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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在於研究高中童軍團以數位影片及繩結 App 導入繩結教

學能有效提升學習成效，以期能為繩結課程教學創新之參考，並針對高

中童軍團團員比較其性別、先備知識與其實施後之學習成效的差異，以

暸解其差異情形。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童軍結繩知識試題」作為研究工具，並

抽取 32 位童軍團團員為研究樣本進行問卷調查，童軍團團員分為兩組，

一組為實驗組，另一組為對照組，回收有效樣本為 30 份。所得資料以

SPSS22 版統計軟體進行分析，採用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

（Independent samples test）、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研究

樣本分析。 

根據結果分析，本研究所得結果如下： 

（一）、不同性別之高中童軍團團員的繩結知識具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先備經驗之高中童軍團團員的繩結知識具有顯著差異。 

（三）、實驗組的學生在數位化教學融入童軍結繩教學後『結繩知

識試題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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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除前測影響後的前測與後測整體知識量表上有顯著差異童軍團

長或是社團教師運用策略和方法實施數位化學習，過去傳統的教學模式

多以講述的方式來進行教學，若能導入數位化的方式進行教學，或許能

提升學生學習之成效。而因應童軍團在高中目前是以社團方式進行，在

有限之時間的情況下，期許能為童軍團繩結教學帶來更有效率的學習，

也期許在這樣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相互之間的關聯性，利用數位影片及繩

結 App 為輔助教材，提供學習者多次練習之機會，讓印象更加深刻，利

用這樣的學習方式，讓對於繩結技藝的人能夠不受到時間及場地問題，

並藉此讓繩結教學更有效率。 

關鍵詞：數位化教學、童軍、繩結、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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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世界各國開始興起了數位學習科技創新教

學，各國為了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及創新能力，期望增進國家

競爭力(張瓊穗，2020)，過去傳統的教學模式多為教師以講述的方式來進

行教學，若能導入數位化的方式進行教學，或許能有提升學生學習之成

效。而因應童軍團在高中目前是以社團方式進行，在有限之時間的情況

下，期許能為童軍團繩結教學帶來更有效率的學習。研究者在實際的教

學過程中發現在人數多的時候，若僅僅只是由教學者單一進行示範，效

果其實很有限，繩結這類型的教學是需要一步一步的進行示範，尤其在

學習上成效比較不好的學生，往往需要另外再進行一對一教學才能找出

錯誤，而其餘會的學生在等待的過程中容易感到無聊，這也是讓教學者

感到困擾的原因(廖曼孜，2017）。 

再者，隨著時代的演進，資訊科技的不斷更新，從教學設備的改變，

與學生可以用更多不同的方式呈現作業，過去的傳統式教學不再是唯一

首選，要如何結合數位化教學，更是現在教育的趨勢，因此若要能保有

原有傳統教學之優點，現今教學者應該選取合適之教學輔助媒體，而教

學者在應用科技之時，第一優先考慮的都是能否有效改進教學方法，並

在引導的同時考量到童軍繩結教學的特性，除了每個步驟的正確性，同

時也應讓學習者有充分的練習機會，利用數位影片及繩結 App 為輔助教

材，提供學習者多次練習之機會，讓印象更加深刻，利用這樣的學習方

式，讓對於學習繩結技藝的人能夠不受到時間及場地問題，並藉此讓繩

結教學更有效率。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的前言，延伸至研究目的，繩結是一項歷史久遠起一直能

在生活上運用之技能，隨著新課綱上路，如何運用現代科技，使教學融

入生活並使其具有更多的實際價值。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傳統式教學

與數位導入之教學應用於高中童軍團繩結課程之學習成效差異，並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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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變相之關係。根據本研究成果將提出具體建議供高中社團教師或童軍

團長未來應用數位影片導入繩結課程教學之參考。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研究目的 

1. 探討以數位影片及繩結 App 為輔助教材時，不同背景變項是否

於童軍繩結方面之學習成效和筆試成績之差異。 

2. 探討以數位影片及繩結 App 為輔助教材時,能有效提升童軍團員

童軍繩結方面之學習成效。 

（二）研究問題 

1. 針對「繩結導入數位教學」課程內容，不同背景變項之兩組童軍

團團員，在繩結學習技能、筆試及實作上是否有所差異？ 

2. 分析數位教學介入童軍繩結教學運用之繩結知識學習成效為何 

（三）研究假設 

1. 針對「繩結導入數位教學」課程內容，不同背景變項之兩組童軍

團團員，在繩結筆試上有顯著之差異？ 

2.在 排除前測影響後，實驗組與對照組童軍團員的在「童軍結繩知

識試題」的前測與後測分數上有顯著差異。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雲林某高中童軍團團員做為研究對象，並分將童軍團團員

分為兩組，一組為實驗組，另一組為對照組，研究樣本共有 32 人，詳如

表 2-1。 

表 2-1  

研究對象樣本統計表 

組別 性別 總人數 

 男 女  

實驗組 11 5 16 

對照組 11 5 16 

合計 22 1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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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準實驗研究法，以雲林縣某高中童軍團員為研究對象，研

究主題進行繩結技能導入數位化教學為主，故本研究有以下一些限制： 

1.區域限制 

本研究選取研究者所任教之高中部童軍團團員為樣本為探究對象，

因研究者本人為現職教師，再考量其他個人、交通、時間因素，研究範

圍僅選擇雲林縣某高中為主，對於不同階段或是範圍之童軍團，可能無

法建立相同教學方案與成效，若要應用至其他階段或是對象，則需調整

教學內容與方式。 

2.教學範圍限制 

因繩結包羅萬象，範圍及項目眾多，本研究進行之繩結教學課程內

容，僅以基礎繩結進行教學，並所使用之繩結為主，並就研究者自行設

計之童軍團教學課程進行分析，對於其他相關主題及課程，是否能有同

樣之結果，需進一步進行研究。 

根據以上之限制，若要將本研究之結果延伸去其他不同性質與不同

地區之童軍團，或是繩結相關教學，能否有相同之結果，仍須進一步研

究。 

三、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推展出自編的多媒體高中童軍團繩結教

學活動。以準實驗研究法，分為進行實驗教學之實驗組與教學之對照組，

實驗組實施多媒體教材融入高中童軍團繩結教學，對照組則實施傳統講

述式教學，在教學將使用以兩組學生之前、後測試問卷來探討本教學對

於提昇高中學生團繩結學習成效、筆試成績之影響。本研究在學習成效、

筆試成績將以量化研究來呈現。 

（一）研究架構 

研究是針對童軍團團員以多媒體教材融入高中童軍團繩結教學之探

討，以量化資料探究學生的團繩結學習成效、筆試成績上的改變，以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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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多媒體教材學習活動的學生的感受與實施歷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

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設計 

研究採準實驗研究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實驗時間為 110

學年度下學期，從 110 年 2 月到 4 月，總共進行 4 次課程。實驗組與對

照組都在社團課進行「多媒體教材融入高中童軍團繩結教學活動」，其

中實驗組在實驗期間實施「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未進行之學生稱為

對照組。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從教學過程中，以日誌方式紀錄學生學習過程，並輔以實作測驗評

量來評估童軍團員的學習成效表現。再以問卷資料進行量化分析，探討

童軍團員對於多媒體融入繩結教學的學習成效。 

在正式問卷前後測資料收回後，將資料譯碼校對並輸入電腦建立資

料檔，以 SPSS 22.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假

設和研究架構，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s test）、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及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分別考驗實驗組、對照組的前後測結果，研究對象在各類構面（繩

結學習成效、筆試成績）上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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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性別之高中童軍團團員繩結知識差異分析 

本研究回收有效問卷 30 份，其中性別分別為「男」20 人(66.7%)及

「女」10 人(33.3%)。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不同性別之高中童軍團團員

繩結知識之差異。 

1.研究結果分析 

本研究繩結知識題目共計 20 題，若答對則計為 1 分答錯則計為 0

分，因此平均分數會介於 0 到 1 之間。 

由表 4-1 得知，就繩結知識前測而言，童軍團男團員平均數為 0.63，

標準差為 0.10；童軍團女團員平均數為 0.55，標準差為 0.09；其中以童

軍團男團員的繩結知識優於童軍團女團員的繩結知識最低。 

由表 4-1 得知，就繩結知識後測而言，童軍團男團員平均數為 0.84，

標準差為 0.13；女童軍團團員平均數為 0.72，標準差為 0.09；其中以男

童軍團團員的繩結知識優於童軍團女團員的繩結知識最低。 

由表 4-1 得知，不同性別之高中童軍團學生之「前測繩結知識」，達統計顯著

水準(t=2.048, p=.0.050＞.05)。不同性別之高中童軍團學生之「後測繩結知

識」，達統計顯著水準(t=2.435, p=0.020＞.05)。 

 

表 4-1 

性別在繩結知識上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 

繩結知識前測 男 20 0.63 0.10 2.048* 0.050 

 女 10 0.55 0.09   

繩結知識後測 男 20 0.84 0.13 2.435** 0.020 

 女 10 0.72 0.09   

2.綜合討論 

綜合上述結果可知，本研究「假設 1-1：不同性別之高中童軍團團員

繩結知識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歸納結果發現，男性與女性童軍團

團員在「整體繩結知識」感受具顯著差異，換言之男性比女性童軍團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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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繩結知識是高出的，並且因性別不同而有所不同。童軍軍團團員不

分男女於繩結知識不論在前測未經學習方法介入下或是後測經學習方法

介入後都是一樣的，男性在童軍繩結的知識吸收力較好。因此，不同性

別之高中童軍團團員的繩結知識具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先備經驗之高中童軍團學生繩結知識差異分析 

本研究回收有效問卷 30 份，其中先備經驗分別為「有先備經驗」15

人(50.0%)及「無先備經驗」15 人(50.0%)。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不同先

備經驗之高中童軍團學生繩結知識之差異。 

1.研究結果分析 

本研究繩結知識題目共計 20 題，若答對則計為 1 分答錯則計為 0

分，因此平均分數會介於 0 到 1 之間。 

由表 4-2 得知，就繩結知識前測而言，有先備經驗童軍團團員平均

數為 0.68，標準差為 0.05；無先備經驗童軍團團員平均數為 0.52，標準

差為 0.07；其中以有先備經驗童軍團團員的繩結知識優於無先備經驗童

軍團團員的繩結知識。 

由表 4-2 得知，就繩結知識後測而言，有先備經驗童軍團團員平均

數為 0.91，標準差為 0.08；無先備經驗童軍團團員平均數為 0.69，標準

差為 0.07；其中以有先備經驗童軍團團員的繩結知識最高，無先備經驗

童軍團團員的繩結知識最低。 

由表 4-2 得知，不同先備經驗之高中童軍團學生之「前測繩結知識」，

達統計顯著水準(t=7.225, p=.0.000＞.05)。不同先備經驗之高中童軍團學

生之「後測繩結知識」，達統計顯著水準(t=8.470, p=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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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先備經驗在繩結知識上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 先備經驗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 

繩結知

識前測 
有先備經驗 15 0.68 0.05 7.225*** 0.000 

 無先備經驗 15 0.52 0.07   

繩結知

識後測 
有先備經驗 15 0.91 0.08 8.470*** 0.000 

 無先備經驗 15 0.69 0.07   

2.綜合討論 

綜合上述結果可知，本研究「假設 1-2：不同先備經驗之高中童軍團

團員繩結知識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歸納結果發現，有先備經驗性

與無先備經驗性童軍團團員在「整體繩結知識」感受具顯著差異，換言

之有先備經驗性比無先備經驗性童軍團學生在繩結知識是高出的，並且

因先備經驗不同而有所不同。童軍團團員不分有先備經驗無先備經驗於

繩結知識不論在前測未經學習方法介入下或是後測經學習方法介入後都

是一樣的，有先備經驗性在童軍繩結的知識吸收力較好。因此，不同先

備經驗之高中童軍團團員的繩結知識具有顯著差異。 

（三）探討兩組的學生在「結繩知識試題量表」前測與後測分數上

的差異。 

本研究以 Analysis of covariance 考驗的統計方法，研究假設 2-1，旨

在排除前測影響後，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童軍團團員在『結繩知識試題量

表』的前測與後測分數上是否有顯著差異。玆將研究結果討論如下。 

研究者先以「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

檢定」檢測在實驗教學前，兩組研究對象對『結繩知識試題量表』的得

分情形是否有顯著性差異，以排除後測成績受到前測成績的影響；後以

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檢驗兩組童軍團學生的後測得分是否存有顯著性差

異，來分析說明研究假設 2-1 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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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質性檢定 

（1）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為檢測兩組童童軍團團員在實驗教學前『結繩知識試題量表』，兩

組分量表得分情形是否有顯著差異，研究者進行「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

檢定」。表 4-3 顯示兩組童軍團學生『結繩知識試題量表』分量表前測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F 值=.671，p <.419，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

數同質性的假定。 

表 4-3 

兩組童軍團團員結繩知識成就測驗前測 Levene 檢定    

Levene 

統計量（F

值）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671 1 28 .419 

（2）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共變數分析還有一個重要的基本假定，即「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

假定，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檢定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設，係在考

驗各組內共變項對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所得到的斜率是否相等，若交

互作用達顯著水準，表示違反同質性的假設；若未達顯著水準，則表示

符合同質性的基本假設。研究者使用共變項（前測）來預測依變項（後

測）的迴歸斜率係數是否有所差異，以判斷後測成績是否適合進行共變

數分析。從表 4-4 可知，自變項與共變項的交互作用項（組別*前測），

F值=2.266，p <.144，未達顯著水準，即共變項（前測）對依變項（後測）

進行迴歸係數分析所得到的斜率並無不同，符合組內回歸係數同質性的

假設。 
 

表 4-4 

兩組童軍團團員結繩知識成就測驗前後測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變異來

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

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別*前

測 

.015 1 .015 2.266 .144 

誤差 .175 26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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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共變數的統計方法，研究假設 2-1，旨在數位化教

學融入童軍結繩教學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結繩知識在排除前測影

響後，兩組間是否會有所差異。玆將研究結果討論如下。 

兩組童軍團團員在『結繩知識試題量表』前測得分符合同質性的基

本假定後，研究者以兩童軍團團員的前測為共變數，教學法（對照組與

實驗組）為自變數，後測為依變數，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考驗在排

除前測干擾因素後，兩種不同的教學法對於兩組童軍團團員『結繩知識

試題量表』後測得分的影響，是否存有顯著性差異？ 

表 4-5 的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排除前測干擾因素後，兩組童軍

團團員『結繩知識試題量表』後測得分 F 值=16.346，p <.000，達顯著性

差異；表 4-6 顯示兩組童軍團團員結繩知識成就測驗的調整後平均數，

實驗組的分數（M=0.859）對照組（M=0.734），由上述統計結果，我們

可以得知在實驗教學後，實驗組童軍團團員『結繩知識試題量表』得分

情形與對照組童軍團團員相似，且達顯著水準，回應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2-1： 

本研究發現，實驗組的學生在數位化教學融入童軍結繩教學後『結

繩知識試題量表』在排除前測影響後的前測與後測整體知識量表上有顯

著差異，研究假設 2-1「實驗組」的童童軍團團員在『結繩知識題向』

兩組間後測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 

 

表 4-5 

兩組童軍團團員結繩知識知識試題量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別（教學法） .115 1 .115 16.346*** .000 

誤差 .190 27 .007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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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兩組童軍團團員結繩知識試題量表的調整後平均數 

組別 前測平均數 後測平均數 調整後平均

數 對照組 .587 .723 .734 

實驗組 .617 .870 .859 

B 之估計值=.280；兩組童軍團團員前測的總平均數=.602 

 

從研究中發現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數位化教學後結繩知識都有明顯的

提高，說明數位化教學是可以提昇結繩知識的。而在經過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更顯示出實驗。 

五、結論 

繩結是一項歷史久遠起一直能在生活上運用之技能，隨著新課綱上

路，如何運用現代科技，使教學融入生活並使其具有更多的實際價值，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高中童軍團以數位影片及繩結 App 導入繩結教學對結

繩知識的影響，採準實驗研究設計進行教學活動，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

不同的教學法，實驗組實施多媒體教材融入高中童軍團繩結教學，對照

組則實施傳統講述式教學，兩組童軍團團員在教學前實施前測，整體教

學活動結束時實施後測，來分析數位化教學，對於實驗組的童軍團員結

繩知識是否有明顯的增進。 

1.不同性別之高中童軍團團員繩結知識有顯著差異 

從量化資料發現，不同性別的童軍團團員在「結繩知識試題」的前

測與後測整體分數上有顯著差異，而且後測高於前測。且其差異達顯著。

男性與女性童軍團團員在「整體繩結知識」感受具顯著差異，換言之男

性比女性童軍團團員在繩結知識是高出的，並且因性別不同而有所不同。

童軍軍團團員不分男女於繩結知識不論在前測未經學習方法介入下或是

後測經學習方法介入後都是一樣的，男性在童軍繩結的知識吸收力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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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先備經驗之高中童軍團團員繩結知識有顯著差異 

從量化資料發現，有先備經驗性與無先備經驗性童軍團團員在「整

體繩結知識」感受具顯著差異，童軍團團員不分有先備經驗無先備經驗

於繩結知識不論在前測未經學習方法介入下或是後測經學習方法介入後

都是一樣的，有先備經驗性在童軍繩結的知識吸收力較好。因此，不同

先備經驗之高中童軍團團員的繩結知識具有顯著差異。 

3. 實驗組的學生在數位化教學融入童軍結繩教學後『結繩知識試題

量表』 在排除前測影響後的前測與後測整體知識量表上有顯著差異 

從研究中發現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數位化教學後結繩知識都有明顯的

提高，說明數位化教學是可以提昇結繩知識的。而在經過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更顯示出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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