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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科技化的世代，學習已不再侷限於紙本教學，而是越來越多的行動裝置加入學習的方式。
為達到較佳的學習成效，除了搭配行動裝置外，利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輔助教學，
讓學習變得更為有趣、好玩，也有助於提升學習的動機。本研究透過擴增實境技術搭配立體圖像、
顏色及聲音，以幼童學習的形狀書作為學習教材，經由觀察、記錄探討兒童對於擴增實境的科技
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等相關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行動學習的建
議，在未來成為行動學習設計的參考。本次研究之結果，對於大部分的幼童在使用本研究自製的
「CoShaper」擴增實境學習應用程式後，在形狀及顏色的辨識學習力較高，針對科技接受模式之
施測分析數據，在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及行為意願各構面皆顯示透過應用程式學
習接受度較高。
關鍵詞：科技接受模式、擴增實境、幼童學習、形狀、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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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technological age, learning is no longer constrained to pen-and-paper based learning. Mobile
learning is slowly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method of learning. In order to achieve more
effective learning, augmented reality supported learning is addition to mobile device integration. This
allows for learning to become more fun and interesting as well as boosting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This
study uses augmented reality alongside 3D graphics, colors, and sound. Shape-recogniztion books for
children are used as the learning material. Through observation, recording, and discussion of studies
regard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pplied to children, suggestions for future mobile learning
can be made based on study results. These can serve as guidence for future mobile learning designers.
The results of this test show that most children after using CoShaper will have learned more efficiently
in terms of identifying shapes and colors. In addition after analyzing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statistics, which include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ttitude, and willingness of
use, it was discovered that all the analyzed statistics were all larger than 3. This indicates a high
acceptance towards learning through apps.
Keywords: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ugmented Reality, Children Learning, Shape,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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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傳統的學習仰賴紙本教材，隨著數位技術
的發展，學習已不侷限於紙本教材，如何建立
幼童有效的學習，是不可或缺的任務。現今的
技術，已逐漸進步到視訊媒體，甚至將擴增實
境(Augmented Reality, AR)技術也應用在學習
的輔助教學上，讓學習的過程變得更生動。近
年來許多智慧型裝置研究開始著重於幼童，在
學習上結合手機應用程式(Application, APP)，
除了在娛樂性有一定的趣味效果，更讓幼童在
學習進一步的達到學習教育價值。(Azuma,
1997)
根據 Fantz(1961)於嬰兒形狀知覺與視覺
偏愛方面所作的研究，對於一歲以後的孩子，
在形狀概念的發展，已能作基本的形狀如方形、
圓形、三角形的配對。因此，本研究透過擴增
實境的技術，呈現形狀的立體貌，讓幼童在學
習形狀時，同時也能對於立體的概念更加深印
象，強化幼童提升認知與描述形狀的能力。
因此，我們希望藉由本研究探討幼童在學
習上為何會接受或使用新科技，以擴增實境技
術結合形狀及顏色的學習，吸引幼童的學習專
注力，並且讓幼童不僅是平面的學習，更在立
體的架構上，有一定程度的了解。(Fantz, 1961)

2
2.1

們」，在功能上有很多選擇，不僅可以學習顏
色、形狀，還有學習後的小測驗，此外還有相
關生活用品的形狀練習，對於兒童學習形狀和
顏色，不過在介面上極單調，建議可以將色彩
更豐富，且顏色不宜過多實色使人有壓迫感
(“Clear Invest LTD”, 2015)。

2.2

擴增實境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以視為
一種新的資訊科技，跳脫出傳統影像顯示方式，
是一種結合虛擬化技術再來觀察世界的方式。
逐步與人類真實生活徹底結合的新科技，它可
以為現今之娛樂事業、商業廣告、創意簡報、
與數位學習等，注入一股創新的泉源。
根據 Milgram 和 Kishino(1995)提出的現
實─虛擬連續統(Milgram's Reality-Virtuality
Continuum)。他們將真實環境和虛擬環境分別
作為連續統的兩端，位於它們中間的被稱為混
合實境(Mixed Reality)。其中靠近真實環境的
是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靠近虛
擬環境的則是擴增虛境(Augmented Virtuality,
AV)，如圖 1。

文獻探討
兒童顏色與形狀學習 APP 分析

兒童學習形狀及顏色的 APP，在市面上已
有數款早已研發，然而在擴增實境與其應用的
應用程式卻寥寥可數。根據目前現有的幾款學
習形狀或顏色的應用程式，作了以下的分析。
2.1.1 學形狀-寶寶巴士
「學形狀-寶寶巴士」使用對象為 3 歲以
上的兒童，其介面可愛吸 引人， 同時支援
Android 及 iOS 兩大平台，在語言方面也有高
達九種版本，不過會有閃退問題(“寶寶巴士
BabyBus”, 民 104)。
2.1.2 學習顏色和形狀(Learn colors and
shapes)
「學習顏色和形狀」的對象同為 3 歲以上
的兒童，在 APP 內有 12 種顏色及 12 種形狀，
點選圖案或文字會有英文發音教學，而在介面
上非常簡單，且使用上也淺顯易懂，但在介面
上略顯簡陋，只有兩個頁面讓使用者做學習
(“LearningGamesForKids”, 2015)。
2.1.3 形狀和顏色為孩子們(Shapes And
Colors For Kids)
對象為 3 歲以上的「形狀和顏色為孩子

圖 1 虛實結合的混合實境圖
(資料來源：Milgram & Kishino, 1995)

目前擴增實境以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在教
育方面的研究，如立體拼圖結合地球科學，以
遊戲方式學習設計教具，在觀光方面，如交通
部推出的「旅行台灣」APP 結合台灣許多著名
景點，方便瞭解導覽等相關資訊(“旅行台灣”,
民 104)。

2.3

科技接受模式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 Davis 於 1989 年所發展出來
的一套理論，用來解釋資訊科技接受的決定因
素 。 他 以 理 性 行 動 理 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發展基礎，解釋人們使用科技
的行為(Fishbein & Ajzen, 1975)。
此模式提供了一個理論的基礎，用來了解
外部因素對於使用者的信念(Beliefs)、態度
(Attitude)與意向(Intention)的影響， 認為態度
是影響使用者行為的重要因素，進而影響科技
使用的情形(Davis, 1989)。其中，態度受知覺
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兩變數影響，而知覺有用
性又正向影響了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和知
覺易用性又會受到外部變數影響(如圖 2)。

圖 2 科技接受模式架構圖 (資料來源：Davi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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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2)

本研究之「知覺易用性」定義
為幼童學習使用 CoShaper 時，對
於其功能的使用過程中，所花費、
付出的心力。

本研究利用擴增實境結合形狀及顏色的
數位學習，做出一款名為「CoShaper」的學習
應用程式，針對幼童在使用後對於科技接受模
式的影響作探討。實驗進行方式以 CoShaper
學習應用程式教學幼童，利用擴增實境功能，
並針對學習後做科技接受模式相關問卷及深
入探討。

3.1

(3) 使用態度量表
本研究之「使用態度」定義為
幼童學習使用 CoShaper 時，對於
學習的提升，所感受到的正負面影
響。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 Davis(1989)提出的科技接受模
式為理論基礎，主要探討知覺有用性、知覺易
用性、使用態度及行為意願等四個構面，其中
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皆會影響使用態度。

3.2

(4) 行為意願量表
本研究之「行為意願」定義為
幼童學習使用 CoShaper 的意願程
度。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Babbie, 1998)來
蒐集實驗資料，針對幼童使用 CoShaper 應用
程式之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及
行為意願間的關係，以本研究編寫之問卷量表
做為研究工具。於問卷回收後分析有效問卷並
進行編碼建檔，並以統計軟體 SPSS 12.0 中文
版軟體進行資料統計分析。
3.2.1 問卷設計
(1)

知覺有用性量表
本研究之「知覺有用性」定義
為幼童學習使用 CoShaper 時，對
於學習的提升，所感受到的學習績
效程度。

知覺易用性量表

(5) 個人基本資料調查
此部份共有 2 個問題，其中包
含性別及年齡。
3.2.2 問卷計分方式
本研究量表採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選項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並依序給予 5、
4、3、2、1 分，分數愈高代表愈同意(Likert &
Rensis, 1932)。

4

實驗結果

本研究主要以瞭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童園的幼童為施測對
象，並針對受測幼童之個人基本資料背景變項
進行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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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Shaper

以 Unity 結合 3Ds Max 及 vuforia，設計
出一款形狀及顏色教學應用程式為
「CoShaper」。
CoShaper 內有兩功能，左邊書籍圖為學
習平面形狀及顏色，右邊相機圖為擴增實境學
習立體形狀及顏色(如圖 3)。在形狀部分，包
含圓錐、圓柱、球體、長方體及三角柱等五種
形狀，讓幼童認識基礎立體圖形；在顏色部分，
有別於選擇紅、黃、藍、綠等基本色彩，列舉
出灰色、粉紅色、墨綠色、褐色及紫色等五種
顏色，供孩童認識與學習。

圖 6 球體、墨綠色

圖 7 長方體、褐色

圖 3 CoShaper 主畫面圖

點擊左邊書籍圖，呈現各形狀及顏色畫面，
左上角小鳥圖為返回鍵，如圖 4 與圖 5。

圖 8 三角柱、紫色

4.2

圖 4 圓錐、灰色

施測情形

施測過程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以平板偵
測實體紙卡上的圖形，於螢幕上顯現出立體圖
像，並讓幼童實際操作 iPad air；第二階段以
問答方式協助幼童進行問卷作答。同時有七組
幼童進行施測，平均每位學童約進行 12-15 分
鐘的實驗過程，實際施測情形，如圖 9 與圖 10。

圖 5 圓柱、粉紅色

點擊右邊照相圖，出現擴增實境的拍照畫
面，掃描紙本圖片後，即會出現立體圖(如圖 68)。

圖 9 教導幼童使用 iPad air

表 1 問卷信度分析表

Cronbach’s α

知覺有用性

個
數
21

使用態度

21

0.887

行為意願

21

0.948

構面

4.5

圖 10 教導幼童使用擴增實境

4.3

樣本之基本資料分析

根據問卷調查回收之有效樣本數為 21 人
所呈現的資料，針對受測幼童之個人基本資料
背景變項進行瞭解，包括受測幼童之性別及年
齡等變項，分別描述其次數及百分比分配。
4.3.1 性別
總施測人數共 21 人，其中包含男性 11 人
(52.4%)，女性 10 人(47.6%)，於本份問卷回收
之樣本中，男性樣本多於女性樣本。
4.3.2 年齡
以 5 歲的有 9 人(42.9%)次之，6 歲的有
12 人(57.1%)最多，共 21 人施測。

4.4

問卷信度分析

本節在瞭解其施測問卷的信度，於問卷結
束後回收，並進行問卷信度分析。根據問卷信
度分析後的結果，本研究之全體量表之總信度
為 0.891，而各構面之數值如下表，其皆大於
0.6，表示本問卷信度可信度高(如表 1)。

0.607

研究結果分析

幼童在科技接受模式的整體及各層面情
況意指在「科技接受度量表」中的平均得分，
得分越高，表示科技接受模式越高，以下就以
「科技接受模式量表」的四個層面，依平均數、
標準差、變異數做說明，如表 2。
根據科技接受模式量表分析後的結果，對
照李克特五點量表，本研究之知覺有用性、知
覺易用性、使用態度及行為意願之數值皆大於
平均數 3，表問卷可靠性高，其中又以知覺易
用性為最高。標準差及變異數部分最低數值皆
為使用態度，表施測對象之正負面感受相近。
在施測過程中，小朋友起初拿到 iPad air
時皆表現出興奮的神情，打開 CoShaper 的畫
面更是直呼介面可愛。一開始在操作使用上，
學童對於相機掃描平面圖片的位置還不太會
抓取，但經過解說及練習掃描數次後，漸漸的
對螢幕上顯示的立體圖像感到有興趣，不像剛
開始時具有挫折的感覺。且在整個實驗活動結
束後，亦向研究者表示很喜歡，也很希望之後
也能用這個上課學習其他的形狀及顏色。

表 2 「科技接受模式量表」平均數、標準差及變異數

構面

個數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知覺有用性

21

3

4.29

0.09

0.02

知覺易用性

21

1

4.48

0.68

0.46

使用態度

21

3

4.38

0.05

0.01

行為意願

21

2

4.21

0.09

0.03

4.5.1 不同性別幼童在科技接受模式之差異表
依照不同性別幼童在科技接受模式之差
異分析，以平均數部分來看，男性的較女性低。
以標準差及變異數部分來看，男性在知覺有用
性、使用態度及行為意願皆低於女性，表施測
對象感受到之學習績效程度、正負面感受及願
意使用 CoShaper 的意願程度相近，而女性在

知覺易用性低於男性，表施測對象所付出之心
力相近。在實驗施測時，研究者也觀察到大部
分小男童一拿到 iPad air 都會非常興奮，感覺
就像是拿到新玩具一般，因此需要在教學上稍
微提醒他們須將注意力專注於 CoShaper 學習。
而小女童大多都是較乖巧學習，專心聆聽研究
者講解如何操作與使用 CoSh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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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性別幼童在科技接受模式之差異表

層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男

11

4.18

0.06

0.01

女

10

4.40

0.11

0.02

男

11

4.36

0.81

0.65

女

10

4.60

0.52

0.27

男

11

4.21

0.18

0.18

女

10

4.57

0.27

0.16

男

11

4.14

0.06

0.02

女

10

4.30

0.16

0.06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使用態度

行為意願

4.5.2 不同年齡幼童在科技接受模式之差異表
依照不同年齡幼童在科技接受模式之差
異分析。以平均數部分來看，5 歲幼童在知覺
有用性及使用態度較高，6 歲幼童在知覺易用
性及行為意願較高。以標準差及變異數部分來
看，5 歲幼童在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及使
用態度較低，表施測對象感受到之學習績效程

度、所付出之心力及正負面感受相近，6 歲幼
童在行為意願較低，表施 測對象願意使用
CoShaper 的意願程度相近。
於實驗進行時，研究者也發現部分幼童因
為年紀較小，在使用上比較需要幫助，且須練
習 較 多 次 才 清 楚 該 如 何 操 作 iPad air 及
CoShaper 中擴增實境的功能。

表 4 不同年齡幼童在科技接受模式之差異表

層面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使用態度

行為意願

5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5

9

4.33

0.28

0.12

6

12

4.25

0.53

0.28

5

9

4.44

0.00

0.00

6

12

4.50

0.24

0.22

5

9

4.52

0.21

0.14

6

12

4.28

0.80

0.64

5

9

4.06

0.08

0.02

6

12

4.33

0.02

0.00

結論與建議

由於大部分的幼童在使用 CoShaper 後，
對於形狀及顏色的辨識學習力較高，在本次研
究中，針對科技接受模式之施測分析數據，在
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態度及行為意
願各構面，分析之數值皆大於平均數 3，表示
透過 APP 學習接受度較高，後續我們將針對
學習成效做近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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