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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文的學習必頇持續不斷複習及演練，但通常學生在英文課堂上學習之後，

很難有完整時間進行英文學習。因此我們設計了情境式資訊專業英文詞彙學習系

統，希望學生能隨時隨地透過此系統進行學習，加強英文程度。 

本系統以資訊專業英文詞彙為學習內容，分為兩大模組，分別為線上測驗模

組與情境式學習模組，線上測驗模組為一般題庫測驗系統，而情境式學習模組則

透過小遊戲以及劇情來進行學習。 

本計畫將透過學習動機問卷分出不同學習動機的受測者們之後會使用我們

設計的資訊專業英文詞彙學習系統來進行學習，之後再填寫認知負荷與系統滿意

度問卷，最後再分析不同學習動機的受測者們在認知負荷、系統滿意度、學習成

效方面的使用狀況。 

 

關鍵詞:學習動機、認知負荷、系統滿意度、情境式學習、英文詞彙學習、數

位學習、遊戲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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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以往學習英文時通常都由老師在台上授課的方式進行，台下學生很容易注意

力不集中，且下課後都去補習班補習回到家時又還有許多作業等著，根本無法好

好複習早上所學的英文，日復一日形成惡性循環，漸漸的學生尌會對英文形成排

斥，以至於無法提升英文能力。因此，本研究開發一個情境式資訊專業英文詞彙

學習系統，希望學習者能隨時隨地透過此系統進行學習，以提升英文程度。在學

習的過程中，學習者將扮演為情境式系統裡的某一位主角，探討電子計算機的歷

史演進，並從中學習有關電子計算機專業英文詞彙，以加強對資訊專業英文詞彙

的認識。透過反覆使用情境式資訊專業英文詞彙學習系統的題庫測驗以及情境式

遊戲，達成學習成效的提升。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學習者能透過情境式學習的方式來提昇學習成效，且情境式

學習包含遊戲與劇情式學習。黃國禎、蘇俊銘、陳年興 證明遊戲式學習能夠特

別有效維持玩家的專注度及參與時間〔1〕。巫宏鈞 也將遊戲模式應用於電腦輔

助教學中，證明透過遊戲式方式來進行可以提升學生的記憶力〔2〕。 

綜合上逑，本研究開發情境式資訊專業英文詞彙學習系統，透過反覆使用情

境式資訊專業英文詞彙學習系統的題庫以及遊戲，已達成學習成效的提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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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升學生對資訊專業英文詞彙的認識。此外，本研究採用學習動機、認知負荷、

系統滿意度問卷，藉此分出不同學習動機的受測者在情境式資訊專業英文詞彙學

習系統認知負荷、系統滿意度、學習成效方面的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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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2.1 情境式學習探討 

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是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 Jean 

Lave教授和獨立研究者 Etienne Wenger於 1990年前後提出的一種學習方式(Lave 

& Wenger)〔3〕。情境學習是將學習置於真實或模擬情境之中，透過學習者與情

境之間的互動，使學習者能更有效率地將其所學習得的知識應用在實際生活中

(林吟霞、王彥方)〔4〕。 

王璐指出將個體視為情境的組成要素，其核心意涵是: (1)任何個體都是生活

在一定的社會情境之中，且是其所處情境的有機組成部分；情境對個體的行為選

擇、行為實施，每時每刻都在發生，進而影響個體的思維和言行。(2)任何個體絕

不是靜態地、孤立地存在於情境之外，而是與情境形成簡單的主客體關係。事實

上，個體是其所處情境的有機組成部分，並處於持續的發展進程之中；個體的發

展帶動情境的變化，情境的變化又對個體的發展提出新的要求。如此互為因果，

周而復始〔5〕。 

2.2 遊戲式學習探討 

遊戲式學習以教學為目的，設計符合教學目標的學習遊戲。遊戲式學習讓學

習者一邊學習一邊玩遊戲，並藉由遊戲來提高學習者的動機。學習者透過遊戲式

學習可以體驗到與以往傳統教學不同的學習方式，許多研究成果也指出遊戲式學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09092/711736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94532/13945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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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對於學習者有正向的影響(Yang & Chang)〔6〕。 

遊戲式學習方式不同於傳統教學方式，遊戲式學習方式可讓學習者完全融

入，不像傳統教學枯燥乏味。其中，遊戲式學習的虛擬遊戲環境最大的優點尌是

可讓學習者透過不斷嘗詴(Try and error)的方式進行學習，學習者可不用擔心錯誤

所帶來的結果(Yang & Chang)〔6〕，反而可透過錯誤從中學習正確知識。 

2.3 學習動機探討 

學習動機是指學生對於該課程是否有意願去學習的指標。張春興認為學習動

機(Learning Motivation)是指引起學生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導使該學習活

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7〕。應方淦與高志敏指出成人的學習動

機，源自於現實情境〔8〕。葉炳煙整理學習動機的定義如表 1所示〔9〕。Stipek 認

為學習動機是學生在學習方面的成尌動機，為個體追求成功的一種心理需求，也

是影響學業成尌的主因之一〔10〕。林崇德指出學習動機是推動個體進行學習活

動的內部原因或內在動作〔11〕。朱敬先認為學習動機是嘗詴驅策自己追求成長

之傾向〔12〕。陳品華認為學習動機是學習活動的選擇以及努力持續進行該活動

的強度上〔13〕。鄭采玉認為學習動機是自發的投入心力、朝向所預定的學習目

標的心理歷程〔14〕。吳鴻松認為學習動機是追求預訂目標的需求，是驅策個體

持續學習、引發行為的一種心理歷程〔15〕。陳啓明、邱政鋒認為學習動機是朝

向其學習目標的心路歷程、是學習行為的內在因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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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 學習動機的定義 

(資料來源:葉炳煙，2012) 

 

學者 定義 

Stipek 認為學習動機是學生在學習方面的成尌動機，為個體追求成功的一 

種心理需求，也是影響學業成尌的主因之一〔10〕。 

林崇德 學習動機是指推動個體進行學習活動的內部原因或內在動作〔11〕。 

朱敬先 學習動機是個體追求成功的一種心理需求，亦即學習者發現學習動 

機的意義與價值，而嘗詴驅策自己追求成長之傾向〔12〕。 

陳品華 學習動機，為學生參與及致力於學習工作的意願(willingness)或慾

求(desire)，它顯現在學生對特定學習活動的選擇以及努力持續進

行 該活動的強度上〔13〕。 

鄭采玉 學習過程中，引起、維持學習活動的內在動力；並且在學習活動中， 

促使其自發的投入心力、朝向所預定的學習目標的心理歷程〔14〕。 

吳鴻松 引發學習者認真學習的動力，追求預訂目標的需求，是驅策個體持 

續學習、引發行為並期待成果的一種心理歷程〔15〕。 

陳啓明、邱政鋒 維持學習活動並繼續使行為朝向其學習目標的心路歷程、是學習行

為 的內在因素。故學習動機乃是一種可趨使個體積極學習的內在

動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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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志昇〔17〕歸納學習動機取向相關的研究，大致分幾個要項： 

1.求知興趣：此類學習者主要基於求知的欲望與興趣參與學習，並以滿足求知欲、

獲取新知、增進知能、充實自己等理由而參與學習活動。 

2.職業進展：學習者基於職業需要、工作升遷、晉級加薪、獲取較高文憑或資格

以及求得職務發展等理由而參與進修活動。 

3.自我發展：學習者為了追求個人發展、適應及自我瞭解、滿足自我實現等而參

與學習。 

4.社會服務：參與學習活動是為了服務社會、解決社會問題、增進服務人群的能

力以及履行對社會的義務。 

5.社交關係：參與學習活動之目的在發展或改進個人社交關係。他們參與的理由

為結交新朋友擴展社交圈。 

6.逃避或刺激：係為逃避厭煩或追求生活刺激而參與學習。學習的理由包括紓解

煩悶呆板或一陳不變的生活方式；或者為了逃避現實不如意之事

而參與學習活動。 

7.外界期望：學習者參與活動係順從權威人士之要求或期望。外界權威人士包括

僱主、師長、父母、配偶或其他具有重要影響力者。而家人的鼓

勵期望或受同儕的影響亦包括在參與動機裡面。 

廖志昇並將以上分類設計在「師範學院在職進修碩士班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

滿意度量表」中，利用此七項分類來解釋參與學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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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認知負荷  

Sweller 提出認知負荷理論〔18〕。 Sweller、Van Merriënboer 及 Paas於 1998

年指出認知負荷是指單一個體在執行特定任務時，加在個體的認知系統而產生的

負荷，包含了外在認知負荷、內在認知負荷、增生認知負荷三類 〔19〕。Gerjets、

Scheiter 與 Cierniak 將這三種認知負荷的認知歷程和對學習結果造成的影響整

理成表格〔20〕，凃金堂將其翻譯為中文表格〔21〕，如表二-2所示。 

 

表 二-2認知負荷理論的基本性假設 

負荷型態 來源 認知歷程 對學習的影響 

外在認知負荷 不良的教學設計 

對基模的建構與自動化無幫

助需克服；應克服由不良教 

學設計所產生的問題 

有害的 

內在認知負荷 領域複雜性 
必頇維持工作記憶中元素的

平行互動 

高的內在認知負荷可

能 會導致認知資源

的過度 負荷，而有害

學習 

增生認知負荷 支持性的教學設計 

有助於基模的建構與自動

化；高層次的認知歷 程與深

層處理歷程有關 

有幫助的 

資料來源：凃金堂 (2011)。 

 

Sweller、Van Merriënboer 與 Paas 〔19〕、Paas 〔22〕都認為認知負荷是一

種多面向的觀念，包含了心智負荷與心智努力。心智負荷是指學生對於教材內容

難易度所產生的心理負荷；心智努力是指學生在操作數位教材複雜度上的心理負

荷。學生對學習教材內容感受難易度越大，或是學生在數位系統操作上感到困

難，尌會使認知負荷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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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本專題先行尋找所要的題目，再來尌題目探討及其動機與目的，

並研讀相關的論文，在相關的論文中多採用情境式學習，其學期效果

極佳，所以我們利用情境式學習理論來建置英文詞彙學習模組，流程

如圖三 -1 所示。  

 

圖 三-1研究流程 

3.2 設計與架構 

本研究的設計是使用情境式遊戲融入英文詞彙為實驗方法，採準實驗研究法

來探討情境式遊戲融入英語詞彙教學對於學生資訊專業英文詞彙的學習成效以

及影響。我們將此分為四個階段來進行，其說明如下: 一、實驗前期在實驗準備

階段透過隨機抽樣的方式從本校資訊網路系的學生一年級至四年級抽取 3人至 5

人為研究對象。選擇受測者後，研究者將給予受測者「英文學習動機問卷量表」

做為前期蒐集受測者的學習動機狀態，二、在實驗前以線上測驗模組進行前測。 

三、實驗階段本研究將以受測者實施情境式學習模組，以資訊歷史的演進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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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境式學習模組內容為計算機應用科目。 四、實驗後期研究者給予受測者

相同的線上測驗模組做為後測，再填寫認知負荷與系統滿意度問卷，並蒐集受測

者在前測與後測的成績做比較，來作為學生實驗後的學習成效依據。 

3.3 工具與方法 

本專題將以英文詞彙為資料內容，設計一個線上測驗模組，仿照認證考詴時

的題目類型，讓學習者進行模擬測驗，以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效；另一個為情境式

學習模組，讓學習者透過故事性的遊戲方式，加上有效提升專注力的音樂，來引

導學生進行情境式英文詞彙的學習。 



10 
 

第四章 系統分析與設計 

4.1 情境式資訊專業英文詞彙學習系統架構 

情境式資訊專業英文詞彙學習系統分為兩個模組，如圖四-1所示。線上測驗

模組主要提供學習者測驗使用，以了解自己學習程度；情境式學習模組主要提供

使用者學習之用，因為情境式學習模組頇另行下載安裝，因此使用此模組時，必

頇再有一組帳號密碼進行登入的動作。透過情境式學習將有效提升學習者英文程

度。本系統主要以資訊英文單字作為題庫，其中分為計算機應用、電腦硬體與軟

體、熱門應用程式、網路與資訊應用、電子商務、資訊安全與倫理等六個科目並

依據計算機發展史及資訊學院課程安排，讓受測者能夠按部尌班的學習。 

 

圖 四-1情境式資訊專業英文詞彙學習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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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線上測驗模組架構 

線上測驗模組的使用者分為學習者及管理者。一開始學習者頇先註冊成為本

系統之會員，依據帳號密碼進行登入，登入後便可使用線上測驗模組的功能。如

圖四-2 所示，線上測驗模組包含基本資料設定與修改、考詴歷程的查詢、成績歷

程的查詢、網站使用歷程的查詢以及進行線上測驗。管理者可管理學習者、查詢

成績，重設密碼、及管理題庫(只能新增及刪除題目)，如圖四-3 所示。 

 

圖 四-2線上測驗模組之學習者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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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線上測驗模組之管理者架構圖 

 

4.1.2情境式學習模組架構 

圖四-4 為情境式學習模組架構圖，可透過選取「線上測驗模組」回到網頁模

式的線上測驗模組。情境式學習模組主要分為「劇情功能」、「小遊戲功能」、「測

驗功能」、「字典功能」、「排行榜功能」等五大功能。 

 

 

圖 四-4情境式學習模組架構圖 

劇情功能：是以情境式學習的方式，讓使用者透過與場景進行互動以及跟

著劇本的演進來學習英文單字。 

小遊戲功能：是以遊戲式學習的方式設計的文字遊戲，透過小遊戲功能可

以增加使用者遊玩的動力，並間接的學習英文單字。 

測驗功能：是透過單字填空，與測驗結果分析的方式，讓使用者學習英文

單字。 

字典功能：是方便使用者可以快速查詢到有疑問的英文單字，以協助學習



13 
 

者進行複習。 

排行榜功能：是讓使用者查詢到每個人的遊玩情況，以增加使用者間的互

動與遊玩的動力。 

 

4.2 系統設計 

此系統設計了線上測驗模組與情境式學習模組兩個模組，線上測驗模組是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撰寫的 asp.net網頁主要提供受測者能準確的了解目前的學

習程度與學習後的成效計，管理者可自行刪除與新增題目。情境式學習模組是用

unity 遊戲引擎撰寫的 pc應用程式，主要是為了讓受測者在受測期間可有效學習

資訊英文單字而設計的模組，其中設計了劇情、小遊戲、測驗等模式輔助受測者

學習裡面包含了字典、劇本、動畫、音效與音樂等元素，加深受測者在進行每一

次受測內容的印象。 

 

4.2.1 線上測驗模組設計 

線上測驗模組最重要的尌是測驗，流程如圖四-5 所示，使用者必頇登入線上

題測系統才可以進行測驗，結束後可得到應得的分數及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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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5 線上測驗模組流程 

4.2.1 情境式學習模組設計 

情境式學習模組流程如圖四-6 所示，開啟學習系統後登入帳號及密碼，正確

後進入主畫面，系統將會在後台處理使用者的使用記錄歷程，使用者可以在主畫

面中選擇進行劇情、小遊戲、測驗、字典、排行榜五個功能來操作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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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6情境式學習模組流程 

 

劇情功能主要有劇情紀錄點、過場動畫、點擊互動、劇情關卡；劇情紀錄點

可以在觀看到一半時透過記錄點的方式記錄下來，當下次觀看時可以直接從上次

觀看的地方接續下去，過場動畫則是在劇情場景更換時執行，點擊互動可以在場

景中特定物件出現時與之點擊互動，劇情關卡可以讓劇情更充實也可以加深英文

單字的印象，劇情細部流程如圖四-7所示。 

 

透過連貫的故事性劇情與活潑的音樂讓使用者可以感受到身歷其境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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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讓英語詞彙學習起來更生動有趣。 

 

圖 四-7劇情流程圖 

 

小遊戲流程圖如圖四-8所示，進入小遊戲後即會出現亂數題目，時間如歸零

則遊戲結束，生命值歸零及錯誤達到上限遊戲結束。主要的功能有 12 種單字變

化、時間計時、過關條件、互動動畫、遊戲進度，讓整體遊玩起來更多樣化也更

加深了單字的印象，其中為了排除 12 種單字變化重複的可能性，用以下步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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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這個問題，以 apple為例。 

<第一步>判斷有幾個字母(目前最大可到五個，若有多的不改變) 

<第二步>亂數排序 26 個字母並取出目標後四個子母(pple)，剩下 22 字母。 

<第三步>用剩下的 22 個字母模擬出 11 種排序方式加一個正確答案，如表

四-1所示。 

<第四步>在這 12種單字後面標記答案編號 

<第五步>亂數排序這 12 種單字的位置 

 

表 四-1排序結果 

*是不重複的字母， #是重複的字母  

ap***(apabc) ap***(apdfg) ap***(aphij) a*p**(akpmn) 

a*p**(aopqr) a*p**(asptuv) a**l*(awxly) ap###(apzzz) 

app##(appss) a##le(axxle) ap##e(apiie)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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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8小遊戲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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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流程圖如圖四-9 所示，進入測驗即會出現亂數題目，其主要的架構是用

單字、單字字義、單字備註、填寫內容四個欄位索引題目編號的進行關聯應用，

透過互動按鍵、按鈕與提升專注力的音樂提供一個理想的記憶環境，達到大幅提

升記憶單字的效果。 

 

圖 四-9測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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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功能主要有單字、單字字義、單字備註、小遊戲錯誤次數、測驗錯誤次

數，透過查詢題庫與使用者的遊玩記錄來輔助使用者遊玩與複習。 

 

排行榜功能主要有小遊戲分數排行、測驗分數排行、小遊戲單字錯誤排行、

測驗單字錯誤排行、字典單字觀看排行，透過查詢資料庫並加以整理排序的方式

讓使用者查詢到每個人的遊玩情況，以增加使用者間的互動與遊玩的動力。 

4.3 系統開發工具規格 

開發軟硬體規格  

開發軟體  

Unity3D 5.4.1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5 

PHP 7.0.12 

MySQL 5.7.11 

phpMyAdmin 4.6.4 

Windows 10 Home 

硬體  

處理器 : Intel i5等級  

記憶體 : 4G RAM 

顯示卡 :Nvidia GT820M 

硬碟空間 :10GB以上  

 

 

建議執行軟硬體規格  

軟體  

作業系統 :Windows 7 以上  

(線上題測模組 ): 

瀏覽器 : FireFox 23以上 / 

硬體 

處理器: Intel Pentium等級 

記憶體: 4G RAM 

顯示卡:內建顯示卡 

硬碟空間:10GB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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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home 30以上 / 

IE 10、11 

 

網路卡:乙太網路卡/無線網路

卡 

Ps:執行情境式學習需網路連線 

 

4.4 資料庫設計 

使用者資料表如表四 -2所示，包含學號、密碼、姓名、性別及登入

用的身份別等。除了學號及密碼是必要的，還有重設密碼用的 4位數字

作為使用者忘記密碼重設之途。  

 

表 四-2使用者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 null 備註 範例 

Student ID Varchar(8) 否 學號(PK) A28J001 

Password Varchar(10) 是 密碼 as101415 

Name Varchar(5) 是 姓名 張大偉 

Sex Bit 是 性別 0或 1(男或女) 

Status Bit 是 身分別 
1或 0(user或

admin) 

Remove_PW Char(4) 是 
重設密碼 

用的數字 
1234 

 

成績歷程資料表如表 4所示，用來記錄使用者作答成績、作答時

間、考詴次數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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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成績歷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Int 否 
成績歷程編號

(PK) 
1 

StudentID Varchar(8) 否 學號(FK) A28J001 

Category Char(1) 是 科目(FK) 計算機應用(1) 

ExamNumber Int 是 次數 1 

WorkTime Time 是 
作答時間 

(分/秒) 
45分 20秒 

Achievements Char(3) 是 成績(分) 60分 

Exam_time Datetime 是 考詴時間 
2016-10-03 

24:59:59 

作答歷程資料表如表四 -4所示，用來記錄使用者每題答案，包含對

與錯及正確答案。  

表 四-4作答歷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Text_Number Int 否 流水號(PK) 1、2、3….. 

Number Int 否 
成績歷程編號

(FK) 
1 

StudentID Varchar(8) 是 學號(FK) A28J001 

Category Char(1) 是 科目(FK) (1)計算機概論 

ExamNumber Char(2) 是 題號 1、2、3…25 

Pass_answer Char(1) 是 正確答案 A 

User_answer Char(1) 是 使用者答案 B 

Result Bit 是 對錯 對(1)or 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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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總資料表如表四 -5所示，包含詞彙類別。  

表 四-5科目總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Char(1) 否 項目(PK) 1、2、3… 

Category Text 是 科目 計算機概論 

 

劇情內容資料欄位如表四 -6所示，主要存放劇情  

 

表 四-6劇情內容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Char(1) 否 項目(PK) 1、2、3… 

Category Text 是 科目 計算機概論 

Text Text 是 內容 劇情內容 

 

線上題庫資料如表四 -7所示，存放各科目A至D及正確答案，出題

時會依據使用者選擇的科目去資料庫撈題目，系統總共會撈 25題出題。 

 

表 四-7線上題庫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Int 否 題號(PK) 1、2、3…. 

Category Char(1) 否 科目(FK) 計算機概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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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Bit 是 作答方式 
選擇題(true)，是

非題(false) 

Questions Text 是 題目 apple 是香蕉？ 

Answer Char(1) 是 正確答案 ABCD，O 或 X 

Answer_A Text 是 選項 A Apple 

Answer_B Text 是 選項 B Banana 

Answer_C Text 是 選項 C Tcp/IP 

Answer_D Text 是 選項 D Computer 

 

使用者登入網站歷程資料如表四 -8所示，記錄使用者登入線上測驗

模組資訊，包含登入時間及登出時間。  

 

表 四-8使用者登入網站歷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Int 否 
晚站歷程編號

(PK) 
1 

StudentID Varchar(8) 否 學號(FK) A28J001 

Internet 

LoginTime 
Datetime 否 網站登入時間 

2016-10-02 

24:59:59 

Internet 

SignOutTime 
Datetime 否 網站登出時間 

2016-10-03 

24:59:59 

 

遊戲連線歷程資料如表四 -9所示，記錄使用者登入劇情遊戲系統資

訊，包含登入時間及登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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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9遊戲連線歷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Int 否 流水號(PK) 1 

StudentID Varchar(8) 否 學號(FK) A28J001 

GameLogin 

Time 
Datetime 是 遊戲登入時間 

2016-10-02 

12:59:59 

GameSignOut 

Time 
Datetime 是 遊戲登出時間 

2016-10-02 

24:59:59 

 

章節詞彙表如表四 -10所示，透過此表可以方便管理每個詞彙的內

容與記錄每個詞彙的使用記錄，包含科目、詞彙內容、詞彙的使用記

錄。  

表 四-10章節詞彙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Int 否 流水號(PK) 1 

Category Char(1) 是 科目(FK) 計算機應用 (1) 

Vocabulary Text 是 詞彙 apple 

Meaning Text 是 字義 蘋果 

Remarks Text 是 備註 紅紅可以吃得水果 

All_TestError Int 否  

測驗錯誤

總次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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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_TestCorrec

t 
Int 否  

測驗正確

總次數  

2 

All_Play_Error Int 否  

遊戲錯誤

總次數  

2 

All_Play_Corr

ect 
Int 否  

遊戲正確

總次數  

2 

All_Illustrated Int 否  

圖鑑觀看

總次數  

1 

 

詞彙錯誤歷程表如表四 -11所示，用來記錄使用者在這個系統中每

個詞彙的使用記錄，包含學號、科目、詞彙編號、圖鑑的觀看記錄。  

表 四-11詞彙錯誤歷程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Int 否 流水號(PK) 1 

WordID Int 否 詞彙編號(FK) 1 

StudentID Varchar(8) 否 學號(FK) A28J001 

Category Char(1) 否 科目(FK) 計算機應用 (1) 

Illustrated 

Number 
Int 是 圖鑑觀看次數 1 

TestError Int 是 測驗錯的次數 1 

TestCorrect int 是 測驗對的次數 1 

Play_Error int 是 遊戲錯的次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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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_Correct int 是 遊戲對的次數 1 

 

小遊戲歷程表如表四 -12所示，用來記錄使用者遊玩小遊戲的是用

記錄，包含學號、科目、場次、玩的分數。  

表 四-12小遊戲歷程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Int 否 流水號(PK) 1、2、3….. 

StudentID Varchar(8) 否 學號(FK) A28J001 

Category Char(1) 否 科目(FK) 計算機應用(1) 

UseID int 否 場次(FK) 1 

Playscores Char(4) 是 玩的分數 1000分 

 

小遊戲作答歷程表如表四 -13所示，用來記錄使用者遊玩小遊戲時

的詞彙錯誤記錄，包含場次、學號、科目、詞彙編號、詞彙錯誤記錄。 

表 四-13小遊戲作答歷程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Int 否 
遊戲作答編號

(PK) 
1 

PlayID Int 否 場次(FK) 1 

StudentID Varchar(8) 否 學號(FK) A28J001 

Category Char(1) 否 科目(FK) 計算機應用(1) 

Vocabulary Int 否 詞彙編號(FK) 1 

Error Int 否 錯的次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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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 Int 否 對的次數 2 

 

測驗作答歷程表四 -14 所示，用來記錄使用者進行測驗時的詞彙錯

誤記錄，包含場次、學號、章節、詞彙編號、錯的次數、對的次數。  

表 四-14測驗歷程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Int 否 測驗編號(PK) 1 

StudentID Varchar(8) 否 學號(FK) A28J001 

Category Char(1) 否 科目(FK) 計算機應用(1) 

UseID Int 否 場次(FK) 1 

TestTime Time 是 測驗時間 20分 20秒 

Test_scores Char(3) 是 測驗分數 60分 

 

測驗作答歷程表四 -15所示，用來記錄使用者進行測驗作答的歷

程，包含場次、學號、科目、詞彙編號、錯的次數、對的次數。  

表 四-15測驗作答歷程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Int 否 
測驗作答編號

(PK) 
1 

TestID Int 否 場次(FK) 1 

StudentID Varchar(8) 否 學號(FK) A28J001 

Category Char(1) 否 科目(FK) 計算機應用(1) 

Vocabulary Int 否 詞彙編號(F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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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Int 否 錯的次數 2 

Correct Int 否 對的次數 2 

 

劇情歷程總表四 -16所示，用來記錄全部使用者的三個模式的使用

記錄，包含章節、劇情觀看總次數、遊戲遊玩總次數、測驗遊玩總次數。 

表 四-16劇情歷程總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Int 否 流水號(PK) 1 

Category Char(1) 否 科目(FK) 計算機應用 (1) 

All_Plot Int 否 劇情觀看總次數 1 

All_Play Int 否 遊戲遊玩總次數 1 

All_Test Int 否 測驗遊玩總次數 1 

 

表四 -17用來記錄學習存檔記錄，可以讓使用者尌算更換電腦也能

讀取之前的遊玩的使用記錄，包含劇情觀看總次數、劇情紀錄點、遊

戲遊玩總次數、遊戲過關條件、測驗總次數、科目過關條件。  

表 四-17學習系統存檔紀錄表  

欄位名稱 型別 是否為 Null 備註 範例 

Number Int 否 存檔編號(PK) 1 

StudentID Varchar(8) 否 學號(FK) A28J001 

Category Char(1) 否 科目(FK) 計算機應用 (1) 

Plots Int 否 劇情觀看總次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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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_Save Varchar(3) 否 劇情紀錄點 第十一幕(11) 

Plays Int 否 遊戲遊玩總次數 1 

Play_Save Char(3) 否 遊戲過關條件 000 

Tests Int 否 測驗總次數 1 

Category_ 

Save 
Char(3) 否 科目過關條件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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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資料表主鍵及外來鍵關聯圖  

圖 四-10線上測驗模組資料表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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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1情境式學習模組資料表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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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情境式專業英語詞彙學習系統介紹 

首先每個會員制的系統都有一個會員登入的入口網站，本情境式專

業英語詞彙學習系統頇由圖五 -1 所示的入口登入，登入之前頇先註冊

成為本學習系統的會員方可使用本系統任何功能，註冊資訊，如圖五 -2

所示。  

 

圖 五-1情境式專業英語詞彙學習系統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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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情境式專業英語詞彙學習系統註冊頁面 

 

5.1 線上測驗模組介紹 

學習者登入本學習系統後會進入使用者的首頁，如圖  五 -3所示。

以下是使用者功能概述 : 

考詴 :使用者選擇要考的科目後進入考詴，如圖  五 -4所示。考

詴中如圖五 -7所示，學習者在此作答區作答，當學習者填完

送出後會顯示成績。  

成績歷程 :使用者可在這裡查詢所考的科目及第幾次的成績，

如圖五 -5所示。  

作答歷程 :使用者可在這裡查詢所考的科目及第幾次所考的題

目的答案，如圖五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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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登入後會進入管理者的首頁，如圖五 -8所示。以下是管理者

功能概述 : 

使用者管理 :管理者可刪除及修改使用者部分內容，如姓名、

密碼，如圖所五 -9所示。  

題庫管理 :管理者可新增及刪除題目，如圖五 -10所示。  

成績管理 :管理者可查詢所有使用者考詴成績，為了公平起

見，不允許任何修改，如圖五 -11所示。  

 

PS:變更密碼功能為所有使用者及管理者皆可使用，如圖  五 -12 所示。 

 

圖 五-3使用者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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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4選擇考詴類別 

 

 

圖 五-5個人成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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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6作答歷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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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7考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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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8管理者 

 

 

圖 五-9使用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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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0 題庫管理 

 

 

圖 五-11成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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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2 變更密碼 

5.2 情境式學習模組介紹 

使用者開啟情境式學習模組後，會進入登入帳號密碼的畫面如圖五-13，輸

入帳號以及密碼後即可成功登入，若使用者是第一次登入則需點擊申請帳號，登

入時若忘記密碼，可點擊忘記密碼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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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3情境式學習模組登入畫面 

 

登入後進入情境式學習模組的主畫面如圖五-14，右邊的是章節選擇，目前

只有第一章，右下角的系統設定可以調整音量，上邊偏右為詞彙的字典，可以查

詢詞彙的資料，下邊偏右的獎盃是排行榜，可以所有玩家的排行情況，左邊為章

節子框架裡面包含目前章節的紀錄、劇情、小遊戲、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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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4情境式學習模組主畫面 

 

字典功能如圖五-15，按下所選詞彙後，即會跳出詞彙的解釋如圖五-16，並

於右下角記錄使用者的錯誤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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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5字典 

 

 

圖 五-16詞彙字義 

排行榜功能如圖 5-17，按下分數可以查詢小遊戲分數排行如圖五-17 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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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排行，按下單字可以查詢小遊戲單字錯誤排行如圖五-18、測驗單字錯誤排

行和字典單字觀看排行。 

 

 

圖 五-17小遊戲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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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8小遊戲單字排行 

章節記錄的畫面如圖五-19，使用者可以透過此圖看到，目前的觀看次數、

記錄點、測驗分數以及劇情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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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9 章節紀錄 

 

 

 

可在系統設定進行遊戲的背景音效及遊戲音效調整如圖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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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0 系統設定 

點擊進入劇情後會跳出說明介面上面會顯示操作說明如圖五-21，播放劇情

後即可開始觀看劇情。劇情畫面如圖五-22，左上角為目前觀看的記錄點，右上

角為停止觀看的停止鍵，下方為目前觀看劇情的對話框。圖五-23 為劇情關卡點

擊關卡說明會顯示目前關卡的操作方式和過關條件，完成過關條件才可進行下一

幕的觀看如圖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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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1劇情介紹 

 

 

圖 五-22劇情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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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3劇情關卡 

 

圖 五-24關卡說明 

點擊進入小遊戲後會跳出說明介面上面會顯示目前的遊玩情況與操作說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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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5，點擊開始小遊戲後即可開始遊玩。遊玩畫面如圖五-26需挑選出與畫面

上相同的詞彙，若選擇錯誤會扣除右上角的生命值，生命值扣完或者時間歸零則

遊戲提前結束。圖五-27為遊戲完全通關，畫面上的三條件皆已達成。 

 

 

圖 五-25小遊戲關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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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6小遊戲畫面 

 

 

圖 五-27小遊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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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進入測驗後會跳出說明介面上面會顯示操作說明與過關條件圖五-28，

點擊開始測驗即可進行測驗。測驗畫面如圖五-29是為了考驗使用者所記的詞彙

所設計的關卡，使用者在空白欄位輸入詞彙後，按下一個便會更換詞彙，直到遊

戲結束後如圖五-30所示，會告知是否通過以及所記詞彙是否正確，使用者需達

成最少六十分才能通關。 

 

 

 

 

圖 五-28測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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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9測驗 

 

圖 五-30測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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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實驗設計與結果分析 

6.1 實驗對象 

本研究的實驗對象為中部某大學資訊網路系一年級至四年級學生，將透過隨

機抽樣的方式，每個年級將會抽取 3位至 5位的學生來成為本研究的受測者(樣

本數 51人，有效樣本 30人)，而這些受測者皆為資訊專業的學生。 

6.2 實驗流程 

本專題的實驗流程如圖六-1所示，第一階段藉由廖志昇提出的學習動機問

卷，了解每位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第二階段開始使用系統進行實驗，接著透過線

上測驗模組進行前期測驗，之後便可利用情境式學習模組進行情境式學習，進行

學習兩週後再透過線上測驗模組進行後期測驗，在進行系統滿意度與認知負荷問

卷填寫，以了解學習的成效。最後本研究計畫將對不同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分析

哪種動機的認知負荷、系統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最好，以了解不同學習動機的學習

者其適合的學習方式。 



56 
 

 

圖 六-1實驗流程 

6.3 實驗分析 

我們透過學習動機問卷分出不同學習動機的受測者們在與認知負荷、系統滿

意度、學習成效的交互分析，如圖六-2 所示。 

 

圖 六-2實驗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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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認知負荷分析 

本研究使用 Sweller 等人〔22〕所設計的問卷(採用七點量表)來了解學生使

用情境式資訊專業英文詞彙學習系統所造成的認知負荷。根據認知負荷問卷設計

分數愈低負荷愈小，分數愈高負荷愈大。 

表 六-1不同學習動機與心智負荷之分析結果(採用七點量表) 

心智負荷 

學習動機 總人數 平均 標準差 

全部 30 2.22 (32%) 1.06 

求知興趣 17 2.18 (31%) 1.16 

職業進展 14 2 (29%) 1.02 

自我發展 10 1.8 (26%) 0.97 

社交關係 4 1.6 (23%) 1.2 

逃避或刺激 4 1.75 (25%) 1.13 

外界期望 7 2.08 (30%) 1.36 

 

根據表六-1 分析顯示，排名第一的是求知興趣，這表示想要滿足求知慾望、

以學習充實、課程的吸引力、加強過去所學的不足等類型的學生對於遊戲內容難

易度感到負擔；排名最後的是社交關係，想要能被外界接納、改善個人的社交關

係類型的學生對於遊戲內容沒有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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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2不同學習動機與心智努力之分析結果(採用七點量表) 

心智努力 

學習動機 總人數 平均 標準差 

全部 30 2.32 (33%) 1.1 

求知興趣 17 2.15 (31%) 0.97 

職業進展 14 2.38 (34%) 1.19 

自我發展 10 2.1 (30%) 0.87 

社交關係 4 1.91 (27%) 1.06 

逃避或刺激 4 2 (29%) 0.98 

外界期望 7 2.38 (34%) 1.22 

 

根據表六-2 分析顯示，排名第一的是職業進展和逃避與刺激，這表示想要達

到工作上的需求、職務上的升遷、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基於工作需要、逃避生活

問題、尋求心靈的寄託、空閒時間的有效利用等類型的學生對於遊戲操作難易度

感到負擔；排名最後的是社交關係，想要改善社交關係、擴大社交範圍等類型的

學生對於遊戲操作沒有負擔。 

6.3.2 系統滿意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 Chu, H. C. 等人 〔23〕 所設計的系統滿意度問卷(採用五點量

表)來了解學生使用對情境式資訊專業英文詞彙學習系統的系統滿意度分析如表

六-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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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3不同學習動機與系統滿意度之分析結果(採用五點量表) 

系統滿意度 

學習動機 總人數 平均 標準差 

全部 30 4.97 (83%) 0.75 

求知興趣 17 5.05 (84%) 0.79 

職業進展 14 5.13 (85%) 0.78 

自我發展 10 5.48 (91%) 0.54 

社交關係 4 5.40 (90%) 0.71 

逃避或刺激 4 5.05 (84%) 0.66 

外界期望 7 5.20 (87%) 0.74 

 

根據分析顯示，排名第一的是自我發展，這表示想要提高社會地位、自我超

越和挑戰等類型的學生對於遊戲系統感到滿意；排名最後的是求知興趣和逃避或

刺激，想要想要滿足求知慾望、以學習充實、課程的吸引力、加強過去所學的不

足、逃避生活問題、尋求心靈的寄託、空閒時間的有效利用等類型的學生對於遊

戲系統感到不滿意。 

6.3.3 學習成效分析 

在學生的學習成效方面，由圖六-3 可以看出來在前測的平均數低於後測的平

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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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3前測與後測之平均長條圖 

學生在前測未使用情境式學習模組平均數為 52.4，在使用情境式學習模組後

的後測平均數為 70.4。這表示使用情境式學習系統確實得以幫助學生提升學習成

效。 

表 六-4不同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成對樣本 t檢定(採用五點量表) 

學習動機 組別 總人數 平均 標準差 t值 P值 

全部 
前測 30 52.4 17.9 

-5.026 .000*** 
後測 30 70.4 17.5 

求知興趣 
前測 17 55 16.4 

-4.163 .001** 
後測 17 73.8 15.1 

職業進展 
前測 14 54.8 16.3 

-2.738 .017* 
後測 14 66 15.1 

自我發展 
前測 10 46.8 16.9 

-2.967 .016* 
後測 10 69.6 23.6 

社交關係 
前測 4 53 8.8 

-2.976 .059 
後測 4 75 18 

逃避或刺激 
前測 4 42 15.4 

-2.976 .059 
後測 4 64 8.6 

外界期望 
前測 7 46.2 18.1 

-5.105 .002* 
後測 7 78.8 19.5 

***p < 0.001;**p < 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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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廖志昇〔17〕所設計的問卷(採用五點量表)來了解學生使用情境

式資訊專業英文詞彙學習系統的學習動機。前測及後測的填答情況透過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如表六-5所示。 

在每個人的學習動機的面向，前測的平均數為 52.4 分，後測的平均數為 

70.4 分，達到顯著差異 (p=.000，p<.001)。 

在求知興趣的學習動機面向，前測的平均數為 55 分，後測的平均數為 

73.8 分，達到顯著差異 (p=.001，p<.01)，造成求知興趣較顯著的原因可

能是，想要滿足求知慾望、以學習充實、學習帶來滿足感、課程的吸引力、

加強過去所學的不足等。 

在職業進展的學習動機面向，前測的平均數為 54.8 分，後測的平均數為 

66 分，有顯著差異(p=.017，p<.05)，造成職業進展顯著的原因可能是，想

要滿足職業需要、工作升遷、求得職務發展等。 

在自我發展的學習動機面向，前測的平均數為 46.8 分，後測的平均數為 

69.6 分，有顯著差異(p=.016，p<.05)，造成自我發展顯著的原因可能是，

想要追求個人發展、滿足自我實現等。 

在社交關係的學習動機面向，前測的平均數為 53 分，後測的平均數為 75 

分，沒有顯著差異(p=.059，p>.05)，造成社交關係沒有顯著的原因可能是，

想要改進社交關係、結交新朋友、擴展社交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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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避或刺激的學習動機面向，前測的平均數為 42 分，後測的平均數為 

64 分，沒有顯著差異(p=.059，p>.05) 造成逃避或刺激沒有顯著的原因可

能是，想要追求生活刺激、逃避現實不如意之事等。 

在外界期望的學習動機面向，前測的平均數為 46.2 分，後測的平均數為 

78.8 分，有顯著差異(p=.002，p<.05)，造成外界期望有顯著的原因可能是，

想要達到師長或家人的期望、受同儕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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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7.1 結論 

我們建立的情境式資訊專業英文詞彙學習系統，讓學習者能隨時隨地透過此

系統進行學習，在不同學習動機對於情境式學習時的情形，我們透過不同學習動

機與心智努力、心智負荷這兩項來分析，分析的結果顯示想要能被外界接納、改

善個人社交關係類型的學生對於遊戲內容較無負擔。而根據不同學習動機與系統

滿意度之分析顯示，想要提高社會地位、自我超越和挑戰等類型的學生對於遊戲

系統感到滿意。在學生的學習成效方面，前測的平均數為 52.4，在使用過情境式

學習的方式後的後測平均數為 70.4，數字有明顯的上升，表示在使用情境式學習

模組學習過後，學習者能透過情境式學習的方式來提昇學習成效。 

7.2 建議 

在不同學習動機與心智負荷之分析結果顯示對於想要滿足求知慾望、以學習

充實、課程的吸引力、加強過去所學的不足等類型的學生對於遊戲內容難易度感

到負擔的，爾後透過在使用情境式學習系統時在內部新增整可調整整體難易度的

選項。 

在我們的實驗過程中，讓實驗者透過直接執行前測之後進行情境式學習最後

再進行後測的方式去分析，未來可以把實驗者分成兩組，一組進行情境式學習，

另一組進行題庫學習，透過實驗結果對照兩種學習方式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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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認知負荷問卷 

I. 心智負荷(Mental Load）  

題目 1 2 3 4 5 6 7 

1. 資訊專業英文詞彙練習系統的學習內容對

我而言是困難的。 
      

 

2. 我花了很大的心力，才能回答資訊專業英

文詞彙練習系統的問題。 
      

 

3. 回答資訊專業英文詞彙練習系統的問題令

人感到非常累 
      

 

4. 回答資訊專業英文詞彙練習系統的問題令

我感到非常挫折 
      

 

5. 我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回答資訊專業英文詞

彙練習系統中的問題 
      

 

II. 心智努力(Mental Efforts)  

題目 1 2 3 4 5 6 7 

1. 資訊專業英文詞彙練習系統的內容操作

方式造成我很大的壓力。 
      

 

2. 我必頇投入很大的心力來完成資訊專業

英文詞彙練習系統的學習任務或學會這

個課程。 

      

 

3. 資訊專業英文詞彙練習系統的操作方式

是很難理解的 
      

 

資料來源：Sweller (1998) 



68 
 

附錄二、系統滿意度問卷 

 非非常常同同

意意  

同同

意意  

有有點點

同同意意  

有有點點不不

同同意意  

不不同同

意意  

非非常常不不

同同意意  

1. 使用資訊專業英文詞彙練習系統進行學習，我

覺得比以前傳統作業更具有趣味性 

      

2. 我喜歡用資訊專業英文詞彙練習系統這個方式

學習 

      

3. 希望其他科目也可以透過資訊專業英文詞彙練

習系統學習 

      

4. 我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可以使用資訊專業英文詞

彙練習系統進行學習 

      

5. 我會推薦這個資訊專業英文詞彙練習系統給其

他同學或朋友 

      

資料來源： Chu, H. C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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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學習動機問卷 

題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

意 

非常不

同意  

1.想要學習新知，充實自我，所以參加這個

活動。 

     

2.因為對活動內容感到興趣，所以參加這個

活動。 

     

3.想要增進專業知識，了解詳細內容，所以

參加這個活動。 

     

4.想要滿足求知慾，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5.想要趁現在時間和腦力都很充分時多讀

點書，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6.自己想知道的都知道了，沒有求知的慾望

和理由，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7.想要找到好工作，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8.想要成為專業的資訊人員，所以參加這個

活動。 

     

9.想要取得良好的學歷，所以參加這個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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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想要培養第二專長，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11.對現在的工作很滿意了，職涯發展對我

來說根本不需要，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12.想要自我挑戰，提升能力，所以參加這

個活動。 

     

13.想要增加學習經驗，讓自己有成尌感，

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14.想要建立個人積極、奮發的形象，所以

參加這個活動。 

     

15.想要完成人生目標，滿足生涯規劃，所

以參加這個活動。 

     

16.想要的東西都有了，已感到滿足，所以

參加這個活動。 

     

17.想要出去工作能受人尊重，所以參加這

個活動。 

     

18.想要結交新朋友，拓展社交範圍，所以

參加這個活動。 

     

19.想要受(朋友、家人、老師)歡迎，所以

參加這個活動。 

     



71 
 

20.想要增加自己的工作機會或工作經驗，

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21.因為朋友都有參加這個活動，所以參加

這個活動。 

     

22.想要找到專題製作的隊友，所以參加這

個活動。 

     

23.覺得自己根本萬人迷，人際關係是捨麼

從來沒在意過，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24.因為參加這個活動可以增加工作機會，

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25.想要找到興趣方向或專長，所以參加這

個活動。 

     

26.想要培養自己的生活態度，所以參加這

個活動。 

     

27.為了不想沉迷於遊戲或工作壓力中，所

以參加這個活動。 

     

28.為了不想浪費多餘的時間，所以參加這

個活動。 

     

29.為了不讓以後發生只能做不想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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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負債累累的情況，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30.覺得自己有錢又有勢，危機意識捨麼的

根本不放在眼裡，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31.想要符合(朋友、家人、老師)的期望，

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32.因為(朋友、家人、老師)覺得你在讀書

方面有天分，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33.因為現在的公司都很重視英文能力，所

以參加這個活動。 

     

34.別人的意見或感覺完全不重要，自己覺

得好尌好了，所以參加這個活動。 

     

資料來源：廖志昇(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