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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章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全球的經濟、教育、文化及生態受到了巨大的
影響。在教育方面，為了不中斷學習，「遠距教學」成為疫情衝擊下一個最佳的
選擇方式。本文首先介紹「遠距教學」及「訊息處理理論」的基本概念，進而
說明學生在「遠距教學｣方式上可能會遇到的學習障礙及造成學習阻礙的因素。
接著，探討在遠距教學的過程中，影響學習者學習成效的重要元素，並且針對
「訊息處理理論」中所提到的三個學習階段，亦即認知形成期、知識內化期、
反應及回饋期，對遠距課程的設計及教授方式提出建議，希望藉由重新思索遠
距課程設計的流程與細節，達到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的目的，進而使學校教育能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求知能力，以確保競爭力。
關鍵詞：訊息處理理論、遠距教學、需求評估、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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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year 2020, the global economy, education, culture and
ecology have been dramatically impacted by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order to

susta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he distance educ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preferred options. In this article, the distance education and the concept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will first be introduced, followed by elaborating the
possible barriers to which students will encounter in the distance education and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ill be discussed. Meanwhile,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course design and teaching methods will be provided for
different stages (i.e. perceptual encoding, central processing, responding and
feedback) which are described in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Through
reconsidering the process flow and details of course design in distance education, it is
anticipated that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can be elevated and, in turn, the ability
of active learning can be cultivated to ensur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Keywor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distance education; needs assessm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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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現今變化快速的環境裡，為了提升能力、更新技術、激發創造力並增加
競爭力，學習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活動（Jacobs, 2003）
。由於學習是人們維
持生存及競爭的重要機制，自古至今就有很多學者相繼投入相關的研究。20 世
紀早期，學習的研究聚焦在行為學派，強調人的行為是由環境塑造而成，並非
是內在的心理認知歷程（李瑛，2013；Houwer, Barnes-Holmes & Moors, 2013），
例如 Lewin（1951）論述學習的定義時，認為學習是「人行為改變的過程」
（Houwer,
Barnes-Holmes & Moors, 2013）
。然而在 50 年代，許多心理學家對極端行為主義
的理論進行反思；60 年代之後，認知學習理論又開始受到重視（廖奕豪，2003），
Atkinson & Shiffrin 在 1968 年提出訊息處理理論，此理論被認為是認知心理學派
的基礎。
然而自 2019 年末，COVID-19 病毒從中國武漢快速傳播至全世界，甚至在
2020 年末在英國及南非出現新的變種病毒之後，疫情對全球的經濟、教育、文
化及生態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面對嚴峻的疫情，各國接連再度宣佈入境管制、
鎖國政策（great lockdown）、彈性上班、居家工作及視訊會議。因此，自 2019
年末 COVID-19（新冠病毒）散播至全世界後，人們必須維持社交距離來降低群
聚感染，為了讓學習的習慣與活動能夠持續，也為了防堵病毒的傳播及降低群
聚感染，「遠距教學」成為疫情下能持續學習活動的最佳方式之一。
什麼是遠距教學？根據德國及瑞士的學者，遠距教學被譯為 Distance
Education。遠距教學最早起源於瑞士，為了克服山區距離的問題，瑞士在 1833
年設置「郵寄函授課程」，將教材及上課講義郵寄給每個學習者，使其能自行閱
讀及進修。英國後來在 1840 年也實施類似的函授教育。1890 年，美國芝加哥大
學及賓州大學首創遠距教育，之後英國又於 1960 年成立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實施早期的遠距教學，自此，遠距教學成為其中一種教學法, 世界各
國陸續成立類似的教育機構（廖奕豪，2003）。
仔細來說，Distance Education 的概念同時包含「遠距教學」
（distance teaching）
及「遠距學習」
（distance learning）兩部分。根據 Garrison & Shale（1987）的定
義，遠距教學的本質是教育與溝通，包含了三個特點：（1）遠距教學一詞隱含
教學者與學習者兩者之間進行「非接觸式的溝通」;（2）為了促進與支持教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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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過程，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須進行「雙向溝通」;（3）「科技」是遠距教
學中作為雙向溝通的媒介。Mood （1995）主張遠距教學具有下面四個特性：
（1）
教育者與學習者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分開的，（2）教學的計畫由教學機構所設計
與控制，（3）教育者與學習者時空隔離的問題必需藉由不同形式媒體的使用來
解決，（4）教育者與學習者兩者之間必須提供雙向溝通。從以上的定義可以知
道，遠距學習的概念在分歧的定義中仍有一些共同的特質，例如時空分離、雙
向的溝通、 科技或媒體的運用、課程設計等（Sauvé, 1996）
。現今，遠距教學有
了較廣泛的解釋， Distance Education 一詞泛指函授教育、電視教學、廣播教學、
開放學習、電腦輔助教學、個別化學習和自我學習等（Sauvé, 1996）。
總之，遠距教學法是在疫情蔓延中延續學習活動一個很好的選擇。但是遠
距教學有時空分離、雙向溝通及使用科技的特性，要如何在教學的過程中確保
學生的受教權、增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增加有效的互動溝通以及極大化最大
的學習成效，是教育工作者須努力思考的問題。因此，本文根據在 20 世紀 60
年代所提出的「訊息處理理論」，來探討在遠距教學的過程中，影響學習者學習
成效的重要元素，並思考如何提高學習表現的議題。

貳、本文
一、訊息處理理論 甚麼是訊息處理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如前所說，訊息處理理論是在 1968 年由 Atkinson & Shiffrin 所提出的學習
理論，被認為是認知心理學派的基礎 (廖奕豪，2003)。訊息處理理論主要在探
討「人們在各種外在環境中，如何經由眼、耳、鼻、舌、手等感覺器官來覺察、
注意，並將資訊吸收進入大腦，再經由內在大腦思考及心理活動過程來辨識、
記憶並運用知識的歷程」（Noe, 2020, p. 170）。跟行為學派不一樣的地方是，訊
息處理理論強調學習並非只是行為的改變，而是一種感知（perceive）與認知
（cognitive）的過程，個人的特質、經驗及心理認知歷程會與環境因素一樣，影
響人學習的模式與知識儲存的方式 （Betz, 2006; Houwer, Barnes-Holmes &
Moors, 2013）
。進一步來說，整個訊息處理理論可以細分為幾個部分來探討：
（一）
認知形成期，（二）知識內化期，（三）反應期及（四）回饋期（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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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知形成期
在認知形成期，訊息處理理論主張學習的活動始於外在環境資訊及刺激的
發生（stimulus or message/ environment/ feedback reinforcement）。這些資訊及刺
激經由學習者不同的感官系統接收後（receptors），會依據他（她）們自己的需
要、動機、價值、目標、經驗、背景和其個人的特質（如個性等）來選擇性的
擷取資訊 （selective perception）。這些選擇性的資訊及刺激會形成感官記憶
（sensory register），而這些記憶讓人對於各種人、事、物形成不同的認知
（perception）
。換言之，認知是人們透過各種不同的感官，對外在世界中各種人、
事、物產生不同的看法與理解（陳年興、謝盛文，2006；Noe, 2020）。
（二）知識內化期
在認知形成期之後，學習的歷程會進入知識內化的過程。也就是說，有些
認知會受到學習者特別的觀察及注意（attention），而在腦中進一步的編碼、組
織並儲存形成短期記憶（short-term memory），有些重要的資訊會經過學習者不
斷地重複、練習、精進及增強，這些知識會被轉換或編碼 （transformed or coded)
成為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在短期記憶及長期記憶區儲存的資料與知
識，與對人、事、物一開始已形成的認知，會同時影響學習者在學習新事物時
的反應，學習的歷程從此進入第三個階段-反應期 （Noe, 2020;Chung, Angnakoon,
Li & Jeff, 2016）。
（三）反應期
在這個階段，學習者最主要的活動是對外在環境的刺激做出反應。所以當
受到外在的刺激時，學習者會在大腦搜尋已存在短期或長期記憶系統中的知
識，並將新接收到的資訊與既有的相關的知識相連結，然後對這些新的資訊及
刺激產生適當的反應。也就是說，大腦除了將新的資訊與知識編碼、轉化、儲
存於短期與長期記憶中，並同時將新的資訊與既有的知識作連結並產生反應，
反應的產生就塑造了學習的結果（learning outcomes），如語言資訊（verbal
information）、認知技能（cognitive skills）、動作技能（motor skills）
、知識技能
（intellectual skills）或態度（attitudes）等（Noe, 2020; Betz,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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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饋期
在理論模型中的最後一個部分，是將學習者反應出來的新知識、技能與來
自環境中的回饋作連結，也就是針對學習者的行為表現如語言資訊（verbal
information）、認知技能（cognitive skills）、動作技能（motor skills）
、知識技能
（intellectual skills）或態度（attitudes）等進行評估並給予回饋。當學習者有正
面的表現時就會得到肯定的回饋，而正面的回饋會產生增強效果，讓這些新的
知識及技術能被留存於學習者的長期記憶中，供未來相似的情境使用（Noe,
2020）。同樣地，當學習者有負面的表現時，也會得到中肯的回饋與建議，這些
回饋與建議能讓學習者有機會修改及修正表現，並對相似的情境做出更適當的
反應，而達到有效學習的效果（Noe, 2020）。

(1)

(2) 中央處理

知覺編碼

(3) 回應

刺激或訊息

環境
回饋
加強

知覺記錄

選擇性知覺

接受器(眼、
耳、鼻、皮膚
等)

感知

注意力

短期記憶

回應
選擇/產生器

維護
練習

檢索

編碼
長期記憶

回應執行
 語言資訊
 認知/動作/
知識的技巧
 態度

(4) 回饋
圖 1 訊息處理理論模型
資料來源：Noe（2020）。

總之，Atkinson & Shiffrin 的訊息處理理論指出學習是一種感知（perceive）
與認知（cognitive）的過程；也就是資訊經由眼、耳、鼻、舌、手等感覺器官覺
察、注意並吸收進入大腦後，再經由大腦思考及心理活動來辨識、記憶並運用
知識的歷程。然而，人們因為內在個性及特質的不同，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
對於資訊的覺察、認知及解讀會產生差異，再加上每個人既有的知識基礎及大
腦運作的方式不同，因此即使是同樣的資訊，經由每個人的大腦思考及心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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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所進行的辨識、記憶的學習過程而產生出來的新知識，就會有所不同（Noe,
2020）。經由這樣過程積累儲存在記憶系統內的知識，在不斷地與不同的感官系
統接收到的新資訊相互刺激並作用, 每個人會形成自己獨特的認知學習循環過
程。
二、影響遠距教學成效的元素
遠距教學與傳統教室教學法最大的差別在於時空分離的特性。時空分離指
的是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是非接觸式的溝通，且兩者之間的溝通需要靠科技來
做媒介。然而，因每個學習者內在特質上的差異, 這樣時空分離且需要利用科技
做媒介的教學模式並不一定適合所有的學習者（Noe, 2020）
。因此，遠距教學法
在教學過程中會產生很多學習障礙（learning barriers），甚至讓學習者產生焦慮
（anxiety）跟抗拒感 （resistance）
。學習者抗拒遠距教學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在
教學的過程中教學者與學習者沒有面對面的互動、學習者在學習上無法得到立
即的回饋、沒有能夠滿足社交互動的需求、缺乏學習上的支援、在學習的過程
中感覺孤獨等等（Tuncay & Uzunboylu, 2010; Galusha, 1998; Lin & Zane, 2001）。
因此，如何提高學生在遠距教學的學習表現是一個需要被思考的議題，要
提高成效，就需了解影響遠距教學成效的因素。研究上指出很多因素會影響到
遠距教學法的成效，例如學習者的年齡、性別、個性、學習動機、過去的學習
表現、堅持度、科技的接受度、自我效能、電腦自我效能、態度、讀書習慣、
上課出席等（Cheung & Kan, 2002; Katz, 2002; Irani et. al., 2003; Alstete & Beutell,
2004; Rovai, 2003; Taplin & Jegede, 2001）。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學習者在遠距教學
上的表現。
詳細來說，年紀較輕的學生相較於年紀較大的學生會較喜歡遠距教學
（ Alstete & Beutell, 2004 ）。 另 外 ， 女 性 對 於 不 同 學 習 方 式 的 自 我 調 節
(self-regulation) 、友善感覺（user-friendliness）及使用便利度（ease of use）的
「正面認知」會高於男性，因此女性相較於男性對遠距教學的接受度會較高
（Alstete & Beutell, 2004; Liaw & Huang, 2015）。
「自我效能」是另一個會影響遠
距教學成效的重要因素。自我效能被定義為「個人對自身是否有能力去完成某
項工作的信念」以及「個人的一種信念，是否有自信達成預期目標的判斷」
（Bandura, 1986）。文獻指出，學習者的自我效能與學習表現有正向關係（Noe,
2020）。也就是說，學習者的自我效能越高者，其學習表現越高；反之，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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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另外，由於遠距教學大多使用與電腦相關的設備進行，因此「電腦自我
效能（computer self-efficacy）」是另一個決定性的因素。電腦自我效能被定義為
「個人對於其能成功地完成電腦相關任務的信心程度」（Compeau & Higgins,
1995）。研究顯示，電腦自我效能越高，學習成效及滿意度就會越高（Chyung,
2001）。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學習者在遠距教學中的表現，甚至會影響學習者在學
習上的焦慮程度（anxiety）及抗拒度（resistance）。
圖 2 彙整了影響遠距教學成效的變數的因果關係。由圖二可知，外在環境
因素（如經濟狀況、家庭責任、轉職的機會等）、學習者個人特質（如性別、年
齡、自我效能及電腦自我效能等）及學習者具備的技術（如溝通技巧、電腦技
術、人際社交能力等）三個部分的變數會影響學習者內在的心理狀態，如壓力、
焦慮、滿意度、對學習的承諾、人際互動關係、學習模式等。學習者在遠距教
學過程中的焦慮包含了對科技使用的焦慮（technology anxiety）、語言溝通的焦
慮 （language anxiety）及社交互動的焦慮（social anxiety）等（Tuncay & Uzunboylu,
2010）。學習者的內在心理狀態會影響他（她）們在遠距課程裡對學習的堅持度
（persistence），進而影響其學習表現（learning performance）（Rovai, 2002）。

外在因素
財務、工作時間、家庭責任、外在鼓勵、
轉調機會、生活危機

學生特性
性別、年齡、上課情形、相關學業背景、
先前學業成就、個性、態度、自我效能、
電腦自我效能、動機

學生技能
電腦技能、時間管理、溝通技能、人際關
係

內在因素
焦慮、壓力、目標承諾、抗壓、自尊、
滿意度、承諾、人際關係、學習方式、
教學方式

堅持
決策

線上學習成效

圖 2 影響遠距教學成效的變數

三、運用訊息處理理論於遠距教學的策略
在了解訊息處理理論及影響遠距教學的變數因果關係後，我們要如何提升
遠距教學的成效呢？圖三是結合訊息處理理論及遠距教學的概念所彙整出來的
模型圖。以下將根據此模型來探討增加遠距教學成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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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認知形成期（perceptual encoding）
：根據訊息處理理論，此階段學習
的重心在於讓學習者形成「認知記憶」。因此教學者在進行遠距教學時，此階段
應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在與學習者無直接接觸、無面對面溝通且在使用電腦、
網路、電視等科技產品作為教學媒介的情況下，幫助他（她）們對於學習的內
容及目標建立一個「正確的認知」？
一般來說，認知的形成包含三個部份：認知者（perceiver）、目標（target）
及情境（situation）
（Robbins & Judge, 2013）
。認知者就是產生認知的人，目標就
是認知者想要觀察的人、事、物，而情境就是產生認知的環境。在遠距教學的
場域裡面，從學習者的角度來說，認知者就是學習者，而其目標就是教學者或
教學者所提供的教學題材；從教學者的觀點來說，認知者就是教學者，而其目
標就是學習者所表現的一切言行；對兩者來說，情境皆是面對科技媒介如電腦
的教室或房間。如同前面所說，因每個人內在的個性及特質不同，在各種不同
的環境下，經由眼、耳、鼻、舌、手等感知器官覺察的資訊，經大腦解讀後，
每個人對環境內的人、事、物及資訊所產生的認知就會有所差異。因此在這個
階段裡，學習者所面臨到最大的問題在於經由他們自己在上課時所看、所聽之
後而產生的認知及相信的知識，並不一定是教學者真正所要表達或傳遞給他
（她）們的概念，這就是所謂的認知偏差。研究指出有很多因素會造成認知偏
差，例如月暈效果、第一印象、印象管理等（Robbins & Judge, 2013）
。再者，學
習者特質如性別、年紀、個性、態度及電腦操作能力、電腦自我效能等因素的
差異性，也都會影響其學習的成效，因此教學者必須體認到學習者的個別差異
對「認知記憶」產生過程的影響。
所以，為了控管認知偏差來增加遠距教學的成效，教學者在課前應進行「需
求評估」。所謂的需求評估分為三個部分，組織分析、工作分析及人員分析。也
就是說，充分的收集與分析學校、課程性質及學習者相關的資料，可以幫助教
學者對於學校的資源、學習者個人的特質及能力上的需求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教學者因此能盡可能的設計並提供完整的課程資料來滿足學習者對課程的期望
（expectation）。此外，教學者應思考如何根據不同的學習理論來設計並提供有
意義的教材，並且強化刺激的密度及頻率來提高學習者的注意力（attention）。
在課程一開始時，教學者就要將課程的目標、課程內容及評量方式完整地跟學
習者進行有效的溝通；並在教學的過程中，確定學習者是否有能力使用科技並
能及時給予技術支援，藉此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No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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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知識內化期（central processing）
：根據訊息處理理論，此階段學習的
重心在於讓學習者將「認知記憶」轉化成「短期及長期記憶」。為了幫助學習者
對所學的知識技能產生正確的認知，並藉由適當的活動將認知記憶成功地轉化
成短期或長期記憶，因此在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是「建立正面的學習經驗」。所
謂正面的學習經驗就是教學者提供適當的課程資料，並藉著提供具有吸引力的
遊戲與模擬活動來強化學習的激勵機制，並利用溝通及協同合作的機會，讓學
習者將儲存在認知記憶中的知識技能經過反覆地練習，然後轉化成「短期記
憶」
，再經大腦精化編碼後形成「長期記憶」
（Noe, 2020; Gormley, et. al., 2012）。
在這樣連續的知識內化過程中，在課程的設計上最重要的是需具有單獨
（solo）和社交（social）兩種不同的學習活動。單獨學習（solo learning）包含
個人閱讀課程資料及完成課程指定作業。即使學習者參與小團體或大團體的活
動時，單獨學習也要以隱性的方式發生。而社交學習（social learning）指的是學
習者在團體活動中藉由互動、觀察、模仿同儕來學習，包含讓學習者參與正式
或非正式的小組討論、一起分工合作、結合並統整小組成員的貢獻來完成任務
等（Betz, 2006）
。除此之外，教學者需在教學的過程提供多重感官的刺激，並與
學習者不斷的進行重複的雙向溝通，藉此確認彼此所要表達的意念與雙方解讀
的概念是否正確無誤，以減少認知偏誤（Noe, 2020）
。更仔細來說，其課程設計
的建議如下：
（1）對於短期記憶的形成，在遠距教學的課程上進行「團體活動」是必要
的。透過團體活動，學習者才能同時進行單獨（solo）與社交（social）的學習，
唯有經過不斷地「練習」與「思考」，資訊及知識才能被轉化及增強成為短期記
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階段主要是強調社交學習，例如讓學習者參與課堂討論
或小組成員的討論來設定任務目標，接著透過分工合作並結合及統整小組成員
的貢獻來完成任務。
（2）至於長期記憶的形成，則是依靠「完成單獨（solo）與社交（social）
學習的任務」以及利用教學者的「回饋機制」來達成。仔細來說，課程中教學
者可以使用簡短的調查或小測驗來觀察及評估學習者的學習狀況，並指定個人
完成的報告及團體合作的報告來幫助學習者將資訊及知識轉化並增強成為長期
記憶。在這個階段，教學者與學習者保持良好的雙向溝通並給予學習者即時的
回饋是非常重要的機制，因為教學者的傾聽與即時回饋，可以幫助學習者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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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過程中，進行有效的增強與修正（Betz, 2006）。
第三、反應及回饋期（responding and feedback）：根據訊息處理理論，此階
段學習的重心在於讓學習者將內隱在大腦中「短期及長期記憶」的知識與技能，
藉著環境的刺激能夠適當的表達及應用出來。因此，教學者在遠距教學時應思
考如何「提供學習者時間與空間的掌控權」，讓他(她)們對於所學的知識與技能
有表現及被給予回饋的機會。教學者可以利用示範或口頭指導的方式，幫助學
習者在記憶中搜尋相關的知識與資訊，讓學習者對於教學者所設定的情境選擇
及做出回應，教學者並提供即時回饋。教學者同時提供學習者掌控權，讓他（她）
們可以檢閱、標記或暫停學習去修正表現的失誤或錯誤，提供專屬的線上學習
訓練時間來練習並增強正面的行為技能（Noe, 2020）。 評量與回饋可以在課程
學習中的任何階段提出：課程中、課程結束後或課後一段時間。評量與回饋在
學習的過程中實行，可以讓學習者保持投入及被激勵的狀態，也可以使他們專
注及了解並掌握自己學習的情況（Noe, 2020）。
遠距教學法特性: 1. 非接觸式的溝通; 2. 雙向溝通; 3. 科技
1. 認知形成期:

2. 知識內化期:

3. 反應期:

幫助學習者形成
「正確的認知」

提供有意義的教材，將
「認知記憶」轉化成「短
期或長期記憶」

提供學習者「時間
與空間的掌控權」

刺激或訊息

環境
回饋及加強

知覺記錄

選擇性認知
perception

接受器(眼、耳、
鼻、皮膚)

感知

注意力

短期記憶
維護
練習
檢索

編碼

回應
選擇/產生器

回應執行

長期記憶
4. 回饋期:
教學者提供回饋，並
增強正面的行為技能

圖 3 增強遠距教學成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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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在面對 COVID-19（新冠病毒）的威脅下，遠距教學是一個可以兼顧防疫與
學習的教學法。遠距教學有「時空分離」
、
「雙向溝通」及「使用科技」的特性，
這樣的特質與傳統面對面教室教學法是截然不同的。從訊息處理理論可以得
知，人們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可以經由不同的感官來覺察、注意資訊並吸收
進入大腦，再經由內在大腦思考及心理活動過程來辨識、記憶並運用知識。因
此本文利用訊息處理理論將學習分為三個階段, 在不同的階段對遠距課程的設
計及教授方式提出建議：（1）在認知形成期，教學者必須利用「需求評估」來
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者對科技（例如電腦）使用的能力，並設計並提供完整的
課程資料，來提高學習者的注意力(attention）
，並形成「正確的認知」
；
（2）在知
識內化期，教學者必須利用「單獨學習」及「社交學習」的方式來幫助學習者
將「認知記憶」轉化成「短期及長期記憶」
；
（3）在反應及回饋期，教學者需「提
供學習者時間與空間的掌控權」，讓他（她）們對於所學的知識與技能有表現及
被訓練的機會，並給予回饋來增強正面的行為與技能；最重要的是，教學者在
考量各階段的教學方式時，須了解並注意到遠距教學中「時空分離」的特性，
如此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學的成效。本文希望能幫助教育工作者了解學生在遠距
教學方式上的學習需求及可能遭遇的阻礙，利用訊息處理理論的學習概念進而
重新思索遠距課程設計的流程與細節，期待能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而
使學校教育能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求知能力，以確保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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