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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於移動載具上建立的數位動態學習環境預計將逐漸變成未來數位教
學環境的主要趨 勢，然而新科技產品轉移至教學應用時，是否能有
效提升學習成效?又如何協助不同學 習特性的學習者有效的融入動
態互動數位學習環境?這些問題的釐清正等待更多教育 研究的投入
。本計劃的目的是透過眼球追 蹤法探索學習者於擴增實境(AR)環境
中的數 理學習歷程，並透過分析學習前後的 MEG 腦磁圖的變 化
，以及學習者特性(如認識信 念、先備知識)的分析，找出可能影響
AR 學習的認知元素，進一步 釐清 AR 學習對 腦部認知活化的影響
。然後 藉根據眼動模式、學習者特性與腦部活化模式等資料，嘗
試區分不同學習者族群，發展個人化的即時教學回饋系統並檢驗。
本計畫分三年進行， 第一年主要發展AR數理學習應用程式，然後透
過眼球追蹤法與MEG檢驗並修正此應用程式。完成的研究工作包含
:文獻分析與探討、數學幾何、月相變化、火山AR App的建置與眼動
研究、 發展診斷學習者特性工具(包含知識認識關、學習動機與空
間能力測驗等)，以及利用眼球追蹤與腦磁圖儀(MEG)，探討受試者
的認知能力與月相學習前後進行評量試題解題時的腦部活化模式。
本計畫的成果包含完整的數學幾何、月相變化、火山概念AR活動開
發、受試學生包含國中與大學共150位；完成眼球追蹤實驗（數學兩
次、月相變化三次、火山概念一次），以及月相變化的MEG實驗。數
學幾何的一次實驗為國際合作。研究結果顯示AR 能提升數理學習
，但學習結果亦受動機與空間能力影響。部分研究結果已投稿至國
際期刊及國內外科教研會

中文關鍵詞： 數位學習、擴增實境、眼球追蹤、腦磁圖儀、數理學習、學習回饋
、認知歷程

英 文 摘 要 ： Learning in the digital mobile environments is becoming an
unavoidable trend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However, whether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can improve learning and how to assist
learners with various personal traits and needs to adapt
themselves in the mobile and interactive environments? It
needs more educational studies to answer these issues. One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use the eye tracking method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math and science learning in the
augmented reality (AR) environment. Besides, by analyzing
the MEG signals before after AR learning, and assessing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epistemic beliefs and prior
knowledge, the project hopes to identify important
cognitive factors affecting AR learning and distinguish
different learner groups so as to develop the
individualized adaptive feedback system for AR learning.
The project will be carried out in three years. The first
year aims to develop and test AR learning apps by the eye
tracking and MEG methods. A formal study that collects data
of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eye movements and MEG will be
launched in the second year. Meanwhile, the instant
feedback system will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and analyzed in the second year. In the last
year, a large-scale test for the feedback system will be
carried out. In addition, a cross-section study using
common samples among the four sub-project of the integrated
project was conducted. The project has developed three
types of AR activities including Geometric Shapes, Changes
of Moon Phases, and Volcanos. All these activities have
been used in the eye tracking studies The MEG experiment
involved the learning of Moon Phases. There were over 150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AR-based instruction produced positive
effects on conceptual learning. However, spatial ability
and motivation might medicate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Parts of the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submitted to journal
articl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英文關鍵詞： Digital learning, augmented reality, eye tracking, math and
science learning, 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 earning
feedback,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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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習者特性與注意力在數位認知歷程中的交互作用暨眼動回饋

適性化 STEM教	材發展研究:	

子計畫三:	利用眼球追蹤與腦磁圖分析方法探索AR環境中的數理學

習歷程並分析回饋對學習的影響	

MOST-106-2511-003-035-MY3	

主持人：楊芳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前言	

	

隨著科技的發展，數位學習環境已由單純的多媒體材料的呈現，加入人機互動

的功能，而近幾年來手機與平板電腦等的快速發展，在移動載具上建立的互動

數位學習環境（如mobile	apps）預計將逐漸變成未來數位教學環境的主要趨

勢，然而新科技產品轉移至教學應用時，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習成效？又如何協

助不同學習特性的學習者有效的融入動態互動數位學習環境？這些問題的釐清

正等待更多教育研究的投入，本子計畫即將針對上述兩個議題做深入的探討。

本研究將探討的數位學習環境為數位動態之數理學習AR	Apps，希望能透過認

知歷程的分析與評量，瞭解學習者在目前發展越來越豐富的AR數位學習環境

中的學習歷程與成效，進一步發展出提升學習成效的AR教學策略。	

	

ㄧ、	研究計劃之目的與具體目標	

本研究將透過學習者特性的診斷與眼球追蹤法與探索學習者於AR環境中

的數理學習歷程，透過MEG腦磁圖在學習前後的分析，以及學習者特性的分

析，找出可能影響AR學習的認知元素，進一步釐清AR學習對腦部認知活化

的影響。然後藉根據眼動模式、學習者特性與腦部活化模式，嘗試區分不同特

性學習者，發展個人化的即時教學回饋系統。研究計畫之具體工作目標包含：	

（一）分析現有數理數位學習AR	apps	（以基礎幾何及月相變化為主），了解

目前相關Apps 的設計的趨勢；	

（二）發展數理AR	apps 的教學活動，以國中基礎數學幾何與地科月相變化為

內容，強調概念學習與思考推理表現，並發展學習評量工具；	

（三）發展問卷瞭解學生的基本認知能力，包含空間能力及邏輯推理能力，以

及學習者特性	 (如知識認識信念、學習動機與認知負荷)；	

（四）運用眼球追蹤系統探索學習者於AR環境中的訊息處理與認知歷程；	

（五）進行概念理解與推理表現的前後測評量，以了解AR	apps 的教學成效；	

（六）於進行前後測時，進行腦磁圖儀的記錄分析，了解AR	apps 學習前後腦

部活化模式的改變；	

（七）交叉分析學習者特性、AR學習歷程，以及學習成效與腦部活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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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計畫之重點工作與研究成果	

(1)	發展完成「幾何形狀」、「月相變化」與「火山」三款 ARApp	教學軟

體與教學活動；	

(2)	完成「幾何形狀」眼球追蹤研究，分兩幾段，共 45位國中升參與眼動

實驗。第一期的研究為跨國研究，受試者來自中國，分為使用AR與使用紙筆

材料兩組，研究結果顯示使用AR的學生並沒有獲得更好的成績，可能是因參

與AR活動的學生已經已有相當高的先備知識，因而效果不大，但兩組學生的

學習動機跟眼動模式有顯著差異，且眼動模式可以預測傳統組學生的成效，但

AR組學生的預測因子是學習目標的相關性，此外，我們也將AR學分高低分組

比較。上述結果部分已發表於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ICCE)，另也投稿至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TR&D)。	

	 	

Table 1.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n	the	pre-	and	post-GAT	for	each	

group. 

	 Group	 N	 Mean	 Std.	Deviation	 t	–	value	

Pre-GAT	 AR	 18	 13.17	 2.12	 1.62	

CG	 9	 11.89	 1.45	 	

Post-GAT	 AR	 18	 13.22	 2.26	 -0.67	

CG	 9	 13.78	 1.48	 	

Gain	

(Post-Pre)	

AR	 18	 0.06	 2.98	 -1.72	(*)	

CG	 9	 1.89	 1.54	 	

	
 

Table 2.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for	test	scores	of	the	different	AR	groups	

	 Group	 N	 Mean	 SD	 t-value	

Pre-test	 ARUI	

ARI	

8	

10	

13.62	

12.80	

1.30	

2.61	

.81	

Post-test	 ARUI	 8	 11.37	 1.76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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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	 10	 14.70	 1.33	

Gain	 ARUI	

ARI	

8	

10	

-2.25	

1.90	

1.16	

2.68	

4.05**	

第二期的研究在台灣進行，學生 AR活動前後測具有顯著差異；前後測無

顯著相關，顯示後測的成長應來自於AR	學習；成就測驗於AR活動前與空間

能力相關，但活動後相關程度減低，顯示 AR補足空間思考的需求；進一步將

幾何AR系統細分為不同表徵 AOI 並分析其凝視時間，發現學生在menu,	

interactive	3D,	以及影片或動畫的注意力分配最高，相關分析顯示，後測成績與

menu（顯示內容之分類）上的凝視時間顯著負相關，也與menu上的閱讀時間

呈負相關，此外與掃視亦呈顯著負相關。這些分析結果指出後測成績越高，越

不需要將注意力至於內容分類上，因此將注意力多置於內容分類的受試者可能

較易迷失於內容結構。T-test	分析指出，後測高分數組相對於低分數組花較少

的注意力於內容分類，動態圖像，以及文字訊息(含方程式)。目前正整理將研究

結果投稿國際期刊。部分結果呈現如下：	

	

A. AR活動前後測具有顯著差異	
MAT	 Mean	 SD	 t	value	 Significance	

Pretest	 12.04	 2.35	 -3.31	 0.03	

Posttest	 13.65	 1.56	

	

B. 前後測無顯著相關	（r	=	0.34,	p	=	0.11），顯示後測的成長應來自於AR	
學習。	

C. 成就測驗於AR活動前與空間能力相關，但活動後相關程度減低，顯示AR
補足空間思考的需求。	

MAT	 	 Rotation	 Orientation	 Visualization	

Pretest	 Pearson	Correlation	 .525
*
 .580

**
 .477

*
 

Sig.	(2-tailed)	 .012	 .005	 .025	

Posttest	 Pearson	Correlation	 .527
*
 .359	 .373 

Sig.	(2-tailed)	 .012	 .101	 .087 

Gain	 Pearson	Correlation	 -.185	 -.354	 -.239	

Sig.	(2-tailed)	 .409	 .106	 .285	

	

D. 相關分析顯示，後測成績與menu（顯示內容之分類）上的凝視時間顯著
負相關	 (r	=	-0.62,	p	=	0.002)，也與menu上的閱讀時間呈負相關（r	=	-0.50,	

p	=	0.018），此外與掃視亦呈顯著負相關（r	=	0.60,	p	=	0.003）。這些分

析結果指出後測成績越高，越不需要將注意力至於內容分類上，因此將注

意力多置於內容分類的受試者可能較易迷失於內容結構上。	

	

E. T	test	分析指出，後測高分數組相對於低分數組花較少的注意力於內容分
類(menu,	t	=	4.19,	p	=	0.00)，動態圖像	 (dynamic	graphics,	t	=	1.89,	p	=	

0.073)，以及文字訊息，包含方程式(verbal	mode,	t	=	2.54,	p	=	0.019)。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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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側相減後，淨得分高者比淨得分低者花較少的凝視時間於方程式符號與

描述上（t	=	1.76,	1.85;	p	=	0.095,	0.088）。	

	

(3)	完成「月相變化」AR學習系統的眼球追蹤實驗，此系統以問題導向作

為學習內容的編排架構，並已收集近百位大學生資料，初步分析結果顯示：學

生在運用月相AR系統學習後，概念理解有顯著的進步；由凝視時間百分比資

料可知，所有的受試者在觀看擴增實境教材時，對太空、地球視角等空間概念

為主的興趣區間，會需要花較多時間閱讀理解；非理工組學生比理工組學生花

較多時間在地球視角看月相區域與互動區域，理工組學生則顯示較長的凝視時

間在日期區上；學習成效高的分組學習者不論是在紙本或是AR材料上都有較

高的注意力，且會較晚進入日期區操作；且非理工組的學生在透過AR材料學

習後進步幅度較理工組顯著；此部分研究已投稿國際會議，也開始整理即將投

稿國際會議與國際期刊。	

	

受試者之前、後測平均成績及標準差	 
前測 後測 t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全部 9.5	 3.1	 11	 3.12	 -4.014**	

	

註：(*)接近顯著 p<0.1	*p<0.05	**p<0.01	

	

	
眼動資料分析結果說明	

A. 試者閱讀學習材料之文本時，注意力集中於基本概念區域，而在對應的圖
示上之注意力則落於地球及太陽光之間，此區顯示了月相變化與地球及太

陽的關係。	

	 	
B. AR系統啟動後，受試者注意力來回於文字說明與日月地的空間相對位置。	

 地科與技術態度量表（MTAS） 動機問卷 空間概念 

前測成績 0.100	 0.080	 0.485**	

後測成績 0.075	 -0.101	 0.627**	

後測-前測成績 -0.038	 -0.275	 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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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進入互動區A(太空視角)後，受試者的注意力在文字區域的落點較多，與文
字訊息相關的空間圖像之注意力也偏高，顯示文字內容引導受試者的注意

力分配。	

	

D. 互動區B的狀況與A相似，顯示文字訊息引導注意力分配，另外，在互動區
除了地球視角，也顯示了日月地的空間位置	 (太空視角)，而眼動資料顯示

受試者的注意力似乎多置於太空視角中，此資料顯示受試者須不斷的整合

地球視角與太空視角的資料，以了解指引的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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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火山」AR	活動的眼球追蹤實驗。	

學生的學習表現如下：	

前測成績	

測驗概念	 平均	 標準差	 最高分	

火山位置分佈與地震、板塊關

係	
8.147	 3.578	 16	

火山形成原因與岩漿成分	 3.705	 1.978	 8	

熱點火山與島鏈形成原因	 1.353	 0.950	 2	

總分	 13.206	 5.564	 23	

	

火山活動分析結果節錄如下：	

1.	進入 AR系統後，受者注意力被引導至火山分布之圖像	

2.	圖文同時呈現時，文字區域的注意力較多	

3.	注意力多置於文字，圖像上與文字相關之區域反而沒有凝視點	

4.	受試者閱讀相關研究資料時，似乎花較多心力解讀數據資料	

	

(5)	正進行 MEG正式實驗。MEG實驗是結合眼球追蹤法與腦磁圖儀分

析，	去年度眼球追蹤法與腦磁圖儀分析的結合的初探，是先利用物理 FCI試

題來探究學生解題歷程，並嘗試分析專家生手間差異。正式實驗以「月相變

化」活動學習前後的腦部活化及區域連結之變化為研究目標，因 MEG在資料

收集與分析上有許多考量，因此資料收集分析的時程拖得較久，加上今年度遇

到新冠疫情而延遲資料收集，因此此部分的工作已延至 2021一月結束。目前

已收完所有受試者資料，正積極進行資料處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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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參加 European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ESERA)雙年會的主要目的是論文發

表以及參與受邀座談會	 (Invited	Symposium)。發表之論文名稱為	 “Exploring	how	college	students	
solve	physics	problems:	An	eye-movement	analysis.”	此篇論文的第一作者為本校邱國力教授，我為
共同作者。受邀參加的工作坊名稱為	 “Policy	and	Pedagogy:	International	Reform	and	Design	
Challenges	of	Science	and	STEM	education.”	我受邀為講者之一，提供台灣課程改革之經驗。	

	 本次 ESERA雙年會在義大利 Bologna 舉行，Bologna 是一個附有學術氣氛與歷史涵養的城市，

我於８/24 晚間抵達會議附近旅館，8/25 調整時差並準備研討會報告內容，8/26	ESERA 會議開始，

會議從 8/26-8/30 結束。在此會議上除了參加 keynote 與論文報告場次外，也碰到許多來自台灣的科

教研究人員，有舉多交換研究心得的會議。本人於 8/30 離開 Bologa	8/31 回到台北。	

二、 與會心得	

	 對我來說，最緊張的事 8/28 的受邀座談會，與會人員幾乎都是科學教育界頗負盛名的前輩與知

名研究者，包含 Richard	Duschl,	Jonathan	Osborne,	Eillih	McLughlin,	Costas	Constanious,	Doris	Jorde

與來自非洲的Andrey	Msimanga，身為唯一的亞洲代表著實令人緊張。	

計畫編號 MOST	 106 – 2511 – S – 003 – 035 - M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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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ESERA	會場	

	

座談會中討論了四分當前影響甚鉅的教育方針與調查文件，如圖二。	

	 	

圖二、受邀座談會分析的四個文件	

此四分文件中有兩分是新教育架構（台灣目前的課程改革就是根據其中一份文件，OECD	

Education	2030，的內容與方向規劃）、另一是對大型國際比較測驗的分析批判、還有一份是

當前歐洲 STEM教育的大規模調查結果。不同的教育架構各有其論述也有許多可批判處，

而實際的調查資料提醒我們：常常我們認為「應該...才對」的作法並不一定「對」	或被有

效執行。	

歸納會中討論的原因如下：	

1.	學習架構裡有許多模糊的概念，因而無法形成明確的操作方式	

2.	課程跟評量方式沒有一起改變（沒有先後，必須一起）	

3.	課程規劃沒有考量社會文化與地方因素（contexts)	

4.	教師缺乏足夠的支持與支援（應該由誰/那個單位提供支持與支援？）	

5.	教師對政策目標的理解與認同不夠（了解政策是一回事，認同才是問題的重心，如何爭

取教師認同？）等等。	

這些討論結果令我不僅思考我們目前的課程改革究竟以遇到幾個上述明列的原因？這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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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帶回台灣恰好可以與現職教師以及相關教改學者討論，可對目前的教改方向與內容提供

更批判的反思意見，進而能針對弱點解決教改的難處。	

	

三、 論文摘要	

(ㄧ)	會議論文	

EXPLORING	HOW	COLLEGE	STUDENTS	SOLVE	PHYSICS	PROBLEMS:	AN	

EYE-MOVEMENT	ANALYSIS	Abstract	Tex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how	college	students	solve	physics	problems	

by	using	eye-tracking	technologies.	The	participants	were	41	college	students.	They	

were	assigned	to	either	the	correct	group	or	the	incorrect	group	based	on	the	

correctness	of	their	answers	to	the	six	problems	selected	from	the	force	concept	

inventory	(FCI).	An	eye-tracking	system,	the	FaceLab	5.0,	was	used	to	record	the	

participants'	visual	behaviors	while	solving	the	six	problem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correct	group	tended	to	devote	more	visual	attention	on	both	the	contex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diagrams	of	the	problems	than	the	correct	group.	In	addition,	the	

incorrect	group	was	more	likely	to	make	visual	transitions	between	the	contextual	

information	and	the	diagrams.	Moreover,	the	correct	group	spent	longer	time	on	the	

choices	of	the	answers	than	the	incorrect	group.	These	findings	not	only	reveal	the	

differences	in	the	visual	behaviors	between	the	correct	and	incorrect	groups,	but	also	

shed	light	on	their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strategies	for	solving	physics	problems.	 	

（二）座談會議題	

Policy	and	Pedagogy:	International	reform	and	design	challenges	of	science	and	STE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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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Ying	Yang	-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Faculty	Content	

Knowledge	focus	;	Workforce	Competencies	as	Learning	Goals	 	

• What	roles	for	Critical	&	Reflec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 Wha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hould	inservice	teachers	pursue?	Which	
organizat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How	to	define	teaching	competences	within	the	OEDC	learning	framework	2030?	

• How	to	change	teacher	beliefs?	Without	evidence	showing	the	new	education	
frameworks	are beneficial and	Positively	affecting	students’	life,	what	can	be	done	
to	persuade	teachers	to	embrace th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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