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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教材中動畫式教學
與其他圖像式教學學習成效之探討
指導教授：鄭元皓
研究學生：翁鈺茹、盧卉蓁、陳若庭、余佳蓁
關 鍵 詞：多媒體教學、圖像式教學、動畫式教學、學習成效

摘要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人們為了滿足求知慾不斷尋找自我學習的資源，造就了自
學教材的形式不斷推陳出新且種類繁多，而何種自學教材形式最具學習成效便成了值得
探討的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究學習者經「動畫式教材」、「漫畫式教材」或「圖配文式教材」學
習後，學習者在學習成效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本研究採用真正實驗設計法，將高中生
分為一組實驗組「動畫式教材組」及兩組控制組「漫畫式教材組」和「圖配文式教材組」，
共三組進行學習。樣本採自大直高中高三學生共 200 名學生，以班級為分組單位，隨機
分派編入各組。動畫式教材組共 66 人 ；漫畫式教材組共 67 人 ；圖配文式教材組共 67 人。
研究教材以紫藤廬及臺灣吧《偵茶事務所》系列動畫之〈英式下午茶只喝紅茶？歐洲人
成為茶奴的各種瘋狂〉做為動畫式教材，並把其內容改編為漫畫式教材與圖配文式教材。
各組閱讀完教材後，隨即進行「學習成效測驗」。以測驗得分做為學習成效衡量依據，
將分數進行「單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ANOVA）」，判斷各組學習成效是否具有顯
著差異，再以 Z 檢定判斷實驗組與兩控制組學習成效是否分別皆具有顯著差異。據此，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動畫式教學之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圖配文式教學
二、動畫式教學之學習成效顯著優於漫畫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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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這資訊爆炸的年代，人們為滿足求知慾不斷自我學習，故何種自學教材形式最具
教學成效，便成為重要的問題。眾多研究證實圖像式教學較純文字更能留下印象。且據
Dwyer (1978) 研究，過高與過低的真實都會降低學習效果。因此本研究將寫實教材如：
真人錄影等排除。另外也排除未含文字之教材，因若是移除圖像附加的標籤，將大大減
低對圖像的認知。基於上述，本研究在圖像式教材中選擇圖配文式、漫畫式、動畫式教
材，比較受測者在此三種教學方式下之學習成效差異。其中「動畫式教學」為主要探討
之形式。關於動畫式教學與一般傳統教學成效差異的文獻已不在少數，但卻少有在不同
的圖像式教學間，比較彼此成效差異之研究，故本研究將針對此一領域進行探討。

二、研究目的
綜合前述，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學生接受「圖配文式教材」、「漫畫式教材」與「動
畫式教材」後，其學習成效的差異。研究目的如下：
（一）比較動畫式教學與漫畫式教學之學習成效差異。
（二）比較動畫式教學與圖配文式教學之學習成效差異。
（三）分析圖配文、漫畫、動畫式教學何者之學習成效較高。

三、研究假設
本研究假設受測之學生程度皆相同，且設 μA 為「動畫式教材」、μB1 為「漫畫式
教材」、μB2 為「圖配文式教材」，並訂定研究假設：
H01：μA=μB1
Ha1：μA≠μB1
H02：μA=μB2
Ha2：μA≠μB2

動畫式教材自學之學習成效差異沒有顯著優於漫畫式教材
動畫式教材自學之學習成效差異顯著優於漫畫式教材
動畫式教材自學之學習成效差異沒有顯著優於圖配文式教材
動畫式教材自學之學習成效差異顯著優於圖配文式教材

四、名詞解釋與定義
（一）多媒體：媒體為承載訊息的工具。多媒體就是結合兩種以上的媒體。
1. 圖像 ：圖像不單指繪畫，同時包括照片、影片，甚至圖表等皆屬之。
（1） 圖配文：沒有明確定義，本研究定義為：圖文相互輔助，所佔比重相等。
（2） 漫畫：圖文結合的文本，可分為單幅和連環漫畫，連環漫畫又分為四格（或
多格漫畫）和故事漫畫（吳偉立， 2004）。本研究定義漫畫為：多格連環漫畫。
（3） 動畫：由許多影格靜止的畫面，以一定的速度（如每秒 16 張）連續播放。
（二）多媒體教學：多媒體教學為運用各種教學媒介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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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像式教學：將圖像組織後呈現，讓學習者易於理解和學習。
（三）學習成效：沒有明確定義。本研究之學習成效，指受測者在經 15 分鐘的學習後，
立即進行研究者自編量表測驗，並以所得分數判定學習成效。
（四）學習成就測驗：為研究者之自編測驗量表，用以測驗受測者的學習成效高低。

貳、文獻探討
一、多媒體及多媒體教學
（一）多媒體概述
媒體為傳播資料、承載訊息的工具。多媒體為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媒體物件。本研究
採用之教學形式：動畫、圖配文、漫畫式教材皆屬於多媒體範疇。
（二）多媒體特性
《多媒體系統與應用》（胡曉峰、吳玲達、李國輝，1996）指出多媒體有多元性、
整合性、交互性，讓人短時間接受多重刺激。相較傳統教學，更能加深學習效果。
（三）多媒體教學理論
1. 認知學派
多媒體提供多元感官刺激，透過刺激形成長期記憶。
2. 雙碼理論（二元編碼理論）
根據雙碼理論，Najjar (1996) 提出多媒體設計之要點如下：
（1） 媒體要具有雙重編碼：圖文並存有助提高理解能力，因此至少要有雙重編
碼。
（2） 具有關聯性的媒體組合：將不易閱讀之文字輔以圖片或聲音提高閱讀性，
透過補充說明更能達到良好之效果。
3. 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
（1） 多媒體原則：利用多項媒介進行教學的學習成效比僅用一種效果好。
（2） 空間接近原則：文字與圖像配置接近時，會比文字與圖像較遠之效果佳。
（3） 時間接近原則：相對應的文字與圖像同時呈現效果為佳。
（4） 形式原則：動畫搭配聲音之效果會比動畫配純文字之效果更佳。
在多媒體設計的原則中，利用文與圖的良好空間搭配，並透過圖像與聲音的輔助，
有助於學習成效，同時顯示多媒體教學之成效顯著優於傳統教學模式。

二、圖像及圖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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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像
根據李宗薇（1999）的理論，呈現外在景物和想像，即可稱為「圖像」。
（二）圖像在教學的功能
Peeck (1987) 曾 提 出 圖 像 可 促 進 學 習 動 機， 並 達 成 教 學 成 效。Levin, Anglin;
Carney(1987) 認為圖像在教學上有五種功能：表徵、組織 、解釋、轉化以及裝飾。其中，
有解釋或轉化功能的圖形，對學習者助益匪淺（溫文玲，2006）。

三、動畫及動畫式教學
（一）動畫與動畫式教學概述
研究發現，若教學輔以動畫，可大幅提昇學習成效 (Gungor, Eryilmgz & Fakioglu,
2007; Gilbert, 2005; Tsui & Treagust, 2004)。動畫可減輕認知負荷，避免學習者的理解受
限。因此動畫式教學之成效，乃本研究意欲探討的主題。

四、學習成效
（一）學習成效的概念定義
一般來說是指學習一段時間後，對學習者進行評估是否達預期目標。
（二）學習成效的評估模式
Kirkpatrick (1975) 將訓練成果區分為「反應」、「學習」、「行為」、「成果」四
個評估層次；江玥蘋（2009）探討影響大學生學習成效重要因素有六：刺激學習動機、
活動層面影響、學習程序進行、減低學習困擾、增進學習成效、班級狀況。整理國內外
研究，可得與學習成效有關之因素： 「直接」、「認知」、「班級」等構面。
綜上所述，多媒體教學之於傳統教學模式效果更為顯著，圖像式教學於多媒體教學
中又尤為突出。故本研究推測：動畫式教學應有更佳之學習成效，本團隊將透過實驗驗
證此一推測是否為真。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設計
本研究在探討自學教材中動畫式教學之學習成效是否顯著優於其他圖像式教學。研
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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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繪製

二、研究流程

圖 3-2 實驗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 : 本研究繪製

三、實驗設計
本研究之實驗流程包含「前期準備階段」、「預試階段」、「實驗階段」，並提出
本研究之實驗流程如圖 3-3 所示：

圖 3-3 實驗流程圖
資料來源 :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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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期準備階段
1. 選定〈英式下午茶只喝紅茶？歐洲人成為茶奴的各種瘋狂〉做為教材內容，並依
上述影片設計漫畫式教材、圖配文式教材及試卷內容。
2. 與專業領域老師商討實驗教材內容及測驗卷內容。
3. 選定研究樣本
（二）預試階段
為確認試題是否具有鑑別度，於預試後，刪除不適當題目，作為選題依據。
（三）實驗階段
每次實驗前說明約為五分鐘，提供教材且開始閱讀時間為十五分鐘，測驗時間為十
分鐘，共三十分鐘。

四、研究對象
表 3-1

本實驗研究對象

資料來源 : 本研究繪製

五、研究工具
（一）成就測驗的擬訂
依所選動畫之內容，並參考坊間歷史試題編修，同時考量到不同認知層次。初稿經
修訂後即進行預試。
（二）預試與分析
預試對象以隨機分派抽出一班 30 人作施測。並分析結果，作為選題之依據。測驗
專家 Ebel(1979) 對試題鑑別力提出標準，認為鑑別力大於 0.3 即為良好試題，大於 0.4 則
為非常優良，小於 0.2 則需淘汰。而 Aiken (1976) 亦指出試題難度應以 0.2~0.8 作為試題
選取的標準。根據上述，研究者選取鑑別度 0.2~0.8 的試題，扣除不當題目後，最後選取
12 題作為此次學習成就測驗之題目。試題分析結果如下表 3-2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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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學習成就測驗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 :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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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題分析與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試題經 Ebel 試題鑑別度公式，判斷試題之難易與鑑別度。同時委請指導教
授與高中歷史教師，根據雙向細目檢核表檢驗題目，以建立專家效度。
（四）正式題目
正式試題內容如下圖 3-4。

圖 3-4 正式試題
資料來源 :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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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料處理
依據研究問題，所採用的統計方法為單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 (ANOVA)。

肆、分析與結果
一、「圖像式教學學習成就測驗」後測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測驗為選擇 7 題、簡答 5 題共 12 題，總計 100 分。給分規則為答對給分，未作答及
答錯均不給分，無倒扣。若成績越高，表示學習成效越佳。成績詳列於下表 4-1：
表 4-1「圖像式教學學習成就測驗」後測成績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根據表 4-1 結果分析，實驗組的平均分數明顯高於兩組控制組。而在標準差上，實
驗組標準差皆小於控制組。

二、「圖像式教學學習成就測驗」後測得分之變異數分析
進行單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結果分析如下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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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圖像式教學學習成就測驗」後測成績之變異數分析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由表 4-2 可知，F 值 =13.74 ＞ 3.09，已達到 .05 的顯著水準。表示測驗成績會因教
材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亦即三組受測學生對於影片內容的學習成效有顯著不同。

資料來源 : 本研究繪製

表 4-3「圖像式教學學習成就測驗」實驗組與控制組 1 後測成績之 Z 檢定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根據表 4-3 可知，以 Z 檢定分析動畫與漫畫，Ｚ值 = 5.35 ＞ 1.96，已達到 .05 的顯
著水準。表示動畫與漫畫之「圖像式教學學習成就測驗」後測成績是有顯著差異，且由
平均可知動畫式教學顯著優於漫畫式教學。
表 4-4「圖像式教學學習成就測驗」實驗組與控制組 2 後測成績之 Z 檢定
再根據表 4-4 可知，以 Z 檢定分析動畫與圖配文，Ｚ值 = 3.63 ＞ 1.96，已達到 .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動畫與圖配文之「圖像式教學學習成就測驗」後測成績是有顯著差異，
且由平均可知動畫式教學顯著優於圖配文式教學。

三、研究假設實徵與結論
根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推翻本研究之虛無假設：
H01：動畫式教材自學之學習成效差異沒有顯著優於漫畫式教材
H02：動畫式教材自學之學習成效差異沒有顯著優於圖配文式教材
因此本研究之對立假設成立：
Ha1：動畫式教材自學之學習成效差異顯著優於漫畫式教材
Ha2：動畫式教材自學之學習成效差異顯著優於圖配文式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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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動畫式教學做為自學方式有較好的學習立即效果。但因本團隊無法
分析成本，故不能判斷投資動畫式教學之報酬率是否顯著優於其他兩種教學。

二、 建議
（一）對學生的建議
建議學生可以多加使用「動畫式教材」，以提升學習成效。
（二）對學校及師長的建議
建議學校可多充實動畫式教學之設備，使師長有更多元的教學方式，同時建議師長
在授課時搭配動畫式教學，可同時吸引學生之注意力，並提升學習成效。
（三）後續研究建議
1. 樣本方面
受限於人力與時間的限制，受試者侷限於大直高中高三學生，研究結果也僅適用於
受試者之學習情形。建議後續研究者擴及不同區域之學生，使實驗更具說服力。
2. 教材方面
本研究以臺灣吧動畫為教材，雖內容豐富，但這些知識僅是滄海一粟，要推論至其
他知識則顯得不足。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擴及各類型知識。
3. 研究時間
探討教材方式的實驗需較長的時間。本研究雖有達顯著差異，但實驗的說服力不必
然充足。建議後續研究者長時間實驗，能更精確觀察不同教材呈現的成效。
4. 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極多，但本研究受限於人力及時間的限制，並未能分析性別、
智商、學業成績等不同變項。故建議後續研究者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5. 需進行受測者的前測
雖樣本皆為同一所高中、同一年級之學生，但各個受測者對歷史的瞭解仍有差異，
然而本研究受限於人力及時間的限制，無法進行受測者之歷史程度的前測。建議後續研
究者在進行實驗前先行前測，好更加了解教材對學生的實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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