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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是在探討資訊多媒體融入體育教學對國中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

效果之影響，本研究採準實驗法，研究對像為臺北市某國中八年級學生，

共有四個班級，實驗組 66 人與對照組 63 人，使用的研究工具有 ARCS 學



習動機量表、籃球認知測驗卷、運球上籃「動作技能評量表」。進行六週

之體育課中實施前測、教學介入、後測，每週 2 節，每節 45 分鐘。研究

結果如下： 一、資訊多媒體融入教學組及傳統教學組，分別在學習動機

前測與後測表現之差異上未達顯著水準。 二、資訊多媒體融入教學組與

傳統教學組，在學習動機後測之差異上未達顯著水準。 三、資訊多媒體

融入教學組及傳統教學組在學習效果前測與後測之比較，資訊多媒體融入

教學組在整體學習效果及技能表現上，後測成績顯著高於前測成績，但認

知表現成績未達差異水準。而傳統教學組在整體學習效果、認知表現及技

能表現上，後測成績則顯著高於前測成績。 四、資訊多媒體融入教學組

與傳統教學組在學習效果後測之比較，資訊多媒體融入教學組在技能表現

之後測成績顯著優於傳統教學組。 五、資訊多媒體融入教學組及傳統教

學組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效果間之相關性分析，資訊多媒體教學組於實驗

後，整體學習動機、自信心、滿足感、整體學習效果及認知表現等，呈現

顯著正相關。而傳統教學組除認知表現外，其他因素皆呈現正相關。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integration on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resul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study employed quasi-experiment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to collect data .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results of the subjects were measur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amples of classroom experiment include four classes (129 students) in 

8th Grade of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ity. The two classes (66 students) take 

multimedia assisted instruction in their PE classes as an experiment group; the 

others (63 students) tak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as a control group. The class 

experiment has been held for six weeks、forty-five minute per class、two classes a 

week. The research tools、ARCS Survey (ARCS) and Learning Outcomes of 

Movement Skills、conduct the pretest and the protest which were sprea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struction. These pretest and protest were the main data for the 

analysis of this study. From the data analysis、some results were found: 1.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in the classes with multimedia assisted instruction (experiment 

group) didn’t have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the protest. 2. 

However、there was remarkable improving of learning results and the skills of 

ordinary lay-up shot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after data analysis. 3. In the other 

aspect、the classes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control group) appear the 

same result with experiment group.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no divergence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rotest. 4. Otherwise、the learning 

results and the skills of ordinary lay-up shot show a notable improvement after 

comparing the pretest and protest. 5. Finally、after the data analysis of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some interesting results were found: The students with 

multimedia assisted instruction present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confidence、satisfaction、learning results and cognition. However、

the students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reveal the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other reasons except the cognition.  

論文 中文摘要..................................................i 英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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