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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在台灣的教學現場，社會科學的教學通常是以課堂教授為主的方式
進行，學生僅能以書本上所給予的資訊來想像真實的地理歷史環境
，而根據本研究發現，這樣的教學方式可能會造成學生僅一味的用
背誦的方式強加記憶知識，無法更加深刻的反思這些內容背後的意
義，久而久之會讓學生缺乏學習動機，更遑論將這些知識應用在生
活當中。
探究式學習的意義在於，讓學生能夠隨時隨地的吸收知識，讓課堂
不僅侷限在教室空間當中，而是讓學生自動自發地產生求知慾並且
及時回饋，而透過擴增實境，這樣的教學情境得以被實現。批判性
思考是指個體以自身為主體，對周遭知識進行整理與消化的過程
，而探究式學習則是對於特定的議題經過不斷反芻，整理出一套資
訊系統，並推論這些資料的意義，源自於滿足好奇心，這兩種方式
皆強調學生的主動探索，而教學者的角色也從過往的教學者，成為
從旁輔助的陪伴引導者。
而根據本研究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出，探究式學習的教學模式提升
了學生的學習動機，並且也有效地提升了學習效果，而在刺激學生
主動探索與求知的欲望同時，也就能夠激發起他們主動思考與消化
知識，進而在無形當中促進了批判性思考。唯有以學生為主體去吸
收與摸索知識之時，才有機會讓他們去思考自己與這塊土地之間的
關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所學習的知識也會更加的有意義。
在本研究當中，使用問卷調查探討受測者的批判性思考，可能會有
所限制，因為無法準確的判定學生的思考迴路，也無法知道學生的
批判思考能力差異是因為本身的能力亦或是因為使用了不同的學習
方法，因此建議日後的研究者能夠進行前後測，用以排除學生的個
人能力差異。另外，在樣本抽取方面本次多是以研究生為主，本身
的批判性思考能力相較於其他學歷者可能就有差異，建議往後的研
究者能夠以不同學歷的學習者進行測試，增加鑒別度。
近年來，有許多的教育者推廣翻轉教育，旨在翻轉從前的填鴨式教
育，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教育者僅從旁輔助，這樣的教育理念
與探究式學習方法不謀而合，都是希望能夠激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讓學生學到自己真正想學的知識，而非受迫性的了解升學主義底
下的標準答案。無論是地理亦或是歷史學科，社會科的知識其實遍
佈在我們生活周遭，探究式學習不僅希望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更
希望讓他們擁有發現知識的雙眼，讓生活即學習，學習即生活！

中文關鍵詞： 擴增實境技術、探究式學習理論、批判性思考行為、學習動機

英 文 摘 要 ： In Taiwan, the teaching of social science is usually
carried out in the way of classroom teaching. Students can
only imagine the real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with the information in the book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is teaching method found that it may cause
students to use reciting methods to impose memory
knowledge,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reflect on the meaning
behind these contents more deeply. Over time, students will
lack the motivation to learn, apply this knowledge in their
lives alone .
The significance of inquiry-based learning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absorb knowledge anytime and anywhere, so that
the classroom is not only confined to the classroom space,
but to allow students to spontaneously generate curiosity
and timely feedback through the augmented reality. Such a
teaching situation will be realized. Critical thinking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an individual takes the self
as the main body and organizes and digests the surrounding
knowledge. The inquiry learning is to continually reflect
on a specific topic, sort out a se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infer the meaning of these materials. Since satisfying
curiosity, both methods emphasize the active exploration of
students, and the role of the teacher has also become a
companion guide from the pas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model
of inquiry learning enhances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ff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it stimulates students'
desire to explore and seek knowledge. They actively think
and digest knowledge, which in turn promotes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invisible. Only when students are the main
body to absorb and explore knowledge.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hink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nd, and the knowledge. It will be more meaningful under
this situations .
In this study, the use of questionnaires to explore the
critical thinking of the subject may be limited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to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student's
thinking circuit, nor can it be known that th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is due to its own ability or
because different learning methods are use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be able to perform pre-
and post-tests to rule out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personal abilities. In addition, in terms of sample
extraction, this time is mostly based on graduate students.
The abi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academic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can test different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increase the identification.
In recent years, many educators have promoted flip
education, aiming to reverse the former cramming education,
so that students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learning, and
educators only assist from the side. This kind of
educational concept coincides with the inquiry-based
learning method. It is hoped that it will arouse th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and let students learn the
knowledge they really want to learn, instead of being
forced to understand the standard answers under the
education. Whether it is geography or history, the
knowledge of social sciences is all around us.



英文關鍵詞： Augmented reality, Inquiry learning, Critical thinking,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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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手持式擴增實境技術結合探究式學習理論探討學生批判性思考行為與學習

動機-結合臺灣地理與歷史為例 

Explor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Behavior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Based on Mobile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and Inquiry Learning Theory  

– A Case of Taiwan Geography and History 

 

第一章 前言 

 

今年暑假行動裝置遊戲 Pokemon GO 席捲全台，形成一股熱潮。更是在 Google 所公布

的 2016 Google Play 年度最佳名單中勇奪年度最佳遊戲（聯合報，2016）。此遊戲搭怕擴增

實境互動技術，讓虛擬寶貝在特定地點出現，再利用手持裝置與寶貝互動並收服寶貝。由於

出現地點皆為實際場景，造成玩家們紛紛出門扮演訓練師，隨處皆可見到民眾拿著手機找尋

寶貝所在處。大眾的外出次數增加，許多寶貝的巢穴更是成為熱門聚集地。例如台北二二八

紀念公園與大安森林公園等地點在假日期間湧進大量人潮，北投耕園更是人山人海，當寶貝

出現時更留下項集體遷移的畫面，相關於 Pokémon Go 的新聞更是成天不絕於媒體上。這

些現象都清楚地說明 Pokémon Go 是一款有多成功的遊戲，並且幾乎已經是「社會現象」

的等級。（宋世祥，2016）。此款遊戲的特殊之處在於，人們會為了抓寶而到達某個特定地

點，以完成遊戲任務，也就是說，地點會因為遊戲的關係迅速被大眾所知曉，若能藉著遊戲

利用地景特點做教學互動，是否能增進學生對於知識的瞭解與運用？這是本研究的發想。 

 

  在教育方面，社會科學所注重的便是自主思辨，以提升學生批判性思考與探索式學習

為目標，批判性思考是指主體透過批判省思而自我定位與自我理解知識的歷程（洪振方， 

2010）而探究式學習則是針對某一特定問題，選擇、蒐集和處理資料的過程，並推論這些資

料的意義，源自於滿足好奇心（莊茜雯，2009），這兩種方式皆強調學生的主動探索，教學

者負責引導學生思考學習，其中又以歷史學科最廣被討論。歷史如同過去與現在的對話，敘

述了人類的發展變遷，也是集體記憶的傳承，由人們構成的聚合體中存續著，經由書寫或者

某種類型的紀錄，從前人的足跡經歷獲得經驗，再傳遞給下一代。其意義在於使之應用於實

踐當中，從實踐中去尋探索真理，發掘智慧，以史為鑒。（侯勵英，2015）藉著歷史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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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學生能夠反思過去放眼未來，是最適合作為批判性思考與探索式學習的學科之一。在歷

史科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教育部，2014）裡也強調激發學生對歷史知識的興趣，養成終

身學習的習慣，以充實其生活內涵。然而，現今台灣的教育追求升學分數，歷史學科仍以背

誦填鴨為主，即使脫離九年義務教育的高中生仍是將此科看待成「背多分」的科目，數十年

的歷史教學多偏重歷史知識的傳授，較少培養培養歷史學科概念，而教育工作者也多用標準

答案測驗來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效，而忽略了去注意學生在歷史思維程度的發展情形（蕭憶

梅，2009）。因此，若想提升學生的思辨能力，歷史教學上的互動性便為重要的指標。而最

常增添歷史學科互動性的方法就是讓學生實地考察，讓學生實際走訪歷史古蹟於前人足跡，

體會當時的狀況，使得學生能有深入的瞭解而不是一昧地反覆背誦。也因此，地景與歷史學

習的結合顯得格外重要，加上擴增實境技術能在數位平面上增添有用的輔助資訊(Solak, & 

Cakir, 2015; Chung, Han, & Joun, 2015)，以這些特點吸引學生在體驗中學習，期望藉此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 

 

在過去的幾年,電腦輔助學習系統和網頁輔助學習系統已經被大量的發展.在這樣的學習

系統中,多半都是結合新的學習策略並配合適當的學習環境，像是鷹架式學習策略輔以電腦教

學，活動學習策略和行動式學習策略輔以真實學習情境.這些學習策略都已經在課堂的教學上

被廣泛使用.許多研究者證明電腦輔助學習系統和網路輔助學習系統的確有效的提升學習者

的學習動機(Sung, & Hwang, 2013; Huang, Liu, & Chang, 2012)。近年來，研究者利用手持裝置

結合感測技術來實現更有效率的學習方式，像是 Huang, , Yang, , Chiang, & Su (2016)提出一個

學習系統讓學習者能夠在校園中透過行動通訊技術和感測技術，認識植物的特徵和成長過程.

從傳統的學習方式到結合數位環境和真實環境的新型態學習方式，這類型的位置感測技術已

經被延伸為戶外學習，基於地理位置學習和體驗學習，而且這些學習方式都很適用於真實的

環境下(Chiang, Yang, & Hwang, 2014). 

 

然而，這類型的行動學習輔具都是強調數位教材與真實情境的整合，為了讓學習者有效

的管理和整合個人的知識，行動學習輔具的發展必須更加強調數位教材與真實環境的互動，

像是學習者可以透過行動學習輔具來點選位於真實環境的虛擬學習物件，讓學習者在學習環

境中能夠具有臨場感受，進而增加學習知識的動機和體驗.而這類型的技術可以透過擴增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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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mented reality, AR)來達到.這項技術可以讓人類的感官(視覺，聽覺和觸覺)與虛擬物件相

結合，再與真實環境進行互動，達到身歷其境的感受(Azuma, 1997).再者，擴增實境可以提供

不同程度的沉浸度和互動性來幫助學習者的學習活動.過去已經有許多相關研究將擴增實境

應用於教育現場(Chiang, Yang, & Hwang, 2014). 

 

另外，有經驗的教育者認為電腦科技並不能完全主導學習者的學習過程，電腦科技主要

是扮演學習者知識建構的工具(Jonassen, Carr, & Yueh, 1998)，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最重要的

還是在於有效的學習策略.因此有效的學習策略輔以適合的電腦科技將會使得學習者的學習

動機更加提升(Chu, Hwang, & Tsai, 2010)。過去許多研究指出探究式學習策略輔以電腦科技在

情境式學習環境中是可以有效的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Hwang, Chiu, & Chen, 2015; Wang, 

Wu, Yu, & Lin, 2015)，探究式學習策略(Soloway & Wallace, 1997)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主的知識

探究活動的學習策略，教學者只需要站在引導的立場，導引學習者學習，運用架構化的方式

來訓練學習者，鼓勵學習者主動學習.最終，讓學習者瞭解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後根據發現的

資料加以假設或規畫，以解決相關探究性的問題(Looi, 1998). 

 

總和上述，本研究將開發行動裝置應用程式，以擴增實境技術的遊戲方式，加上地理

位置與歷史文化的結合，期望藉由遊戲的方式提升學生學習歷史的樂趣與自發的探索知識。

本研究將選擇國民政府來台時期為學習教材，並以吳易蓁（2013）的自由背包客：台灣民主

景點小旅行為地點的設計參考，此段歷史備受討論且最為貼近生活，加上近年公民意識的抬

頭，帶起大眾對於台灣轉型正義的討論，適合讓學生從體驗中反思，從中了解我們所生活的

土地，以及屬於我們的故事，進而放眼未來。  

 

研究問題: 

1. 使用探討探究式學習理論輔以行動擴增實境之地景與歷史學習的結合，學生的學習成效是

否有顯著差異？ 

2. 使用探討探究式學習理論輔以行動擴增實境之地景與歷史學習的結合，學生的學習動機是

否有顯著差異？ 

3. 觀察學生在探究式學習理論輔以行動擴增實境之地景與歷史學習的行為，透過行為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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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批判性思考的行為對學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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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批判性思考與探索式學習 

 

批判性思考是指主體透過批判省思而自我定位與自我理解知識的歷程（洪振方， 

2010）而探究式學習則是針對某一特定問題，選擇、蒐集和處理資料的過程，並推論這些資

料的意義，源自於滿足好奇心（莊茜雯，2009）兩者非常相似，批判性思考強調思辨與應

證，探索式學習則是認為主動是習得知識的不二法門。最早具有此思維的教學法為蘇格拉底

的詰問法，教師負責提問題，在討論與辯證下，使學生不斷地修正觀念，所有的答案都必須

由學生自己回答。教師用一連串相關的問題，去激發學生思考，舖成探求真理之路。（陳欣

蘭，2007）因此教師的角色是引導學生思考而不是灌輸學生知識。此方法為人們所推崇並奉

為理想的典範，是最能讓學生藉著自己的反思發現真理的方法。也因此批判性思考與探索式

學習為一種教學相長的模式，讓學生以主動追求知識的方式建構屬於自己的邏輯與看法，培

養其探究的精神並學以致用，同時藉著思辨讓教師也能夠了解學生的觀念與程度，進而能夠

因材施教。其本身並不強調標準答案，取而代之的是為問題尋找適切的解決辦法（莊茜雯，

2009）。 

批判性思考的定義為自主自律者進行辯證思考的歷程，此歷程包含質疑、反省、解放與

重建的辯證思維，其生活能更趨合理（溫明麗，2012）。學者Browne與Keeley在1990年時曾

提出三大批判性思考的三項執行重點：確認系列相關的批判性問題、能適時詢問並回答批判

性問題及能主動地運用批判性問題。（葉美玲、蔡秀鸞，2001）這些執行重點皆為強調引導

學生主動發表意見以及對問題回答的相互交流。批判性建構教學建立在開放、共創的基礎

上，透過學生主動參與知識的建構，在對話、運思、批判辯證的社會互動過程中產生學習

（甄曉蘭、曾志華，1997） 此外，國外學者Browne與Keeley他們還提出兩種思維方式，一

為海綿式，其方式為像海綿般地於原處吸收所有相關的訊息，目的是知識的獲取與累積，以

被動、簡易、快速的方法去建立知識的內容與體系。另一則為掏金式，判斷有關的訊息，對

知識的取得是採取比較積極互動方法，並且會主動的提出問題。（葉美玲、蔡秀鸞，2001）。

因此，在批判性思考的模式下，知識的獲取並不是一昧的被動接收，而是學生主動去追求與

形塑，並與他人交流互動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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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教學是在自由、公開的討論環境下，培養學生主動思考、自行建構知識的能力與

興趣（陳欣蘭，2007）。其為建構主義的延伸，強調教學者提供學習情境，讓學習者在學習

的過程中對領域知識採取主動的態度，發展對知識探索和探究的精神和技能，是一種強調探

索活動和探索能力進行學習的教學方式（陳毓筑，2010）這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教

師在活動過程中只是輔助角色，學生必須去自己獲得知識，習得技能，養成態度。因此探究

過程本身才是教學的重點（林寶山，1988），根據洪振方（2010），探索式學習則具有五個

共同階段： 

1. 使學生接觸問題、事件或現象，藉機製造衝突事件 

2. 經由形成假說與測試假說的過程，探討所提出的解釋之合理性 

3. 分析及詮釋實驗數據，綜合各部分的想法，建立模型 

4. 應用所學到新的情境 

5. 回顧與評估學到什麼及如何習得。 

此五階段皆是藉由情境帶領學生進行學習，主動仍是最大需要被引導的因素，比起知識

的填鴨，主動探索的情境下學生會比較清楚狀況，也較能了解問題的癥結點在哪，而不是在

短時間內接受大量知識而無法消化。理解往往比背誦來的有效，也比較具有記憶性。 

 

探究式學習是一種讓老師鼓勵學生將真實情境或生活中遇到問題能夠主動進行假設、探

索、驗證、歸納、解釋和討論活動.透過假設、探索和觀察、學習者變得更有社會互動能力

和高層次的思考模式.在探究式學習中，學習者不但要發展對於一項學習物件的深層思考，

還要了解如何進行學習(Price, 2001)。Lim (2004) 指出線上探究式學習在學習任務執行過程

讓學生更具有信心參與活動並培養合作學習的能力，而且增加對自己學習進度控制的責任

感. Creedy, Horsfall, and Hand (1992) 指出傳統的教育方式是一種知識轉移的行為也就是說教

學者只是將自身擁有的知識傳遞給學習者；而探究式學習是讓學習者主動學習而不是被動的

接受知識.Colburn (2000) 定義探究式學習是一種具有各種型態的學習方法，像是開放式，以

學生為中心和傳遞式.更進一步來說，在許多探究式方法中，例如：結構化探究、引導式探

究、開放式探究和學習環等方式都可以應用於探究式學習並且幫助學生在各種不同面相中找

尋相對關係或者是整合收集的資料.然後，教學者會提供相關概念，學生理解後，讓學生將

所學的概念應用於其他不同的環境中.Edelson, Gordin, and Pea (1999) 指出探究的經驗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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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個很好的機會來幫助學生修正自身已知的科學知識和概念.近年來，探究式學習也被廣

泛應用於護理教育上(Finn, Fensom, Chesse-Smyth, 2010)。在護理應用上，大多數都是使用行

動載具作為輔具來幫助學生關於學理和實際操作的學習成效.同樣的，探究式學習也被應用

於社會科學的學習上，像是 Lakkala, Lallimo, and Hakkarainen (2005)將許多歷史課程融合探

究式學習理論並將其應用於 12 所國中小學校.Shih, Chuang, and Hwang (2010)將探究式學習

搭配行動載具來提升學生對於寺廟文化的理解. 

總和上述，批判性思考與探索式學習可說是一系列的教學方式，藉由探索式學習增進學

生的批判思考能力，此方法最常使用在科學學科，不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皆屬非常適合

的情境，本研究所探討之歷史學習屬於社會科學，藉由擴增實境技術的探索情境使學生了解

社會的發展脈絡，並從中探討人機與社群互動是否能曾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第二節、歷史學科之意義 

 

    歷史如同過去與現在的對話，敘述了人類的發展變遷，也是集體記憶的傳承，由人們構

成的聚合體中存續著，經由書寫或者某種類型的紀錄，從前人的足跡經歷獲得經驗，再傳遞

給下一代。其意義在於使之應用於實踐當中，從實踐中去尋探索真理，發掘智慧，以史為

鑒。（侯勵英，2015）也因此，了解歷史成為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如何正確且有效

的學習歷史便成為重要之課題。在台灣的教育制度下，從小學的社會課程到中學的獨立授

課，皆顯示歷史學科的重要性。其概念有二，一是指歷史的實質概念（substantive 

concepts），此為學生學習歷史所需的事實知識基礎，例如政治概念（國家、政府、權利）、

經濟概念（貿易、財富、稅收）；另一個則是歷史概念（concepts of history），包括時序

（time）、變遷（change）、神入（empathy）、因果（cause）、證據（evidence）、記述

（accounts）等結構性的概念，亦稱為「第二層次概念」（second-order concepts），其功能是

幫助史家組織歷史，使歷史成為一門知識類型（黃麗蓉、賴思儀、楊淑晴，2011）因此學習

歷史可以增進學生的史學智慧，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有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張靜，

1999）。它不僅對個人的人文素質、社會的經世致用以至人類的文明承傳均發揮著積極的作

用。（侯勵英，2015）在歷史學科所給予學生的史學思考，正是人們在面對過去需要的能

力，讓一般人擺脫「歷史只是事實考證」的想法，進而理解學習歷史的必要性以及其背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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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蔡宗諺，2014） 

 

根據歷史科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教育部，2014），歷史學科之學習目標為有五點： 

一、引導學生認識重要的歷史知識。  

二、培養學生具備蒐集資料，探討歷史問題，進而提升其歷史思維的能力。  

三、幫助學生理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建立自我認同感。  

四、認識世界重要的歷史發展，培養學生尊重各種文化的開闊胸襟。  

五、激發學生對歷史知識的興趣，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以充實其生活內涵。 

 

第一點為使學生了解歷史發展脈絡，人類的文明發展淵遠流長，許多歷史事件的發生都

有其背景與原因，並相互影響，具備基礎知識且有初步歷史脈絡，才能夠進一步去探討。第

二點則是針對歷史問題進行反思與辯證，期望引起學生興趣主動搜集資料，對於歷史事件有

更加完整的瞭解，第三點則是建立在了解所生長的土地的故事，藉由前人的經歷增進學生對

於家鄉地區的認同感與歸屬感，第四點則是廣泛地瞭解古今中外，理解各國地區的不同文化

與差異，以尊重與包容的胸懷態度去面世界發生的大小事，第五點則是藉著歷史課程的學

習，培養學生對於社會知識的求知興趣，並提昇思考能力。 

 

再根據美國 1994 年立法通過之全國課程標準中，提出培養學生歷史思考能力的兩個具

體標準，今分述如下：（黃麗蓉、賴思儀、楊淑晴，2011）  

1. 歷史思考性技能（Historical thinking skills）：指學生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能夠評斷證

據、比較和分析歷史事件的原因、解釋歷史紀錄，並建立合理的歷史論證和觀點，此亦可作

為現代生活中分析抉擇的基礎。 

2. 歷史的瞭解（Historicalunderstandings）：闡明（define）學生對自身國家及世界歷史應該

知道些什麼。這些歷史知識將促使學生在分析當代議題及今日公民所面對的問題時，能夠提

出歷史性的觀點，並以適切的角度切入討論之議題。 

 

綜合上述可得知，思考能力是歷史學科所能培養最重要之能力，而思辨能力更是處於現

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素養。國內的歷史教學目標也已從「把學生視為接受既定知識的對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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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有用的知識以提振學生的民族精神」，逐漸轉為重視「引導學生瞭解歷史知識的本質」以

及培養學生「歷史解釋的多元性」、「多重的因果關係」等概念（黃麗蓉、賴思儀、楊淑晴，

2011），然而，國內的歷史教育仍以背誦教學居多，學生對於歷史課程的學習並不熱衷，面

對此一情況，鄭勇智（2002）曾論述學生們對歷史課程的反應，表示學生多疑惑於為什麼要

讀歷史、 讀歷史的價值以及記憶背誦的反感度。根據蕭憶梅(2009)所陳述，即使學生習得

了大量的歷史知識，卻有可能因為不知道歷史是如何建構而來，與如何面對同一個歷史事件

的多元論述，以致於無法對習得的知識有深刻的認識與思考。因此在教學上如何提升學生的

興趣進而帶動學生培養思便能力將是重要的課題。 

 

第三節、台灣近代歷史與轉型正義 

 

近年國內的公民意識崛起，帶起大眾對於轉型正義的討論。轉型正義一詞是由民主轉型

而來，指一個原本屬於威權專制或極權獨裁性質的國家，因為各種因素的作用，轉變成一個

民主國家的過程。（江宜樺，2007）然而，此類轉型幾乎伴隨著前人的抗爭與犧牲，在轉型

過後的今日，如何對過去高壓時代人權的壓迫、生活的恐懼以及無辜的受害者等一個遲來的

公道與正義，便是轉型正義的範疇。也就是對於轉型之前在高壓統治、武力統治， 或者是

族群衝突、相互屠殺、內戰期間的不義，尤其是人權侵犯罪刑的追究。（徐永明，2007）這

是所有從威權獨裁轉型至民主的新興民主國家，皆共同面臨的政治和道德難題。（吳乃德，

2006） 

 

轉型正義在實務上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戰同盟國組織國際軍事法庭為了追訴納粹舉行

的紐倫堡大審，及其後在戰後德國採行的一系列去納粹化措施。其後在 1970 年及 80 年代對

轉型正義的關懷聚焦在人權的議題上，並促成了國際人權法 的興盛及相關協約的制度（張

志銘，2012），根據江宜樺（2007），國際轉型正義中心將所處理的事件分為真相調查、起訴

加害者、賠償受害者、追思與紀念、制度改革與人事調查。在這之中最重要也是處理的第一

步便是真相調查，要有嚴謹的真相還原，才能有後續的處置。因此釐清事件的來龍去脈為當

務之急，而後續的起訴與賠償，以及紀念等制度的修正皆須嚴肅看待。因此，轉型正義的 

程序可以歸納如下：首先，一定要對過去的不義進行發覺，並且進行公布。那麼對於所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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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追究，可以用國內法或是國際法的方式給予追究。第二，要重 建真相，透過歷史的研

究、透過受害者的口述歷史，甚至透過法醫人類學的調查 ， 對死亡者死亡的因素進行了

解。（徐永明，2007） 

國內轉型正義最廣被討論的案例為二二八事件與後續的戒嚴白色恐怖時期，因此，針對二二

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期所做進行的真相調查、平反、道歉、賠償、紀念等等行動，構成了台

灣轉型正義的主要內容。（江宜樺，2007）二二八事件是指發生於 1947 年 2 月底的大規模民

眾反抗政府事件，以及 3 月到 5 月國民政府的武力鎮壓、捕殺台籍精英事件。其導火線為 2

月 27 日傍晚，專賣局於天馬茶房門口查緝私菸所引起的衝突，然而，背後原因不只是查緝

私煙的衝突，而是民眾對政府貪污腐敗所累積的民怨。整個事件的罹難人數因為各機關的檔

案有計畫性與超過年限的銷毀，加上國民黨政府長期的漠視、噤聲，導致二二八事件中確實

的犧牲受難人數一直都有所爭議，近代學者估計約為兩萬人到三萬人。（吳易蓁，2013） 

 

學者羅詩敏在 2000 年所發表的〈二二八事件之法律史考察〉認為二二八事件不僅影響

臺灣戰後的政治發展，也對法律造成衝擊，補償條例的制訂雖填補了部份損害，但政府對事

件真相及相關責任的釐清都付之闕如，需要有所作為。另一學者林欣怡在 2010 年的〈臺灣

社會「轉型正義」問題的探討：以二二八事件為 例（1987‐2008）〉認為二二八是臺灣尋求

落實轉型正義的重大工程之一， 應該包括追求事件真相、追究責任歸屬，甚至制憲、正

名、追索黨產、去除兩蔣 崇拜、扭轉教科書「去臺灣化」的偏差，來矯正歷史，並形塑當

代民眾對民主、人權與人性的認識，實現正義。（黃種祥，2015）由上述論述可知此段歷史

對於台灣社會發展影響深遠，不亂是政治、經濟或者文化都有所波及，也因此處理二二八事

件的轉型正義相對複雜棘手。然而，轉型正義的其中一環便是政府有義務完整地呈現對過去

政治迫害的真相（林芝宇，2015），在太陽花學運之後公民意識覺醒，大眾對於過去歷史的

探究開始有討論熱度，這時理當重視近代台灣社會發展的反思與緬懷，民主轉型的過程是如

此艱辛，前人的無畏抗爭與犧牲換得今日大眾能夠自由的在公共領域對議題發表意見，實屬

不易，了解過去並確保未來不再重蹈覆轍同樣的錯誤，才是給予過去最重要的公道。 

 

第四節、擴增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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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增實境技術(Augmented Reality，簡稱 AR) 是將「現實的環境影像」及「電腦虛擬影

像」互相結合的一種新技術，讓使用者可以在親眼所見的實際環境中操作虛擬 3D 立體物件

（陳坤森，2007），近年來此技術逐漸熱門，在行動裝置普及下的今日成為科技新寵兒。其

定義為將虛擬的數位資訊平面覆蓋在裝置中真實情境的技術，藉此增添使用者經驗

（Berryman，2012）。透過虛擬計算來增強實際環境的資訊顯示，比起虛擬實境所強調的企

圖取代真實環境，擴增實境技術並非想取代現實，而是藉由電腦技術與現實環境的結合以期

能夠提供更多有用的資訊。Cararmigniani 和 Furht（2011）認為擴增實境藉著電腦的實境技

術，直接或間接接收即時資訊。 

 

根據 Milgram and Kishino（1994）曾架構真實與虛擬維度的情境分類，從真實至虛擬分

別為真實環境、擴增實境、擴增虛境以及虛擬環境，如圖 1 所示。由於結合虛實的特性，擴

增實境和擴增虛境又被稱為混合實境，前者為將虛擬平面利用裝置疊在真實情境中，是在真

實裡擴充，後者則是使用真實物品在裝置中的虛擬平面進行動作，在虛擬平台擴充，兩者皆

藉由虛實混合的方式增強資訊的運用。而本研究所探討之擴增實境技術是偏向真實的混合實

境。 

 

  

圖 1：虛擬

與實境的

分類 

 

擴增實境將虛擬物件經由電腦程式運算呈現於真實場景中，其目的為將虛擬和現實互相

連結，藉由影像擷取裝置（如相機、攝影機等）將真實場景的影像數位化後，藉由電子運算

將虛擬物件與真實場景對應。也就是經由電腦進行圖像的識別定位，將虛擬物件放置於定位

點中，再透過程式運算合體呈現於裝置之中，隨著使用者的角度，進行虛擬物件之呈現狀態

（如大小、角度等）皆可即時調整，以符合使用者最佳的自然視覺感受（楊佳穎，2014）。 

 

根據 Auzma（1997），擴增實境具有三項特點：虛擬與實境的結合、即時互動及三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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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運作。虛擬與實境的結合是指利用電腦等資訊裝置使得虛擬物件與真實場景結合，而

不再是兩個平行空間，讓使用者能夠看見虛擬物件出現在真實場景中。即時互動則是設定的

真實情境與虛擬物件能夠即時對應與整合，在對的時間呈現使用者所需要的資訊，而三維度

的空間運作是在裝置中的虛擬物件並非只是平面，而是可以放大縮小或者移動，完全地融入

真實情境中。 

 

根據 Koutromanos, Sofos, and Avraamidou（2015），擴增實境的類型有三種，分別為圖像

基礎、標籤基礎與地理基礎。圖像基礎是指以圖像識別的方式，將真實環境中的物件在與之

相關的虛擬內容至於適當位置的技術，標籤基礎是指在真實世界中設置物件標籤如 QR code

等，用以追蹤使用者以便放置虛擬物件在正確位置，地理基礎則是以 GPS 定位的方式設置

虛擬物件，當使用者的定位在所設置的地點時就會發動。 

 

    目前的擴增實境應用領域分別為醫療訓練輔助、操作與修護、標註與視覺化、娛樂、軍

事航空、產品協同投計討論、教育教學展示、環境空間、組裝訓練、使用性快速模型評估以

及空間配置規劃。（張承安，2014）。由上述分類可見此技術的應用廣泛且多元。其中教育類

型國內外皆為大宗，下表 1 為近年國內外擴增實境應用於教學相關的研究：

(Koutromanos,Sofos & Avraamidou ，2015；本研究整理) 

 

表 1： 

作者 研究主題 使用理論 裝置

類型 

擴增實境類

別 

Squire and 

Jan(2007) 

探討擴增實境遊戲在手持裝置上的

使用能否增進學生的科學思辨，以

及遊戲如何影響學生的思考與學習

態度 

社交互動之遊

戲學習理論 

PDA 地理基礎 

Squire and 

Klopfer(2007) 

探討擴增實境遊戲是否可以幫助學

生理解科學如同一種社會實踐 

刺激學習理論 PDA 地理基礎 

Rosenbaum,Klo 探討學生對擴增實境遊戲真實性的 建構刺激理 PDA 地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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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er,and 

Perry(2007) 

態度與反應 論、練習傳播

理論 

郭世文(2008) 描述「擴增實境」應用在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的「防疫戰鬥營」展覽

的經驗，分享其規劃理念、設計及

觀眾操作情況 

Ｘ 

 

電腦 標籤基礎 

黃梓銓(2009) 利用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電腦輔助教學來輔助學生的英

文單字學習，期望透過 AR 的應用

來增加學生的學習效果 

 

 

 

情境學習理

論、雙重編碼

理論 

電腦 圖像基礎 

魏楠益(2011) 利用擴增實境技術輔助國小學童數

學方面上的學習，經由此種互動形

態的學習方式提高國小學童們的學

習興趣 

雙重編碼理論 電腦  

Kamarainen et 

al.(2013) 

探討擴增實境遊戲對於環保教學的

效果 

刺激學習理論 智慧

型手

機 

地理基礎 

Furio,Gonzalez-

Gancedo,Juan,S

egui,andCosta(2

013) 

比較擴增實境遊戲在何種裝置（手

機/電腦）較適合用於新知識教學 

Gardner 的多

重智能理論、

Kolb 理論 

手

機、

電腦 

圖像基礎 

Furio,Gonzalez-

Gancedo,Juan,S

egui,and 

Rando(2013) 

探討在 iphone 上的擴增實境與一

般傳統遊戲何者有較佳的學習效果 

Gardner 的多

重理論 

iphon

e 

圖像基礎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6%93%B4%E5%A2%9E%E5%AF%A6%E5%A2%83%E6%87%89%E7%94%A8%E6%96%BC%E8%8B%B1%E8%AA%9E%E5%90%8D%E8%A9%9E%E3%80%81%E5%8B%95%E8%A9%9E_BLANK_%E5%8F%8A%E5%BD%A2%E5%AE%B9%E8%A9%9E%E6%95%99%E5%AD%B8%E4%B9%8B%E7%A0%94%E7%A9%B6%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6%93%B4%E5%A2%9E%E5%AF%A6%E5%A2%83%E6%87%89%E7%94%A8%E6%96%BC%E8%8B%B1%E8%AA%9E%E5%90%8D%E8%A9%9E%E3%80%81%E5%8B%95%E8%A9%9E_BLANK_%E5%8F%8A%E5%BD%A2%E5%AE%B9%E8%A9%9E%E6%95%99%E5%AD%B8%E4%B9%8B%E7%A0%94%E7%A9%B6%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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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冠智、陳依

琦（2014） 

發展新竹北埔文化史蹟探索之擴增

實境導覽系統，吸引使用者注意並

引導駐足在場域景點以充分探索內

容 

博物館學習 智慧

型手

機 

圖像基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實驗流程圖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是探究式學習策略輔以行動擴增實境,本研究的探究式學習策

略是採用 Bruce and Bishop (2002)年所提出的方式來進行設計,此探究式學習模式的設計準則

共分為 5 個步驟： 

1. 詢問 (Ask)：首先教學者要對學習的物件進行定義,讓學習者搜尋所要學習的物件,培養學

習者的主動性.這個步驟的目的是要讓學習者嘗試找尋學習物件,這些物件在整個探究式

學習循環中,將不斷的被重新定義. 

2. 探究 (Investigate)：探究步驟會自然的引導探究,引發學習者的好奇心去持續觀察所要學

習的內容,學習者可以查看學習輔具來了解所要學習的部分內容,而且理解內容後,可以重

新定義原本的學習物件或是拆解物件使其變得簡單. 

3. 建造 (Create)：探究完所要學習的物件之後,學習者開始進行學習內容之間的連結,使其內

化成一個新的知識. 

4. 分享(Sharing) 學習者經歷前三階段之後,學習者會分享彼此的學習經驗和探究過程. 

5. 反思（Reflect）：學習者可以再一次的思考初始所設定的學習物件並重新思考探究方向和

其結論的正確性. 

 

本研究以台灣近代歷史景點為主要內容，欲建立一行動裝置上的擴增實境應用程式。以

高中在學生為目標使用者，根據自由背包客-台灣民主景點小旅行（吳易蓁，2013）一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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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新北市與宜蘭等地區之二十四個民主景點，運用擴增實境技術與衛星定位系統，將景

點之歷史內容疊至真實場景上，要求玩家搜集星星，並附有討論區功能，期望藉由此行動裝

置，帶領使用者親自造訪台灣之民主景點，了解當地的歷史，以及能夠對於歷史議題提出意

見與互動。架構圖如下： 

1. 遊戲起始畫面：在遊戲起始畫面會有遊戲標題以及起始按鈕(圖 2) 

 

 

圖 2：遊戲起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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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遊戲概念介紹：按下啟始鍵後，會有遊戲背景介紹以及遊戲操作說明，本研究規畫之遊

戲模式為以搜集星星的方式進行，到達所設定的民主景點後會有星星可以搜集，輔以地

點歷史故事介紹以及討論區 

圖 3：遊戲概念介紹 

3. 登入畫面：由於搜集星星的動作是需要長時間累計，因此會要求玩家申請帳號以利資料

儲存。 

 

圖 4：登入畫面與註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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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註冊頁面：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高中生為主，因此在基本資料的部分會希望玩家填寫就讀

學校與年級，進到遊戲畫面後會有實景畫面以及兩個按鈕，分別為個人資料以及星星歷程。

個人資料裡就是玩家的個人帳號資料，星星歷程則是搜集星星的紀錄(圖 4)。 

 

圖 5：遊戲主畫面呈現與提醒頁面 

 

5.民主景點提醒：當靠近所設定的民主景點半徑 500 公尺時會有提醒出現,且在景點地點會有

醒目標記，到達景點後按下標記(圖 5)，裡頭會有圖片、歷史介紹以及討論區的按鈕，歷史

介紹會有當地的歷史故事以及相關資料的呈現，討論區則是開放給使用者對於歷史事件的回

應與評論，而所要搜集的星星將會設置在景點中最核心的位置(圖 6)。 

圖 6：景點頁面一與景點討論區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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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星星歷程畫面：星星歷程會顯示所蒐集到的星星數，並且提醒玩家還有多少景點沒有去過

(圖 7)。 

 

圖 7：星星搜集點討論區與星星搜集點畫面 

第二節、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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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基於探究式學習活動設計的系統架構(如圖 9)，包含了照相模組、影像編輯

模組(註記、註解)、討論板模組、以圖片為基礎的留言區模組、探索歷程模組。藉由照相模

組可以即時捕捉探究事物，再利用影像編輯模組對剛才捕捉照片進行圖案及文字編輯，完成

後即可將資料發佈到雲端資料庫，故所有學生皆可藉由點選畫面中的圖片進入留言區模組來

留言。若想要了解目前自己參與其他同儕分享、自己分享情形，可以從首頁進入探索歷程模

組，探索歷程模組之我的探索為目前自己分享情形，而我的參與為目前自己參與其他同儕分

享情形。當學習者想要針對某項議題進行更深入多人線上討論，則可以進入討論板模組來進

行多人探討。過程中會需要數位陀螺儀、GPS 取得探索點與自己之間的相對距離與方位，使

用 wifi 將所有文字及圖片上傳到 Oracle Database 雲端資料庫供學習者存取。 

圖 9：手持式探究式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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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請分年列述：1.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2.

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3.重要儀器之配合使用情形。4.如為整合型研究計

畫，請就以上各點分別說明與其他子計畫之相關性。5.如為須赴國外或大陸地區研

究，請詳述其必要性以及預期成果等。 

 

 

第四章 實驗設計 

 

本實驗對象為北部某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年紀大約為 15-16 歲，總共有 60 位學生.這些學

生來自 2 個班級，其中 1 個班級為實驗組，1 個班級為控制組，授課教師為同一位教師.。本

研究使用的實驗教材為高中一年級歷史之中華民國的建立與發展單元與地理之地理實察單元。 

 

第一節 、批判性思考層次編碼依據 

 

當教學的目標是「為思考而教學」或當希望學生經由比較的過程思索次級概念之間的關

係時，這種教學方法尤為適合。參考本土化批判思考能力測驗-成人批思考技巧測驗(The Test 

of Critical-thinking Skills for Adults, TCTS-A)，並建立常模(葉玉珠, 陳月梅, 謝佳蓁, & 葉碧

玲. 2001)，與「批判思考測驗第二級」(葉玉珠,2005)，批判性思考層次為： 

1. 辨認假設：當我們在敘述一件事情或表達一個看法的時候,我們的心裡面一定會有一些沒

有明白說出來,但是「已經存在」的想法,此想法即「假設」。 

2. 歸納：在討論中必須把它當作是真的,並且決定由這個敘述所提供的訊息,在「一般情況

下」最有可能產生的「推論(結論)」。 

3. 演繹：在討論中你必須把它們當作是真的,找出他們之關的關係,並且決定由這兩個敘述

「一定會」導致什麼結論。 

4. 解釋：這個敘述中可能有一些沒有明白說出來,但是可能存在的現象或是因果關係。你必

須把這個敘述當作是真的,然後決定這個敘述中沒有明白說出來,但是可能存在的「合

理」現象或因果關係。「合理」指的是「在一般情況下,都會發生或存在的」。 

5. 論證評鑑：我們在面臨具有爭議性的問題時,通常會提出一些論證來支持我們的看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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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論證比較強,有些論證比較弱。「強的論證」是「客觀、合理」的;「弱的論證」是「不

客觀、不合理」的。「客觀、合理」是指所提出的論證來自於「普遍存在的現象或明確

的證據」,而且論證當中的推論是「合理的」。 

 

第二節 、學習動機實驗問卷 

 

所謂的學習動機是指個體內在的動力，如興趣、態度及渴慕，而該動力可影響個人行為

並造成行為改變。若要個體進行有效長期的有意義學習，動機是絕對必要的。尤其是在遇到

學習困難時，它會影響個體選擇學習活動，並且表現出努力與堅持的行為。學習動機又可以

細分為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內在動機是指一種促使個體進行各種行為的內在動力，是指引

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導致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歷程；而外在動機是指

外在因素的影響學習的動機，例如為了得高分或獲得班級的榮譽。由此可知動機與行為是相

對的，行為是外顯的活動，而動機則是促使個體進行活動的內在歷程。而學習動機則是引起

個體學習活動產生，並維持已進行的學習活動，使個體朝向學習目標前進的內在機制再根據

遊戲內容擬定問卷，以利調查學生使用此應用程式之反應與態度，如下： 

 

學習動機 (學習前後) (5 點量表：5-非常同意；1-非常不同意)( Hwang, Yang, & Wang, 

2013) 

1. 我覺得學習這個課程是有意義且值得的。  

2. 我覺得學習跟這個課程有關的事物是值得的。  

3. 我覺得把這個課程學好是值得的。  

4. 我覺得學習和觀察更多有關這個課程的內容是重要的。  

5. 我想了解更多這個課程的學習內容。  

6. 我會主動搜尋更多與這個課程相關的內容。  

7. 我覺得對每個人來說學習這個課程是重要的。 

 

第三節 、學習模式的滿意度實驗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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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習模式的滿意度 (學習後) (5 點量表：5-非常同意；1-非常不同意)( Chu, Hwang, 

Tsai, & Tseng, 2010) 

1. 使用這個方式進行學習，我覺得比以前的教學更具有趣味性 

2. 使用這個方式學習，我覺得它可以幫助我發現新的問題 

3. 使用這個方式學習，我覺得能讓我用新的思考方式來看待觀察的事物 

4. 我喜歡用這個方式學習 

5. 希望其他科目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學習 

6. 我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可以使用這個方式進行學習 

7. 我會推薦這個學習方式給其他同學 

 

第四節 、科技接受度實驗問卷 

 

科技接受度 (學習後) (5 點量表：5-非常同意；1-非常不同意)(Hwang, Yang, ., & Wang, 

2013) 

 

一、學習系統認知有用性 

1. 我覺得使用這樣的學習方式(或系統)讓學習活動的內容更豐富 

2. 我覺得使用這樣的學習方式(或系統)對於我學習新知識很有幫助 

3. 這樣的學習方式(或系統)所提供的引導機制讓我的學習過程更為順暢 

4. 這樣的學習方式(或系統)可以幫助我在需要時獲得有用的資訊 

5. 這樣的學習方式(或系統)可以讓我學得更好 

6. 本次學習活動中，使用這樣的學習方式(或系統)比一般的電腦輔助學習更有效果 

 

二、學習系統認知易用性 

7. 在使用這樣的學習方式(或系統)的過程中，系統的操作並不困難。 

8. 我在使用這樣的學習方式(或系統)的過程中，並不需要花費過多的時間精力 

9. 本次學習方式（或系統）的活動內容對我而言是清楚且容易理解的  

10. 我很快便瞭解本學習系統的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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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次學習活動中，操作學習系統的過程對我來說沒甚麼困難 

12. 我覺得這樣的學習方式(或系統)的介面很容易使用 

13. 整體而言，本次活動的學習系統是容易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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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實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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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內容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研究方法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是否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動機差異 

 

依據上述數據可知，變異數相等測試levene’s test，F=0.663，p=0.42>0.05未達顯著，表示數

據之間達到同質，而獨立樣本T檢定當中，T=-1.97，df=38，p=0.05=0.05，接近顯著，因此

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與沒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之間的學習動機達到顯著差異，

並且比較兩者平均數後可知，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動機顯著高於無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動

機。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是否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成效差異 

 

 

依據上述數據可知，變異數相等測試levene’s test，F=4.458，p=0.41<0.05，達到顯著，表示

數據之間未達到同質，而獨立樣本T檢定當中，T=2.128，df=32.8，p=0.04<0.05，達到顯

著，因此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與沒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之間的學習成效達到顯

著差異，並且比較兩者平均數後可知，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成效顯著高於無使用擴增實境的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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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是否使用擴增實境的批判性思考差異 

 

依據上述數據可知，變異數相等測試levene’s test，F=1.87，p=1.18>0.05，未達到顯著，表示

數據之間達到同質，而獨立樣本T檢定當中，T=0.91，df=38，p=0.36>0.05，未達到顯著，因

此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與沒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之間的假設性思考行為未達到

顯著差異。 

 

依據上述數據可知，變異數相等測試levene’s test，F=0.204，p=0.65>0.05，未達到顯著，表

示數據之間達到同質，而獨立樣本T檢定當中，T=1.17，df=38，p=0.24>0.05，未達到顯著，

因此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與沒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之間的推論性思考行為未達

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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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數據可知，變異數相等測試levene’s test，F=4.03，p=0.052>0.05，未達到顯著，表

示數據之間達到同質，而獨立樣本T檢定當中，T=1.54，df=38，p=0.13>0.05，未達到顯著，

因此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與沒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之間的演繹性思考行為未達

到顯著差異。 

 

 

依據上述數據可知，變異數相等測試levene’s test，F=1.58，p=0.21>0.05，未達到顯著，表示

數據之間達到同質，而獨立樣本T檢定當中，T=1.99，df=38，p=0.054>0.05，未達到顯著，

因此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與沒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之間的解釋性思考行為未達

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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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數據可知，變異數相等測試levene’s test，F=0.10，p=0.74>0.05，未達到顯著，表示

數據之間達到同質，而獨立樣本T檢定當中，T=-4.22，df=38，p=0.00<0.05，達到顯著，因

此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與沒有使用擴增實境的學習模式之間的評鑑性思考行為達到顯

著差異，並且比較兩者平均數後可知，使用擴增實境的評鑑性思考行為程度顯著高於無使用

擴增實境的評鑑性思考行為程度。 

 

 

結果與討論 

   

在台灣的教學現場，社會科學的教學通常是以課堂教授為主的方式進行，學生僅能以書

本上所給予的資訊來想像真實的地理歷史環境，而根據本研究發現，這樣的教學方式可能會

造成學生僅一味的用背誦的方式強加記憶知識，無法更加深刻的反思這些內容背後的意義，

久而久之會讓學生缺乏學習動機，更遑論將這些知識應用在生活當中。 

探究式學習的意義在於，讓學生能夠隨時隨地的吸收知識，讓課堂不僅侷限在教室空間

當中，而是讓學生自動自發地產生求知慾並且及時回饋，而透過擴增實境，這樣的教學情境

得以被實現。批判性思考是指個體以自身為主體，對周遭知識進行整理與消化的過程，而探

究式學習則是對於特定的議題經過不斷反芻，整理出一套資訊系統，並推論這些資料的意

義，源自於滿足好奇心，這兩種方式皆強調學生的主動探索，而教學者的角色也從過往的教

學者，成為從旁輔助的陪伴引導者。 

而根據本研究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出，探究式學習的教學模式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

並且也有效地提升了學習效果，而在刺激學生主動探索與求知的欲望同時，也就能夠激發起

他們主動思考與消化知識，進而在無形當中促進了批判性思考。唯有以學生為主體去吸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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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索知識之時，才有機會讓他們去思考自己與這塊土地之間的關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所學

習的知識也會更加的有意義。 

在本研究當中，使用問卷調查探討受測者的批判性思考，可能會有所限制，因為無法準

確的判定學生的思考迴路，也無法知道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差異是因為本身的能力亦或是因

為使用了不同的學習方法，因此建議日後的研究者能夠進行前後測，用以排除學生的個人能

力差異。另外，在樣本抽取方面本次多是以研究生為主，本身的批判性思考能力相較於其他

學歷者可能就有差異，建議往後的研究者能夠以不同學歷的學習者進行測試，增加鑒別度。 

近年來，有許多的教育者推廣翻轉教育，旨在翻轉從前的填鴨式教育，讓學生成為學習

的主體，教育者僅從旁輔助，這樣的教育理念與探究式學習方法不謀而合，都是希望能夠激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學到自己真正想學的知識，而非受迫性的了解升學主義底下的標

準答案。無論是地理亦或是歷史學科，社會科的知識其實遍佈在我們生活周遭，探究式學習

不僅希望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更希望讓他們擁有發現知識的雙眼，讓生活即學習，學習即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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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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0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Applications (DLSA 2018)是北海道大學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 DLSA 2018大

會已成功舉辦 3屆，本次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舉辦。如今，DL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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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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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屆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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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DLSA 2018)於 2018年 4月 25日至 4月 29日在日本北海道札幌

市之北海道大學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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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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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5日上午 8點開始報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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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SA 

2018涵蓋以下這些主題： 

 Emerging tools and technologies for learning 

 Learning strategies for technology-enhanced learning 

 Assessment strategies for technology-enhanced learning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ontent for learning 

 Domain-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echnology-enhanced learning, e.g., 

language, arts,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此次大會的主要辦於 4/25-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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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早上，題目為" Effects of graduated-prompting strategy integrated interactive 

e-books on students’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我喜歡發表完大家提問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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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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 graduated-prompting integrated interactive e-book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 of the congruent nature of triangles in this study. 

With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total 52 G9 students are experimented in this 

stud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pplies he “graduated-prompting strategy integrated 

interactive e-book” and the control group uses a “general interactive e-book”.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e significant progress of students’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 through the “graduated-prompting strategy integrated interactive 

e-book”, especially the effects on students’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al 

incentive. 

Keyword: interactive e-books;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 Graduated-Prompt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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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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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攜回資料袋一份，內含大會摘要手冊及 USB論文集一份 

六、其他 

  

圖一、作者於會場發表論文 圖二、學者合影於北海道大學 

  

圖三、參觀札幌市教育文化會館 圖四、學者合影於北海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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