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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目前有關虛擬教室的相關研究多著重於系統的開發與運用，對「教」與

「學」的層面上著墨不多。多媒體在教育上的應用雖然已經行之多年，

然而「隨選視訊」 (video on demand) 的運用則正在起步階段，在教育上

的應用與研究則更為少見。故本研究開發一多媒體虛擬教室系統，其網

頁教材整合了文字、圖片，與隨選視訊、音訊等媒體，並結合線上評鑑

系統來監控學生的學習狀況。 本研究的目的為了解不同媒體呈現方式的

虛擬教室對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滿意程度的影響。實驗的方式採用實地實

驗法，樣本為輔仁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兩班一年級的學生，而實驗的教材

包含一周的課程進度，內容為電腦概論課程中的「電腦繪圖」單元。本



實驗共分為三組，分別為傳統教室組、虛擬教室「文+圖」組、與虛擬

教室「文+圖+視訊+音訊」組。 本研究之貢獻為： 1.從教學的觀點出

發，開發整合一隨選視訊之多媒體虛擬教室與線上評鑑系統； 2.評估在

虛擬教室與傳統教室的學習成效差異；3.了解學生在虛擬教室的學習心

得與建議。 本研究的重要研究發現為：1.傳統教室與虛擬教室的學習成

效並無顯著不同； 2.研究結果發現隨選視訊對於學習成效並無顯著助

益，但可稍提高學生瀏覽網頁教材的時間； 3.在學習滿意程度方面，學

生對於以主動學習為主的虛擬教室滿意程度明顯高於傳統教室的教學模

式。  

摘要

(英) 

Developing virtual classroom systems (VCS) is rapidly growing, but the 

research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virtual classroom are still rarely. On the 

other h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s of video on demand (VOD) 

steadily evolved for a long time. But the research of VOD in the education was 

just on going.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media presentation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in 

VCS. A web-based VCS was developed for this study. Text, picture, video, and 

audio were integrated to present the learning content in this system. Also, an 

online learning evaluation system (OLES) was developed to monitor 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 A 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Subjects were 

144 freshmen from two classes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he learning content of this experiment was computer 

graphics.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in this study, namely, traditional 

classroom group, text + picture group, and text + picture + video + audio group. A 

quiz was designed and administered to the subjects to evaluate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It was found from this study that subjects'''' learning achievement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However, it was found that 

subjects in the text+ picture + video + audio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arning satisfaction than subjects in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group. This study 

also discovered that using of VOD has no significant benefit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though subjects'''' in the text + picture + video + audio group did 

spend more time reading the learn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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