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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旨在探討運用智慧眼鏡提供擴增實境的體現認知學習輔助
，對於學習者科學相關領域之學習效益與問題解決表現的幫助。第
三年度主要研究目標在檢視運用智慧眼鏡擴增實境學習輔助，對於
國中學習者教育機器人程式設計專題之學習表現與學習動機的影響
。本研究採2x2因子設計之準實驗研究法，自變項包含學習輔助類型
(紙本學習vs.擴增實境學習)及學習策略(問題導向vs.演練範例)。
參與者為北部一所國中二年級學習者，有效樣本124人。初步分析發
現：(1)在專題表現方面，運用智慧眼鏡擴增實境學習輔助能提升初
學者Scratch及教育機器人程式設計表現；而且，學習者不論是採用
問題導向或演練範例的學習策略，在程式設計專題都有相近的表現
；但在介面設計與創意表現方面，則是使用紙本學習輔助與問題導
向策略較占優勢；(2)在學習動機方面，各實驗組對於機器人程式設
計專題學習活動皆展現相同的正向動機；而且，擴增實境學習輔助
能提升學習者的內在目標、外在目標、工作價值、控制信念、自我
效能及期望成功等面向的動機表現。本研究階段可歸納二項結論
：(1)運用智慧眼鏡提供擴增實境體現認知學習輔助，可有效提升學
習者的程式設計表現與學習動機；(2)使用紙本學習輔助與問題導向
學習策略在程式設計專題的介面設計與創意有較優異的表現，但其
原因尚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深入探討。

中文關鍵詞： 擴增實境、程式設計、教育機器人、先備知識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using a smart-
glasses-based augmented reality (AR) to deliver embodied
cognitive learning support on student’s learning of
science and problem-solving. In the third research stage,
the effects of types of learning support and learning
strategy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motivation in a robot programming project were
investigated. This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employed a 2x2
factorial design.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d type
of learning support, paper-based vs. paper-based-AR, and
type of learning strategy, problem-based vs. worked-
example.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project performance
and motivation. Participants were 9th-graders from a junior
high school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Taiwan and the
effective sample size was 124.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 for the project performance, the use of
smart-glasses-based AR to deliver embodied cognitive
learning support did enhance the participants' project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no matter the
adopting the problem-based strategy or the worked-example
strategy, the learners performed equally in the robot
programming project; and (b) as for learning motivation,
all participants showed positive motivation toward the
employed robot programming project and the smart-glasses-
based AR learning support enhanced participa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n all component aspect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tage, it was concluded that
employing a smart-glasses-based AR learning support can
enhance participants' programming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using the paper-based learning support or
the problem-based strategy can bring about greater
advantage on promoting participants’ project performance
in aspects of interface design and creativity. Further
studies are suggest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advantages of adopting the paper-based learning support and
the problem-based strategy.

英文關鍵詞： augmented reality, programming, educational robot, prior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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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科技之擴增實境體現認知設計對數位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影響 

-以智慧眼鏡為例 

1. 前言  

資訊化時代的來臨，各國普遍重視學生資訊科技能力。程式設計可以讓學習者在分析、規劃及執

行程式設計的過程中，培養邏輯思考與抽象推理的能力，並建立正確的邏輯思考歷程，以習得問題解

決與學習遷移的能力(Mayer, 1992)。由於程式語法結構與平常用語方式不同，且程式語言概念較為抽

象，因此對於許多初學者而言相對是困難的，也常因而導致學習興趣低落(West & Ross, 2002)。初學者

學習程式設計常見的困難概念包括程式結構、迴圈操作及控制結構等(Lahtinen, Ala-Mutka, & Järvinen, 

2005; Ginat, 2004)。這些困難概念的問題可能來自於學習者缺乏學習興趣或欠缺適當的教學方法與課堂

互動(Barker, McDowell, & Kalahar, 2009; Coull, & Duncan, 2011)。因此，近年來許多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的程式設計學習軟體，如 Scratch、Etoys、Robomind、Alice 等，增加了

程式設計上的互動與視覺化效果，透過積木拖拉組合與參數變更，降低了對程式語法(syntax)及語意的

學習困難。再者，程式設計教學過程中，使用有效的教學策略是必要的。教學策略扮演學習支持與引

導的角色，能適時提供學習者對抽象概念的理解，促進高層次的思考。例如演練範例的教學策略，運

用專家的問題解決模式來引導學習者進行問題解決的學習(Atkinson, Derry, Renkl, & Wortham, 2000)，

透過提供步驟性的操作演示，能幫助學習者聚焦於學習的重點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可以發展出適當的

心智模型並達成學習目標(Anderson, Farrell, & Sauers, 1984)。問題導向的教學策略可以引領學習者著重

在問題解決方案的規畫，能培養高層次的歸納思維並促進問題解決能力的發展。在教育機器人的程式

設計學習應用方面，就體現認知觀點而言，藉由實體操作的問題解決實作經驗，將有助於學習者習得

概念的理解與遷移。因此，透過教育機器人程式設計專題可以提供學習者現實生活的複雜問題情境，

體驗真實情境中的問題解決思維與運作，並且經由程式設計規劃與實作、教育機器人的硬體運作與執

行狀況、以及程式設計的除錯與修正過程，增進學習表現並提升學習動機(Linder, Nestrick, Mulders & 

Lavelle, 2001)。故本研究運用教育機器人提供擴增實境來輔助初學者進行程式設計學習，並藉由不同教

學策略(演練範例、問題導向)的使用，期望對程式設計初學者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能帶來正向的影響。 

 

2. 文獻探討 

2.1 程式設計學習 

程式設計是一項複雜的目標導向任務，包含了理解任務目標、尋找解法、規劃程式碼、測試及除錯

等步驟(Brooks, 1999)。程式設計教學目標是要讓學習者掌握程式語言的語法、語言結構與設計技巧，

運用程式邏輯的思考模式進行問題解決，並在過程中培養學習者邏輯及抽象思考的能力(Fernaeus, 

Kindborg, & Scholz, 2006; Schollmeyer, 1996)。程式設計學習促使學習者透過分析、規劃及執行的過程

形成正確的邏輯思考歷程，並能將大問題分解成小問題，以正確、可執行與驗證的方式來描述解題過

程，而且這些技巧可以遷移應用在真實世界之中，也有助於其他學科的學習(Feng & Chen, 2014)。程式

設計是使用程式語法去解決問題的一個複雜歷程，是將特定問題以邏輯方式去思考解法並將解法轉換

為程式碼的過程，初學者不容易掌握這樣的複雜歷程與技巧(Robins, Rountree & Rountree, 2003; Sengupta, 

2009)。由於程式語言概念的複雜度高，初學者很難深入理解程式語言的抽象概念與運作過程，以致產

生迷思概念及錯誤的應用，進一步也影響學習者對於程式設計學習的動機與興趣(韓宜娣,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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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的程式設計學習環境(如：Scratch, StarLogo, Alice …等)，透過視覺化的程

式設計介面提供可視化的程式語法、程式執行過程與執行結果等，能有效幫助初學者克服程式設計的

學習困難，增進學習效率(Klopfer & Yoon, 2005; Malan, & Leitner, 2007 ; Stolee, & Fristoe, 2011; Wu, 

Chang, & He, 2010)。例如：Scratch 提供直觀的程式設計界面、易學易用，將指令積木化，可以減少語

法錯誤問題，提升初學者程式設計的學習效率並提升學習動機(Tanrikulu & Schaefer, 2011)。教育機器

人則是近年輔助程式設計學習的新興利器，學習者可以透過觀察機器人運作的表現情形，逐步修正其

程式，建構有效的程式設計心智模型(mental model)，也有助於提升內在學習動機(Linder et al., 2001)。

因此，運用實體機器人輔助初學者學習程式設計，可有助於學習者透過觀察具體的機器人運作情形，

逐步修正程式，且機器人程式設計提供非結構化的問題情境，也有利於學習者透過解決現實問題，促

進其對程式設計概念之應用及學習遷移；搭配 Scratch 圖形化程式設計工具，降低初學者的面對程式語

言語法上的認知負載，使其能聚焦於程式結構及邏輯概念的規畫，並專注於問題解決規劃與程式運作

之高層次思考，進而可以達到較佳的學習成效。 

 

2.2 擴增實境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為近年來蓬勃發展的興新科技，是一種整合現實世界與虛擬資訊的擴

增環境技術，透過將虛擬資訊疊加於現實場景並呈現於使用者介面上，讓使用者能夠透過操作真實環

境的物品與虛擬資訊進行即時的互動(Arvanitis, Petrou, Knight, Savas, Sotiriou & Gargalakos, 2007)。

Azuma (1997)認為，擴增實境具有三項要素，包括：(1)能結合虛擬與真實世界：在真實環境中擴增出數

位多媒體資訊，如：文字、動畫、圖像、3D 模型…等；(2)具有即時性的互動；(3)3D 定位環境。換言

之，正如 Craig (2013)所歸納，擴增實境的應用可以展現出四個特色：(1)在真實環境中看到疊加的數位

虛擬資訊：使用者可以在現實世界中透過身體的感官來接收數位虛擬資訊；(2)數位虛擬資訊同步顯示

在真實環境中：當數位虛擬資訊擴增於真實物體時，使用者能夠同步感知資訊而不產生誤差或延遲；

(3)數位虛擬資訊透過真實環境的定位與使用者的視角展現於現實世界：使用者能從不同角度觀看實體

物上所擴增的數位虛擬資訊的各個不同面向；(4)擴增實境可以讓使用者與所擴增的數位資訊進行互動：

使用者可以對數位虛擬物件或對真實物件進行互動，如：移動實體物件來改變對應之數位虛擬資訊、

改變視角檢視不同面向等。 

由於擴增實境具有提供學習者更多樣性的操作可能及使用體驗、增強現實環境中的資訊顯示與互

動經驗、對所疊加之數位虛擬資訊及物件進行操控，以及透過與數位虛擬物件及現實場景之即時互動，

將抽象概念具體化進而提升學習理解等特性(Azuma, 1997; El Sayed, Zayed, & Sharawy, 2011; Kipper & 

Rampolla, 2012)，適切運用擴增實境將有利於程式設計學習之表現。在大學的程式設計課程中運用擴增

實境改善學習效益的研究也證實，運用擴增實境提供互動性提示，使學習者能掌握程式設計的邏輯及

學習主題的目標，可以有效提升初學者程式設計學習的表現(Del Bosquea, Martinezb & Torres, 2015)。因

此，本研究利用擴增實境之虛實整合與即時互動特點，擴增數位虛擬提示資訊於學習者教育機器人程

式設計專題之問題解決的任務過程與操作之中，期望能藉此增進學習者的程式設計表現並提升學習動

機。 

 

2.3 問題解決策略 

問題解決是學習者在面對問題時，利用自身已學過的知識技能去滿足情境需求，綜合運用知識與

技能，已達解決目的的思維活動歷程(Kahney, 1986)。換言之，問題解決是一種高層次的認知能力，學

習者必須將學過的各種知識加以整合以解決所面臨的新問題，也由於需要整合各種不同知識，所以問

題解決的歷程乃是複雜且不易習得的。問題解決是程式設計過程的高層次認知活動，程式設計教學必

須有效融入問題解決方法，方能達成幫助學習者習得運用程式設計解決問題的教學目標(Grover & 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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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Pea, 1987)。教學上常見的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如：問題導向策略(problem-based strategy)及演練範例

策略(worked-example strategy)。 

問題導向策略是運用待解決的問題，讓學習者透過逐步解決問題的過程，熟悉解決問題的技巧，

增進其問題解決能力；演練範例策略則是透過案例提供循漸進的解題步驟與練習機會，幫助學習者熟

悉並習得解決問題的步驟與方法。問題導向策略利用真實的問題來培養學習者的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是指將學習者放置在特定的問題情境中，賦予學習者學習任務與挑戰，並提供相關的資源與引導，使

學習者進行問題解決及學習(Duch, 1996; Walton & Mathews, 1989)。在程式設計學習方面，運用問題導

向策略做為程式設計教學的架構，利用真實情境問題引發學習者學習，有助於程式設計的知識學習及

程式設計的問解決成效(Deek, Kimmel & McHugh, 1998)。國內研究(吳正己、林凱胤, 1997; 林育慈、吳

正己, 2016)也發現，運用問題解決導向教學，讓學習者先掌握解題的架構，然後再導入相關的指令與敘

述，可以幫助學習者著重在問題的架構與解決方法上，再依需求進行程式指令與敘述的學習，可以避

免初學者因程式語法所造成的認知負載而影響學習效益。演練範例提供專家示範的解說與解題步驟，

藉此幫助初學者掌握解題過程中的重要方法與規則。演練範例可以讓學習者將注意力集中在問題本身、

降低認知負載，讓學習者全心在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欠缺經驗的初學者而言，演練範例能夠減少外在

的認知負載，提昇學習的效益(Cooper & Sweller, 1987; Sweller, 2004)。就程式設計教學而言，使用演練

範例策略將程式設計解題計畫解法拆解成一系列的步驟與準則，並在演練範例中強調這些準則，可以

藉由實作讓學習者能夠從中體會到解題的脈絡與要領，促進學習者達到更好的學習成效(Hohn & Moraes, 

1997)。 

由於演練範例策略對於沒經驗的初學者會較佳的學習助益；而問題導向策略則可以透過提供問題

引導的方式，幫助初學者確認問題、分析並規畫解決方案，讓初學者在面對問題時能夠更系統化地去

思考問題並解決問題。因此，本研究擬檢視這兩種策略對於初學者在程式設計學習效益差異。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檢視運用智慧眼鏡擴增實境體現認知學習輔助時，學習輔助類型(紙本學習輔助 vs.

紙本+擴增實境)與學習策略(演練範例 vs.問題解決)對於國中學習者教育機器人程式設計之專題表現與

學習動機的影響。以下分別簡介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研究設計及數位學習環境建置。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國中學習階段的程式設計學習者，研究樣本為新北市國中八年級學習者 136 人。

在實驗教學前，所有參與學生皆已學過 Scratch 基本操作，為程式設計初學者，但尚未學過本研究實驗

教學之機器人循線程式設計。參與者依隨機方式分派為「紙本學習單-演練範例組」、「紙本學習單-問

題導向組」、「紙本+擴增實境-演練範例組」及「紙本+擴增實境-問題導向組」。排除未全程參與者 12

位，本研究有效樣本為 124 人。各組人數分配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實驗組人數分配 

        輔助類型 

學習策略 
紙本(學習單) 紙本+擴增實境 合計 

演練範例 30 31 61 

問題導向 31 32 63 

合計 61 63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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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因子設計(factorial design)之準實驗研究法，自變項為「學習策略」及「學習輔助類型」。

「學習策略」為實驗教學過程中有計畫地引導學習者學習，達成既定目標的方法，分為「演練範例」與

「問題解決」兩種策略；「演練範例」組依照專題之解題範例的步驟來完成專案，「問題導向」組則是

依循問題解決提示來規劃解題方案並完成專案。「學習輔助」依所提供的媒體及提示呈現型式之不同

區分為「紙本學習」與「紙本+擴增實境」兩種學習輔助型態。各實驗組皆依循 4E 學習環之投入、探

索、解釋、評估進行 Mbot 機器人程式設計專題。本研究依變項包括：「程式設計專題表現」及「程式

設計學習動機」。「程式設計專題表現」為學習者在 Scratch 教育機器人程式設計專題的表現，評分面

向包括：Scratch 程式設計、機器人程式設計、介面設計及創意表現等四個面向。「程式設計學習動機」

為學習者在實驗教學後對程式設計學習的動機表現，包括：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控制信念、

工作價值、期望成功及自我效能等面向。 

 

3.3 數位學習環境建置 

本研究實驗教學活動之數位學習環境建置包括：(1)個人電腦、(2)智慧型眼鏡、(3)Mbot 機器人、(4)

循線地圖及(5)學習單(如圖 1 所示)。 

 
圖 1 學習環境建置 

 

各實驗組皆依循學習單之任務指示進行 Scratch 程式設計任務及機器人循線任務。如圖 2 所示，

「擴增實境組」在任務過程中，除了提供紙本學習單指引外，還可以透過智慧型眼鏡獲得擴增的輔助

資訊，幫助其 Scratch 程式撰寫與 Mbot 機器人循線競走之運作的程式設計與除錯。 

 
圖 2 學習者透過智慧型眼鏡獲得擴增的輔助資訊，幫助其 Scratch 程式撰寫與 Mbot 機器人運作程式設計 

 

3.5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工具包括：「程式概念先備知識測驗」、「程式設計專題實作評量表」及

「學習動機問卷」。「程式概念先備知識測驗」的目的在評量學習者在實驗教學前對程式語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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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狀況，並做為統計分析時排除先備知識對學習者依變項表現的影響。測驗整體信度 Cronbach's α 

為 .82。「程式設計專題實作評量表」目的在評量學習者程式設計專題的表現，評量面向內容：Scratch

程式設計、機器人程式設計、介面設計及創意表現等四個面向，每個面向 10 分。「學習動機問卷」則

是採用 Printrich、Smith 與 McKeachie (1989)「學習動機策略量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SLQ)」的價值成分與期望成分來評量參與者的學習動機表現；價值成分包括：「內在

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及「工作價值」三個向度；期望成分則包括：「控制信念」、「自我效

能」及「期望成功」三個向度；共計 26 題，採李克特 5 點量表方式，問卷信度 Cronbach's α 為 .87。 

 

4. 結果與討論 

4.1 專題表現分析 

本研究專題表現之分析就各實驗組在 Scratch 程式設計、機器人程式設計、介面設計及創意表現四

面向的得分，以先備知識做為共變數排除參與者實驗前已具備之程式設計先備知識差異，進行多變量

共變數分析，分析摘要如表 2 所示。首先，學習輔助類型主效果在 Scratch 程式設計及機器人程式設計

二個面向的組間差異均達到顯著水準，由平均數得知使用「紙本+擴增實境」學習者在專題的 Scratch 程

式設計及機器人程式設計表現均優於「紙本學習」的學習者；此結果顯示：使用擴增實境學習輔助能

有效幫助初學者程式設計的表現。然而，學習策略主效果在 Scratch 程式設計及機器人程式設計二個面

向的組間差異則均未達顯著，顯示不論是使用「演練範例」或「問題導向」的學習策略，都能適切幫助

初學者達到相同程度的程式設計表現。再者，由於「輔助類型×學習策略」交互作用在介面設計及創意

表現達到顯著水準，顯示輔助類型與學習策略交互影響學習者之介面設計及創意表現，需要進一步透

過單純主效果分析來檢視影響狀況。 

 

表 2 專題表現之多變量共變數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學習成效面向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p η2 

輔助類型 

Scratch 程式設計  42.34 1  42.34  26.91 .00 .18 

機器人程式設計   5.74 1   5.74   5.00 .03 .04 

介面設計 153.98 1 153.98 115.77 .00 .48 

創意表現  28.59 1  28.59  43.70 .00 .26 

學習策略 

Scratch 程式設計   3.34 1   3.34   2.12 .15 .02 

機器人程式設計   2.56 1   2.56   2.23 .14 .02 

介面設計  17.55 1  17.55  13.19 .00 .10 

創意表現  14.47 1  14.47  22.12 .00 .15 

輔助類型×學習策略 

Scratch 程式設計   1.01 1   1.01    .64 .43 .01 

機器人程式設計    .42 1    .42    .36 .55 .00 

介面設計  15.72 1  15.72  11.82 .00 .09 

創意表現   3.88 1   3.88   5.93 .02 .05 

 

由介面設計及創意表現之單純主效果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及各組平均數可知：就學習策略之影

響而言，(1)紙本學習組使用「問題導向學習策略」時，在介面設計及創意表現均優於使用「演練範例」

學習策略；(2)擴增實境組在介面設計表現方面，使用「問題導向策略」與使用「演練範例策略」有相

同程度的表現，但在創意表現方面，則是使用「問題導向策略」優於使用「演練範例策略」；再者，就

學習輔助類型之影響來看，(3)演練範例組與問題導向組在使用「紙本學習輔助」時，介面設計及創意

表現均優於使用「紙本+擴增實境」學習輔助。本研究專題表現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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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輔助型態×學習策略之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摘要 

成效面向 組別 變異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p η2 

介面設計 

紙本學習組 
學習策略 

 33.24 1  33.24 12.18 .00 .16 

擴增實境組    .03 1    .03  1.06 .31 .02 

演練範例組 
輔助型態 

 36.77 1  36.77 36.16 .00 .35 

問題導向組 130.10 1 130.10 73.92 .00 .54 

創意表現 

紙本學習組 
學習策略 

16.66 1 16.66 15.78 .00 .20 

擴增實境組  1.68 1  1.68  6.47 .01 .09 

演練範例組 
輔助型態 

 5.88 1  5.88 17.73 .00 .21 

問題導向組 25.97 1 25.97 25.83 .00 .29 

 

表 4 專題實作表現分析結果彙整 

專題表現面向 變異來源 顯著性 研究結果 

Scratch 程式設計 
輔助型態 Sig 擴增實境 > 紙本學習 

學習策略 Non-Sig 演練範例 = 問題導向 

機器人程式設計 
輔助型態 Sig 擴增實境 > 紙本學習 

學習策略 Non-Sig 演練範例 = 問題導向 

介面設計 學習策略×輔助型態 Sig 

紙本學習組：問題導向 > 演練範例 

擴增實境組：演練範例 = 問題導向 

演練範例組：紙本學習 > 擴增實境學習 

問題導向組：紙本學習 > 擴增實境學習 

創意表現 學習策略×輔助型態 Sig 

紙本學習組：問題導向 > 演練範例 

擴增實境組：問題導向 > 演練範例 

演練範例組：紙本學習 > 擴增實境學習 

問題導向組：紙本學習 > 擴增實境學習 

 

 

4.2 學習動機分析 

本研究學習動機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如表 5 所示，首先，學習輔助類型主效果在各個動機面

向(內在目標、外在目標、工作價值、控制信念、自我效能及期望成功)差異均達到顯著水準，由平均數

得知使用「紙本+擴增實境」學習者動機表現均優於使用「紙本學習」的學習者；此結果顯示：使用擴

增實境學習能顯著提升初學者的程式設計學習動機。然而，學習策略主效果在各個動機面向則是皆未

達顯著，顯示不論是使用「演練範例」或「問題導向」的學習策略，初學者都有相近學習動機表現。再

者，由於「輔助類型×學習策略」交互作用在外在目標動機表現達到顯著水準，顯示輔助類型與學習策

略交互影響學習者的外在目標動機，需要進一步進行單純主效果分析來檢視影響狀況。 

 

表 5 程式設計學習動機之價值成分表現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動機面向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p η2 

輔助類型 

內在目標 14.00 1 14.00 26.82 .00 .18 

外在目標 11.44 1 11.44 18.68 .00 .13 

工作價值 18.10 1 18.10 29.53 .00 .19 

控制信念 10.47 1 10.47 19.33 .00 .13 

自我效能 18.38 1 18.38 26.39 .00 .17 

期望成功 12.13 1 12.13 21.06 .00 .14 

學習策略 

內在目標   .08 1   .08   .16 .69 .00 

外在目標   .80 1   .80  1.30 .26 .01 

工作價值   .12 1   .12   .19 .66 .00 

控制信念   .04 1   .04   .08 .78 .00 

自我效能   .05 1   .05   .07 .80 .00 

期望成功   .04 1   .04   .07 .7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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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類型×學習策略 

內在目標   .48 1   .48   .92 .34 .01 

外在目標  3.13 1  3.13  5.10 .03 .04 

工作價值   .57 1   .57   .93 .34 .01 

控制信念   .02 1   .02   .04 .85 .00 

自我效能   .84 1   .84  1.20 .28 .01 

期望成功   .73 1   .73  1.26 .26 .01 

 

表 6 學習輔助型態×教學策略之外在目標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摘要 

組別 變異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p η2 

紙本學習 
學習策略 

 3.54 1  3.54  5.64 .02 .08 

紙本+擴增實境  .38 1  .38   .66 .42 .01 

演練範例 
輔助類型 

13.68 1 13.68 20.67 .00 .24 

問題導向  1.27 1  1.27  2.35 .13 .04 

 

表 7 學習動機分析結果彙整 

動機面向 因子 顯著性 研究結果 

內在目標 
學習策略 Non-Sig 演練範例 = 問題導向 

輔助型態 Sig 擴增實境 > 紙本學習 

外在目標 輔助型態×學習策略 Sig 

紙本學習組：問題導向 > 演練範例 

擴增實境組：問題導向 = 演練範例 

演練範例組：擴增實境 > 紙本學習 

問題導向組：擴增實境 = 紙本學習 

工作價值 
學習策略 Non-Sig 演練範例 = 問題導向 

輔助型態 Sig 擴增實境 > 紙本學習 

控制信念 
學習策略 Non-Sig 演練範例 = 問題導向 

輔助型態 Sig 擴增實境 > 紙本學習 

自我效能 
學習策略 Non-Sig 演練範例 = 問題導向 

輔助型態 Sig 擴增實境 > 紙本學習 

期望成功 
學習策略 Non-Sig 演練範例 = 問題導向 

輔助型態 Sig 擴增實境 > 紙本學習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階段之初步分析結果發現：(1)在專題表現方面，運用智慧眼鏡擴增實境學習輔助能提升初

學者 Scratch 及教育機器人程式設計表現；而且，學習者不論是採用問題導向或演練範例學習策略，在

程式設計專題都有相近的表現；但在介面設計與創意表現方面，則是使用紙本學習輔助及問題導向策

略較占優勢；(2)在學習動機方面，各實驗組對於機器人程式設計專題學習活動皆展現相同的正向動機；

而且，擴增實境學習輔助能提升學習者的內在目標、外在目標、工作價值、控制信念、自我效能及期望

成功等面向的動機表現。本研究階段可歸納二項結論：(1)運用智慧眼鏡提供擴增實境體現認知學習輔

助，可有效提升學習者的程式設計表現與學習動機；(2)使用紙本學習輔助與問題導向策略在程式設計

專題的介面設計與創意表現有較優異的表現，但其原因尚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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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LEET 學習環境與教育科技研討會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EET)是由日本神戶大學所主辦，專注於研討數位

學習環境最新發展的國際學術研討活動。第一屆 LEET 研討會於 2017 年 8 月 23~26 日在

日本神戶開啟序幕。2019年LEET於8月30日至9月1日在日本大阪大學(Osaka University)

舉行，旨在於提供國際研究者們分享數位教育與環境之最新研發成果與進展，期能擘劃未

來數位學習環境的發展構想與方向，並期盼增進國際合作，透過群策群力共創新局。因此，

在三天的交流活動中，除了第一天的二場主題演講及四場次(二十餘篇)研究論文成果分享

外，更透過第二天主題工作坊及論壇討論與分享的聚焦式的交流，就數位學習環境進行理

論應用及研究方向的研討與交流，最後於第三天總結分享創新數位學習環境的未來發展方

向與重要發展議題。 

此次本人出席 LEET 主要在於發表「使用智慧眼鏡之擴增實境增進學習互動與問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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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效益」的創新數位學習環境研究成果，並透過主題研討工作坊交流創新數位學習科技與

環境的國際現況與發展趨勢，做為後續相關研發與應用之規劃參考。 

 

二、 與會心得與建議 

1. 數位學習科技與學習環境的發展與變化快速，使學習科技成為各教學領域提升學習者

學習效能與教學者教學效益的利器。然而，數位學習科技與學習環境的研究成果在教

育實務的應用上，卻仍存在推廣不易的落差。如何在數位學習科技與環境研發時，同

步規劃及考量後續實際推廣應用的使用者需求，縮減研究成果與教學實務場域的落差，

值得數位教育研究者們審慎思考與規劃。 

2. 就推廣與擴散的觀點來看，數位學習科技與學習環境雖然具備使用效益上的相對優勢，

但在教育實務應用之落差大多來自於系統的高複雜度、低相容性、可試用性不高、及

不易展現可觀察之效益。因此，在研發創新數位學習科技與學習環境時，需要同時考

量系統的創新屬性，後續才可能有較佳的教育實務應用推廣效益。 

 

三、 活動照片 

   
LEET 承辦單位大阪大學 Noriko Uosaki 教授致歡迎詞並簡介大阪大學相關學術資訊 

 



  
中央大學楊鎮華教授、京都大學 Ogata教授進行數位學習環境主題演講 

 

  
與神戶大學殷成久及京都大學 Ogata 教授討論交流、主題工作坊研討後合影 

 

四、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Enhancing Triangulation Learning with VR+AR Exploration  

- Using Smart Glasses as Learning Interface 

 

Abstract: This study introduces a showcase on the use of a VR manipulative designed to enrich 

participants’ triangulation measuring experience and enhance their AR-based triangulation problem-

solving learning performance using smart glasses. A virtual reality manipulative on triangulation 

measuring was employed to serve as an advance organizer to support high school learners to learn 

triangulation problem-solving with gamified AR-enhanced exploration delivered on smart glasses.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VR experience helped the participants acquire pre-view experience 

of triangulation measuring and facilitated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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