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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網際網路與電腦科技的發展改變了大眾的生活方式與思考模式。電腦網

路的發達，突破了時空的限制，不僅影響生活，同時也衝擊學習的型

態。未來，人們將感受全然不同的網路生活方式，舉凡工作、消費、教



育等等皆因為網際網路與電腦科技的發展產生一大變革。 本研究之樣本

為台北縣醒吾高中資料處理科及商業經營科學生於高一下計算機概論不

及格之重補修學生，共計 55 人。研究方式是以遠距教學系統--「數位學

習教室」應用於高職計算機概論重補修課程，在實驗前以計概前測試卷

施測，將樣本根據其前測成績分為高、中、低成就三組，實驗後以計概

後測試卷與滿意度量表施測，探討不同學前成就之學生在「重補修通過

率」、「學習成績」、「六項學習成效評量指標」、與「學習滿意度」

上之差異性。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高、中、低三組不同學前成就之樣本

在經過虛擬教室的學習後，其重補修通過率、學習成績並没有顯著差

異。三組樣本在六項學習成效評量指標上，其中「後測紙筆測驗」，高

學前成就組顯著高於其他二組，但在「每週指定作業」、「面授出

席」、「線上測驗小考」、「線上學習記錄」、「師生互動程度」等其

他五項學習成效評量指標上則無顯著差異。 在滿意度方面，三組樣本對

虛擬教室學習模式的整體滿意度没有顯著差異，在「教學環境」及「學

習成果」兩個層面的滿意度上亦無顯著差異。但是在「課程教材」與

「教師教學」兩個層面的滿意度，三組樣本有明顯差異，其中高學前成

就組在「課程教材」層面之滿意度顯著高於中、低學前成就組；在「教

師教學」滿意度上，中學前成就組的滿意度則顯著高於其他二組。 本研

究的結果顯示以虛擬教室模式進行高職重補修課程是可行的，研究結果

及建議可供未來開設重補修課程之參考。  

摘要

(英)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leaning effects of a 

complementary course using distance leaning (passing rates, final grades,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among three groups of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prior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this study. Samples of this study were 55 student who 

failed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s “in previous academic years at 

Taipei Country Hsing-Wu High School. A complementary course of the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s “with a distance leaning environment was offered to 

the subjects. Subject’s final grade of the course was composed of six criteria, 

namely, final exam, on-line quiz, weekly assignment, on-line hours, attendance rate 

of face-to-face sessions, and interaction involvemen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is study among the three groups either on passing rates or on final 

grades. Referring to the six criteria, three groups of subjects were on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on the scores of final exam.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on the rest five 

criteria. Results of the study also revealed that subject’s learning satisfaction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 tree group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t was concluded that distance leaning was feasible for a complementar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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