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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二胡伴奏系統，是需要電腦與音響播放伴奏音樂和示範演

奏。在使用的過程中使用者需要看著樂譜的曲名來選擇伴奏音樂或是

示範演奏，在操作的過程中較為瑣碎也無法離電腦與音響撥放器太

遠，因此本研究以擴增實境技術（Augmented Reality, AR）設計了一

套應用於二胡輔助學習系統。利用擴增實境的即時性互動與傳統二胡

教學做結合。學習者可利用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進行學習，系統包

含樂曲伴奏、演奏示範、快板樂曲之音樂調慢功能。當學習者掃描樂

譜時即會出現樂曲伴奏、演奏示範、演奏提示、樂曲簡介、快板樂曲

之音樂調慢功能，以達到互動式學習。本研究系統經尼爾森系統評估

分析後總平滿意度為 4.315 系統完成性良好，而科技接受模式分析後

總平均滿意度為 3.91 擁有良好的使用性，在系統的操作上可以讓使

用者自由辨識樂譜，使用上比傳統電腦與音響撥放器播放伴奏音樂和

示範演奏還要方便。 

 

關鍵詞：擴增實境、二胡教學、互動式學習、可用性評估、科技接受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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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隨者時代的改變，智慧型手機已經成為大眾的必需品之一，而

且其硬體效能也不斷的再增強。而手機的 APP 應用程式也因應各種

教學目的而誕生，也有為了生活便利而開發出各式各樣的應用程式。

擴增實境方面的應用，也越來越多。Quinn(2000)提出行動學習是需

要透過行動載具進行的數位學習。學習者只要能利用手邊的行動載具

當作學習工具，如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學習。

這類型的情境感知技術除了可以改善學習者處理真實世界問題的

力，還能夠使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更加積極(Hui-Chun Chu, 2010)。 

通常在練習二胡的過程中使用者需要看著樂譜的曲名來選擇伴

奏音樂或是示範演奏，在操作的過程中較為瑣碎也無法離電腦與音響

撥放器太遠而年齡較高的二胡學習者對於利用伴奏音樂來練習樂曲

是有偏好的(黃國豪、蘇宥鋐、郭庭歡、曹雅涵，2015) 所以本專題

將開發出擴增實境結合二胡伴奏的一套行動輔助學習系統。 

本研究將使用兩種問卷第一種是科技接受模式問卷針對資訊科

技的使用者接受新資訊系統的行為。第二種是尼爾森可用性評估問卷

分析出系統的可用性。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13151000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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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Context-Aware U-Learning) 

陳宗禧、黃悅民、邱柏升、張承憲(2007)指出情境感知無所不在

學習主要是建立於網際網路通訊，運用情境感知及感應技術結合行動

性、方便性高的行動載具作為學習工具，基於情境學習理論讓學習者

在進行學習同時能夠與真實情境作互動。真實情境又與知識學習間具

有互相影響的關係(黃幸美，2003)。 

Chen(2003)提出無所不在學習特性應包括： 

 學習迫切需求的(Urgency of learningneed) 

 知識獲取的主動性(Initiative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學習設定的機動性(Mobility of learning setting) 

 學習過程的互動性(Interactivity of learning process) 

 教學活動的情境式(Situating of instructional activity) 

 教學內容的整合性(Integration of instructional content) 

學生只要能利用手邊的行動載具(mobile devices)當作學習工

具，如具備行動上網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透過網路下載學

習內容，就可以不受限時間與空間地在任何地方學習，並突破了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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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在教室中以老師授課為主的教學模式，轉變成學生主動學習，掌

握自己的學習步調。 

本研究使用行動載具做為學習工具可以進行無所不在學習。 

2.2 擴增實境 

Milgram (1994)將現實環境與虛擬環境視為一個連續面，如圖

2.1 所示，圖的最左邊代表是現實環境（Real Environment)，最右邊

代表虛擬環境（Virtual Environment)，在兩端點中間的區域則是混合

實境（Mixed Reality)。中間偏左的是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中間偏右的擴增虛境（Augmented Virtuality）。 

 

圖 2.1 Milgram 的 RV 連續面(1994) 

Azuma (1997)的研究提出擴增實境有三項必需的屬性：一是結  

合真實與虛擬、二是即時性互動、三是資訊的呈現需在三度空間。

擴增實境的特點是現實環境結合虛擬化物件，將現實環境與虛擬物

件的訊息結合一起，讓使用者在體驗實質環境的同時，也能即時接

收到虛擬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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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尼爾森可用性評估問卷 

    Nielsen(1994)提出可用性評估問卷的十組原則: 

1.系統狀態的可見性 (Visibility of system status)：系統應透過適當

的反饋，讓使用者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 

2.系統與真實世界之間的匹配 (Match between system and the real 

world)：系統應該以自然且符合邏輯的順序，用使用者的語言，

對使用者傳達資訊，而不是用系統導向的術語。 

3.使用者控制與自由度(User control and freedom)：使用者常會錯

誤的選擇系統功能，需要一個清楚標示的「緊急出口」，離開不

需要的狀態。系統需要支援撤銷和重做。 

4.一致性與標準(Consistency and standards)：使用者不應該猜測不

同的字詞，情況或動作是否代表相同的事情。 

5.錯誤預防(Error prevention)：仔細的設計，預防問題的發生比良

好的錯誤訊息更佳。 

6.認識而非回想(Recognition rather than recall)：透過可見的物

件、動作以及選項，最大限度地減少使用者的記憶負荷。在適當

的時候，系統使用介紹必須可見或易於檢索。 

7.靈活性與使用效率(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use)：初級使用者

看不見加速器，專家使用者可經常用加速器加快交互作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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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可以迎合無經驗和經驗豐富的使用者。允許使用者制定常

做的操作。 

8.美化與簡化設計(Aesthetic and minimalist design)：對話框不需

要含有不相關或很少需要的資訊。在一個對話框中，每一個額外

單位的資訊會降低主要資訊的可見性。 

9.幫助使用者認識、診斷和從錯誤中恢復(Help users recognize, 

diagnose, and recover from errors)：錯誤訊息應該用簡單的語言來

表達(不是錯誤碼)，精確指出問題，並提出建設性的解決方式。 

10.幫助與說明文件(Help and documentation)：即使它是很好的系

統，可以在沒有說明文件的情況下被使用，但它還是有必要提供

幫助與說明文件。任何此類資訊應該容易被搜索，聚焦在使用者

的工作上，列出具體步驟進行，而且不會太大。 

2.4 科技接受模式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針對資訊

科技的使用者接受新資訊系統的行為所發展的理論，最廣泛是探討個

人在資訊科技的使用行為。科技接受模式是由 Davis(1986)以理性行

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礎，探討認知、情感及

科技應用的相關性。Davis(1989)以科技接受模式提供一個理論基礎，

用來了解外部變數對於使用者的內部信念(Beliefs)、態度(Attitude)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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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Intention)的影響，進而影響使用者對於資訊系統使用行為意願

與使用的情況。 

科技接受模式是針對使用者對於科技的接受傾向進行預測及評

估的模式。 

 Davis(1989)認為使用者對資訊科技的實際使用行為是受到行為

意願所決定，而行為意願則由使用者對資訊科技的使用態度與認知有

用性二者共同決定；使用態度則透過使用者對資訊科技的認知有用性

與認知易用性兩個變數來推測，同時認知易用性會正向影響認知有用

性進而間接影響態度，如圖 2.2 所示。 

 

圖 2.2 Davis 的科技接受模式架構圖(1989) 

 

科技接受的主要構面描述如下： 

1.認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是主觀認定使用此資訊科技對

於工作表現及未來有幫助。當個人認為系統的有用程度愈高，他會對

此系統採用的態度愈正向。 

2.認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是指認知到科技容易使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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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當系統愈容易使用時，使用者會對自我效能及自我控制會愈有信

心，進而影響使用行為。 

3.使用態度(Attitude Toward)：是指使域者使用資訊課技的態度同時

受認知有用與認知易用影響，用來衡量個人對使用特定資訊系統正面

或負面的感受與評價。當使用者感覺到系統有用程度愈高，則對系統

所持的態度會更趨向正面。 

4.行為意願(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是指受個人使用特定資訊系

統的態度與認知有用所影響，其使用之意願強度。科技接受模式假設

資訊系統的使用決定於行為意願同時受個人對使用系統的態度與認

知有用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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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架構與設計 

本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系統是以 Unity3D 為主要開發工具，音

樂的部分是利用格式工廠來轉換音樂檔案格式，Audacity Portable 是

用來後製音樂，美工的部分是使用 Photoshop CS6，影片則是使用

Adobe After Effects 來製作開頭動畫。 

首先，先來介紹系統的軟硬體規格，如表 3.1 所示。 

表 3.1 軟硬體規格 

而本系統的系統操作流程圖如圖 3.1 所示。 

軟體開發工具 

系統開發工具 Unity3D 

影像編輯 Photoshop CS6 

影片編輯 Adobe After Effects 

音樂編輯 格式工廠、Audacity Portable 

系統安裝要求 

作業系統 Android2.2 以上 

記憶體(RAM) 2.0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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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系統操作流程圖 

3.1 系統架構 

本系統是使用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讓行動

裝置與紙本樂譜相結合，透過擴增實境技術讓學習者可以和紙本教材

進行互動。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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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硬體架構圖 

目前只提供在 Android 系統上運行使用，目前並無提供在 iOS 上

使用。 

首先在平板電腦上運行本系統後，進入攝像頭畫面後，只要把平

板電腦對準樂譜進行辨識，一旦辨識成功，將會出現本系統的介面選

單。 

3.2 系統內容 

    本系統內容是採用台中某二胡教室所使用的二胡教科書，下列是

第一冊到第八冊的的音樂目錄： 

第一冊： 

田園春色、簫、鳳陽花鼓、迷糊小調、山村初曉、紫竹調、瑪依拉、

摘椒、十朵鮮花、一分錢、銹羅裙、掃落花、夏天最後一朵玫瑰、可

愛的家、故鄉的親人、搖籃曲、即使你的青春美麗都消逝、愛挑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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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姑娘、老黑爵、噢！蘇珊娜、黃昏、捉泥鰍、恰似你的溫柔、我覺

得驚奇。 

第二冊： 

西藏舞曲、五更調、多年以前、山清水秀好風光、孟姜女、萬年歡、

陜北民歌、鍋大缸、金色的太陽、紡紗、娃哈哈、小白菜、萍聚、心

戀、漁光曲、愛的真諦、朋友、讀書郎、我的歌、廟會、雨夜花、薩

里瑪萊、夜鳶曲、搖籃曲、阿里郎。 

第三冊： 

窗音、森吉德瑪、潔白的哈達、無錫景、趕牲靈、都達爾和瑪利亞、

在那銀色月光下、楊柳青、摔西瓜、拔根芦柴花、玉芙蓉、一枝梅、

馬蘭戀歌、採茶歌、春風歌聲、百家春、柔情的小夜曲、梭羅河、吉

普賽女郎之歌、黃河頌、風雨麗人、滿面春風、太湖美、愛的禮物。 

第四冊： 

螃蟹歌、藍花花、三十里鋪、五哥放羊、打黃羊調、秀燈籠、瀏陽河、

茉莉花、走西口、阿拉木汗、黑雲雀、搖籃曲、戀曲 1990、月亮代

表我的心、情人的眼淚、雪梅思君、黃昏再會、草原之夜、美麗的草

原我的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秋夜吟、啊，我的太陽、夢幻曲、G

大調小步舞曲。 

第五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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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坂城的姑娘、采花、黃楊扁担、對花、四季歌、鳳陽歌、道情調、

采茶撲蝶、秧歌調變奏曲、擠奶圓舞曲、吐魯番的葡萄熟了、碎心態、

難忘鳳凰橋、誰人不想起故鄉、夢醒時分、三套車、小夜曲、宵待草。 

第六冊： 

六月茉莉、丟丟銅、在北京的金山上、思想起、王三姐趕集、綉荷包、

上去高山望平川、鬧元宵、花燈調、綉花、素蘭小姐要出嫁、風流阿

伯挽茶阿娘、誰不說俺家鄉好、紅梅贊、我怎能離開你、鱒魚、波蘭

圓舞曲、椰島之歌。 

第七冊： 

沂蒙山風光、小九連環、月牙五更、安平追想曲、多瑙河之波、祝酒

歌、港都夜雨、望你早歸、翁嗨呀、白山阿里郎、龍船號子、古歌、

快樂的出航、銅錢歌、高山頂上修條河、夜半路燈、鐘、飛逝的雄鷹。 

第八冊： 

祝福、但願人長久、再別康橋、風箏、話說從頭、花心、回頭太難、

梅花三弄、結髮一輩子、落葉不歸根、容易受傷的女人、吻別、枉凝

梅、小雨、一生一次。 

本系統使用的音樂是出自二胡教科書附錄 CD 光碟，其中慢速伴

奏樂曲是經由原版伴奏歌曲後製調整過的，本專題將製作 8 冊的內

容，以供不同學習程度的學習者使用，其中 8 冊的示範歌曲總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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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首，伴奏音樂總共有 166 首，慢速伴奏總共有 166 首，總共有 498

首音樂。 

3.3 系統建置 

本系統使用的辨識物是由樂譜掃描成電子檔後經由 Vuforia 平台

所提供的擴增實境 AR 圖卡技術所建置而成。 

首先先將樂譜電子檔剪裁所需辨識的範圍，輸出成 JPG 檔，再

透過上傳圖片至 Vuforia 開發者網站的 Target Manager，建立擴增實境

所需要的 Target，在輸出成 Unity 所需要的 Unity package file 檔，就

可以匯入 Unity 裡使用。 

本研究在製作樂譜辨識圖時經由反覆測試，得出所製作的辨識度

最高的辨識區域是在譜名到第 3 行之間，而在 Vuforia 平台上辨識度

分為 0 星到 5 星，其中星數愈高愈容易辨識，本研究所有樂譜的辨識

度普遍都有 4 星以上，只有少數幾張辨識度是 3 星，如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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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辨識圖 

本系統使用的音樂是把每一冊的音樂由樂譜所提供的音樂 CD，

燒錄到電腦裡，再利用格式工廠轉為 MP3 檔後再匯入到該冊的 Unity

系統資料夾裡面，如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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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系統音樂資料夾 

而在系統的樂曲提示、樂曲簡介的文字說明，是把每一冊的每一

首曲子的提示與簡介分別儲存為 txt 文字檔編輯而成，並且匯入到該

冊的 Unity 系統資料夾裡面，如圖 3.5、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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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樂曲提示資料夾 

 

圖 3.6 樂曲簡介資料夾 

最後透過 Vuforia 所提供的擴增實境開發套件的 SDK 檔案匯入

Unity 裡面，使用開發套件所提供的各種元件與 Unity 本身所提供的

功能，與之前匯入 Unity 系統資料夾裡的資料，再透過腳本程式碼去

控制，最後把系統匯出成 Android 用的 APK 檔案，如圖 3.7、3.8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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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系統開發圖 

 

圖 3.8 腳本程式圖 

3.4 系統功能 

本系統有 5 大功能，示範演奏、樂曲伴奏、慢速伴奏、樂曲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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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樂曲提示。 

當使用者進入攝像頭畫面後，對準樂譜進行辨識，辨識成功時， 

會跑出系統介面選單給使用者選擇所需的功能。如圖 3.9 所示。 

 

圖 3.9 系統介面 

一、示範演奏：點擊本功能時，系統將會判斷當時正在辨識的樂

曲，而後播放出樂曲的示範演奏音樂。 

二、樂曲伴奏：點擊本功能時，系統將會判斷當時正在辨識的樂

曲，而後播放出樂曲的樂曲伴奏音樂。 

三、慢速伴奏：點擊本功能時，系統將會判斷當時正在辨識的樂

曲，而後播放出經放慢調整後的伴奏音樂。 

四、樂曲簡介：點擊本功能時，系統將會判斷當時正在辨識的樂

曲，而後出現本樂曲的相關介紹文字。 

五、樂曲提示：點擊本功能時，系統將會判斷當時正在辨識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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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而後出現本樂曲的演奏提示文字。 

3.5 系統流程 

本章節將展示出系統操作流程畫面。首先，先將手機安裝本系

統，而後將會出現本系統應用圖示。如圖 3.10 所示，請看最右邊紅

色圓圈圖示。 

 

圖 3.10 系統應用圖示 

接下來點擊圖示後將會出現系統開頭動畫，這時可以選擇是否跳

過開頭動畫，若要跳過請點擊螢幕。如圖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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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系統開頭動畫 

接下來，系統開頭動畫播放完畢後，將會進入系統載入畫面，等

系統讀取完畢後，便會自動進入攝像頭模式，本系統檔案稍大，讀取

畫面請耐心等待。如圖 3.12 所示。 

 

圖 3.12 系統讀取畫面 

讀取完成後，系統將自行切換到攝像頭模式，這時就可以對樂譜



21 
 

進行辨識。如圖 3.13所示。 

 

圖 3.13 攝像頭模式 

在攝像頭畫面中，將會有結束、說明和音量按鈕給使用者使用。 

首先，先介紹這 3個基本按鈕的功能： 

一、結束：點擊後，系統會問使用者是否關閉程式，點擊確定時，

系統將關閉程式，關閉程式後回到點擊系統前的畫面。如圖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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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系統結束畫面 

二、說明：點擊後將會出現系統說明文件覽，在說明文件覽畫面

時可以點擊左側按鈕，選擇要觀看的相關操作說明，若要關閉說

明文件覽，點擊左下角的關閉按鈕，即可關閉。如圖 3.15 所示。 

 

圖 3.15 系統操作說明 

三、音量：點擊後將會出現浮動條給使用者左右滑動，往左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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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變小；往右滑時，音量變大，若要關閉音量調整，只需再點

擊一次音樂按鈕即可關閉。如圖 3.16所示。 

 

圖 3.16 系統音量調整 

在攝像頭模式中，將平板電腦對準樂譜後，若是便是成功，將會

出現系統介面，在系統介面中點擊右邊的樂曲簡介，將會出現與樂譜

相對應的樂曲介紹。如圖 3.17所示。 

 

圖 3.17 樂曲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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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是點擊簡介下方的樂曲提示，就會出現與樂譜相對應的樂曲

提示，將會提示使用者學習的相關注意事項。如圖 3.18所示。 

 

圖 3.18 樂曲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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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研究 

4.1 實驗流程 

本專題之實驗分為兩次，二次實驗都會進行問卷填寫，填答方式

採五點量表，選項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五個等級，分數

從 1 到 5 分計算。  

第一次實驗為了測試系統使用性是否良好，因此受測人員找有相

關開發經驗或者使用經驗的人來測試，並填寫尼爾森系統評估問卷，

0;第二次實驗為了瞭解二胡使用者對於本系統是否能夠接受，所以請

二胡音樂班的學生使用本系統，並給予二到三周使用，最後一周填寫

科技接受度評估問卷。 

 

圖 4.1 尼爾森系統評估與科技接受度實驗流程圖 

第一次使用系統 

尼爾森系統評估問卷填寫 

問卷分析 

修訂後的系統使用 

科技接受度問卷填

寫 

問卷分析 

改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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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測試結束後，填寫尼爾森系統評估問卷，圖 4.2 是尼爾森系

統評估 Google 問卷。 

 

圖 4.2 尼爾森系統評估 Google 問卷 

 尼爾森系統評估問卷分析後，本系統的使用性是良好的，所以系

統正式給予二胡學生使用。圖 4.3 是在用筆記型電腦幫二胡學生安裝

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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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安裝系統過程 

 在等待系統安裝的同時填寫二胡學生的基本資料，如圖 4.4。 

 

圖 4.4 填寫二胡學生資料 

 系統安裝完畢，給二胡學生使用，如圖 4.5、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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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二胡學生使用系統(1) 

 

圖 4.6 二胡學生使用系統(2) 

 二胡學生使用二到三周後填寫科技接受度 Google 問卷，問卷如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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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科技接受度 Google 問卷 

4.2 實驗對象及問卷樣本數 

第一次實驗對象：台中某大學的 21 名研究生及 1 名老師，共 22

名；有效問卷 22 份。 

第二次實驗對象:台中某二胡樂班，使用對象 36 名，填寫問卷

20名；無效問卷 2 份，有效問卷 1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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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問卷設計 

 本專題共有兩次實驗，其中第一次實驗使用尼爾森系統評估問

卷，第二次實驗使用的是科技接受度問卷。 

第一次實驗的問卷採用尼爾森系統評估的十組構面作為題目，每

個構面各有 5 題。而在填寫問卷之前刪除 H5-5 與 H6-4。問卷共有 48

題，如表 4.1。 

 表 4.1 尼爾森系統評估問卷內容 

尼爾森十

組構面 

題目 

H1 系統狀

態的可見

性 

H1-1.我可以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否成功進入系統。 

H1-2.我可以很清楚知道目前是處於【樂曲伴奏】、【慢速伴奏】還是【音

樂播放】。 

H1-3.當我觀看系統說明書時，我可以很清楚知道正在看哪種類別的

說明書。 

H1-4.我可以很請楚知道掃描樂譜後，系統是不是已經成功辨識出物

件。 

H1-5.我可以很清楚目前正在學習哪首音樂。 

H2 系統與

真實世界

之間的匹

配 

H2-1.我覺得不需要花很多時間熟悉系統內容。 

H2-2 我覺得這個系統的操作非常容易。 

H2-3 我可以很清楚知道進入系統操作說明畫面的按鈕是哪一個。 

H2-4.我可以很清楚知道進入調整音量按鈕是哪一個。 

H2-5.我可以很清楚知道可以播放音樂的功能按鈕有哪些。 

H3 使用者

控制與自

由度 

H3-1.我覺得學習時的順序可以依照喜好進行 

H3-2.我覺得播放音樂時可以自由使用【暫停音樂】和繼續播放音樂 

H3-3.我使用此系統時可以依照喜好選擇不同的音樂 

H3-4.我可以自由地使用【音量】，調整音量大小 

H3-5.我可以自由地切換【樂曲伴奏】與【慢速伴奏】來調整學習的難

易度 

H4 一致性

與標準 

H4-1.我覺得此系統中的按鈕樣式很有一致性 

H4-2.我覺得此系統的操作方式與我過去使用過的其他系統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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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H4-3.我覺得虛擬按鈕排版配置是恰當的 

H4-4.我覺得樂曲辨識方式是有一致性 

H4-5.我覺得說明書的排版很有一致性 

H5 錯誤預

防 

H5-1.當我使用【樂曲伴奏】時按下【停止音樂】，系統會要求按下確

認以防止按錯 

H5-2.當我使用【慢速伴奏】時按下【停止音樂】，系統會要求按下確

認以防止按錯 

H5-3.當我使用【音樂播放】時按下【停止音樂】，系統會要求按下確

認以防止按錯 

H5-4.當我按下【結束】時，系統會要求按下確認以防止按錯 

H5-5.空白 

H6 認識而

非回想 

H6-1.我可以直覺地點擊按鈕操作系統 

H6-2.我可以直覺地開啟【說明】了解系統 

H6-3.我可以很直覺地知道【慢速伴奏】是【樂曲伴奏】的慢速版本 

H6-4.空白 

H6-5.我可以很直覺地知道【音樂播放】的音樂是示範樂曲 

H7 靈活性

與使用效

率 

H7-1.我覺得系統操作過程整體來說是順暢的 

H7-2.我可以很容易地切換下一首音樂 

H7-3.我可以很容易地在【音樂伴奏】與【慢速伴奏】切換練習 

H7-4.我可以很容易地開啟或關閉系統操作說明 

H7-5.我覺得在掃描樂譜時，系統可以很快地辨識成功 

H8 美化與

簡化設計 

H8-1.我很滿意系統整體的美工及版面設計 

H8-2.我很滿意系統載入畫面的美工 

H8-3.我很滿意系統操作說明的美工及版面設計 

H8-4.我很滿意音量調整的美工及版面設計 

H8-5.我很滿意按鈕的美工 

H9 幫助使

用 者 認

識、診斷和

從錯誤中

恢復 

H9-1.我遇到不了解的功能時，能利用功能說明書更清楚地了解系統中

的各個功能按鈕的作用 

H9-2.我遇到不會操作的功能時，能利用操作流程說明書更清楚地了解

系統中的各個功能按鈕的操作 

H9-3.我遇到不會調整音量時，能利用音量調整功能說明書更清楚地瞭

解如何操作【音量】 

H9-4.我在操作的過程遇到錯誤都能很快地解決 

H9-5.我覺得系統中的操作說明內容很難理解 

H10 幫助

與說明文

H10-1.我覺得【說明】中的音量調整說明清楚詳盡 

H10-2.我覺得【說明】的流程操作說明清楚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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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H10-3.我覺得【說明】中的按鈕功能說明清楚詳盡 

H10-4.我覺得【說明】中的開啟提示與簡介說明清楚詳盡 

H10-5.我覺得【說明】中的音樂播放說明清楚詳盡 

 

 第二次實驗的問卷採用科技接受度的四組構面作為題目，根據表

4.2，T1 認知有用性有 7 題題目，T 1-7 則是反向題；T 2 認知易用性

有 8 題題目，T 2-8 則是反向題；T 3 使用態度有 5題題目，T 3-5 則

是反向題；T4 行為意圖有 5 題題目，T 4-5 則是反向題。 

表 4.2 科技接受度問卷內容 

四組構面 題目 

T1 認知有

用性 

T1-1.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讓學習

的內容更豐富。 

T1-2.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對於我

學習二胡很有幫助。H1-3. 

T1-3.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讓我學習二胡的過程更為

順暢。 

T1-4.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可以幫助我在

需要時獲得有用的資訊。 

T1-5 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可以讓我二胡

學得更好。 

T1-6.本次學習活動中，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比傳統的

二胡伴奏系統來學習更有效果。 

T1-7 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並沒有讓我學

習得更好。 

T2 認知易

用性 

T2-1.在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的過程中，系

統的操作並不困難。 

T2-2.我在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的過程

中，並不需要花費過多的時間精力。  

T2-3.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的內容對我而言是清楚且容易

理解的。 

T2-4.我很快便瞭解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的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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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5.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操作的過程對我來說沒甚

麼困難。 

T2-6.我覺得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的介面很容易使用。 

T2-7.整體而言，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是容易使用的。 

T2-8.在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的過程中，系

統的操作很困難。 

T3 使用態

度 

T3-1.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讓我在學習二胡的         

過程，更有效率。 

T3-2.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可以幫助我學習二

胡。 

T3-3.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在學習二胡過程

中，讓我印象更深刻。 

T3-4.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可以讓我更積極地

學習二胡。 

T3-5.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學習，無法幫助我學

習二胡。 

T4 行為意

圖 

T4-1.我未來願意繼續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的功能來

學習二胡。 

T4-2.在其它的活動或課程上，我願意使用擴增實境系統做學習。 

T4-3.我願意推薦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給想要學習二胡的

同學使用。 

T4-4.我喜歡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來學習二胡。 

T4-5.我未來不願意繼續使用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的功能

來學習二胡。 

 

4.4 資料分析 

依據所回收之問卷，去除無效問卷，用 SPSS 12.0 中文版進行資

料分析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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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實驗使用尼爾森系統可用性評估問卷的十組設計原則；第

二次實驗使用科技接受度問卷。二者都進行信度分析、平均滿意度排

名。 

    信度分析依照 Nunnly 與 Bernstein(1994)的建議，Cronbach’s 

Alpha Value 的係數為.700以上。 

4.4.1 尼爾森系統評估信度分析  

每個構面有五題，而為了把每個信度皆達到.700值以上，我們刪

除部分題目，把每組信度達到最高。根據表 4.3，H1 刪除了 H1-1、

H1-2 達到最高信度.706；H3 刪除了 H3-1、H3-2、H3-4 達到最高信

度.946；H5 刪除了 H5-1、H5-5 達到最高信度.972；H6 刪除了 H6-3、

H6-5 達到最高信度.954；H7 刪除了 H7-5 達到最高信度.840；H9 刪

除了 H9-4、H9-5 達到最高信度 0.892；H10 刪除了 H10-3、H10-5 達

到最高信度.964。 

表 4.3 尼爾森系統評估信度分析 

構面 Cronbach’s Alpha 

Value(信度) 

為了提高信度所刪除的題目 

H1 系統狀

態的可見

性 

.706 H1-1.我可以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否成功進入系統 

H1-2.我可以很清楚知道目前是處於【樂曲伴奏】、【慢

速伴奏】還是【音樂播放】 

H2 系統與

真實世界

之間的匹

配 

.876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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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使用者

控制與自

由度 

.949 H3-1.我覺得學習時的順序可以依照喜好進行 

H3-2.我覺得播放音樂時可以自由使用【暫停音樂】和

繼續播放音樂 

H3-4.我可以自由地使用【音量】，調整音量大小 

H4 一致性

與標準 

.819 無 

H5 錯誤預

防 

.972 H5-1. 當我使用【樂曲伴奏】時按下【停止音樂】，系

統會要求按下確認以防止按錯 

H5-5. 當我使用說明書時按下關閉，系統會要求按下確

認以防止按錯 

H6 認識而

非回想 

.954 H6-3.我可以很直覺地知道【慢速伴奏】是【樂曲伴奏】

的慢速版本 

H6-5.我可以很直覺地知道【音樂播放】的音樂是示範

樂曲 

H7 靈活性

與使用效

率 

.840 H7-5.我覺得在掃描樂譜時，系統可以很快地辨識成功 

H8 美化與

簡化設計 

.959 無 

H9 幫助使

用 者 認

識、診斷和

從錯誤中

恢復 

.892 H9-4.我在操作的過程遇到錯誤都能很快地解決 

H9-5.我覺得系統中的操作說明內容很難理解 

H10 幫助

與說明文

件 

.964 H10-3.我覺得【說明】中的按鈕功能說明清楚詳盡 

H10-5.我覺得【說明】中的音樂播放說明清楚詳盡 

4.4.2 尼爾森系統評估平均滿意度及排名 

表 4.4 是十個構面的平均滿意度排名。H3 使用者控制與自由度

排名最高為第一名，平均滿意度是 4.49，平均滿意度排名最高；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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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與簡化設計排名第十名，平均滿意度是 3.83，平均滿意度最低；

總平均滿意度為 4.315。 

表 4.4 尼爾森系統評估滿意度分析 

構面  平均滿意度         
                    

排名  

H3.使用者控制與自由度   4.49 1 

H5.錯誤預防 4.45 2 

H6.認識而非回想  4.4 3 

H10.幫助與說明文件 4.4 4 

H2.系統與真實世界之間的匹配  4.38 5 

H9.幫助使用者認識、診斷和從錯誤中恢復  4.34 6 

H7.靈活性與使用效率  4.31 7 

H1.系統狀態的可見性  4.3 8 

H4.一致性與標準  4.25 9 

H8 .美化與簡化設計  3.83 10 

總平均滿意度 4.315   

 

4.4.3 科技接受度問卷信度分析 

 表 4.5 是科技接受模式的四個構面之信度。T2 認知易用性剃除

T2-4 達到最高信度為.978；T1 認知有用性、T3 使用態度與 T4 行為

意圖沒有剃除題目，以達到最高信度。T1 認知有用性的信度為.954；

T3 使用態度的信度為.968；T4 行為意圖的信度為.888。 

 T2 認知易用性是最高信度，T4 行為意圖的信度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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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科技接受模式信度分析  

構面 Cronbach’s Alpha 

Value(信度) 

為了提高信度所刪除的題目 

T1 認知有

用性 

 

.954 無 

T2 認知易

用性 

 

.978 H2-4. 我很快便瞭解擴增實境二胡行動伴奏學習系統

的操作方式。 

T3 使用態

度 

 

.968 無 

T4 行為意

願 

 

.888 無 

 

4.4.4 科技接受度問卷平均滿意度及排名 

科技接受模式的四個構面之平均滿意度。T1 認知有用性平均滿意

度為 3.95最高排名第一；T2 認知易用性的平均滿意度為 3.91排名

第三；T3 使用態度的平均滿意度為 3.87排名第四；T4 行為意圖的

平均滿意度為 3.92排名第二。 

T1 認知有用性的排名是最高的；T3 使用態度的排名是最低的。 

 

表 4.6 科技接受模式滿意度分析 

構面  平均滿意度         
                    

排名  

T1 認知有用性   3.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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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 行為意願 3.92 2 

T2 認知易用性 3.91 3 

T3 使用態度 3.87 4 

總平均滿意度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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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已完成一套結合擴增實境技術的傳統二胡伴奏系統，此系

統將有許多與課堂相關的多媒體，使用者可以有正常的播放速度與慢

速撥放，希望透過擴增實境技術良好的即時性互動及趣味性讓學生在

學習的過程中能提升學習動機。 

本研究系統經尼爾森系統評估分析後總平滿意度為 4.315 系統完

成性良好，系統評估最滿意的是 H3.使用者控制與自由度，而最不滿

意的是 H8.美化與簡化設計，在最滿意的部分展現出擴增實境良好的

即時性互動與操控上的自由度，在最不滿意的部分是美化與簡化設計

表示在系統設計上除了良好的操控上的自由度也需要美化系統介

面，而在科技接受模式分析後總平均滿意度為 3.91 擁有良好的使用

性，表示使用本系統的使用者對於系統操作上大多能接受使用。 

 

 



40 
 

參考文獻 

黃幸美(2003)。兒童的問題解決思考硏究。台北：心理出版社。 

黃國豪、蘇宥鋐、郭庭歡、曹雅涵(2015)。年齡對二胡業餘學習者運

用網路與多媒體輔助學習之偏好差異。論文表於第十一屆台灣數

位學習發展研討會（TWELF 2015），蓮潭國際會館，台灣。 

陳宗禧、黃悅民、邱柏升、張承憲(2007)。情境感知行動學習環境學

習者行為意向之研究。全國計算機會議。台中縣。 

Azuma, R. T. (1997). A survey of augmented reality. Presence: 

Teleoperators and Virtual Environments, 6, 355-385. 

Chu, H. C., Hwang, G. J., Tsai, C. C., & Tseng, Judy C. R., (2010). A 

two-tier test approach to developing location-aware mobile learning 

systems for natural science courses. Computers & Education, 55(4), 

1618-1627. 

Chen, Y. S., Kao, T. C., & Sheu, J. P. (2005).Realizing outdoor 

independent learning with a butterfly-watching mobile learning 

system.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33(4), 

395-417. 

Davis, F. D.,1986,A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r Empirically 

Testing New End-User Information Systems: Theory and Results, 

Doctoral Dissertation.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Cambridge, 

MA. 

Davis, F. D.,1989,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S Quarterly, 13, 3,318-340. 

Milgram, P., Takemura, H., Utsumi, A., Kishino, F. (1994). Augmented 

Reality: A class of displays on the reality-virtuality continuum. SPIE. 

Vol. 2351.Telemanipulator and Telepresence Technologies.  

Nunnally, J. C., Bernstein. I. H.,& Berge, J. M T. (1994). Psychometric 

theory(Vol. 226).New York:McGraw-Hill. 

Nielsen, J. (1994a). Enhanc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Usability 



41 
 

Heuristics. Paper presented ar the Human Factors Compuhng 

Systems, Boston, USA. 

Nielsen, J. (1994b). Heuristic evaluation. Usability inspection methods. 

New York:John. 

Quinn, C. (2000), M-learning: mobile, wireless, in-your-pocket learning. 

Retrieved Dec12, 2007, form 

http://www.linezine.com/2.1/features/cqmmwiyp.htm 

http://www.linezine.com/2.1/features/cqmmwiyp.htm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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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擴增實境技術為基礎之國文輔助學習系統 

An Chinese Course Assisted Learning System Based on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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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擴增實境技術（Augmented Reality，AR）設計一套應用於國

文課程之輔助學習系統。利用擴增實境的即時性互動與傳統國文教學做結合。學

習者可利用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進行學習，系統包含多媒體補充教材與自我測

驗。當學習者掃描紙本教材特定的圖示時即會出現相關多媒體補充教材影片或相

關測驗題目，以達到互動式學習。期望因此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關鍵詞】擴增實境、國文教學、互動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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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s a Chinese course assisted learning system based on 

AR technology. Learners can use the Tablet PC or smart phone to learn. When 

learners scan the learning object by Tablet PC or smart phone and wait the 

identification completed, the system will presents different kinds of multimedia 

material on the screen. In addition, this system also provides the “mini-test” function, 

learners can do the self-practice with this function in class or anytime. Through this 

system, it is hoped that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learners 

can be enhanced. 

Keywords: augmented reality, Chinese teaching, interactive learning 

1. 前言   

鄧圓鈴(2013)曾指出，根據課後評量的分析，在傳統教學環境中，老師講解

學生聽課的教學方法，學生的學習效果最差。傳統國語教學缺少效率是因為：無

法呈現具體教學目標、無法呈現教材的特質、無法有效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無

法具體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林淑雲與汪文祺(2013)指出課堂的主角是學生而不

是老師，教學的設計，應以學生為主，教學的內容則應更豐富、多元。因此有必

要在國文課堂中讓學生擁有更多自主的學習環境。 

Quinn(2000)提出行動學習是需要透過行動載具進行的數位學習。學習者只要

能利用手邊的行動載具當作學習工具，如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就可以在任何

地方學習。這類型的情境感知技術除了可以改善學習者處理真實世界問題的能

力，還能夠使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更加積極(Hui-Chun Chu, Gwo-Jen Hwang, 

Chin-Chung Tsai, & Judy C.R. Tseng, 2010)。 

隨著數位多媒體的進步，教學與學習也逐漸運用多媒體來提升學習成效。

Mayer(2005)整合多位學者與自己所提出多媒體教材設計原則，並研究多媒體教

材多種組合對於學習者的影響，此理論中也提出假設人類有兩種基本處理方式一

個是文字，另一則是圖像，當學習者能夠有效整合文字與圖像時，對於學習者是

有幫助的。許多教學理論與研究均證實，數位多媒體有助於提升教師的教學品

質，更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李若群，2005)。而賴秋琳、黃國禎和陳秀玲(2012)

則分析了擴增實境對於數位學習上的成效，雖然擴增實境對於提升學習成效仍有

爭議，但多項研究案例成果中確實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多媒體教材提供圖

片、影音效果，使教學具有豐富性、趣味性，學習內容也不再侷限於書本。近年

來擴增實境一直是各界探討的焦點，並被視為對於教材是一個很有潛力的新方向

(莊順凱，2006)。而此技術的應用，可利用圖卡或真實影像辨識的操作方式，將

虛擬的資訊結合於真實環境，學習者可以在真實的環境中與虛擬的資訊進行互動

學習(戴崇禮，2012）。擴增實境可以塑造適合的互動式學習環境，讓學習者與

教材進行互動並即時得到回饋，在使用時可以引起視覺上的刺激，並同時看見虛

擬物件與實境畫面，讓學習者可以更專注課堂中、增強學習動機、學習注意力，

進而提升學習興趣(游嘉智，200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13151000187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13151000187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13151000187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13151000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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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完成了一套以擴增實境技術為基礎之國文課程輔助學習系統，利用多

媒體影片教材與國文紙本教材相結合，期望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2. 系統介紹 

本系統使用平板電腦與紙本教材相結合，透過擴增實境技術讓學習者可以和

紙本教材進行互動，系統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系統架構圖 

本系統分為兩大功能：多媒體補充教材及自我測驗，如圖 2 所示。 

 

圖 2、系統起始畫面 

 

使用多媒體補充教材功能時，學習者將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的攝像鏡頭對

準紙本教材的辨識物並辨識成功時，多媒體補充教材便會出現，透過生動的多媒

體動畫影片使學習者加深學習的印象，如圖 3 所示。 

 
圖 3、多媒體動畫影片補充教材功能 

 

使用自我測驗功能時，學習者將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的攝像鏡頭對準紙本

教材的辨識物並辨識成功時，將會出現紅框，當學習者點擊紅框時，將會跑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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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框所標註之詞彙的相關試題，所有試題皆採以選擇題的方式作答，學習者作答

後，系統會判斷是否正確，如果回答錯誤將會告知學習者答錯；如果回答正確，

將會告知學習者答對。而當學習者答完所有題目時，將會跑出結算畫面，告知學

習者總共答對幾題，和答錯幾題。測驗功能如圖 4 所示。 

 

圖 4、自我測驗功能 

本系統之教材內容共計 10 個單元，包括：桃花源記、女媧、魯秋潔婦、陽羨

書生、鶑鶯傳、任氏、霍小玉、畫皮、共讀西廂、李娃傳等等，共有 100 個多媒

體動畫影片補充教材及 100 個測驗題目。 

3.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已完成一套結合擴增實境技術的國文輔助學習系統，此系統將有許多

與課堂相關的多媒體動畫影片補充教材，期望透過擴增實境技術良好的即時性互

動及趣味性能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提升學習動機。系統中亦有簡單的題目測

驗功能，讓學生能從回答問題的過程中，透過此功能了解自己學習的概況並提升

學習的成效。 

本系統雖已完成但尚未進行實驗教學，預計於 2015 年 3 月進行實驗教學，將

有大一學生兩個班共 120 位參與，其中一班為實驗組使用本系統進行混成式教學

（一半時間教師播放簡報教學與一半時間學習者使用本擴增實境互動式輔助學

習系統），另一班為對照組使用傳統多媒體教學（全部時間由教師播放簡報與影

片），實驗將進行 4 周共 8 節課，最後對此兩組進行學習動機與成效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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