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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探討技專學生學習成效，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本
研究以選修營養與健康課程之大二學生二班共72人做為研究對象，採準實驗研究法，將學生
分成實驗組和控制組，實驗組採視覺媒體融入課程學習，控制組採傳統教材講述學習，實驗
教學在102學年為期10週20小時。統計結果摘述如下：（1）實驗組學生經「視覺媒體融入式
教學」策略之後，對營養與健康課程之學習成效顯著優於控制組，且實驗效果量達大以上。
（2）實驗組策略教學可同時提昇學生營養與健康認知，強化其學習理解，有效提升學習成就。
（3）接受融入式策略教學的實驗組學生，在營養與健康學習上，表現出正面積極的學習態度。
（4）半結構訪談發現，實驗組學生認為策略教學有助於吸引學生學習好奇心，提昇學習能力
與概念認知。

關鍵字：視覺媒體、營養與健康、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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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Media Integrated into Nutrition and Health to Assess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ies by strategic
applications of “integrated teaching of visual media.” 72 sophomore college students were chosen
from two classes who took the course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The quasi-experimental approach was
adopted and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aught by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of visual media)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aught by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without any assistances of visual media). All students completed the 20 hour program in a ten-week
integrated teaching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during the 2013 academic year. All statistical research
results would b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way: (1)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who had
mastered strategic skills for integrated teaching of visual media, had superior posttests learning
achievements and more larger effect size to those of controlling group students. (2) By comparisons
between posttests and pretests, the sam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had more significant learning
achievements and comprehension of posttests in nutrition and health than those of pretests. (3) As
for the performances of integrated teaching of visual media,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indicated
more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s and over larger effect sizes in nutrition and health. (4) After
semi-structure interview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who thought the viewpoints of integrated
teaching would attract their learning curiosity and promote learning achievements and concept
recognition.

Keywords: visual media, nutrition and health, learning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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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愛因斯坦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是以，學習興趣是學習活動中相當重要的關鍵，學
習歷程若能激發學習者興趣，將有助於問題解決能力的增進。許多學者應用教學策略融入課
程內容以提升學習成效，例如：應用電影短片作為教學輔具捕捉學生的注意力，以增進教師
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吸引學習好奇心，並增進其學習態度，促進概念的建構(Bandura, 2002；
Santagata & Angelici, 2010)；應用概念圖融入科學課程學習，做為學習認知的工具，幫助學生
進行有意義的學習，增進其學習成效(Allan, 2003; Chiou, Tien & Lee, 2015; Novak & Gowin,
1998; 林建良、黃台珠, 2010)；資訊科技動畫融入學習的應用，是另一獲取知識導引學習者進
入有趣視覺學習情境的有意義學習(Lin & Atkinson, 2011; Mayer, 2011)。 教師若能有效瞭解學
生所面臨的複雜學習問題，且適當導引學生的學習偏好與提供正當性的學習策略，將可適度
地減少迷思概念，企圖引導學生由淺而深的漸進式學習指引，並強化其學習表現(Van
Merrienboer、Kirschner & Kester, 2003; Nyachwaya et al., 2011; Treagust & Chiu, 2011）。
迷思概念已證明對傳統講述教學的學習產生阻力，若無適當處理將會抑制學生對更高層
次問題的理解（Lenaerts & Van Zele, 1998; McDermott & Redish, 1999）。學習過程中教師應
瞭解學生的既有概念，思考其知識背景並配合引導教學，進一步促進學生的概念改變，給予
學生更多探究的空間（謝欣穎、林菁，2013），達成有效的問題解決與有意義的學習（Mayer,
2011）。當傳統講述教學方法已經無法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時，教師們應尋求能統合學生學
習經驗的方法，使其尋求更多元的路徑來獲取相當多的知識，進而使學習變得更有意義。教
育的目的在於教導學生學習「如何學習」，是以有必要提供學生學習的有用工具(林建良、黃
台珠, 2010)。Ainsworth (2006)指出多元展示學習環境，已普遍存在於技術性的融入式學習，
若能使用多元展示視覺創意學習工具，將更能捕捉學習者之學習興趣，如此對提升有效學習
將扮演重要的功能。
多媒體融入式學習，運用媒體聲光效果，引發學習者學習動機與興趣以增進學習效益，
在國內外已是十分成熟的教學工具（蔡佳惠、王雪芳、葉敦烟，2013；蘇金豆，2013；Mayer,
2011; Su, 2008a, 2008b; Su & Yeh, 2014），例如，Chan等人(2006)應用資訊互動技術輔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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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而發現其在閱讀上有顯著改善；Schultz（2008）主張在逐步成長的認知學習中，重要
的教學努力應著眼於學科的敘述上，訴於視覺的動畫表現，引起學習的興趣，增強學生學習
能力；Santagata與Angelici （2010）經由文獻分析歸納出影片媒體融入教學，師生之間變得
更能反省，學生的注意力也變得更集中； Dick(1996)、Hillel(1993)、Tall(1996)、Su(2008a, 2008b)
和蘇金豆（2013）等學者建議，應用電腦科技連結數字、圖形與符號的功用，可提昇抽象與
複雜概念之學習，深化知識了解的層次，有助於營養與健康概念的進一步理解。
因此，本研究擬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結合而成新的學習策略，應用在營養與健
康教學，探究技職學生學習表現，使得教學更有效益，學習更有興致，期能增進學生問題解
決能力、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融入營養與健康領域中複雜且易
誤解的學習內容，進行融入式教學，探討此一策略引導，對四技學生學習表現之影響。研究
目的敘述如下：
(一)分析「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應用與否，對學生營養與健康之學習成效。
(二)探討「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之策略應用，對 學生營養與健康之學習態度。
(三)瞭解學生對「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應用之看法。

三、研究問題
綜上，本研究欲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有無使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是否對選修營養與健康通識課程
學生之學習成就有顯著影響？
（二）探討「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對實驗組學生之學習態度為何？
(三) 探討性別、入學方式、對課程喜歡程度不同之實驗組學生，其學習態度有
何顯著影響?
(四) 「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之實驗組學生，策略應用之觀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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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視覺媒體學習環境之增強
二元編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是Paivio (1971,1991)所發展的多媒體傳播與學習重要
學理，強調記憶與認知的運行，需仰賴視覺系統(visual system)與語文系統(verbal system)等雙
V系統之間的相互鏈結，此一鏈結對資訊多媒體傳播科技的融入式教學至為重要。
Mayer(1997, 2001)指出建構有意義學習的五個重要傳播媒體中的條件，即學生能從教材裡-- (1)
選擇相關文字/語言到語文工作記憶處理。(2)選擇相關的圖像到視覺工作記憶處理。(3)將所選
擇的文字/語言在大腦中編織成一個語文心智模式。(4)將所選擇的圖像在大腦中編織成一個圖
像心智模式。(5)整合語文與視覺的表徵物和先備知識。應用此等有意義的五個學習條件和設
計原則，而能成功的設計與融入新教材在課程學習環境中，如融入聲、光、動畫、超連結等
傳播多媒體學習環境(Clark & Mayer, 2008; Su, 2008a, 2008b, 2011; Su & Yeh, 2014)、網路科技
媒體融入課程學習(Own, 2006)等研究。此等媒體傳播研究不僅對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造成衝
擊，同時也促進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之提昇，師生互動關係也變得更為密切。
傳播媒體計畫性的融入式教學，對教育之貢獻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重要。Ainsworth (1999)
強調資訊科技媒體融入教學之多元呈現學習環境，易於捕捉學生學習興趣，且扮演著有效學
習的重要角色。國外學者(Nicoll, Francisco, & Nakhleh, 2001)與國內學者(羅希哲、溫漢儒、曾
國鴻, 2007)則將概念構圖工具融入教學以改善學生科學學習成效，而有正面的肯定。Su (2008a,
2008b) 應用傳播媒體動畫融入科學課程教學，而有效地增強學生學習成就與改善學習態度。
是以，融入式教學對學生的學習環境建構是重要的，本研究將結合「視覺傳播融入式教
學」策略，做為營養與健康課程教學之導引工具，期能改善學生學習氛圍，提昇學習成效與
能力。
二、融入視覺展示傳播媒體
Burke, Greenbowe 和 Windschitl (1998)認為一般的教科書皆以靜態圖視覺呈現，對於學
生新概念的學習成效並不顯著。David (2003)曾提到教師的傳統教學若無法滿足學生需要，應
尋求如有線電視、網路等傳播媒體管道，來整合學生的學習經驗，使其變得更有意義。M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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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Moreno (2003)提出設計多媒體教材的九個原則，如多媒體、空間接近、時間接近、連貫、
形式、多餘、個別差異、分割和提示等，降低學生運用多媒體學習時的認知負荷(Sweller, van
Merrienboer, & Paas, 1998)，此一計畫性的傳播媒體融入式教學對教育之貢獻越來越多，也越
來越重要。Ardac和Akaygun (2004)主張發揮視覺空間創新創意能力，結合圖像、影片、聲效、
文字和語音的多媒體傳播技術展示，導引學習者進入有趣視覺學習情境，已是純熟的高科技
整合產物。Mayer等人(2005)指出結合文字和圖片的多元呈現，傳播媒體學習將是有意義且效
果優於傳統教科書。多元展示學習環境已普遍存在於技術性的融入式學習，Ainsworth (2006)
指出多元展示視覺創意學習，更能捕捉學習者之學習興趣，提升有效學習的重要功能。
是以，本研究以多元展示視覺創意策略將傳播媒體融入「營養與健康」之學習，將有助
於新觀念與原理的進一步理解。
三、建構學習理論
建構主義的精髓則強調：「知識乃是建構在學習者的心智上。」 Ausubel(1968)認為建構
主義教學的基本原理是先評估學生需要什麼，再依據學生的需求進行教學。Piaget (1970)建構
的學習理論，描述攝取知識是一種人類必要的活動，促使概念本體(reality)進入系統傳遞就是
知識的獲得，而系統傳遞則是漸近而充分的條件。學習者的推理技巧若比較差，將無法解決
概念性的理解問題(Lawson & Renner,1975)，而迫使學習者選擇機械式的學習，如背誦式問題
解決模式。Driver和Oldham (1986)提出定向(orientation)、引出(Elicitation)、觀念重組
(Restructuring of ideas)、應用 (application)和反思(review)等五階段建構教學模式。Yore 和
Treagust (2006)主張知識建構的方法，造因於學生的思考、從先備知識建構新觀念和社會文化
背景中建構新觀念等途徑。他們認為學習者在學習前所有自然現象的知識、學習中主動建構
的知識及學習是概念的改變等因素，乃是促成自然科學教學需要充分思索的重要意函。換言
之，建構知識的人類個別化發展是一種普遍化的過程，而此種過程有部份是屬於發展系統性
的推理能力。Cracolice, Deming 和 Ehlert(2008)指出推理技巧的良莠不齊，將是導致問題解
決的鴻溝(gap)。因此，建構良好的推理能力，將有助於降低此鴻溝，促進複雜概念的建立，
提升問題解決能力。而傳播媒體融入學習，則在於以視覺結合巨觀和微觀的符號表徵，促進
學習者建構營養與健康之學習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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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論點，「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可減少學生學習負荷，增進問題解決能
力，使學習變得更有成效。本研究應用此策略，整合學生營養與健康學習經驗，將有助於增
強學生學習概念的釐清、理解與促進師生之間的互動，期能提昇學生營養與健康的學習能力。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範圍
為了研究取樣的普及性，本研究樣本來自研究者任教之學校，以四技部二年級選修「營
養與健康」課程之二班共72位學生做為研究對象，本計畫運用準實驗研究法，以班為單位進
行分組教學，將二班學生隨意分成實驗組(採取視覺傳播融入課程學習，43人)和控制組(傳統
教科書講述教學，29人)。以「營養與健康」通識課程中較為複雜且抽象的概念，做為「視覺
媒體融入式教學」研究內容之參考指標。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包含控制變項、依變項、自變項與共變項，示如圖1，茲說明如下：
（一）控制變項：為降低判讀干擾，本研究採同一位教師進行相同內容、相同時
數教學、評量工具亦同之教學，藉以穩定研究架構各項變數不確定之干擾。
（二）依變項：在融入式實驗教學中，教師對學生導入「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
講解，教學結束後，隔週隨即以教師自編之後測試題進行測驗，所得之後
測成績為第一個依變項，即其學習成就；另一依變項為學習態度量表，學
習態度量表則在完成成就後測，教師隨即以自編之學習態度問卷進行調
查；第三個依變項為學生訪談，學習態度問卷填寫完畢，隨即就實驗組後
測成績高(前 27%)低(後 27%)分同學中，隨機抽出二位同學進行訪談，以了
解其對融入式教學之觀點。
（三）自變項：包含學生基本資料（喜歡課程程度）及教師教學策略分組（實

驗組與控制組）。
（四）共變項: 教師在實驗教學前，以自編之前測試題進行測試，所得之前測
成績，做為共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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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量的研究為主，輔以質性探討，為了增長學生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本研究之
研究方法，簡介如下：
（一）實驗研究設計模式
在不影響正常教學的大前提下，本研究採「不等組前後測設計」準實驗研究法進行分組
教學，將研究對象隨機分派成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學生在實驗前均無融入式之學習經驗。
教學期程以每週兩小時，共為期 10 週進行教學實驗，實
驗研究設計模式示如表 1。實驗教學前先進行前測，以瞭解其分組是否有差異，確認無差異
後進行引導與實驗教學，實驗後隔週進行後測與學習態度問卷施測，
並從實驗組隨機選取高低分組各 2 名學生進行晤談，以進一步瞭解學生對融入式學習之看
法，實驗步驟配當表則示於表 2。

控制變項
教師
1.

教學特質

2.

教學內容

3.

教學時數

4.

評量工具

自

變

項
實驗組

教
學
策
略

依 變 項

學習成就

視覺傳播融

試題後測成績

入式教學

測驗

控制組

學習態度

採一般教科書
講述教學法

學生基本資料
性別

學生對教
學之觀點

入學方式
對課程喜歡程度

半結構式訪談

圖1 「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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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實驗研究設計模式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V

I

V

控制組

V

T

V

學習態度

訪談

V

V

註： V表施測；I表有融入視覺媒體之教學；T表無融入視覺媒體之傳統教科書教學。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設計包含下列階段，即前測、視覺傳播融入式教學、後測、學生學習態度問卷調
查與訪談，前後測測驗試卷、學習態度問卷與半結構式訪談問卷等工具及視覺傳播融入式教
材簡介說明如下：
1. 前後測測驗工具發展
營養與健康試題前後測測驗工具發展，乃根據教學目標，就知識、理解、
表 2 「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教學步驟配當表
教學步驟
前測

實驗組

控制組

分組與安排位置

分組與安排位置

填寫基本資料與前測

填寫基本資料與前測

時間： 約需 50 分鐘
引導學習過程

時間： 約需 50 分鐘

融入式教學設計之引導

教科書學習過程設計之引導

、目的描述、操作與實驗方法

、目的描述、操作與實驗方法

時間： 約需 50 分鐘

時間： 約需 50 分鐘

自我學習與

方法：自我學習與教師輔助

方法：自我學習與教師輔助

教師輔助

材料：融入式學習檔案

材料：教科書學習檔案

時間：約需 800 分鐘
後測

時間： 約需 800 分鐘

實驗完畢後隔週進行後測

單元學習完畢後隔週進行後測

時間： 約需 30 分鐘

時間： 約需 30 分鐘

學習態度問卷 後測完畢立即進行學習態度
問卷施測
時間： 約需 30 分鐘
訪談

隨機抽取高低分組共四位同學
進行訪談
時間： 約需 30 分鐘

應用、分析、綜合與評鑑等六個面向進行命題，並參考作者多年教學過程常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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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與健康之迷思概念(見表 3)，進行修改與命題而形成初稿，試卷初稿再經校內外三位
資深教授邏輯審查後，形成具內容效度之試題，試題經 72 位學生進行預試，預試結果選
擇鑑別度指數 .20 以上，且整體平均鑑別度指數為 .40。而難度指數則選取 .20~ .80 之
間的題目，且平均難度指數為 .47。預試試題再經修訂後形成前後測測驗選擇試題共 20
題，形成正式測驗試題(見附錄 1)。並針對 20 題選擇題進行信度分析，結果顯示整體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6，學者 Katerina 與 Tzougraki（2004）指出 Cronbach’s α 值 .70
是可接受的範圍。
2.學習態度問卷調查表
本問卷初稿採用蘇金豆(2013)所研發之學習態度問卷加以改編設計，問卷採用 Likert 五等
量表，選項包含「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
意」、「非常同意」。在內容效度方面，邀請二位科學教育家、三位科學哲學家和二位教育
心理學家進行問卷審查，並依照專家們所提供之意見做修訂而成初稿，隨即依此試題進行預
試，就預試所得之有效問卷 126 份，編碼並進一步進行建構效度分析。在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方面，將預試所得之有效問卷 126 份進行因素分析，得 KMO 值 0.895，Bartlett 球形
考驗的 χ2 值為 3,377.928 達顯著，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應用主成分分析共萃取出六個構
面(aspect)，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1.85%，此六個構面的特徵值為 15.615(5 題, Q6)、2.089(5 題,
Q3)、1.620(5 題, Q5)、1.369(4 題, Q2)、1.247(5 題, Q1) 和 1.051(5 題, Q4)，因素負荷量示於
表 4。應用 Cronbach’s α 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檢視，得 α 值依序為 0.924、0.910、0.884、0.835、
0.856 和 0.760，整體信度 α 值 0.910。依據 Gay(1992) 等人之觀點，任何量表之信度係數達
0.90 以上，表示其量表之信度甚佳。 整個問卷量表共 29 題，分六個構面命名，構面 Q1 對
教材設計型態之學習態度、 Q2 對教材展示與呈現的學習態度、Q3 對教師教學的學
表 3 學生常見之營養與健康迷思概念摘要表
項目

迷思概念陳述

1. 礦物質是能量型的營養素
2. 反式脂肪是動物油脂
3. 必須胺基酸可由人體內合成
4. 必須脂肪酸可由人體內合成

67

科技與工程教育學刊

2014，47(2)，58-84

5. 醣類食用不足，脂肪酸氧化不完全將會造成脂肪酸中毒
6. 鎘可以強化肌肉組織，缺乏時會導致結締組織增加，與骨骼代謝及甲狀腺異
常
7. 鐵主要由盲腸吸收
8. 正常人飯前禁食血糖濃度大於140 mg/dl，代表可能已經罹患糖尿病
9. 血液中鈉濃度過高時，將導致心臟收縮延長，心搏較慢
10. 葉綠素中含有礦物質銅
11. 成人每日維生素 C 的建議攝取量為 200mg
12. 不易使血膽固醇上升的油脂，如烤酥油
13. 甘胺酸為尿素生成的重要物質
14. 維生素 C 會經由腸內菌合成
15. 維生素 K2 的來源，可經由人工合成
16. 半乳糖可做為抑制肥胖與降低血糖方面之用途
17. 水溶性膳食纖維可預防及治療便秘
18. 維生素 A,C 是體內熱量代謝過程所需要的輔酶
19. 孩童若只供應富含醣類的食物，會造成蛋白質攝取不足而致消瘦症
20. 生物價為保留氮量與攝取氮量的百分比值，當其利用率愈高時，表示蛋白質
品質愈佳
註:粗斜線表學生常犯的迷思

習態度、Q4 對學習環境營造的學習態度、Q5 對參與活動增長知識的學習態度、Q6 對學習
結果的學習態度，學習態度量表之因素負荷量示於表 4。本問卷旨在瞭解「視覺媒體融入式
教學」之實驗組學生對於營養與健康教材之設計、展示與呈現、內容敘述、課程學習環境的
建構與氣氛之營造、知識增長等之學習態度。3.訪談問卷
本研究設計半結構式問卷，就實驗組學生進行訪談，針對研究目的(三)，瞭解學生對「視
覺傳播融入式教學」策略應用之看法。從實驗組學習成就後測前27%與後27%各隨機選取2名
學生進行晤談，以進一步了解高低分組學生，應用視覺傳播融入營養與健康教學，是否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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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生對於教材的概念學習能力、學習情境的認知能力和視覺媒體融入營養與健康教學的觀
感或評價，藉此瞭解並分析學生對實驗教學策略之觀感。

表4 「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學習態度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構面
Q1

Q2

Q3

題

目

因素負荷量

1. 視覺傳播融入教學之課程設計，這正是我想要的學習型態。

0.563

2. 視覺傳播融入教學之課程設計，能引導我全心學習。

0.638

3. 視覺傳播融入教學之課程設計，對我的學習有幫助。

0.655

4. 視覺傳播融入教學之課程設計，讓我對學習充滿信心。

0.790

5. 視覺傳播融入教學之課程設計，提供我學習之模式。

0.519

6. 視覺傳播式教材，重視教材原理法則等教法。

0.470

7. 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材，可維持我的注意力。

0.742

8. 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材，有助於我的學習。

0.559

9. 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材，激發我追求新知識的意願。

0.565

10.擔任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課程的老師，能因材施教。

0.664

11.擔任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課程的老師，教學方式生動活潑。 0.650
12.擔任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課程的老師，經常鼓勵和關懷我。 0.741
13.擔任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課程的老師，關心我的學習狀況。 0.751
14.擔任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課程的老師，讚美我的學習成績。 0.725
Q4

15.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材，能引導我在食品營養之學習。

0.523

16.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材，能提供我在食品營養之學習動力。0.582
17.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材，能增進我對食品營養之概念理解。0.740

Q5

18.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材，能建構我學習食品營養的氛邀。

0.725

19.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材，學校能提供完善教學設施。

0.733

20.同學們能主動積極參與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學之學習活動。 0.482
21.我能主動擬訂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學之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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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在課前預習，課後複習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學課程教材。 0.702
23.我能盡力完成老師指定的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學課後作業。 0.680
24.我認為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學可提高我的課業成績。
Q6

25.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材，增進我對食品營養的學習興趣。

0.674
0.684

26.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材，增進我對食品營養概念的學習能力。 0.602
27.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材，增進我對食品營養的讀書風氣。

0.488

28.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材，增進我對食品營養試題的解題能力。 0.503
29.視覺傳播結合動畫融入式教材，增進我對食品營養的延伸閱讀。

0.827

4.視覺傳播融入式教材
本研究設計之融入式教材，乃以表 3 學生常見之營養與健康迷思概念為基礎，設計視
覺傳播融入式教材，其原理植基於 Ardac 和 Akaygun (2004)認為圖像、影片、聲效、文字
和語音的多媒體傳播技術展示，能導引學習者進入有趣視覺學習情境；Mayer 等人(2005)
強調結合文字和圖片的多元呈現，傳播媒體學習將是有意義且效果優於傳統教科書；而
Ainsworth (2006)指出呈現視覺創意學習的功能，更能捕捉學習者之學習興趣，有效提升學
習。是以，以此研究建構出實驗組學生之視覺傳播融入式教材，摘述如圖 2，此教材並經
二位教授修正後，再找五位學生進行試教，試教完成後，就較為艱澀的教材內容進行微修，
始成為正式授課之融入式教材。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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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視覺傳播融入式教材:(1)李威廉博士在 TED 演講用食物為自己做化療，
提昇一般人對癌症化療的認知層次；(2)藉著音樂融入影片中讓學生了解
不當飲食與疾病的關係；(3)透過 mp4 影片介紹如何降低膽固醇與三酸甘
油酯；(4) TVBS 健康 2.0 節目中摘錄有關維生素 B 群的重要性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示如圖3。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實驗教學所蒐集的資料，進行電腦編碼，所用統計方法包含: 共變數分析和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以 SPSS MS for Windows 22.0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一)共變數分析
本研究採用共變數統計分析之控制方式，調整實驗組和控制組在實驗前既存之差異，
以實驗組和控制組之前測成績做為共變量，進行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以確保策略分組教
學法之有效性後，繼續進行後測成績共變數分析。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COVA)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統計個人背景變項性別、入學方式、對課程喜歡程度不同之學
生，對於「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分組之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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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與健康相關領域文獻蒐集與探討
研擬營養與健康計畫書
選定營養與健康教學實驗主題
設計營養與健康策略分組教學課程教材
前測
分組教學

編製問卷與問題解決試題

學生學習成就後測暨問卷填寫
數據處理

訪談與資料整理

研究成果之撰寫與推廣
圖 3「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研究過程流程圖

肆、 結果與討論
一、學生學習成就差異分析
針對研究目的（一）
，分析「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與否，對選修營養與健康課程之
學習成就影響。因兩組學生融入式教學策略之二組學生，其解題測
驗分數上無顯著差異。為檢驗此研究假設，故將二組學生學習成就前測成績為共變數，後測
成績經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F 值為.136；p 值為 .714 未達.05 顯著水準，接受虛無
假設，表示兩組迴歸線斜率相同，符合共變數分析中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繼續進行
共變數分析。

（一）後測成績共變數分析
後測成績經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學生在營養與健康教學中，自變項與共
變項間的交互作用檢定結果皆無顯著差異。進行學生學習成就後測成績之共變數分析
（ANCOVA），以實驗組及控制組之前測成績（依序為 72.4 和 70.5）為共變數，後測成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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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組別為自變項進行統計分析，統計結果說明如下: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於表 5，從表
5 得知學生在後測成績上，「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與傳統教學方式有顯著差異（p
< .001）；由 Cohen（1988）實驗效果量（effect size, f）得知，f 值 .61，顯示大(f=.4)以上之
實驗效果。

表 5 後測成績共變數分析摘要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df) 平均平方和
組間 72.352

1

72.312

誤差 192.906

69

2.097

F 檢定 顯著性(p) 實驗效果(f)
34.506

< .001***

.61

註： ***p< .001

（二）成對事後比較分析
調整後後測成績平均數、標準差與成對事後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s)結果示如表6。由
表6得知，實驗組學生營養與健康調整後後測成績平均數皆優於控制組學生，且事後比較達顯
著性。

表 6 後測成績事後比較摘要表
組
類

別

調整後後測成績平均數 M (SD)

別

實驗組

控制組

88.0(9.7)

78.8(14.1)

事後比較
**

註：**p<.005

承上之研究結果，本研究回應了研究問題（一），有無使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
略，對選修營養與健康通識課程學生之學習成就有顯著影響。透過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確
實對實驗組學生之學習成就產生了正面之衝擊，歸結其因，乃融入式教學能聚焦在學生學習
易感迷思的概念上，透過媒體教學之呈現，一方面吸引學生目光，一方面強化概念學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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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視覺媒體聲光耳濡目染之後，留下深刻的回憶。誠如學者們的論述，融入式教學是一
種導引學習者進入有趣視覺學習情境的有意義學習方法(Su, 2008a, 2008b; Lin & Atkinson,
2011)，也是提升教學與學習的有效途徑（West & Graham, 2005）。因此，融入式策略將有助
於營養與健康科學知識之認知與概念建構。

二、學習態度統計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描述性統計分析發現，在實驗教學後，針對實驗組學生 43 人實施「學習態度」量表
之問卷調查，分析結果呈現於表 6。表 6 是「學習態度」調查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
示視覺傳播融入營養與健康教學實驗組學生學習態度量表， 在依變數各層面量表 Q1、Q2、
Q3、Q4、Q5 和 Q6，及整體量表學習滿意度之 Cronbach’s α 值、平均值（M）與標準差（SD）。
各層面量表 Cronbach’s α 值皆在 .900 以上，表示本量表內部一致性良好（Katerina &
Tzougraki, 2004）。整體量表之平均值 3.93，各項度之平均值也都大於 3.50，顯示實驗組
學生在此實驗教學之後，對「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之學習，呈現正面積極之態度。
此結果回應了研究問題（二），探討「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對實驗組學生之學習
態度呈現正面而積極。實驗組學生對教材設計型態、教材展示與呈現、教師教學、學習環
境營造、參與活動增長知識和學習結果的學習態度皆值得肯定。

表6 實驗組學生學習態度量表平均值（M）、標準差（SD）和 Cronbach’s
α值
依變數(subscale)

M

SD

Cronbach’s α

Q1

3.92

.55

.921

Q2

3.97

.64

.913

Q3

3.95

.67

.935

Q4

3.94

.63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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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3.84

.63

.914

Q6

3.94

.70

.904

Total

3.93

.64

.947

（二）單因子多變量統計分析
根據研究問題(三)，探討性別、入學方式、對課程喜歡程度不同之實驗組學生，其學習
態度為何?本研究以學習態度量表之Q1、Q2、Q3、Q4、Q5和Q6為依變數，性別、入學方式和
對課程喜歡程度為自變數，進行單因子多變量統計分析，其中以Wilks’ Lambda 變數選擇法
檢定多變量的顯著性。表7 摘錄以Wilks’ Lambda變數選擇法檢定多變量達顯著性之F檢定
值、p值和實驗效果f值。
學生性別為自變數，在營養與健康之學習態度六個次量表，皆未達顯著性，其實驗效果f
值介於0.173和0.311之間，顯示小到中以上之實驗效果量；而入學方式為自變數的學生，在營
養與健康之學習態度六個次量表分析中，只有Q5達顯著性，進一步進行Scheffe’s事後比較，
則無顯著性，其實驗效果f 值.607，顯示大以上之實驗效果量(f > .4)；對營養與健康課程喜歡
程度不同之實驗組學生，在營養與健康之學習態度六個次量表中，皆達顯著性。進一步進行
Scheffe’s事後比較，發現次量表Q1和Q3之喜歡優於普通且喜歡優於不喜歡，而實驗效果f 值為
.715和 .766，顯示大以上之實驗效果量；次量表Q2、Q4、Q5和Q6之喜歡優於不喜歡，而實
驗效果f 值介於.461和.602之間，顯示大以上之實驗效果量。足見，營養與健康課程之喜歡程
度對學生學習態度具顯著之學習影響。

表 7 學生學習態度變異數分析 F 值、 顯著性（p）和實驗效果量（f）摘錄
自變數

變異數
分 析

態
Q1

Q2

度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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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Q4

量
Q5

Q6

科技與工程教育學刊

2014，47(2)，58-84

性別(1.男生 2.女生)

F值

1.195

3.610

1.971

3.874

2.990

1.192

p值

.281

.065

.168

.056

.091

.282

f

.173

.301

.222

.311

.274

.173

2.725

.698

入學方式

F值

1.250

1.535

1.701

1.699

(1.登記分發,

p值

.306

.203

.159

.159

2.推薦甄試,

f

.412

.456

.480

7.254

11.730

.480

.034*

.629

.607

.094

3.申請入學 4.其他)
對化學喜歡程度

F值

10.228

4.840

3.830

6.575

(1.喜歡,

p值

.000***

.002**

.000***

.013*

.030*

.003**

2.普通,

f

.715

.602

.766

.461

.438

.574

1>2,

1>3

1>2,

1>3

3.不喜歡)

Scheffe

1>3

1>3

1>3

1>3

註： *p< .05; **p< .01; ***p< .001

三、訪談分析
因「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學習態度問卷屬結構式問卷，無法充分表達學生感受，因
此另外設計半結構式訪談問卷，隨機選取高低分組各 2 名學生進行晤談，訪談結果意見陳
述歸納如下：
（1）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是否有助於你釐清營養與健康的概念傳遞?為什麼？
大部分學生認為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能釐清營養與健康的概念傳遞，增
進學習意願。

高分組S1同學說：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簡明易學且加深印象。」
高分組S2同學說：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融入視覺感官的描述，有
助於學習。」
低分組S3同學說：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動化效果較口述佳且清
晰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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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組S4同學說：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雖有助於老師講解，但因
速度快理解能力差，故學習較為吃力。」
（2）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之學習，是否有助於你提昇營養與健康的評量能力？
為什麼？
訪談結果發現，學生對評量能力有持正反面之陳述，茲描述如下：

高分組S1同學說：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之學習，可提升思考能力，
有助於評量分數之提升。
高分組S2同學說：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之學習，降低內容複雜度，
提升理解能力，評量分數自然提升。
低分組S3同學說：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之學習，有趣且加深印象，
可提升評量能力。
低分組S4同學說：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之學習，易緊張而導致看錯，
反而無法提升評量能力。
（3）你對使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之學習觀感或評價為何?為什麼？
訪談結果發現，學生的觀感或評價有持正反面之陳述，茲綜合描述如下：

訪談同學中持肯定意見的描述:「視覺媒體融入教學之優勢，有趣新鮮、方便想像節省
思考時間、可提高理解度、增加學習興趣、提升評量能力、有助於低學習成就者學習能力之
提昇…等。」而訪談同學中持負面意見的描述:「圖較複雜抽象、速度快、時間短、圖片內容
應再精進。」
總之，學生肯定應用「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之學習，因此一模式有助於瞭解和釐
清營養與健康的概念傳遞過程、強化概念轉化過程中之判斷思考能力、增加學習興趣與加速
邏輯推理等重要評價。學生們也建議本解題的模式中圖像太複雜且展示速度快等意見，顯現
使用者對本教學策略之認同與實用性之期待。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實驗研究進行的「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所發展出來的研究工具，前後測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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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涵蓋科學認知層面並融入營養與健康迷思概念等理念進行試題設計。綜合上述研究結
果，發現此一測驗試卷能符合文獻(蘇金豆, 2015; Cataloglu, 2002; Ebel & Frisbie, 1991;
Hestenes & Halloun,1995; Pallant, 2001)對試題品質的要求，是一具有高效度與良好信度的評量
試題，適合用來做為評量四技學生營養與健康的工具。準實驗研究結果，發現實驗教學後學
生之評量，經共變數統計分析，其學習成效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且有大以上之實驗效果量，
顯示實驗組學生經此策略教學後，能轉化營養與健康既有的迷思概念成正確的科學知識，強
化其學習理解，有效提升學習成就。再則，學習態度方面，實驗組與控制組組別的操縱變因，
更呈現出「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策略的重要性，融入式策略教學後，實驗組學生無論在學
習態度或訪談結果，皆呈現積極與肯定之意，對教材設計型態、展示與呈現、教師教學、學
習環境營造、參與活動增長知識和學習結果皆肯定此策略式融入教學。
綜合上述論點，本研究結果得到如下三點結論:
（1） 實驗組學生經「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之後，對營養與健康課程之學習成效顯著優於
控制組，且有大以上之實驗效果量。
（2） 接受策略分組的實驗組學生在營養與健康概念學習上，表現出正面積極而有趣的學習
態度。
（3） 實驗組學生經半結構訪談後發現，融入式實驗教材，增進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吸
引學生學習好奇心，並增進其學習認知。
總之，融入式教學策略有助於學生營養與健康學科知識的具備與概念的建構。本研究結
果同時驗證了過去研究結果(David, 2003；Fisher, Wandersee, Moody,2000; Su, 2011; 林建良和
黃台珠, 2010)，若教師所持之傳統教學已不能滿足學生學習需要，教師應引入易用學習媒體
和工具來改變教學方式以提高學生思考層次，或尋求一種方法來整合學生學習經驗，使學習
變得更有意義。據此，研究結果可作為教學者進行通識課程教學之參考。上述建議供有關單
位在研究與教學時之參考。
二、建議
從結論中知覺本教學模組較傳統講授方法，有助於學生以圖像鏈結巨觀營養與健康概念
之間的抽象關係，使學生能產生正確的認知結構，學習成就有明顯提昇，足見「視覺媒體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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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式教學」教學策略具推廣性與價值性。但精進「視覺媒體融入式教學」之教材設計仍有改
善空間；再則，訪談中發現有些學生邏輯推理較慢，因此圖示內容以具體簡單為原則，播放
速度宜減緩且時間適度增長。本研究之結果，雖可提供相關領域教學之參考，但礙於樣品數
之考量，不做過度之推論，建議未來之研究可朝大量與大範圍的施教與施測，讓此教學策略
能更有效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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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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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正常人飯前禁食血糖濃度大於多少時，代表可能已經罹患糖尿病?(A)80 mg/dl(B)126 mg/dl(C)140
mg/dl(D)200 mg/dl
(A )以下何種醣類，因為動物腸壁的吸收率很低，因此缺乏營養價值，但是也有利用此特性，
做為抑制肥胖與降低血糖方面之用途? (A)L 型阿拉伯糖 (B)半乳糖
(C)糊精 (D)果糖
(D )下列何者為非水溶性膳食纖維的功能? (A)預防及治療便秘 (B)控制血糖及減少血脂 (C)降血壓
(D)以上皆是
(B )苯酮尿症患者不可食用下列何種人工甜味劑? (A)糖精 (B)阿斯巴甜 (C)蔗糖素 (D)醋磺內
酯鉀
(A )體內熱量代謝過程所需要的輔酶: (A)維生素 B1,B2,菸鹼酸 (B)維生素 A,C (C)維生素
E,K (D)生物素

6.

(D )下列何者不會經由腸內菌合成?
(A)維生素 B2 (B)維生素 B12 (C)維生素 K
(D)維生素 C
7. (B )維生素 K2 的來源:
(A)動物肝臟
(B)動物腸內寄生菌產生
(C)乳汁
(D)人工合成
8. (C )孩童只供應富含醣類的食物，造成蛋白質攝取不足,稱為(A)消瘦症 (B)庫辛氏症 (C)瓜西奧卡
症 (D)楓糖尿症
9. (B )氨在肝臟中，大部分經尿素循環轉化成尿素，再藉由腎臟自尿液中排出，而一部分氨，可經由
轉胺作用，被用以合成新的何種物質？有些則經由生化代謝形成肌酸、嘌呤及嘧啶(A)尿糖 (B)胺基
酸 (C)尿蛋白 (D)以上皆非
10. (B )何者為保留氮量與攝取氮量的百分比值？當淨蛋白質利用率愈高時，表示蛋白質品質
愈佳
(A)生物價
(B)蛋白質淨利用率
(C)氮平衡
(D)化學積分
11. (D )何者為尿素生成的重要物質？
(A)白胺酸
(B)甘胺酸
(C)色胺酸
(D)瓜
胺酸
12. (B )下列何種油脂不易使血膽固醇上升? (A)豬油
(B)橄欖油
(C)硬化椰子油
(D)烤酥油
13. (B )下列何者為不飽和脂肪酸? (A)花生酸
(B)油酸
(C)己酸
(D)棕櫚酸
14. (B )何者會降低生物素的吸收?
(A)牛奶
(B)生蛋白
(C)花椰菜
(D)堅果
類
15. (B )成人每日維生素C的建議攝取量為: (A)30mg
(B)100mg
(C)200mg
(D)500mg
16. (C )葉綠素中含有下列哪一種礦物質?

(A)鈣

(B)鈉

(C)鎂

(D)銅

17. (A )當血液中何種礦物質濃度過高時，心臟收縮延長，心搏較慢？ (A)血鈣 (B)血鈉(C)
血鉀(D)血磷
18. (A )鐵主要由何處器官吸收？ (A)十二指腸
(B)空腸
(C)迴腸
(D)盲腸
19. (A )何種礦物質可以強化肌肉組織，缺乏時會導致結締組織增加，與骨骼代謝及甲狀腺
異常？ (A)矽
(B)鎘
(C)鉛
(D)鋅
20. (A )脂肪酸的氧化產生熱量過程，需要葡萄糖中間代謝物質參與，因此如果醣類食用不足，脂
肪酸氧化將會因此而氧化不完全，而造成:(A)酮酸中毒 (B)脂肪酸中毒 (C)癲癇 (D)尿酸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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