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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主要探討應用網路多媒體的形成性評量對於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之成效。研究中利用 Hot
Potatoes 軟體所設計的網路多媒體評量，融入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四下水中生物單元的課
程，針對花蓮縣太昌國小四年級共 65 名學生進行單組後測的準實驗研究，並在教學後立即請學生
對網路多媒體評量學習結果，進行學習動機問卷填答，根據 64 份回收之有效問卷的分析結果如
下：
1.整體而言，學生對網路多媒體的形成性評量表現出較高的學習動機。
2.學生對「動畫影片」的媒體畫面有較高的學習動機；學生對於以 Hot Potatoes 製作的配合
題題型最為喜愛。
3.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業成就之高低，與學生學習動機表現並無顯著關連；注意多媒體類
型與喜愛評量題型的因素，也沒有對學習動機的表現造成影響。
With an integrating hypermedia evaluation into activities that could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alize the assisted
effects of software called as “Hot Potatoes” that was applied to design hypermedia
evaluation. The natural domain textbooks of fourth grade of primary education and
these contents which were developed by some institutions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were both applied to design online teaching materials of the
formative evaluation with ADDIE method of 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The quasi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one shot group design were implemented into two sections
total 80 minutes on April 22, 2008 at Tai-Chung primary school of Haulien county,
Taiwan. There were 64 valid questionnaire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which adopt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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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kert Scale, which were collected after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SPSS, there were higher score that its mean was
equal to 3.507 concerning learning motivations, when students were guided to look at
hypermedia evaluation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addition, students both paid
higher attention to the flash movie and preferred the kind of the Match-style item
than other hypermedia evaluations. From the finding of compared analysis, there were
not any difference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mong learners’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preferred style of evaluation items and hypermedia, and the prior academic
achievements on natural domain.
【關鍵詞 Keyword】
學習動機；網路多媒體；形成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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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提升教學成效的重要性。C. Liu, S.
Wang & C. Zhang（註 3）曾指出形成
性評量一方面可以的讓教師掌握學生學
習進度，協助釐清學生的學習進度，以
及激勵學習；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一種
學生民主素養的培養，舉凡任何個體若
能依其自己的進度成長學習，則周遭他
人都應該給予尊重肯定與鼓勵。
評量型態的多元化發展，使我們不
得不重視圖文影音應用於評量所產生的
效益。如果要結合網路多媒體製作形成
性評量用以促進學習動機，那麼 Hot
Potatoes 這個軟體，則是可以考慮的工
具之一，Hot Potatoes 這套互動式軟體
是由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 電算與媒體
中心的研發小組所研發，它可以製作出
全球資訊網線上即時互動的填充題、交
叉字謎、配合題、重組題、選擇題等五
種不同型態的評量題，教師只要將做好

動機對學習是重要的，持認知論觀
點的學者常認為學習不需要有外在動機
（註 1），金錢之類的外在獎賞雖然是
常見的外在動機來源，但獎賞的目的最
後常會掩蓋了學習的本質，相較而言，
內在動機通常來自個人的主動注意，內
在學習動機（如個人興趣）是教學設計
者所重視的因素之一，Reber（註 2）
認為教學設計者可以佈置適當挑戰難度
的學習情境，甚至可以選擇與學生生活
經驗有關的教材內容以增強學習動機。
此外，形成性評量也是教學設計不
可或缺的一環，透過形成性評量的檢
驗，可以將教學活動導向教學目標的達
成，教師應該善加利用形成性評量來促
進學生的學習發展和增進教師對於教學
過程的修正，由此可見形成性評量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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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南一版四下自然領域第三單元水中
生物之第一和第二課作為形成性評量教
材，其對於學生學習動機之影響效果為
何，本文欲討論的內容諸如：學生喜愛
哪些網路多媒體評量的題型與圖文影音
多媒體內容，學生對網路多媒體評量的
學習動機表現如何，以及不同學業成
就、喜愛題型與多媒體關注學生之學習
動機的表現差異比較。

的多媒體評量上傳至網路，學生便可以
依據提示線索（Clues）和相對的回饋
（Feedback）訊息來完成各項形成性評
量。教育工作者或非營利機構，可以免
費使用該套軟體製作測驗評量，其他使
用者則需付費（註 4）
。
Hot Potatoes 給教學評量帶來新的
可能，它與網路的數位學習有很大的關
連，與其他現有的數位化評量比起來，
Hot Potatoes 可以有多媒體應用於評量
的效果，舉凡影像視訊、圖像、聲音、
計時、即時回饋、多樣化題型製作等功
能皆有，不同的答題互動線索，會即時
被系統記錄且反映在獲得不同的回饋得
分上。這些功能會促進多元評量的發
展，讓學生對教學評量的印象不會只停
留在傳統紙筆測驗的刻板印象上。
Hot Potatoes 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它
提供教師一個簡易編輯評量的介面，讓
每位教師都能輕易上手，舉例來說，老
師可以針對上課的內容，找出有關的圖
文影音素材，然後開啟 Hot Potatoes 的
評量題型製作介面，選擇想建立的題型
為何，隨後即可建立評量內容並融入教
學。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是教學活動的重
要一環，教學中若能融入具有多媒體、
多元題型的形成性評量，並結合網路化
教材所具有的特性，諸如：跨時空地利
之便、即時遠距互動回饋等，就學理而
言應該可以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才是。
因此，本文的目的在於評估以 Hot
Potatoes 所設計的網路多媒體評量，應

貳、網路多媒體融入學習的
認知理論依據
根據建構理論的觀點，採用網路多
媒體、模仿、虛擬實境和開放的學習環
境等方法是增進學習動機的好方法，其
原因在於這些方法允許學習者運用他們
自己的學習風格自由地探索資訊，並且
使用軟體資源代替向老師直接尋求解答
（註 5）
。
R. E. Mayer（註 6）曾以認知論說
明人類心智如何處理多媒體的訊息，他
提 出 一 個 所 謂 「 雙 頻 道 假 說 」（ the
，假設視覺與
Dual-channel assumption）
聽覺是人類訊息處理之兩種同時進行的
頻道，每個頻道都是具有有限能力的頻
道，在主動學習的情境中，個體能將視
覺訊息與聽覺訊息在和諧不衝突的機制
下完成認知處理。這種模式對於網路互
動多媒體與學習環境的發展有重要的影
響，S. M. Alessi 和 S. R. Trollip（註 7）
認為它的影響在於知覺和注意的認知歷
程必須以個體接收訊息極大化（視覺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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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證實（註 11）
，數位學習比起一般
教室的學習使學生更具有求知心、完成
任務與體驗圖文影音刺激等三項學習動
機，研究生在數位學習與一般教室學習
方面都比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強烈。由上
述兩個研究可以顯示，數位學習可以透
過網路多媒體情境的設計鋪陳，刺激學
習者內在動機，增進學習意願與熱情，
此對於引起學習動機是有幫助的。
儘管如此，然而也有人質疑如果單
以建構論觀點來設計情境任務，恐怕學
生無法如教學設計者預期地察覺任務要
求，因此，Rob Martens, Theo Bastiaens
和 Paul A Kirschner（註 12）曾設計一
個數位學習的虛擬實境，並提出一些情
境察覺的問題，以瞭解學生能察覺任務
的數量多寡，但結果卻發現學生所能察
覺的學習任務與教師期待的任務仍有一
些落差，此研究結果顯示數位學習設計
仍需要有更多如何引起注意的線索存
在，這些線索的設計可以借重網路多媒
體設計工具與資源來加以設計。此外，
也有研究者從認知負荷理論的觀點證實
畫面多媒體間的鋪陳關係也會影響數位
學習的效果，例如：文字密度、動態圖
案，以及圖文並茂的導覽旁白陳述等，
Eric Wiebe 和 Leonard Annetta（註 13）
透過眼睛注視軌跡記錄的研究設計，探
討眼睛注視區域會如何隨著媒體素材的
分佈而作改變，研究者發現高密度的文
字與動畫造成高度的認知負荷，反而使
學生降低了視覺注意，其次，學生喜歡
老師從旁針對瀏覽圖文教材的導覽說

息與聽覺訊息的極大化）的編碼方式作
為考量，教師以此觀點發展網路多媒體
融入教學活動時，其教學過程要考量的
認知原則有三項，包括：1.多媒體呈現
的視覺或文字訊息必須是容易編碼的；
2.多媒體訊息所置放的位置會影響學習
者的注意與知覺；3.多媒體的呈現需要
差異化，力求變化以吸引注意並維持注
意力。
當學習者想要處理的訊息超出學習
者的認知能力時，所形成認知超載
（Cognitive Overload）現象是多媒體學
習要注意的問題（註 8），換言之，有
效的教學設計需考量個體對認知負荷
（Cognitive Load）的察覺，以及個體
對學習預備狀態的最佳化，因此，教學
設計者也要對人類心智的運作狀況有所
瞭解。視覺特徵要盡可能與說明文字有
關連，使得視覺與語言文字如果同時呈
現時，學習者能專注於接收訊息，並加
以運作處理（註 9）
。

參、網路多媒體融入學習之
相關研究
FranÇoise Raby（註 10）曾以三角
檢證法分析學生參與 CAALL 數位學習
系統的學習日誌，以及拍攝他們在學習
時的行為動作，結果發現學習者具有從
熱情參與到完全冷淡的不同特徵表現，
該研究認為學習者特徵（例如學習動
機）比起數位學習的環境因素更容易影
響數位學習的參與意願。根據另一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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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的內容，部分將畫面擷取如圖一至
圖三所示。

明，因為這樣可以使學生的閱讀步伐能
按部就班且清楚地持續下去。所以網路
的多媒體學習情境的設計鋪陳，尤其應
該要注意關於文字密度、動態圖案多
寡，以及圖文並茂的旁白安排設計。

肆、研究方法與設計
研究方法上首先是透過系統化設計
方法發展網路多媒體評量，接著是發展
學習動機的自陳式五點量表，實驗教學
時間為 96 學年度下學期 4 月 22 日，配
合學校課程進度進行水中生物兩節課教
學，隨後由學生自我填答關於課堂融入
網路多媒體評量所引發的學習動機意
願。網路多媒體評量設計與學習動機問
卷工具分別描述如下。
一、網路多媒體評量的系統化設計
網路多媒體評量的系統化設計乃以
Dick 和 Carey 在西元 1978 年提出的
ADDIE 模式（註 14）為發展程序，並
以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南一版四下
第三單元水中生物為設計對象，並結合
數 位 典 藏 （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NDAP]）的網路資源融入作
為網路多媒體評量的素材，設計後產出
的結果在第一課魚兒檔案室有選擇題、
填充題、連連看等三題形成性評量，第
二課魚兒博覽會則有選擇題、填充題、
連連看、順序重組等四題形成性評量，
內 容 直 接 建 置 呈 現 於 網 址
<http://www.nhlue.edu.tw/~nsdt/left6/left6
.htm>，隨時可供學生瀏覽學習。這些

圖一：評量頁面填充題舉例

圖二：配合閱讀測驗的填充題

圖三：連連看配合題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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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動機問卷之設計
本文發展學習動機問卷，用以瞭解
網路多媒體評量能否真正促進學生對形
成性評量的學習動機，研究者先擬定五
點式學習動機題目初稿 16 題，經過太
昌國小四年忠班 31 名學生試填答之
後，有效問卷 30 份，隨後以 SPSS 統
計軟體進行內部一致性項目分析，刪除
α 值低於 0.5 的第 10, 11, 12, 15, 16 等五
題，刪題後正式問卷有 11 題，進行信
度分析的內部一致性 α 值為 0.9105。接
著以因素分析瞭解建構效度與整體可解
釋量，而取樣適當性檢定的 KMO 值為
0.807，顯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隨後
在以學習動機為單一因子所進行的主成
分分析當中，各題目因素負荷量都在
0.656 以上，正式問卷 11 題的總累積解
釋變異量為 52.992%。學習動機量表的
預試與正式題號、α 信度、因素負荷量
等資料如表一所述。

經過項目分析與信效度分析的正式
問卷包含基本資料和學習動機兩大部
分，基本資料有前一學期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學業成績、喜歡評量題型與評量
畫面最吸引人的多媒體內容等 3 種。基
本資料有以下 3 題。
1. 上學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成績是：
□優□甲或乙□丙以下。
2. 你最喜愛評量的哪一種題型：□選擇題
□填充題□連連看□重組題。
3. 評量畫面中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種內容：
□倒數計時□靜態圖片□動畫影片□得
分回答□拖拉配對。
正式問卷的第二部分是 11 題學生
對網路多媒體評量的學習動機題目，其
中第 2 題是反向題，故以反向計分，其
餘各題依照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
通、同意、非常同意等五個等級而分別
給予 1, 2, 3, 4, 5 分，這些題目呈現如
下。
T1 我覺得使用網路多媒體評量來考考自
己，不會讓我覺得無聊。
T2 比起以前的隨堂測驗，網路多媒體評
量令我覺得枯燥無趣。
（反向題）
T3 比起以前老師的上課，我希望老師多
用網路多媒體評量來上課。
T4 我一點都不會討厭上課時使用網路多
媒體評量。
T5 我不需要網路多媒體評量，因為我早
就知道問題的答案了。
T6 我希望以後每天老師最好都使用網路
多媒體評量來上課。
T7 我覺得使用網路多媒體評量來學習，

表一：學習動機問卷的資料分析

預試題號 正式題號 α 係數 因素負荷量
A1
T1
.5804
0.656
A2
T2
.6596
0.724
A3
T3
.6565
0.722
A4
T4
.6107
0.683
A5
T5
.6846
0.746
A6
T6
.7237
0.789
A7
T7
.7660
0.824
A8
T8
.7122
0.772
A9
T9
.6462
0.720
A13
T10
.5918
0.663
A14
T11
.6179
0.688
27

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第四卷第三期 / 97 年 7 月

是一件令人快樂的事。
T8 我覺得使用網路多媒體評量有許多部
分能引起我的好奇心。
T9 比起以前的隨堂測驗，我覺得網路多
媒體評量比較能吸引我的注意。
T10 我覺得使用網路多媒體評量能幫助我
集中注意力。
T11 我對於網路多媒體評量的內容感到很
有興趣。
評量與問卷設計完成後選定花蓮縣
太昌國小四年級忠孝兩個班共 65 名學
生進行單組後測的準實驗教學研究，在
96 學年度下學期的 4 月 22 日完成兩節
共 80 分鐘實驗教學之後即進行問卷填
答，填答後回收的有效問卷共 64 份，
資料編碼建檔後以百分比呈現學生填答
的基本資料；以平均數呈現學習動機的
表現；以 F 考驗分析不同學業成就、
喜愛題型與注意多媒體學生之學習動機
差異。

表二：學生喜愛的評量題型排序

評量題型

％（人次）

排序

配合題型

48%（31）

1

選擇題型

25%（16）

2

填充題型

14%（9）

3

重組題型

13%（8）

4

其次從表三的整理可以發現在評量
題中，學生所喜愛的網路多媒體類型依
序為動畫影片、拖拉配對、靜態圖片、
得分回答、倒數計時。
表三：學生喜愛評量中媒體類型排序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 64 份回收的有效問卷，本研
究進行學生喜愛評量中多媒體類型與評
量題型人次百分比排序，並分析學習動
機各題目的排序與平均數，最後針對不
同學業成績、喜好題型與喜好多媒體類
型的差異，分析他們之間是否有學習動
機上的差異存在。
從表二的整理可以發現學生喜愛的
網路多媒體評量題型依序為配合題、選
擇題、填充題、重組題。

媒體類型

％（人次）

排序

動畫影片

53%（34）

1

拖拉配對

23%（15）

2

靜態圖片

11%（7）

3

得分回答

8%（5）

4

倒數計時

4%（3）

5

接著分析各單題學習動機排序與平
均數，結果如表四所描述，整體學習動
機的總平均數為 3.507，較高於中數
3.000，其中的第 9 題（比起以前的隨
堂測驗，我覺得網路多媒體評量比較能
吸引我的注意）為最高（3.828）
，其中
的第 11 題（我對於網路多媒體評量的
內容感到很有興趣）為最低（3.031），
但整體而言均超過中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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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優、甲乙、丙以下等 3 類）
，其
對於此次網路多媒體評量學習的動機，
並無明顯差異，又根據先前表四的平均
數統計結果發現，學習動機總平均值為
3.507，顯示全體受試學生對網路多媒
體評量學習都有較高的學習動機，並未
因其自然領域學業表現之不同而有所差
異。
接著比較評量題型不同喜好對學習
動機之影響，並先進行 Levene 變異數
同質性檢定，結果值為 0.059，未達
到.05 顯著水準，因此，可進一步進行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差異比較，結果顯
示如表六所示。

表四：單題學習動機排序與平均數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題號
T9
T10
T3
T8
T1
T5
T7
T6
T2
T4
T11
總平均數

平均數
3.828
3.719
3.688
3.641
3.625
3.578
3.453
3.438
3.344
3.234
3.031
3.507

在差異比較方面，首先進行不同學
業表現學生之 Levene 變異數同質性檢
定，結果值為 0.419，未達到.05 顯著
水準，因此，可進一步進行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的差異比較，結果顯示如表五所
示。

表六：不同網路多媒體評量題型喜好之學生學習
動機比較表

平方和
組間 1.604
組內 29.880
總計 31.484

df 均方和 F 顯著性
3 0.535 1.074 0.367
60 0.498
63

表五：不同學業表現學生之網路多媒體評量學習

從表六可知 F 值是 1.074，未達
到.05 顯著水準（0.367），這樣結果可
解釋為喜好不同評量題型的學生（分為
配合、選擇、填充、重組等 4 類）
，其
對於此次網路多媒體評量學習的動機，
並無明顯差異，又根據先前學習動機總
平均值為 3.507 的結果來看，顯示全體
受試學生對網路多媒體評量學習都有較
高的學習動機，並未因其評量題型喜好
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動機比較表

平方和 df 均方和
組間 0.360

2

組內 31.124 61

F

顯著性

0.180 0.353 0.704
0.510

總計 31.484 63
從表五可知 F 值是 0.353，未達
到.05 顯著水準（0.704），這樣結果可
解釋為自然領域不同學業表現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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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製作的網路多媒體類型當中，學生所
喜愛的網路多媒體類型依序為動畫影
片、拖拉配對、靜態圖片、得分回答、
倒數計時。整體而言，學生的網路多媒
體評量學習動機，較高於隨堂紙筆測驗
的學習動機，每一單題的學習動機平均
數至少都在 3.031 以上，且都超過五點
量表的中數以上。最後，學生在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之學業成就高低，與其學
習動機表現並無顯著關連；不同網路多
媒體類型喜好與評量題型喜好的因素，
也沒有對學生在形成性評量之學習動機
表現造成差異程度上的影響。
由於 Hot Potatoes 工具軟體具有開
放框架式的開發介面，具備適性化修改
需求的編輯情境，適合非營利機構用於
發展即時互動的線上評量，並創造一種
有別於傳統紙筆測驗的教學評量。因
此，筆者建議教師在設計融入教學的形
成性評量時，應該多應用網路多媒體資
源，諸如：Hot Potatoes 所能提供之動
畫、影音、圖像、計時器、即時訊息回
饋、提示線索等資源，用以製作具有吸
引學生注意力的融入教學評量，以提升
學生參與學習之動機。

最後比較網路多媒體喜好類型不同
對於學生學習動機之影響，首先進行
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結果值為
0.137，未達到.05 顯著水準，因此，可
進一步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差異比
較，結果顯示如表七所示。
表七：不同網路多媒體喜好之學生學習動機比較

平方和 df 均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0.550 4 0.137 0.262 0.901
組內 30.935 59 0.524
總計 31.484 63
從表七可知 F 值是 0.262，未達
到.05 顯著水準（0.901），這樣結果可
解釋為網路多媒體喜好類型不同之學生
（分為動畫影片、拖拉配對、靜態圖
片、得分回答、倒數計時等五類），其
對於此次網路多媒體評量學習的動機，
並無明顯差異，又根據先前學習動機總
平均值為 3.507 的結果來看，顯示全體
受試學生對網路多媒體評量學習都有較
高的學習動機，並未因其網路多媒體喜
好類型不同而有所差異。

陸、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討論，本研
究做成以下研究結論與建議。
首先，以 Hot Potatoes 工具所製作
的網路多媒體評量題型當中，學生喜愛
的題型依序為配合題、選擇題、填充
題、重組題。其次以 Hot Potatoes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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