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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鑑於過去研究發現線上平台的獎勵機制對使用者學習的效果有所助益，然而現今趨勢已

由電子學習轉移至行動學習，因此本研究乃以行動學習中的重要工具「手機應用程式」

（Application, APP）為研究對象，探討語言學習應用程式的不同獎勵機制對於使用者的記憶與使

用意願之影響，並以曾榮獲年度最佳APP的「Duolingo」為例，檢視三種獎勵機制：連續增強、

固定比率時距增強、變動比率時距增強，是否會影響使用者記憶與使用意願。研究方法採用實驗

法，共60位受試者。研究結果部分支持部分增強相較於連續增強，對於使用者記憶有顯著影響，

在三種獎勵機制中，以變動比率時距獎勵對於使用者記憶的效果最好。然而，相較於連續增強，

部分增強獎勵機制對於使用意願則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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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ast studies, the reward mechanism of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s have helped users 

learn effectively. However, the current learning trend has shifted from electronic learning to mobile 

learn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reward mechanism used in APP (Applic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tool of mobile learning, an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reward mechanisms of 

language learning applications on users' memory and intention to use. The study takes “Duolingo“ as a 

case, which has won the best app of the year, to examine three reward mechanisms: continuous 

enhancement, fixed ratio schedule enhancement and the variable ratio schedule enhancement. The study 

used experimental methods, and collected total of 60 subj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f partial enhancement on user’s memory compared to continuous enhancement was partially 

supported, in which variable ratio schedule enhancement had the greatest effect on user’s memory among 

three reward mechanisms. However, partial enhancemen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user’s intention to 

use compared to continuous enhancement. And findings hav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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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研究觀察熱門語言學習應用程式後，發現語言學習應用程式大多會應用遊戲化學習機制

來增加使用者黏著度（stickiness），其中又以激勵機制中虛擬貨幣的獎勵應用最為廣泛。在多種

獎勵機制中，學者多數認為相較於固定比率時制的獎勵，變動比率時距獎勵對於學習更有潛力

（Chance, 2009），但尚未有研究探討兩種獎勵機制應用於語言學習時的差異，因此，這是本研究

意欲探討的重要觀點。而過去關於獎勵對學習成效影響的相關文獻多以線上網路學習平台作為

研究機制，為因應行動學習趨勢，本篇論文以語言學習應用程式為研究平台，檢驗針對線上學習

平台的研究結果，也就是獎勵對學習成效有正面影響是否可應用至語言學習應用程式。  

2. 文獻探討 

2.1 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 m-learning） 

Quinn（2000）將行動學習定義為通過資訊家電（Information Appliances, IA）等移動設備進

行的電子學習，其特點在於可以隨時隨地獲取資源、強大的搜索功能、豐富的互動功能、有效學

習的強大支持以及基於表現的績效評估，且學習可獨立於時間和空間位置限制。由上述學者觀點

可見，行動學習（m-learning）相較於電子學習（e-learning），行動學習更具機動性，使用者可因

應不同空間、時間安排，利用零碎時間進行學習。此外，行動學習的使用者也更具主動性與自主

性，需自主監督完成自我安排的學習進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