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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一數位遊戲式學習網站做為實驗工
具，探討數位遊戲式學習對 PISA 科學能力之影響。
採用準實驗研究法，實驗組使用數位遊戲式學習進
行學習，而對照組使用傳統式學習進行學習。研究
對象為高雄市某國小共 94 名四年級學生，以南一
版四年級第二學期某一單元為實驗內容。研究結果
顯示，實驗組的學生其 PISA 科學能力學習成效及
學習保留效果顯著優於採用傳統式學習的學生。實
驗結果可供後續數位遊戲式學習研究者及教材設
計者參考。
關鍵詞：數位遊戲式學習、PISA 科學能力、學習成
效、學習保留。

Abstract

的知識與技能，應用於日常生活、解決實際問題的
能力。許多國家的教育方針皆參考 PISA 而進行修
訂。此項評比所衍生出來的成果亦是許多學者關心
及研究的議題。這些資料結果亦可以提供教育相關
單位，在制定一國教育相關政策的重要參考與依據
[1]。
數位遊戲式學習因為有下列幾項特點[2]，對於
提升學生 PISA 科學能力有潛在的機會：
(1) 可以應用於許多不同的教學題材，並可有效達
成各類教育目標。
(2) 可以讓各學科的學習更能以學習者為中心，使
學習者在修習學問的過程中，更容易了解所學
科目的重要觀念。
(3) 在學習過程中感到更快樂、更有趣，並因此更
進一步提高學習成效。
因此，本研究即在討論數位遊戲式學習對於
PISA科學能力提升的效果。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se a 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websit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on students' PISA
scientific competencies. Quasi-experimental method
was conducte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learned with digital game-based content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students only learned with traditional
learning content. The samples were 94 fourth grade
students in one of elementary school in Kaohsiung
City and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 was the content of
Nani fourth grade textbook in the second semes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learning reten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and indicated that
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could promote students'
PISA scientific competencies and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researchers and designers were
also proposed.

2. 文獻探討

Keywords: 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PISA
scientific competencie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learning retention

數位遊戲式學習，是指學習者利用數位遊戲平
台系統進行學習的過程。近年來，由於資訊科技的
發達和個人電腦的普及，電腦遊戲變成一種流行的
休閒娛樂。學習者在參與這系統的數位遊戲的過程
中，透過解決精心設計的模擬問題，學習如何克服
挑戰或和其他同學競爭，以便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
機，進而提升學習成效[4]。相較於傳統式的教學，
學生較喜歡數位遊戲式學習平台的多元學習環境，
而大部分的數位遊戲式學習研究對於學習動機及
學習效果的提升有正向效果。
Prensky [5]指出數位遊戲式學習的特性包含娛

1. 前言
「國際學生能力評量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是由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ECD）委託的跨國調查計畫。從
2000 年起，每三年對 15 歲學生的數學、科學及閱
讀素養進行國際性比較研究。檢驗學生從學校學得

2.1 PISA 科學能力評量
OECD 將 PISA 科學能力定義為「此能力包含
使用科學知識、定義問題和陳述以證據為基礎的結
論，可用來理解和幫助關於自然世界的決定和透過
人類活動而能創造改變」[3]。PISA 的四個向度，
情境、能力、知識以及態度所發展出來的題目包含
了大部分我們在生活中會遇到的科學問題[3]。以素
養的觀點來設計測驗題目，目的在評量學生能否將
這些知識有效的應用，並且從不同的角度分析與解
決問題，應用於進入社會後可能面臨的各種情境與
挑戰。

2.2 數位遊戲式學習

樂性、遊戲性、規則性、目標性、人機互動性、結
果與回饋、適性化、勝利感、衝突競爭與挑戰性、
問題解決、社會互動、圖像與情節性。目前國內大
部分的研究顯示數位遊戲式學習研究對於學習動
機以及學習效果的提升是有效的。

2.3 數位遊戲式學習與 PISA 科學能力
Hogle [2]提出遊戲對於學習有四個優點，其中
一點是可引發內在動機並提高興趣：遊戲中好奇與
期望、控制與互動性以及故事情節的幻想性等特性，
都可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和內在動機。Brophy [6]
提出如果知識性的課程能融入遊戲式的教學活動，
則可以讓學生改變學習的情緒，使枯燥的課程增加
活力，也可以使教學流程不用那麼緊湊，並可以維
持學生學習的動機及專注力。數位遊戲式學習帶給
學習者強烈進行遊戲的動機和高度的樂趣，對於
PISA 科學能力的提升具有潛在的效果。
蔡福興[7]的研究中指出所設計的線上遊戲式
學習環境比傳統的網頁式學習更有助於知識獲取
與進行新觀點的學習遷移。另外，在蔡福興、游光
昭與蕭顯勝[8]的研究中也指出遊戲式學習者在新
觀點的學習遷移表現上顯著優於網頁式學習者。這
顯示遊戲式學習者在面對新情境問題時，展現了較
強的學習與問題解決的能力。以上文獻提及之學習
遷移行為，證明數位遊戲式學習者，其學習遷移效
果較佳，應可提升 PISA 科學能力。
數位遊戲式學習能提升帶給學習者強烈進行
遊戲的動機和高度的樂趣。將使用數位遊戲式學習
得到的學習經驗應用於 PISA 的科學能力生活中問
題解決的學習遷移。以上兩種因素顯示數位遊戲式
學習具備提升 PISA 科學能力學習成效的潛力。

2.4 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的研究背景及文獻採討，擬定研究問
題如下：
(1) 使用數位遊戲式學習與否之二組學生在 PISA
科學能力學習成效是否有差異?
(2) 使用數位遊戲式學習與否之二組學生在 PISA
科學能力學習保留效果是否有差異?

3.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實驗組學生使用
「數位遊戲式學習」來進行學習，而對照組的學生
則未提供遊戲學習而以傳統式教學來進行學習。以
此來探討數位遊戲式學習對PISA科學能力學習成
效及成效保留的影響。
Hogle[2]及Prensky [5]的研究均指出數位遊戲
式學習能提升學習動機和樂趣。此外，桑代克提出

系統學習理論中的學習遷移。使用數位遊戲式學習
而得到的學習經驗可應用於類似情境，對於PISA的
科學能力生活中問題的解決，而提升PISA科學能力
學習成效。
本研究採準實驗法，自變項為學習方式，受試
者分為「數位遊戲式學習」(實驗組)與「傳統式學
習」 (對照組)兩組。依變項為學習成效及學習成效
保留效果，架構圖如圖3.1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高雄市某國小四年級四班學生，
隨機分派各兩班學生至實驗組與控制組。研究對象
各項資料分析如次：研究實驗組為48人，其中男生
26人、女生22人；控制組亦為46人，其中男生26人、
女生20人。將兩組前測成績進行成對樣本t檢定，結
果發現未達顯著差異(p>.05)，因此可將兩組學生視
為起點行為無差異的相似團體。

3.3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取準實驗設計，隨機將四班分派成兩
組，一組為實驗組，一組為控制組。實驗組學生進
行數位遊戲式學習，控制組學生進行傳統式學習。
二組受試接受相同之前測、後測以及延後測。研究
設計如下：
表1 研究設計表
組別
前測
處理
後測
延後測
實驗組
ܱଵ
ܺଵ
ܱଶ
ܱଷ
控制組
ܱସ
ܺଶ
ܱହ
ܱ
ܺଵ： 進行數位遊戲式學習；ܺଶ：進行傳統式學習；
O1, O2, O3, O4, O5, O6：PISA 科學能力測驗

3.4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E 世代兒童遊樂園」、
「答題提示網站」以及「自編 PISA 測驗」，茲分
述如下：
3.4.1

高雄市教育局開發之 E 世代兒童遊樂園

1. 內容概要及玩法概述
E 世代兒童遊樂園是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資教

中心所建
建置的第二代數
數位學習網站
站如圖 2。網站
站內
包含各式
式不同科目的館
館可以讓學習
習者玩遊戲並
並回
答測驗題
題目。每個館裡
裡有十個關卡
卡，通過前面
面關卡
才能進入
入到下一關。每個關卡內有
有打地鼠、拼
拼圖、
接接樂等
等遊戲。 本研
研究使用中年
年級自然生態科
科學
教育館，共有十個關卡
卡。

倒扣
扣分數。分數必
必須到達設定
定的標準才能
能過關。網
站另
另外提供排行榜
榜介面可以查
查詢所過的關
關卡及分
數，內容有名次、過關數及分
分數。項目有
有班級排行
榜、班級排行榜((學生)、今日
日排行榜以及月
月排行榜
如圖
圖 4。
(2) 關卡機制：
關
分數或是答對
對次數必須到
到達設定的標
標準才能
過關
關。如果分數未
未達標準就得
得重來。關卡
卡是採逐一
解鎖
鎖方式前進的，過關後才能
能進入後面的
的關卡進行
挑戰
戰遊戲。學習者
者也可以回頭
頭玩已解鎖的
的舊關卡。

圖 2 E 世代兒
兒童遊樂園遊戲
戲關卡畫面
由研
研究者設計題庫
庫置入 E 世代
代兒童遊樂園
園，題
目主題為
為南一版四下「水的移動」
」單元。題目
目設計
的原則如
如下：
(1) 共有
有十個關卡，關
關卡內的題型
型固定。選擇
擇題的
關卡
卡有 2 關，每一
一關內有 10 題選擇題。是
題
是非題
的關
關卡有 2 關，每一關內有
每
10 題是非題如圖
題
圖 3。
打地
地鼠的關卡有 4 關，每一關
關內有 4 至 5 題圖
片對
對應說明文字的
的題目。拼圖
圖的關卡有 2 關，
每一
一關內有一張拼
拼圖。完成拼
拼圖後，還須
須回答
一題
題跟拼圖內容相
相關的選擇題
題。
(2) 針對
對自製 PISA 測驗的子題內
測
內的主要概念
念建立
及澄
澄清，並對於
於學生容易弄
弄錯的觀念予
予以導
正。
(3) 每個
個自製 PISA 測驗的子題皆
測
皆對應 2 至 3 個題
目。

圖 4 E 世代
代兒童遊樂園
園闖關排行榜畫
畫面

3.4.2
2 答題提示網
網站
Tsai, Kinzer, Hung, Chen, 與 Hsu 等人
人的研究
指出
出[9]數位遊戲
戲式學習過程若
若給學習者答
答題提示
回饋
饋，有助提升學
學習者學習成
成效。研究者
者自行建置
答題
題提示網頁，以
以提供學生答
答題時之參考
考及回饋。
提示
示網頁設計對應
應 E 世代兒童
童遊樂園的十
十關如圖 5，
讓學
學習者能非常容
容易的找到對
對應的答題提
提示。

圖 5 答題提示網站
站提示畫面
3 自編 PISA 測驗
3.4.3
圖 3 E 世代兒
兒童遊樂園遊
遊戲畫面
2. 學習機
機制
(1) 學習
習分數機制：
關卡
卡內答對問題可
可以得到分數
數，答錯問題
題則會

自編PISA測
測驗題型分為三
三種，是非題
題、選擇題
以及
及問答題，總共
共有三大主題
題，每個主題
題有4個子
題，共12個子題，每一個子題
題分數依題目
目而定，總
分為
為26分；內容包
包含四年級第
第二學期南一
一版之「水

的移動」單元。

4.1
3.5

前測、後測、延後測描述性統計

研究流程

本研究自民國102年九月開始蒐集資料，確定
研究主題;研究流程分為準備階段、前測階段、實驗
階段、後測階段、延後測階段以及資料處理與分析
階段，共分六階段描述如次：

本研究以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前測、後測及延後
測PISA科學能力之平均數與標準差，如表2所示：

表2 各組PISA科學能力描述性統計
組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48
17.69
3.75
實驗組
1. 準備階段
46
17.50
3.50
對照組
研究者於102年九月開始蒐集相關資料及文獻， 後測
48
21.92
3.98
實驗組
並確定研究主題、選用及編製研究工具、自編PISA
46
19.57
3.61
對照組
測驗試題。
48
21.35
3.45
延後測 實驗組
46
18.74
4.41
對照組
2. 前測階段
實驗組及對照組學童於103年3月進行一節課
40分鐘自編PISA測驗。
從上表中可以發現，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前測成
3. 實驗階段
自103年3月至103年4月中，共進行8週的實驗。
實驗組實施數位遊戲式學習，對照組則實施傳統式
學習。二組學生每週另有二節課進行學習單元的課
堂教學。
(1)實施流程及場域
自民國103年3月至103年4月中，每週一堂課，每堂
課40分鐘，共八週的實驗時間，對照組學生兩班共
46人每週一節至自然專科教室進行傳統式學習，實
驗組學生兩班共48人每週一節至電腦教室進行數
位遊戲式學習。
(2)實驗組數位遊戲式學習實施情形
A.活動流程：實驗組學生至電腦教室，先由
老師說明該節課學習主題，提醒注意事項，由學生
自行上網至「E世代兒童遊樂園」登入帳號密碼後，
開始數位遊戲式學習。
B.教師角色：處理學生網路斷線、電腦當機狀
況；另外輔導學生順利學習，觀察學生學習狀況。
C.實驗組每週進行1節課的「數位遊戲式學習」
與2節課的「傳統式學習」。
(3)對照組傳統式學習實施情形：學習內容為數
位遊戲式學習網題庫中的題目，方式為老師呈現在
電子白板上解說以及列印出試卷進行形成性評量，
對照組每週進行3節課的「傳統式學習」。

測驗
前測

績，依其統計結果(t=0.25 , p=0.803> 0.05)，在平均
值(平均分數)上沒有顯著差異，因此可以認定此兩
組為程度相近的團體，以利後續研究能順利進行。
在學習成效後測成績，實驗組的平均成績為21.92，
而對照組的平均成績為19.57，因此兩組分數差距約
為2.35分。在學習成效後測成績，實驗組的平均成
績為21.35，而對照組的平均成績為18.74，因此兩
組分數差距約為2.61分。

4.2

後測共變數分析

為探討不同學習組學生在數位遊戲式學習環
境中學習成效差異情形，本研究使用共變數分析來
比較。以學生前測成績做為共變數(covariate)，來探
討數位遊戲式學習是否造成二組學生PISA科學能
力後測的差異。共變數分析前的迴歸係數同質性檢
定為F(1, 90)=.48, p=.49>.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
不同學習組二個水準在後測的斜率可視為相同，符
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的基本假定，故以下可進行共
變數分析。
學生經不同學習環境學習後的 PISA 科學能力
共變數分析如表 3 所示：
表 3 不同學習組 PISA 科學能力共變數分析

4. 後測階段
以103年4月之自編PISA測驗為後測。
5. 延後測階段
以103年5月之自編PISA測驗為延後測。
6. 資料處理及分析階段
收集前測、後測以及延後測資料後即開始資
料分析。

4.結果分析與討論

df

MS’

F

η

117.30

1

117.30

12.31***

0.119

誤差

867.09

91

9.53

全體

41996.00

94

變異來源
組別

SS’

***p<.001
表 3 中 ， 組 間 效 果 檢 定 達 顯 著 水 準 ， F(1,
91)=12.31, p=.000<.05，效果量為.119。依據 Cohen
[10]定義變異數分析小、中、大的效果量 f 值分別
為.01、.06、.14，實驗效果量為中。表示數位遊戲
式學習對 PISA 科學能力有影響。實驗組的後測平

均分數 21.92 優於對照組的平均分數 19.57。

4.3

延後測共變數分析

面影響。在關卡遊戲中不同難易度的教材構成
遊戲中各等級的關卡挑戰，同時競爭遊戲中取
勝的誘因也帶動學生英語字彙的學習。本身數
位式遊戲學習的特點再加上學習者的好奇心，
使得學習者不斷地進行嘗試及摸索來找出正確
的答案，以到達下一關，進而通過所有的關卡，
提升學習成效。在研究者的觀察中，實驗組的
其中一個班級，全班共24人，闖過十關以上的
有21人，其餘3人闖的關卡在十關以下。表示本
研究中的闖關機制的確有助於提升學習者的學
習效果。

為探討不同學習組學生在數位遊戲式學習環
境中PISA科學能力學習保留之差異情形，本研究使
用共變數分析來比較。以學生前測成績做為共變數，
來探討數位遊戲式學習是否造成二組學生PISA科
學能力學習保留的差異。共變數分析前的迴歸係數
同質性檢定為F(1, 90)=3.91, p=.051>.05，未達顯著
水準。表示不同學習組二個水準在延後測的斜率可
視為相同，符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的基本假定，故
(3) 在本研究中數位遊戲式學習使用的E世代兒童
以下可進行共變數分析。
遊樂園網站中提供了闖關排行榜，內容有名次、
過關數及分數，項目有班級排行榜、今日排行
學生經不同學習環境學習後的學習成效共變
榜以及月排行榜。有研究指出[14]，透過遊戲
數分析如表 4 所示：
機制與問答模式的結合，學習者為了獲取更高
表 4 不同學習組 PISA 科學能力共變數分析
的得分及排名，會對學習資料進行學前預習及
課後複習，並利用所學知識於遊戲活動中，透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η
過對學習內涵的頻繁接觸，得深化知識概念的
組別
144.99
1
144.99
15.42***
0.145
記憶深度。另外學習者藉由學習點數排行及學
誤差
855.92 91
9.41
全體
習點數累積情形，使學習者能從中獲得學習的
39477.00 94
成就感[14]。根據研究著的觀察，本研究的學
***p<.001
習者相當在意自己的排行榜名次，引發與同學
表 4.3.1 中，組間效果檢定達顯著水準，F(1,
競爭的心理，表示本研究中的排行榜機制的確
91)=15.42, p=.000<.05。效果量為.145，實驗效果量
有助於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為大。表示數位遊戲式學習對學習成效保留有影響。
實驗組的延後測平均分數 21.35 優於對照組的平均 (4) 在本研究中數位遊戲式學習使用的E世代兒童
遊樂園網站其特點是個別題目評量後，可以立
分數 18.74。
即知道其對錯。另外，研究者建置了提示的網
站，學習者如果有不會或是覺得困難的題目，
4.4 綜合討論
可以做即時的查詢以獲得提示。
「個人化系統教
學」(personal system of instruction)的策略為改
本研究經過實驗研究結果顯示，使用數位遊戲
掉學生依賴老師的習慣，培養學生自學的能力
式學習(實驗組)其PISA科學能力學習成效及學習保
[15]。策略中包含七項基本要素，其中一項為
留效果優於傳統式學習(對照組)。探究其原因可以
立即回饋。學生在評量之後，立即可知其成績
歸納出以下五點：
的表現，有助於日後的學習。Tsai等人 [9]的研
(1) 本研究導入數位遊戲式學習於學生的課堂學習
究指出，提供有針對性的內容與教育模擬遊戲
上，比起以往使用傳統式講述法，數位遊戲式
輔助鷹架，幫助學生取得更好的學習表現。這
學習更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及注意。吳天貴[11]
顯示遊戲提示輔助以及立即回饋機制，可以增
及張弘典[12]的研究指出數位遊戲式學習系統
進學生的學習成效。在研究者的實驗觀察中，
的確有助於提升學習者的動機。研究者觀察數
大部分實驗組學生如果第一次闖關失敗，第二
位遊戲式學習系統的確有助於提升學習者的動
次闖關藉由第一次闖關的立即回饋及提示網站
機，傳統式學習是由老師教學，學生被動學習。
協助，都可以過關。表示本研究中的遊戲提示
而數位遊戲式學習對於態度有極大的影響力。
輔助以及立即回饋機制的確有助於提升學習者
使學習者為學習中心讓學習者能主動學習，自
的學習效果。
己掌握學習進度。過程中帶給學習者強烈進行
遊戲的動機和高度的樂趣，進而提高學習之成
(5) Hogle[2]提出遊戲對於學習其中一個優點是「可
效。
提供高層次的思考」
。電腦遊戲的設計，符應了
人類的認知結構。將教學內容融入遊戲當中，
(2) 在本研究中採用的數位遊戲式學習平台其特點
讓學習者不斷的在遊戲中解決問題、做決定。
是必須通過前面一個關卡才能進入到下一個關
學習者要能夠整合自己所學，以找到解決方式。
卡進行遊戲。有研究指出[13]，遊戲式線上英
教學內容將不斷的重複進入學習者記憶中，是
語學習環境確能引起學生主動學習之動機。同
最好的學習形式。數位遊戲式學習將教學內容
儕競爭及關卡二種遊戲活動對學習動機皆有正

可行的方式。

(6) 融入電腦遊戲中，讓學習者思考如何去解決關
卡內的問題，以到達下一關，學習者每過一關
便會將教學內容進入記憶中，讓學生完全將教
學內容內化為自身能力並且能應用到其他事務
之中。所以使用數位遊戲式學習者(實驗組)其
學習成效以及學習保留效果較佳。

5. 研究結論
依據實驗所得資料，將研究結論歸納如下：
(1) 國小四年級學童兩組學童在實驗介入後，PISA
科學能力皆有提升。傳統式學習組的學童平均
成績平均數提高 2.07 分，數位遊戲式學習組的
學童平均成績平均數提高 4.23 分。顯示兩種學
習模式皆能有效提高 PISA 科學能力。經過共
變數分析後比較結果，顯示採用數位遊戲式學
習的學童其 PISA 科學能力學習成效，顯著優
於採用傳統式學習的學童。
(2) 兩組學童在後測之後一個月進行延後測，傳統
式學習組的學童平均成績平均數較前測提高
1.24 分，數位遊戲式學習組的學童平均成績平
均數較前測提高 3.66 分。經過共變數分析後比
較結果，顯示採用數位遊戲式學習的學童其
PISA 科學能力學習保留效果，顯著優於採用傳
統式學習的學童。
本研究透過準實驗法探討傳統式學習及數位
遊戲式學習對 PISA 科學能力學習成效及保留效果
之影響。而實驗結果表示：數位遊戲式學習(實驗組)
對學生的 PISA 科學能力學習成效及保留效果優於
傳統式學習(對照組)。由此一結果也顯示要提升學
生的 PISA 科學能力，採用數位遊戲式學習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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