最後，他們

花 3 分鐘，使用指定的影片播放界面觀看練習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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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階段，參與者首先使用指定的影片播放界面觀看實驗影片。他們必須至少觀看影片 20 分鐘，最

多觀看 25 分鐘。參與者被告知，一旦他們觀看了超過 20 分鐘並感覺他們理解了內容，他們就可以隨

時停止觀看。完成觀看後，參與者完成了架構，視覺和聽覺問題。然後他們按照瀏覽任務講義上的任

務描述完成了瀏覽任務。 

在實驗階段 1 週後，進行延遲測試。參與者首先使用指定的界面觀看影片 3 分鐘。接下來，他們立即

完成了架構，視覺和聽覺問題。然後他們按照延遲瀏覽任務講義上的任務描述完成了瀏覽任務。 

  

 
圖五、實驗設計和程序 

 

資料分析 

由於一名學生沒有參加延遲測試，因此延遲測試的分析不包括他的資料。最後，有 30 名學生參加了前

側和後側，29 名參加了延遲測試。資料使用 SPSS 分析，因為樣本量很小，所以使用 Kruskal-Wallis 

Tests 比較三個系統介面的參與者的學習和瀏覽效能，並使用 Mann-Whitney U Tests 進行事後分析。 

 

研究二：結果 

5.1 後側學習成效 

Kruskal-Wallis tests 用以了解三組中的參與者是否具有相同的先備知識。結果顯示，三組之間的前

側得分沒有顯著差異。換句話說，這三組具有相似程度的先備知識，且三組的平均分數都低於 2，代表

所有參與者都有非常低的先備知識。 

  

根據架構、視覺和聽覺分數來決定學習成效，我們進行了三次 Kruskal-Wallis Tests，以檢驗三個影

片播放系統介面對三個指標的影響。結果顯示三組對結構評分（x2（2，N = 30）= 6.968，p = 0.031）

和聽覺評分（x2（2，N = 30）= 6.635，p = 0.036）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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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 Mann-Whitney U 檢驗顯示以下比較有顯著差異：控制組和標題組的架構分數（標題組>控制組）

（U = 76.500，z = 2.033，p = 0.042，r = 0.37），控制組和架構標題組（結構標題組>控制組）的

架構分數（U = 80.500，z = 2.345，p = 0.019，r = 0.43），標題組和架構標題組的聽覺分數（標題

組>架構標題組）（U = 17.500，z = -2.503，p = 0.012，r = 0.46）（表五）。 

 

表五、學習表現 

變數 控制組 

(G1, n=10) 

標題組 

(G2, n=10) 

架構標題組

(G3, n=10) 

Kruskal-

Wallis 

test 

Post-hoc tests 

(Mann-Whitney U Test)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p 

前測分數 0.90 0.994 1.90 1.524 1.80 1.619 0.260  

架構分數 2.30 2.214 4.10 1.663 4.95 2.339 0.031 G2>G1  

(p=0.042, r=0.37) 

G3>G1  

(p=0.019, r=0.43) 

視覺分數 12.30 2.830 13.60 2.221 14.15 2.83 0.332  

聽覺分數 5.35 2.310 7.50 1.716 5.50 1.434 0.036 G2>G3  

(p=0.012, r=0.46) 

 

後側瀏覽成效 

本研究根據四個指標評估瀏覽成效：完成無標題信號任務所花費的時間，完成標題信號任務所花費的

時間，成功完成的無標題信號任務的數量，以及成功完成標題信號任務的數量。如果任務可以在 60 秒

內完成，則標記為成功;否則它被標記為失敗的任務，在失敗的任務上花費的時間會被指定為 60 秒。 

為了檢驗三個影片播放系統介面對四個指標的影響，進行了四次 Kruskal-Wallis tests。結果顯示三

組對完成無標題信號任務所花費的時間有顯著影響（x2 （2，N = 30）= 6.997，p = 0.030）。 

成對 Mann-Whitney U 檢驗顯示以下比較具有顯著差異：控制組和架構標題組的無標題信號任務所花費

的時間（架構標題組>控制組）（U = 80.000，z = 2.268，p = 0.023，r = 0.41）標題組和架構標題

組的無標題信號任務所花費的時間（架構標題組>標題組）（U = 79.000，z = 2.192，p = 0.028，r = 

0.40）（表六）。 

 

表六、瀏覽表現 

變數 控制組  

(G1, n=10) 

標題組 

(G2, n=10) 

架構標題組 (G3, 

n=10) 

Kruskal-

Wallis 

test 

Post-hoc tests 

(Mann-Whitney U 

Test)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p  

完成無標題信

號任務所花費

的時間 

104.30 33.45 113.50 28.86 140.10 32.92 0.030 G3>G1  

(p=0.023, 

r=0.41) 

G3>G2  

(p=0.028, 

r=0.40) 

完成標題信號 106.80 35.33 91.90 34.54 73.80 31.41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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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所花費的

時間 

成功完成的無

標題信號任務

的數量 

2.10 0.74 2.50 0.53 1.80 1.03 0.216  

成功完成的標

題信號任務的

數量 

2.40 0.70 2.70 0.48 2.60 0.52 0.581  

 

延遲測驗的學習及瀏覽成效 

延遲測驗根據七個指標評估學習和瀏覽成效，為了調查三個影片播放系統界面對七個指標的影響，進

行了七次 Kruskal-Wallis tests。結果顯示三組對架構分數（x2 （2，N = 29）= 11.202，p = 0.004）

和完成標題信號任務所花費的時間（x2 （2，N = 29） = 10.815，p = 0.004）有顯著影響。 

成對 Mann-Whitney U 檢驗顯示以下比較具有顯著差異：控制組和標題組的架構分數（標題組>控制組）

（U = 72.500，z = 2.299，p = 0.021，r = 0.43），控制組和架構標題組的架構分數（架構標題組>

控制組）（U = 88.500，z = 2.938，p = 0.003，r = 0.55），控制組和標題組的標題信號任務完成時

間（控制組>標題組）（U = 16.000，z = -2.368，p = 0.018，r = 0.44）以及控制和架構標題組的標

題信號任務完成時間（控制組>結構標題組） （U = 8.500，z = -3.138，p = 0.002，r = 0.58）（表

七）。 

 

表七、延遲測驗的學習及瀏覽成效  

變數 控制組  

(G1, n=10) 

標題組 

(G2, n=9) 

架構標題組 (G3, 

n=10) 

Kruskal-

Wallis 

test 

Post-hoc tests 

(Mann-Whitney U 

Test)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p 

架構分數 3.20 2.044 5.00 1.803 6.60 2.319 0.004 G2>G1  

(p=0.021, 

r=0.43) 

G3>G1  

(p=0.003, 

r=0.55) 

 

視覺分數 11.40 3.471 14.11 3.333 14.30 2.751 0.121  

聽覺分數 5.10 2.685 6.44 2.877 5.70 2.003 0.603  

完成無標題

信號任務所

花費的時間 

69.80 26.49 91.56 27.88 85.50 33.61 0.226  

完成標題信

號任務所花

費的時間 

116.20 16.29 84.78 27.82 79.30 22.26 0.004 G1>G2  

(p=0.018, 

r=0.44) 

G1>G3  

(p=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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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58) 

成功完成的

無標題信號

任務的數量 

1.50 0.53 1.00 0.71 0.90 0.74 0.125  

成功完成的

標題信號任

務的數量 

3.30 0.48 3.67 0.50 3.80 0.42 0.070  

 

 

研究二：討論 

本研究開發了一個影片播放系統，其中包含兩個教科書的特徵：標題和目錄，並進行了一實驗來回答

三個問題。對於問題一，標題和架構標題組在測試後獲得的架構分數顯著高於控制組。該結果可以表

示目錄和標題標籤可以有效地幫助學習者回憶架構資訊（信號效應）。該結果與之前的幾項研究相似

（Cojean＆Jamet,2017; Kruget al.,1989）。例如，Cojean & Jamet（2017）發現，使用架構大綱（影

片內容列表）觀看影片的使用者，回憶的章節數量明顯多於沒有架構大綱。 

然而，標題和架構標題組在測試後的視覺或聽覺評分沒有比控制組高。這些結果可能表示目錄和標題

標籤無法幫助學習者獲取詳細內容。特別是，標題組的聽覺記憶明顯多於架構標題組，這個結果可能

是由於分心和多餘的影響。位於影片左側的目錄可能會分散學習者的注意力遠離影片的細節。此外，

目錄中顯示的標題可能是多餘的，因為信息也顯示在標題標籤上，這些可能會增加認知負荷，從而可

能妨礙對詳細內容的學習。先前有關超文本閱讀的研究也發現了架構大綱的冗餘和分散注意力的影響

（Bezdan,Kester,＆Kirschner,2013; DeStefano＆LeFevre,2007; Hofman＆Oostendorp,1999）。 

關於問題 2，架構標題組比標題和控制組花費更長的時間來完成無標題信號任務，而三個組花費相同的

時間來完成標題信號任務。這些結果表示架構標題組表現出最差的瀏覽成效。這些結果可能有幾個原

因，首先，在參與者觀看整個影片後，他們建立了認知地圖，那是時間軸和影片內容之間的空間關係

（Li et al,2013）。然而，目錄的分散和冗餘效果可能妨礙了認知地圖的建立。因此，架構標題組在

進行無標題信號任務時表現出最差的瀏覽成效。然而，當參與者進行標題信號任務時，任務的描述提

供目標段標題的提示，因此，主題區節點的標題可以引導參與者朝向目標位置，該資訊可以補償分心

和冗餘效應，因此，這三個小組花費了相同的時間來完成標題信號任務。 

關於問題 3，架構標題和標題組在延遲測試中獲得的架構評分顯著高於控制組。然而，視覺和聽覺評分

沒有表現出三組之間的顯著差異。這些結果可以解釋如下，儘管標題組在測試後的聽覺分數顯著高於

架構標題組，但標題組並沒有有效地將語音影片內容保留在長期記憶中（Schweppe＆Rummer,2016）。

因此，他們的記憶在一週後逐漸消失。在這項研究中，參與者只花了 3 分鐘在延遲測試中瀏覽影片，

這個短暫的時間可以有效地幫助他們從主題區的目錄和標題標籤中掌握架構資訊，但不能有效地支持

影片細節的回憶和他們的認知地圖的建立。 

此外，控制組在延遲測試期間完成標題信號任務的時間明顯長於架構標題組和標題組，而完成無標題

信號任務所花費的時間三組之間沒有顯著差異。這些結果可以解釋如下，當任務描述給出關於目標區

段標題的提示時，目錄和標題標籤中顯示的標題資訊可以引導參與者的瀏覽，因此，與架構標題組和

標題組相比，控制組的標題信號任務花費的時間要長得多。這些結果與 Lorch et al.（2011）的研究

結果相似，他們發現參與者完成搜索任務，其任務描述能識別標題比描述不能識別標題搜索更快。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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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首先調查先備知識高低對影片觀看投入度、行為及學習成就的影響。一個 9 周的實驗教學被實

施，59 位大三的學生參與此實驗，結果顯示高低先備知識學習者有相同的影片觀看投入度，但高先備

知識學習者比低先備知識學習者表現較多的觀看策略及較高的學習表現。 

基於的一個研究的結果，本計畫開發了一個具有教科書兩個特徵的影片播放界面：標題和目錄，並設

計一個實驗調查這兩個特徵對學生影片觀看的影響，實驗結果顯示幾個重要發現。首先，目錄和標題

標籤可以有效地幫助學習者記住架構資訊，而不是詳細的影片內容。其次，當學習者有足夠的時間觀

看整個影片時，目錄可能對學習和瀏覽有害。第三，目錄有助於學習者使用一點時間觀看影片時快速

掌握架構知識。    

雖然本研究取得了一些重要發現，但應注意一些限制，首先，本研究中使用的影片是關於程序性知識。

但是，還有其他類型的知識，例如概念知識，這項研究的結果無法推論到其他類型的影片，未來的研

究可以使用概念或陳述性知識的影片。接著，本研究調查三種影片播放界面的影響，界面的設計通常

與其他因素相互作用，例如個體差異（Boucheix,Lowe,＆Bugaiska,2015; Hoffler,Prechtl,＆

Nerdel,2010），影片長度（Zahn et al.,2004），教學策略（Ploetzner＆Schlag,2013）和觀看行為

（Brinton,Buccapatnam,Chiang,＆Poor,2015）。未來的工作可以研究界面和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  

基於本研究的結果，我們提出了一種新的影片播放界面雛型，界面如圖六所示。除兩個特徵外，該界

面與原始界面相同。首先，刪除主題區。其次，當單擊某按鈕或將滑鼠移動到標題標籤上時，將立刻顯

示目錄。圖六顯示了此影片的目錄，這種方法提供了兩個優點。首先，界面中沒有側邊目錄，使用者可

以決定何時查看目錄，從而減少冗餘和分散注意力的影響。其次，主題區上的節點與各個標題標籤的

位置對齊地呈現。因此，目錄不僅展示了標題的層次架構，而且展示了標題標籤之間的空間關係。我

們認為這可以幫助用戶了解組織和空間架構，從而提高學習和瀏覽的有效性和功效，這些假設也會在

我們後續的研究進行。     

 

  

圖六、影片播放系統新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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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參加的會議是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ICCE 

2018)，會議時間為 11/27~7/29 地點在菲律賓的馬尼拉，主辦單位為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ICCE 是數位學習領域一個很重要的國際研討會，參加的研究者主要為亞太地區數位學習的研究

者，包括臺灣、菲律賓、日本、中國、新加坡、美國等，會議中有來自各國的研究者，可了解各

國目前數位學習在教育現場及研究的發展狀況，也是一個互相認識能尋求研究合作的機會。ICCE

為國際研討會，須以英文報告，而近幾年本人參加的會議多為台灣或中國的會議，只需用中文報

告，因此距離上次以英文報告的會議已有 8 年了，雖然有點緊張，但也是一個練習英文報告的

機會，因此行前對這次的會議非常期待，也希望能在會議進行中有豐富的收穫。 

本次會議共進行五天(11/26~11/30)，我在 11/25 由台灣出發，12/01 回到台灣。第一天(07/26)

搭乘 9:10 的長榮航空 BR271 班機，而在 11:45 到達馬尼拉，到達馬尼拉後，就直接搭車到達住

宿的飯店 Privato Hotel，此飯店距離會議地點很近，且生活機能完善，所以會議期間我都住在

此飯店，辦理入住後，就到處逛逛，熟悉附近的生活機能。 

會議進行的五天時間，除了自己在會議第一天(11/26)的報告外，我也聽取了有興趣的演講及論

文報告，並在會議的休息時間及海報展示期間，與其他學者交流對話。此次我的論文是投稿在工

作坊” Workshop on the 3rd Computer-Supported Personalized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論文名稱為” Comparing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style on learners’ 

engagement levels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by analyzing LMS logs”，此論文主要是比

較不同認知風格在一個學習管理系統中學習行為的差異,此學習系統是我自己開發，我希望能推

廣此系統給其他研究者使用，因此我除了報告此論文的研究成果外，也利用一點時間介紹學習

系統的功能，希望能有其他研究者能使用我的系統，並有進一步合作機會，但可能是目前系統只

有中文版，所以並没有其他與會者表達使用意願，這可能是笨次會議後我需要回去檢討的項目。

工作坊的時間在 16:00~18:00，結束後與同埸的研究者交流照相後，這時也剛好是晚餐時間，但

大會沒供應晚餐，所以就與幾位臺灣的學者到附近的餐廳用餐。 

在聽取其他學者演講部分，keynote speakers 的演講是一定要去聽的，這些演講者都是在數位

學習領域資深優秀的學者,他們的分享對新近研究者都能起到引導的作用。本次會議邀請了 4位

keynote speakers，一位是 University of Sussex 的 Benedict DU BOULAY 教授，他分享了人

工智慧在教育的相關研究，一位是美國 Shuchi GROVER 博士，他分享了計算思維如何在學校中

實踐，一位是香港教育大學的 Cher Ping LIM 教授，他分享了教師專業發展相關的研究成果，

最後一位是紐西蘭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的 Tanja MITROVIC 教授，她分享了她的研究團

隊在訓練報告技巧的個人化支援的相關研究成果。我從這些 keynote speakers 的演講中，能了

解未來研究的趨勢、方法及想法，對我未來的研究很有幫助。 

除了 keynote speakers 的演講外，我也去聽其他論文的報告，我對學習分析及遊戲式學習相關

的研究都很有興趣,因此相關的報告我都會去聽,如工作坊 W09 關於學習分析相關的研究及工作

坊 W06 關於遊戲式學習的研究，其他與閱讀及人機互動相關的論文與我過去及現在的研究相關,

也是我有興趣的主题,我都會儘量去聽。我也去觀看 Poster 的海報展示，poster 的海報展示比

較有機會與研究者直接互動，我會到有興趣的 poster 前聽其講解，並互相討論 poster 中相關

的議題。 

在五天的研討會後，在 12/01 搭機回到台灣，到達台灣也已是晚上九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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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參加會議期間由其他研究者的演講及報告，能了解目前研究趨勢給我新的研究想法，而與其他

研究者的交流，也讓我更加融入此研究社群。在此次會議中有幾個收穫，第一，認識了多位台中

港日的教育學者，在會議期間大家交換名片，分享研究成果。雖然研討會的認識促進了大家的交

流，但我覺得研討會的認識也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之後持續的交流互動，要不然認識也只是

一面之緣。我認為，在會議期間認識的研究者，應該盡可能的談到之後可合作或請教的項目，如

此在回國後，才能有更多的理由與對方互動交流。 

第二是英文能力的加強，距離上次須以英文報告的會議已有 8 年了，雖然事前充分準備能增加

報告的信心及流暢度，但自己英文能力的不足，則會減低與國際學者互動及交流的機會，在會議

進行期間，因為有很多與國際學者互動的機會，但有時因英文能力而裹足不前，或是沒辦法深

聊，這都減低了後續交流合作的機會，因此英文能力還是未來需加強的項目。 

第三是了解到其他的研究議題，並產生新的研究想法。本次會議聽取了一些關於學習分析的分

析方法，這些都可做為我未來進行學習分析研究的參考。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eachers can publish a variet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materials on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Students can freely access these materials for their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verbalizer-visualizer cognitive style 

may have different engagement levels in accessing different kinds of online 

multimedia learning materials, and thus may affect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system log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verbalizer-visualizer cognitive style on students’ engagement levels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cognitive style did not affect the engagement 

level of the students. However,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was affected by 

cognitive style. These results were then discussed. 

 

四、建議 

對於此次會議本人有以下幾個建議： 

1. 建議資深研究者能在會議中帶領新進研究者或博士生與其他國際研究者互動，讓其能有較

多機會與其他國家的研究者互動，建立關係，並快速融入國際研究社群，因為新進研究者

的人脈較不足，且有些研究者也不善於與人互動。 

2. 建議科技部能提供幾個較好的出國報告範本，讓我們在撰寫出國報告時有一個參考的依據，

達到一定的品質。 

3. 建議研討會的舉辦能多一點 poster 展示，這樣會有較多機會直接與研究者討論互動。 

4. 建議科技部能提供更多給研究者國際交流的經費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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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大會所發資料：隨身碟(包括會議完整論文集) 

 

六、其他 

報告後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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