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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習過程中有許多複雜且抽象的知識或概念，透過課本的圖文說明、
教師解釋、簡報或動畫的說明，其實對於許多學生來說還是不太容
易理解，追究其原因大多為與現實世界經歷脫節、沒有實際接觸過
、教師沒有使用適當教學策略、教學工具為主要因素。隨著科技工
具的發展，虛擬實境技術解決了此一問題，透過教學互動設計、
3D模型、動畫結合虛擬實境，幫助學生進行學習，學生有機會透過
模擬操作身歷其境，進一步的了解其概念或知識。本計畫針對現有
虛擬實境輔助教學產品進行分析及考量教學現場教師、學生易用性
、導入教學環境…等考量，選擇以教育為出發點設計的虛擬實境設
備zSpace為輔助工具導入，透過情境模擬方式及適當教學策略，提
高學習者學習動機與參與度，幫助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
本計畫根據第一年及第二年研究成果與建議，持續修正教學模組內
容，以符合教學現場的需求。此外本計畫也將第二年發展「電動船
」教學模組於台灣桃園的國中實施大規模教學實驗，課程內容以十
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要求及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連結，帶領學生
透過問題解決能力、創意思考技法、STEAM實作課程，實踐理論與想
法。本計畫也持續配合總計畫之規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
育學院、自造中心共同推廣STEAM結合VR教學模組於教學現場及教師
培訓。
中 文 關 鍵 詞 ： zSpace、虛擬實境、問題解決能力、創意思考技法、STEAM實作課程
。
英 文 摘 要 ： There are much complex and abstract knowledge or concept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which are not easy for many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rough textbook illustrations,
teacher explanations, presentations, or anima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ools,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solves this problem by combining interactive
design, 3D models, and animations with virtual reality to
help students learn an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or knowledge through immersive
simulation. This project analyzes the existing virtual
reality teaching aids and considers the teachers, students'
ease of use, and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etc. The
project selects the virtual reality device zSpace, which is
designed with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s an aiding
tool to enhance learners' motiv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rough contextual simulation and appropriat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help teachers teach and students learn. It
helps teachers to teach and students to learn.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years, the project continues to revise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modul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eaching field. In additio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project
will develop the "Electric Boat" teaching module and
implement a large-scale teaching experiment in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oyuan, Taiwan. The curriculum will be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12-year N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linked to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s,
leading students to practice theories and ideas through
problem-solving skills, creative techniques, and STEAM
hands-on activity. The project also continues to promote
STEAM and VR teaching with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the Maker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ster plan. The modules will be used in teaching sites and
teacher training.
英 文 關 鍵 詞 ： zSpace, Virtual reality, problem-solving skills, creative
techniques, STEAM hands-on activity.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期末報告）

虛擬實境應用對高中 STEAM 探究學習效果與創意表現的影響--虛
擬實境應用對高中 STEAM 探究學習效果與創意表現的影響----電機
電子教學模組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6 – 2511 – S - 003 - 019 - MY3
執行期間：107 年 08 月 01 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計畫主持人：蕭顯勝教授
共同主持人：劉子鍵教授
計畫參與人員：李柏緯、羅文成、陳政翰、蔡宏為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_3__ 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出國參訪及考察心得報告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_教育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01 月

31 日

壹、 研究背景與動機
STEAM 跨領域課程近年來越來越受到教學現場的重視，STEAM 課程強調學生可以透過
訓練獲得未來是十一世紀所需求的能力，如：複雜問題的解決能力、團隊合作、創造力…等
（Struyf, Boeve-de Pauw, & Van Petegem, 2019; Han, Capraro, & Capraro, 2015）。但綜觀教學現
場實際狀況，教師多半採用傳統講述性或單科、單一概念式的解說課程內容，對於學生在了解
跨領域知識時學習不易；除此之外，在 STEAM 課程中，包含科學（Science）
、科技（Technology）
、
工程（Engineer）
、藝術（Art）
、數學（Mathematics）其中擁有許多複雜且不易理解的知識，如：
電流概念、電壓概念、化學元素結合、工程設計、結構設計…等，如只是採用投影片或影片展
示，缺乏互動性，過度強調知識學習與測驗，致使學生在學習態度、學習興趣的表現相當低落
（林坤誼，2018；蕭顯勝、林建佑、陳俊臣、林奕維、陳政翰，2018）。
面對教學現場的需求，越來越多科技廠商投入科技及技術的資源解決教學現場問題。為了
有效改善過往教育以教學者講解知識，許多學習者被動方式的吸收知識（Bigge & Shermis,
1999），造成學生對於知識不易理解、抽象概念不易學習，開始發展出許多「視覺化」
（Visualization）的教材，將虛幻的訊息實體化，幫助學生將抽象的概念轉化為容易接受且更具
體的事物。除了科技的導入之外，選用適當的教學策略也非常重要，近年在科技教育中，逐漸
有研究嘗試導入專題導向式教學（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使用 PBL 的方式結合實作課程
不只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意願，也有助於提高學生面對現實問題的解決能力（LaForce, Noble,
& Blackwell, 2017；Shojaee, Cui, Shahidi, & Zhang, 2019）。而實作可以幫助學生將抽象的知識
轉化為實際的成品（Heiner, 2018），Dewey 在 1938 年就提出，動手實作運用結合至課程內，
可以讓學生提高學習成效，並增加解決問題的能力與經驗（Bottia, Stearns, Mickelson, Moller, &
Parker, 2015）。
我國十二年國民教育中提到，我們需要訓練學生擁有帶著走的能力，以科學、科技、工程、
藝術、數學…等學科知識為基礎（Pollard, Hains-Wesson, & Young, 2018）
，運用科技工具培養學
生的實作能力、運算思維能力、創造力（簡佑宏、朱柏穎、簡爾君，2017；Shernoff, Sinha, Bressler,
& Ginsburg, 2017; Kim, Ko, Han, & Hong, 2014），並且透過適當的教學策略，訓練合作能力、問
題解決能力、探索能力…等高層次思考能力（教育部，2019；朱珮禎、曾淑惠，2018）。
因此本計畫根據上述教學現場需求、我國課程綱要發展重點、文獻回顧，將以 STEAM 課
程為基礎結合實作課程，發展以物聯網 Arduino 為主題單元內容，過程中學生需要學習科學
（Science）
：物理、化學；科技（Technology）
：物聯網、程式設計、數位加工；工程（Engineer）
：
結構設計、基本組裝、木工；藝術（Art）：創意發想；數學（Mathematics）：基本運算…等。
並採用專題導向式教學策略及威廉斯的創造力技法，以 PBL 六個實施步驟：（1）發現問題；
（2）盤點現有知識；（3）定義新的問題；（4）搜尋資料；（5）深度討論；（6）結果發表中搭
配創造力技法，如習慣改變法、激發法、探意法、變異法、情境法…等，學生在思考問題時可
能會不知道他們的答案要如何連結或者是應用（Savery, 2015）
，根據 Savin-Baden 在 2005 年的
研究指出，PBL 適用於跨學科學習，而創造力可以提供創意，創造力加入 PBL 可以實踐知識
的學習過程以及自己的知識相互結合，讓學生對自己的學習內容更加深刻（Zhou, Kolmos,
Nielsen, 2012）
。此外，在教學課程中為了有效幫助學生學習，導入虛擬實境系統 zSpace，藉由
視覺化幫助學習者進行創造力教學，可以迅速呈現學習者的創意概念，透過圖像或形狀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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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學習者的創造力（Finke, 2014）。
本計畫除了致力於教學模組的發展、教學工具的設計之外，也將結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
培處、科技系、自造中心、科技領域學科中心的力量與合作，共同推廣教學模組提供給教師使
用，也於師資培育課程導入教學策略，讓接受師資培育的教師能夠了解如何操作、使用設備及
搭配教學策略與內容。本計畫於第三年計畫執行大規模教學實驗、教師培訓計畫、製作與推廣
教材包。
貳、 研究目的
根據本計畫第一年及第二年研究成果，第三年計畫目標：
一、大規模教學實驗
二、虛擬實境教學模組推廣
三、發展 STEAM 教材包
參、 研究方法
一、 大規模教學實驗
(一) 研究架構
本計畫採用準實驗設計組探討 STEAM 實作課程中，透過不同教學方法對學生的 STEAM
知識運用、創造力、自我效能以及實作能力是否有所影響，並透過問卷量化資料及學習行為紀
錄觀察了解學生學期的變化。本年度與桃園建國國中科技領域及自造中心合作，配合合作學校
課程發展重點，以國中數學以及理化之學習內容，並以 Arduino 作為創意設計的作品，學生需
要在課程之中完成「電動船」的製作與設計。課程規畫為十週，每週 45 分鐘。參與教學實驗
對象為九年級學生，共計 171 人。
本計畫為了瞭解虛擬實境系統與 PBL、創造力教學技法對於學生學習成效及態度之狀況，
共將全校班級分為三組：(1)實驗組 1：PBL 套用創意教學技法之 STEAM 實作課程，以 zSpace
虛擬實境系統輔助教學。(2)實驗組 2：PBL 套用創意教學技法之 STEAM 實作課程。(3)對照
組：PBL 之 STEAM 實作課程。研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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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
本年度研究對象為桃園市建國國中九年級學生，共 6 個班級參與教學實驗，並由建國國中
教師及本計畫團隊成員共同授課，研究對象分配如表 1 所示。
本研究課程之參與學生，皆在七、八年級學習傳統加工、數位加工等工具應用，另外也於
九年級上學期學習過基本的 Arduino 電子元件及程式設計，具有機電整合專題實作的基本能力，
在知識方面則學習過國中理化的力與運動、浮力等單元；數學則學過重心、基本測量等單元。
表 1 研究對象分配表
組別
實驗處理
人數
實驗組 1
實驗組 2

利用 VR 輔助 PBL 加入創意教學技法之 STEAM 實作課程 81
PBL 加入創意教學技法之 STEAM 實作課程
60

對照組

PBL 結合 STEAM 實作課程

30

總計

171

(三) 實驗設計與流程
本實驗採準實驗設計法設計，共有 20 個班級並隨機分派於三組，三組學生皆會於第一週
進行 STEAM 知識運用、創造力與自我效能之前測。教學過程中依據各組教學設自各自實施，
於最後一週進行後測及實作評量。各組學習內容共分為三個階段（如圖 2 所示）：
1. 第一階段：學習目標是學習電動船所需要應用的物理以及數學知識、電動船的設計原理、
熟悉 Arduino 相關電子元件，包含 LED 燈、按鈕、藍芽控制器、機電擴充版，每週 45 分
鐘，共三週。
2. 第二階段：根據第一階段所學解析、構想、思考如何設計電動船並提出設計規劃，每週 45
3.

分鐘，共三週。
第三階段：「電動船」的設計與製作，學生必須應用前面所學，透過主題創意發想、外型
設計、組裝硬體、測試與修改設計出電動船造型設計與組裝。最後進行作品的成果發表，
每週 45 分鐘，共四週。

圖 2 教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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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活動設計
1. 電動船 STEAM 知識結構圖
電動船教學活動以 STEAM 知識作為基礎進行活動設計，並結合虛擬實境系統進行教材開
發，強調結合各學科之間的知識面，將原本點跟點之間的知識串聯在一起。除此之外，學生必
須依循教師所安排的專題導向教學策略、創造力技法，運用知識實作出電動船，過程中除了使
用到 Arduino 的能力之外，也必須整合過往所學的 3D 列印機、雷射切割、木工…等科技工具
的使用。在教學活動設計開展，知識領域中包含了事實性知識、規範性知識和價值性知識，從
這些特定的知識領域中取出其知識節點，並將它們正確的做歸類。本計畫根據教學課程電動船
之內容，整理歸納出 STEAM 知識結構圖，如圖 3 所示：

圖 3 電動船 STEAM 知識結構圖
教學活動概要
電動船 STEAM 實作課程中，以專題導向式課程、威廉斯創造力技法、虛擬實境系統進行
實驗組與對照組教學活動規劃，三組之間第一週接為前測，二~九週進行績學活動，第十週為
後測及實作能力評量。下列將依序說明教學策略與工具於教學活動中所扮演角色及實施方式。
(1) zSpace VR 系統
縱觀市面上高沉浸的虛擬實境的產品，大多主要開發為遊戲使用或只能一人學習使用，對
2.

於大型教學現場來說，導入及教學使用容易產生問題及困難。本計畫採用以教育為出發點所設
計的 zSpace VR 系統作為教學工具，其屬於低沉浸式，並且除了主要螢幕可以提供學生學習之
外，也可以利用外接螢幕方式連結，執行擴增實境達成合作學習。本次教學研究活動選用 zSpace
VR 中的三套課程 Studio、Newton Park 以及 Franklin`s Lab 作為教學使用，如圖 4 至圖 8 所示。
I. Studio：讓學生認識船隻的構造以及船的外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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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Studio 的船體模型展示
II.

Newton Park：針對阻力、力與運動等單元，讓學生可以更具體的認識平時較不易理解之物
理原理。

圖 5 Newton Park 觀察物體受力
III. Franklin`s Lab：讓學生認識電流與電路設計，經由先熟悉電路設計避免實際操作上發生短
路或者是發生危險。

圖 6 以 Franklin`s Lab 觀看電流以及設計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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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題導向式活動設計
PBL 的教學階段分別為：目標呈現、呈現問題、分組討論、觀察討論、提出建議。教學活
動將會實施三次 PBL 過程，(1)科學知識、基礎知識建立（第二週至第三週）；(2)根據所學知
識，小組同學繪製電動船設計圖（第四週至第六週）
；(3)教師及輔助工具、教學策略引導協助
學生討論、修改設計並實作電動船（第七週至第九週）。如表 2 所示：
表 2 課程主題與活動設計
課程主題
週次與課程目標
活動設計

第一階段
科學原理介紹

第一週：課程介紹與說明

引起學生興趣，講解電動船使用的科學知
識。

第二週：科學原理介紹

講解浮力原理、牛頓運動定律、電學原理與
初步認識 Arduino 零件。

第三週：電動船元件介紹以及 進行第一次電動船草圖設計並發表，教師會
設計
給予建議。
第四週：講解 Arduino 零件與 講解 Arduino 的零件構造，以及電動船的程
程式
式設計。
第二階段
講解船隻的設計原理，介紹本課程的三種不
電動船設計原 第五週：講解船隻的設計原理 同的船隻與差異，並請讓學生開始設計正式
理
的電動船設計圖。
請學生發表正式的設計圖，並依據學生的設
第六週：電動船設計
計給予電動船零件包。

第三階段
電動船實作

電動船比賽

第七週：電動船設計與實作

學生實作電動船，並記錄過程中的問題。

第八週：電動船設計與實作

學生實作電動船，並記錄過程中的問題。

第九週：電動船設計與實作

觀察討論、提出建議

第十週：期末作品競賽

(3) 專題導向式學習教學策略與威廉斯創造力技法
本專題活動將 PBL 與威廉斯創造技法結合，PBL 五個階段對應至相關教學技法，並在教
學過程中，以師生互動或問答方式，帶領學生思考和解決問題，以訓練學生的創造力，如表 3
所示：
表 3 創意教學技法與 PBL 之適配原因說明
PBL 教學階段 創意教學技法

適配原因

目標呈現

習慣改變法

此階段屬於探索與定義問題，讓學生重新思考過去的思考
模式，有助於其重新整理與探索問題。

激發法

呈現問題是 PBL 最重要的環節，會讓學生多方面的探索新
知識並積極學習，因此使用激發法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
深入思考。

呈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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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法

探索法與 PBL 此階段著重在團體討論，滿足探索法以及底
下的三個不同的研究法。

觀察討論

變異法

此階段屬於教師從旁協助，教師在 PBL 的過程中並不會主
導討論，但是會提供協助。當學生的討論出現瓶頸或是錯
誤時，教師可以給予方向，可以使用變異法讓學生從不同
的角度思考問題。

提出建議

情境評鑑法

此階段屬於教師聽取各小組的結果並給予回饋，採用情境
評鑑法，由教師指出其討論的缺點並給予建議。

分組討論

(4) 威廉斯創造力技法實施
PBL 各階段與創意教學技法結合是與合作學校科技領域老師共同討論，將 PBL 與威廉斯
創造力技法結合，第一階段目的學生探索並定義問題，選擇習慣改變法；第二階段希望學生了
解、呈現問題並刺激思考，選擇激發法；第三階段學生與小組成員討論問題、收集資料，使用
探索法；第四階段由教師從旁協助學生討論，當學生討論出現盲點時給予學生一個突破盲點的
契機，因此選擇變異法；第五階段是學生會報告討論結果，教師會依據討論之結果給予學生建
議，因此使用情境評鑑法。實際使用情形與說明，如表 4 所示：
表 4 創意教學技法課堂照片
照片
創意教學技法說明
習慣改變法，藉由不同於以往的思考路徑，從不同的
出發點去想看看，一艘船需要那些功能？如果船隻不
僅僅只是浮在水面上，他還需要哪些功能？

激發法，請學生依據前面討論出來的結果，思考如果
要達成這個目的所需要的方式有哪些？例如最後的
競賽為水上迷宮，要獲勝的方式有哪些？

探索法，透過相似的材料，讓學生思考其差異，教師
會針對小組討論的結果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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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法，如果設計上碰到問題，或是原設計不能克服
的狀況，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處理？
例如船的浮力不足，有沒有其他解決方法？可以加上
低密度的保麗龍增加浮力。

情境評鑑法，透過成果發表，讓學生發表自己的想法，
再由老師指出其中的問題並給予建議。

(五) 研究工具
1. STEAM 知識測驗
STEAM 知識主要目的是評量學生對整體課程內容知識的了解，包括 Arduino 電子元件、
科學原理等，測驗內容從科學、科技、工程、藝術與數學等五個分項，預計共 20 題。並由兩
位生活科技教師共同審閱題目，具有專家效度。
創造力量表
Williams 在 1972 年提出發展了一套創造力組合測驗（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 CAP）
，
可用為評量創造力之工具。國內學者林幸台與王木榮將其修訂完成為威廉斯創造力測驗（林幸
台、王木榮，1994）
。威廉斯創造力測驗分為三個部分:「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
、
「威廉斯創
造性傾向量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量表」。為配合研究對象的考量，僅取「威廉
斯創造性傾向量表」。
3. STEAM 自我效能量表
改編自梁茂森於 1998 年所提出之自我效能量表（梁茂森，1998）
，其量表依 Bandura 所提
出的自我效能之概念，以國中生實際的學習情形為基礎，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為.90，各分
量表則在.60 至.78 之間。量表採 Likert 六點尺度量表，內容包含「堅持努力」、「語言說服」、
2.

「完成作業」
、
「樂意學習」
、
「達成目標」以及「生理狀態」等六個部分。本計畫根據研究之自
我效能量表分為生活科技、數學、理化共三個科目，共 35 題。
4. 實作表現
學生在學習階段三須完成電動船的作品，作為創意設計與實作設計能力的表現。因此在評
量標準方面，本研究採用 Besemer 與 Trefiger 在 1981 年發展的創意作品評分矩陣（Creative
Product Assessment Matrix, CPAM）當作實作能力標準，CPAM 可以分為三個向度：創新性
（Novelty）
、解決方案（Resolution）以及製作與統合（Elaboration & Synthesis）
。此項評量指標
已被引用多次，遍及於不同領域的實作作品評分（Chang, 2016；Cropley, 2016；Lu, Lian, & 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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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Madani, Moroz, Baines, & Makled, 2016；Tsai, 2016）。
5. 學習行為分析
本計畫會在學生實作過程以錄影及觀察的方式，將學生過程中產生之學習行為、表現進行
統計及質性分析。本計畫以 Hsiao 等人在 2014 年所採用的學習歷程觀察指標為基礎，根據本
計畫實際之情形進行設計。
本計畫根據 PBL 教學流程、VR 課程設計及操作過程，並與本年度探討之研究變項對應，
提出五項指標：發問、討論、鼓勵、實作以及其他等行為指標，如表 5 所示：
表 5 學習行為觀察指標
項目編碼

發問 A

討論 G

行為敘述

PBL 行為

選擇切題內容
定義問題界線、確認先備知識。

目標設定

定義問題
針對問題給予其清楚的定義。

呈現問題

提出產品設計與製作建議
分組討論
組員針對產品提出設計的理念以及建議。
如：外殼會使用何種材料設計？
提出產品的問題並反思
分組討論
組員發現設計有問題並提出討論。
整合想法
分組討論
將小組成員的意見整理成完整的設計概

自我效能
在實作的過程中產生疑
問，並具有追根究底的
傾向。

針對獲得之答案或提
示，跟其他的小組成員
進行討論，試圖激盪出
不同的意見與想法。

念。

鼓勵 E

鼓勵同組的成員
觀察討論
設計與製作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生困難，此
時對自己較有信心的同學會鼓勵其他組
員。
解決問題
觀察討論
當製作產品遇到瓶頸時，組員共同思考如 提出建議
何解決。
選擇材料
觀察討論
依據組員討論之結果，選擇適當之材料。

實作 D

其他 O

組裝作品
將作品完整的組裝。
統整作品
將作品完整呈現給大眾。

觀察討論
提出建議

與主題無關之談話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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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小組成員遇到困難或
者是挫折，其他成員會
試圖鼓勵或者協助，顯
示其對自己擁有解決問
題的自信心。

小組分工的時候，多半
會選擇自己較有把握或
者是較有信心的部分施
作。

肆、 研究結果
一、大規模教學實驗
(一) 不同教學模式對學生 STEAM 知識之影響
了解不同教學模式間的 STEAM 知識表現差異使用共變數分析（ANCOVA）進行比較，根
據分析結果各組間差異達到顯著水準（F=10.51，p<.001，η 2=.112），顯示不同教學模式之
STEAM 知識分數提升具顯著差異，如表 6 所示：
表 6 不同教學模式之 STEAM 知識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前測
組別

N

實驗組 1 81
實驗組 2 60
30
對照組
***p<0.001

ANCOVA

後測

Mean

SD

Mean

SD

50.68
54.42
52.17

10.72
7.82
9.43

67.65
63.83
58.50

10.37
10.83
10.92

Adjusted
Mean
68.13
63.17
58.52

F
10.51***

P
<.001

η2
.112

(二) 不同教學模式對學生創造力知識之影響
了解不同教學模式間的創造力表現差異使用共變數分析（ANCOVA）進行比較，根據分析
結果各組間差異達到顯著水準（F=7.74，p=.001，η2=.085）
，顯示不同教學模式之創造力提升
具顯著差異，如表 7 所示：
表 7 不同教學模式之創造力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前測
後測
ANCOVA
組別
N
Adjusted
Mean
SD
Mean
SD
F
P
η2
Mean
11.92 112.86 11.90
112.28
7.74***
.001 .085
實驗組 1 81 111.11
107.44
實驗組 2 60 108.85 11.32 106.42 11.05
30 110.97 12.02 107.43 12.68
106.95
對照組
***p<0.001
(三) 不同教學模式對學生自我效能之影響
了解不同教學模式間的我效能表現差異使用共變數分析（ANCOVA）進行比較，根據分析
結果各組間差異達到顯著水準（F=.991，p=.373>.05）
，即表示共變項（自我效能前測）與依變
項（自我效能後測）間關係不會因為自變項各處理水準不同而有所差異，如表 8 所示：
表 8 不同教學模式之自我效能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前測
後測
ANCOVA
組別
N
Mean
SD
Mean
SD
Adjusted Mean
F
P
實驗組 1 81 114.73 26.17
124.38 21.73
123.03
.991
.373
實驗組 2 60 105.07 20.75
115.80 19.88
118.86
30 117.23 21.36
對照組
117.07 21.75
114.57
***p<0.001
(四) 不同教學模式對學生實作能力之影響
實作評量由授課教師與研究團隊成員共同進行評分，為確保評分者間信度，進行個指標相
關分析，結果顯示各分項分數均達顯著正相關，顯示評分者對學生實作評量之間具高度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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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將兩位評分者分數相加後平均即為學生的實作評量成績，學生完成之電動船作品評分，如
表 9 所示：
表 9 實作評量相關係數

創
新
性

評分者相
關係數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

原創性

是否具有原創性，其觀摩、複製、改編的程度，例如改變船體
0.82***
等。

驚奇性

作品是否讓人感到出乎意料，例如新增功能等。

0.70***

價值性

其設計是否具有持續精進與改良的未來潛力。

0.75***

設計邏輯是否合理（與一般的船隻作品相比或者是零組件設

0.67***

解

邏輯性

決
方
案

有用性

使用的電子零件是否更多?或者是有加入其他具有改變功能
0.65***
的套件?

可理解性

作品的設計是否讓人一目了然（可否清楚知道其設計的原
0.70***
因）?

基本品質

能不能夠正常運作（可以用是否需要暫停維修，或者是控制
0.79***
力的好壞判定）。

精緻程度

作品的細緻度（零組件的安裝正確度，或者是設計的精準度）
。 0.72***

良好手藝

外觀給人的感覺是否美觀。

製
作
與
統
合

計是否合理）。

0.78***

***p<.001
了解不同教學模式間的實作能力表現差異使用小組在第五週繪製的草圖作為前測成績，後
側為電動船 CPAM 的成績，以共變數分析（ANCOVA）進行比較，根據分析結果各組間差異
達到顯著水準（F=5.88，p<.01，η2=.277）
，顯示不同教學模式之實作能力提升具顯著差異，如
表 10 所示：
表 10 不同教學模式之實作能力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前測
後測
ANCOVA
N
組別
Adjusted
(組) Mean
SD
Mean
SD
F
P
η2
Mean
80.46
4.42
68.10
5.62
68.40
5.88** .002
.277
實驗組 1 26
78.18
3.60
62.64
9.67
62.33
實驗組 2 16
8
78.00
3.96
55.33
10.62
54.96
對照組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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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驗組 1 的作品介紹，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實驗組 1 作品介紹
照片

說明

本作品使用保麗龍作為包覆材料，且作
工縝密，能夠完全將 Arduino 電子元件包覆
且可以正常運作。
船體在兩側也加裝平衡桿，可以防止前
進時的搖晃，外觀也與原本的單純僅有的船
隻骨架有極大的差別。透過虛擬實境中的模
型可以讓學生更深刻的理解到重心的重要
與配重的方法，顯示利用虛擬實境系統可以
讓學生不僅是學到知識，更可以加深許多細
節。
船體底部使用白膠接合，白膠的可塑性
高且黏著性佳，可以避免產生空隙或者是沒
有黏著到的地方產生漏水，整體的作品施工
手藝也很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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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本作品的特點於作工精細，內部的船隻
骨架先使用一層保鮮膜包覆，外面在包裹上
輕質黏土，並對其外觀施以美化。
馬達防水的部分也有以黏土進行補強，
船隻在運動時不必擔心會有進水的問題。顯
示藉由虛擬實境的精細模型與圖案，在整體
的設計與美觀上對學習者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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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組 2 的作品介紹，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實驗組 2 作品介紹
照片

說明

本作品以養樂多瓶作為浮筒，增加船體
的浮力，選擇使用防水膠帶進行加固，顯示
透過創意教學技法可以有效讓學生思考出
各種不同的組裝方式與材料。
但是整體船隻的做工較為粗糙，明輪船
槳在旋轉時會跟養樂多罐碰撞，在設計上面
的細緻度稍嫌不足，且使用膠帶可能會因為
碰到水導致黏性不足，導致船體浸水，但是
整體而言仍然是完成度很良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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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本作品最大的特色在於使用 4 顆馬達，
課程本身只會配給每組學生兩個馬達學生
為了增加動力來源，自己多加進行配置，顯
示學生具有創造力，透過創意教學技法能夠
增加學生的挑戰性。船體設計是採用保麗龍
與膠帶黏合，下水測試的過程中也有可能因
為膠帶不夠接合而導致浸水，但是採用保麗
龍本身即可提供足夠的浮力，惟如果瞬間大
量進水仍然可能導致下沉與翻覆。整體而言
是一個前瞻性十足且頗具創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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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照組的作品介紹，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對照組作品介紹
照片

說明

此作品的外觀較為單調，僅使用硬紙板
與包裝紙進行包裝與裝飾，做工雖然很精
美，但是僅具備普通船隻的飄浮與前進等功
能。學生的作品顯得較為單調且較無變化
性。在馬達的防水設僅是使用膠帶進行纏
繞，雖可以達到防水功效，但是缺少考量到
散熱等其他相關的設計，也顯示出其設計上
較容易有遺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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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本作品的設計是採用塑膠外皮，並利用
膠帶施作，整體的外觀並不突出，且容易進
水，在設計上面有諸多地方可以改進，防水
設計上是使用網狀布與膠帶施作，防水性也
較為不足，顯示缺乏虛擬實境系統以及創意
教學技法的情況下，學生在施作時容易忽略
許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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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同教學模式對學生學習行為之差異
討論不同教學模式的學習過程與行為間不同之處。比較實作過程中藉由教學活動設計，學
習者在實作行為頻率及轉換情形並對照 CPAM 實作產品指標。將各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學習行
為進行編碼，編碼方式將以組別為單位，例如組別進行討論（G）之後，對教師或提其他同學
提問（A），然後再進行實作（D），則會得到行為編碼 GAD，依此類推。
參與編碼的人員包含研究者本人共有 4 位，因此先進行 Kappa 分析，其 Kappa 值為.747
（p<.001），符合評分者間進度檢定（Hou & Wu, 2011），因此依照此編碼進行分析。本課程以
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各組約 3 至 4 人為一組，因此本編碼表之行為以各小組的共同行為進行紀
錄，分組名單如下表 14：
表 14 各實驗組之分組分配表
學生人數

Total

組數

實驗組 1

81

26

實驗組 2

60

16

對照組

30

8

50

(1) 實驗組 1 之學習行為序列分析結果
實驗組 1 採用虛擬實境輔助 PBL 套用創意教學技法之 STEAM 實作課程，對其學習行為
進行序列分析，得到結果如下：
表 15 實驗組 1 之行為殘差表
行為次數轉換矩陣
A（發問）

D（討論）

E（鼓勵）

H（實作）

O（其他）
-2.24

232

Total

A（發問）

-

.340

-4.14

3.75*

D（討論）

-3.36

-

-.020

2.55*

1.42

297

-2.31

125

-1.04

699

E（鼓勵）

-.560

-.540

-

2.01*

H（實作）

1.81

-1.32

-.260

-

O（其他）
-1.64
-.05
-1.62
2.67*
47
*Z>1.96
學習行為序列分析運算後，當 Z 值大於 1.96，表示該行為達顯著。根據表 11 結果繪製出
圖 7 實驗組 1 行為轉換圖，其箭頭表示序列進行方項，線段粗細表示序列轉變的顯著程度。
根據圖 7 學習行為轉移圖結果發現，實驗組 1 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由發問（A）至實作
（H）的學習行為出現最多次，顯示學生因為教學策略的引導，好奇心增加進而透過實作方式
得到驗證，其結果也與前述創造力的測驗結果吻合。討論（D）至實作（H）
，顯示學生小組之
間相互討論後，得到一個結論或方向，並開始進行實作的嘗試。推測實驗組 1 學生因為有創意
教學技法的加入，各組同學都具備不同想法，會先自己思考或小組討論後發問在開始實作，而
不是依照教師上課過程中的內容一項畫葫蘆進行。鼓勵（E）至實作（H）
，學生室實作過程中
會遇到困難，會有其他組員主動協助、討論一同排除問題，或是同儕之間相互討論股利一起完
成作品。其他（O）至實作（H）
，學生在實作過程，會有分心在與學習無關行為產生，但後續
會持續在實作過程中。
根據學習行為觀察結果可以發現，因為實驗組採用虛擬實境與創意教學技法的運用，可以
有效地使學生討論、合作解決問題，藉由過程中同儕之間的合作、發問、討論及激勵，有利於
學生的學習表現、創造力及實作成果，也與前述數據分析結果相互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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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實驗組 1 行為轉換圖
(2) 實驗組 2 之學習行為序列分析結果
實驗組 2 採用 PBL 套用創意教學技法之 STEAM 實作課程，對其學習行為進行序列分析，
得到結果如下：
表 16 實驗組 2 之行為殘差表
行為次數轉換矩陣
A（發問）

D（討論）

E（鼓勵）

H（實作）

O（其他）
-2.18

232

Total

A（發問）

-

-1.37

-1.45

2.03*

D（討論）

-1.02

-

-1.01

1.11

.770

297

-.460

125

E（鼓勵）

-2.13

-1.14

-

3.12*

H（實作）

4.57*

-3.03

-1.62

-

-.060

699

O（其他）

.160

-1.10

1.85

-.010

-

47

*Z>1.96
根據表 13 實驗組 2 學習行為殘差表轉換行為轉移圖如圖 8 所示。從行為轉移圖可以發現，
學生在學習過程會由發問（A）至實作（H）及實作（H）至發問（A）
，表示學生在實作過程遇
到問題，會向老師或同儕間提出問題，當得到解決方案後持續的實作。討論（D）至實作（H）
，
表示學生經由討論後開始進行實作過程。
從前述行為之間轉換，實驗組 2 的學生在發問階段後開始實作的學習行為表現次數最多
次，推測因為創意教學技法觸使學生更願意發問，也建立發問的習慣。而在實作過程中，藉由
創意教學技法刺激學生思考，學生會積極的提出問題或是有不同看法會提出討論，讓組員之間
具備不同創意及想法。另外，在實作過程中，學生會透過教師提供的影片、圖片及示範作品，
小組成員之間會透過想像、討論，使得學生會不斷在討論、發問、實作的學習表現中重複。由
此可以發現，經由創意教學技法可以有效使學生相互討論、合作問題解決提升。
但從前述實作作品結果，雖然學生在討論及實作過程中有良好的表現，但實驗組 2 因為缺
乏虛擬實境的輔助及其船的結構設計、表現出現細節，學生之間的創意素材較不足，在實作作
品比實驗組 1 較缺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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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實驗組 2 行為轉換圖
(3) 對照組之學習行為序列分析結果
對照組採用創意教學技法之 STEAM 實作課程，對其學習行為進行序列分析，得到結果如
下：
表 17 對照組之行為殘差表
行為次數轉換矩陣
A（發問）

D（討論）

E（鼓勵）

H（實作）

O（其他）

A（發問）

-

2.34*

-1.59

-.642

-1.59

55

D（討論）

-4.01

-

-1.09

4.84*

-1.55

136

E（鼓勵）

.550

-1.22

-

1.22

-1.05

17

H（實作）

.490

-.450

-.080

-

.340

251

O（其他）
*Z>1.96

.038

-1.06

-1.01

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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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由圖 9 對照組之行為轉移圖可以發現，在教學策略僅採用 PBL 教學策略帶領學生進行學
習，多為小組之間討論訂定執行策略後進行實作，或在發問後進行實作。其推測因素為，對照
組學生因沒有透過虛擬實境系統的觀察，僅由教師提供教材，小組之間討論、想像，且在沒有
創意教學技法的協助下，學生在實作、討論與解決的過程中顯得更加單純。學生間主動發問與
鼓勵之間行為較少，顯示出自我效能較不足，與前述研究成果也相互符合。從實作表現來說，
學生的作品較為單調沒有特色，也與前述結果相互符合。

圖 9 對照組行為轉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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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虛擬實境教學模組推廣
本計畫於第三年，持續與台灣嘉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zSpace 公司共同合作，在台灣推
廣虛擬實境教學模組。除此之外，也結合合台師大師培中心、科技系科技領域中心資源，共同
於桃園市、高雄市、台中市開設教育訓練課程，吸引各學制自然領域、資訊領域、科技領域等
專業教師前來參與，累積目前為止超過 300 位以上教師接受過基礎教育訓練課程，如圖 10 至
圖 19 所示。

圖 10-桃園建國國中教育訓練 1

圖 11-桃園建國國中教育訓練 2

圖 12-桃園建國國中教育訓練 3

圖 13-桃園建國國中教育訓練 4

圖 14-桃園國小聯合教育訓練 1

圖 15-桃園國小聯合教育訓練 2

圖 16-桃園國小聯合教育訓練 3

圖 17-台中高職聯合教育訓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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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台中高職聯合教育訓練 2

圖 19-高雄國中聯合教育訓練 1

三、發展教材包
本計畫所發展之課程，為了符合我國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課程發展，結合了教學現場缺乏
的科技教學工具導入、教學策略運用、IOT Arduino 實作課程結合，並發展電動船、自走飛行
器兩套教學教案，接獲得教學現場教師高度評價。目前電動船教學教案也與翰林出版社合作中，
共同發展教學教材包，將於下一學年度，可以提供給全國所有國中科技領域教師選用做為課程
實作之一。
伍、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根據第三年大規模教學實驗結果顯示，以 PBL 教學模式之 STEAM 實作課程協助
學習者將課堂知識並製作實作成品，使用虛擬實境系統，可以透過視覺化的方式更加深其知識
的學習，顯示此活動可以有效提升學習者對 STEAM 知識的應用與理解。在自我效能部分，因
為透過虛擬實境系統讓學習者不僅是透過教師講解與課本上的圖文解釋，學習者藉由科技輔助
工具，達到耳目一新的感覺，能夠有效的增加學習自信心，可以讓學生學習上更具信心也提高
學習興趣。實作方面，學生在操作虛擬實境系統時，可藉由各種畫面幫助理解物理原理，以及
在電子元件的結構上，學生可以清楚知道，不同電子元件的構造以及使用方法，或者是在觀察
船隻的結構時，可以清楚知道各部位的配置與設計，在設計圖以及成品上面可以觀察到，使用
虛擬實境設備的同學，其設計圖的精緻度較高，且能夠反映在其最後的實作成品上。因此虛擬
實境與 PBL 及創造力技法的導入，可以有效的幫助學生學習。未來本團隊也會針對研究結果，
持續與設備廠商、學校端合作進行推廣教育，期待虛擬實境的方式可以讓學生更有意願學習。
此外，根據合作教師及合作教師培訓的意見回饋，虛擬實境 zSpace 課程除了內建的單元
知識點之外，也希望在未來能有更多的教師可調整空間，例如自己安排課程、設計內容，本計
畫也將相關建議回復給予原廠，在未來軟體更新後，教師可以可進一步的創造專屬於自己的課
程，也期待教師能夠更加有意願的使用虛擬實境設備在教學現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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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應用與人力資
蕭顯勝
服務機構及職稱
源發展學系
2020/08/19香港，香港教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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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中文)
(英文)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Education 2020
(中文) 資訊領域大學學生程式設計思考程序自我效能量表發展之研究
(英文) Development of Programming Self-efficacy Scal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Information Domain
(中文) 運用 CT-6E 模式發展高中生之物聯網教學活動規劃
(英文) CT-6E Model for Developing the IoT Teaching Activity

一、 參加會議經過
2020 年初受到新冠疫情之影響，CTE2020 研討會議改為線上會議，首次參與
線上會議，本次研究團隊共計發表兩篇文章，並參與線上報告與世界國資訊與科
技領域專家分享研究成果。
二、 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因受到新冠肺炎之影響，採用了線上會議的方式進行，對於如何保
告及呈現研究成果對於我們來說無非是一個新穎且極具挑戰的任務，本次參與兩
篇論文的發表，在發表過程皆獲得專家學者良好反應，對於教學模式及課程的設
計，我們將會根據專家們的建議進行後續計畫內容的調整，以確保符合國際趨勢
及課程真正需求。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本次發表論文如附錄一、二所示：
四、 建議
根據國際疫情的發展狀況，線上會議的機會會越來越多，從本次的事前準備
設備、規劃報告方式、展示研究成果方式的經驗，在未來可以建立一套標準，面
對未來相關需要採用線上的會議，及可以使用此方法進行完整呈現，也更加有利
於研究成果的發表與推展。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圖 1 接受信 1

圖 2 接受信 2

CTE2020

資訊領域大學學生程式設計思考程序自我效能量表發展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發展與編制資訊領域大學生對於程式設計
思考程序自我效量表，量表包括「重要性」、「信
心」、「焦慮」三個構念共 21 題，作答方式採用
Likert 十一點量尺。研究對象為臺灣修習過程式設計
課程的大學生，以立意抽樣臺灣北、中、南部的 208
位大學生為預試樣本。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分析方法
包括描述性統計、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
Cronbach α 內部一致性分析。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介於.950 至.957 之間，並以因素分析來驗證建構效
度，整體而言，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

關鍵字
程式設計；資訊領域；程式設計；自我效能；程
式設計自我效能量表

1.

及 Govender 與 Basak（2015）皆基於 Ramalingam 與
Wiedenbeck（1998）的量表來改編，以評量學生學習
Java 程式語言的自我效能。從上述研究可以發現，多
數都是針對特定的程式語言的學習感受進行測量，鮮
少針對程式設計的解決問題流程、運算思維概念的自
我效能量表（Tsai, Wang, & Hsu, 2018）
因此在新科技不斷推陳出新，變化快速的當代，本研
究將改善前述相關研究缺乏，發展一個不限特定程式
語 言 環 境 的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 並 參 考 Tritrakan 、
Kidrakarn 與 Asanok（ 2017 ） 所 提 出 程 式 設計的程
序，編撰出學習程式設計的七個步驟，來測量學生在
學習程式設計七個步驟的自我效能。本研究參考
Carberry、Lee 與 Ohland （2010）所開發的「工程設
計自我效能問卷」進行改編，發展「程式設計思考程
序自我效能量表」，未來希望透過此一量表來探究大
學生在程式設計學習過程中態度之影響。

前言

程式設計教育近年來在全球掀起一股浪潮，世界各國
皆致力於推動程式設計教育，將程式設計納入課綱當
中，這不僅是為了大量需求的科技人才，更是為了培
養學生問題解決、創造性思考、勇於犯錯等能力，以
及因應未來的數位生活（王令宜，2017）。美國前總
統歐巴馬在 2016 年時提出「全民電腦科學教育」
（Computer Science for All），讓全美的學生都能享有
完整的電腦科學教育，具備基本的程式編寫能力，以
因應新科技下急遽加速的未來，確保每一位學童都能
夠站在公平競爭的起跑點。
程式設計教育可以讓學生根據程式語言的語法、語言
結構與設計技巧來解決問題（Schollmeyer, 1996）。
然而，學生在學習程式語言上時常會遭遇到許多困
難，首先要將問題的描述轉換為邏輯，再由邏輯轉換
為程式碼，這個過程對初學者來說是困難的
（ Sengupta, 2009 ； Saeli, Perrenet, & Jochems,
2011），此外，程式設計的初學者還需要記得許多抽
象、不易理解的語法及命令，容易導致學習上的困難
（ Kelleher & Pausch, 2005 ； Lahtinen, Ala-Mutka, &
Jarvinen, 2005）。學生的自我效能會影響其面對困難
時的態度，相信自己能力的學生會勇於面對困難的任
務，並將其視為需要解決的挑戰（Bandura, 1994）。
自我效能是一種心理概念，它可以評估個人的心理狀
態，自我效能會影響學生的活動選擇，包括學生將花
費多少精力或時間來解決特定的任務和情況
（Bandura, 1997）。Moos 與 Azevedo 也在 2009 年指
出在程式設計課程中，學生的自我效能與學習表現有
著密切關係（Tsai, Wang, & Hsu, 2019）。
過往有相關研究曾開發出用於評估程式設計自我效能
的量表。如 Ramalingam 與 Wiedenbeck（1998）發展
由四個構面組成的調查問卷，來評量初新手學習 C++
程式語言的自我效能；Askar 與 Davenport（2009）以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2.1.1. 預試量表之設計與架構
本研究蒐集學習程式設計時，學習態度、自我效能、
態度傾向等相關文獻，根據文獻資料歸因出學習程式
設計的影響自我效能的因素（Carberry, Lee, & Ohland,
2010），逐步形成完整之「程式設計學習態度」之核
心構面，包括「重要性」、「信心」、「焦慮」三構
念及 21 題項，並參考 Tritrakan、Kidrakarn 和 Asanok
（ 2017 ） 專 家 程 式 設 計 思 考 程 序 （ Expert
programming design thinking and procedure），發展出
程式設計 7 步驟，包含（1）定義問題、（2）思考架
構、（3）釐清資料、（4）設計演算法、（5）程式
撰寫、（6）測試與除錯、（7）完成發表。經歷本研
究團隊 3 次討論與字句修正，完成此量表，本量表採
用李克特式十一點量表分別以「0」至「10」代表
「低」至「高」，各構面之平均分數愈高代表學習者
對此構面之態度愈高。
2.1.2. 預試量表編制
完成測驗題目初稿編制後，本研究邀請 3 位教授程式
設計領域的專家學者對量表進行專家審查，審查與討
論的重點為：（1）審查初始量表題項之歸類與重要
性；（2）審查題項的題意與文字內容，提供題項之
文字修改意見。
經專家審查完後，本研究將程式設計思考程序自我效
能量表進行預試。在回收預試資料後，為了檢視檢驗
測量題項是否適切，透過項目分析，以瞭解各題項之
鑑別力與同質性，根據分析結果將不適合的題項刪除
或修改；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瞭解各題項的聚斂
情形。
預試結果經項目分析與探索式因素分析後，本研究正
式問卷按照自我效能之三項核心構面與程式設計 7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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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發展出 21 題項與個人基本資料 5 題（性別、年
齡、學校、學系、年級），如表 1 所示。

表 1 設計思考程序自我效能量表因素名稱與題目分布
量表名稱

因素
名稱
重要性

設計思考程
序自我效能
量表

信心
焦慮

題
數

題號
1 、 4 、 7 、 10 、 13 、
16、19
2 、 5 、 8 、 11 、 14 、
17、20
3 、 6 、 9 、 12 、 15 、
18、21

7

IM1
IM2
IM3
IM4
IM5
IM6
IM7
CO1
CO2
CO3
CO4
CO5
CO6
CO7
AN1
AN2
AN3
AN4
AN5

信心

焦慮

共同
性

.85
.88
.90
.93
.92

.65
.84
.73
.80
.79
.84
.77
.76
.81
.77
.85
.83
.83
.75
.74
.80
.80
.87
.86

.77
.89
.82
.86
.86
.91
.86
.80
.89
.83
.91
.90
.87
.85

5.62

5.54

5.48

26.78

26.38

26.08

26.78

53..17

79.24

.950

.955

.957

.77
.78

值
總量表

.898
值

表 3 設計思考程序自我效能量表項目分析表
因素負荷量

.87
.88

7

2.3. 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經過專家審閱量表後進行預試數據收集後，項
目分析結果，21 題項 CR 值均顯著水準（p <.001）；
同質性檢定結果均為高度相關，故此 21 項均保留。
進行因素分析前，為了瞭解取樣的適切性，首先使用
KMO 和 Bartlett’s 球形檢定來判定是否做因素分析。
結果 KMO 值=.889> .8，且 Bartlett’s 球形檢定的 p 值
達顯著（p=.000<.001），根據 Kaiser（1974）指出的
判斷標準，KMO 值大於.70，且 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
著水準，適合作因素分析。採用正交轉軸之最大變異
法萃取出三個構面。結果如表 3，每一題項的因素負
荷量皆大於.5，無須刪題。各構面的特徵值皆大於
1，且總解釋變異量（%）達 79.24，顯示具足夠之效
度。

重要性

特徵值( )
解釋變異量
(%)
累積解釋變
異量(%)
各構面

7

2.2. 研究對象
本研究預適量表發放對象為資訊領域且在修習過程式
設計課程的大學生。本研究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進行，
在臺灣的北、中、南十一所大學中進行預試施測。預
試使用電子問卷發放，施測 208 份，回收 208 份，回
收率為 100%。

題號

AN6
AN7

3.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建立一套「程式設計思考程序自我效能量
表」，根據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
一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後續本研究將擴大規模發放
正式問卷，期望本量表可以幫助大學資訊領域教師在
程式設計課程規劃時，能夠了解學生在思考流程中是
否遭遇困難、也能了解學生經由學習後對於程式設計
思考的自我效能是否有所提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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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Programming Self-efficacy Scal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Information Domai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self-efficacy scale for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students about
programming thinking procedures. T The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21 questions which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such as "importance", "confidence" and "anxiety". The research object is the college students who have taken
programming courses in Taiwan. There were 208 participants from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used in this research includ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tem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ronbach α
internal consistency analysi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of the scale is between .950 and .957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construction is verified by factor analysis. On the whole, the scale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KEYWORDS
information domain, programming, self-efficacy, programming self-efficacy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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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CT-6E 模式發展高中生之物聯網教學活動規劃

摘要
資訊科技發展快速，有大量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
慧等科技人才需求，因此如何培育具備資訊科技概念
和程式實作技術能力、運算思維能力的下一代，成為
各國相當重要且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本研究提出將
發展出一套運用 CT-6E 模式之物聯網教學活動，透過
八週的探究學習及實作教學，讓學生學到物聯網的概
念、探索生活中的應用、動手撰寫程式並組裝電子元
件，最後實作出整合各模組的物聯網專題。並規劃一
實證研究，來探討經由此課程能否比一般課程更有效
地提升學生的物聯網學習成效、運算思維能力及自我
效能。

關鍵字
物聯網；運算思維；自我效能；6E 模式

1.

前言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隨著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 、 大 數 據 （ Big Data ） 、 人 工 智 慧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 等 技 術 發 展 （ Identifies Top 10
Strategic IoT Technologies and Trends, 2018），未來五
年「通訊暨物聯網裝置」、「大數據分析」與「資料
服務」等產業，每年人才需求大於 10,000 人（國發
會，2017）。面臨快速發展的科技現況及全球化競爭
時代來臨，如何強化國家人才能力的培養及產業競爭
力，為重要之議題（PwC, 2019）。因此台灣教育部
（ 2019 ） 調 整 了 《 十 二年國民教育科技領域課程綱
要 》，將「資訊科技」設為國、高中階段之必修科
目，強調學生培養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
CT）能力的重要性。
過去大多數研究在 CT 教學活動中採用專題導向式學
習、問題專題導向式學習及合作學習（Hsu, Chang, &
Hung, 2018），代表這種讓學生透過步驟探究進行學習
是有效的策略。6E 模式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同樣為
藉由步驟讓學生探究學習的教學策略（Barry, 2014），
過 程中規劃 使學生容易增加信心及成就感的實作練
習，可改善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上，自我效能低落的
問題。
本研究發展出一套運用 CT-6E 模式的物聯網教學活
動，能夠更加地提升學生的物聯網學習表現、運算思
維及自我效能，進而培育更多具有未來競爭力的相關
人才。研究問題如下：
（1）如何發展 CT-6E 模式的物聯網教學活動？
（2）如何評估學生在 CT-6E 模式與一般教學模式上的
學習成效差異？

2.

文獻探討

2.1. 物聯網教學
在物聯網教學環境中，學生將學習到數理科學與工程
教育的跨領域知識，同時會獲得科技應用與程式設計
等實作機會（Kortuem, Bandara, Smith, Richards, & Petre,
2012）。
Mavroudi、Divitini、Gianni、Mora 與 Kvittem（2018）
的研究中，教學者使用體驗式學習策略，讓學生扮演
物聯網應用設計師，發想以智慧城市為主題的創意題
目和解決方案。最後的調查結果發現，參與者認為學
習物聯網知識、智能城市概念和獲得解決問題的技能
等方面都非常令人滿意。
2.2. 運算思維
運算思維由 Wing（2006）提出，後續許多研究陸續發
表出不同的定義或概念組合。本研究採過去學者或電
腦科學組織在定義運算思維時所提到的概念中，較廣
為 人 知 的 四 大 概 念 （ Angeli et al., 2016; Barr &
Stephenson, 2011; CSTA, 2011; Google for Education,
2015; Grover & Pea, 2013; Hsu, Chang, & Hung, 2018;
Selby & Woollard, 2014），其定義如下：
1.分解：將資料、程序或問題分解為更小、易於處理的
部分。
2.模式識別：觀察出資料中的模式、趨勢和規律。
3.抽象化：識別並提取可表達主要概念的相關訊息。
4.演算法設計：創建一程序性指令，用於解決相似的問
題或執行一個任務。
Lai、Chen、Lai、Chang 與 Su（2019）將運算思維納入
物聯網應用的課程規劃中，讓學生通過理解問題並分
析解決步驟來找到不同領域問題的解決方案，結果發
現能夠有效地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表現。
2.3. 自我效能
Bandura（1997）說明自我效能是個人在不同情境下的
信心、信念程度。自我效能將會影響學生在解決問題
時 所 表 現 出 的 努 力 程 度 （ Gandhi & Varma, 2009;
Psycharis & Kallia, 2017）。
Tsai 等人（2019）根據 Berland 與 Lee（2011）的運算
思維框架，發展出一個更加泛化的自我效能量表，用
以檢驗學生的程式設計自我效能感，有益於教育者或
課程設計者在教學實踐和教育研究中應用。
2.4. 6E 模式
6E 模 式 是 由 美 國 國 際 科 技 與 工 程 教 師 學 會
（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Educators
Association, ITEEA）在 2013 年提出，包括六大步驟：
參與（engage）、探索（explore）、解釋（explain）、
實 作 （ engineer ） 、 深 化 （ enrich ） 、 評 量
（evaluate），教師扮演輔助的角色，讓學習者透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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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過程，理解真實情境的問題，經由思考、設計並
實作出解決方案（Barry, 2014）。
Chen 等人（2019）運用 6E 模式發展出四軸飛行器實
作活動，讓學生動手寫程式、連結控制板與馬達，透
過藍芽控制，實驗結果表明，能夠有效地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效。ANONYMOUS 則是運用 6E 模式發展出
S4A 機器人實作課程，實驗結果表明，學生的學習成
效和運算思維能力均有所提高。
2.5. 文獻評析
經由前述文獻整理與探討可知，以物聯網為主題的教
學活動或課程能夠培養學生的資訊科技各領域概念及
運算思維；運用 6E 模式發展之課程，能夠提升學生在
物聯網相關課程上的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欲將運
算思維的概念融入課程，並與 6E 模式個步驟做搭配，
最後發展出共八週之物聯網教學活動，以及後續實證
研究規劃。

3.

教學設計與教案規劃

3.1. 物聯網課程
課程以物聯網為主軸，分為三個學習階段，學習階段
一：進行物聯網基礎教學，帶領學生學習 Arduino 程式
設 計和電子元件；學習階段二：進行物聯網進階教
學，讓學生透過每週的模組實作，學習更多感測器應
用 、網路通訊功能、雲端服務串接等，共有四個模
組：「自動照明裝置」、「自動風扇開關」、「危害
氣 體偵測器」、「智慧門鎖」；學習階段三：進行
「智慧家庭」物聯網專題實作，學生應用前兩階段所
學得之知識與技能，整合各模組之功能，組裝房屋並
設置模組，完成最終的專題作品。各階段之學習內容
說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學習內容說明
項目
Arduino 入門
程式設計入門
自動照明裝置
自動風扇開關
危害氣體偵測
智慧門鎖
人工智慧
智慧家庭
解決方案

學習內容
認識 Arduino、Arduino 開發環境介紹、程
式語言、基礎電路、電子元件
Arduino 控制結構、資料型態、變數、運
算子、序列阜、條件式、迴圈、函式
訊號處理、紅外線感測器監控、LED
電壓調節、溫溼度感測器監控、風扇模組
CO 感測器數據監控、蜂鳴器控制、Wi-Fi
無線通訊、ThingSpeak 平台串接
磁簧開關控制、伺服馬達控制、串接
IFTTT 服務、LINE 通知訊息發送
微軟 AI 認知服務（影像、語音、語言）
雷切房屋組裝、模組設置與整合、多感測
裝置監控

3.2. 教學策略
本研究將運算思維四大概念與 6E 模式的六步驟做對
應，提出「CT-6E 模式」，每週之教學活動皆使用以
此進行課程設計，圖 1 為教學策略執行內容圖，說明
各步驟中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方式。

圖 1 CT-6E 模式執行內容圖
學習階段二，每個模組之教學內容皆對應運算思維四
大概念，表 2 以「自動照明裝置」為例說明之。

表 2 教學內容與 CT 概念對照表
CT 概念

說明

問題拆解為(1)偵測人的距離，判斷是否靠
近；(2)自動開啟照明
模式識 ˙ 感測器會回傳一範圍區間之數值資料
˙ 經過換算可用以衡量受測物之距離
別
˙ 觀察並定義出人是否靠近的距離範圍
抽象化 ˙ 使用紅外線感測器取得受測物之距離
˙ 使用 LED 燈作為照明裝置
演算法 ˙ 將任務以程序表示，如：取得感測器數值
→是否在某距離內→點亮燈數秒
設計
˙ 畫流程圖並用程式實作出來
分解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架構
採用準實驗研究法，探討不同教學模式之物聯網教學
活動，對於學生物聯網學習表現、運算思維及自我效
能之影響。研究架構圖如圖 2 所示。

圖 2 研究架構
4.2. 研究對象
將以台北市某所高級中學一年級學生為實驗對象，實
驗組、對照組各 2 個班，每個班 40 個人，共 160 人。
每個班學生 2 人為一組，共分 20 組參與實驗教學和專
題實作。
4.3. 實驗設計與實施
實驗含前後測共 10 週，每週有 100 分鐘，第一週進行
物聯網學習表現、運算思維和自我效能之前測，並說
明上課規範與計分方式。第二週與第三週為學習第一
階段，接受物聯網基礎教學，學習 Arduino 程式設計和
電子元件。第四週至第七週為學習第二階段，接受物

CTE2020
聯網進階教學，讓學生透過每週的作品實作，學習更
多感測器應用、網路通訊功能、雲端服務串接等。第
八週與第九週為學習第三階段，進入連續兩週之物聯
網專題實作。第十週課程活動結束後，進行物聯網學
習表現、運算思維和自我效能之後測。圖 3 為本研究
之實驗設計流程說明。

教育部（2019）。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綜合
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域。台北：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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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yn-Smith, J., & Zagami, J. (2016). A K-6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urriculum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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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9(3), 47-57.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NY: WH Freeman and Company。
Barr, V., & Stephenson, C. (2011). Bring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to K-12: What is Involved and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Community?. Inroads, 2(1), 48-54.
Barry, N. (2014). The ITEEA 6E Learning byDeSIGN™
Model. Technol. Eng. Teach, 73, 14-19.
ANONYMOUS

圖 3 實驗流程
4.4. 研究工具
4.4.1 物聯網學習表現測驗卷
本研究將自行編製物聯網學習表現測驗卷，內容包括
物聯網、電子電路、感測器、程式設計等。將請兩位
有教學經驗之資訊科技老師進行專家審查，達到內容
效度標準；將於某高中進行預試，剔除內部一致性系
數未達.5 之題項。
4.4.2 國際運算思維測驗
採 用 國 際 運 算 思 維 能 力 測 驗 （ International Bebras
Contest），挑選近五年題庫中，符合「分解」、「模
式識別」、「抽象化」、「演算法設計」概念之題目
進行 編制 。題目皆設計為情境式，讓學習者利用自己
既有的知識及運算思維概念進行解題。
4.4.3 自我效能量表
採用 Tsai 等人（2019）發展之程式設計自我效能量表
（Computer Programming Self-Efficacy Scale, CPSES）
分為邏輯思維、演算法、偵錯、控制和合作等五個構
面 ， 共 16 題 ， 以 李 克 特 六 點 尺 度 計 分 ， 整 體 之
Cronbach’s α 為 0.96，各構面 α 值的範圍從.84 到.96，
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
4.5. 預期成果
透過準實驗研究法來探討兩者對於高中生物聯網學習
表 現、運算思維和自我效能之影響。使用共變數分
析，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物聯網學習表現、運算思
維和自我效能之結果。並預期運用 CT-6E 模式之實驗
組，在物聯網學習表現、運算思維和自我效能上，都
能顯著高於一般教學模式的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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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6E Model for Developing the IoT Teaching Activity

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re is a large demand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such a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c. Therefore, how to cultivate the next generation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cept and program implementation technology ability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bility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and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a set of IoT teaching
activities using the CT-6E model will be developed. Through 8 weeks of inquiry learn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concepts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explore applications in life, write programs and assembl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make IoT topics that integrate various modules. In addition, an empirical study is planned to explore
whether this course can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Io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bility, and
self-efficacy than traditional courses.

KEY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self-efficacy, 6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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