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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數位學習之探討 

 
2.1.1 數位學習的定義 

 
各國目前都在推行數位學習，然而綜觀數位學習的演進歷史，在不同的階段

有不同的定義。資策會講師群所寫的《數位學習最佳指引》提到數位學習的演進

過程：依序是電腦輔助學習(CAL, computer aided learning)、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電子化學習(e-learning)以及分散式學習(distribution learning)。 

 
(1) 電腦輔助學習 

1960 年代在教育界開始研發的是電腦輔助學習，也有其他的文獻是用其他

的名詞，如 CAI、CAT、CBT、CBL 等，學習者透過與電腦互動來學習課程，基

本上不需要老師指導、同學討論，也不需要連上網路，所以也不會提供課程之外

的學習資源。 
 

(2) 線上學習 
網際網路出現後，線上學習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線上」代表透過網路連線

在網頁間進行學習，因此也有人用網路化學習(WBL, web-based learning)來取

代。線上學習的課程包含三個部分，分別是學習內容、互動活動及學習資源。學

習內容利用多媒體將課程所要呈現的文字、圖形、練習及測驗表現出來；互動活

動提供老師及學生討論功能，如討論板、聊天室；學習資源則提供與課程相關的

參考資料連結。為了支援線上教學、討論、學習記錄自動化、幫助管理教務等功

能，因此發展出管理學習系統(LMS,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這個線上學習最

重要的後端系統，也是線上學習不可或缺的。 
 

(3) 電子化學習 
電子化學習也稱為數位學習，除了電腦輔助教學及線上學習之外，還加上虛

擬教室(virtual classroom)及數位合作(digital collaboration)的功能，強調學習者之

間的即時討論及合作，所需要的技術和工具遠比線上學習的門檻高。 
 

(4) 分散式學習 
分散式學習除了包含電子化學習，還包含利用手機、個人數位助理(PDA)、

無線網路來學習，期許達到任何地點都可以學習的理想。 
考量當前台灣高中校園的網路環境，一般並無法提供電子化學習及分散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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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數位學習環境；另外，台灣在網路硬體的設置日趨完備，只要能上網，就能

進行線上學習，故本論文採用的數位學習乃指線上學習。 
 
 
2.1.2 線上學習平台 

 
線上學習的「線上」代表透過網路連線在網頁間進行學習，目前要實踐線上

學習並不困難，當紅的部落格佈落格(blog)簡單易用，因此許多教師利用部落格

佈落格放置教材，但另外一方面，因為部落格佈落格的開放性，使得教師辛苦製

作的教材放置在部落格中可以任意下載，這種開放性將降低教師放置精心製作教

材放置在上的意願。雖然有設定密碼的機制，但無法做到特製化的效果，所有學

生在blog上將看到一樣的畫面，有關私人隱私的內容不適合放置其中(例如：學生

成績)，因此本研究不採用部落格做為線上教學的平台。 
 
《線上學習》一書中曾提及電子資料中心主任溫桂誠的一番話，他說：「電

腦與網路教學衍生的問題，使得不少老師忙於解決和管理，可是這卻扭曲了教學

本質。」這句話道出許多第一線老師對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無力感。台灣

推行網路教學已有多年，且將「數位學習」列入國家型計畫，為了降低教師實施

線上學習的困難，由政府所提供的免費教學平台，如「K12 數位學校」

(http://ds.k12.edu.tw/)、「ET數位學園」(http://et.kshs.kh.edu.tw/)的建置，幫助老師

們只管「用」，不用「管」，可說是老師在網路學習的最大後盾。 
 
張偉遠(2003)針對西方國家所設計的十二個網路教學平台進行分析，綜合歸

納網路教學平台的功能歸為十四項：電子郵件、電子公告板、在線聊天、電子白

板、評分功能、學習跟蹤、學生網頁、技術支援、文件共用、檢索工具、問卷調

查、網上教材、補充教材、用戶定制。並進一步檢驗亞洲地區開放大學網路教學

平台功能，也沒有超過這十四項功能。 
 

表 2.1 知識分類與教學策略 
(資源來源：Oliver & Herrington，2001，第 31 頁) 

 
Oliver & Herrington (2001)指出知識可以分成：初階知識(initial knowledge)、

進階知識(advanced knowledge)及專家知識(expertise) 三種層次(表2.1)，而不同的

知識所採取的教學策略應不同。故若採取線上學習方式，應設計教學策略。若想

知識 知識內容 教學策略 
初階知識 事實、規則及程序 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如直接講課 
進階知識 理解、發展觀念 引導學生的教學方式，如鷹架教學法 
專家知識 分析、批評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如經驗 

http://ds.k12.edu.tw/
http://et.kshs.k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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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某個教學平台，所能使用的功能必被該教學平台限制，要實踐不同性質課程的

教學策略，可說是天方夜譚。若利用現成的教學平台，僅能使用既定的功能，無

法擴充功能，無法檢驗本研究的教學策略是否有效，因此也不採用。 
 
為了保護教師的智慧財產權，一個管理學習系統是必要的，它是線上學習最

重要的後端系統，負責了學生、老師、管理者的使用介面、教學工具管理、學習

工具管理、教務管理工具、教材庫及資料庫管理等等，說實在的，其建構的門檻

不低。然而在網路上有許多免費軟體，可以提供具有討論區的論壇，常見的有

phpbb、xoops、IPB、moodle等，都是具有類似管理學習系統的功能，原則上都

是利用 apache www伺服器、 php程式、及mySQL資料庫建構，而 appserv 
(http://www.appservnetwork.com/)將apache、php及mySQL包裝起來，一次就可安

裝完畢，而平台安裝過程類似，預計在一小時內都能利用個人電腦架設完畢。其

中moodle除了論壇功能，主要還是為了教學而設計，張原禎、徐新逸(2005)提出

moodle網路教學平台具有下列優點： 
(1) 免費安裝、簡單輕便、相容性高、低技術門檻介面。 
(2) 具有內嵌式的 HTML 網頁編輯器，可以直接進行線上教材編輯，或是展

現超媒體形式的討論發表。 
(3) 可以依教學者需求規劃各種外掛程式，自訂網站版面與風格。 
(4) 課程活動可以彈性安排，依教學進度或主題需求而立即調整。 
(5) 可呈現完整的線上學習歷程紀錄。 
(6) 教師可以自訂評分的量尺。 
(7) 課程可以備份匯出為壓縮檔，提供其他 moodle 平台使用，增加分享與

交流機會。 
(8) 符合 SCORM 標準，可匯出入符合 SCORM 標準的數位教材。 
(9) 支援數學公式 TeX-Syntax 運算符號語言。 
 
 
 
 
 
 
 
 
 
 
 
 
 

http://www.appservnetwo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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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傳統的線上學習與 Moodle 的比較如表 2.2。 
 

表2.2 傳統教學平台與Moodle的比較(引自林敏慧、陳慶帆，2004) 
項目 傳統網路教學平台 Moodle 

研發目的 
遠距教學，教學計畫專案、企

業訓練等服務平台 
主要為教學領域而服務，不限對象及範

圍 

研發人員 聘僱專案團隊 
系統為模組式發展，任何人都可以依需

求，撰寫模組供大家使用，即使不會撰

寫程式，也可以自行下載模組使用 
軟體使用

權限 
通過認證、購買或是試用軟體 自由免費軟體 

技術支援 依製作需求選擇 以PHP程式語言為主 

系統規模 
遠距教學或是線上課程，屬於

大型的網站建置規模 
依教學需求可建置大、中、小不同類型

的網站 

安裝方式 
專員建置管理，需要專用的伺

服器 
可自行安裝、檔案容量小，攜帶方便 

變更與維

護 
不能輕易變更 可利用模組物件，輕易安裝與反安裝 

版面配置 
固定樣式，只有部分平台功能

可做版面變更 
能做版面區塊與色系變更 

優缺說明 
專案管理，具有一定的教學規

模，但是技術複雜，機動性低

模組物件化、機動性高，可支援各種性

質的教學網站 
 
有鑑於 moodle 是專門為了教學而設計的學習平台及其優點，因此本研究利

用個人電腦安裝 appserv 及 moodle 作為實驗平台，並增加其功能模組，以進行實

驗驗證教學策略是否有效。 
 

 
2.1.3 線上學習的教學型式 

 
線上學習教學型式可利用不同的觀點來分類，如依據教師與學生是否要同時

上線的同步與非同步教型式，也有依據教學內容主要是影音或是文字來分類，另

外學習方式是由教師主控或是學生主控也是另一種分類。楊家興(2003)觀察教師

利用網路教學的型式，整理成線上教學模式、課業輔導模式及面授資源模式三類

(圖 2.1) 
 
(1) 線上教學模式 

意指教師將課程教材設計完畢之後，放在教學平台上，以「線上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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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面授」的方式，從事教學的工作。 
 
(2) 課業輔導模式 

意指教師維持一般的教室教學，但同時又利用教學網站來做為教學支援，給

予學生課後輔導的功能。 
 
(3) 面授資源模式 

意指教師在教室面授教學時，不以平常口述講述型態的教學方式，改以利用

教室電腦連上網路，以與課程相關的網頁內容做為教學資源，成為融入式的「面

授資源模式」。 
 
 
 
 
 
 
 
 
 

圖 2.1：學校使用網路教學的模式 
(資料來源：楊家興，2003，第 300 頁) 

 
因現行高中教師必須在教室中上課，另外，具有網路的電腦教室有限，無法

常態性的商借使用，線上教學模式及面授資源模式並不可行，因此本論文採用的

線上學習方式為課業輔導模式。 
 
 
2.1.4 線上學習的特點 
 

線上學習具有如下的特點：(葉艷靜等，2003；林秋華，2006) 
(1) 時空分離性：教師和學生在不同的地點進行教與學的行為，若是在非同

步的情況下，教師與學生會在不同的時間進行教與學的行

為。 
(2) 學習便利性：線上學習創造一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環境，不受空間

與時間限制，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只要能上網，就能

學習。 
(3) 個別化學習：線上學習可以讓學生依照本身的學習狀況安排學習進度及

學習速度，甚至提供個別化的學習過程，這是傳統教學無

網路教學的模式 課業輔導模式

線上教學模式

面授資源模式

課業輔導模式

線上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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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做到的事。 
(4) 整合多媒體：Web 界面具有將不同的電腦資料檔整合在一起的能力，創

造出具有聲光影音的學習教材。 
(5) 重覆使用性：線上學習的學習教材需要由教師事先設計歸劃，學習教材

一旦做好，可以讓學生重覆瀏覽、使用，沒有次數限制，

效益隨著時間增加。 
(6) 內容無限性：線上學習利用超連結將相關的學習內容連結在一塊，將學

習內容無限制地加寬、加廣。 
 
陳萌智(2003)歸納線上學習具有如下的優點：  
(1) 發揮資訊的流通性：在網路上資訊是以數位方式公開儲存，當學習過程

發生困難時，可以迅速獲得協助。 
(2) 超越時空限制：只要能上網，就可不受時間與地點的限制，對於在職進

修者或偏遠地區的學習者，可以提供學習管道。 
(3) 重視個人隱私：匿名學習的環境可以減少直接面對面學習的壓力，使得

內向的學習者也有發表看法，參與討論的機會。 
(4) 公平的學習機會：在網路環境中，每個人的學習機會是均等的。 
(5) 適合教學管理：教學者透過管理系統可查看學習者的學習進度，了解學

習狀況，有助於給予分析個別學習者的問題，藉以提供協助，並做為增

加或修改課程內容之參考。 
(6) 兼顧教師教學品質：上課內容可藉由線上影音教材傳送給學生，並進行

上課互動討論及測驗等活動，增加教師教學能量。 
(7) 因材施教，掌握學習進度：學習者可自行控制學習速度與進度，重聽影

習教材，並藉由討論區交換學習心得，瞭解同學學習程度，增加學習動

力。 
(8) 跨越入學障礙：傳統學習管道需取得入學資格後，方能進行學習；網上

教學能跨越障礙，紿予對學習新知及技能有需求的人一個學習管道，並

能無限制地擴充學生人數。 
(9) 降低教學成本，提高教學品質：初期建構網路課程時，雖然要花較多時

間在錄製影音及製作網頁教材上，但是日後僅需部分增修，當學生不懂

時，老師不需再次講授，可由學生自行再學習，所節省的時間，可做為

教學品質的改良或從事其他的研究工作。 
 
陳萌智(2003)歸納線上學習同時也有如下的缺點：(陳萌智，2003) 
(1) 缺乏人際互動：現行的網上教學系統雖然提供許多人際溝通互動的工

具，但是由於缺乏學習動機或其他因素，導致學習者在網上教學環境中

以瀏覽與授課內容為主要活動，人際互動相較於傳統教學環境缺乏。 
(2) 缺乏認同感：學習者仍希望是由教師授課，而不是經由網上教學平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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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學習者與網路教學系統之間並沒有情感，需要教師用心經營，並使

用許多教學策略，方能凝聚成一個有向心力的學習社群，否則容易使學

習者缺乏學習動機。 
(3) 不容易集中學習專注力：學習者在線上學習時，容易因環境干擾，再加

上教材內容可能設計不當、或是教材資訊過載，將會導致教材內容不容

易保留在學習者之記憶中。 
(4) 無法掌握資訊，以進行深度的學習：網路教學具有豐富、多元與動態性

的學習資源，若沒有學習目標指引，則容易造成學習迷失，且較難進行

深入的學習。 
 
整體而言，線上學習強調的是學習者本身的自主學習，對於缺乏學習動機或

是自制力較弱的學習者而言，線上學習反而會使其無所適從，網路學習的學生較

傳統學生更需有學習自主性。由於網路教學強調自主學習，因此如何引發學習動

機顯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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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數位學習理論 

 
線上學習為人所稱道的其中一項特點乃為數位教材的「可重覆瀏覽性」，意

即可讓學生不斷閱讀線上教材，直到理解為止，並不急於短時間裡理解一堆概

念。然而這項特點也可能使得學生發揮人類的惰性，認為學習資源豐富，反而不

積極、不專心參與，這對學習來講，反倒不是好事。楊國德(2002)便指出線上學

習的只是運用科技來傳送教材，無法增進學習者的批判思考能力。換句話說，線

上學習所設立的學習平台和老師一樣，都只是知識的載體，不能保證學習的成

功。因此需要從教育、教學、學習等各方面的理論來檢視線上學習，從中找出線

上學習的原則。 
 
 
2.2.1 鷹架學習理論 
   

「鷹架」(scaffolding)的基本概念是源自蘇俄心理學家 Vygotsky 的學習理

論。他認為人類的認知發展過程是在社會互動之下，最初利用外在的工具(仲介

物)來幫助學習，而後再利用工具擴展活動的範疇，直到新的心理功能提升至較

高層次的發展，這個把外在操作轉化成內在重建的作用稱為「內化」。而知識經

過「內化」的過程後，才能轉變成個人內在的意義。Vygotsky 將認知發展分成實

際的發展層次及潛在的發展層次，前者是指個體能夠獨立解決問題的層次，後者

則是需要在他人(教師、同儕中較優秀者)引導或合作下才能解決問題的層次。

Vygotsky(1978)稱這兩個層次之間的差距為「最近發展區」(ZPD,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張春興，1996；林生傳，2004)  

 
從教育的觀點來看，可視「最近發展區」為個體心智能力的可變性或可塑性，

因此，最近發展區為教育提供了發揮的空間。張春興(1996)說明 Vygotsky 的最近

發展區在教育上有兩個重要涵義： 
(1) 教學的最佳效果產生在最近發展區； 
(2) 適時輔導學生是教學的不二法門。 
 
「鷹架理論」是奠基於 Vygotsky 的最近發展區的概念，主張學習的過程是

由教師提供一個暫時性的支持來協助學生發展學習能力，這個暫時性的支持(鷹
架)可能是一種教學策略或教學工具，隨著學習者能力的提升，便逐漸將學習責

任轉移至學生的身上，最後讓學生能主導學習，並經由學習建構出屬於自己的知

識。換句話說，鷹架的功能就是幫助處於實際發展層次的學習者，跨過最近發展

區，進而達到潛在發展層次。(張春興，1996；林生傳，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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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萌智(2003)依此理論，歸納線上教學的原則：  
(1) 在線上教學中，由教師或知識領域專家充當學習者能力發展的鷹架。 
(2) 對學習者的支持程度依學習者當前的狀況而加以調整。 
(3) 當學習者的能力增進時，教師的支持數量應隨之遞減。 
(4) 對學習者的支持與工作難度成正比。 
(5) 對學習者的支持應以逐步漸進和隨時校正的動態方式進行。 
(6) 以逐漸使學習者能獨立學習為目標。 

 
因此鷹架理論實施教學時，教師能否適時給予學習者必要且適宜的輔導協

助，會是教學成敗的關鍵。如果只是利用學習平台將學習者置於最近發展區內獨

自學習，則面對新知識的困難，反使學習者無所適從，故可視線上學習為一個鷹

架，但教師應在當中持續注意每個學生的需要，給予協助，方能增進學習效果。 
 
 
2.2.2 建構理論 
 
  建構理論並不是一個單一的理論，而是有許多派別(Watts & Bentley，1991)
根據 Glaserfeld 歸納建構主義的三大共同主張為(林生傳，1998)： 

(1) 知識不是被動承受或由感覺及溝通得到的，而是認知的主體主動建造起

來的。 
(2) 認知的功能是為了調適，即適應實際的生活。 
(3) 認知的功能在於組織認知主體的經驗世界，不在於發現客觀的本體世

界。 
 
因為學習者是根據已有的知識來理解周遭的環境，所以學習者知識的形成乃

是主動建構，而不是被動的接受，因此由建構主義的觀點而言，教學者只是學習

活動的促進者，而不是教學活動的主控者，其任務僅在協助學習者建構自己的知

識；反觀學習者成為學習活動中的主角，有責任依本身的經驗來建構知識，應主

動、積極參與，利用與同儕及教師討論相關的看法，從而檢視自己原先的知識，

藉以建構出更恰當的知識。 
 
傳統的教學講述方式，其實學習者仍會產生知識建構，但卻容易面臨以下問

題：(張新仁，2003) 
(1) 學生的概念結構各不相同，教師的講述不容易引起每個學生產生困惑的

感受，進而主動調適其概念結構。 
(2) 學生想法中的問題所在各異，教師的講述不容易切合個別學生的需求，

進而引導其修改或重組概念結構。 
(3) 學生「可能發展出來的能力或知識」有別，教師講述可能讓學生無法理



 16

解。以數學教學而言，教師所傳授的往往是最精簡、最有效率的解題方

式，但也由於是最精簡和最有效率的方式，造成學生無法理解為什麼要

這樣算，進而採取「記憶」和「模仿」的方式學習，如此一來，對學生

解題能力的幫助便有限。 
 
陳萌智(2003)依此理論，歸納網上教學的原則： 
(1) 教學者應以學生為中心，鼓勵學生主動學習，讓學習者有與他人合作與

分享經驗的機會。 
(2) 在教學目標上，建構主義除了強調學習者對於教學內容的熟悉、記憶、

理解與應用外，更應藉由調適的學習過程，對重要的概念和方法建立一

個正確、協調一致且層次分明的認知結構。 
(3) 在課程設計與發展，除了考慮學理的依據及教學經驗外，更須考量到學

生的特性，如先備知識、學習風格、學習動機、社會期望。 
 

線上學習可以讓學習者依自己的能力安排進度以主動建講知識，並可利用學

習平台上各種互動功能與教師及同儕討論，可謂是一種有利於學習的學習環境。 
 
 
2.2.3 學習動機理論 

 
就建構理論而言，學習者會進行學習活動乃肇因於調適，是為了建構出能夠

適應環境的知識，如果學習者的知識無法適應環境的要求，內在會感到困惑，為

了去除困惑，學習者必須修改原有的知識或加入新的知識以求重新適應。然而根

據研究者的觀察，在實際教學現場中，學習者在學習活動中，如果遇到無法適應

的情況下，未必會選擇「調適」的手段，也許也採取「忽略」的方式來面對，因

此，錯誤的觀念(學習者所建構的知識)會一直重覆，而無法改變。 
 
影響一個人的學習成就因素有很多，主要受兩個大因素控制：一是智力、一

是動機。智力是指學習的能力，偏重於先天的秉賦；動機是運用智力的動力，易

受成人及師長的影響。而動機是一切學習的原動力，一個成功的學習的背後，一

定受到動機的支持。(陳萌智，2003)  
 
張春興(1996)定義學習動機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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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定義將學習者的學習與

教學者的教學連結在一起。動機若是由內在需求而產生的，稱為內在動機，如好

奇、追求成就、求知等；若是受外在環境因素影響而形成的，稱為外在動機，如

獎勵、懲罰、競爭等，亦有人稱之為誘因。再將誘因依學習者的喜好可分成「正

誘因」(如：獎金、獎品)及「負誘因」(如：懲罰、禁足)，在教學上，經常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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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負誘因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教師教學的成敗決定於學生的學習，在其他條件

(如教材教法及學生智力等)相似的情況下，學生學習成績的高低，將決定於他是

否努力，努力是學習動機的表徵。(張春興，1996) 
 
就學生動機的強度而言，一般的現象是自小學一年級起，學習動機的強度隨

年級的升高而降低。依據 Covington 的研究，高年級的學生因經過多次競爭的成

敗經驗，對能力與努力兩因素與成敗關係，有了新的觀念，不再認為能力和努力

看得同樣重要，而認為努力有好成績的學生，表示他的能力較低(能力低的人才

努力)。在長期的考試經驗中，學生們體驗到付出極大努力而後仍然失敗時，會

感到羞愧痛苦，而且可能因懷疑自己能力不如別人而喪失自尊自信。反之，如未

經努力而遭到失敗，心理縱然失望，但受到的挫折反而較低，而且自己還可以用

「未努力」的文飾作用來安慰自己。(張春興，1996) 
 
陳萌智(2003)依此理論，歸納網上教學的原則：  
(1) 對學習者提出明確而又適度的期望和要求。 
(2) 給予學習者清楚而又及時的回饋。 
(3) 注意評估、回饋和獎勵的次數。 
(4) 了解學習者對獎勵的效用。 
(5) 使所有學習者都有得到獎勵的可能性。 
 
線上學習需要學生的自主學習，因此在課程設計上需要引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以趨動學生上網學習。由於某些學習者長期的在考試的挫敗中，可能會以「未

努力」來作為低成就的藉口，因此就學習動機理論的觀點，線上學習應給予明確

的教學目標及要求，及所有學習者(不分高成就及低成就的學習者)都可能靠著努

力便可達成的可能性，並提供回饋。 
 
 
2.2.4 自我導向學習 
 

依建構理論，知識的建構乃是在學習者的知識所能觸及的地方，而人為了生

存，會很自然地學習，以調適已有的知識。然而在知識發生衝突時，學習者並不

一定會採取調適的做法，也許是採取忽視的方式，其實可以視為學習者選擇不學

新的知識，堅持本身是正確的結果。因此那些知識要學？那些知識不學？是由學

習者本身自己控制的。 
 
自我導向學習的定義可從三點來看(林生傳，2004)： 
(1) 自我導向學習是一種歷程：學習者針對自己的學習，設定實際可行的目

標，積極尋求可資運用的資源，選用適當的學習策略，並能針對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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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結果進行評鑑。 
(2) 自我導向學習是一種人格特質：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個人內在的成

長，學習者擁有自由與自尊，自己為學習負責。 
(3) 自我導向學習是一種學習型態：是一種在學習情境中行動和思考的方

式，這種學習方式讓學習者感到舒適，並且有能力運用它。 
 
 
 
 
 
 
 
 
 
 
 

圖 2.2、胡夢鯨(1996)自我學習循環模型 
(資料來源：林生傳，2003，第 74 頁) 

 
胡夢鯨(1996)說明自主學習循環模型包含 5 個意義：(林生傳，2004)： 
(1) 自主學習：學生自主學習是此模型的核心，而自主學習概念包含了自主

意識、自主決定和自主參與。 
(2) 正規自我導向學習：學生進入學校，由教師引導進行自我導向學習活

動。依學習者的自主學習程度，教師扮演不同的角色，共分三個階段：

教師中心、互動中心及學生中心。 
(3) 非正規自我導向學習：指學生在學校外各種教育機構中的學習而言，

如：文化中心、圖書館及博物館等公、民營機構進行學習。有此有教師

指導，有些則由學習者自我蒐集資料，完成學習活動。 
(4) 非正式自我導向學習：學生並不參與學校或機構的學習活動，沒有教師

指導，完全由學習者負起學習責任，自主性也最高。例如：閱讀書報雜

誌、參加旅遊休閒活動、參加藝文展演活動或參加班級讀書會活動。學

習者要有高度自我導向學習動機與能力，並熟悉自我導向學習的方法，

才可能收效。 
(5) 自主學習的循環：此模式最重要的概念就是「循環」，包含三種意義： 

○1  任何一點均可作為學習起點(正規、非正規或非正式)； 
○2  是一項永續學習的長期歷程； 
○3  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的自我導向學習，三者等量齊觀。 
 

正規
自我導向學習

(學校)

非正規
自我導向學習

(機構)

非正式
自我導向學習
(非機構)

自主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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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是在正規(學校)、非正規(補習班)及非正式(報
章雜誌的重點摘要、相關報導)的三種學習管道中學習，並加以組識建構其本身

的知識，線上學習也只是其中一個方式，在自我導向的學習觀點，學習者會選擇

自己較喜愛的方式學習。因此在網上教學的設計上，應給予使用學習管道的自

由，但為了避免學習平台不被使用，應設計其他管道無法取代之教學功能，使得

教學平台有學習的利基，再與其他管道相輔相成，以收教學之效。 
 
 
2.2.5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在數位學習的演進史上，線上學習之所以能勝過電腦輔助教學的一個原因就

在於人際關係的互動，因此在現行的學習平台中，都很強調互動的功能，並期望

透過線上合作學習的方式，促進學習。 
 
張卜仁(2003)說明「合作學習」是結合教育學、社會心理學、團體動力學等

的一種分組教學設計，主要是利用小組成員間的分工合作、互相支援，去進行學

習；並利用小組本位的評核及組間比賽的社會心理氣氛，以增進學習的成效。目

的在使學習活動成為共同合作的活動，其成敗關係團體的榮辱。其理念乃是以學

生為中心的教學活動，期望以學生的主動合作學習的方式來取代教師主導的教學

模式，讓教師做為一個營造合作學習氛圍的製造者、促進者。在合作學習中，是

以學生自己內發動機及同儕的激勵來控制自己的行為，努力進行學習。 
 
由上述可知合作學習的構成包含三項要素：(林生傳，1988) 
(1) 任務結構：利用異質性小組合作完成任務的方式進從學習。 
(2) 酬賞結構：運用正增強的方式增強學習行為。 
(3) 權威結構：指設計由誰主導教學活動的進行。 
 
從鷹架學習理論而言，教學者需要負責整個教學設計，是提供鷹架的角色，

但是在大班教學中，要由教學者要給予每個同學需要的鷹架，實屬不易，然而在

學習者當中，其實也有學習狀況較佳的同學，可以成為其他同學的鷹架，合作學

習就是基於這個基礎，而發展的教學方法。 
 
從建構理論而言，當學習者被分組之後，形成各個較緊密的小團體，相較於

傳統教師講述的方式，小組成員之間會有較多的互動，在溝通的過程中，比較容

易碰撞出需要調適知識的情況，促使小組成員進行知識的重新建構，以支持後繼

的學習活動。 
 
從學習動機理論而言，合作學習之所以有效，乃是基於外在獎勵及目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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刺激內在動機的結果。就獎勵結構而言，Slavin(1990，1995)認為個人績效責任

及小組公開獎勵可以增進內在動機： 
(1) 個人績效責任：小組成績是由小組各成員的分數累積而得，因此每個人

都必須盡最大的努力。 
(2) 小組公開獎勵：小組優勝可得到獎勵是一個公開的誘因。 
 
而就目標結構而言，Deutsch(1949)認為有三種不同的目標結構：合作的目

標結構、競爭的目標結構及個別的目標結構： 
(1) 合作的目標結構：個人的目標將致力於幫助他人達到目標； 
(2) 競爭的目標結構：個人的目標將致力於阻止他人達到目標； 
(3) 個別的目標結構：個人的目標與他人無關。 
 
合作學習對學習者而言，也許本身就有內在動機(例如對該學科有興趣)，亦

或許為了追求團體的榮譽、或是因為其他同儕對優勝的期望，不論是那一種動

機，在合作學習的情境中，目標結構將促使小組成員團結合作，而參與學習活

動，營造一個只有團體成功，個人方能達到目標的情境。因此為了達成個人的

目標，團體內各成員必須互相幫助，也要激勵同伴盡最大的努力，進而增強團

體內各成員的學習行為，最後增進學習成就。 
 
張春興(1996)整理 Johnson&Johnson 等合作學習大師的觀點，說明在設計運

作的過程中，必須包括五個特徵： 
 

(1) 分工合作 
合作學習是以責任分擔的方式來達成同一目的。意即，每一個學生必須了

解，工作是大家的責任，成敗是大家的榮辱；二則，工作分配要適當，需考量每

個學生的能力、經驗及個性，做合理的安排。 
 
(2) 密切配合 

合作學習按照學習活動任務，會有不同的工作需要完成，在不同的時間點要

做不同的事，當多人參與工作時，更是需要密切配合，才不會有秩序大亂的情況，

也才可能發揮合作學習的效果。 
 
(3) 各自盡力 

合作學習的其中一個基本理念是要消除傳統教育上的一個缺點——視其他

同儕為競爭對手，造成彼此敵對——改為同心協力追求學業成就。如此，合作學

習的結果，大家都是成功者，沒有失敗者。然而，想要達到此一理想，必須是團

體中的各成員都盡力把自己分擔的工作做好，並盡量幫助他人。也因此合作學習

的成就評量主要是以團體表現來計算分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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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互動 

由於合作學習的成效是由團體內的成員互動作用而來，因此在學習的過程

中，需要在態度上互相尊重，在認知上集思廣益，並在情感上互相支持。為了達

到這樣的結果，學生必須具有語言上的表達能力(或某種程度的溝通表達能力)及
待人處事的基本社交技巧。也因此有人視合作學習法最主要的價值為：發展學生

合作過程中的人際溝通能力，培養團體精神，而非學會課堂上的知識。 
 
(5) 團體歷程 

團體歷程(group process)是指經由團體活動而達成預定目標的歷程，其中可

能的歷程有：如何公平地分工、如何彼此監督、如何處理困難，如何維持成員間

的關係，都是學生們可以從合作學習中學習得到的能力。 
 

莊旭瑋(2002)所歸納的合作學習亦有五項特質：積極互賴、面對面助長互

動、個人績效、社會技巧，團體歷程，分別與張春興所歸納的五點呼應。並將一

般學習小組與合作學習比較，如表 2.3 所示： 
 

表 2.3、合作學習小組與一般學習小組的比較(引自莊旭瑋，2002，第 25 頁) 
合作學習小組 一般學習小組 

積極的相互依賴 消極的相互依賴 
共同責任：成員們同時必須為自己和他人

的學習負責，注意整體的成就

自行負責：只對自己負責，只注意自

己 
同時具備個人和團體績效責任 只有個人績效責任 
促進彼此的成功； 
是真正的合作； 
彼此互相幫助和支持 

分配任務時沒有考慮承擔其他人的

學習 

分享的領導方式：強調協同工作

(teamwork)技能； 
成員們被期待使用社會技能； 
組長輪流擔任 

指揮的領導方式：忽略協同工作技

能； 
指派一位組長督導成員們參與情形 

直接教導社會技巧 忽略社會技巧 
教師觀察並介入 教師忽略團體之運作 
進行團體歷程：強調歷程和持續性的改善 沒有團體歷程：以個人為酬賞對象 
 

從 1970 年代之後，合作學習開始受到重視，目前已發展出許多種方式，林

生傳(2004)歸納較常見方式的有「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 students teams 
achievement dividion,)、「小組遊戲競賽法」(TGT, teams games tournament)、「小

組輔助個別化學習法」(TAI, team assisted instruction) 、「合作統整閱讀與寫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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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 cooperative integrated reading and composition)、「拼圖法」(jigsaw)、「共同

學習法」(LT, learning together)、「團體探究法」(GI, group investigation)等。 
 
張新仁等(2003)說明各種合作學習方法如下： 

 
(1)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 

乃是 1978 年由 R.E. Slavin 所發展，為合作學習法中最容易實施的方法，因

為此方法對教師的上課講授方式、評鑑方式與傳統方式並無太大差異。此方法共

有五個流程： 
○1  全班授課：由教師介紹課程內容 
○2  分組學習：教師依學生的能力水準，將學生做異質分組 
○3  實施測驗：學生藉由個別小考來評鑑其學習成果 
○4  計算個人進步分數：個別學生的過去成績為基準，以進步分數為小組積

分比較小組勝負。 
○5  表揚：利用公佈欄或其他社會認可方式表揚優勝小組及特別優秀的學生。 

 
(2) 小組遊戲競賽(TGT) 

此方法是由 DeVries 和 Slavin(1978)所發展，相較於「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除了以學科遊戲競賽代替小考，以能力系統代替進步的分數外，其餘部分大致相

同。其中學科遊戲競賽及能力系統說明如下： 
○1  遊戲競賽：以該單元教材為內容，採抽題回答的方式進行。在各組中挑

選程度相當的同學代表各組參與競賽，每個參賽同學會抽到

一個題目，如果答對，就得分；如果答錯或不會，則其他同

學可搶答，每一輪競賽結束後，各組再換其他的同學參與競

賽，最後依競賽結果比較各組的勝負優劣。 
○2  能力系統：每組的第一名在第一桌比賽，第二名在第二桌比賽，以此類

推，每一輪結束後，各桌的第一名會升到前一桌，各桌的最

後一名會降至下一桌。 
 
3. 小組輔助個別化學習法(TAI) 

此方法是由 Slavin(1995)所發展，適用於三至六年級的數學科教學，其特點

在於結合合作學習與個別化學習。其流程如下： 
○1  異質分組：建立 4～5 人的異質性分組 
○2  安置測驗：使老師了解學生的起點行為，用以決定個別化學習的教材。 
○3  自我教學：學生小組中利用教材自我學習。 
○4  小組學習：上課時，利用 10～15 分鐘，由教師召集各組同質性同學進行

同質組教學，介紹課程內容並幫助學生解決問題。之後小組

成員利用答案單彼此檢查習作，並討論問題。所有同學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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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形成性測驗後，才能進行單元測驗。 
○5  小組評分：利用最後的單元測驗作為小組分數，用以決定優勝小組，給

予表揚。 
○6  全班教學：每三週進行一次為期一週的全班教學，綜合整理學習單元。 

 
4. 合作整合閱讀與寫作法(CIRC) 

此方法是由 Slavin(1995)所發展，適用於三至五年級的閱讀與寫作教學，其

特點是將傳統的閱讀(reading)、寫作(writing)及語文(language art)三種互相孤立的

課程結合在一起。 
 
5. 拼圖法一至四代(Jigsaw) 

此方法是由 Aronson(1978)及其同事所發展，方式是讓學習小組的每位成員

各自學習教材的部分內容，之後再互相教導其他成員，以增進小組間彼此的依

賴。Slavin(1986)加入 STAD 的「小組獎勵」及「進步分數」，增強其結構，謂之

拼圖法二代(Jigsaw II)。Jones 和 Steinbrink(1988)再加入「考前合作複習」，使成

員在小考前，與同組成員共同複習教材內容，互相提問，謂之拼圖法三代(Jigsaw 
III)。簡妙娟(1999)在「考前合作複習」加入「教師回饋」，使教師解或的功能得

以發揮，謂之拼圖法四代。 
 
6. 共同學習法(LT) 

此方法是由 Johnson(1975)所發展，其實施方法先建立 4～5 人的分組，然後

學生根據教師指派的工作單一起學習，在工作完成後，繳交工作單，作為小組獎

勵的依據。 
 
7. 團體探究法(GI) 

此方法是由 Sharan 等人(1976)所發展。教師首先解說一個較大的主題，然後

將學生做興趣分組，並擬定有興趣的子題，藉由資料的搜集、組織、分析、討論

的過程，統整小組探究結果，最後在發表的過程，進行教師與同儕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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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合作學習方法適用範圍及特點分析(引自張新仁，2003，第 429、430 頁) 
適用範圍 

方法 
年級 學科 

特點 

學生小組成

就區分

(STAD) 

國小～高

中、成人 

任何有單

一正確答

案的學科 

1.經常性的小考提供師生立即性的回饋

2.以進步分數鼓勵學習 
3.適用於大部分學科 

小組遊戲 
競賽 

(TGT) 

國小～國

中 

任何有單

一正確答

案的學科 

1.學生享受競賽的樂趣 
2.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 
3.適用於大部分學科 

小組輔助個

別化學習法

(TAI) 

國小 3～6
年級 

數學科 
1.滿足學生個別差異 
2.教材完整提供練習機會 
3.有效增進數學技巧 

合作整合閱

讀與寫作法

(CIRC) 

國小 3～5
年級 

語文 
1.設計一系列活動並提供練習機會，能

增進學生語文能力 
2.統整閱讀、寫作和語文 
1.強調成員間的相互依賴 
2.發揮同儕教導的功能 
3.增進討論表達能力 
4.適用於自由研究的學科 

拼圖法

(Jigsaw) 
 

拼圖法二代

(Jigsaw II) 

國小 4 年

級以上 
社會、文

學、科學 
5.經常性的小考提供師生立即性的回饋

6.加入團體獎勵增進學習 

共同學習法

(LT) 
國小高年

級～高中 
數學、科學

1.強調建構合作學習環境 
2.重視互動、團體歷程 
3.教導合作技巧 
4.以團體作業方式進行，共同完成並呈

現團體學習成果 

團體探究法

(GI) 
國小高年

級～高中 

文學、語

文、科學、

社會 

1.提供多方面的學習作業活動 
2.學生進行主動多向的溝通 
3.增進高層次的認知能力 

 
然而進行合作學習可能會遇到的困難有：(蔡明達，2003) 
(1) 秩序維護：分組討論時可能會離題、聊天，甚至因音量過大影響其他班

級。 
(2) 強弱分明：讓學生行自分組，易有強弱組明顯差異。 
(3) 進度落後：合作學習會比講授教學的進度慢。 
 
面對合作學習可能會有的困難，本研究使用講述教學實施課堂教學，只在線

上學習實施合作學習，可避免秩序維護及進度落後之問題，至於分組方式依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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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S 形分組，可避免強弱分明的問題。 
 

觀察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的高中數學課程，因為節數的縮減，造成每位教師都

有趕課的現象，上完課後沒有時間幫同學們做複習，便要舉行定期評量(期中、

期末考)，因此採行對老師影響最小之合作學習法。然而，為了增進同學們主動

學習的態度，降低同學們對小考的懼怕感，因此採用「小組遊戲競賽」，期望能

設計一個在網路上進行的學科遊戲競賽，增進同學們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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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遊戲式學習理論 

 
2.3.1 遊戲的定義 
 

自古以來，人類各文明都有遊戲的記載，西方有柏拉圖(Plate)在《理想國》

一書中描述幼兒們分成兩隊，將一面白一面黑的蠣殼丟出，看結果是黑是白決定

那一隊要逃，那一隊要追的追逐遊戲；在中國也有《列女傳》記載孟子在不同的

生活環境模仿成人的行為，做為遊戲，乃有「孟母三遷」的故事。(蔡淑苓，2004)
甚至不只人類有遊戲的活動，在動物界裡也可以看到遊戲，可說遊戲是生物的共

同特性。 
 

表 2.5、皮亞傑之幼兒「認知發展階段」與「遊戲分期」表 
(引自蔡淑苓，2004，第 26 頁) 

認知發展階段 遊戲分期 
練習性遊戲 
象徵遊戲 

感覺動作期(0~2 歲) 
運思前期 (2~7 歲) 
具體運思期(7~11 歲) 
形式運思期(11~15 歲) 

⎫
⎬
⎭
規則遊戲 

 
就人類而言，在不同的年紀，會進行不一樣的遊戲。皮亞傑將人類的認知發

展分成感覺動作期(0~2 歲)、運思前期(2~7 歲)、具體運思期(7~11 歲)及形式運思

期(11~15 歲)，而在不同的認知發展階段，會進行不同的遊戲，說明如下：(蔡淑

苓，2004) 
(1) 練習性遊戲：嬰兒利用不斷重覆聲音及動作，藉由味覺、聽覺、觸覺認

識環境，逐漸形成對環境的認知。 
(2) 象徵遊戲：幼兒會假裝、想像，會利用象徵物代替實際物體進行遊戲，

如把掃把當馬騎，把草當辦家家酒的佳餚。 
(3) 規則遊戲：兒童會將遊戲內容加上規則，並要求所有參與遊戲的兒童也

要遵守遊戲規則。在規則遊戲中，隨著兒童的年齡增長，會建構共同需

要遵守的規則，或是分組競賽，以增加遊戲的複雜度及趣味性，以滿足

挑戰性。當一個遊戲不再有挑戰性(或者說玩膩了)，兒童會再加上其他

的規則，或換一個遊戲來玩。 
 

因為不同的年紀會從事不同的遊戲，而規則遊戲會因為兒童在社會化的過程

經過協商而變形成各式各樣的遊戲，因此，許多學者覺得遊戲非常難給予一個操

作型定義，Matthews, M.S. & Matthews, R.J., (1982)採用範典個案方式，指出遊戲

是很容易被指認出來的，因此通常是給予遊戲的特徵。(廖信達，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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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書銘(2002)統合 Dempsey、Lucassen、Haynes 和 Casey(1996)的看法，說明

規則遊戲應具有四項特徵： 
(1) 遊戲是一組活動，包含一個或多個玩者。 
(2) 它具有目標、限制、報酬和結果。 
(3) 遊戲是人為規則導向。 
(4) 遊戲包含某種程度的競爭，即使是在遊戲中和自己競爭。 

 
 
2.3.2 心流理論 
 

人類在不同的認知發展階段，會進行不一樣的遊戲，因此，成人可能會覺得

兒童的遊戲不是遊戲，甚至成人不覺得有什麼好玩的，但是兒童卻在遊戲中玩

「瘋」了， 可能是玩到不知道時間回家？或是注意力完全放在遊戲中，而沒有

聽到家長的呼喚，完全沉浸在遊戲的樂趣當中。 
 
Csikszentmihalyi(1975)提出「心流理論」(flow theory)來說明這樣的心理狀

態，亦有人將心流理論翻譯成「沈浸理論」，或音譯為「福樂理論」。所謂心流

(flow)，是指：「使用者進入一種共同經驗模式，在其中使用者好像被吸引進去，

意識集中在一個非常狹窄的範圍內，所以一些不相關的知覺和想法都被過濾掉，

並且喪失自覺，只對具體目標和明確的回饋有反應，透過對環境的操控產生一種

控制感。」簡幸如(2004)形容「心流經驗是一個人全神地投入一個活動，其他事

對他(她)而言都不重要，如同意識被集中在一個範圍內而其餘事都被過濾掉一

般；過程的本身就是一種愉稅與對環境的控制感，以致於會樂意的投入該活動。」

Ghani 和 Deshpande(1994)更說明在心流的狀態時具有兩個特微：(1)在活動中會

非常專心；(2)在活動中引導出愉悅。 
 
通常這類的活動是目標導向的，如閱讀、攀岩、電玩、解謎等活動，當人們

處在心流的狀態，會讓當事人重視過程而非結果，且不易感到時間的流逝。而目

標導向的活動，活動所提供是的挑戰，活動的目標是要克服挑戰，要克服挑戰需

要擁有相對應的技能才能完成，Kiili(2005)引用Csikszentmihalyi的圖「Three 
Channel Model of Flow」說明心流的產生。當人們擁有的技能高過挑戰時，他們

將對這樣的挑戰感到無趣；但是當人們擁有技能不足以應付挑戰時，他們會感到

焦慮，甚至退縮、放棄；唯有當挑戰的難度與所擁有的技能相當時，才可能產生

心流，並且在過程中提升自己的技能，以面對更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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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Three Channel Model of Flow(改自 Kiili，2005) 

 
Kille(2005) 近ㄧ步將這樣的看法與社會認知發展理論學者 Vygotsky(1896～

1934)所主張的「最近發展區」結合，如圖 2.3 所示。張春興(1996)對 Vygotsky
的最近發展區有如下的解釋：「所謂最近發展區，是指兒童實際發展水平與經別

人幫助時可能達到之水平兩者間的差距。因此，如從教育的觀點言，最近發展區

亦即指兒童心知能力的可變性或可塑性。」因此，當遊戲能使學習者產生心流經

驗時(或使學習者的技能和挑戰能互相配合時)，將可以幫助學習者提升技能，跨

過「最近發展區」，使學習者藉由遊戲達到更高的能力，如圖 2.4。 
 
 
 
 
 
 
 
 
 
 

圖 2.4、Three Channel Model of ZDP 
(資料來源：Kiili，2005，第 16 頁) 

 
 
2.3.3 數學遊戲教學法 
 

數學遊戲教學法是將數學教學活動轉變成遊戲活動的教學方法。饒見維

(1996)提出數學遊戲教學法應具備如下四個特性： 
(1) 適度的挑戰性：教師需為遊戲設計目標或任務，而學生依照已知的數學知識

來完成要求，通常會加上某些限制條件(如題型難易度、答題時間等)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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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性，當一個遊戲的挑戰性太高或太低，學生就容易失去挑戰的動機。 
(2) 競賽性與合作性：團隊遊戲競賽可形成「組內合作、組間競爭」的合作學習

模式，當有競賽的結構時，也同時形成趣味性與挑戰性。然而，需注意在競

賽活動中，應避免使低學習成就者因為屢次失敗的經驗，造成學習負面效果。 
(3) 機遇性與趣味性：樸克牌遊戲中，每次發牌很難有重覆的情況，這種機遇性

使得遊戲具有趣味性。然而需要注意機遇性不可遊戲的平衡。 
(4) 教育性：前三個特性乃是一般遊戲所具有的特性，而教育遊戲應該具有教育

性，使得學生可以從遊戲中學習相對應的知識。 
 

數學遊戲教學法若配合數位遊戲的設計，將具有如下的優點：(黃憲明，2006) 
(1) 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動機：將數學練習賦予額外意義，減低枯燥乏味的感

覺。 
(2) 具備趣味化學習及從做中學習的特色：趣味化的學習情境使得學生在具體經

驗中學習。 
(3) 促進自主學習與互動學習：為了參與遊戲，將促使學生主動學習，更進一步

會鼓勵同儕的互助學習。而在個人化的電腦學習遊戲中，不會在同儕面前出

糗，可幫助學生無壓力地嘗試各種方法，以找出解答，建立自信。 
(4) 幫助學生精熟基本的計算方法與計算能力：在完成遊戲之時，也同時精熟數

學技巧。 
(5) 提供即時的回饋及學習輔導：在個人化學習的數位遊戲中，學生完成各階段

性任務，會給予回饋；且因應不同的錯誤，給予不同的輔助。 
 

但將遊戲應用於教學時，亦有其缺點：(侯禎塘，2004) 
(1) 與現實情境無法一致。 
(2) 場地秩序不易控制及維持。 
(3) 受場地及材料的限制。 
(4) 價值標準不確定。 
(5) 不易控制學生情緒。 
(6) 耗時間。 
(7) 對某些學生有時難免侵犯。 
(8) 有時不易深入而與教材不能銜接； 
(9) 常因遊戲而忘了學習的目的。 
 

國內數學遊戲教學法的相關研究，大多集中在國小、國中，很少是以高中為

對象，可說是隨著學生年齡上升而減少。可能的原因歸納如下： 
(1) 學習者方面：太簡單的規則遊戲已引不起高中生的興趣。 
(2) 課程結構方面：高中數學課程已較為抽象，教師講解完相關概念後，例題講

解所需時間較長，一節課通常只能教 2～6 題的數學題目，最多不會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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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若在課堂上實施小組遊戲競賽的遊戲，較不像國小、國中可以很快速地

搶答，不但在課堂中能解說的題目會變得更少，課程趕課的壓力也相對變大。 
 

為了在線上學習的環境中，找尋適合高中生的數學遊戲教學策略，故下個小

節將探討當代熱門的線上電腦遊戲，取法其特點，做為本研究之數學遊戲教學策

略。 
 
 
2.3.4 當代線上電腦遊戲 

 
遊戲要吸引人，必須提供一定程度的挑戰性。在傳統過關斬將的單機版電腦

遊戲中，玩家的對手是電腦(遊戲設計者所設計的程式)，只要玩的時間夠久，總

是可以發現一個固定的模式破解，之後就會對遊戲不感興趣。但是線上電腦遊戲

的對手是網路另一端的玩家，因此很難找出固定的模式，而且隨著所有玩家的經

驗累積，遇到不同程度的對手，可以有不一樣的樂趣，相對於單機版，其耐玩性

大增，另外，不論是合作或是競爭性的線上電腦遊戲，都給予玩家溝通的機制，

也具備社交的功能。不論是從趣味性或是社交的功能來看，線上電腦遊戲能夠一

步步吞噬單機版電腦遊戲的市場，不是沒有原因的。(李達宗，2001) 
 

吳力源(2005)將國內較常見的線上電腦遊戲分成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MMORPG, massively multi-us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撮合式遊戲/區域網路

遊戲(match game/LAN game)及回合式遊戲/休閒遊戲(round game/casual game)三
類。 
 
 
2.3.4.1 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它營造一個可以允許成千上萬位使用者同時上線的 3D 圖形介面的環境，著

名的代表遊戲有：「天堂」、「仙境傳說 RO」、「金庸群俠傳」及「石器時代」等，

主要類型為角色扮演、戰爭及策略為主。其玩法如下： 
(1) 添購軟體及點數卡 
(2) 註冊成為該遊戲網站會員 
(3) 註冊該遊戲軟體 
(4) 自動計算點數收費 
 
角色扮演遊戲常見的特色有三：人物屬性、戰鬥方式及迷宮設計，分述如下：

(游光昭等，2006) 
(1) 人物屬性：指的角色的職業、格性及特色等，通常職業可能是戰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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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弓箭手、盜賊等、不同的職業及性格會影響遊戲中需要完成的任務，

其他常見的人物屬性還有力量、智慧、速度、道德等屬性。 
(2) 戰鬥方式：常見的有即時制(real-time combat)及回合制(turn-based combat)

兩種，即時制表示玩家在過程中，只要看得到，就可以直接進行戰鬥，

天堂及仙境傳說的戰鬥模式就是屬於即時制；而回合制表示攻守方式必

須交替進行，只要不進行動作，敵人就無法進行下一回合的攻擊，金庸

群俠傳及石器時代就是屬於回合制。在角色扮演遊戲中，戰鬥是很重要

的，經由戰鬥可獲得經驗值，當經驗值達到某一個水準後，會將增加人

物屬性值，謂之升級。 
(3) 迷宮設計：好的迷宮設計，可以讓玩家享受探險及挑戰的樂趣。 

 
單機版的角色扮演遊戲會依一個特定的故事情節進行，利用事件及電腦角色

(NPC, non-player character)給予玩家任務，並導向最終目標，一旦目標完成，遊

戲便結束，但是新型態的「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只有遊戲開始前的背景故事，

沒有後面的特定遊戲目標，因為遊戲網路化的關係，遊戲設計者可以一直修改程

式、增加任務、角色、場景，使得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呈現一種無止盡的遊戲

任務且沒有終點的型態。遊戲的模式如圖 2.5 所示：首先選擇要扮演的角色，在

遊戲場景中到處探索，藉以觸發事件或接受任務，而在過程中與怪獸戰鬥，獲得

積分、寶物或虛擬幣，為扮演的角色提升各屬性的能力(如：力量、防禦、速度

等)。且在過程中，需要與其他玩家合作，或依賴其他玩家的協助，特別是當玩

家合作或是依賴協助時，彼此之間是受益的。(游光昭等，2006) 
 
 
 
 
 
 
 
 
 
 
圖 2.5、線上角色扮演遊戲模式(資料來源：游光昭等，2006，第 225 頁) 
 

 
2.3.4.2 撮合式遊戲/區域網路遊戲 

 
廠商需先建置之官方伺服器，或是由其他玩家自行設置私人伺服器，擁有該

遊戲的玩家只要連上伺服器，便可開局對戰。由於撮合式遊戲也可以在內部區域

選擇遊戲角色
操縱虛擬角色

四處探險

戰鬥或
接受任務

獲得積分、寶
物或金幣

升級、購
物、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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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進行對戰，因此成為在網咖成為熱門的遊戲。主要的類型有三種： 
(1) 第一人稱射擊遊戲(FPS, first personal shooter) 

此類型遊戲的特色在於畫面所呈現的景物即是你的眼睛所見，也要模擬真實

的眼睛所看見的真實環境，因此特別強調 3D 全景的效果，除了射擊這個要素

之外，還加入了瞄準及控制移動兩個要素。著名的遊戲有：戰慄時空之絕對武力

(CS)。 
(2) 動作角色扮演遊戲(ARPG, action role-playing game) 

同時具備動作遊戲與角色扮演這兩種遊戲的要素，要求戰鬥場景的及時處

理、角色成長概念的遊戲，可以視為 MMORPGs 的前身。著名的遊戲有：暗黑

破壞神系列(diablo) 
(3) 即時戰略遊戲(RTS, real-time strategy game) 

這類遊戲模擬即時的戰爭活動，玩家必須命令遊戲開始可控制的人員進行資

源的開採 ( 如食物、木材、礦產 ) 用以升級，生產更高階的建築、武力，擴展

自己的實力，最後攻堅，將敵方消滅，其中時間是重要的要素，玩家可以在每一

秒做出決定，另外還有重要的一點是這類遊戲的重點在於線上遊玩，玩家可以連

線組成不同的兩隊人馬 ( 或多隊也行 ) ，使用不同的軍隊、戰略來互相對抗。

著名遊戲有：星海爭霸(starcraft)、魔獸爭霸(warcraft)、世紀帝國(age of empire)。 
 

其中「即時戰略遊戲」盛行的原因在於對戰氣氛的營造。玩家需要利用剛開

始有限的資源(生產單位，食物、金錢、木材、礦產)，獲得更多資源，建設城市

基地，研發高級技術，發展更強武力，操控多元軍種，進行戰略部署，最後殲滅

敵人，求得最後勝利。雖然每次玩的目標和發展的歷程都一樣，但是在整個過程

中，敵人也有可能會攻打過來，不同的地圖或地形位置，如何應用有限的資源，

在另一個有限的資源(時間)中，權衡攻守部署的比例，將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對戰

組合。再加上目前的即時戰略遊戲通常有支援最多16人的連線對打功能，可以將

不同種族、兵種結合成一個團隊，可能的戰術就更多了，因此耐玩度相當高。可

歸納即時戰略遊戲的特點有二： 
(1) 遊戲時間縮短：與傳統式戰略遊戲及角色扮演遊戲相比，完成遊戲的時間跟

劇本、遊戲複雜度有關，通常需要超過一天的時間，必須使用存檔功能；即

時戰略遊戲因為資源有限，對戰雙方必須搶有限的資源，並試圖消滅對方的

實力，通常在30分鐘到2個小時之內可以分出勝負，相對而言，時間縮減很多。 
(2) 真人對戰：因為真人對戰，所以不會像一般電腦可找出固定模式即可勝利，

不同的地形、盟友及對手，使遊戲過程無法再重覆，因此每再玩一次都是一

個新的經驗，較不會因為完成遊戲而產生厭倦感，甚至在結束之後，失敗的

一方還會主要要求再戰一次！在人際關係上也有一定程度的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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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3 回合式遊戲/線上休閒遊戲 
 
回合式遊戲的著名代表遊戲有：宏碁戲谷。主要是以提供樸克牌遊戲、麻將、

五子棋、賽車、撞球等遊戲。早期為免費遊戲，僅靠廣告支持，目前已改為計時

付費方式。其玩法如下： 
○1  在網站申請帳號並下載遊戲軟體，執行遊戲軟體並登入後，即可顯示「遊

戲室」畫面。 
○2  在遊戲室畫面中點選要參與的遊戲種類，進入該類型遊戲。 
○3  可以選擇自行開桌或是加入其他牌桌，當牌桌人數達到要求，即可進行

遊戲。 
○2  若廠商開發新遊戲，將會於遊戲室畫面顯示，可點選下載新遊戲後，立

即增加可玩的遊戲種類。 
 

經過時間的演變，遊戲的變化其實日新月異，參考華人最大電玩社群網站「巴

哈姆特」(http://www.gamer.com.tw/)的分類，可以發現回合式遊戲已經成為線上

休閒遊戲的一小分支。線上休閒遊戲的特點在於畫面通常不會捲動，玩家可以一

眼掌控到整個遊戲場景，較易掌握整個遊戲的進行方式，而競賽的目的也很明

確，通常可以在短時間內立分高下。著名的遊戲有：跑跑卡丁車(賽車競速)、free 
style(街頭籃球)。 
 

根據跑跑卡丁車臺灣官方網站(http://tw.kartrider.gamania.com/)的介紹，跑跑

卡丁車是一款賽車遊戲，操作簡單容易上手(含 4 個方向鍵、3 個競速相關功能鍵

及 5 個其他鍵)，在遊戲中玩家操控超可愛的卡丁車軋車甩尾，並使用小技巧陷

害對手，只要讓自己在時間內跑完全程，就可以獲得勝利。遊戲的進行方式有道

具個人賽，道具團體賽，競速個人賽和競速團體賽四種遊戲方式： 
(1) 道具賽：玩家透過遊戲道具以及駕駛技巧分出勝負的遊戲方式。 
(2) 競速賽：完全比試駕駛技巧的遊戲方式，純粹以速度分勝負。 
(3) 個人賽：玩家各自為戰的比賽。 
(4) 團體賽：遊戲室中的玩家分成兩組，只要其中一個隊員是第一名該隊就獲得

勝利。團體賽中所有的隊員可獲得相同的獎勵，並且在人數對等的

情況下，才能開始團體賽。 
 
根據Free Style臺灣官方網站(http://www.fsonline.com.tw/)的介紹，free style

是一款街頭籃球的遊戲，操作簡單容易上手(含 4 個方向鍵、5 個比賽相關功能鍵

及 6 個聊天快速鍵)，具有前鋒(F)、中鋒(C)及後衛(G)三種職業屬性，每種職業

有各自的能力及特色，可以模擬各式各樣的花式動作(運球、過人及投籃)進行比

賽。遊戲進行方式，最多可與另外五位玩家連線進行三對三鬥牛賽，過程非常講

究團隊的互助與合作(跑位、包夾或擋人)，需要培養默契，每個玩家需要熟悉自

http://www.gamer.com.tw/
http://tw.kartrider.gamania.com/
http://www.fsonlin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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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職業及特性，做自己該做的事，才能發揮團隊戰力，獲得比對方團隊高的分

數，贏得勝利。另外，每投進一球，搶到一個籃板球或是抄截成功，都可以從中

獲得經驗值，累積到一定程度，可升級提高屬性，並獲得點數以學習新技能(如：

前鋒的轉身後仰跳投、中鋒的大火鍋以及後衛的妙傳)，並轉職成其他職業(如：

控球後衛、得分後衛、大前鋒及小前鋒)。 
 
 
2.3.4.4 電腦線上遊戲之比較 
 

將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撮合式遊戲(含即時戰略遊戲及第一人稱射擊游

戲)及線上休閒遊戲(casual game)作比較，可發現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的遊戲上

手門檻最低，因為在開炲遊戲到第一次參與戰鬥之間，可以利用電腦角色(NPC)
給予初學者協助，另外方便的線上溝通機制也讓初學者輕易求救，常常有老手帶

新手的情況，甚至贈予初學者金錢、裝備，組成團隊作戰，可較輕易升級，因此

激烈戰鬥(指玩家的血快歸零)的情況不多見，可以以較輕鬆的方式對話，因此聊

天機會多，無形中會加強族群的凝聚力，上線有時不是為了玩遊戲，而是為了在

遊戲平台上聊天，彼此間除非刻意的敵對組團互打，或是要想比較優劣勝敗，比

較沒有互相競爭的互動方式。 
 
相對於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線上休閒遊戲及撮合式遊戲需要分出高下，

因此在遊戲進行中，玩家會比較投入專注力，特別撮合式遊戲不像線上休閒遊戲

可以一眼掌控到整個遊戲的全貌，因此專注力更高。在比賽中，因為競賽的關係，

所以閒聊的機會比較少，往往只能在勝負已定，或是還沒有開始比賽前才能閒

聊，甚至為了求速度，即時戰略遊戲會以簡碼做為戰術溝通的方式，例：以 tech
表示先升級科技，以 b 代表徹退(back)。通常線上休閒遊戲及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一次對戰的時間不會超過 10 分鐘，相對於即時戰略的遊戲時間需要花到半個小

時以上，聊天的機會比較多。 
 
至於遊戲上手門檻方面，都需要熟悉遊戲中相對應的按鍵，線上休閒遊戲只

需要熟悉方向鍵及競賽功能鍵(通常在 10 個以下)，即可進行遊戲，然而撮合式

遊戲除了要使用大量的鍵盤按鍵外，還需要使滑鼠操控，門檻自然高一些。再比

較第一人稱射擊遊戲只模擬一個角色，而即時戰略遊戲卻需要操縱為數不少的生

產單位從事資源採集、基地建設，技術升級，並生產武力，組織軍隊，進行攻擊、

防禦、救援等活動，得需要利用複合鍵進行編組活動，自然門檻又高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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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線上遊戲的種類分析表 
(資料來源：改自吳力源(2005)，第 7 頁；本研究整理) 

撮合遊戲/區域網路遊戲(Match 

Game/LAN Game) 
遊戲類型 

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

戲(MMORPG) 第一人稱射擊

遊戲(FPS)  

即時戰略遊戲

(RTS) 

線上休閒遊戲(Casual 

Game) 

族群特性 
族群凝聚力最高，忠

誠度高 
以臨時性玩樂動機的玩家為主 

以臨時性玩樂動機的

玩家為主，也可能是

個人在進行遊戲 

遊戲特性 

需耗費較多的時間鑽

研遊戲場景以及累積

角色能力 

注重於短時間內遊戲對戰 

消磨時間，解除壓

力，大部分為免費遊

戲 

人際互動 
高，一個場景可容納

多人聊天 

低，遊戲進行中利用簡碼溝通遊戲

戰術 
中 

遊戲時間 

隨時可上線離線，資

料會存檔，遊戲時間

可為最短，但遊戲本

身不停止 

對戰一次少於

10 分鐘 

對戰一次通常

30 分～2 小時 
對戰少於 10 分鐘 

互相依賴

程度 

可依賴、可不依賴，

視玩家玩法而定 

需要默契搭配

才有戰術可用

才有依賴感 

為生命共同體

依賴程度高 

視遊戲、性質玩法而

定 

上手門檻 低 高 最高 中 

專注力 低 高 高 中 

策略規劃 低 低 高 低 

 
 
2.3.5 教學策略遊戲設計理念 

 
研究者觀察，近年來台灣的教育改革運動，使得本來在難度上有差距的國、

高中數學教材之間，形成更大的差距，即使安排銜接教材，仍有許多高中生無法 
適應，而學習成效低落的結果往往導致挫敗感，甚至放棄數學的學習，這並不是

被期待的現象。然而研究者所架設之線上輔助學習平台「十年數木百年數人」在

現行的軟硬體都充份支援的情況下，卻無法得到應有使用的效果。歸納可能的原

因有： 
(1) 沒有強制性使用：雖然在台北市擁有最高的網路建置率、使用率，但為

了避免有同學無法上網，平台的使用並沒有強制性，與成績無關，因此

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同學沒有動機，完全沒有使用學習平台的記錄。 
(2) 學生課餘時間有限：高中生課業繁重，課餘時間需分配給各個學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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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路的時間有限，另外，家長未必肯讓孩子在網路上學習。 
(3) 學習管道多元：可透過補習、家教等管道加強數學，學習平台也只是其

中一項管道，可以取捨，若學生對電腦具排斥感，更是拒之於千里之外。 
(4) 學生對數學有排斥感：研究者在一學期的教學過程中發現，請同學到黑

板上演練題目時，絕大多數的同學要求要在座位上算出答案後，對過課

本後面的答案，確定是答案是對的，才敢上台將算式抄在黑板上；沒有

信心、沒有興趣，自然不會想接觸。 
 
 
 
 
 
 
 
 
 
 

 
圖 2.6 貓空行館 BBS 數學版 2006 年 6 月份主題文章數(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 數學問題大多為非開放性問題：在網路上討論數學問題，常因數學問題

的並不是開放性問題，往往在第一篇問題發表後，第二篇的回應文章就

是正確解法，使得討論無法延續。如政大的貓空行館 BBS 站連線數學版

在 2006 年 6 月份(見圖 1.2)，一共有 117 篇問題發表，其中有 41 篇(佔
35%)文章在回應後就沒有再討論下去，而能夠累積到 6 篇以上的討論文

章往往是第一篇發問文章內包含題組的結果。另外，遇到問題，可以利

用即時通訊軟體跟同學討論，也使得需要等待回應的討論版乏人問津。 
(6) 學生沒有動機在電腦附近從事數學計算活動：Schoenfeld(1988)指出高中

生平均花 2 分鐘解一題數學家庭作業，若平均超過 12 分鐘還沒有解出

來，學生會放棄作答。這也表示思考高中數學題目是需要較長的時間。

在思考數學題目時，人類的短期記憶無法負荷，需要同時使用紙筆學習，

若沒有要求，學生光看螢幕上一條條的數學推理式子，可能無法抓住推

理過程的重點。然而要在電腦桌前那狹小的空間裡，還要加上計算紙的

空間，更令學生抗拒使用此種方式。 
(7) 數學公式輸入困難：學生想在網頁上呈現數學符號、公式，有一定的困

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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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克服上述困難，本研究將在網路上所舉辦的「小組遊戲競賽」的數學策

略遊戲設計應至少有下列原則： 
(1) 網路上的學習活動(數學策略遊戲)應計入平常成績。 
(2) 要以最有效率的方式進行。(指時間花得少，學習效果高) 
(3) 必須尊重學生不以網路方式學習的方式。 
(4) 創造表達自信的機會。 
(5) 創造需要用紙筆的機會。 
(6) 遊戲儘量不要遇到要輸入數學符號。 

 
由第 2 個原則：要以最有效率的方式進行，所以必須讓學生在網路上進行「小

組遊戲競賽」時，能夠非常專注。另外高中數學較為抽象，解題所需時間較久，

故本研究取法「即時戰略遊戲」，然而因其極高的遊戲上手門檻，因此我們只取

其特點，用以設計「數學策略遊戲」應有的「規則」，而不是設計一個「即時略

略遊戲」。 
 
觀察「即時戰略遊戲」有如下特點： 
(1) 資源有限： 

所有玩家在同一個遊戲地圖上，享有同樣的資源，玩家需要把握每一秒

決定要做什麼事，只要發展得比對方慢，此消彼漲，就可能處於下風，

而當資源都採集完畢，就只能依發展到的程度決一死戰。 
(2) 資訊有限： 

玩家一開始，只能看得到自己同盟國，不知道敵人在那，發展的如何？

此外，一開始的基地附近的資源有限，要發展得更快、更好，勢必需要

再多找其他的資源，因此需要主動出擊，以求得更多的資訊。 
(3) 真人參與： 
   因為是真人，沒有固定的戰法，所以與同盟的隊友需要溝通戰略，以求

適當方式勝敵。 
(4) 合作性質： 
   即使是高手，若被多個打一個，輸的機率仍過半，不保證高手就一定能

贏(事實上也沒有百戰百勝的玩家)，因此為了勝利，彼此之間會互助防

守，協同攻敵，。 
(5) 競賽性質： 
   目標明確，就是要打敗敵人，而且參與遊戲的人，大多不覺得自己會一

定會輸，即使實力較差的玩家，也有實力較強的人與之同盟，希望能在

同盟勝利中付出一點力心。 
(6) 競賽結果： 
   即使只剩一兵一卒，只要不被殲滅，同盟勝利是共享的結局，團隊的勝

利大過個人的勝利，即使對戰的最後分數很低，對戰結果仍是記錄勝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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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上述特點，本研究將「線上小組遊戲競賽法」設計成一個「線上解題競

賽遊戲」，在特定的時間，讓所有在家的同學能連上「線上解題競賽系統」，參與

解題競賽。其特點如下： 
(1) 題目有限、時間有限： 

數學要教的是數學概念，當一個題目的局部數字改變，就會變成另外一

個題目，答案就會不同，因此同一個概念可以出很多道的題目。故此，

每教完一個數學課程單元，總是可以有無盡的題目可供利用。遊戲設計

每次舉辦競賽活動時，將提供一個「題目數量有限」的情境(預計 100 到

200 題的多選及填空題)，當某一題被解答之後，其他人就無法再對該題

作答，只要搶答得比對方慢，就失去得該題分數的機會。並設計在某段

時間內才能做答，預計這樣的設計將達到如下的效果： 
○1  促使同學主動參與競賽答題； 
○2  促使同學增快計算速度； 
○3  提高計算過程的正確率； 
○4  提高對算出來的答案的信心。 

(2) 在遊戲進行的主畫面中，看得到題號、正在解該題的人數、獲得該題分

的班級，而看不到題目內容，需要點選題號後，才能看得到題目內容： 
學生在學習的過程當中，不可能每一題都會，但也不應該每一題都不會，

藉由有限的訊息，去選擇嘗試解那一道題目，這樣的機偶性預估可提高

學習成就較低的同學，努力找尋自己會的題目類型；另外線上學習的一

個優點為學生人數無限制，本遊戲預計同時給三個班級同時進行，每班

各分六個組，共 18 組進行遊戲對抗，讓學生能看到解答者的班級，是為

了將分組對抗提升為班級對抗，促進同儕間的鼓勵參與，加強同班同學

的向心力。一直以來合作學習都只侷限在同一間教室的班級內，如今藉

由網路科技的幫助，三個班級可以同時競賽，這種跨班級的合作學習可

說是首創。 
(3) 需要討論如何進行遊戲的策略： 

若不討論如何進行搶答遊戲的策略，則有可能發生同組的人在搶同一題

的情況，要想達到同組的最佳成績，就需要事先討論。依合作學習的觀

點而言，而討論的過程，將促使同組的同學更積極面對競賽，並提高同

學間的相互討論風氣。 
(4) 同組成員成為學習團體，互助學習，互為鷹架 

在不要求每個人都要上網玩的前提下，假設有 A、B 兩個組別，若 A 組

有一個很厲害的學生，可以在 2 分鐘內解一題，但是他的組別只有他一

個人參加競賽，而 B 組同學能有 3 個人會參加競賽，他們的能力較差，

每個人都是要花 4 分鐘才能解一道題。那麼每 4 分鐘，A 組可得到 2 題

的分數，B 組可以得到 3 題的分數，高下立判。因此，為了團隊的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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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只有靠少數數學優秀的同學撐大局，因此只要能上網參加的同學，

將被鼓勵參加，且不能上網同學，將會盡其所能地幫助可以上網參加競

賽的同學，以求得團隊的最高分數。 
(5) 盡力爭取成績 

目標很明確，就是答題，而且是搶答。一個遊戲的要好玩，需要提供適

當的挑戰性，最好的挑戰性就是來自程度相當的同學，當預設只有 100
～200 題，給三個班級搶答時，每個人平均只能答不到 2 題，只要個人

多答對一題，就是團隊多別隊一題，別人也少一題的機會，此消彼漲的

結果，就有機會獲得比別隊高的成績。雖然平均每人解不到 2 題，整個

遊戲過程應該不會太久，但是同學們為了爭到這兩題，必須在競賽前認

真學習，才搶得到，同時，同儕間的互助學習，更是值得看重。因此整

個遊戲的教學設計，並不是單單只為了競賽的過程，更是為了營造競賽

之前的學習環境，為了短短的解題時間，同學們之間所付出的互助學習，

應可提升學習成就。 
(6) 競賽結果計分方式 

團隊的分數、榮譽大於個人，個人的分數，來自團隊的分數，才能讓組

員為了團隊而努力。所設計的競賽計分方式構想為： 
○1  假定每個組都是 100 分，則共有 1800 分。 
○2  當比賽結束時，依三個班的答對題目比率將 1800 分給各班，作為班

級得分。 
○3  各組再依答對題目比率瓜分班級得分，作為各組分數。 
○4  最後再將各組的分數依排名打折，論功行賞 
這樣的配分方式主要是為了讓每個人的分數依附在各組分數上，因此盡

力追求各組的榮譽，依比例分配會造成此消彼漲的激烈競爭形態，最後

因為不能忽視沒有參與競賽的同學的對同學們的貢獻，因此按排名打

折，只要團隊的得分夠多，仍然可以得到好成績，因此可促使不能上網

的同學盡力幫助可以參加競賽的同學。 
 
總結上述特點，「線上解題競賽遊戲」的進行方式為： 
(1) 事先公布競賽起訖時間，於競賽開始後，始可登入。 
(2) 進入主畫面後，只能看到有限的資訊，點擊題號，利機偶性找尋會解的

題目作答。 
(3) 看到題目後，若會解，則作答；若不會解，則可選擇放棄，跳回主畫面。 
(3) 競賽結束後，計算分數，公告答案。 
 
在技術性方面，需注意下列問題： 
(1) 廣邀好友作弊問題 

進行競賽時，只要擁有帳號、密碼就可以登入，為了避免有同學號召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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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好友從四面八方一同登入作答，系統需記錄登入者的電腦 IP，如果 IP
改變，則前一個電腦 IP 所登入的帳號所送出的答案，應視為非法。 

(2) 找人代答作弊問題 
有人也許會把帳號、密碼只給一個人，請另一個人代答，此種作弊法無

法堅控，處理方式為，競賽結束後隔天，請所有同學繳交競賽時用的計

算紙。以茲備查。 
(3) 猜答案 

因為題目都是整數的填空題，因此可能有人會從 1、2、3……開始猜，

因此設計只能錯三次的機會，若猜錯三次，則喪失繼續答題的權利。 
 
總結「線上解題競賽遊戲」預期有的效應： 
○1  因為需要搶答，需要對送出的答案有信心，故產生計算速度加快，增強

作答有信心的效應。 
○2  對學習成就較低的同學，因只要找到會的題型，便可提供對團隊的貢獻，

雖然無法做到上課都聽得懂，但可以增加學習動機，好好學一小部分，

漸進式成長。 
○3  為了增加團隊的分數，同學會形成互相教學討論的風氣，互為鷹架有利

學習。 
○4  不能上網的同學為了分數，會鼓勵能上網的同學參與競賽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