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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2016年被產業界稱為「VR元年」，VR的應用及發展是未來各產業的
重要趨勢。現行的教育訓練使用VR大多用於醫療、工商業訓練、嚴
肅遊戲、復健等專業領域，在教育上的應用較少，在教育政策面使
用VR技術推廣至校園，幫助學生學習、強化未來就業能力。本計畫
與嘉穎科技公司（zSpace公司臺灣總代理）合作，因應虛擬實境技
術之發展並解決VR在教育產業的問題，利用zSpace虛擬實境系統進
行相關教材及應用模式研發，

中文關鍵詞： 虛擬實境；STEM教育；專題導向式學習；zSpace

英 文 摘 要 ： The year of 2016 was called the “First year of virtual
reality （VR）” by the industry. VR app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re an important trend of the industry. In the
state of art, VR are mostly used for medic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raining, serious games, rehabilitation and
other professional fields. The number of VR applications
for educating and training is few. As for the education
policy of Taiwan, VR technology is hoped for helping
students to learn the key competencies.
This project cooperates with CARWIN Technology Company, the
distributor of the zSpace in Taiwan, to develop the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VR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The project uses zSpace virtual reality
system to develop the relate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 modes, and promotes the research results to K-
12 school.

英文關鍵詞： virtual reality, STEM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dustry-
university, z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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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專題導向虛擬實境之創新教材、教學模式、教學認

證中心之建置 

【摘要】 

2016年被產業界稱為「VR元年」，VR的應用及發展是未來各產業的重要趨勢。現

行的教育訓練使用VR大多用於醫療、工商業訓練、嚴肅遊戲、復健等專業領域，在教

育上的應用較少，在教育政策面使用VR技術推廣至校園，幫助學生學習、強化未來就

業能力。本計畫與嘉穎科技公司（zSpace公司臺灣總代理）合作，因應虛擬實境技術之

發展並解決VR在教育產業的問題，利用zSpace虛擬實境系統進行相關教材及應用模式

研發，並進行教學實驗。探討STEM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應用在K-12教育之學習影響。 

 

【關鍵詞】虛擬實境；STEM教育；專題導向式學習；zSpace 

 

Abstract 

The year of 2016 was called the “First year of virtual reality （VR）” by the industry. VR 

app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re an important trend of the industry. In the state of art, VR are 

mostly used for medic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raining, serious games, rehabilitation and 

other professional fields. The number of VR applications for educating and training is few. As 

for the education policy of Taiwan, VR technology is hoped for helping students to learn the 

key competencies. 

This project cooperates with CARWIN Technology Company, the distributor of the 

zSpace in Taiwan, to develop the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VR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The project uses zSpace virtual reality system to develop the relate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 modes, and promotes the research results to K-12 school.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STEM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dustry-university, zSpace   



壹、前言 

2016年被產業界譽為「VR 元年」，各式穿戴裝置及相關應用軟體於年初陸續發表，

臺灣為全球 IT 產業重鎮，在其中更是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根據 Goldman Sachs 報

告預測，2025年前 VR 的產值將會來到 1820 億美元；IDC 也估計在 2020 年將 VR 產值

可成長至 1620 億美元規模。VR 技術被 2016 地平線報告（Horizon Report）評為 K-12

教育的趨勢（Adams Becker, Freeman, Giesinger Hall, Cummins, & Yuhnke, 2016），目前虛

擬實境的教育訓練系統在醫療、工商業訓練、嚴肅遊戲、復健、以及遠端訓練都已十分

常見（Vaughan, Gabrys, & Dubey, 2016），此外，也包含認知、概念學習、動作技能、操

作技術、態度情意、以及沉浸效果等應用（ Prasad, Manivannan, Manoharan, & 

Chandramohan, 2016; Passig, Tzuriel, & Eshel-Kedmi, 2016; Bertram, Moskaliuk, & Cress, 

2015），但用於一般教學環境中或教學上還是較少的，我國教育部前部長吳思華先生也

提到，希望將 VR 技術推廣至校園中，希望可以透過虛擬實境幫助學生學習，進而產生

興趣並提高進入相關產業的意願；另外，臺灣虛擬及擴增實境產業協會（TAVAR）也提

到，希望企業與學校攜手產學合作，培養 VR 專業人才及課程推廣至各產業加快技術的

發展與應用。 

十二年國民教育提到各學習階段應重視「探究與實作」的精神與方法，提供學生統

整的學習經驗，並強調跨領域間的整合，以綜合理解運用科學領域七項跨科概念（物質

與能量、構造與功能、系統與尺度、改變與穩定、交互作用、科學與生活、資源與永續

性），強化上述目標。STEM 教育對於國家的經濟與科技發展至為重要，加強國民科學

與科技教育以因應 21 世紀知識經濟的挑戰，並增強國家經濟競爭力，乃是世界各國一

致的共識，目的培養學生問題解決、合作學習、科技素養能力，其課程內涵相當重視 21

世紀關鍵能力之培養。 

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導致知識經濟社會的來臨，為提升國家競爭力與科技實力，

如何培育具有未來社會關鍵能力的人才以面對未來社會的挑戰和需求，已成為各國政府

教育部門的目標和發展重點，同時也是業界在挑選人才及進行人力訓練時所面臨的課題。

21世紀學習架構，其中在學習與創新技能（learning and innovation skills）的部分即強調

未來的學生在學習時必須具備如問題解決能力之高層次思考能力（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 2011）。21 世紀關鍵能力可分為三大類：1.學習與創新的能力（Learning 

and Innovation Skills），其中包含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溝通和合作（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及創造力和創新力（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2.數位素養（Information, Media and Technology Skills）：包括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及資訊和通訊科技素養（ICT Literacy）。

3.生活與工作能力（Life and Career Skills）：包括彈性與適應能力（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主動性與自我導向能力（Initiative and Self-direction）、溝通與跨文化交流

（Social and Cross-Cultural Skills）、生產力與當責（Productivity and Accountability）及領

導力與責任心（Leadership and Responsibility）。 

眾多研究指出，教學策略採用專題導向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進行，

將焦點放在主要概念與學科原則，包含了問題解決和其他有意義的任務，以學生為中心，

強調讓學生因有需求而學習、鼓勵學生與他人合作（人際溝通能力）、以資訊科技為工

具（資訊和通訊素養，簡稱 ICT素養）、探索真實世界的問題，並將研究的結果發展出

成品，故其不僅能提昇學生學習的動機，亦有助於培養主動學習的態度與問題解決的能

力（Moursund, 2002; Thomas, Mergendoller, & Michaelson, 1999）。所以在專題導向教學

之成功與否，直接由學習者的問題解決能力、ICT 素養及人際溝通能力等多方面之影響；

其包含於 21 世紀關鍵能力之三大範疇。 

結合 STEM 教學模式與專題導向式學習策略之應用逐漸被學校所接納，在科技學

習活動中，除了知識的學習，基於實踐的科技本質，實作更是一大學習重點。技術操作

的練習，不是任意的、隨便的、機械地反覆做某種行為，練習過程中需要重申解題的捷

思法，使學生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熟練技術操作，同時習得問題解決技術，並增進創

造力（張玉山、許雅婷，2008）。許多對於自然與生活科技教育進行的專題導向式學習

相關研究，發現能有效提升學習者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態度、學習成效以及問題解決

能力（郭怡今，2004；李登隆、王美芬，2004；吳宗霖，2008；鄭宜佳、廖佳民，2010）。

更有學者直接提出專題導向式的科學教學（Project-Based Science Instruction）的概念，

同樣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科學教育，並且讓學習者產出有形的學習成果（Colly, 2008）。

Moursund （1999）指出，資訊科技為輔的專題導向式學習（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isted PBL）能幫助學生發展多元的專長如增進研究技巧、建立責任感並認真參與度、

學會各種資訊科技、實施自我及同儕評鑑、建立學習歷程檔案及掌握工作進度等。而Boss

與 Krauss（2007）的研究指出，現今的專題導向式學習所面臨的挑戰，在於學校尚未跟

上將資訊科技落實在專題導向式學習的步伐，若適當將新科技運用專題導向式學習中，

將可帶來學習優勢。因此要如何運用 VR 融入 STEM 專題導向式學習是本計畫將探究

的重點。 

科學與科技學習過程中，有一些抽象概念不易被理解的，在傳統授課中教師往往需

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進行講解與說明，但成效卻與講授時間不成正比。隨著科技的進步，



從過去的圖卡、動畫、AR 到可以擁有身歷其境的 VR，運用各種數位教材、學習資源及

教學方法，將提供一個使教學更有效率、學習更為快樂且能培養學生高層次能力（如：

問題解決、創意發想、共創智慧等）的學習環境（譚婷，2010）。雖然這些設備成本較

高且較難維護，但使用人員經過培訓後，皆能更有效的利用於教學環境中產生功效，例

如提升學習成效、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Schmid,2008; Slay, Sieborger, & Hodgkinson- 

Williams, 2008；曾聖評，2010；廖乃瑩，2010）。 

本計畫合作對象為嘉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 zSpace台灣區總代理），代理 zSpace

虛擬實境學習系統。zSpace為一體成型的電腦，學習者須配戴具備頭部追蹤器的 3D立

體眼鏡來進行操作，而學習者的視角會依據其頭部位置而有變化，此外，還能夠以 360

∘視角深入觀察物件、動手操作，讓學習者有身歷其境的感受。目前市面上虛擬實境的

硬體設備以頭戴式居多，只能讓一個使用者沉浸在虛擬世界裡，無法多人同時使用；而

且沉浸入虛擬實境世界裡，必須有一個安全空間給使用者，避免碰撞受傷；還必須有一

位助手隨時監看使用者，保護安全並注意虛擬實境的各項線材。頭戴式的虛擬實境設備

在真實教育現場難以同時讓一個班級學生共同使用。 

本計畫與嘉穎科技合作，由廠商提供非頭戴式裝置（zSpace，如圖 1所示），是由

一立體顯示螢幕、感應雷射筆、立體成像眼鏡組成，將平面化物體透過眼鏡呈現立體化

視覺，並能經由感用雷射筆與屏幕上的物件進行擬真的互動，如：旋轉、拆解物體等行

為。可以多人同時使用，也能避免使用者完全沉浸入 VR 世界而可能發生危險。圖 1~圖

6為 zSpace各項設備的展示圖。 

  

圖 1 zSpace虛擬實境學習設備操作 圖 2 zSpace虛擬實境學習主機 

zSpace於歐美國家非常盛行，在美國，zSpace 是非常受到 K-12 的教師重用的教室

資訊設備，已經安裝於美國數千間教室協助教師在課堂授課，主要有物理、生物、化學、

數學等相關科學與科技領域相關類科，之所以被大量採用原因，主要是因為建置成本較

低、適合群組授課、可以避免有危險的教學情境。                                    



  

圖 3 zSpace 虛擬互動筆 圖 4 zSpace 追蹤眼鏡 

  

圖 5 zSpace 成像攝影機 圖 6 zSpace攝影機投影畫面 

本計畫針對 K-12 的 STEM 課程，應用虛擬實境技術到專題導向式學習中，以瞭解

其對機構設計、電機電子、結構設計、與產品設計等模組的學生學習效果與創意表現影

響。 

 

貳、研究目的 

本計畫具體目標分別如下： 

一、 分析 zSpace教材與 K-12教學需求之對照 

二、 發展以 STEM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之 K-12教材發展模式 

三、 發展以 STEM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之 K-12範例教材 

四、 發展以 STEM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之教學模式 

五、 進行教學實驗，探討 STEM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應用在 K-12教育之學

習影響 

 



參、研究成果 

一、 分析 zSpace教材與 K-12教學需求之對照 

zSpace VR 系統在美國已超過 400 個學區數千間教室採用了這種桌面上的虛

擬實境教學一體機，可以易用、直觀地展現 STEM 教育的課程，也同樣適用於藝

術、社會類課程。廠商已開發許多 zSpace教材，但由於廠商過去僅針對歐美的課

程作開發且課程內容皆為英文，屬於非在地化的課程，而廠商本身也缺乏教育的

專業知識。因此，本研究團隊統整 zSpace現有的教材，與我國十二年國民教育之

課綱對照，教材分析依照各適合學年、領域、科目、單元內容作分類。 

 

二、 發展以 STEM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之 K-12教材發展模式 

STEM 專題導向學習以 STEM 課程設計為基礎，結合專題導向式學習發展出

來的教學與學習方式。STEM專題導向學習立基於建構取向的教學理論，提供複雜

且真實性的專題計畫，讓學生透過探索式的方法從事問題的探究，學習者使用科技

工具幫助其知識的建構與呈現，是一種由學習者親自參與、教學者在一旁引導的學

習取向的學習引導策略，在學習過程中以 VR 教材融入專題導向學習能使學習者沉

浸於學習提升學習成效。 

教學者常常面臨不知道如何發展一個 VR 教材，缺乏 VR 教材製作的技術，透過廠

商與本計畫的合作發展模式建立，對於教學者可以自行開發 VR 教材，並且能發展

出以 STEM 專題導向的課程。廠商提供 zSpace 的 VR 技術，關於系統內建功能、

影像或相關內容，使用 zSpace的 OPENNI，採用 Unity3D自行開發數位內容，配合

C++ API開發介面，轉換成 html 5 可接受、可辨識的格式，最後以 html 5 製作學習

教材內容，處理大量的動畫、影音的部分。另外，本計畫協助提供教學者在發展教

材時必須使用的功能，共同與廠商發展以 STEM 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之 K-12 教

材發展模式。在教學者要製作一個 VR 教材時，僅需要簡單的操作方式即可完成教

材，教學者首先必須匯入 3D 模型、場景及多媒體素材，接者編排素材位置，製作

VR 教學流程編排，設計 VR 教學互動，最後只要把教材匯出成即可完成，發展模

式如圖 7所示。 



 

圖 7 zSpace教材發展模式 

 

三、 發展以 STEM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之 K-12範例教材 

本計畫透過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之 K-12 教材發展模式發展 zSpace 之 VR 範

例教材。以 STEM 教學結合 VR 技術之教學教案來解決以往學習過於抽象無法直接

觀察的問題，幫助學生能夠藉由虛擬的具體影像來更加了解教師想傳達的知識，此

教案以專題理念為設計主軸，注重跨領域的知識統整，並以學習者為中心，讓學生

能將新舊知識連結，經學習後，內化為認知結構的一部份。活動設計主軸以仿生機

器人概念為焦點，利用模仿生物作用應用於機器人開發，本計畫結合生物教育、科

技教育及機構設計的原理，以模仿生物運動的方式，利用齒輪及伺服馬達來帶動整

個機器人動作，藉此模擬生物的動作行為，學生透過教師將生物的知識與機構知識

複習以及學生本身所具備之能力知識進行專題製作。教學活動強調了解 VR 技術於

教學上的應用成效。上半年著重教案的設計與開發，下半年則進行先導實驗以及結

果分析驗證。 

四、 發展以 STEM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之教學模式 

智慧教室又稱未來教室、雲端教室、創新科技教室等，智慧教室簡單來說是指

教室擁有各項教學軟硬體資訊設備，達到兼具便利（convenient）、智慧（intelligence）

與效能（efficiency）科技化的教學環境。在硬體設備方面包括教學主控電腦、大尺

寸多點觸控螢幕、群組觸控電腦與桌椅、背投式觸控展示牆面，以及行動載具等；

在教學軟體方面包含 IRS 即時回饋系統。在教學設計中結合資訊科技設備與軟體，

可提高學生教室學習專注力，亦可增加師生與同儕間的互動，將有助於促進學習者

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zSpace」是一套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系統，由紅外線觸控筆、3D



立體眼鏡和螢幕電腦（All in one computer）組成，我們能戴上 3D 立體眼鏡以 360

度觀察一個物件，使用觸控筆可以移動、旋轉物件，還能拆解其結構，更深入地了

解內部構造。在課堂中透過簡單的步驟把機械拆開仔細觀察，亦能進行簡單的實驗，

不必擔心現實環境和材料的損耗…等等。除了操作的人以外，其他人亦可以戴上 3D

立體眼鏡在周圍觀察，若無多餘的 3D立體眼鏡時，仍可以將螢幕畫面切換為擴增

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增強模式，即可無需穿戴 3D 立體眼鏡進行全方位

的觀察學習。 

本文將以智慧教室中進行 STEM 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課程之教學模式，分

別說明教師引導之教學模式、協同學習之教學模式、一人一機之教學模式，提供欲

使用 zSpace虛擬實境系統之教學單位與教學者參考。 

(一) zSpace教育伺服器 

zSpace 教育伺服器（EDU Server）包含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核心部分的

教育伺服器，第二部分是教師平台（Teacher Dashboard）。zSpace 教育伺服器通常

建置在指定的 zSpace 教師站，利於教師在班級中使用 zSpace設備進行教學。教師

連接到 zSpace教師平台後，將允許教師創建、修改和發布教學活動到 zSpace教學

平台，並在完成教學活動後儲存至教學平台上，使學生能透過教學平台選擇教學

活動進行學習；學生則可以將完成的學習活動以電子方式提交給教師，然後教師

可以登入到教師平台查看學生已完成的工作任務或進度，給予學生回饋。 

 

圖 9 zSpace教育伺服器 

 

(1) 學習領域：STEM課程，內容包含了科學、科技、工程、數學課程，教育軟



體有 Newton’s Park（牛頓公園）、Franklin’s Lab（富蘭克林實驗室）、Vived 

Science（3D 科學解剖教室）、Visible Body（透視人體）、Studio（3D工作室）、

Leopoly（3D 模型設計師）等。 

(2) zSpace教師平台：zSpace教師平台是一個架構在瀏覽器的應用程式，教師有

帳戶管理工具，包括帳戶創建、帳戶類型和密碼管理，亦可以進行 zSpace教

學活動內容的編輯，以建立個人化的教學內容，完成教學內容的編輯後，還

可以分享與發布你的課堂活動，在教學過後，可以存取與查看學生的作業與

活動紀錄；學生則可以透過平台下載學習活動，將按照教師設計的活動進行

學習，完成後繳交至教學平台上。 

 

  



五、 探討 STEM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應用在 K-12教育之學習影響 

(一) 教學實驗設計說明 

在資訊科技環境下，教學內容與軟硬體的搭配，可使課程中學生的互動參與及

彈性更能發揮，且在多媒體與多元的教學呈現下更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效果。虛擬

實境的概念起源於 1965 年，其特點在於能充分模擬人類的感知，使人能浸遊其中

並能夠擁有接近真實的體驗。然而虛擬實境不單硬體系統，它還具有讓使用者可以

進行即時性的互動的設計。虛擬實境利用模擬三度空間的虛擬世界，透過使用者的

感官，讓使用者感覺仿佛身歷其境。虛擬實境系統具有下面三個基本特徵：即三個

「I」immersion-interaction-imagination（沉浸-互動-構想），強調個體在虛擬系統中

的主導作用，並能與其中的環境或物件進行直接反應的互動。 

生活中蘊含了許多人類無法感受到的現象，人們將許多無法眼見為憑的事物以

抽象隱喻的概念呈現，或是用科學的方法延伸感官。科學與科技學習過程中，有一

些抽象概念不易被理解的，在傳統授課中教師往往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進行講解與

說明，但成效卻與講授時間不成正比。隨著科技的進步，從過去的圖卡、動畫、AR

到可以擁有身歷其境的 VR，運用各種數位教材、學習資源及教學方法，將提供一

個使教學更有效率、學習更為快樂且能培養學生高層次能力（如：問題解決、創意

發想、共創智慧等）的學習環境。雖然這些設備成本較高且較難維護，但使用人員

經過培訓後，皆能更有效的利用於教學環境中產生功效，例如認知、概念學習、動

作技能、操作技術、態度情意、以及沉浸效果等。 

臺灣的中小學課程一直缺乏運用工具、材料以實踐設計與製作歷程的體驗學習，

導致年輕學子普遍缺乏動手實作的經驗，加上教師長期偏重使用統編的教材及坊間

教材授課，使得老師缺乏發覺周遭事物並融入課程的能力。實作練習中，傳統上往

往都是學生依循著老師講解內容和步驟進行練習，並沒有真正了解製作的過程，而

真的有產出的成果也未必有思考到為什麼要完成這一件作品。 

因此，這個教學活動希望透過 zSpace 虛擬實境系統可以強化學生的設計與探

究能力的培養。本次教學活動以「創意電動車」為主題設計，將針對國小高年級/國

中學生探討「STEM 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應用在實作活動之學習影響」。 

  



  
圖 13 創意電動車之作品 

 

(二) 研究架構 

本教學實驗使用 STEM 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教學活動設計，讓國小高年級學生

能經由虛擬實境裝置，結合自然與生活科技的課程內容進行互動，達到活動與學

習的目的，研究架構圖如圖 2所示。本研究以「汽車」教材結合 zSpace虛擬實境

技術進行教學實驗，利用 zSpace主機、3D眼鏡、2D眼鏡和虛擬互動筆，來進行

教材的觀察，具體化的呈現出抽象概念，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圖 14 研究架構圖 

 

 

(三) 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一個先導實驗，採用單一實驗組設計、蒐集前後測學習動機、學習

成效進行分析，研究對象為台北市某國小的高年級學生，一個班級共 18位（年齡

介於 11.5 至 12 歲）。透過虛擬實境裝置結合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以「汽車」為

教材內容，四軸驅動車為作品實作，進行 180分鐘的教學實驗（包含前後測）。 

 

(四)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用單一實驗處研究方法設計。為了讓學生在汽車的知識學習中能更

了解汽車底盤的抽象概念，學生透過虛擬實境裝置觀察汽車的結構與機構（圖 15），

以及汽車的動力系統（圖 16），期望學生可以透過 zSpace 虛擬實境技術投影出來

的虛擬影像，進行結構的瞭解與其知識學習，幫助之後的作品實作，最後依據教

師提供的材料，學生進行拆解、組裝一個四軸驅動車的作品（圖 16），使學生在專

題導向虛擬實境學習中亦能得到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的專業學科知識。 

自變項 

STEM專題導向虛擬實境學習融

入四軸驅動車實作課程 

依變項 

學習動機 

學習成效 



 

圖 15 zSpace教材-汽車底盤 

  

圖 16 學生使用 zSpace學習「汽車」

的知識 
圖 17 學生動手實作「四軸驅動車」 

本研究以「四軸驅動車」為主題設計，根據「汽車」教材結合以 STEM 專題

導向虛擬實境技術之教學模式進行實驗，針對某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生探討

「STEM 專題導向虛擬實境技術應用在實作活動之學習影響」，研究流程如圖 18

所示。 

 

 

圖 18 教學實驗流程 

 

(1) 決定任務/問題階段 

前測（學習動機量表與四軸驅動車學習成效測驗） 

虛擬實境教學 

後測（學習動機量表與四軸驅動車學習成效測驗） 

15 分鐘 

150分鐘 

15分鐘 

某國小高年級生 1班共 18位學生 



在課程開始前，請學生分組，1 人為一組，接著教師根據四軸驅動車的主

題，說明汽車的機構、底盤結構、傳動系統，以提問的方式進行具體經驗的分

享，如：詢問學生是否有動手做過電動車的經驗?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2) 發展規劃階段 

教師向學生展示四軸驅動車的 zSpace 教材。在此階段，教師請各組學生

開啟教材，並且進行移動、旋轉、拆解汽車底盤，接著進行一次小組討論，問

題為四軸驅動車中較困難的學習內容，如：汽車的傳動系統是什麼?傳動軸有

什麼功用?藉由討論的方式，讓學生盡可能地發現問題，使學生在接下來的學

習過程中，會有較深刻的感受。 

(3) 資料蒐集/分析階段 

教師示範操作 zSpace 教材，解釋四軸驅動車的傳動概念，透過問答讓學

生做更深入的思考，如：拆解出汽車的零件，詢問是否有學生知道是什麼?學

生則觀看教師示範和聆聽教師的講解，接著同學可以輪流互相操作 zSpace 設

備，其餘同學可以針對四軸驅動車課程內容與教師提出問題，使用電腦進行資

料搜尋，並依據本身的經驗及對四軸驅動車的認知建立知識架構，從資料蒐集

的過程中，每位學生會有不同的認知概念，學生可以透過同儕合作討論的方式，

解釋所學到的東西，討論出最佳的解答，最後回答教師的問題。 

(4) 實際調查階段 

學習完四軸驅動車的基本結構概念與傳動知識後，教師給予四軸驅動車

實作材料，並且示範實作過程，介紹四軸驅動車的設計概念，引導學生在實作

中學習，提供必要的技巧給學生，如：手工具的應用，引導學生進行作品品質

的控制。在此階段提供 zSpace 的汽車教材，給予學生想法，設計自己的四軸

驅動車。 

(5) 任務修正回饋階段 

學生在完成四軸驅動車的雛形後進行測試，並在測試過程中發現問題與

同儕或教師相互討論、思考，將理論及想法彙整調整及修改四軸驅動車。 

(6) 專案呈現階段 

學生發表作品成果，說明作品創作的歷程。教師則根據四軸驅動車實作作

品、學習單內容與口頭報告內容，評量學生作品。 

(7) 反省評鑑階段 

目的是提供教師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讓師生間瞭解教學與學習的效果。

在課程接近尾聲的時候，進入到反省評鑑階段，教師利用研究工具評量學生的

學習狀況，以確認學生的學習是否達成學習目標、是否了解課程的學習內容。 

 

(五) 研究工具 

(1) 學習動機量表 

本研究採用 Keller在 1983 年所編之「教材動機量表（Instructional materials 

motivational scale, IMMS）」衡量學生的學習動機。IMMS 動機量表是以 ARCS



動機模型為理論基礎設計，包含引起注意（Attention）、切身相關（Relevance）、

建立信心（Confidence）、獲得滿足（Satisfaction），目的在測量學生對教師所

設計教材內容之反應，題項分數的衡量採用李克特 5點量表，共 24 題，IMMS

學習動機量表在多項教育研究中已發現具有內部一致性之信度考驗（郝光中、

林保源和蕭秋祺，2016；俞錚蓉、林佳勳、陳盈幸和林東興，2017）。 

(2) 學習成效測驗 

學習成效測驗編制，試題內容以製作四軸驅動車相關知識概念整合設計，

設計範圍涵蓋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相關課程內容，以此範圍作為命題編纂

之參考。測驗試題完成後，送請自然老師、數學老師、生活科技老師以及兩位

相關教育領域專家協助審查，具備專家效度。在測驗信度方面，經 99位學生

測驗人數，得到信度的 Cronbach α = 0.734，依據 Nunnally （1978） 之研究，

cronbach’s α 值在 0.7 以上為高信度值，因此該問卷適合使用於本研究之教學

實驗。 

 

(六) 研究結果 

由於本次研究樣本小於 30人，因此本研究使用無母數統計中魏克生符號檢

定（Wilcoxon Signed Ranked Test）分析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Wilcoxon, 1945），

得到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在學習動機方面，由下表 4可知，經二個平均等級差異量檢定之 Z值等於-

2.046，p=.041<.05 達到顯著水準，表示 zSpace融入教學對學生學習動機有顯著

提升。在學習成效方面，由下表 4可知，經二個平均等級差異量檢定之 Z值等於

-2.064，p=.039<.05，達到顯著水準，表示 zSpace融入教學對學習成效有顯著提

升。 

 

 

表 5 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描述性統計 

依變項 N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學習動機 
前測 18 96.44 11.01 82 119 

後測 18 101.89 11.27 82 118 

學習成效 
前測 18 69.44 21.28 10 100 

後測 18 80.56 10.56 60 100 

表 6 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魏氏符號等級檢定摘要表 

依變項 Z p 

學習動機後測 - 學習動機前測 -2.046 a .041 

學習成效後測 - 學習成效前測 -2.064 a .039 

註：a根據負等級。 

 

(七) 教學實驗結論與建議 



本次教學實驗為 zSpace 設備於台灣中小學第一次的教學實驗，使用虛擬實境

裝置結合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能讓國小高年級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沉浸在虛擬實

境裝置裡立體呈現的汽車模型中，對學生學習抽象概念有正向的幫助，使他們的學

習動機及學習成效有顯著的提升。從實驗過程中發現，學習者在操作 zSpace 設備

認識汽車底盤結構時，皆有高度興趣並想花更多時間了解各個知識面內容。透過課

程滿意度調查回饋也發現，學習者認為對於虛擬實境的內容導入課程，是可以增加

自我學習動機及探索過去不易學習的知識內容，並想透過此設備學習更多的課程。 

另外在學習成效結果發現，虛擬實境融入教學課程中，學生是能有效地提升學

習成效，對於過去曾經學過的主題有深化之影響。實作作品部分，由於教學時間較

短限制了學生發想的機會，無法將四軸驅動車的傳動系統更加深化以及將更多的構

想實體化，因此在建議未來實施課程時，應安排更多探索階段、實作設計階段的時

間，使學生在過程中得以透過虛擬實境系統學習更多知識，以及盡情發揮想像力與

創造力，進行實作作品的設計與修正，相信對學生的實作能力與認知發展會更有幫

助。 

肆、後續研究規劃 

後續研究規劃將依照原定計劃分成教學實驗、建立 zSpace 教學及認證中心、推廣

工作三部分，並按照原訂計畫執行： 

一、教學實驗 

本計畫在第二年將進行虛擬實境環境結合專題導向式合作學習之驗證研究，經

過兩年的教學實驗，本計畫將會依據蒐集回來的數據與教學老師探討哪種教學模式

較恰當，並且將教學模式設計得更好。 

二、建立 zSpace 教學及認證中心 

本計畫將透過師資培訓的方式使教師獲取並增加 VR 使用及融入教學之相關

經驗或知識，進而達到專業上的進步，培養教師在使用 VR 的專業成長。為了落實

虛擬實境學習的認證制度，以確保虛擬實境學習品質，本計畫 zSpace 認證中心將

從兩個面向進行認證:（1）教學認證（2）教材認證。 

三、推廣工作 

本研究之推廣將舉辦 2場校際成果分享會，由科技教師的點開始，逐漸推廣至

自然科學、數學教師，並推廣至各科教師，讓所有教師均能藉由虛擬實境教學環境

培養專業能力。 

第二年主要進行 VR 教學推廣研習活動，並利用研習活動培育教師之相關教學

能力，另外由於主持人所屬系所每年固定與台北及新北市政府舉辦生活科技競賽，

未來可以透過此競賽的平台來進行相關教材及教學分享討論會，促使相關課程快速

傳播及推廣。此外，亦會強調教師的 VR 技術知能之培育，期望透過分享研習學習

的方式，先讓老師有機會接觸相關課程，讓老師們了解 VR 技術，並利用本計畫發

展之課程進行教學分享，降低教師們對於 VR 技術的排斥感，加速其教育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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