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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論文主要目的，在研究如何應用Web3D和虛擬實境等技術來建置虛擬同步加
速器光源網站，以供國中、小學生參觀與學習之用。此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是模仿國
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的設施所建造，共分成四個主要場景：第一個場景是大廳，提供
學習者通往其它區域之入口；第二個場景是控制室，以互動式操作介面加上文字介紹
同步加速器的出光流程；第三個場景是設備區，裡面展示了同步加速器的各項主要設
備，並以電腦模擬電子通過各項設備的情形，讓學習者能夠觀察行進間的電子放射出
光束的現象；第四個場景是實驗站，本研究以古蹟鑑定為例，讓學習者在此進行虛擬
實驗，以瞭解同步加速器光源亮度高且能顯示物質內部細微構造的特性，並藉此模擬
情境體驗同步加速器光源與一般光源之差異。本研究將虛擬加速器光源網站融入國
中、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以瞭解學生的使用態度及意見，研究結果發現：
z 網頁內容方面：國小高年級學生認為網頁內容非常豐富，而國中學生則認為網頁內
容可以更詳細的解釋物理現象。
z 介面與設計方面：虛擬實境網站操作簡單、內容有趣，能讓學生想進入參觀，若以
小地圖之方式導引將更為方便使用。
z 多媒體特性方面：透過3D動畫逼真的特性，能夠引起學習興趣，但需考量教學環境
之電腦硬體與網路限制。
z 回饋與支持方面：3D動畫輔以文字說明及提供象徵性之圖示，在探索與學習的過程
中扮演建構抽象概念的重要角色。
z 吸引性方面：透過任務導引與互動式虛擬實驗，可吸引學生想要使用虛擬實境網站
去學習科學新知。
建置符合師生需求之虛擬實境教學網站可以輔助課堂教學，且能符合科學教育中「觀
察」之教育理念，並能藉此引發學生對課程的學習動機。本研究透過虛擬加速器光源
的建置和數位教材的研發，將加速器光源的知識和概念，融入國中、小「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的課程中，讓這群未來的使用者瞭解加速器光源應用在各種科學領域的可
能性，並從小培養探究這項尖端科技的興趣。
關鍵詞：同步輻射、同步加速器光源、虛擬實境、電腦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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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從日常生活中來看，因為太陽的光線，
才使人類能夠擁有光明。十九世紀末愛迪生
（Thomas Edison）發明了電燈，提供了一個
光度強又穩定的照明設備，使人類在夜間或
黑暗中也可以看得見東西，同時也開拓了人
類對於光源應用的里程碑。在光學研究中，
1985 年德國科學家倫琴（Wilhelm Roentgen）
發現了 X 光，讓我們從看見物質的表徵進入
到能夠窺探物質的內在世界（楊玉齡，
2000）。
人類經由光來觀察及研究自然界中的各
種物質資訊，廣義地說，所有電磁波都可以
叫做光，例如：無線電波、微波、紅外線、
紫外線、X 光等。波長最長的無線電可用來
研究宇宙中的星系及恆星（高源清，1967）；
微波可用於觀測飛機、船艦和颱風的動態（朱
國瑞、呂淑雅、林士雄、李旺龍，2005）
；紅
外線可被用在黑暗中觀察事物（程宏烽，
2000）
；紫外線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可用來殺菌
之外，也被用來觀察氣體分子及凝態物理電
子（劉銘龍、柳中明、黃韋菁，1998）
；X 光
是醫院的一項重要診斷工具，也是研究物質
晶體結構最好的工具；波長最短的伽瑪（γ）
射線可用來探索原子核內的世界，以上這些
是較常見的光源運用。
同 步 加 速 器 光 源 （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也是光的一份子，其涵蓋的波段有
紅外線、可見光、紫外線及 X 光，是目前已
知的光源中純淨度、亮度最高的一種光源（國
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2006）
。它的應用範圍
很廣，大致上可分為材料科學、生命科學、
尖端物理、能源、大氣化學等幾個方向。由
於同步加速器光源具有許多優良的特性，所

以被許多科學家作為研究的工具。近幾年
來，世界各國紛紛開始興建同步加速器光
源，並利用它來探索大自然微觀世界的奧秘。
國際上大多數的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Synchrotron Radiation Research Center）只定
位在提供實驗設施的角色，其本身並不背負
科學教育的責任，但我國比澳洲、加拿大、
泰國、韓國、印度等國早二十多年投資興建
加速器光源設施，且近年來有許多重大技術
與研究上的突破都是來自使用加速器光源的
設備，基於培育下一代科學家之考量，將此
知識以教學方式介紹給國中、小學生是刻不
容緩的。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未來人類的學習
方式與電腦、網路的使用將密不可分。現代
學生利用電腦作為輔助學習工具的情況非常
普遍，除了可以利用電腦上網查詢資料，還
可透過互動與模擬方式來幫助他們建立抽象
的科學概念。目前網路上雖然可以找到同步
加速器光源的相關資訊，但大多以文字、圖
片資料為主，很少以電腦模擬的方式來介紹
這項技術，而利用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的方式來融入教學者更是少之又少。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為減低輻射對人
體的影響，規定未滿 16 歲之學生不能進入參
觀。在必須推廣此項科學知識且考量到學習
者的年齡限制，研究者認為，利用虛擬實境
之高互動性和網際網路的便利性，若能建置
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以提供動態模擬的視覺
效果，即可引導學生在不具危險的環境中學
習，這種教學方式不僅非常適合應用在科學
教育上，對於增進學生及社會大眾的科學知
識也有很大的幫助。
電腦的普及與網路科技的發展，使人類
在資訊取得上更加便利，透過網路的學習活
動，已逐漸成為人類主要的學習方式及獲取
知識的途徑，此趨勢使得虛擬實境的應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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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同以往，其發展由必須支援高成本的特
殊硬體設備（如頭戴顯示器和液晶眼鏡）
，朝
向透過網路建置虛擬實境網站以提供各種教
育訓練之用。目前，以虛擬實境技術來發展
輔助教學環境者不在少數，其應用領域包
括：醫學、地球科學、物理、化學、語言…
等（Li, Brodlie & Philips, 2000; Kim, 2006; Sims
& Pike, 2007）。基於以上論述，本研究將利
用網際網路的便利性及虛擬實境在教學上之
優勢，建置一個「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網
站，希望經由此網站引導學生深入探索，進
而瞭解同步加速器的出光流程、重要設備的
特性以及光源之相關應用，為培育下一代使
用者奠定穩固的基礎。

二、研究目的
同步加速器是一種產生特殊性質光束線
的大型現代科技設施，也是各國高科技能力
的重要指標之一，本研究透過虛擬加速器光
源的建置和數位教材研發，一方面向國人介
紹國內在此方面已臻卓越水準的科技能力，
另一方面將相關的知識和概念，融入九年一
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中，引發國
中、小學生的學習動機。
由於未滿十六歲者不能進入國家同步輻
射研究中心參觀，可以進入者也無法用肉眼
看見電子和光束線之物理現象，為了讓學生
親身體驗同步加速器光源的應用，並且推廣
至中、小學作為教學活動，本研究將使用
Web3D 的虛擬實境技術，建置虛擬同步加速
器光源，並經由此系統之建置完成、測試流
程與使用者分析評估，瞭解學生對於使用虛
擬加速器光源網站的學習經驗與感想，並探
討如何運用 Web3D 虛擬實境之優良特性以
提昇學習效果，其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使用 Web3D 與虛擬實境技術建置虛擬同步
加速器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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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網站融入「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之教學活動。
3.瞭解學生對於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網站之
使用態度及意見。

貳、文獻探討
本節先介紹世界各國的同步加速器光
源，接著探討本研究建置虛擬同步加速器光
源所需的虛擬實境技術，再針對與本研究相
關的學習理論如：網路學習、電腦模擬和情
境式學習等進行文獻探討，並歸納重要論點
然後將其應用在本研究中。

一、同步加速器光源
二十世紀以來，同步加速器光源一直是
科技研究非常重要的工具，因為其亮度和穩
定度很高，可用來分析物質的細微結構，它
就像是一台超大型顯微鏡，幫助科學家完成
許多重要的實驗，因而造就了「科學神燈」
的稱號。同步加速器光源為二十一世紀尖端
科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利器，已廣泛應用在材
料、生物、醫藥、物理、化學、化工、地質、
考古、環保、能源、電子、微機械、奈米元
件等基礎與應用科學研究。因此，建造同步
加速器光源已成為各國高科技能力的指標。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位於新竹科學園
區，其同步加速器光源由國人所設計與建造
完成，並於 1993 年 10 月正式啟用，是亞洲
最早完成的第三代同步加速器光源（國家同
步輻射研究中心，2006）
。為了不讓一般民眾
誤認為在中心內做實驗會受到輻射的危害，
因而由原本的同步輻射更名為同步加速器光
源。
目前全世界提供實驗用的同步加速器已
有七十幾座，其中美國就佔有十幾座，日本
也有六座，法國、英國、西班牙、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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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同步加速器光源設備示意圖（資料來源：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約旦、阿美尼亞及澳洲等國也開始建造低束
散、中高能量的第三代同步加速器，其能量
均遠高於台灣現有的同步加速器。各國紛紛
興建同步加速器以期提升生物醫學、奈米科
技等熱門科學的研究水準，因此，世界各地
有更多興建同步加速器的計畫正積極推動
中。台灣為維持在奈米科技及蛋白質結構研
究等方面的優勢，更積極籌備建置「台灣光
子源」同步加速器，期望成為世界上亮度最
高的同步加速器光源，提供眾多跨領域科學
研究的新契機，並促使我國學術研究更臻國
際頂尖水準（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2006）。
以國家同步幅射研究中心的同步加速器
運作為例（如圖 1），電子首先由電子槍產
生，經增能環加速到接近光速時，再通過傳
輸線進入儲存環。儲存環由許多磁鐵組成，
磁場的作用讓電子在近乎圓形的軌道上保持
相同的能量運轉。電子受到偏轉磁鐵作用時
會發生偏轉，然後在直線段持續加速以保持
動能，並在儲存環中作迴旋運動，同時不斷

發出同步加速器光源，其光源集中成扁平的
錐形沿偏轉的切線方向放射出去，接著由光
束線導引出來，然後藉著精密的光學儀器聚
焦並選取合適的波段送入實驗站供科學研究
人員做實驗，這種電磁波係一連續光譜，涵
蓋可見光、紫外線及軟 X 光，通常用於探測
物體反射、衍射、散射及透射後的光譜或是
探測物體被光子激發出的電子、離子等，可
用來研究物體的結構性能或探索微觀世界的
奧秘。

二、虛擬實境
虛擬實境之研究最早出現在 1970 年代
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其定義為︰以 3D 電
腦繪圖、音效與其它感知介面，所造成的一
個模擬環境，用來創造出一個擬真的虛擬世
界；使用者可以在其中即時地與虛擬的環境
互動。(李汪曄、李元兵、伍永康、莊榮宏、
歐陽明，1997) 。隨著電腦科技的進步，人
類對於虛擬實境的發展與應用已逐漸普遍，
其範圍從室內裝璜模擬到飛行員的訓練，以

網路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建置及其教學應用

及虛擬實境的電玩遊戲和科幻電影等，而一
些大型的科學博物館，也都設有虛擬實境展
覽館以供民眾參觀。
梁朝雲和李恩東（1998）從虛擬實境的
構成要素上分析，認為它應具備浸入度
（Immersion）
、互動性（Interaction）
、想像力
（Imagination）等三項要素。隨著網路的興
起以及電腦硬體技術的發展，對於整個社會
的資訊化有著相當的助力，也促使網路 3D
（Web3D）的發展。Web3D 虛擬實境的構成
要素則是由虛擬實境的三個基本要素加上了
Internet（徐文俊，2005）
，藉以強調透過 Internet
共享 3D 場景與模型，並朝多人即時互動來
發展。簡單來說，Web3D 虛擬實境即是結合
網路（Web）和 3D 虛擬實境的特性與技術，
而提供使用者透過網路在所建構的虛擬實境
中，從事互動的探索、視覺瀏覽或進行多人
網路遊戲等活動。
虛擬實境可呈現出三度空間的立體物
件，並將物件的屬性和彼此的關係模擬成與
真實世界相似的情境，讓使用者與三度空間
內的物件進行更真實的互動，進而產生出沈
浸式的經驗學習。藉由實際的操作與真實的
經驗，能夠讓使用者更徹底的融入模擬的情
境中，因此更易於將所習得的知識內化於自
己的認知架構，並應用到日後的實際生活中
（ 溫 嘉 榮 、 林 佳 宏 ， 2001 ； Stuart &
Thomas,1991）。

三、網路學習
網路科技迅速的進步，帶給教育改革極
大的衝擊，網路學習可以讓老師與學生完全
突破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進行同步與非同
步教學（陳年興，2000）
。所謂的網路教學是
一種以超媒體（Hypermedia）為基礎的教學
方案，利用全球資訊網的特性及資源來建構
一個有意義的學習環境，用以促進及支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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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進行，其所創造的學習環境目的在於培
養個體自動學習之習性及持續學習活動
（Khan, 1997）。
網路帶來更大的教學創意空間，孫春在
（2000）綜合各種網路學習理論與經驗後，
歸納出四項網路學習網站的設計原則，包含
主 動 學 習 （ Active Learning ）、 模 擬 學 習
（Simulative Learning）
、互動學習（Interactive
Learning ） 以 及 累 積 學 習 （ Accumulative
Learning）等，稱為 ASIA 原則。網路教學要
能順利推動與進行，必須要做好妥善的規
劃，岳修平（1999）歸納出影響網路學習成
效之主要因素如下：教材設計與內容選擇、
使用課程互動策略、加強學生管理、學生之
資訊素養、系統與網路品質以及學校的行政
支援。本研究建置的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是
為不能進入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之國中、
小學生所建置，我們採用以網路為基礎的
Web3D 虛擬實境技術，利用網路的即時性、
便利性和虛擬實境的高互動性來建置網站，
以期國中、小老師能夠利用此網站來進行遠
距教學，因此在教學應用時必須注意以下兩
點：
（一）教材內容與網路傳輸品質：
由於各校電腦設備的數量和品質隨著城
鄉差距而有所不同，可能會減低實施虛擬實
境教學應用的成效，因在建置虛擬同步加速
器光源網站時，以不影響教材內容的情況下
來簡化模型，並利用一些設計的技巧來模擬
出比較真實的場景，再提供適當的引導及講
解，讓學生在網路學習時較無障礙。
（二）需搭配適當的教學策略：
教學策略的應用是影響網路教學的重要
因素，本研究匯集許多國中、小自然科老師
的教學經驗來發展教學策略，以期達到較佳
的學習效果。例如：透過引導的方式，以生
活中對光線的體驗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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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也可適時提供學生題問、提示、指引、
澄清、回饋、鼓勵與讚美…等鷹架的輔助以
幫助學生學習。

四、電腦模擬
同步加速器光源中的電子無法用肉眼看
見，為建立學生抽象的科學概念，因此必須
以電腦模擬方式進行輔助教學。從教育的觀
點來看，透過互動與模擬讓學習者學到某些
現象和活動的模型就是教育模擬。從工程上
來說，設計師認為準確的模擬是重要的，但
是就教育應用而言，採用簡化模式只是為了
讓學習者去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和瞭解程序，
並觀察得知事物的特徵現象，藉以幫助學習
者建立自己對某種現象的概念，因此在設計
上可以做一些適當的簡化以及加上適時的回
饋。
電腦模擬能以擬真的情境，幫助學生對
所模擬的現象進行觀察與瞭解，甚至用來引
發學習者對模擬的現象產生好奇心。模擬是
虛擬實境最常用的方法，其應用於教育上的
優點很多，擁有傳統教學方式所沒有之呈現
方式，並提供壓縮時間、放慢歷程、讓學生
參與、使用實驗安全無慮、使不可能變可能、
節省金錢與其它資源、以各種形式反覆進
行、讓情況受到控制等優點（Alessi & Trollip,
2001）。
從科學教育的觀點來看「模擬」
，所意指
的是複雜自然現象的簡化模式。電腦模擬為
學習者提供了靈活多變的控制，對課堂教學
中一些抽象、難以描述的過程進行快慢、大
小的重現，使事物形象、律動、演繹生動客
觀地作用於學生的感官，學生在與電腦模擬
教學軟體互動時，能經由探索、考驗假說及
嘗試發現該現象的合理解釋等認知過程，藉
此開闊思路、提昇觀察能力和理解能力。
科學教育應由學生的「做中學」來獲取

科學的知識，因而科學的教學大多配合著實
驗，實驗可以讓學習者直接接觸及觀察現
象，透過實驗達到徹底的理解（魏明通，
2006）
。電腦模擬可提供一個安全且廉價的科
學實驗環境，讓學習者探索科學知識和進行
科學實驗，其目的並非取代傳統的科學實
驗，而是提供另一種輔助學習環境。電腦模
擬不僅讓學習者透過操控螢幕中的物件探索
過程中隱含的學科概念，也因為電腦模擬無
任何危險，學習者可以不厭其煩的反覆練
習，直到瞭解實驗為止，也可提供學習者自
行假設並驗證探索的機制，最後再結合電腦
動畫的視覺呈現，讓學習者更容易和本身原
有的舊經驗產生關聯，是一種增進概念學習
的有效方式。

五、情境式學習
情境學習理論強調學習者必須在真實或
擬真的環境中，經由主動探索及操作，建立
有意義的知識表徵，並將所學知識及技能應
用於現實的生活中。同步加速器光源是屬於
科學的概念，這種概念通常是比較抽象的，
本研究透過虛擬實境的方式讓學習者經歷無
法到達的環境，感受到情境式學習的效果，
透過擬真的情境把知識融入教學內容中，可
以讓學生在主動探索的過程中獲得真實、有
用的知識。
運用電腦科技、網路超媒體等技術於學
習環境的上，能使學習者在學習時與擬真的
情境互動，進而建構相關的背景知識，而不
只是抽象符號的記憶，且在情境中得到的知
識是整體性而不是零碎的。因此，透過虛擬
實境在教育上的應用，使原本抽象的概念可
以具體的實例來呈現，得以幫助學習者進行
有意義學習，並將所學活用於日常生活中，
而不致形成與實際生活脫離的僵化知識（許
瑛玿、廖桂菁，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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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ve 和 Wenger（1991）提到：「活動皆
可視為情境，沒有一個活動是不屬於情境
的。」因而抽象化的知識要能用於情境之中
才有意義。多元媒體是實現情境教學的有效
工具，因其具備了該教學理論的設計原則，
且透過精心設計的軟體，可發展出具有交織
和連結的故事性，引起學生的興趣；學生在
操作過程中，不但可以反省學習過程，也能
在循環執行中接觸更多意外的可能（李咏
吟，1998）。
電腦是強化情境學習的一個有利工具，
因為它能提供具體視覺性資料，也能清楚的
表現出歷程的經過，並且給予完整的說明，
可以延伸學習者的視野，例如：以動畫說明
血液循環、將抽象的牛頓運動定律具象化或
者模擬動作技能等（鄭晉昌，1993）
。雖然影
片、動畫或電腦輔助教學都能模擬物理的真
實性，但以虛擬實境最能提供同時兼具真實
和互動的情境（張新仁，2003）。
科學教育中有許多情境受到時間或空間
的影響而無法以真實的原貌呈現出來，此
時，採用虛擬實境技術可以更真實的呈現一
些物理現象，再加上讓學生扮演研究者，利
用同步加速器光源實驗站來做簡單的物質照
射，透過操作簡化的變數使學生可以不斷的
嘗試，使他們體會科學家做實驗的精神。另
外，同步加速器控制室的操作，可以讓學生
瞭解同步加速器出光的流程，並將產生光源
的歷程放慢，使學生能更進一步的觀察到接
近光速的電子經過偏轉磁鐵產生光束線的過
程。
雖然許多國中、小自然科學教師不知道
甚麼是同步加速器光源，但是他們可以經由
本研究建置的網站來教授學生相關的知識，
並透過虛擬實境的方式來增進學習資源的廣
度、深度及變化性。將網路和虛擬實境技術
融入教學，不但能夠讓傳統的教學更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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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也可以從互動中啟發學習內者的學習意
願，更可以為同步加速器光源的知識推廣與
教育提供更自主及更多元的學習方式。

參、研究方法
本節將探討如何建置「虛擬同步加速器」
網站以及教學應用之研究方法（流程如圖
2），大致可分為訂定學習目標、發展教學內
容、規劃與建置 Web3D 虛擬實境網站、教學
實驗、問卷調察以及學生訪談，研究中提及
教學內容的分析以及建置 Web3D 虛擬實境
所需注意的事項，詳細內容分述如下。

一、研究流程(如圖 2)
二、訂定學習目標
網路課程設計與內容的選擇是非常重要
的，因為不是所有的課程都適合使用網路來
進行教學。因此，本研究針對學習者的背景
和規劃的學習內容進行使用者需求分析，再
根據分析的結果進行課程設計與網站建置，
以期培育出新一代的科學家，並且發展出一
系列的數位學習課程，藉由網路教學讓學習
者增進對同步加速器光源的瞭解，以解決國
中、小學生不能進入參觀與學習的困境。
同步幅射研究中心為單一主題的建築場
景，為了呈現同步加速器光源的設施與建築
物的立體空間，讓學習者進入之後有身歷其
境的感覺，研究者採用虛擬實境的方式來呈
現，並提供互動式使用介面給學生操作、學
習。研究者曾多次赴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進行實地參觀，並參與該中心所舉辦的研討
會（包括：古物鑑定、蝴蝶翅膀的秘密、蜘
蛛絲的應用…等專題演講）
。在發展教材時也
不斷與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的專家進行討論與
確認。最後，研究者和參與計畫的國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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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中、小自然科老師和同步加速器專家分析學習目標

依據學習目標規劃「虛擬同步加速器」網站

與國中、小自然科老師和同步加速器專家確定「虛擬同步加
速器」網站內容後開始進行建置
工作項目：

進行建模

以 NMO 檔案匯出 Virtools 整合

z 使用 3ds Max 進行建模
z 用 Render To Texture 之方式
運算出有光影效果之材質
z 設定角色並加入骨架

在 Virtools 中設定互動模式
工作項目：

以 CMO 檔案匯出

z
z
z
z
z
z
z

與網頁整合

使用態度量表問卷調查

設計攝影機視角
設計角色在場景中動作
設計場景物件產生
設計角色及物件屬性和碰撞
設計設備模擬動畫
設計畫面呈現模式
設計實驗室互動模式

學生訪談
圖 2：研究流程圖
老師整合了許多文字、圖片和影片等資料，
並融合專家對於同步加速器光源的意見，然
後利用 Web3D 虛擬實境技術建置了虛擬同
步加速器光源網站，以供推廣教學之用。
（一）學習者分析：
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的使用對象是國
中、小學生，研究者在徵詢台北、新竹、苗
栗、台中等地區現任自然科教師的意見之
後，發現這個階段的學生是以日常生活經驗

和「觀察」的理解來解釋自然界的現象。因
此，採用虛擬實境的方式來建置虛擬同步加
速器光源，可以讓學生在一個接近真實的情
境下進行觀察與探索，並賦予一些簡單的任
務，使他們更加瞭解同步加速器光源的產生
原理和應用。
本研究參考目前國小教材（康軒、牛頓、
翰林）及徵詢自然科老師所歸納出的九年一
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相關學習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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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如表 1）
。此外，在進行同步加速器光
源教學之前，國小學生在這方面的先備知識
為：
1.能夠指出有光才能看見東西。
2.能夠指出通電的導線會產生磁力。
（二）學習內容分析：
以下為歸納台北、新竹、苗栗、台中地
區現任的自然科國中、小老師與國家同步輻
射研究中心專家意見之後所發展的學習內容
（如表 2）與學習目標（如表 3）
，其中包括
了與同步加速器理論相關的科學概念、科學
方法與科學態度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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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置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
本研究採用 3ds Max 建立同步加速器光
源 模 型 ， 並 搭 配 Virtools Dev （ 以 下 簡 稱
Virtools）虛擬實境設計軟體來建置「虛擬同
步加速器光源」，透過標準外掛(Plug-in)模組
的方式，可將所需的互動元件在尚未開始正
式執行檔案前事先下載至學習者的電腦，而
且僅下載當時所需要的核心模組，其餘
VMO/CMO 檔案中所需的物件可於需要時再
載入，如此一來，學習者並不需要安裝完整
的播放器，只需要安裝所需之部份，這樣的

表1：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相關學習單元目標
年級

單元名稱

低、中
年級

光

高年級

電磁鐵

高年級

電動機

單元目標
1.察覺有光才能看見東西（例如：光照亮物體是我們可以看到
物體的原因）。
2.察覺光的反射現象（例如：鏡子成像）。
3.察覺光的折射現象（例如：利用折射叉到水裡的魚）。
4.察覺光的色散現象（例如：光經過水、玻璃產生的色散現
象）。
1.察覺通電的導線會產生磁力。
2.察覺電磁鐵會吸引鐵製品，使磁針偏轉。
3.察覺電磁鐵的線圈增加，磁力會增加。
1.利用通電的導線產生磁力，可以推動小磁鐵。
2.利用通電的導線產生磁力，可以製作電動機。
表2：同步加速器光源學習內容

教學層面

教學目標

科學概念

1. 電子加速後能量增加的現象。
2. 同步加速器光源設備的作用。
3. 「同步加速器光源」亮度極高的特性及列舉應用。

科學方法

1. 操作虛擬同步加速器面板測試電子加速後能量的現象。
2. 操作虛擬同步加速器實驗站儀器進行古物鑑定。

科學態度或思考

1. 從實驗結果發現物理現象規律。
2. 透過參觀虛擬同步加器光源及觀看 3D 動畫瞭解出光流程及設備
的作用。
3. 透過虛擬實驗站古物鑑定活動瞭解同步加速器光源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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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同步加速器光源的學習目標
學 習 目 標
1. 能指出同步加速器光源亮度極高的特性及應用。
1.1 能指出同步加速器光源比一般光源亮度更亮。
1.2 能指出同步加速器光源可看出物質內部細微構造及成份。
1.3 能指出同步加速器光源可用來做古物鑑定並辨認真假。
2. 能指出同步加速器光源產生的主要流程。
2.1 能指出經由電子槍產生電子束，電子束在增能環加速後傳輸到儲存環，最後經由
偏轉磁鐵產生光源。
3. 能指出同步加速器光源設備物理現象及作用。
3.1 能指出電子加速後能量增加。
3.2 能指出增能環是用來加速電子能量的設備。
3.3 能指出儲存環是用來儲存電子能量的設備。
3.4 能指出四極磁鐵可以讓電子在飛行時不散開。
3.5 能指出電子是經由偏轉磁鐵的磁場產生偏轉。
3.6 能指出電子經由偏轉磁鐵會產生光。
3.7 能指出高頻系統可以用來補充能量。

方式可以大幅增加線上學習的效率與彈性。
為減低 Web3D 虛擬實境使用頻寬的限
制，所以如何利用分散式架構來減少網路的
等待時間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根據過
去架設虛擬實境網站的經驗，本研究將「同
步加速器光源」的場景分成建築物外觀、內
部大廳、增能環、儲存環、控制室、實驗站
以及觀景區。學習者可以在內部場景參觀所
有設備的細部模型、3D 模擬動畫和說明文
字。當學習者進入虛擬網站時，就可以看見
同步幅設研究中心的建築物外觀，此時電腦
並不需要下載所有的網站模型資料，直到進
入內部場景時，電腦才會下載場景內所有物
件的模型。另外，設計者也可將不同場景的
資料放置在不同的網路主機上，以達到伺服
器分散負載的效果，並減少網路壅塞問題。
（一）外部與內部場景規劃：
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的建築外觀在設計

上有其特殊用意（如圖 3）
，是由研究者根據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增能環、儲存環和實驗站
的空間配置，再參考中心的標誌所呈現六個
圓弧和六段直段之涵意所設計而成。
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的場景規劃是以介
紹同步加速器原理及學習者參觀路線為主要
考量。同步加速器主要分為增能環、傳輸線、
儲存環三部分（如圖 4）
，每一部份都有二極
磁鐵、四極磁鐵、六極磁鐵及修正磁鐵來控
制電子的軌道。本研究參考同步加速器光源
的設備，設計了各種加速磁鐵和高頻系統的
3D 模組（如圖 5）
，並使用 Virtools 來模擬電
子通過這些模組的運動情形。
（二）偏轉磁鐵：
同步加速器光源中，主要能夠讓電子偏
轉進而產生光源的設備是偏轉磁鐵。根據電
磁學的理論，帶電粒子的運動速度或方向改
變時會放射出電磁波。當電子以接近光速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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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外部場景

圖 4：同步加速器的增能環與儲存環

圖 5：增能環中的加速磁鐵和高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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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受到磁場的作用而發生偏轉時，便會因
相對論效應沿著偏轉的切線方向，放射出薄
片狀的電磁波，這就是同步加速器光源。本
研究使用 Virtools 來模擬電子通過偏轉磁鐵
時沿切線方向產生光束線的情形（如圖 6）
。
（三）實驗站設計：
同步加速器光源經由光束線的導引照射
到實驗站的試樣後（如圖 7）
，研究人員藉由
量測反射、繞射、散射及穿透試樣的光線強
度、能量及試樣被光子激發出的電子及離
子，可以進一步推斷物質幾何、電子、化學
或磁性結構。當同步加速器光源照射在物體
上時，會產生許多不的效應。例如：光電子
激發、離子或中性原子脫離、光吸收、反射
或穿透、光散射、繞射或產生螢光，每一種
效應都來自於物體本身特定的物理或化學屬
性，而對各項效應的量測，便發展為物理、
化學、材料、生物科學上研究物性的各種實
驗方法。
科學的學習通常離不開儀器的操作，正
確而安全的儀器操作能力是科學實驗的基
礎。同步加速器光源在未來是一項很重要的
科學儀器，本研究擬定以虛擬實驗方式帶領
學習者進入古物鑑定的活動，以瞭解同步加
速器光源的使用方式及簡單的應用，其教學
活動設計的流程圖如下（圖 8）：

四、教學實驗
本研究透過各縣市政府教育局，發公文
給各中、小學，徵求有意願參與虛擬同步加
速器網站建置和數位教材研發的老師，並透
過參訪、研習、座談增進對加速器光源的瞭
解，再以工作坊精進課程研發與設計知能，
然後進行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工作，最後將
設計好的教材與網站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
域教學，以瞭解學生對於虛擬同步加速器光
源網站之使用態度及意見。

圖 6：通過偏轉磁鐵的電子沿切線方向放射
出光束

圖 7：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的實驗站
（一）實驗樣品：
本研究選取新竹縣某國中低年級某個班
級 32 名學生為預試樣本，先進行「虛擬同步
加速器光源」教學後，再接受本研究編製的
「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使用態度量表」的預
試以確定試題的信效度。為探討虛擬同步加
速器光源的教學內容是否可從國小延伸至國
中階段，因此選取新竹縣某國小高年級兩個
班與新竹縣某國中兩個班的學生共 131 人做
為正式樣本，本研究教學實驗及使用者問卷
調查的樣本如表 4。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乃基研究目的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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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接受委託
鑑定古物劇情

操作說明

虛擬實驗
提示
否

真的傳家
寶古物？

是
實驗結果解釋
圖 8：古物鑑定教學活動設計的流程圖
表4：實驗教學之研究樣本
年齡層

班級

人數

A班

32 人

男生 17 人
女生 15 人

B班

32 人

男生 16 人
女生 16 人

C班

33 人

男生 17 人
女生 16 人

34 人

男生 18 人
女生 16 人

國小高年級

國中低年級
D班
總計

人數

64 人

67 人

1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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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所發展而成。本研究之「虛擬同步加速
器光源」未來將持續發展，為更進一步瞭解
學生對「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的看法，因
而先採用量化資料進行分析，再用質性資料
來佐證量化資料所欲呈現的觀點。
1.使用者態度量表
問卷調查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學生對虛擬
同步加速器使用後的感覺和看法，根據林姿
妙（2001）針對兒童學習網站品質評鑑準則
之發展研究結果，發現有五大評鑑層面為優
良兒童學習網質評鑑之要件，其重要性次為
「網頁內容」、
「介面設計與架構」
、「多媒體
特性」、「回饋與支持」、「網站基本資料的描
述」等五個向度。本研究針對虛擬同步加速
器的特性、施測目標及時間考量等，加以增
減及修改內容後，使用結果分析問卷共分成
「網頁內容」、「介面與設計」、「多媒體特
性」
、「回饋與支持」
、「吸引力」等五個向度
共計 22 題。
為了明確區分學生對於虛擬同步加速器
操作的感覺和看法，本問卷以五點量表的方
式計分，有「非常同意」
、
「同意」
、
「不清楚」
、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選項。受試
者依據自己的感覺和看法來勾選答案，依序
分別給予 5、4、3、2、1 分，所有的題目皆
為正向題，也就是說得分愈高代表對虛擬同
步加速器的感覺和看法愈佳。編製好的問卷
先改成專家提供意見用的格式-「專家學者審
查問卷」
，再函請專家指導並提供修正意見以
建立專家內容效度。研究者依據專家意見對
問卷題目做語句上的修正以及刪除不合適的
題目，接著進行預試。預試後進行資料處理
與統計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最後修
正成「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使用態度量表」
。
完成「虛擬同步加速器使用態度量表預
試問卷」後，從教學實驗班級以外選取一個
班級進行使用態度量表預試。預試班級之教

學場地選在預試學校的電腦教室，除了原本
損壞的電腦之外，學生隨意的選取座位以參
與課程。首先對預試班級進行同步加速器光
源簡介，並配合使用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做
教學，最後由學生填答後交回問卷。
預試問卷回收後，由研究者進行閱卷工
作，將每一位學生勾選的答案轉換成所分配
的數值並輸入 SPSS 12.0 中文視窗版，經
Cronbach Alpha 內部一致性度考驗後，得知
整份使用態度量表的信度為 0.94，為可信的
範圍，因此題目全數保留（如表 5）
，成為「虛
擬同步加速器使用態度量」正式調查問卷。
2.訪談與觀察
本研究的教學實驗在電腦教室進行，首
先確定電腦及網路是否有異常，以排除因電
腦故障而影響實驗結果之因素，接著老師先
對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進行簡單的介紹，
然後進行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的操作講解，
確定學生無使用上的問題後，先讓學生自行
進入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參觀，並講解同步
加速器光源產生原理及流程，然後帶領學生
進入虛擬實驗站做「真假傳家寶」鑑定活動，
最後再以簡報方式做同步加速器光源其它相
關應用的介紹。教學活動完畢後讓學生進行
問卷的填答，最後再將問卷回收，並於實驗
完後抽出該教學實驗班級四名學生並針對擬
定的題綱做訪談，將其資料整理分析以作為
日後改進虛擬同步加速器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針對國小及國中學生擬定訪談題
綱，主要內容包括：「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
內容的適切度、參觀時是否有迷路之問題、
網頁下載速度、3D 動畫及平面動畫的吸引力
及未來是否想用「3D 虛擬實境參觀」的方式
做學習。另外，研究者以拍照及錄影方式記
錄上課的過程，以了解學生使用虛擬同步加
速器光源的實際反應，並結合使用態度量表
之統計資料，來分析使用虛擬實境網站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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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 虛擬同步加速器使用態度量正式問卷題目
評鑑層
面

網頁內
容

介面的
設計與
架構

題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多媒體
特性

12
13
14
15

回饋與
支持

16
17
18
19

吸引力

20
21
22

評鑑項目
網站中提供豐富的內容及相關資訊
網站中的內容我都看得懂
網站內容有趣且具教育性
網站的介紹可幫助我了解同步加速器
網站的「操作方法」簡單容易
網頁的「設計」生動有趣
網頁「內容」的文字清晰、大小適中
網頁的「背景顏色柔和」，不會影響閱讀
使用「鍵盤和滑鼠的控制方式」
，可以幫助我觀看同步加速器設
施
在「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的場景中我不會迷路
各場景中門口上面的「提示文字」可以引導我到想要參觀的地
方
網頁「下載速度」不會太慢
「3D 的動畫」較平面的動畫具真實感
「3D 的場景」可以任意遊走、參觀，較平面媒體更具真實感，
讓我更想學習
控制面板中的「能量上升圖示」
，可以幫助我了解電子束能量的
變化
「電子束轉換成光源」的動畫，可以幫助我了解偏轉磁鐵的功
能
使用「箭頭」標示方向，可以幫助我了解四極磁鐵聚集電子束
的功能
操作「控制面板」的方式，學習同步加速器光源的原理與過程
讓我覺得很有趣
參觀過「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
，會讓我更想了解真正的同步加
速器光源
以後「虛擬實驗站」若增加新的實驗項目我也會想去試試看
這次的「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教學活動，讓我感覺很有意義
我以後還會想用「網路虛擬實境」的方式來學習其它沒學過的
知識

的優缺點。

肆、研究結果

本節旨在分析與討論學生於課堂上使用
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後所得之結果，對「虛
擬同步加速器光源使用態度量表」進行資料
量化之統計分析，並彙整訪談學生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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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深入探討使用者的意見與看法。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將「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使用態
度量表」問卷回收後，將所有問卷整理編碼，
輸入電腦建檔存儲，以 SPSS for windows12.0
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做為資料處理統計分析
工具，共分為以下五個部份：
（一）網頁內容：
本面向共計 4 題（表 6）
，主要是了解學
生對於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網頁內容方面知
識含量之感受。
由描述統計的結果顯示，在「網站中內
容提供的豐富性及相關知識」之項目，國小
學生和國中學生的平均數分別為 4.41±0.73

與 4.33±0.79；在「網站中的內容很清楚、簡
單我都看得懂」之項目，國小學生和國中學
生的平均數分別為 4.41±0.61 與 4.04±0.96；在
「網站內容有趣且可以讓我學到新的知識」
之項目，國小學生和國中學生的平均數分別
為 4.25±0.76 與 4.28±0.83。
（二）介面與設計：
本面向共計 7 題（表 7）
，主要是了解學
生對於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的使用設計與設
計之感受與態度。
由描述統計的結果顯示，在「網站的操
作方法簡單容易，讓我參觀時很方便」之項
目，國小學生和國中學生的平均數分別為
4.40±0.61 與 4.30±0.85；在「網頁的設計生動
有趣，讓我很想進去參觀」之項目，國小學

表6：網頁內容方面平均數及標準差
國小高年級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網站中提供豐富的內容及相關知識
4.41
0.73
網站中的內容很清楚、簡單我都看得懂
4.41
0.61
網站內容有趣且可以讓我學到新的知識
4.23
0.66
網站的介紹可幫助我了解什麼是同步加速
4.25
0.76
器光源

國中低年級
平均數
標準差
4.33
0.79
4.04
0.96
4.31
0.87
4.28

0.83

表7：介面與設計方面平均數與標準差
國小高年級
國中低年級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網站的操作方法簡單容易，讓我參觀時很
4.40
0.61
4.30
0.85
方便
網頁的設計生動有趣，讓我很想進去參觀
4.48
0.71
4.22
0.93
網頁內容的文字清晰、大小適中
4.36
0.65
4.33
0.73
網頁的背景顏色柔和，不會影響閱讀
4.38
0.79
4.12
0.95
使用鍵盤和滑鼠的控制方式，可以幫助我
4.25
0.87
4.45
0.63
觀看同步加速器設施
在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的場景中我不會迷
3.83
1.02
3.84
1.12
路
各場景中門口上面的提示文字可以引導我
4.30
0.85
4.14
1.02
到想要參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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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國中學生的平均數分別為 4.48±0.71 與
4.22±0.93；在「網頁內容的文字清晰、大小
適中」之項目，國小學生和國中學生的平均
數分別為 4.36±0.65 與 4.33±0.73；在「網頁的
背景顏色柔和，不會影響閱讀」之項目，國
小學生和國中學生的平均數分別為 4.38±0.79
與 4.12±0.95；在「使用鍵盤和滑鼠的控制方
式，可以幫助我觀看同步加速器設施」之項
目，國小學生和國中學生的平均數分別為
4.25±0.87 與 4.45±0.63；在「在虛擬同步加速
器光源的場景中我不會迷路」之項目，國

小學生和國中學生的平均數分別為
3.83±1.02 與 3.84±1.12；在「各場景中門
口上面的提示文字可以引導我到想要參
觀的地方」之項目，國小學生和國中學
生 的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4.30±0.85 與
4.14±1.02。
（三）多媒體特性：
本面向共計 7 題（表 8）
，主要是了解學
生對於利用 WEB 3D 技術建置而成的虛擬同
步加速器光源是否能引起動機及提高學習興

趣。
由描述統計的結果顯示，在「網頁在下
載與出現時速度很快」之項目，國小學生和
國 中 學 生 的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3.89±1.06 與
3.81±1.17；在「3D 的動畫比平面的動畫逼真
且具臨場感」之項目，國小學生和國中學生
的平均數分別為 4.30±0.80 與 4.31±0.96；在
「3D 的場景可以任意遊走、參觀，較平面畫
面更具真實感，讓我更想進來探索」之項目，
國小學生和國中學生的平均數分別為
4.43±0.64 與 4.55±0.78。
（四）回饋與支持方面：
本面向共計 3 題（表 9）
，主要是了解學
生對於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中指引性或引導
性之訊息是否能夠達到輔助說明之功能。
由描述統計的結果顯示，在「控制面板
中的能量上升圖示，可以幫助我了解電子束
能量的變化」之項目，國小學生和國中學生
的平均數分別為 4.25±0.67 與 4.27±0.82；在「電
子束轉換成光源的動畫，可以幫助我了解偏
轉磁鐵的功能」之項目，國小學生和國中學

表 8：多媒體特性方面平均數與標準差
國小高年級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網頁在下載與出現時速度很快
3.89
1.06
3D的動畫比平面的動畫逼真且具臨場感
4.30
0.80
3D的場景可以任意遊走、參觀，較平面
4.43
0.64
畫面更具真實感，讓我更想進來探索

國中低年級
平均數
標準差
3.81
1.17
4.31
0.96
4.55

0.78

表9：回饋與支持方面平均數與標準差
國小高年級
國中低年級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控制面板中的能量上升圖示，可以幫助我
4.25
0.67
4.27
0.82
了解電子束能量的變化
電子束轉換成光源的動畫，可以幫助我了
4.37
0.60
4.23
0.85
解偏轉磁鐵的功能
使用箭頭標示方向，可以幫助我了解四極
4.32
0.64
4.30
0.81
磁鐵聚集電子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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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平均數分別為 4.37±0.60 與 4.23±0.85；在
「使用箭頭標示方向，可以幫助我了解四極
磁鐵聚集電子束的功能」之項目，國小學生
和國中學生的平均數分別為 4.32±0.64 與
4.30±0.81。
（五）吸引力方面：
本面向共計 5 題（表 10）
，主要是了解
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網站對於學生之吸引力
方面的感想。
由描述統計的結果顯示，在「操作控制
面板的方式，學習同步加速器光源的原理與
過程讓我覺得很有趣」之項目，國小學生和
國 中 學 生 的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4.32±0.69 與
4.27±0.80；在「參觀過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
會讓我更想了解真正的同步加速器光源」之
項目，國小學生和國中學生的平均數分別為
4.19±0.62 與 4.16±0.82；在「以後虛擬實驗站
若增加新的實驗項目我也會想再來試試看」
之項目，國小學生和國中學生的平均數分別
為 4.22±0.75 與 4.06±1；在「這次的虛擬同步
加速器光源學習活動，讓我感覺收穫很多也
很有意義」之項目，國小學生和國中學生的
平均數分別為 4.35±0.63 與 4.23±0.83；在「我
以後還會想用網路虛擬實境的方式來學習其

他沒學過的知識」之項目，國小學生和國中
學生的平均數分別為 4.30±0.84 與 4.41±0.88。

二、不同年齡層學生之使用態度分析
為了探究不同年齡層對於虛擬同步加速
器光源使用態度之差異，本研究將國小學生
與國中學生做為自變項，將「虛擬同步加速
器光源使用態度量表」中 22 題項目做為依變
項，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Sample
Test）
。
在正式解讀 T 檢定數值之前，首先確定
得到之變異數是否相等，若是變異數檢定之
顯著性小於.05，表示要從「不假設變異數相
等」來解讀資料，反之，則從「假設變異數
相等」來解讀資料。
經過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統計結果顯示
（表 11），國小學生與國中學生對於虛擬同
步加速器光源使用態度量表中 22 題項目之 F
檢定顯著性全部>0.05，故應讀「假設變異數
相等」列之 T 檢定結果，由於是在檢定國小
學生或國中學生於各項目中哪個年齡層看法
較佳，故僅取各項評量項目之「顯著性（雙
尾）
」除以 2 之單尾顯著性，在 α=0.05 顯著
水準下，於已達顯著水準 t 值旁加註”*”，

表10：吸引力方面平均數與標準差
國小高年級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操作控制面板的方式，學習同步加速器
4.32
0.69
光源的原理與過程讓我覺得很有趣
參觀過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會讓我更
4.19
0.62
想了解真正的同步加速器光源
以後虛擬實驗站若增加新的實驗項目
4.22
0.75
我也會想再來試試看
這次的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學習活
4.35
0.63
動，讓我感覺收穫很多也很有意義
我以後還會想用網路虛擬實境的方式
4.30
0.84
來學習其他沒學過的知識

國中低年級
平均數
標準差
4.27

0.80

4.16

0.82

4.06

1.00

4.23

0.83

4.41

0.87

61

網路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建置及其教學應用

表11 T考驗分析摘要表
項目

年齡層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單尾
顯著性

1. 網站中提供豐富的內
容及相關知識

國小高年級
國中低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低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低年級
國小高年級

4.41
4.33
4.41
4.04
4.23
4.31
4.25

0.73
0.79
0.61
0.96
0.66
0.87
0.76

128

-.546

0.29

128

-2.586（**）

0.01

129

.582

0.28

129

.242

0.41

國中低年級

4.28

0.83

國小高年級

4.40

0.61

128

-.752

0.23

國中低年級

4.30

0.85

國小高年級
國中低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低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低年級
國小高年級

4.48
4.22
4.36
4.33
4.38
4.12
4.25

0.71
0.93
0.65
0.73
0.79
0.95
0.87

129

-1.788（*）

0.04

129

-.257

0.40

129

-1.677（*）

0.05

129

1.488

0.07

國中低年級

4.45

0.63

國小高年級

3.83

1.02

128

.055

0.48

國中低年級

3.84

1.12

國小高年級

4.30

0.85

128

-.973

0.17

國中低年級

4.14

1.02

國小高年級
國中低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低年級
國小高年級

3.89
3.81
4.30
4.31
4.43

1.06
1.17
0.80
0.96
0.64

128

-.422

0.34

128

.076

0.47

125

.937

0.18

國中低年級

4.55

0.78

國小高年級

4.25

0.67

125

.088

0.47

國中低年級

4.27

0.82

2. 網 站 中 的 內 容 很 清
楚、簡單我都看得懂
3. 網站內容有趣且可以
讓我學到新的知識
4. 網站的介紹可幫助我
了解什麼是同步加速
器光源
5. 網站的操作方法簡單
容易，讓我參觀時很方
便
6. 網 頁 的 設 計 生 動 有
趣，讓我很想進去參觀
7. 網 頁 內 容 的 文 字 清
晰、大小適中
8. 網 頁 的 背 景 顏 色 柔
和，不會影響閱讀
9. 使用鍵盤和滑鼠的控
制方式，可以幫助我觀
看同步加速器設施
10在虛擬同步加速器光
源的場景中我不會迷
路
11.各場景中門口上面的
提示文字可以引導我
到想要參觀的地方
12.網頁在下載與出現時
速度很快
13.3D的動畫比平面的動
畫逼真且具臨場感
14.3D的場景可以任意遊
走、參觀，較平面畫面
更具真實感，讓我更想
進來探索
15.控制面板中的能量上
升圖示，可以幫助我了
解電子束能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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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電子束轉換成光源的
動畫，可以幫助我了解
偏轉磁鐵的功能
17.使用箭頭標示方向，
可以幫助我了解四極
磁鐵聚集電子束的功
能
18. 操 作 控 制 面 板 的 方
式，學習同步加速器光
源的原理與過程讓我
覺得很有趣
19.參觀過虛擬同步加速
器光源，會讓我更想了
解真正的同步加速器
光源
20.以後虛擬實驗站若增
加新的實驗項目我也
會想再來試試看
21.參觀過虛擬同步加速
器光源，會讓我更想了
解真正的同步加速器
光源
22.這次的虛擬同步加速
器光源學習活動，讓我
感覺收穫很多也很有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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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

4.37

0.60

國中低年級

4.23

0.85

國小高年級

4.32

0.64

國中低年級

4.30

0.81

國小高年級

4.32

0.69

國中低年級

4.27

0.80

國小高年級

4.19

0.62

國中低年級

4.16

0.82

國小高年級

4.22

0.75

國中低年級

4.06

1.00

國小高年級

4.35

0.63

國中低年級

4.23

0.83

國小高年級

4.30

0.84

國中低年級

4.41

0.87

125

-.998

0.16

125

-.158

0.44

125

-.390

0.35

125

-.265

0.40

124

-1.009

0.16

125

-.879

0.19

125

.692

0.25

＊p<0.05
並於結論對其詳加解釋。
依不同年齡層以 T 檢定各項目後，發現
有「網站中的內容很清楚、簡單我都看得
懂」
、「網頁的設計生動有趣，讓我很想進去
參觀」、「網頁的背景顏色柔和，不會影響閱
讀」之項目會隨著不同年齡層而有顯著差異
（α=0.05），其餘皆無顯著差異。
在「網站中的內容很清楚、簡單我都看
得懂」項目中，由描述統計結果顯示國小高
年級學生較國中學生更贊同此意見；
「網頁的
設計生動有趣，讓我很想進去參觀」
，由描述
統計結果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生較國中學生更
贊同此意見；
「網頁的背景顏色柔和，不會影
響閱讀」
，由描述統計結果顯示國小高年級學

生較國中學生更贊同此意見，其主要原因應
是本網站對對象設定為國小高年級學生，因
此，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此內容豐富度、趣味
性及顏色較為喜愛。

三、學生訪談資料分析
為了更深入瞭解學生對虛擬同步加速器
光源的看法，研究者分別對參與實驗的四個
班級中每班抽出四名學生，以題綱訪談十六
名學生，此為半結構式的焦點團體訪談，藉
以了解學生使用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後的感
受和意見。訪談分成四次進行，每次訪談四
名學生，由研究者發問題綱後，請同學依序
發表其感受及意見，並以錄音筆在現場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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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做資料的後續處理，訪談紀錄成果整理
如下（受訪者姓名以代碼方式呈現，國小學
生的代碼以英文字母 E 開頭，國中學生的代
碼以英文字母 J 開頭）：
（一）你覺得「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的內
容會太多或者太難嗎？
1.大部份的學生都表示「虛擬同步加速器光
源」的內容很簡單及容易了解（E103、
E111、E126、E130、E229、E232、J305、J312、
J408、J415、J426）。
2. 少 數 學 生 表 示 內 容 含 量 及 難 易 度 適 中
（E206）
，甚至有學生認為在內容方面應介
紹六極磁鐵及高頻系統（E217）
，想對其它
沒介紹到的儀器做更深入的了解。
3.少數學生對於內容感到不夠清楚，對於同
步加速器光源課程內容所未提及的磁鐵設
備也想了解，也有學生覺得此課程知識含
量不夠豐富（J319、J329）。另外，有學生
表示在控制面板場景中電子束在增能環加
速之內容有小部份不了解（J431）
，想要更
多的文字解講。
（二）你覺得在「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
裡面參觀時會迷路嗎？
1.大部份的學生都表示參觀「虛擬同步加速
器光源」時不會迷路（E103、E111、E126、
E206、E229、E232、J312、J319、J415、J426、
J431）
，其原因除了會看場景門上面的提示
文字之外，也有學生覺得本身方向感比較
好，或者是覺得場景很小，讓他們在場景
中不易迷路。
2.少數學生表示參觀「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
有的時候會迷路（P130、P211、J305、J329）
，
根據他們所描述的原因，因為一開始沒有
聽清楚操作講解，所以無法分辨藍色的物
體是玻璃門，再加上虛擬場景為模擬出真
實場景之狹隘感，若在此時學生不斷左右
轉動視角，確實會造成有迷路的感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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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增能環與儲存環之主要場景為圓形，
雖只有提供一條通路，但可能會造成極少
部份學生原地打轉之感受。
（三）你覺得「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網頁
下載的速度快不快？
1.大部份的學生表示在使用「虛擬同步加速
器光源」網頁下載的速度很快（E103、
E111、E126、E130、E206、E217、E229、
E232、J408、J431），此網頁的內容雖是以
3D 的方式呈現，但是檔案都維持在 300KB
至 2MB 之間，因此，開啟網頁的速度應該
都很快。
2.少數學生表示在使用「虛擬同步加速器光
源」時，網頁下載的速度有時快有時候慢
（J415、J305、J312、J329）
，甚至有學生知
道網頁開啟的快慢跟連線人數多寡是有關
聯性的，更詳細的詢問之下發現此施測電
腦教室，於上電腦課時也會成網路雍塞，
因此，在此項問題的填答屬正向部份會偏
低一些。
（四）你覺得 3D 的動畫還是平面的動畫比
較吸引你？
1.大部份的學生表示 3D 動畫較平面動畫容
易吸引他們的注意力（E103、E111、E126、
E130、E206、E217、E229、E232、J312、J319、
J329、J408、J415、J426、J431），只有極少
數學生認為平面的動畫比較可愛具有吸引
力，學生表示 3D 的動畫是比較真實的風
格，會讓降低其興趣（J305）
。
2.此教材內容在設備文字顯示方面，原意之
設計是希望圖文接近能夠讓學生靠近設備
後才看清楚設備名稱，並且能夠順便就近
觀察設備，但是，有學生認為走近了之後
字體就會顯示得大一點是有空間感的表示
（E217）
，反之，也有學生認為在遠處的設
備名稱，不要等到走過去才讓字體變大
（J408），就算物體是很遠很小的也應該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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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顯示較為大的字體名稱。
（五）你以後還會想用 Web3D 虛擬實境網站
的方式來學習嗎？
1.大部份的學生都表示喜歡這樣子的 3D 虛
擬實境參觀方式（E103、E111、E126、E130、
E206、E217、E229、E232、J305、J408、J415、
J426、J431），有學生表示此方式比較有互
動效果（E103）
，或者可以給予比此教材還
要更難及更適合他們的任務讓他們嘗試
（J305、J329），甚至做成像遊戲一樣的話
更具有吸引力（J408）
。

伍、結論
隨著電腦軟、硬體及網路的日益發達，
數位化教材之媒體也由平面趨於 Web3D，研
究者以新的技術製作此教材，並在國小高年
級、國中低年級進行教學實驗，針對於量化
與質性資料之研究發現提出結論，且對於未
來有意從事 Web3D 教材的研製者及未來之
相關研究提出建議。本研究結果發現：

一、網頁內容方面
國小高年級學生均認為以整體而言網頁
內容知識含量是豐富且合適的，根據訪談的
結果，國中學生認為內容不清楚的原因是因
為他們的求知慾更為旺盛，當他們對新的科
學概念及一些課堂上沒介紹詳細的設備名稱
有質疑的時候，網站的內容沒有提供更多元
的資訊去解釋他們想知道的問題，於是形成
了所謂知識飢餓的狀態。反之，年齡較小的
國小高年級學生，就表示出內容清楚、簡單
之意見，其主要原因是本網站的設計對象本
來就是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因此內容含量
對他們較為合適，而且在他們的感官印象中
會認為同步加速器光源課程就是他們之前課
程中介紹過的光單元內容延伸，所以也就覺

得想要學習的內容都涵蓋到了，因此表示出
內容清楚、簡單之意見。

二、介面與設計方面
此網站操作方法非常便利，所以能夠提
供學生參觀時的便利性，再加上網頁的內容
有趣，使得學生想進去參觀，其中國小高年
級學生可能因為接觸遊戲的時間較短，所以
在使用網站時表現得興致勃勃，而國中學生
因為接觸了市面上聲光效果更好的遊戲，因
此對網站仍有更多的期望，甚至有學生表示
若以遊戲式學習將更能引起學習動機。在內
容文字的部份，設備文字的說明符合清晰、
大小、背景顏色柔和之項目，即使在顏色的
柔和度觀感上有所差異，但仍不影響學生之
閱讀。在參觀的介面設計部份，國小高年級
學生在虛擬場景中大部份學生可以依老師之
要求提前到達老師指定之虛擬場景位置，並
同時進行學習活動，但有學生因為沒有看門
口上方提示文字或者辨認不出門口，而發生
失去方向感之情況，雖然這屬於少部份學生
會遇到之情況，但為避免有學生跟不上學習
活動，日後若增加小地圖之方式導引將更為
適當。

三、多媒體特性方面
學生都表示喜歡 3D 動畫、3D 場景，他
們認為這比平面的畫面更具真實感，而且更
令他們常進去探索，以設計者的角度而言，
當然希望能夠設計出更符合他們所需求的網
站，但目前國中小之硬體設備尚有小部份美
中不足，再加上網路有時候會壅塞，以致於
實施此教學實驗時總有極少數使用之電腦會
造成當機，是唯美中不足之處，雖然如此，
這些學生都還是希望能夠自己使用一台電腦
去操作，而不想跟別人共同一台電腦，從這
一點可以感受到學生對於使用 3D 虛擬實境

65

網路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建置及其教學應用

之探索慾望。

四、回饋與支持方面
在學習探索的過程中 3D 動畫與象徵性
之圖示扮演建構學生抽象概念的重要角色，
教師在講解同步加速器設備時，電子束加速
的動畫及控制面板之能量圖示讓學生感受到
電子加速與能量的上升之關係，透過實際操
作的做中學，學生從建立的四極磁鐵、偏轉
磁鐵模型中達到觀察的便利性及狀況性模
擬，並以放慢歷程之方式，讓學生看到平常
看不見的電子束經由偏轉磁鐵產生出同步加
速器光源之流程，藉此瞭解同步加速器中磁
鐵的用途。

五、吸引力方面
學生都喜歡這一次設計的解任務活動，
雖然任務的提示只是要求學生要先完成出光
設定，並依指示獲得實驗資料，然後才能夠
使用光源進行虛擬實驗站之實驗，但是這跟
完全只有參觀的活動比較起來，讓他們有一
點相互競爭的意味，並且能夠激發起解決問
題的慾望，這種慾望使得學生們都急著想要
試出完成產生同步加速光源之方法。最後，
學生們在利用光源做完真假傳家寶的古物鑑
定後，也會急著想要把答案告訴老師，以及
教導其它的同學完成此項任務之方法，這樣
的學習氣氛讓教學實驗增添了不少趣味，也
因此學生們均表示想要再使用 3D 虛擬實境
之方式去做新知識之學習。
由本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教學的第一步
是辨別學習者目前的經驗層次。而融合具體
經驗（如電腦虛擬實境）及圖像描述經驗的
教學媒體正可以幫助學生整合先前的經驗，
以電腦模擬自然現象來配合國小科學教育中
的「觀察自然」教育理念，是非常合適的，
再加上 Web3D 虛擬實境的便利性及教育擬

真之特質，可以提供具體的觀念讓學習者可
以更瞭解，進而促成抽象概念的學習。融入
Web3D 虛擬實境的數位學習，不但能夠讓傳
統的教學更為具體，也可以從互動中啟發學
習者的學習意願，更可以為同步加速器光源
的知識推廣及教育提供更自主及多元的學習
方式，未來如何繼續在 Web3D 的技術之下，
開發具有更好的虛擬實境學習內容、加強內
容的深度及廣度，以及如何設計更友善的學
習者介面、如何讓硬體較不好的、偏遠的學
習者也能夠上這個網站學習，都是 Web3D 虛
擬實境開發時更該考量之要項。
由使用態度量表及問卷訪談的結果得
知，目前網站的教學內容可以符合國小高年
級學生的需求，但是若要將此網站延伸至國
中做教學，必須增加國中生的學習內容，並
發展適合國中生的教案進行教學，以滿足國
中生的學習需求，甚至將網站架構改成可以
依據不同的學習者而呈現不同的文字資訊，
讓學習者不論是在自學或者是在老師在課堂
上講解時，都可以有適切的教材內容，方便
對學習者進行教學。

誌謝
感謝國家同步輻射中心的「科學家世紀
培育計畫」補助，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1. 朱 國 瑞 、 呂 淑 雅 、 林 士 雄 、 李 旺 龍
（2005）。微波及微波的應用。科學發
展，395，28-37。
2. 李 汪 曄 、 伍 永 康 、 莊 榮 宏 、 歐 陽 明
（1997）。虛擬實境的核心技術與未來
趨勢。電子月刊，電腦與多媒體專輯，
29，49-63。

66

劉彥慈 唐文華 林志明 樊台清 潘冠宇

3. 李咏吟（1998）
。情境學習的教學設計：
認知教學理論與策略。台北市：心理出
版社。
4. 岳修平（1999）。網路教學於學校之運
用。課程與教學季刊，2(4)，61-76。
5. 林姿妙（2001）
。兒童學習網站品質評鑑
準則之發展研究。臺南師範學院國民教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6. 孫春在（2000）
。網路學習趨勢與原理。
第一屆「大學教學方法與網路課程研討
會」論文集。
7. 徐文俊（2004）
。Web 3D/VR 太極拳教學
系統之開發研究－以四十二式太極拳競
賽套路為例。國立體育學院運動科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8. 高源清（1967）
。科學教授-無線電。台北：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2006）。同步
加速器光源簡介。2008 年 3 月 9 日。取
自：
http://www.nsrrc.org.tw/chinese/lightsourc
e.aspx。
10. 張新仁（2003）
。學習與教學新趨勢。台
北市：心理出版社。
11. 梁朝雲、李東恩（1998）。虛擬實境之
教學應用。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5（1），
72-87。
12. 許瑛玿、廖桂菁（2002）
。情境式網路輔
助學習環境之研發與實踐。科學教育學
刊，10（2），157-178。
13. 陳年興（2000）
。網路教學與傳統教學之
比較分析。遠距教育，15/16，153-163。
14. 程宏烽（2000）。紅外線的應用。台北：
華聯。
15. 楊玉齡（2000）。露骨-Ｘ射線檔案。台
北：天下文化。
16. 溫嘉榮、林佳宏（2001）。不同認知型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態的國中學生在虛擬實境學習教室中學
習歷程之研究。教育研究資訊，9(4)，
145-171。
劉銘龍、柳中明、黃韋菁（1998）。揭
開紫外線的奧秘。台北：臺灣地球日。
鄭晉昌（1993）
。自「情境學習」的認知
觀點探討電腦輔助教學中教材內容的設
計-從幾個學科教學系統談起。教學科技
與媒體，12，3-14。
魏明通（1997）
。科學教育。台北：五南。
Alessie, M. & Trollip, S. R. (2000). Part II
of Multimedia for learning: Methods and
development (3rd ed.). Allyn & Bacon.
Khan, B.H. (1997). Web-based instruction
(WBI): What is it and why is it? In B.H.
Kahn (Ed.), Web-based instr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Kim, Paul. (2006). Effects of 3D virtual
reality of plate tectonics on fifth grade
students’ achievement and attitude toward
science.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14(1), 25-34.
Lave, J., & Wenger, E. (1991).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 Y., Brodlie, K. & Philips, N. (2000).
Web-based VR Training Simulator for
percutaneous rhizotomy. In: Westwood,
J.D., Hoffman, H.M., Mogel, G.T., Robb,
R.A., Stredney, D. (Eds.), Medicine Meets
Virtual Reality, IOS Press, 175-181.
Sims, E. M., & Pike, W. Y. (2007).
Reusable, lifelike virtual humans for
mentoring and role-playing. Computers &
Education, 49(1), 75–92.

網路虛擬同步加速器光源建置及其教學應用

26. Stuart, R. & Thomas, J. C. (1991) The
implications of education in cyberspace.
Multimedia Review, Summer, 2, 17-27.

67

68

劉彥慈 唐文華 林志明 樊台清 潘冠宇

The Development of a Virtual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for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Yen-Tzu Liu1

Wernhuar Tarng 2 Chih-Ming Lin3 Tai-Ching Fan4
1
Institute of Learning Technology
2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
3
Department of Applied Science
123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4
National Synchrotron Radiation Research Center

Kuan-Yeu Pan4

Abstact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how to use Web3D and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ies to build a virtual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website for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visit and study. The design of virtual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was based on the
National Synchrotron Radiation Research Center (NSRRC) at Hsinchu, Taiwan, and it contains
four main scenes. The first scene is the hallway to provide the entrance to all other areas. The
second scene is the control room, providing interactive user interface and texts to explain the
operational process of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The third scene shows the representative
equipment of the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using 3D animation to simulate electrons passing
through the equipment to produce synchrotron light. The fourth scene is an experimental station,
where learners can play the role of a researcher to identify antiques. Learners will discover that the
high brightness of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can show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materials. They can als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of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and general light
sources by doing virtual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clude the attitudes and opinions of
students after using Web3D virtual reality website as following:
z Web content: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believed the web contents were very rich,
and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ought the web contents could be more detailed in
the explanation of physical phenomena.
z Interface design: the website provided interesting contents to allow students to browse,
and it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if the virtual scenes could be guided by a small map.
z Multimedia features: 3D animations with lifelike characteristics could usually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but one needed to consider the restriction of
computer and network in learning environments.
z Feedback and support: 3D animations, texts and provision of symbolic ico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abstract concepts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and
learning.
z Attraction: the guidance of task and interactive virtual experiments could attract
students to use Web3D virtual reality in learning new knowledge.
This research built a Web3D virtual reality website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support classroom teaching, which conformed to the "observation" concept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could enhanc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tudents. This research integrates the
knowledge and concepts of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into the curriculum of Science and Life
Technology in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by developing the virtual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model and its digital learning contents, hoping to increase the interest of elementary
students in discovering and learning this advanced technology.
Key words: synchrotron radiation,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virtual reality, computer sim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