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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許多研究都顯示，數位教材能引起學習者強烈的學習動機增加

學習興趣。本研究希望透過數位教材融入教學的方式，探討 Flash 動畫應用於國小本土

語言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採「準實驗研究法」，以臺南市某國小五年級二

個不同班級為實驗對象，其對於兩者的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的差異性。研究之結果，得

知 (1) Flash 動畫教學未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反而退步；(2) Flash 動畫融入教學後造

成學生學習態度不佳。 

 

關鍵詞：Flash 動畫、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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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動畫應用於國小本土語言學習成效之研究— 

以五年級學生為例 

壹、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許多教學者在教學上應用數位教材，因為師生的互動、生動活潑的畫面和音效，

讓學習者提高學習的興趣，自然而然的提高了學習成效。身為教育工作者，應學習利

用數位教材來協助教學，以新的教學管道改變教學方式並創新知識傳授的途徑，目前

已有不少的實驗研究（邱俊宏，2004；陳雯華，2007；鄭勝友，2010；洪淑芬，

2011）證實利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輔助教學對學童之學習滿意度、學習績效確實有

所助益。學習動機是影響學習滿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學生學習動機愈高，學生

滿意度就愈高（吳明待,2003），學習成效也更好。 

從文獻探討中尚未發現直接關注國小階段 Flash動畫數位教材應用於本土語言上

的學習成效之研究，因此 Flash動畫應用在本土語言教學上學習成效之探討上有研究

之價值，許多研究也直接與間接的證實了運用電腦多媒體輔助教學可以有效的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顏錦雀，2007；周文琇，2014），Flash動畫數位教材對國小

高年級學習本土語言的學習成效影響的現況為何？及其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彼此關連

性又為何？值得探討。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主要之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Flash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與「一般傳統教學」對學生本土語言學習

成就之影響。 

2.探討「Flash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前、後，對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成就之影

響。 

3.探討「Flash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與「一般傳統教學」對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態

度之影響。 

4.探討「Flash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前、後，對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態度之影響。 

 

三、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虛無假設 1：兩組學生分別接受「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與「一般傳統教學」

後，在本土語言學習成就上無顯著的差異。 

虛無假設 2：學生接受「Flash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前、後，在本土語言學習成就

上無顯著的差異。 

虛無假設 3：兩組學生分別接受「Flash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與「一般傳統教學」

後，在本土語言學習態度上無顯著的差異。 

虛無假設 4：學生接受「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前、後，在本土語言學習態度

上無顯著的差異。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Quasi-experiemental method）之「實驗組、控制組前、

後測設計」，以臺南市某國小五年級二個班級為實驗對象，其中一班為實驗組，實施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臺灣，2018/6/3 

 

「Flash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另一班則為控制組，實施「一般傳統教學」。在

進行實驗教學前，均接受「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和「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量表」之前

測，於六週實驗教學後，對兩組學生進行「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和「本土語言學習態

度量表」之後測。完成整體實驗後，將所蒐集的前、後測資料進行分析，最後根據分

析結果作成結論，並撰寫研究報告。 

 

五、研究範圍與限制 

 1.限於人力、時間及經費等問題，本研究僅以臺南市某國小五年級學童隨機抽取二

個班級進行實驗，其實驗結果僅解釋該學校二班學童對實驗教學的反應，無法做廣泛

的推論。 

2.本研究主要使用前後測實驗設計模式來進行整體研究，因此無法針對學生的個

別情況，做深入的分析與了解。 
3.由於國小本土語教學涵蓋語言種類十分廣泛，本研究以臺南市國小大多數學生 

學習的本土語-閩南語為研究範圍。因此，有關國小其他本土語言課程，皆不在本研究

探討之範圍。 

貳、 文獻探討 

一、Flash 動畫的學習理論 

Flash 在教學上是一種很好的指導與解釋工具，對於情境模擬、概念解說…等比起

文字的解釋更具真實性，因為它能描述比較複雜的循序步驟或狀況發展，讓學習者能

夠更容易理解要學習的內容(2014，林倖如)。所以，將 Flash 動畫融入本土語言教學

中，期望能使教學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作用。 

Flash 動畫遊戲屬於數位遊戲的一種，如將之運用於教學上，則可稱之為數位學

習。數位學習不單是將教材放網路上讓學生使用，重要的是能夠有互動、參與和分

享，數位學習現今已成為最被廣為應用的教育訓練策略之一。根據 Hall 和 Snider

（2000），數位學習是利用電腦連結至網路，無論是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或區域

網路（Intranets）之輔助來進行學習的途徑。是以，網路輔助教學、線上教學或分散式

學習（Distributed Learning）等皆屬於其範疇的一部份。 

數位學習必然會成為一種趨勢，不過要完全取代傳統學習，是非常困難的，就像

是常常會提到無紙社會，無紙圖書館，這些其實不太可能，傳統的東西必定有新科技

無法取代的地方，書，有其存在的價值，有些人還是享受翻書的感覺，而像傳統學

習，現在仍然是主要的教學方式，在短時間內要去改變很困難，必須要慢慢地將數位

學習與傳統學習結合，讓學習有更大的益處，才能夠讓學習夠有效率，更加地進步。 

 

二、本土語言教育 

教育部於 2001年將鄉土語言列為正式課程，納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小學一到六

年級，必須在閩南語、客語及原住民三種鄉土語言當中，任選一種修習，國中則列為

自由選擇的課程。2018年十二年國教課綱上路以後，將進一步深化本土語言的學習。

本土語言在國小每週有 1節課的課程；國中是選修，但只要學生選課，學校就得開

課；至於高中職部分，增列為選修課。 

依據 200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統計，世界約有 2,200種語言瀕臨滅

絕，而臺灣就佔了其中的 24種，搶救母語刻不容緩，因此教育部除了頒布《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實施臺灣母語日，鼓勵學生多使

用母語進行交談及溝通外，教育部更於 2015年首次舉辦「221世界母語日創意概念影

片徵選比賽」，更利用拍片比賽、創作徵文活動、表揚傑出母語貢獻人士、夏日樂

學、或是提高原住民語教學鐘點費積極推動各項母語保存及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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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課程之外，國教署也規劃利用寒暑假及社團時間，開辦新住民母語傳承課

程，去年第一次試辦的「新住民語文樂學計畫」，就吸引全國 52所國中小參與，每校

補助 10萬元，鼓勵將新住民的語言及文化，傳遞給第二代子女，即使不是新住民也能

參加。(教育部電子報，2016.02.25)。 

為了提振學子們學習本土語的成效與熱情，教育部利用許多正式課程及課外的活

動來推動本土語言的學習，不但希望學子們能學會本土語並運用於生活中，更希望我

們的母語能夠永遠傳承下去。 

 

三、學習成效 

綜觀歷來關於學習成效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學習成效」的內涵包含「學習成

就」與「學習態度」兩個面向。 

(一)學習成就 

張春興（2001）認為「學習」是指經由練習而使個體在行為或行為潛勢

（Behavioral Potential）上產生較為持久改變的歷程，「成就」是指個人的先天遺

傳基礎，加上後天環境努力學習的結果，使得個人在某方面所表現的實際能力（張春

興，1998）。而韓美齡(2006)認為學習成就乃「學生經一段特定時間之學習或訓練

後，對於所學得的能力或知識予以評量、測試其學習後所擁有能力與知識的程度」。

余民寧（2006）則針對「學習成就」進行明確定義，就廣義的定義來說，為各種在校

期間學生的學習記錄資料，而狹義的定義則是各學科的學期成績或各學科綜合後的平

均學期成績。再者，葉純佑(2013)認為學習成就乃指教師於教學後，對學習者所學得

的能力或知識予以客觀評量所得的結果。綜上所述，「學習成就」可定義為對學習者

經過各種有組織性的指導後，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對學習者施以評量測驗所獲得客觀的

結果。 

(二)學習態度 

「態度」在學習中發揮非常關鍵的作用，因為它會影響學生學習的成功或失敗，

且積極的態度有利於學習，而消極的態度則會產生學習上的障礙(Rahimi&Hassani, 

2012)。李明豐（2008）認為「態度」是一種個體的心理內在狀態，對人、事、物等的

獨特觀點，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而學習態度的定義多由態度的定義延伸而來，秦夢

群（1992）指出學習態度是指學生在環境影響下，對所學事物的內容，持正向或負向

的評價，或是贊成與反對的行動傾向。賈馥茗(2000)認為態度應該包括認知、情感與

行為這三種重要成分，而學者普遍認為態度是後天學習而來的，且態度是可測量的，

在學校方面，經常使用學習態度量表來了解學生的各種學習態度。 

綜上所述，學習態度可定義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心理狀態與產生的反應。廖

祥閔(2014)認為學習態度是學習活動上一種具一致性與持久性的心理準備狀態，在環

境的影響下，對所學事物持正負，或贊成與反對的行動傾向；而學習態度具有積極與

消極兩個面向，學習者在建立自身之學習態度的過程中，則包含學習動機、學習興

趣、學習方法、學習計畫、學習習慣、學習欲望、學習過程的行為等表現。 

 

參、 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 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擬訂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1所示： 
 

 

 

自變項(教學方法) 

實驗組：Flash 動畫應用於教學 

控制組：一般傳統教學 

 

控制變項 

教學時間 

教材內容 

學生年段 

教學者 

依變項 

本土語言學習成就 

本土語言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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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旨在探討自變項教學方法(Flash 動畫應用於教學和一般傳統教學)對依變項

(學習成就和學習態度)的影響。控制變項包含教學時間、教材內容、學生年段與教學

者。 

 

二、 研究設計 

由臺南市某國小五年級中，抽取二個班級其中一班為實驗組，進行「Flash 動畫應

用於本土語言教學」，另一班為控制組，進行「一般傳統教學」。本研究採用準實驗

研究法（Quasi-experiemental method）之「實驗組、控制組前、後測設計」，其實驗設

計模式如表 1 所示。 

 

表 1 實驗設計模式 

組別        前測             實驗方式                後測 

實驗組     Ο1、Ο2                         Ⅹ1                               Ο3、Ο4、Ο5 

控制組     Ο6、Ο7                                                  Ο8、Ο9 

實驗設計模式說明如下： 

Ο1、Ο2：實驗組實施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前測及學習態度前測。 

Ο3、Ο4：實驗組實施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後測及學習態度後測。 

Ο5：實驗組實施本土語言學習問卷調查。 

Ο6、Ο7：控制組實施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前測及學習態度前測。 

Ο8、Ο9：控制組實施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後測及學習態度後測。 

Ⅹ1：實驗組接受實驗處理(Flash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 

本研究中的控制變項包括教學時間、教材內容、學生年段及教學者等。教學時間

則配合學校正常安排的本土語言課時間實施；教材方面均採用 2017 學年度國小閩南語

課本真平版第九冊第三、四單元；均選擇五年級班級作為實驗對象；另外為避免實驗

結果受教師特質所影響，所以兩組由同一位教師進行教學。 

 

三、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臺南市某國小五年級二個班級之學生，其中一班學生人數為 23 人，

進行「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之實驗教學(以下稱為實驗組)；另一班學生人

數為 24 人，進行「一般傳統教學」(以下稱為控制組)，各組參與人數如表 2 所示。 

表 2 研究樣本 

(一) 檢驗兩組學生實驗前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是否有差異 

首先將研究樣本在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前測以 SPSS 20.0 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

分析實驗組及控制組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是否有差異，如表 3、表 4 所示: 

 

表 3 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前測組別統計量 

實驗分組(教學法)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組別     人數 

實驗組(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      23 

控制組(一般傳統教學)      24 

合計                    47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臺灣，2018/6/3 

 

實驗組(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 23 73.91 22.56 4.70 

控制組(一般傳統教學)  24 68.13 18.93 3.86 

 

表 4 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前測獨立(成對)樣本 t檢定摘要表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 95%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假設變異數相等 1.66 .20 .95    45 .35 5.79 6.06 -6.43 18.00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95 42.98 .35 5.79 6.09 -6.49 18.06 
*p＜.05 

 

在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檢定中，如表 3 所示，F = 1.66，p =.20 未達.05 的顯著水

準，表示兩組別之群體變異數相等，因此，從「假設變異數相等」列之 t 值及顯著性

來看，t =.95，p =.35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的學生本土語言

學習成就的起點行為相同。 

(二) 檢驗兩組學生實驗前本土語言學習態度是否有差異 

將兩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量表」前測成績實施獨立樣本 t 檢定，其組別統計

量結果如表其組別統計量結果如表 5 所示。在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中，如下表 6

所示，F =1.30，p =.26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兩組別之群體變異數相等，因此，從

「假設變異數相等」列之 t 值及顯著性來看，t =.53，p =.60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表示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態度的起點行為相同。 

 

表 5 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前測組別統計量 

          實驗分組(教學法)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實驗組(Flash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  23 3.73 .69 .15 

      控制組(一般傳統教學)            24 3.60 .90 .19 

 

表 6 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前測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t檢定 

F    p t df 
p 

(雙尾) 
平均 

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假設變異數相等 1.30 .26 .53  45 .60 .13 .24 -.36 .61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53 43.04 .60 .13 .24 -.35 .61 

*p＜.05 

 

四、 研究工具 

(一)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 

 1.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前測試題之編題與審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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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專家效度: 本研究所使用之「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前測試題，測試題目之

效度採用專家內容效度，先經本土語言教學經驗豐富的專家教師進行審題修正，成為

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前測試題。 

 (2) 進行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前測之試題分析: 

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前測，全部試題共 25 題，經進行鑑別度與難易度分析，依

據試題分析結果，挑選鑑別度大於.30 且.20≧難易度≦.80 之間的題目得分共 20 題進行

資料分析，得到整體信度考驗之結果 Cronbach’s  α 係數為.84，屬於高信度水準。 

 2.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後測試題之編題與審題 

 (1)專家效度: 本研究所使用之「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後測試題，測試題目之

效度採用專家內容效度，先經本土語言教學經驗豐富的專家教師進行審題修正，成為

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後測試題。 

 (2)進行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後測之試題分析: 

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後測，全部試題共 30 題，經進行鑑別度與難易度分析，依

據試題分析結果，挑選鑑別度大於.30 且.20≧難易度≦.80 之間的題目得分共 22 題進行

資料分析，得到整體信度考驗之結果 Cronbach’s  α 係數為.86，屬於高信度水準。 

(二)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量表 

量表的編製過程分為五個階段，敘述如下： 

 1.決定量表架構內容 

「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量表」採用李克特氏五點量表的型式，受試者填答方式採單

選題作答。本研究依據研究架構及文獻探討內有關各方專家學者對學習態度內涵之見

解，完成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量表初稿 

 2.建立內容效度 

「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量表」編製後請六位通過教育部臺灣閩南語語言能力中高級

(B2 級)以上認證的教師試讀及一位大專院校專家學者，針對語意不清的文句進行修

正，並對量表架構、問題表達、題目歸納及完整性等提供修正意見。依照專家所提供

之意見，刪除不適當的題目並修正題目文句，編製成「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量表」。 

 3.量表的預試 
以國小五年級二個班級，共計 47 名學生參加「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量表」預試。測

驗樣本回收 47 份，有效量表 47 份，有效量表回收率 100﹪。 

 4.項目分析 

求出個別題項的決斷值，作為鑑別度的指標，將決斷值未達 3 的題目，予以刪

除。 

 5.量表信度分析 

「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量表」預試回收後，其內部一致性，統計分析結果，本土語

言學習態度量表信度為.97，顯示量表頗具信度。 

(三) 為了解學生在接受「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的想法，對實驗組實施問卷

調查，開放性問題給予實驗組學生不受限制地表達自己的內心想法及真實感受，目的

在透過學生回答來瞭解學生接受「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後的感覺、意見和

想法，以此作為本研究成果之輔助資料。 

 

五、實施流程 

本研究是以「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之教學方式為導向，以國小本土語

言真平版第九冊為基礎，藉此進行實際教學之學習成效評估，探討「Flash 動畫應用於

本土語言教學」模式對於國小本土語言課程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之影響。本研究之實

施流程，如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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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驗 

後測階段 

資料分析 

1. 閱讀、蒐集 Flash 動畫應用於教學、本土語言學習成就與本土語

言學習態度之相關資料及文獻，並探究相關理論基礎。 

2. 擬訂研究計畫及設計研究架構。 

3. 決定教學實驗之單元及準備教材。 

1. 實驗組實施「Flash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6節。 

2. 控制組實施「一般傳統教學法」6節。 
1.實驗組進行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及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量表後測。 

2.控制組進行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及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量表後測。 

3.實驗組進行本土語言學習問卷調查。 

 

1.資料的整理與統計。 

2.數據分析與歸納。 

前測階段 

論文撰寫 

1.實施本土語言學習成就與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量表前測。 

1.統整所有文獻與資料。 

2.提出結論與建議而完成論文。 

準備階段 

1. 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量表預試。 預試階段 

 

 

 

 

 

 

 

 

 

 

 

 

 

 

 

 

 

 

 

 

 

 

圖 2 本研究之研究實施流程圖 

 

六、資料處理 
本研究將實施測驗所得之資料，以統計軟體 SPSS 20.0 及 EXCEL 進行分析，以檢

視兩組學生在學習成就和學習態度表現的情形，並依此撰寫成研究結果。問卷回收之

後，隨即進行資料分析，其分析以量化資料為主，質性資料為輔，統計方式採獨立樣

本 t 檢定、描述性統計、相依樣本 t 檢定和相關分析等等。 

 

肆、 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分析 

虛無假設 1:兩組學生分別接受「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與「一般傳統教

學」後，在本土語言學習成就上無顯著的差異。 

(一)實驗組與控制組本土語言學習成就之差異分析 

 1.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前、後測之比較分析 

針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學生在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前、後測之差異比較，如表 7

所示。 

 

表 7 「本土語言學習成就測驗」前後測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組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前測 

前測 
實驗組 23 73.91 22.56  

控制組 24 68.10 18.13  

後測 
實驗組 23 68.97 22.96 退步 4.94 

控制組 24 76.52 19.27 進步 8.42 

 

2.共變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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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了解兩種不同教學法對兩組學生在本土語言學習成就上是否有顯著差

異，於是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one-way ANCOVA），共變數分析步驟如

下： 

(1)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針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全體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後測進行共變數分析前，依據共

變數分析之基本假定，必須先依據兩組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前、後測進行組內迴歸係數

同質性檢定，如表 8 所示，F =2.17，p =.13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符合共變數分析中組

內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基本假設，因此可以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 

 

表 8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成就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變異來源 型 III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p 

教學法 * 前測 1871.21 2 935.61 2.17 .13 

誤差 18934.13 44 430.32   

R 平方 = .090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49) 

＊
p ＜.05  

 (2)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針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成就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9，得知 F =1.04，p =.31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兩組學生在本土語言學習成就無顯

著差異，調整後的後測事後比較如表 10 所示。 

 

表 9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來源 型 III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p 

共變數（前測） 935.49 1 935.49 2.14 .15 

組間（教學法） 453.00 1 453.00 1.04 .31 

組內（誤差） 19201.65 44 436.40   

a. R 平方 = .077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35) 

＊
p ＜.05 

  

表 10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後測調整後事後比較分析摘要表 

教學法 
調整後 

平均數 

平均數差

異（I-J） 

標準   

誤差 
顯著性 b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實驗組

（I） 
69.62a 

-6.24 3.05 .17 

60.80 78.45 

控制組

（J） 
75.89a 67.26 84.53 

a. 使用下列值估計出現在模式的共變量: 前測 = 70.9574 
＊
p ＜.05 

 

 (3)兩組學生在教學實驗結束後，本土語言學習成就上無顯著的差異，獲得統計上

的支持，接受虛無假設 1。 

(二)實驗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前、後測之分析 

虛無假設 2: 學生接受「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前、後，在本土語言學

習成就上無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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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實驗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前、後測進行相依樣本 t 檢定。由表 11

得知實驗組學生前測為 73.91，後測為 68.97，且 p=.53(＜.05)未達顯著水準，得知實驗

組學生在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前、後測上無顯著差異，獲得統計上的支持，接受虛無假

設 2，換言之，「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未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成就。 

 

表 11 實驗組學生學習成就前後測平均數相依樣本 t檢定摘要表 

配對變項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前測 t df p 

前測 23 73.91 22.56 -4.94 .63 22 .53 

後測 23 68.97 22.96     
＊
p ＜.05 

 

二、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分析 

(一) 實驗組與控制組本土語言學習態度之差異分析 

虛無假設 3: 兩組學生分別接受「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與「一般傳統

教學」後，在本土語言學習態度上無顯著的差異。 

 1.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前、後測之比較分析 

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學生在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前、後測之差異比較，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前後測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前測 

前測 
實驗組 23 3.73 .69  

控制組 24 3.60 .90  

後測 
實驗組 23 3.16     1.33 退步.57 

控制組 24 3.55     1.30 退步.05 

 

2.共變數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兩種不同教學法對兩組學生在本土語言學習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

異，於是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one-way ANCOVA），共變數分析步驟如

下： 

(1)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針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全體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後測進行共變數分析前，依據共

變數分析之基本假定，必須先依據兩組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前、後測進行組內迴歸係數

同質性檢定，如表 13 所示， F =1.57，p =.22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符合共變數分析中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基本假設，因此可以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 

 

表 13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態度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變異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p 

教學法 * 前測  2.48  2.00 1.24 1.57 .22 

誤差 34.81 44.00  .79   

R 平方 = .066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24)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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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針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態度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14，

得知 F =2.31，p =.11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兩組學生在本土語言學習態度無顯著差

異，調整後的後測事後比較如表 15 所示。 

 

表 14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來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p 

共變數（前測）  .40 1  .40  .50 .48 

組間（教學法） 1.84 1 1.84 2.31 .11 

組內（誤差）     35.17 44  .80   

a. R 平方 = .057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14) 

＊
p ＜.05  

 

表 15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後測調整後事後比較分析摘要表 

教學法 
調整後 

平均數 

平均數差

異（I-J） 

標準   

誤差 
顯著性 b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實驗組

（I） 
3.15a 

-0.42 .13 .22 

2.781 3.514 

控制組

（J） 
3.57a 3.205 3.935 

a. 使用下列值估計出現在模式的共變量: 前測 =3.66 
＊
p ＜.05 

 (3)兩組學生在教學實驗結束後，本土語言學習態度上無顯著的差異，獲得統計上

的支持，接受虛無假設 3。 

(二)實驗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前、後測之分析 

虛無假設 4: 學生接受「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前、後，在本土語言學

習態度上無顯著的差異。 

本研究針對實驗組學生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前、後測進行相依樣本 t 檢定。由表 16 得

知實驗組學生前測為 3.73，後測為 3.16，且 p=.03(＜.05)達顯著水準，得知實驗組學生

在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前、後測上有顯著差異，不獲得統計上的支持，推翻虛無假設 4，

換言之，「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降低學生的學習態度。 

 

表 16 實驗組學生學習態度前後測平均數相依樣本 t檢定摘要表 

配對變項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前測 t df p 

前測 23 3.73 .71     

後測 23 3.16 .90 -.57 2.30
＊
 22 .03 

＊
p ＜.05 

 

三、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在教學實驗結束後，以「本土語言學習問卷調查」的開放性問題給予實驗組學生

不受限制地表達自己的內心想法及真實感受，分析作答結果歸納出以下結論： 

1.實驗組學生覺得「Flash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中的「玩Flash遊戲」及「Flash

音標教學」很無趣，對此種教學法沒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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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組學生在「Flash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中，降低學習興趣進而影響學習

態度與學習成就，但學習態度顯著降低且學習成就也同時降低，如同吳武典（1971）認

為消極的學習態度將使學習者畏懼學習、拒絕學習，不同的學習態度將會影響學童的學

習成果。 

3.「Flash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學」時，部分學生會因過度興奮而讓上課序混亂，

部分學生會因燈光昏暗造成精神不濟而打瞌睡。 

4.從問卷調查的結果來看，實驗組共23位學生，其中12位對Flash動畫融入教學表達

負面的意見，代表Flash動畫已不符合現今學生的需求，根據Newzoo全球手機市場報告

調查，臺灣地區使用智慧型手機滲透率在2017年已達70.4%，排名世界第六名，而智慧型

手機提供給消費者的影音體驗與遊戲，聲光效果已遠遠超過Flash動畫，因此，Flash動畫

已經無法提升國小學生的學習興趣。 

 

伍、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學習造成學習成就退步 

從操作制約觀點解釋：「選定其中某項預期其學習者，每當該反應出現即給予獎

賞，從而加強其以後重複出現的機會」。操作制約的基本運作模式為：增強作用→刺激

辨別→行為塑造→行為連鎖，操作制約學習所得到的結果會強化刺激和行為之間的連

結，因本研究中 Flash 動畫給予學生的增強作用不足，因而導致學習成就退步。 

(二) 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學習學生學習態度不佳 

認知心理學強調學習者須主動建構學習，而內在動機是學習真正的趨力，如同布

魯納(J.S.Bruner)強調學生的主動探索，認為從事象變化中發現其原理原則，才是構成

學習的主要條件。學生經過 Flash 動畫融入教學後，無法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

不喜歡上本土語言課，導致學生學習態度降低，學習成就退步。 

二、建議 

綜合文獻分析、統計分析及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一)教學工具方面: 

1.本研究中發現 Flash 動畫在智慧型手機普及的現在，已無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建議教師學習符合當今需求的資訊的能力並應用於教學現場，若是教師之間能夠形成

社群，彼此支援，相信教學成效必定一日千里。 

2.多收集教學相關素材，增加課外補充從本研究中發現一般傳統教學能提升學習成

就，雖然學生對課本的印象以負面居多，教師如能在課前多收集補充教材應能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 

 (二)後續研究方面: 

1.增加研究變項:本研究只有一個自變項─教學法(Flash 動畫應用於本土語言教

學)，針對本土語言學習成就及本土語言學習態度做研究，但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學生

的家庭背景、族群類別、教養人員等因素可能都會影響研究結果，上述因素可列為未

來研究的自變項進行研究。 

2.擴大研究對象:本研究礙於人力、物力、時間的限制，研究對象是針對臺南市某

國小五年級共 47位學生進行實驗研究，所得結論並不能推論到其他年級，建議可以將

研究對象擴展至其他年級或是其他區域進行研究。 

3.擴大研究科目:本研究是針對國小本土語言進行研究，建議未來可針對其他不同

的科目如國語、數學、自然…等等科目進行學習成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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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igital textbooks can enhance learners' strong motivation to increa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This study want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tudents ' learning achierement while Flash 

animation used in teaching native language in elementary school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into teaching methods. The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wo different classes in a five-year class in Tainan City. To discuss different in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learning attitude.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1) 

Flash animation teaching failed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s but regressed; (2) 

The integration of Flash animation into teaching resulted in poor student learning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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