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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測驗是用來了解學生成就和評量學習成果最有效的方法，學習風

格會影響學習成效，透過評量檢驗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搭配所羅門學

習風格，在藉由學習歷程分析學習行為，可探討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

使用評量系統的學習行為，進而瞭解不同學習風格者在使用系統上是

否有差異，因此建立一套包含學習歷程的輔助學習暨評量系統，利用

可用性問卷去評估系統介面設計，並據以改善。許多研究指出不同的

學習風格會影響學習，然而學習風格是否也會影響系統可用性評估，

為此本研究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除學習風格為活躍型和沉思型的學

習者在可用性評估第 7項設計原則(H7:靈活性與使用效率)有達到顯著

水準之外，其餘皆沒有顯著差異。系統可用性優化後進行第二次實驗，

實驗時間為十二週，除分析事件和使用次數關係，重點為分析學習風

格學習行為是否具有影響，結果僅有第 4組學習風格類型(序列型與綜

合型)在「登入次數」、「測驗次數」和「校內使用次數」等三項學習

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其餘皆沒有顯著差異，綜合型在三項使用次數皆

高於序列型。 

 

 

關鍵字：線上評量；學習歷程分析；學習風格；可用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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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要瞭解學習者的學習成效，通常會透過評量的方式來達成。

Wang (2011) 使用形成性評量系統，可增強學習者自我調整學

習，進而提升學習成效。李建億和洪式合 (2002)的研究發現，

網路學習時間、相關網頁數量、狀態列改變次數、滑鼠移動次

數都與學習效果有顯著的正相關。測驗是用來了解學生成就和

評量學習成果最有效方法 (楊亨利和應鳴雄，2006)。台灣許多

學校都有建置數位學習平台來輔助教學，其中就包含了線上測

驗的功能，但為大多線上測驗皆只為評量成績，所以功能過於

單調，在了解學習成效的進步非常有限。  

而近年網路科技發展迅速，許多學校使用數位教材作為輔

助教材，測驗方式也漸漸地從紙筆測驗走向數位線上測驗。建

立線上測驗系統可以記錄學習者的學習資料並診斷學習者遇

到的學習困難，教師可透過分析結果在教學上進行改進，學生

則可透過分析結果進行補強 (李書芬、李志平 和郭梅珍，

2014)。  

學習歷程檔案可用來分析學習者的學習行為，目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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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採用數位化學習歷程來進行分析。數位化學習歷程檔案採用

數位化的方式，有目標性地蒐集與呈現學習者的學習經過、心

得、作品、目標達成狀況以及個人自我反省等證據 (Lougheed, 

Bogyo, & Brokenshire, 2005)。  

學 生 學 習 資 料 的 統 整 記 錄 就 是 電 子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 electronic portfolios, 以下簡稱 ePortfolio），許多學校近年

來都陸續的建立數位學習歷程平台來記錄學生的學習成果，中

央大學的 ePortfolio 平台就是典範之一。ePortfolio 透過電子化

資料來記錄學生的學習歷程取代過去傳統單純以紙本型態資

料的紀錄方式 (林麗娟，2014)，這樣不只減少紙本使用更重要

的是準確的紀錄，對於研究的可靠性也大幅提升。許多的線上

測驗系統如全民英檢網路學習測驗平台、常春藤線上英語測驗

系統等，結合了個人學習歷程檔案，讓學生可以了解自己的學

習狀況，並針對不足進行加強。  

1.2 研究目的 

因此，本研究將開發一套輔助學習暨評量系統，藉由此系

統來記錄數位化學習歷程，然而系統的使用者介面設計 (user 

interface design)會影響學習者的使用意願，為了瞭解此系統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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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設 計 的 優 缺 點 ， 將 利 用 Nielsen (1994) 十 項 設 計 原 則

(Nielsen’s ten heuristics) 來 進 行 系 統 可 用 性 評 估 (usability 

evaluation)，將分析結果作為系統使用者介面設計的改進依據。

此外，許多研究指出不同的學習風格會影響學習，然而學習風

格是否也會影響系統可用性評估，為了釐清此點，本研究將利

用學習風格問卷來瞭解學習者的特性，藉以探討不同學習風格

的學習者對系統可用性評估的影響。  

1.3 研究流程 

  未訂定題目將先廣泛搜索題材，尋找適當題材做題目的選定，按

照題目需求找出需要功能和設計資料庫，逐步完成系統，再者製作問

卷已收集資料，分析結果最後撰寫論文，研究流程如圖1-1所示。 

 

圖1-1 研究流程  

文獻蒐集 

題目訂定 

系統需求 
確認 

資料庫 
設計 

系統開發 

可用性評估
問卷設計 

開始實驗 

結果分析 

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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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學習風格  

  學習風格大體上受個人內在因素（態度、情意、生理、自

我了解）及外在因素（智力、性別、年級、家庭背景、城鄉）

的影響（Francisco，C. & Elaine，H. H. ，  2000）；不同學

習風格有不同偏好的教學策略反應（Crocker，Bartlett & Elliott，

1976）。說明學習風格與學習成效間存有相關。  

   這方面的研究明顯的具有教育上的應用價值，在逐漸擴

充演變後，於1970 年前後遂有學習風格一詞的出現（郭重吉，

1987）。Curry（ 1983）以剝洋蔥的比喻來比擬學習風格的結

構：洋蔥的核心是個體的基本人格特質，主要是個體不同人格

特質對學習訊息的獲得與統整的偏好取向；第二層是訊息處理

（ information-processing）的層面，著重個體對訊息處理的認

知偏好；第三層是社會互動層面，即個體在學習情境與同儕彼

此互動產生的影響。最外層則關注個體對教學與環境的偏好。

越接近中心的是個體穩定且難以改變的學習風格，較外圍的則

容易因學習或經驗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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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眾多學習風格中，本研究採用有中譯解釋的所羅門學習

風格測驗，此測驗由 Silverman於 1988編制而成，由參加測驗

者可以被歸納出四種類型，即可得知其學習風格類型（黃國豪、

葉晟德、王士晉、陳碧茵、林春合、賴世偉，2007）。最常用

的學習風格分類法為所羅門學習風格分類，可分為四組向度，

每一組包含兩種類型，分別為：  

(1) 活躍型 (Active)：學習過程的方式，必須要與人討論或是親

身體驗，學習成效才會顯著。  

沉思型 (Reflective)：學習過程中，可以獨自思考就能解決

問題。  

(2) 感悟型 (Sensing)：對事實或日常生活能夠接觸得到的事物

較能理解，對於抽象的事物較無法去想像。  

直覺型 (Intuitive)：太過於詳細與重複的學習反而會感到不

耐煩，並且會造成學習障礙，必須透過學生自行嘗試，學

習成效才會比較顯著。  

(3) 視覺型 (Visual)：如圖解的學習過程，學習成效會比較顯著。 

言語型 (Verbal)：以文字敘述的學習過程，學習成效會比較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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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序列型 (Sequential)：學習過程中不能做跳躍式的學習，必

須從最基本並按照順序進行學習。  

綜合型 (Global)：對各方面都有初步的認識，就能夠自行融

會貫通  

 

  本研究較著重於序列型和綜合型學習風格為主。序列型的

特點為學習過程中不能做跳躍式的學習，必須從最基本並按照

順序進行學習，而綜合型只要對各方面都有初步的認識，就能

夠自行融會貫通。  

2.2 教學曁評量系統  

  學期考試題庫的知識庫是屬於測驗的程序設計，而且所有

資訊都適合那些題目（Vale，C. D.， 2006），不光是題目的

集合體，而是分析、歸類、與評鑑後的測驗題目的組合體。  

在建置輔助教學曁評量系統時，題庫（ item bank）在評量系統

中扮演相當重要角色，以下為各個學者對題庫的定義。許金山

（2006）認為透過網路平台進行測驗比起紙筆測驗對於教師了

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學習問題較為方便。題庫是同一個系統

的所有題目的集合（Vale，2006）。題庫是多個合適的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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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而這些題目是按主題區分、教學水平、教學測量目標，以

及各種相關項目的進行分類而成（Gronlund，1998）。題庫中

的題目必須具備良好品質（Booth，1983）。  

  測驗是利用試題來評量學生成就的一種工具，也是評量學

習成果的有效方法（楊亨利、應鳴雄，2006），一個完整的線

上題庫與評量系統，須具備安全認證機制、便捷的管理介面、

完整的題庫管理、友善的試卷製作與管理、完善的線上測驗、

即時成績查詢與分析等（簡瑞華， 2002）。  

  在教學科目上選用TQC WORD2013，一者可幫助學弟妹

考取TQC證照，二者在題目選擇擁有穩定性，教學上以教師影

片為主，測驗後的複習為輔，前者幫助學生在術科上學習，後

者幫助學生在學科上記憶。  

2.2.1 線上評量與測驗分析  

  「網際網路評量與試後分析系統」（Web-based Assessment 

and Test Analysis system，WATA system）可協助教師營造一

個「評量為中心」的網路教學環境（王子華、王國華、黃世傑

及王瑋龍，2003）。而王子華等人（2004）研究中也指出W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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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設計，如：重複測試、不提供正確答案、即時回饋等，對

網路學習效益有良好輔助效果。  

  王 子 華 等 人 認 為 該 系 統 具 有 Triple-A （ Assembling 

Administrating-Appraising）架構，擁有高效率之「考試管理引

擎」可以讓教學者管理考試行程與題庫分析表進行試卷的編製，

也形成高互動性網路教學系統。  

Triple-A架構之個人化之WATA 系統的畫面如圖 2-１。  

圖2-1 WATA 系統個人化介面  

圖2-1資料來源：王子華、王國華、黃世傑及王瑋龍（ 2003）  

  WATA 系統讓教師建立自己的題庫，教師鍵入題目時，

教師根據專業賦予每一題目「屬性編號」，題庫中編輯題目可

放圖片、影片、聲音及 flash，可在不同瀏覽器上呈現，如圖 2-2。  

 

圖 錯誤! 所指定的樣式的文字不存在文件中。-1 WATA 系統個人化介面 

 

圖 錯誤! 所指定的樣式的文字不存在文件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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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屬性編號導向多媒體題庫的建立畫面  

圖2-2資料來源：王子華、王國華、黃世傑及王瑋龍（ 2003）  

2.3 學習歷程  

  分析學習者的學習歷程可增進學習行為的瞭解。傳統的紙

本式學習歷程檔案在資料的查詢、修改、儲存以及管理方面都

較耗費時間與人力，因此，Sparapani （1996）認為紀錄學生

的學習成效最具效率的方法就是學習歷程，也是儲存與累積知

識的資訊系統空間（Palmer，S.，Holt， D.，Hall，W.，& Ferguson，

C.，2009）。  

  Yancey（2004）認為學習歷程可以幫助學生改正自己的學

習方式。Greenberg （2004）認為數位學習歷程檔案（ ePortfolios）

可以幫助學生畢業後求職。Peet 等學者（ 2011）提出從整合

學習的角度證實，數位化學習歷程檔案可讓學習者展示與整合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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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金山  （2006）認為數位化記錄學習歷程教師可以在不

影響學生下查詢學習歷程，並可以幫助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問

題和學習成效。學習歷程檔案有目標性地蒐集與呈現學生的學

習經過、心得、作品、目標達成狀況以及個人自我反省等證據  

（Lougheed，Bogyo，& Brokenshire，  2005），使學習者能

真正檢視自己的學習歷程成果。而Avraamidou & Zembal-Saul 

（2006）認為數位學習歷程檔案有效的促進反思性實踐。  

根據Hartnell-Young & Morriss （2006）的看法，在數位化學

習歷程檔案發展過程中，學習者根據預先設定的學習目標，蒐

集、組織、與呈現數位化的作品及相關的學習經驗，進而達到

預設的目標。根據前述所說，學習目標是其他相關項目的參照

依據，在學習者學習情況的調整上，擔任關鍵的角色。  

2.4 可用性評估  

  國際化標準組織於 1998年對可用性提出以下定義：「產品

能讓特定使用者在特定的情境脈絡下，以有效率（Efficiency）、

有效用（Effectiveness）且滿意的（Satisfaction）完成特定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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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可用性用，即是測量使用者與網頁或是傳統應用程式

的互動經驗，或任何使用者可以操作的設備之使用品質的方法

（Nielson，1993）。  

  設計問卷並進行系統可用性評估，以改善系統的介面設計

（Nielsen，  1994）。最常被用來評估系統介面設計的方式為

參考Nielsen十項設計原則（Nielsen’ s ten heuristics），包含：  

(1) 系統狀態的能見度（Visibility of system status）：系統透

過適當的反應，並在合理的時間通知使用者，讓使用者知

道發生什麼事。  

(2) 系統與真實世界的關聯性（Match between system and the 

real World）：系統應該採用使用者熟悉的詞句、短語、

概念，而不是系統內部的專業術語。  

(3) 使用者操作自由（User control and freedom）：使用者時常

誤觸系統的功能，所以他們需要一個明顯的「離開」的功

能來結束使用者不需要的狀態，並復原資料。  

(4) 一致性和標準（Consistency and standards）：使用者不應

該猜測不同的字彙、狀態、動作是否代表同一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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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防錯誤（Error prevention）：比起提供使用者明確易懂

的錯誤訊息，更重要的是要如何防範使用者發生錯誤。  

(6) 辨識而非記憶（Recognition rather than recall）：利用標示

清楚的按鈕、功能、選項減少使用者記憶負擔，操作系統

的資訊顯而易見。  

(7) 彈性與使用效率（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use）：提供

快速鍵讓有經驗的老手可以快速操作系統，但隱藏起來讓

新手不會受這些功能影響，如此可以同時讓新手和老手都

能有效的操作系統，讓使用者可以自訂常用的功能。  

(8) 美觀與簡化設計（Aesthetic and minimalist design）：對話

框中不相關或是很少需要的訊息或功能要隱藏起來。  

(9) 幫助偵錯並從錯誤中恢復（Help users recognize，diagnose，

and recover from errors）：錯誤訊息應該以說明文字和指

導方向，而非機器語言，並能精準的指出錯誤一併解決。  

(10) 輔助說明文件（Help and documentation）：即使系統

已設計完美到不需說明就可操作，但幫助和說明文件仍是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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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開發  

3.1 開發工具 

  系統採用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搭配 IIS 8 作為網

站架設環境，開發工具採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3 ASP.NET 

C#作為開發工具。資料庫開發採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作為

資料庫管理系統開發工具與硬體規格如表 3-1所示。 

表 3-1軟硬體規格表 

軟體開發工具 

作業系統 
Windows Server 2012 R2 

資料庫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系統開發工具 
Visual Studio 2013 ASP.NET C# 

網頁伺服器 
IIS8.0 

圖像編輯 
Photoshop CC 

硬體規格 

處理器 Intel Core i7-4790 3.6GHz 

記憶體 4GB 

系統類型 64 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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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伺服器作業系統 

Windows Server 是為微軟的伺服作業系統，IIS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是微軟提供 Windows 系統的網際網路基本服務。 

 3.1.2 網站開發工具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3 

Visual Studio 是微軟提供的一個基本開發工具集，提供多種程式語

言供開發者進行多種應用程式開發。研究採用軟體中的 ASP.NET C#進

行系統的建置。 

 3.1.3 資料庫開發工具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SQL Server 是微軟提供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提供許多功能讓開

發者或是管理者進行資料庫的建置與管理。 

3.2 系統架構圖 

  本研究之系統開發分為前台與後台。前台提供學生使用，由「登入

模組」、「測驗模組」、「學習模組」、「術科成績上傳模組」、「學

習風格模組」、「作答結果模組」、問卷模組」、學習歷程模組」組

成。後台提供教師使用，由「登入模組」、「會員管理模組」、「題

庫管理模組」、「學生學習歷程查詢模組」、「影片管理模組」組成。

各模組分別可依需求對「會員資料表」、「題庫資料表」、「學科測

驗結果資料表」、「術科測驗結果資料表」、「經驗值資料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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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資料表、」「影片觀看資料表」、「可用性問卷資料表」、「可用

性問卷結果資料表」、「學習風格資料表」、「使用紀錄資料表」、

「試卷資料表」進行讀取或寫入，如圖 3-1所示。 

 

圖 3-1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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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統操作流程圖 

 

圖 3-2系統使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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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料庫規劃 

  系統由會員資料表、題庫資料表、學科作答結果資料表、術科作答

結果資料表、學習風格資料表、可用性問卷題目資料表、可用性問卷

作答結果資料表、影片資料表、影片觀看資料表、試卷資料表、使用

紀錄資料表、經驗值資料表所組成，下圖 3-3為系統的 ER-Model。 

 

圖 3-3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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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會員資料表 

用途:儲存使用者資料 

說明:此資料表提供前後台的登入模組進行使用權限的認證，並提供學

生基本資料供教師透過後台查詢以及輸出。  

表 3-2會員資料表(member)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id varchar(10) PK N 帳號 test 

password varchar(10)  N 密碼 a12345 

group char(3)  N 群組 

STU(學生) 

TEC(教師) 

ADM(管理者) 

name nvarchar(5)  N 姓名 測試帳號 

sex char(1)  N 性別 

1(男) 

2(女) 

3(未設定) 

class nchar(5)  Y 班級 資網 4A 

 3.4.2 題目資料表 

用途:儲存測驗系統之題庫資料 

說明:提供前台的測驗模組讀取題目資料供學生進行測驗，後台教師可

透過題庫管理模組進行此資料表的題目管理。 

表 3-3題目資料表(item)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Item_no int PK N 題目編號 1 

Item_qu nvarchar(200)  N 問題 在 Word…? 

A nvarchar(50)  N 選項 A 切割視窗 

B nvarchar(50)  N 選項 B 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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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nvarchar(50)  N 選項 C 同步捲動 

D nvarchar(50)  N 選項 D 並排顯示 

Item_ans varchar(4)  N 答案 ABCD 

Item_chap char(1)  N 章節 1 

Item_pic bit  N 圖片有無 
0(無) 

1(有) 

 3.4.3 試卷資料表 

用途:儲存測驗系統之試卷資料 

說明:提供前台的測驗模組讀取試卷的資料，並透過題目資料表讀取相

對應資料以進行出題，教師可透過後台新增試卷的功能進行試卷的新

增和刪除。 

表 3-4試卷資料表(paper)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paper_name nvarchar(20) PK N 試卷名稱 小考 

qu_id varchar(150)  N 題號 1、10… 

st_date datetime  N 開始時間 
2015-02-17 

10:00:20 

end_date datetime  N 結束時間 
2015-02-18 

11:20:10 

It_count char(2)  N 題數 20 

chap char(1)  N 章節 1 

 

 3.4.4 學科作答結果資料表 

用途:儲存學生作答完畢並繳卷系統產生之結果 

說明:提供前台的測驗模組儲存學生的作答結果，並提供前台和後台之

學習歷程模組產生查詢資料，供學生或教師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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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學科作答結果資料表(sub_result)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sub_no int PK N 編號 1、2、3… 

id char(7) FK N 帳號 A18J001 

qu_id varchar(150)  Y 題號 1、10… 

sub_score int  N 成績 100 

sub_ans varchar(150)  Y 作答答案 AB、C… 

start_date datetime  N 開始時間 
2015-02-1 

10:00:20 

end_date datetime  N 結束時間 
2015-02-8 

11:20:10 

sub_chap char(1)  N 章節 1 

paper_name cvarchar(20) FK Y 試卷名稱 小考 

 3.4.5 術科作答結果資料表 

用途:儲存學生透過術科成績上傳工具所傳入之作答結果 

說明:提供術科成績上傳工具進行資料的儲存，並提供前台和後台之學

習歷程模組產生查詢資料，供學生或教師進行查詢。 

表 3-6術科作答結果資料表(teh_result)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t_no int PK N 編號 1、2、3… 

id varchar(10) FK N 帳號 A18J001 

t_quid char(3)  N 題號 301 

t_score int  N 得分 10 

t_descore int  N 配分 15 

t_date datetime  N 作答時間 
2015-05-01 

10:00:01 

t_local bit  N 地點 
0(學校) 

1(校外) 

t_today date  N 上傳日期 201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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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影片資料表 

用途:儲存教學影片的相關資料 

說明:提供前台學習模組進行影片資料的讀取，教師可透過後台的影片

新增功能進行資料的編輯。 

表 3-7影片資料表(video)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videoid int PK N 影片編號 1001 

video_name nchar(10)  N 影片名稱 文件背景 

path varchar(50)  N 影片路徑 A4lUUhzFjy8 

chap char(1)  N 章節 1 

appear bit  N 是否顯示 0、1 

date date  N 日期 
2015-02-17 

12:03:28 

item_name char(3)  N 題號 302 

 

 3.4.7 影片觀看資料表 

用途:儲存學生觀看教學影片的情況 

說明:紀錄前台學習模組學生觀看影片的時間，提供後台教師進行影片

觀看情形的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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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影片觀看資料表(video_watch)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no Int PK N 編號 1 

videoid Int FK N 影片編號 1001 

id Varchar(10) FK N 帳號 A18J001 

time Datetime  N 紀錄時間 
2015-01-01 

12:00:01 

 

 

 

 3.4.8 學習風格問卷資料表 

用途:儲存學生的學習風格 

說明:紀錄學生所填答的學習風格資料，並讓系統進行分析，供學生或

者教師透過前台或後台進行查詢。 

表 3-9學習風格問卷資料表(que)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id char(7) PK,FK N 帳號 A18J001 

type1 nchar(3)  N 類型 1 綜合型 

type2 nchar(3)  N 類型 2 視覺型 

type3 nchar(3)  N 類型 3 感悟型 

type4 nchar(3)  N 類型 4 沉思型 

type1_count int  N 類型 1得分 1 

type2_count int  N 類型 2得分 5 

type3_count int  N 類型 3得分 11 

type4_count int  N 類型 4得分 3 

 

 3.4.9 可用性問卷題目資料表 

用途:儲存可用性問卷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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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提供前台讀取可用性問卷題目的讀取以提供學生進行問卷填答，

教師可透過後台的題庫管理模組進行資料的編輯。 

表 3-10可用性問卷題目資料表(ava)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ava_no int PK N 題號 1 

ava_type char(3)  N 分類 H1 

ava_que navachar(50)  N 問題  

ava_rqueno int  N 反向題 3 

 3.4.10 可用性問卷結果資料表 

用途:儲存學生回答之可用性問卷結果 

說明:紀錄學生在前台所填答的可用性問卷結果，以利後台進行資料的

統計，並提供系統開發者進行可用性評估。 

表 3-11可用性問卷結果資料表(ava_ans)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id int PK,FK N 帳號 A18J001 

ava_ans varchar(60)  N 答案 1,2,5,5,5,2,5… 

 

 3.4.11 使用紀錄資料表 

用途:儲存學生使用系統各項功能的統計資料 

說明:紀錄學生使用前台各項功能之情形，教師可透過後台學習歷程查

詢模組進行資料的查詢，以了解學生使用系統之情形。 

表 3-12使用紀錄資料表(user_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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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no int PK N 編號 1 

id varchar(10) FK N 帳號 a18j001 

date date  N 日期 2015-02-17 

st_time time  N 開始時間 07:00:10 

latest_time time  N 最新時間 20:00:20 

login_count int  N 登入次數 100 

exam_count int  N 測驗次數 60 

study_count int  N 學習次數 30 

findpro_count int  N 
歷程查看

次數 
10 

review_count int  N 複習次數 20 

intra_school int  N 校內使用 50 

extra_school int  N 校外使用 50 

 

 3.4.12 經驗值 

用途:儲存學生在測驗完畢所累計的經驗 

說明:累加學生透過前台的測驗模組所測驗的成績以及透過術科成績

上傳工具上傳的成績，供前後台排行榜進行資料讀取，以利系統進行

排名，欄位中的 exp計算方式為:每次測驗得到之學科成績+每筆術科

成績之得分*該題術科配分。 

表 3-13經驗值(score)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id varchar(10) PK,FK N 帳號 A18J001 

exp int  N 經驗值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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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系統功能 

 3.5.1 前台功能 

  前台主要提供學生使用，學生可透過前台進行測驗以及學習(觀看術

科教學影片)，系統會主動記錄學生的學科成績，學生在練習完術科後，

可透過成績上傳工具將成績進行上傳供系統紀錄，同時系統也會記錄

學生操作系統的狀況，系統會主動將所得到的成績資料以及使用紀錄

產生查詢頁面供學生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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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使用者首頁 

說明：上列為系統尋覽列，讓使用者能快速找到需要資源使用，左邊

有平台介紹和術科成績上傳教學及工具下載，中間為班級排名、學生

排名和學習風格問卷填寫，右邊為個人資料及一些方便使用者的超連

結使用。 

 

圖 3-4 使用者首頁圖片 

  



 

27 

 3.5.3 學習頁面 

說明：影片章節選擇中選擇章節後右邊會出現影片清單，點選後即可

開始觀看操作影片學習，題目選擇在選擇後右邊會跳出相對應影片，

點選後即可觀看影片學習。 

 

圖 3-5 學習頁面圖片 

  



 

28 

 3.5.4 測驗頁面 

說明：章節選擇後再於下方選擇題數20或25題，選擇後按下開始測驗，

頁面會跳到作答頁面，題目一次一題直到最後案繳卷離開頁面。 

 

圖 3-6 測驗頁面圖片 

 3.5.5 學習歷程頁面 

說明：頁面有使用者的功能使用次數記錄：登入次數、測驗次數、學

習次數、歷程查看次數、複習次數、在校使用次數、校外使用次數；

於成績紀錄上可以看到成績統計：平均學科成績、學科總分、學科完

成次數；頁面有學術科成績的平均分布圖則讓使用者以圖形的方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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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學習的狀況，若想要查詢較為細節資料可於左邊的學術科查詢

欄位中查詢。 

 

圖 3-7 學習歷程頁面圖片 

 3.5.6 作答結果頁面 

說明：本系統採用單題制，作答結果會顯示使用者選擇答案和正確解

答，案下一題則會換到下一個題目上；跟按下測驗後的答題頁面相仿

僅差別於是否有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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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作答結果頁面圖片 

 3.5.7 學習風格頁面 

說明：填寫完學習風格問卷後，使用者即可於上面尋覽列點選學習風

格，就可以看到自己在四個面向中屬於哪一種，藉此更加了解自己適

合何種學習方式。

 

圖 3-9 學習風格頁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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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後台功能 

  後台主要提供教師使用，教師可透過後台的功能管理學生資料、題

目資料、教學影片資料，並可透過學生學習歷程查詢功能進行學生在

前台的使用紀錄以及成績資料的查詢，並透過系統的功能將這些資料

與學生的學習風格資料做結合並產生報表，以利進行分析以及教學上

的改進。 

 3.5.9 管理者首頁 

說明：上列為尋覽列方便管理者尋找所需功能，左邊有簡短的介紹，

右邊則和使用者的中間一樣，為排行榜的資料。 

 

圖 3-10 管理者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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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0 會員管理頁面 

說明：在會員管理上可以新增單一個使用者，也可以利用Excel檔案做

一次性的匯入，讓教師在使用上不需要一個一個創立，省下大量的時

間。 

 

圖 3-11會員管理頁面圖片 

 3.5.11 題目管理頁面 

說明：在題目管理主要利用Excel檔案做一次性的匯入，下方也可以對

題目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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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題目管理頁面圖片 

  3.5.12 影片管理頁面 

說明：左邊輸入影片名稱、網址、章節、題號和是否顯示，即可完成

新增影片，右邊可對影片做刪除或者修改。  

 

圖 3-13影片管理頁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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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3 新增測驗管理頁面 

說明：輸入試卷名稱、章節、測驗開始時間、結束時間和題數即會新

增出一個試卷，在此測驗題數可為10、20、25三種選項做選擇，右邊

可以去修改試卷的內容。  

 

圖 3-14新增測驗管理頁面圖片 

 3.5.14 學習歷程管理頁面 

說明：在此可以查詢各種紀錄：學科成績、術科成績、試卷成績、使

用統計、學習風格問卷結果、學生個人歷程、問卷結果和影片觀看統

計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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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學習歷程管理頁面圖片 

 3.5.15 術科成績管理頁面 

說明：裡面提供五種查詢資料的方法，讓管理者可以更明確的得到所

需資料。  

 

圖 3-16術科成績管理頁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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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6 術科成績輸入登入頁面 

說明：提供術科成績輸入的登入界面。  

 

圖 3-17術科成績輸入登入頁面圖片 

 3.5.17 術科成績上傳頁面 

說明：上傳後即可看到成績上傳的狀況。  

 

圖 3-18術科成績上傳頁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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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設計與結果分析  

4.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台灣中部某科技大學日間部大學一年級學生，實驗

總學生數為 54 人，其中男生 11 人，女生 43 人。實驗一開始先請學生

登入系統，並依序使用各項系統功能約 35 分鐘，然後填寫學習風格問

卷與可用性評估問卷約 15 分鐘。 

  實驗流程描述如下：實驗第 1 週，在課堂上請學生登入系統，並

介紹系統內容與操作說明，再讓學生使用各項系統功能，然後填寫學

習風格問卷，也告知學生可在校內與校外使用此線上評量系統，以及

系統使用的結果將作為平時成績的計分項目，接下來則進行為期 12 週

的實驗。 

4.2 可用性評估分析  

  可用性評估問卷共回收 49 份，剔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42

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 78%，利用 SPSS 19 統計軟體分析之後的敘述

統計結果與排名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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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可用性評估統計分析與排名 

設計原則(heuristics)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排名 

H1 系統狀態可見性 3.51 42 0.787 1 

H2 系統與真實世界的關聯性 3.40 42 0.83 3 

H3 使用者的控制度與自由度 2.87 42 0.82 10 

H4 一致性和標準 3.17 42 0.713 7 

H5 預防錯誤 3.31 42 0.907 5 

H6 讓使用者去認識系統，而非去回顧 3.07 42 0.812 8 

H7 靈活性與使用效率 3.39 42 0.748 4 

H8 美術與簡化設計 3.06 42 0.756 9 

H9 幫助用戶認識、偵錯並從錯誤中恢復 3.27 42 0.72 6 

H10 幫助與說明文件 3.48 42 0.712 2 

 

  從表 4-1 的排名可看出系統可用性評估的 10 項設計原則的前三名

(第 1 名、第 2 名、第 3 名)分別為 H1(系統狀態可見性)、H10(幫助和說

明文件)和 H2(系統與真實性世界關聯性)，後三名(第 10 名、第 9 名、

第 8 名)分別為 H3(使用者的控制度和自由度)、H8(美術與簡化設計)和

H6(讓使用者去認識系統，而非去回顧)。 

4.3 學習風格和可用性評估 t 檢定分析  

  而學習風格問卷共回收 38 份，其中可用性評估問卷與學習風格問

卷兩種皆有填寫者共有 31 份，將此 31 份學習風格問卷進行分析之後，

得到以下 4 組且每組 2 種學習風格的人數統計表，如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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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各組學習風格之人數統計表 

 第 1 組  第 2 組  第 3 組  第 4 組 

 
沉思

型 

活躍

型 
 

視覺

型 

言語

型 
 

直覺

型 

感悟

型 
 

綜合

型 

序列

型 

人

數 
11 20  30 1  13 18  9 22 

 

  再針對以上每組兩種學習風格進行可用性評估獨立樣本 t 檢定，結

果僅有第 1組學習風格(沉思型與活躍型)在可用性評估的第 7項設計原

則(H7:靈活性與使用效率)具有顯著差異，其他 3 組則均無顯著差異，

因此只放上第 1 組學習風格的分析結果，如下列的表 4-3 所示。 

表 4-3沉思型和活躍型學習風格之可用性評估 t檢定 

設計原則 學習風格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H1 
沉思型 

活躍型 

11 

20 

3.3939 

3.4500 

.32722 

.49883 
-.334 

H2 
沉思型 

活躍型 

11 

20 

3.0000 

3.0833 

.33333 

.45724 
-.530 

H3 
沉思型 

活躍型 

11 

20 

2.8788 

2.7000 

.26968 

.62968 
1.100 

H4 
沉思型 

活躍型 

11 

20 

3.2424 

3.1667 

.26208 

.47757 
.485 

H5 
沉思型 

活躍型 

11 

20 

3.2727 

3.3667 

.46710 

.40320 
-.587 

H6 
沉思型 

活躍型 

11 

20 

3.1212 

3.0000 

.47779 

.38993 
.765 

H7 
沉思型 

活躍型 

11 

20 

3.6364 

3.2500 

.56676 

.40284 
2.209* 

H8 
沉思型 

活躍型 

11 

20 

2.7879 

2.7500 

.42876 

.37268 
.257 

H9 沉思型 11 3.1818 .34524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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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型 20 3.2500 .35664 

H10 
沉思型 

活躍型 

11 

20 

3.1212 

3.1667 

.26968 

.22942 
-.496 

*p<.05 

 

4.4 可用性評估修改內容  

  再將可用性評估問卷中的意見回饋彙整，據以改善系統功能，並

以括號標示所對應的可用性評估之設計原則，整理列表如表 4-4 所示。

從表 4-4 可發現有 3 項系統改善可對應至 H5 (預防錯誤)，其餘的 4 項

系統改善可分別對應至 H3 (使用者的控制度與自由度)、H4 (一致性和

標準)、H8 (美術與簡化設計)和 H10 (幫助與說明文件)。 

表 4-4系統修改對照表 

意見回饋 系統改善(對應之設計原則) 

測驗時只能選擇類別，題數固定 10 題 可以設定想練習的題數(H3) 

系統的會員帳號統大小寫不統一 系統會員帳號統一大寫(H4) 

首頁排行榜可點擊標題，造成順序錯亂 移除點擊標題功能(H5) 

題目無法分辦為單選題或複選題 
以標準答案的長度來區別題型並加以標

示(H5) 

測驗到最後一題仍是顯示「下一題」按

鈕 
將最後一題的按鈕改為「繳卷」(H5) 

測驗題目的圖片過大，會遮住題目 將圖片改為自動調整大小(H8) 

系統每個功能並無說明 每個功能的畫面左側皆增加說明(H10) 

 

4.5 行為次數統計  

針對實驗期間的 12 個週次，將登入、測驗、學習、歷程查看、複習

等各項功能的使用次數進行統計，並分析與判別登入的 IP 位址，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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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校內登入使用與校外登入使用之次數統計，以上各項行為次數

的統計如下列的表 4-5 所示。 

表 4-5 各項行為次數統計表 

實驗 

週次 

登入 

次數 

測驗 

次數 

學習 

次數 

歷程查

看次數 

複習 

次數 

校內使

用次數 

校外使

用次數 

一 101 142 25 157 49 94 7 

二 60 142 8 56 55 48 12 

三 20 38 8 13 15 16 4 

四 5 1 1 9 1 1 4 

五 4 16 1 8 16 1 3 

六 0 0 0 0 0 0 0 

七 77 391 2 93 85 62 15 

八 12 19 0 6 8 8 4 

九 6 13 0 0 1 3 3 

十 51 235 1 41 56 27 24 

十一 95 463 2 51 198 40 55 

十二 9 22 0 0 8 3 6 

在表 4-5中，以粗體標示的數字為該項行為次數中的最大值。可看

出在第 1週的「登入次數」、「學習次數」、「歷程查看次數」是 12

週中的最大值，也就是此 3項功能在第 1週呈現最高的使用頻率，而

「校內使用次數」也是 12週中的最大值，表示學生在實驗第 1週幾乎

都是在校內登入使用此系統。此外，其中的「測驗次數」與「複習次

數」則是在第 11週呈現最大值，而「校外使用次數」也是在第 11週

呈現最大值。 

觀察表 2的「校內使用次數」與「校外使用次數」，可發現除了第

6週各項次數掛零，第 9週的「校內使用次數」與「校外使用次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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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以及第 4、5、11、12週的「校內使用次數」小於「校外使用次數」

之外，其餘的 6個週次都是「校內使用次數」大於「校外使用次數」，

表示參與實驗的學生多半都是在校內登入使用此評量系統。 

4.6 行為次數分布圖解釋 

圖 4-1各項行為次數折線圖 

從圖 4-1可看出週期性的趨勢變化，在第 1週至第 6週期間，各項

行為次數隨時間(週次)遞減；在第 7週突然爆量，隨後在第 8、9週時，

各項行為次數銳減；於第 10週時，各項行數次數開始增量，在第 11

週達到最大值，隨後於第 12週則又銳減。 

對照這 12週實驗期間的發生事件，可瞭解其原因。在第 1週時，學

生首次接觸此評量系統以及被告知系統使用是平時成績的計分項目，

新奇感與重視成績的意識使得「登入次數」、「學習次數」、「歷程

查看次數」為 12週中的最大值，然後新奇度與成績意識隨著時間下降，

各項行為次數也就隨著時間(週次)遞減；於第 7週時，由於學生被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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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知要以這一週的線上評量系統中的第 2、3類學科測驗平均成績作為一

次平時小考成績，因此使得「測驗次數」與其他行為次數在此週猛然

激增；而第 11週的最後一天則為 TQC Word 2013 專業級檢定測驗日，

因此在接近此日期的第 10週，各項行為次數即逐漸增加，而且在第 11

週達到最高峰，使得「測驗次數」、「複習次數」與「校外使用次數」

在此週呈現最大值，表示學生為了證照考試前的最後衝刺，會頻繁使

用測驗和複習這兩項功能，甚至在校外登入使用系統的次數也呈現最

大量。 

4.7 學習風格和學習行為 t 檢定分析 

針對 4組學習風格向度，對每組所包含的 2種學習風格類型進行學

習行為的分析，且為了避免同一組中 2種學習風格類型的人數相差太

多，經過適當調整之後，再分別針對「登入次數」、「測驗次數」、

「學習次數」、「歷程查看次數」、「複習次數」、「校內使用次數」

與「校外使用次數」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結果前 3組學習風格向度(活

躍型與沉思型、感悟型與直覺型、視覺型與語言型)在學習行為上均無

顯著差異，僅有第 4組學習風格向度(序列型與綜合型)在學習行為上

有顯著差異，如下面的表 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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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序列型和綜合型學習風格之學習行為 t檢定 

使用項目 學習風格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登入次數 
序列型 16 7.81 3.02 

2.28* 
綜合型 15 12.27 6.97 

測驗次數 
序列型 16 25.56 28.77 

2.15* 
綜合型 15 57.60 50.64 

學習次數 
序列型 16 1.19 1.38 

-.55 
綜合型 15 .93 1.16 

歷程查 

看次數 

序列型 16 11.44 8.39 
.01 

綜合型 15 11.47 13.01 

複習次數 
序列型 16 13.63 16.67 

-.16 
綜合型 15 12.73 14.13 

校內使 

用次數 

序列型 16 5.50 2.61 
2.10* 

綜合型 15 8.00 3.93 

校外使 

次數用 

序列型 16 2.31 2.87 
1.23 

綜合型 15 4.33 5.70 

*p<.05 

由表 4-6 可看出序列型和綜合型在「登入次數」、「測驗次數」和

「校內使用次數」的學習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學習風格為序列型的學

生在「登入次數」、「測驗次數」和「校內使用次數」3 項學習行為次

數皆顯著小於學習風格為綜合型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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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開發了一套輔助學習暨評量系統，可藉由此系統來記錄數

位化學習歷程，利用 Nielsen (1994)十項設計原則(Nielsen’s ten heuristics)

來進行系統可用性評估(usability evaluation)，將分析結果作為系統使用

者介面設計的改進依據。整體而言，結果顯示系統可用性評估的前三

名分別為 H1(系統狀態可見性)、H10(幫助和說明文件)和 H2(系統與真

實性世界關聯性)，而後三名分別為 H3(使用者的控制度和自由度)、

H8(美術與簡化設計)和 H6(讓使用者去認識系統，而非去回顧)。 

  彙整可用性評估問卷中的意見回饋，作為系統改善的依據，發現

有 3 項系統改善可對應至 H5 (預防錯誤)，佔最多數；其餘的 4 項系統

改善可分別對應至 H3 (使用者的控制度與自由度)、H4 (一致性和標準)、

H8 (美術與簡化設計)和 H10 (幫助與說明文件)。 

  再進一步針對 4 組學習風格進行可用性評估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僅有第 1組學習風格(沉思型與活躍型)在可用性評估的第 7項設計原則

(H7:靈活性與使用效率)具有顯著差異，其他 3 組則均無顯著差異。 

  利用線上評量系統來分析學生的學習風格與記錄他們的學習歷程，

進行為期 12 週的實驗，結果發現在實驗期間各項學習行為次數會隨著

時間遞減，但若意識到關係成績的考試日期接近而猛然激增，其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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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週的「測驗次數」、「複習次數」與「校外使用次數」呈現最大

值，表示學生為了攸關科目成績的證照考試前的最後衝刺，會頻繁使

用測驗和複習這兩項功能，甚至在校外登入使用系統的次數也呈現最

大量；共有 6 個週次的「校內使用次數」大於「校外使用次數」，表

示學生多半都是在校內登入使用此系統。 

  針對不同的學習風格，藉由系統的學習歷程記錄分析這些學生的

學習行為，包括「登入次數」、「測驗次數」、「學習次數」、「歷

程查看次數」、「複習次數」、「校內使用次數」與「校外使用次數」，

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僅有第 4 組學習風格類型(序列型與綜合型)

在「登入次數」、「測驗次數」和「校內使用次數」等 3 項學習行為

上有顯著差異，學習風格為序列型的學生在以上 3 項的學習行為次數

皆顯著小於學習風格為綜合型的學生，而其他 3 組向度(活躍型與沉思

型、感悟型與直覺型、視覺型與語言型)則均無顯著差異。 

  期間於 2015 年 5 月「第十九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發表一篇研討會論文「包含學習歷程之輔助學習暨

評量系統建置與評估」，於 2015 年 11 月「第十一屆台灣數位學習發

展研討會」，蓮潭國際會館發表一篇研討會論文「不同學習風格者使

用線上評量系統之學習歷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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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學習風格問卷  

  Silverman（1988）編製學習風格問卷（Index of Learning Stylesl，

ILS），問卷題目共有 44 題（表 1）&分析表（表 2），每題答案 a、b

二選一： 

表 1 所羅門學習風格問卷 

1.  

為了較好地理解某些事

物，我首先 
（a）實際操作。 （b）思考。 

2.  我辦事喜歡 （a）實際。 （b）創新。 

3.  

當我回想以前做過的事，

我的腦海中大多會出現 
（a）一幅畫面。 （b）一些話語。 

4.  我往往會 
（a）明白事物的細節但不

明其總體結構.。 

（b）明白事物的總體結構

但不明其細節。 

5.  

在學習某些東西時， 我不

禁會 
（a）談論它。 （b）思考它。 

6.  

如果我是一名教師，我比

較喜歡教 

（a）關於事實和實際情況

的課程。 

（b）關於思想和理論方面

的課程。 

7.  

我比較偏好的獲取新信息

的形式是 

（a）相片、圖表、示意圖

或地圖。. 

（b）書面指示和語言訊

息。 

8.  一旦我了解 
（a）各個部分，我就能理

解一件事的整體。 

（b）整體的事物，我就能

理解各個部份的關聯。 

9.  

在學習小組中遇到難題

時，我通常會 

（a）挺身而出，提出自己

的想法。 

（b）往後退讓，傾聽其他

小組成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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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發現比較容易學習的是 （a）事實性內容。 （b）概念性內容。 

11.  

在閱讀一本帶有許多插圖

的書時，我一般會 
（a）仔細觀察插圖。 （b）專注文字說明。 

12.  

當我解決數學題時，我常

常 

（a）一步一步解題，解出

答案。 

（b）先看解答，再想辦法

解出題目步驟。 

13.  在我修的課堂中，我通常 （a）去認識大部分同學。 （b）不太認識其他同學。 

14.  

在閱讀非小說類作品時，

我偏愛 

（a）能告訴我新事實和教

我怎麼實際操作的讀物。 

（b）能啟發我思考的讀

物。 

15.  我喜歡的教師是 
（a）在黑板上畫許多圖解

的人。 

（b）花很多時間講解的

人。 

16.  

當我在分析故事或小說

時， 

（a）我想到各種情節並試

圖把他們結合起來再去構

想主題。 

（b）當我讀完時只知道主

題是什麼，然後回頭去尋

找有關情節。 

17.  

當我做家庭作業時，我比

較喜歡 
（a）一開始就立即解答。 （b）首先設法理解題意。 

18.  我比較喜歡 （a）確定性的想法。 （b）推論性的想法。 

19.  我最能夠記住的是 （a）看到的東西。 （b）聽到的東西。 

20.  我特別喜歡教師 
（a）清楚連續步驟展示教

材。 

（b）先給我一個概貌，再

將教材與其他主題相聯

繫。 

21.  我喜歡 （a）在小組中學習。 （b）獨自學習。 

22.  我比較有可能被認為是： （a）對工作細節很仔細。 （b）對工作很有創造力。 

23.  

當我到一個新的地方時，

我喜歡 
（a）要一本地圖。 （b）要一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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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學習時 
（a）總是按部就班，我相

信只要努力，終有所得。 

（b）我有時完全糊塗，然

後恍然大悟。 

25.  我辦事時喜歡 （a）試試看。 （b）想好再做。 

26.  

當我為了娛樂而閱讀時， 

我喜歡作者 

（a）清楚明白的方式敘

述。 

（b）以創意、有趣的方式

敘述。 

27.  

我在上課時看到一幅圖， 

我通常會清晰地記著 
（a）那一幅圖。 

（b）教師對那一幅圖的解

說。 

28.  

當我思考一大段信息資料

時，我通常 

（a）注意細節而忽視整

體。 

（b）先了解整體架構而後

深入細節。 

29.  我最容易記住 （a）我做過的事。 
（b）我曾經深入思考過的

事情。 

30.  

當我執行一項任務是，我

喜歡 
（a）掌握一種方法。 （b）想出多種方法。 

31.  

當有人向我展示資料時，

我喜歡 
（a）圖表。 （b）以文字總結的結果。. 

32.  當我寫文章時，我通常 
（a）從頭開始到結尾，以

直線的方式思考撰寫。 

（b）先思考各個不同的段

落，再整合為一篇文章。 

33.  

當我必須參加小組進行專

案工作時，首先我要 

（a）進行小組集思廣益，

每個組員能夠貢獻他們的

意見。 

（b）組員各自思考，然後

集中起來比較各種想法。 

34.  

當我要讚美他人時，我說

他是 
（a）有判斷力的。 （b）想像力豐富的。 

35.  

當我在聚會時與人見過

面，我通常會記得 
（a）他們的模樣。 （b）他們的自我介紹。 

36.  

當我學習新的主題時， 我

喜歡 

（a）全力以赴，盡可能地

學習。 

（b）試圖建立該主題與其

他有關主題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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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我通常被他人認為是 （a）外向的。 （b）內向的。 

38.  我喜歡的課程內容主要是 
（a）具體的（事實、數

據）。 

（b）抽象的（概念、理

論）。 

39.  在娛樂方面，我喜歡 （a）看電視。 （b）看書。 

40.  

有些教師講課時先列出一

個大綱，我認為這些大綱 
（a）有一點幫助。 （b）非常有幫助。 

41.  

我認為只給合作的群體打

一個分數的想法 
（a）吸引我。 （b）不吸引我。 

42.  

當我長時間地從事計算工

作時 

（a）我喜歡重複我的步驟

並仔細地檢查我的工作。 

（b）我認為檢查工作非常

無聊，我是在逼迫自己這

麼幹。 

43.  我能畫下我去過的地方 （a）很容易且相當精確。 
（b）很困難且沒有許多細

節。 

44.  

當在小組中解決問題時，

我更可能是 

（a）思考解決問題的步

驟。 

（b）思考可能的結果及其

在更廣泛的領域內的應用 

資料來源：黃國豪、張仕政、陳冠宏、尤弘志（2005） 

所羅門學習風格分析表： 

1. 在下表適當的地方填上“1” （例：如果你第 3 題的答案為 a，在

第 3 題的 a 欄填上“1”；如果你第 15 題的答案為 b，在第 15 題的

b 欄填上“1”）。 

2. 計算每一列總數並填在總計欄地方。 

3. 這 4 個量表中每一個，用較大的總數減去較小的總數，記下差值（1

到 11）和字母（a 或 b）。例如：在“活躍型/沉思型”中，你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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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a”和 7 個“b”，你就在那一欄的最後一行寫上“3b”（3 = 7- 

4，並且因為 b 在兩者中最大）；又如若你在“感悟型/直覺型”中，

你有 8 個“a”和 3 個“b”， 則在最後一欄記上“5a”。 

 

表 2 所羅門學習風格分析表 

活躍型/沉思型 感悟型/直覺型 視覺型/言語型 序列型/綜合型 

問題 a b 問題 a b 問題 a b 問題 a 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總計 
  

總計 
  

總計 
  

總計 
  

（較大數—較小數）+ 較大數的字母 

    

資料來源：黃國豪、張仕政、陳冠宏、尤弘志（2005） 

解釋： 

每一種量表的取值可能為 11a、9a、7a、5a、3a、a、11b、9b、7b、

5b、3b、b 中的一種。其中字母代表學習風格的類型不同，數字代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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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差異。 

(1) 若得到字母“a”，表示屬於前者學習風格，且“a”前的係數

越大，表明程度越強烈。 

(2) 若得到字母“b”，表示屬於後者學習風格，且“b”前的係數

越大，同樣表明程度越強烈。 

例如： 

在活躍型/沉思型量表中得到“9a”，表明測試者屬於活躍型

的學習風格，且程度很強烈；如果得到“5b”，則表明測試者屬

於沉思型的學習風格，且程度一般。 

在視覺型/言語型量表中得到“a”，表明測試者屬於視覺型的

學習風格，且程度非常弱；如果得到“3b”，則表明測試者屬於

言語型的學習風格，且程度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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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評量使用步驟  

第一步_登入 

 
將您的帳號密碼登入 

 

第二步_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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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_學習頁面 

 

先選擇章節再選擇題目，目前僅以單一影片匯入，近期就會把影片補上 

 

第四步_選擇影片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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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_觀看影片 

 

 

第六步_選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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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_選擇章節和題目數量 

 

 

第八步_進入測驗-單選題 

 

單選題為圓圈選擇 

  



 

61 

第九步_繳卷-複選題 

 

繳交試卷即算出分數無法更改！ 

 

第十步_查詢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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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步_學習歷程 

 

 

第十二步_作答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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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步_作答結果選擇 

 

點選>>按下查詢 

 

第十四步_顯示結果 

 

顯示您選擇答案和正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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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步_學習風格測驗 

 

 
 

第十六步_學習風格測驗開始 

 

此為單選題，若有題目未作答系統將會提醒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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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步_學習風格結果 

 

得分越高表示您越符合此型別 

 

第十八步_系統可用性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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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可用性評估問卷  

分

類 

問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H1 

 

1.我可以很容易找到想要的功能      

2.我沒辦法找到曾經作答的結果      

3.我可以很清楚知道我目前的位置      

H2 

 

1.我不需要花很多時間熟悉系統操作      

2.我覺得這個系統的操作非常困難      

3.我覺得線上測驗和紙筆測驗的作答方式差異不

大 

     

H3 

 

1.我覺得題目太困難時可以選擇跳過 

(直接按下一題) 

     

2.我覺得作答章節沒法辦法依照自己需求設定      

3.我覺得使用線上測驗系統作答方式讓我很困擾      

H4 1.我覺得這個系統使用上和其他測驗系統很相似      

2.我覺得這個系統的排版方式不恰當      

3.我覺得主選單的按鈕很有一致性      

H5 1.我覺得這個系統有很好的防錯機制      

2.我覺得繳卷前是需要確認      

3.我覺得作答最後一題後不需進行確認直接產生

作答結果不會造成困擾 

     

H6 1.我覺得這個系統的網址很好記憶      

2.我覺得題目的分類方式不清楚      

3.我覺得各模組選單按鈕顏色分明      

H7 1.我覺得系統各項功能符合使用需求      

2.我可以尋找到我之前的作答結果      

3.我覺得開始作答後沒辦法離開很困擾      

H8 1.我覺得系統的設計風格與內容相符      

2.我覺得系統的美觀是多餘的      

3.我覺得系統的設計風格與內容不相符      

H9 1.我覺得這個系統能適時地指出錯誤      

2.我覺得這個系統的錯誤提示很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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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覺得系統可以查詢到之前的作答結果很有幫

助 

     

H10 1.我覺得系統需要有操作說明      

2.我可以很容易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3.我覺得操作說明是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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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預定進度表  

 
 
 
 
工作項目 

1 
0 
4 
年 
1 
月 

1 
0 
4 
年 
2 
月 

1 
0 
4 
年 
3 
月 

1 
0 
4 
年 
4 
月 

1 
0 
4 
年 
5 
月 

1 
0 
4 
年 
6 
月 

1 
0 
4 
年 
7 
月 

1 
0 
4 
年 
8 
月 

1 
0 
4 
年 
9 
月 

1 
0 
4 
年 
10 
月 

1 
0 
4 
年 
11 
月 

1 
0 
4 
年 
12 
月 

確定 
系統架構 

            

製作 
系統模組 

            

系統美工 
修訂 

            

各項問卷 
製作 

            

實驗期間 
            

分析 
可用性評估 

            

分析 
資料內容 

            

撰寫專題 
報告 

            

 

       ：預計完成時間 

       ：實際完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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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 
0 
5 
年 
1 
月 

1 
0 
5 
年 
2 
月 

1 
0 
5 
年 
3 
月 

1 
0 
5 
年 
4 
月 

1 
0 
5 
年 
5 
月 

系統修改      

開放自由使用      

修訂專題報告      

PPT製作和口試準備      

 

       ：預計完成時間 

       ：實際完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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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工作分配表  

   

亦叁 

•初期題目網頁；錄製資訊應用影片；北海道投稿(系統篇)；
資料庫定義；登入頁面；影片上傳頁面；學習歷程頁面；撰
寫GCCCE系統部分；撰寫TWELF系統部分；撰寫專題系統部
分；題庫系統建置；教師系統建置；術科成績寫入系統建
置；新增系統細部功能 

子陽 

•錄製資訊應用影片；北海道投稿(結論、預期結果)；網頁美
化；專題前言整合；專題文獻APA最後整合；系統美化設
計；北海道文獻蒐集；實驗介紹系統；影片字幕編輯 

文妤 

• Key JAVA第八章內容；JAVA PPT美化；Indesign使用；製作
FLASH圖檔；電子書概況論文查詢；北海道投稿(相關研究、
致謝、文獻整理)；撰寫專題結論；專題海報設計；網頁圖
片製作；撰寫TWELF結論部分；撰寫GCCCE前言部分；影片
字幕編輯 

瑋庭 

• FLASH動畫製作；撰寫北海道(教師和文獻)；互動性論文蒐
集；學習風格論文蒐集；蒐集認知風格論文；撰寫GCCCE文
獻部分；傳寫TWELF文獻部分；撰寫專題論文文獻；處理口
試相關事宜；GCCCE、TWELF的APA整理；後製影片 

博雄 

• JAVA PPT製作；電子書製作；資訊應用書面撰寫；北海道投
稿整合；規劃各項進度；完成學習風格網頁；完成可用性評
估問卷；可用性評估分析；ｔ檢定分析；撰寫GCCCE實驗部
分；撰寫TWELF實驗部分；整合專題實驗部分；各PPT製
作；錄製影片 



 

71 

附錄五 TWELF2015 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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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學習風格者使用線上評量系統之學習歷程分析 

The Analysis of Learning Portfolio for the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 of 

Learners Using an Online Assessment System 

 

李琛瑜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cylee@teamail.ltu.edu.tw 

 

莊博雄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bear88130@gmail.com 

 

陳亦叁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stu6503@gmail.com 

 

張瑋庭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romy821015@gmail.com 

 

王文妤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strawberry00311@gmail.com 

 

蔡子陽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mark2091881@gmail.com 

 

【摘要】許多研究指出不同的學習風格會影響學習行為，而藉由學習歷程的記錄可以 分析學習行

為，因此本研究利用一套線上評量系統來分析學生的學習風格與記錄他們 的學習歷程，進行為期 

12 週的實驗，然後針對不同的學習風格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來 分析其學習行為，結果顯示前 3 

組向度(活躍型與沉思型、感悟型與直覺型、視覺型與 語言型)的學習行為皆無顯著差異，僅有第 4 

組學習風格類型(序列型與綜合型)在「登 入次數」、「測驗次數」和「校內使用次數」3 項學習

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序列型的學 生在以上 3 項學習行為的次數皆顯著小於綜合型的學生。  

 

【關鍵詞】學習風格、線上評量系統、學習歷程、學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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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GCCCE2015 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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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學習歷程之輔助學習暨評量系統建置與評估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Computer-Supported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System with Learning Portfolio 

 

李琛瑜*，莊博雄，陳亦叁，蔡子陽，王文妤，張瑋庭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
 cylee@teamail.ltu.edu.tw 

 

【摘要】透過評量的方式可以檢驗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藉由學習歷程的記錄可以分析學習者的學習

行為，因此本研究建立了一套包含學習歷程的輔助學習暨評量系統，然而系統的使用者介面設計可

能會影響學習者的使用意願，所以利用可用性問卷來評估系統介面設計，並據以改善。此外，許多

研究指出不同的學習風格會影響學習，然而學習風格是否也會影響系統可用性評估，為此本研究進

行了分析。結果顯示除了學習風格為活躍型和沉思型的學習者在可用性評估的第 7 項設計原則(H7:

靈活性與使用效率)有達到顯著水準之外，其餘皆沒有顯著差異。 

【關鍵字】 學習歷程；使用者介面設計；學習風格；可用性評估 

 

Abstract: The learning effect can be examined by the assessment, and the learners’ behavior can be 

analyzed by the learning portfolio. Accordingly, a computer-supported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system 

with learning portfolio is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However, the use intension can be affected by the user 

interface design, and thus a usability questionnaire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system design. Moreover, it is 

indicated by many studies that learning can be affected by the learning style; however, it i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o estimate the influence of learning style on the usability evaluation.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i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active and reflective learners on the seventh heuristic (H7: 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use), and no oth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observed. 

Keywords: learning portfolio, user interface design, learning style, usability evaluation 

 

 1. 前言 

要瞭解學習者的學習成效，通常會透過評量的方式來達成。Wang (2011) 使

用形成性評量系統，可增強學習者自我調整學習，進而提升學習成效。李建億和

洪式合(2002)的研究發現，網路學習時間、相關網頁數量、狀態列改變次數、滑

鼠移動次數都與學習效果有顯著的正相關。測驗是用來了解學生成就和評量學習

成果最有效方法(楊亨利和應鳴雄，2006)。台灣許多學校都有建置數位學習平台

來輔助教學，其中就包含了線上測驗的功能，但為大多線上測驗皆只為評量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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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專題研究的核定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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