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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科學解釋實務是 K-12 教室中八大科學實務重要的一環。發展國中生的科學

解釋實務有助於培養他們未來生活所應具備的能力，提供國中生面對科學新聞的

學習機會，可能有益於增進他們社會參與所應擁有的素養。故本研究設計一個以

「改編的」科學新聞為教材的「辨識(Recognize)-評價(Evaluate)-建構(Construct)」

教學模式(簡稱 REC 教學模式)，讓學生進行科學解釋的辨識、評價與建構，藉 

以發展學生科學解釋的相關實務。 

    本研究採用混合研究法中的嵌入式設計，參與者是來自新北市某所國中的

50 位九年級國中學生，以科學解釋評量作為前後測，將科學新聞搭配教學活動

製作成學習單，探討 REC 教學前後，學生科學解釋實務的發展與轉變。本研究

並蒐集學生國文科與自然科學業成就，以預測科學解釋實務的後測表現。此外，

挑選 17 位焦點學生進行前後訪談，欲了解科學解釋中評價標準對於科學新聞的 

品質判準之影響。 

    由研究結果可知，科學解釋的辨識、評價與建構實務在經過教學後皆有所進

步，而由學生作答的分析，也同樣發現學生科學解釋實務的增長，並往正確辨識、

使用評價標準及高程度品質的科學解釋之趨勢移動。而國文科學業成就對於科學

解釋三項實務具有預測力，但自然科學業成就則無。科學解釋實務之發展受到情

境與成分的影響，推理是最難學習的成分，主張則是最容易學習的成分；而科學

新聞情境較為複雜，因而較難以學習。然而由量化與質性結果發現學生能夠將評

價標準應用至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上，顯示只要學生對於科學解釋實務的理解足 

夠時，便可能在跨情境的情形下進行科學解釋的實務。 

    綜合上述結果，REC 教學模式確實能有效協助國中學生發展科學解釋的實

務，亦能使學生將評價標準應用至科學新聞中。結果亦顯示科學解釋實務與語文

學業成就的密切關係。期望本研究的教學設計與研究結果，能提供教學者與研究 

者一個設計之參考。 

關鍵詞：REC 教學模式、品質判準、科學解釋、科學新聞、混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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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Constructing scientific explanations and understanding science news are 

important parts of scientific literacy. This study thus designed a teaching model 

-Recognize, Evaluate, Construct (referred as the REC Model) to develop an 

instructional unit, and used adapted science news as materials to develop students'  

practice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ifty ninth grader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nd multiple sources of data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the pre- and post-tests of explaining practices and students’ 

science and Chinese language achievement tests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variables that 

affected 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explanation post-test. 17 students were interviewed 

to examine whether and how they applied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s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science new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practice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 instructional unit; students were more able to 

accurately identify explanations and apply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to evaluate 

explanations. Additionally,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achievement had predictive 

power on students’ post-test, but their science achievement did not. Finally, after the 

instructional unit, students could apply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to different contexts, 

including using the criter ia to evaluate the qualit y o f science news.  

     Together, the results suggest variables that affected students’ performances on 

constructing, evaluating, and identifying science explanations. Also,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REC Teaching Model indeed effectively supported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explaining practices. The results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design of  

effective i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ractices.  

Keywords: REC Teaching Model, Quality criterion, Scientific explanation, Science 

News, Mixed research embedded design  



V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1 
第二節 研究重要性……………………………………………………………..3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5 

 研究目的 ......................................................................................... 5 一、

 研究問題 ......................................................................................... 5 二、

第四節 名詞界定………………………………………………………………..5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6 

第二章 文獻探討………………………………………………………………9 
第一節 科學解釋………………………………………………………………..9 

 科學解釋的定義 .............................................................................10 一、

 科學解釋與論點、論證 ................................................................. 11 二、

 科學解釋架構 .................................................................................13 三、

 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 .............................................................15 四、

第二節 科學解釋相關研究……………………………………………………19 
 科學解釋之相關教學研究 .............................................................19 一、

 科學解釋實務：建構、評價與辨識科學解釋 ...............................21 二、

 科學解釋實務之困難與相關影響因素 ..........................................23 三、

 文獻建議的教學策略 .....................................................................26 四、

第三節 REC教學模式…………………………………………………………29 
 投入(Engage) ..................................................................................29 一、

 辨識(Recognize) .............................................................................30 二、

 評價(Evaluate) ................................................................................30 三、

 建構(Construct)...............................................................................31 四、

 修正(Revise) ...................................................................................31 五、

 溝通(Communicate) ........................................................................32 六、

第四節 科學新聞………………………………………………………………33 
 科學新聞的定義及其影響 .............................................................34 一、

 科學新聞的結構與類型 .................................................................35 二、

 科學新聞的使用 .............................................................................37 三、

 科學新聞品質的判準 .....................................................................39 四、

第三章 研究方法……………………………………………………………..41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流程………………………………………………………41 

 研究設計 ........................................................................................41 一、

 研究流程 ........................................................................................43 二、

第二節 研究者的立場與角色…………………………………………………46 



VI 
 

第三節 研究情境與對象………………………………………………………46 
 參與學校及班級背景 .....................................................................47 一、

 教師背景 ........................................................................................48 二、

第四節 科學新聞的挑選與改編………………………………………………48 
第五節 教學活動………………………………………………………………50 

 投入 ................................................................................................50 一、

 教學主體 ........................................................................................51 二、

 溝通 ................................................................................................54 三、

 修改 ................................................................................................54 四、

第六節 資料蒐集………………………………………………………………55 
 學習單 ............................................................................................56 一、

 科學解釋評量 .................................................................................59 二、

 訪談 ................................................................................................61 三、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與國語文領域的學業成就 ...........................64 四、

第七節 資料分析………………………………………………………………65 
 質性資料 ........................................................................................65 一、

 量化資料 ........................................................................................75 二、

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83 
第一節 科學解釋實務之試題量化分析………………………………………83 
第二節 辨識科學解釋之實務發展……………………………………………84 

 主張 ................................................................................................85 一、

 證據 ................................................................................................88 二、

 推理 ................................................................................................91 三、

 綜合主張、證據與推理的辨識情形 ..............................................95 四、

第三節 評價科學解釋之實務發展……………………………………………97 
 主張 ................................................................................................98 一、

 證據 .............................................................................................. 103 二、

 推理 .............................................................................................. 108 三、

 綜合學生使用主張、證據與推理評價標準的情形 ..................... 113 四、

第四節 建構科學解釋之實務發展…………………………………………..114 
 主張 .............................................................................................. 114 一、

 證據 .............................................................................................. 120 二、

 推理 .............................................................................................. 127 三、

 綜合學生形成主張、運用證據及產生推理的內容 ..................... 136 四、

 總結 .............................................................................................. 137 五、

第五節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137 
 探討國文科及自然科學業成就對科學解釋實務後測之預測力 .. 138 一、

 探討國文科及自然科學業成就對辨識、評價與建構實務後測之預二、



VII 
 

測力 …………………………………………………………………… .. 139 
 總結 .............................................................................................. 142 三、

第六節 新聞品質評價判準之改變…………………………………………..143 
 科學新聞品質判準的改變 ........................................................... 143 一、

 整體趨勢 ...................................................................................... 144 二、

 個人分析 ...................................................................................... 150 三、

 綜合整理 ...................................................................................... 154 四、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155 
第一節 結論…………………………………………………………………..155 

 科學解釋實務的發展 ................................................................... 155 一、

 學業成就對科學解釋實務的預測力 ............................................ 156 二、

 評價標準應用至品質判準 ........................................................... 156 三、

第二節 討論…………………………………………………………………..157 
 科學解釋實務的發展 ................................................................... 157 一、

 學業成就對科學解釋實務的預測力 ............................................ 159 二、

 評價標準應用至品質判準 ........................................................... 160 三、

第三節 建議…………………………………………………………………..161 
 研究方法之建議 ........................................................................... 161 一、

 未來教學之建議 ........................................................................... 161 二、

 未來研究之建議 ........................................................................... 162 三、

參考文獻……………………………………………………………………………165 
 中文部份 ...................................................................................... 165 一、

 西文部份 ...................................................................................... 166 二、

附錄………………………………………………………………………………… 173 
附錄一：教案 ........................................................................................ 173 
附錄二：教學海報 ................................................................................. 177 
附錄三：學習單 .................................................................................... 179 
附錄四：訪談大綱 ................................................................................. 189 
附錄五：在評量工具中，科學新聞中的科學解釋相關句子之標示 .... 192 



VIII 
 

表次 
表3-4-1本研究REC教學模式的教學活動過程及所對應的教學模式與學習困難。

 .................................................................................................................................55 
表 3-5-1 學習單之雙向細目表。 ............................................................................56 
表 3-5-2 活動三的學習單中「真的熱壞稻米了！」的六個研究資料之性質與差異。

 .................................................................................................................................57 
表 3-5-3 科學解釋評量之雙向細目表。 .................................................................59 
表 3-5-4 科學新聞試題中「持續縮小範圍的北極冰原」的六個研究資料之性質與

差異。 .....................................................................................................................63 
表 3-6-1 學生辨識他人建構的科學解釋所圈選句子類型之編碼表(1) ..................67 
表 3-6-2 學生辨識他人建構的科學解釋之編碼表(2) .............................................68 
表 3-6-3 學生評價他人建構的科學解釋之考量依據的編碼表(簡表) ....................69 
表 3-6-4 學生建構科學解釋的編碼表－依成分分類 .............................................70 
表 3-6-5 學生評價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之編碼表 .................................................74 
表 3-6-6 三項科學解釋實務的評分表。 .................................................................77 
表 3-6-7 研究問題與資料蒐集、分析方法之對應表 .............................................82 
表 4-1-1 科學解釋評量前後測相依樣本 t 考驗之摘要表 ......................................84 
表 4-1-2 科學解釋各次項目表現之前後測相依樣本 t 考驗 ..................................84 
表 4-2-1 學生辨識主張的類型 ................................................................................85 
表 4-2-2 學生辨識證據的類型 ................................................................................88 
表 4-2-3 學生辨識推理的類型 ................................................................................92 
表 4-3-1 學生評價主張時，有無使用評價標準的統計表 ......................................98 
表 4-3-2 學生評價證據時，有無使用評價標準的統計表 .................................... 103 
表 4-3-3 學生評價推理時，有無使用評價標準的統計表 .................................... 109 
表 4-4-1 學生主張的建構類型之次數及次數百分比統計表 ................................ 115 
表 4-4-2 學生所使用/挑選的證據類型之次數及次數百分比統計表 ................... 122 
表 4-4-3 學生所建構的推理類型之次數及次數百分比統計表 ............................ 129 
表 4-5-1 科學解釋評量前測、國文科與自然科學業成就預測學生科學解釋實務表

現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 138 
表 4-5-2 辨識實務前測、國文科與自然科學業成就預測學生辨識實務表現之逐步

迴歸分析摘要表 .................................................................................................... 139 
表 4-5-3 評價實務前測、國文科與自然科學業成就預測學生評價實務表現之逐步

迴歸分析摘要表 .................................................................................................... 140 
表 4-5-4 建構實務前測、國文科與自然科學業成就預測學生建構實務表現之逐步

迴歸分析摘要表 .................................................................................................... 141 
表 4-6-1 比較前後測學生的品質判準有無使用評價標準之統計表 .................... 143 
表 4-6-2 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與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之前後測結果比較 . 145 



IX 
 

表 4-6-3 學生在前後訪談中對於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類型之描述性統計表 ..... 151 

  



X 
 

圖次 
圖 2-1-1：「辨識(Recognize)-評價(Evaluate)-建構(Construct)」教學模式的流程 33 
圖 3-1-1 研究設計示意圖(引自 Creswell, 1994)………………………………….. 42 
圖 3-1-2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 45 
圖 3-4-1 本研究所進行的順序為投入、教學主體(辨識、評價與建構)、溝通、修

改…………………………………………………………………………………….. 50 
圖 4-2-1 科學解釋各成分在不同學習階段的辨識類型之分布圖………………... 96 
圖 4-3-1 主張的評價標準之使用差異(全部答題人數為 50 人)…………………...99 
圖 4-3-2 證據的評價標準之使用差異(全部答題人數為 50 人)…………………. 104 
圖 4-3-3 推理的評價標準之使用差異(全部答題人數為 50 人)…………………. 109 
圖 4-6-1 評價標準與品質判準的前後測比較之泡泡分布圖……………………. 149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 1950 年代後期「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被提出，直到 20 世紀開始

被廣泛的關注及討論(DeBoer, 2000)。在科學教育中所應培養的科學素養，許多

學者的看法雖各有不同，但對於科學素養的重視是相同的(Laugksch, 2000)。其中，

國際學生評比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2003) 所定義的科學素養是「使用科學知識、定義問題和描述基於證據的結論之

能力，以理解自然世界及透過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改變，並幫助做相關之決定」，

並將科學素養分為三個部分，包含科學知識或概念、科學過程以及情境或脈絡，

其中的科學過程涉及描述、解釋和預測科學現象，理解科學調查，以及詮釋科學

證據和結論；同樣地，在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標準》(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NSES])中也可發現到相似的觀點，學生應該要能閱讀科學相關的報導、

能進行科學探究、能發現及獲得問題的解答、能解釋並溝通，並且要能運用至社

會參與中(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1996)；之後 Duschl, Schweingruber, 

與 Shouse (2007)更針對科學學習訂定出明確的四大學習目標中，清楚的指出學生

應該要能知道、使用並詮釋科學解釋，也應該要能產生與評估科學的證據與解釋，

以及有效能地參與科學實踐與論述。現今社會與自然環境所面臨的議題是跨越學

科領域，交錯複雜且具有不確定性的，使得學校的科學教育不再只是強調以往的

概念知識而已，而是應該要能夠讓學生可以閱讀科學相關報導，接觸更接近真實

的科學，並且擁有相關的科學素養及科學思維去進行探究、解讀、詮釋、分析、

評價及溝通。 

如同 DeBoer (1991)在「科學教育觀點的歷史：實踐的啟示」中所提到的，我

們在科學教育中應該強調科學思維能力的培養、科學本質觀的發展、主動探究、

應用未來的知識學習、以探究活動為主的教學，其中有一面向即為發展科學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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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能力，如仔細觀察、客觀評估證據和從數據進行推論，以培養學生在科學

領域及日常生活中能有效的處理及解決問題之能力；另一面向是探究活動的教學，

其具備的五個重要特徵中，我們發現有四項特徵與科學解釋有關(NRC, 2000)；

而科學解釋(Scientific Explanation)的建構、評價、辨識及溝通是探究活動中最重

要的一部分，有科學素養的公民與學生應該要能辨認主張是否有證據及科學推理

的支持(Krajcik & Czerniak, 2007)，以避免過於信任他人所提出似是而非的主張或

是媒體所報導的資訊。從事科學解釋的相關活動，除了能深入理解科學知識概念

及現象之外，亦可改變對科學本質的觀點、增加想法的溝通及評估、可從中獲得

學生學習資訊作為教學回饋或加強(Bell & Linn, 2000; Pallrand, 1996)。NRC(2011)

針對這些在科學教育中所強調的目標以及我們所欲培養學生應具備的知識與能

力，提出了 K-12 教室中的「八大實務」，而科學解釋的相關活動便是其中重要的

實務。由此可知，科學解釋實務的培養不僅是科學探究與科學教育及改革中重要

基礎(NRC, 2012)，也是科學素養中公民面對科學新聞或社會性科學議題時所欠

缺的面向，更是教師除了傳授科學課程內的內容知識之外所必須努力的目標。 

然而根據研究指出學生所寫出的科學解釋普遍不佳，並且學習的過程中也時

常遭遇困難(Krajcik & Czerniak, 2007; Moje et al., 2004; Nicolaidou, Kyza, Terzian, 

Hadjichambis, & Kafouris, 2011)，且受限於科學知識、情境與閱讀表達等的影響。

但是在學校教育中常發生的現象是，限於時間關係，而無法提供學生關於科學解

釋實務的學習。不過若學生所擁有的科學知識與閱讀表達能力能夠準確預測其科

學解釋實務的表現，或許能藉由培養學生相關知識與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科學解

釋實務的表現；若能提供學生學習科學解釋實務的機會，可協同自然科與國文科

相關教師，共同設計、進行教學活動，使學生的學習更為完善。 

參考許多研究的建議－提供科學解釋的範例－作為從事科學解釋實務的練習

(吳佳蓮, 2005; Krajcik & Czerniak, 2007; Sutherland, McNeill, Krajcik, & Colson, 

2006)。考量範例應該需要具備引起學生共鳴、增加投入興趣並連結生活經驗的

特質，因此在進行科學解釋教學設計時，可將學生每天獲得知識的文章或例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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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學生投入科學實務的考量(Krajcik & Czerniak, 2007; Sutherland et al., 2006)，

其中最適合的便是每天唾手可得的科學新聞，這是學生最容易接觸到的資訊來源，

更是他們離開學校後主要獲得科學知識的來源，然而科學新聞中具有複雜、不完

整且混淆的訊息，甚至隱含了發布訊息者的引導，也意味著學生容易受到科學新

聞中這些混雜資訊的影響，進而影響到他們的想法與決定(Pellechia, 1997; 教育

部, 2002)。如此一來，教育他們如何面對、分析與看待科學新聞也是十分重要且

不可或缺的一環，學生能夠學習以不同的角度看待科學新聞，讓自己在面對如科

學新聞中的複雜議題時，能保有自己個人的想法與客觀求證、評判，不隨意取信

於各類媒體，這將不僅只是與個人生活有關，還可能會影響到科學、社會、環境

甚至是國家的決策。因此本研究欲藉由「改編的」科學新聞作為教材，開啟學生

用客觀、創新的眼光，並參考科學解釋相關研究的教學策略(Krajcik & Czerniak, 

2007; McNeill & Krajcik, 2012; Sutherland et al., 2006)，以不同的角度與觀點提出

「辨識(Recognize)-評價(Evaluation)-建構(Construct)」教學模式(簡稱 REC 教學模

式)，使學生能在科學新聞中，辨識、評價及建構其中的科學解釋，亦可讓學生

能從中提取所需訊息，以進一步分析評判科學新聞的品質，且探討自然科與國文

科對科學解釋各實務的預測力，以提供欲發展學生科學解釋實務的現場教師一些

相關的教學建議。 

第二節 研究重要性 

科學實踐的核心就是科學解釋(Driver, Newton, & Osborne, 2000)，然而以往科

學解釋實務的學習多強調科學解釋的建構(吳佳蓮, 2005; McNeill, Lizotte, Krajcik, 

& Marx, 2006; Moje et al., 2004; Sandoval & Reiser, 2004; Sutherland et al., 2006; 

Wu & Hsieh, 2006)，但較少提及辨識(Krajcik & Czerniak, 2007; McNeill & Krajcik, 

2012)與評價科學解釋(Sandoval & Reiser, 2004; Wu & Hsieh, 2006)，然而若欲使學

生建構出好的科學解釋，尚需要透過辨識與評價科學解釋的學習，進而讓學生理

解科學解釋各成分之差異與品質較好的科學解釋之標準(McNeill & Krajcik,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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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oval & Reiser, 2004; Wu & Hsieh, 2006)，因此經由辨識、評價與建構科學解

釋之實務才能有效協助學生發展科學解釋的品質。且科學解釋的相關教學大多是

透過探究、實驗等方式進行(Krajcik & Czerniak, 2007; Moje et al., 2004; Nicolaidou 

et al., 2011; Wu & Hsieh, 2006)，需要較長期的時間，但學生卻可能迷失目標(Wu & 

Hsieh, 2006)。因此本研究發展出僅針對科學解釋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學習並從

事科學解釋的辨識、評價與建構實務，透過客觀評估、挑選證據、建構基於證據

的解釋/結論並溝通之等活動，能夠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推理邏輯、評論反思

及二十一世紀的能力等(McNeill & Krajcik, 2009, 201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9)。 

科學素養已是當代的教育目標之主軸，而科學實踐與社會參與更是科學素養

中十分重視的部分(DeBoer, 2000)。社會參與的重要媒介就是科學新聞(McClune 

& Jarman, 2011)，因此培養科學素養很重要的一個向度，就是讓學生學習應如何

面對媒體中的科學報導，透過辨認科學相關的主張、證據及推理，閱讀與評估科

學訊息的品質等活動，去發展學生的科學素養、公眾科學之理解、批判思考等能

力(DeBoer, 2000; NRC, 2000)。然而以往科學新聞多作為概念學習、閱讀理解及

論證反思等活動題材(Jarman & McClune, 2002; Kachan, Guilbert, & Bisanz, 2006)，

較少讓學生有系統地評價、解析科學新聞中的結構、內容與科學解釋，提供他們

學習如何面對科學新聞、其中的複雜議題及混淆的論述，故本研究將科學新聞作

為科學解釋實務的主要教材，是過去相關領域研究所未有的融入情形，以期能有

效使用科學新聞培養學生科學解釋實務。 

據此本研究利用「改編的」科學新聞支持學生科學解釋實務的學習，使學生

練習辨識、評價科學解釋，並讓學生學習如何建構科學解釋。在此提出 REC 教

學模式的設計及實徵證據，可作為科學解釋或科學新聞的教學設計之參考及後續

改良之用，不只為科學解釋及科學教育領域的教學增添不同的設計面向，也為科

學新聞及科學傳播領域的教學提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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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研究目的 一、

有鑑於科學解釋對於學生科學理解及發展科學素養等重要性，但在學校教育

中卻時常被忽略，且產出科學解釋的過程中學生普遍遭遇困難；而科學新聞不僅

有科學研究的相關資訊，也包含著其他社會或政治等論述，且由於取得方便，學

生在面對複雜混淆的科學新聞，更容易受到科學新聞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欲以「改

編的」科學新聞為教材，針對九年級的學生，設計科學解釋之成分辨認、品質評

價及建構科學解釋的教學模式，稱為「辨識(Recognize)-評價(Evaluate)-建構

(Construct)」教學模式(簡稱 REC 教學模式)，評估其教學成效及學生科學解釋實

務的發展，並試圖找出能有效預測科學解釋實務的後測表現之變因，且探討學生

經過教學，學會評析科學新聞中的科學解釋後，是否對於判斷其科學新聞的品質 

有所影響。 

 研究問題 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在 REC 教學過程中，學生科學解釋實務的發展情形為何? 

(二) 國文科與自然科的學業成就對科學解釋實務是否具有預測力? 

(三) 在 REC 教學前後學生對於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之改變為何? 

第四節 名詞界定 

 科學解釋 一、

科學解釋是指依據證據，對科學事件或現象發生的原因及機制所產生的描述，

是科學活動重要的產物，其內容包含主張、證據及推理三個成分。 

 科學解釋實務 二、

科學解釋實務是指從事或學習科學解釋的相關活動。當學生在產生完整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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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解釋時，所需要具備的學習活動分為三大實務：辨識、評價與建構實務，而各

個實務之下又再依不同成分，各自分為三個層面：學生學習辨識科學解釋應學會

能夠辨識主張、證據、推理；而學習評價科學解釋應學會能夠評價主張、證據、

推理；學習建構科學解釋則應學會能夠形成主張、運用證據及產生推理。 

 REC 教學模式 三、

「辨識(Recognize)-評價(Evaluate)-建構(Construct)」教學模式(簡稱 REC 教學

模式)，其中分為六大階段：投入(Engage)、辨識(Recognize)、評價(Evaluate)、建

構(Construct)、修正(Revise)、溝通(Communicate)；整個過程是非線性、具彈性

且可來回不斷重複，以增加學生熟悉度，也可調整或增減步驟，以因應學生學習

情形。 

 科學新聞(已改編) 四、

「科學新聞」是指以呈現科學或科技的知識與資訊為主要內容的新聞報導，

其內容依呈現形式及呈現目的而有所不同，在本研究中主要是以科學研究十年內

新發現為主，屬於研究報告式的報導，其呈現的科學知識及原理是屬於國中「自

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相關的知識範圍，且因教學考量，而做了大幅修改與調整，

是屬於已改編過的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 五、

判準是指對於他人、社群或媒體所陳述的解釋進行判斷的依據或標準，以決

定個人對於其解釋品質的好壞，在本研究中是特別針對科學新聞品質的判斷依據，

故稱之為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新北市某公立國中九年級的學生，不能推論至其他地區

或其他學校的學生。主要探討的是科學解釋實務，因此其他各個探究能力或是其

他類型的科學素養皆不在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內。而研究中所進行的教學主題是科



7 
 

學解釋及科學新聞內容之議題，故教學主題及教學的人數、時間也受到限制。 

在研究方法上，由於研究者的角色為研究者及教學者，雖然有進行同意者百

分比同意度，也尋求科學教育專家的諮詢與討論，但還是可能帶有研究偏誤，且

資料來源有限，主要為紙筆測驗的科學解釋評量、學習單及訪談，可能無法完整

呈現出學生學習成果的全貌，因此不宜過度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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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四節，分別深入了解科學解釋、科學解釋的相關研究、本研究所發

展之教學模式及科學新聞四個部分。本文將於第一節中，由科學解釋的定義揭開

與論證的差異，接著探討其成分及好的科學解釋之標準；第二節則進一步深入探

究科學解釋相關研究、產出科學解釋時所歷經的階段－建構、評價與辨識、常遭

遇的困難與相關因素及文獻中所建議的教學策略；而承襲上述文獻的爬梳，參考

所提出的建議，進而發展出本研究所使用的「辨識(Recognize)-評價(Evaluate)-建

構(Construct)」教學模式(簡稱 REC 教學模式)，將於第三節中進行論述；最後本

研究作為引發學生動機、增強生活連結的教學材料及評量工具是科學新聞，將在

第四節的部分由科學新聞的定義作為開端，進而探討其重要性、結構及類型、教

學上的使用及評價品質之判準。 

第一節 科學解釋 

自從 Hempel 與 Oppenheim (1948)發表了關於科學解釋的經典文章─「解釋的

邏輯之研究(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之後，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者紛

紛嘗試解析與研究怎樣算是科學解釋、科學解釋應具備那些結構等科學解釋的相

關議題(吳佳蓮, 2005; 林正弘, 2007; 陸健體, 1994; 謝州恩, 2004; Ohlsson, 

1992) 。本研究將針對科學解釋進行探討，以提供教學及學習明確的架構與指標，

然而對於解釋不同面向的定義、特性、類型等在此不加以贅述。 

以下將針對關於科學解釋的相關研究，分為四個面向進行探討與分析。首先，

先定義出本研究所使用的科學解釋之意涵；接著嘗試區別科學解釋與論證之間的

關係與差異，以釐清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面向；並針對本研究所使用的科學解釋架

構之成分進行論述；最後綜合相關文獻，統整出判斷科學解釋的品質標準，以訂

立出本研究用以評價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亦將其作為教學模式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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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解釋的定義 一、

所謂「解釋」是針對「為什麼」及「如何」的問題，進行分析並說明事件、

現象的原因或機制，其目的與功用可傳遞知識概念的內容，指出事件之間的關聯，

具有使人清楚瞭解事件的真相及內部機制的功能(Chin & Brown, 2000; Ohlsson, 

1992)。在日常生活及各個學術領域中，不論是人與人、社群與社群或是個人與

社群之間的表達意見、概念釐清、知識傳遞、觀點溝通或想法互動，時常藉由解

釋達到瞭解、澄清、傳遞、溝通及激發等目的。而在科學教育中，有許多概念抽

象不易理解，此時解釋所扮演的角色也更加重要，教師必須藉由不同方式，解釋

科學概念或原理，讓學生理解知識、澄清想法，也可依據學生對概念的解釋，知

道學生的理解程度及想法，進一步適時調整、回饋，協助學生學習；而學生若能

藉由不同的方式，將主動建構的科學概念經由消化整理，形成個人的解釋，便是

有意義的理解與學習(Krajcik & Czerniak, 2007; McNeill & Krajcik, 2012; McNeill 

et al., 2006; Sutherland et al., 2006)，也可經由與他人的溝通，修改自己的理解與

解釋，進一步學習精緻化個人的解釋(Ohlsson, 1992)，深化學習並使其更具意義，

就如同 Pallrand (1996)提出「解釋是科學教育的中心」，在科學課室中教師進行解

釋以及學生產生解釋都是科學教育中十分重視的部分。 

解釋也是科學的基礎(Pallrand, 1996)，在科學課室中教師進行的解釋大多是確

定且非暫時的，然而在科學研究中的解釋，時常是暫時性的且尚未完善，亦被稱

作「科學解釋(Scientific Explanations)」，跟解釋有類似的目的與功用，亦是提供

現象發生的理由或機制，並說明事物運作的原因(林正弘, 2007)。但不同的是，

科學家們針對現象試圖回答「為什麼」及「如何」的問題時，需要依據所蒐集到

的觀察、資料及數據，並且要有邏輯的連結理論與觀察所產生的解釋，才能稱作

科學解釋(陸健體, 1994; NRC, 2000; Ohlsson, 1992)，就如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標

準》所強調的，「基於神話、個人信念、宗教價值、神秘的靈感、迷信或權威而

產生有關自然世界如何改變的解釋，可能是個人有用及社會相關的，但這些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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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具科學性(NRC, 1996, p. 201)」，所有科學的想法皆須來自實驗與觀察，否則

終將只是個人或社會的想法。因此，特別是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科學

解釋是需要依據實驗所得的觀察、資料或數據，以進行理論與觀察的邏輯連結

(Hempel & Oppenheim, 1948; Ohlsson, 1992)。 

綜合以上文獻之觀點，可將「科學解釋」定義為依據證據，針對事件或現象

發生的原因或機制所做的描述(林正弘, 2007; Krajcik & Czerniak, 2007; NRC, 

2000)。故本研究所採用此定義，以清楚明確的引介科學解釋之定義，使學生能

簡單明瞭的理解科學解釋之內涵。 

 科學解釋與論點、論證 二、

自從 1980 年代末期，論證在科學教育的領域中逐漸受到重視，論證相關的教

學設計之研究也持續增加(Cavagnetto, 2010; Lee, Wu, & Tsai, 2009)，卻也引發了

論證與科學解釋的混淆及相互交替使用的情形，缺乏一個明確的澄清(Osborne & 

Patterson, 2011)。何謂論證?論證與科學解釋的差異為何?此部分先針對論證的定

義進行探討，再釐清其與科學解釋之間的差異。首先由文獻中可知，在論證的議

題裡所使用的論點(Argument)可定義為含有理由的主張(Toulmin, 1985)；而論證

(Argumentation)是指在社群中去比較、支持、辯護與反對不同的主張，使得主張

相互競爭及驗證的活動(McNeill, 2008)。 

由此可知，論點是指其內容本身，而論證則是指建構論點的過程(Duschl & 

Osborne, 2002)，論點的建構可以是個人自行建構，也可以是透過多人辯護產生

(Driver et al., 2000; McNeill, 2008)。人們為了不同的目的產生論點，雖然主要目

的是辯護或驗證，但也可以是基於其他目的而產生(Toulmin, 1985)，就像是科學

家或學生為了要回答問題，而建構論點去解釋科學現象，亦即所謂的科學解釋

(Driver et al., 2000; McNeill, 2008; McNeill et al., 2006)，因此可以將個人所建構的

科學解釋視為一種自行建構的論點，如同 McNeill (2008)所述科學解釋可視為科

學論點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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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定義上的不同之外，綜合 Berland 與 Reiser (2008)、Osborne 與

Patterson (2011)與 McNeill (2008)等人所述，可以整理出論證與科學解釋有本質上、

目的上及順序上的不同。以本質來看，科學解釋的本質是用以回答問題，來自說

明現象或問題之需求，是較不被懷疑的，而論點的本質是驗證科學解釋的有效性，

來自說服或改進知識之需要，是尚待被驗證的(McNeill, 2008; Osborne & Patterson, 

2011)。以目的來說，科學解釋的目的在於說明原因或機制，使人明白，論證的

目的則在於驗證論點或主張，使人信服(McNeill, 2008; Osborne & Patterson, 2011)。

但是當科學家或是學生在進行科學研究時，針對科學現象想要提出新的解釋時，

經過實驗與觀察後，依據資料及先前知識會產生暫時性的論點，此時的論點主要

目的是依據證據說明探究時所觀察到的現象，並非是在驗證不同主張的有效性，

可視為暫時性的科學解釋(Osborne & Patterson, 2011) ；而當提出者要試圖說服同

儕時，科學家或學生便投入論證中，運用足以支持的證據為所提出的科學解釋進

行辯護，或反駁與說服他人，經由科學解釋間的相互競爭去證明主張的合理性，

導致科學解釋被認同、修改或推翻，直到科學解釋更為完善(Berland & Reiser, 

2008; Osborne & Patterson, 2011)。 

由此可知，其實科學解釋與論證皆為科學探究及科學知識產生的一部分，只

是發生的先後不同，完善的科學解釋是可以透過論證去發展，而論證的基礎是科

學解釋，兩者的實務是息息相關卻又不全然相同的，但亦會有模糊重疊的地帶

(Osborne & Patterson, 2011)。科學解釋是對於問題或現象的說明，以獲得更多的

理解；而論證則是驗證主張，以取得他人的認同(Osborne & Patterson, 2011)，論

證較科學解釋更多了社群及論點間的互動。因此依據以上觀點，在本研究的教學

模式中，雖有提供學生評價科學解釋及小組討論的機會，但主要是希望能經由辨

識、評價與合作學習，使學生理解好的科學解釋之結構與內容，藉以協助其建構

出較完整的科學解釋，而非著重在學生進行科學解釋的說服或驗證，因此本研究

採用科學解釋一詞，作為研究與教學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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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解釋架構 三、

在之前的許多文獻中，都嘗試著找出科學解釋的基本特徵或結構，以協助科

學家在從事實際研究的過程中能產生有效的科學解釋(陸健體, 1994)，也能應用

在科學教學中，讓學生能嘗試建構較完整的科學解釋，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科學

解釋成分主要採用 Sutherland 等人 (2006)及其他相關的研究所提出的科學解釋

架構(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包含三個成分：適當的主張、相關的證

據與推理，其科學解釋架構如下所述： 

(一) 主張(Claim)： 

定義為學生對於現象理解、調查或實驗的結果或其他數據的陳述，能以完整

的句子陳述，可以是問題的回答，也可以是描述變數之間的關係。 

(二) 支持主張的證據(Evidence That Supports the Claim)： 

來自學生或者他人的調查結果、所做的觀察，或其他研究者所做的報告等其

他來源所產生的未加工之數據，當這些數據被用來支持特定的主張時，便成為證

據。 

(三) 連結證據與主張的推理(Reasoning That Links the Evidence to the Claim)： 

其為學生判斷數據是否能用來支持主張所做的說明。推理一直是最困難且複

雜的部分，涉及建立主張與證據間的邏輯關係，呈現出此連結如何具邏輯性且符

合科學原則。 

雖然此科學解釋架構主要是參考Toulmin所提出的論證模式及Krajcik等在過

去的相關研究(McNeill & Krajcik, 2009, 2012; Moje et al., 2004; Sutherland et al., 

2006)，但在相比於其他科學解釋文獻中所提出的觀點與結構，存在許多相似性。

如同 Hempel 與 Oppenheim (1948)延續 Carnap 的解釋結構，提出演繹-法則模式

(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即 D-N 模式)，亦同樣將解釋的成分分為待解釋

項(Explanandum)與解釋要素(Explanans)，待解釋項為描述欲說明的現象，是依循

解釋要素的邏輯推論所得，就是針對現象所提出的說法，亦即 Sutherland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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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所定義的主張；而解釋要素則為用來說明現象的一系列句子，是包含一般

定律或是理由、是經由實驗或觀察所得的，其中經由實驗或觀察所得的句子即為

科學數據或資料，亦即 Sutherland 等人 (2006)所定義的證據；而解釋要素中一般

定律或提及理由的句子，其實就是說明如何由科學數據或原理推論出待解釋項，

亦即Sutherland等人 (2006)所定義的推理。換句話說，在科學解釋的組成成分中，

待解釋項便是主張，解釋要素包含證據與推理。 

然而並非所有的科學解釋皆能以演繹-法則模式涵蓋之，如概率模式中的解釋

要素未能依循邏輯而得到待解釋項，而是考量或然率的不確定性。但即便如此，

各種類型的科學解釋基本上皆含有解釋要素與待解釋項，只是所遵循的邏輯不同

(陸健體, 1994)，解釋要素與待解釋項的結構被視為科學解釋的一般模式(Hempel 

& Oppenheim, 1948)，也表示科學解釋基本上是由主張、證據及推理所構成。 

相似的科學解釋架構—主張、證據、推理，在先前的研究中，也同樣被重視、

被提出或是被應用。如在Sandoval (2003)與Sandoval與Reiser (2004)相關研究中，

認為科學解釋應包含因果的連貫與證據的支持，而因果的連貫又包含因果機制的

闡明及成因與結果的連貫，此部分則為推理的連結，並以此作為學習軟體之設計

概念。雖然先前有些研究未將科學解釋的成分稱為科學解釋架構，但其實已隱含

相同的概念：在科學解釋中至少含主張、證據、推理三個成分。 

許多研究依據科學解釋的三個成分進行相關實徵研究(L. Kuhn & Reiser, 2005; 

McNeill & Krajcik, 2009; Reiser, Krajcik, Moje, & Marx, 2003; Sandoval, 2003)。接

著最近的文獻又更進一步提出第四個成分－另有解釋(Krajcik & Czerniak, 2007)

或反駁(McNeill & Krajcik, 2012)，是屬於較為複雜的成分，且須以前三個成分為

基礎去進行理解與學習的(Krajcik & Czerniak, 2007; McNeill & Krajcik, 2012)。然

而科學解釋的教學與學科的教學相同，遵循由簡單到複雜的規則，逐步改變學生

學習的質與量，可依據學生的經驗、理解與年級，在教學的一開始時先讓學生理

解科學解釋的三個成分：主張、證據、推理；當學生較為理解並能建構科學解釋

時，再加入第四個成分(Krajcik & Czerniak, 2007; McNeill & Krajcik,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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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科學解釋架構，是綜合以上相關的研究及考量研究對

象的經驗、理解程度與年級之後，主要採用科學解釋中的三個成分，暫不考慮第

四個成分，並將其分別定義如下： 

(一) 主張： 

關於科學現象、實驗結果、數據資料的理解或是科學問題可能的答案。 

(二) 證據： 

能支持主張的科學數據或資料，可以是量化或描述性數據，其來源可以是自

己或他人的調查、觀察或是其他研究報告。 

(三) 推理： 

說明證據如何支持主張，以建立主張和證據間的連結關係，呈現其如何遵循

科學原則。 

雖然本研究欲藉由系統性的教學方法，將科學解釋拆成三個成分，以期學生

能夠更容易地學習建構科學解釋；但學生在建構科學解釋時，仍須協助學生將成

分相互連結在一起(Krajcik & Czerniak, 2007)，才能寫出一個完整的科學解釋。如

此一來，以明確且易理解的科學解釋架構作為學習的基礎，能使科學解釋的教學

更有效的協助學生建構科學解釋，而學生亦更容易進行有意義的理解及學習。 

 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 四、

學生在學習建構科學解釋時，若僅單靠科學知識的理解與科學解釋架構的教

學，並不足以使他們理解科學解釋與其成分的意涵和重要性，也無法建構出較完

整的科學解釋，還需要讓學生知道怎樣的科學解釋算是好的科學解釋(Sandoval & 

Millwood, 2005; Sutherland et al., 2006)，才能使學生在建構科學解釋時，有清楚

明確的指標，以供依循，進而透過不斷的調整與修改，以寫出品質較好的科學解

釋。再者，建立科學解釋品質的標準除了能有助於學生學習科學解釋的建構，也

能有助於教師發展科學解釋的評分標準(McNeill & Krajcik, 2012; Sutherland et al., 

2006)，以檢核學生的成果，並依循標準給予適當的回饋，協助學生不斷改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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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科學解釋之品質。 

因此本研究參考科學解釋相關文獻與實徵研究，依據科學解釋架構的各成分

歸納，進而發展出本研究中教學所使用的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the Critiria of 

Evaluation)，綜合整理如下： 

(一) 主張 

1. 關聯性(Relevance)： 

主張須與欲探討的現象、主題、研究問題，以及收集到的數據有關聯(Krajcik 

& Czerniak, 2007; Moje et al., 2004)。當所欲探討的主題、現象或問題是冰原融化

的改變情形時，學生所形成的主張應為冰原融化情形的描述，而非溫室效應的影

響，也就是主張的內容必須與研究主題、現象或問題是有關的，此主張才算具備

高度的關聯性。當所蒐集的數據是溶液的酸鹼性、植物的成長高度等數值，則學

生所產生的主張應是與酸鹼性、植物成長高度有關的陳述，如此一來主張才算是

與數據具有高度關聯。 

2. 一致性(Consistence)： 

主張須與實驗所蒐集到及觀察到的證據符合，具有相同一致的趨勢或變數關

係(NRC, 1996, 2000)。也就是當一個研究有自變項與依變項，主張必須描述出變

數之間的關係，若證據中的變數呈現因果關係，則主張應描述出因果性的關係，

而非僅描述趨勢變化；若證據的數值呈現相關性的關係且為持續增加，則主張應

描述出變數間遞增的趨勢。如同 Wu 與 Hsieh (2006)歸納出，科學解釋應滿足四

個條件中的兩個：明確指出變因間的因果關係且具一致性、使用科學數據為證據

且與主張間具一致性。由此可知主張與證據一致並符合其規律，才能算是好的主

張。 

(二) 證據 

1. 支持程度(Support)： 

證據須與主張及研究問題有關，並足以呈現出主張所描述的關係(Berland & 

McNeill, 2010; McNeill, 2011; McNeill & Krajcik, 2009; Nicolaidou et al., 2011)。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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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主張與問題若是探討暖化對稻米的影響，則證據應與暖化及稻米有關聯

的研究，且能支持其主張的說法。若主張是屬於因果性的陳述，則證據亦應是屬

於因果性的研究、資料或是數據；若證據是屬於現象的描述，則不足以支持因果

性的主張。而在許多相關文獻的編碼架構中，「使用適當(appropriateness)的數據」

就是指，學生所使用的數據與主張越有關、越符合、越一致，其支持程度就越高，

代表著相較於其他數據，可視為較適當的證據。 

2. 證據來源(Source of evidence)： 

在現行教學中較少提及的課題是關於證據的詮釋、衡量與評估，Nicolaidou

等人 (2011)認為需要將複雜且多樣的數據賦予意義、權衡其關係及檢驗證據的可

信度等，因此提出四個待加強的部分：考量資料來源、考慮證據呈現、思考證據

與解釋的連結、用先備知識評估。其中考量資料來源是考量證據的來源，包含科

學數據的提供者、研究者所處或所刊登的機構，如國家研究院或報章雜誌等。 

3. 證據數量(Number of evidence)： 

解釋中所呈現證據的組數，或是使用多來源的證據(McNeill & Krajcik, 2012; 

Moje et al., 2004)。但前述的想法早在十九世紀時便由 Carnap (1950、1962, 引自

Salmon, 1989)提出四個標準：符合待解釋項(Similarity to the Explicandum)、精確

(Exactness)、豐富(Fruitfulness)及簡化(Simplicity)，其中的豐富則表示證據的質與

量及推理的內容皆要夠豐富，才能視為完整的科學解釋；而量的部分就是指證據

的數量必須足夠多；還有 Sandoval 與 Millwood (2005)在研究中，針對學生引用

證據的部分，發展出一套評分編碼，分為三個層次的考量，其中第一層的考量就

是引用證據數量的多少。然而除了考量組數的量之外，不同資料類型的來源其結

果若皆與主張一致(Tytler, 2001)，更顯示出其堅實性。 

4. 數據處理(Use of data)： 

經由不同方法或標準，將數據進行深入的處理，呈現出與其他數據的差異或

關係，包含數據的轉化、篩選與比較等(Aikenhead, 2005; Gott & Duggan, 1996; 

Sandoval & Millwood, 2005)，數據處理不僅是描述比較的方法，還須說明比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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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即為 Nicolaidou 等人 (2011)提出待加強的四個部分之一－考慮證據的呈現。

且可藉由學生對數據的處理，揭漏了其對關係的理解或使用證據的方式，是將數

據做重要的比較或是與研究的基準值比較(Sandoval & Millwood, 2005)，是挑選無

關數據作為證據還是選出關鍵數據作為證據等，能顯示出不同使用的差異，因此

以此作為本研究的證據品質之主要參考。 

(三) 推理 

1. 連結呈現(Connection)： 

建立主張和證據間關係的推論，和呈現這些連結如何遵循科學原則，其中包

含兩個部分：原理連結與數據連結。其中數據連結的部分是呈現特定的數據規律

如何連結特定的主張，說明為何數據能成為證據，或數據被刪去為非證據的理由

(McNeill & Krajcik, 2012)，以澄清數據對於問題及主張的關係，也就是 Nicolaidou

等人 (2011)提出待加強的四個部分之一－思考證據與解釋的連結；原理連結的部

分，挑選出與研究問題有關的科學原則，以闡述原因或機制的方式，說明數據如

何支持主張(Hempel & Oppenheim, 1948; McNeill, 2008; Sutherland et al., 2006)。 

2. 融貫性(Coherence)： 

推理須與主張的陳述、證據的內容有連貫，也就是三者相互有關且一致，彼

此環環相扣(Hempel & Oppenheim, 1948; Sandoval, 2003; Sandoval & Millwood, 

2005; Sandoval & Reiser, 2004)。也就是推理中所使用的證據及所做的連結說明，

皆須與主張的陳述有關且一致。當學生認為物體落下速度與物體質量無關時，其

挑選的證據中須呈現，物體落下速度與質量的改變沒有固定的趨勢，而推理中則

針對證據加以說明物體質量與落下速度的趨勢，並以科學原理闡述之，闡明由證

據與科學原理如何得到主張，如此一來，經由推理的說明將主張、證據連貫為一

整體，使其具備融貫性，才算是好的科學解釋。 

以上各項為本研究整合相關研究所發展出的評價標準，主要用來進行教學，

讓學生依據此評價標準，針對他人所建構的科學解釋，評價科學解釋中各成分品

質的好壞；以及後續分析之主要依據，使研究者能盡可能客觀評斷學生所建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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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解釋之品質。 

第二節 科學解釋相關研究 

以往科學解釋的建構是屬於科學探究活動中的一環(吳百興, 張耀云與吳心

楷, 2010)，但由文獻可以發現學生在建構科學解釋上感到困難(Sutherland et al., 

2006)，再加上在執行整個探究活動，學生容易迷失探究的問題與目的，而導致

無法針對研究問題、實驗數據進行科學解釋的建構，但由於科學解釋的建構是科

學教學的中心(Krajcik & Czerniak, 2007)，且使學生投入建構科學解釋，也有助於

達到科學探究的目標(Sandoval & Reiser, 1997)，因此逐漸有學者將研究與教學的

重心聚焦在科學解釋的建構上，開始以解釋或證據為導向的研究架構，探討對學

生建構科學解釋的發展。 

據此，本節將回顧科學解釋的相關文獻，統整以往針對科學解釋所進行的教

學設計與活動，再探討學生在建構科學解釋時，所遭遇的學習困難與影響因素，

並將先前文獻中針對學習困難所建議的教學策略，作為設計出本研究的教學模式

之參考。雖科學探究活動中有包含科學解釋的實務，但本節的回顧將專注於強調

科學解釋的教學活動或研究設計，對於科學探究活動的相關細節則不加以闡述。 

 科學解釋之相關教學研究 一、

NRC (2000)強調科學教學標準的中心是探究，提出了課室探究的五項特色：

學習者投入科學導向之問題、學習者挑選出足以發展和評價解釋的證據、學習者

依據證據形成解釋以回應科學問題、學習者評價他們的科學解釋、學習者溝通並

為所提出的解釋辯護。其中後四項特色皆描述學生在探究中所應習得的科學解釋

相關知識與技能，不僅彰顯出科學解釋在科學探究及科學課室中的重要性，也給

予教師在進行科學解釋教學的指標：學生應學會如何挑選證據、如何使用證據發

展科學解釋、如何評價科學解釋、如何溝通與辯護。由於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僅止

於前三項指標及如何溝通，因此將針對研究範圍內的指標進行文獻回顧，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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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教學模式設計之參考。 

Sandoval 與 Reiser (1997)針對「天擇」設計出以解釋為導向的探究課程，以

著重培養學生在探究活動中科學解釋的技能，並利用科技的學習環境與軟體－

「解釋建構者(ExplanationConstructor)」，其設計上將呈現出問題、解釋、數據與

因子的權重，以協助學生使用及詮釋數據，並且經由全班討論、批判、評價，使

學生學習精緻化、表達及評價科學解釋，並理解證據的重要。經過一系列的活動，

可以發現透過學習環境與工具的引導及反思好的科學解釋之標準，使得學生能說

明科學解釋及其因果關係，並能引用數據支持他們的主張，產生出具有因果融貫

的科學解釋。但雖然如此，學生有時還是會遺漏背後的機制，或是無法使用一致

的標準，而且當主張看起來很合理時，更容易遺漏證據的引用。延續先前的教學

與研究設計，Sandoval 等人進行一系列的研究 (Sandoval, 2003; Sandoval & 

Millwood, 2005; Sandoval & Reiser, 2004)，不斷的調整、修改，針對「演化」課

程，以已發生的歷史事件為脈絡，要求學生以數據的調查、比較與詮釋，建構一

連串的因果推論，除了同樣使用解釋建構者的軟體之外，還強調證據的使用，並

增加了同儕互評及分析學生的作答內容等等。研究發現，學生能建構出明確因果

關係的科學解釋，表示將科學解釋作為學習的重心，加上學習工具的引導、班級

討論、評價與回饋，才能使學生學會建構科學解釋，能針對因果機制做說明。 

由多位美國科學教育學者所進行的 The Investigating and Questioning our 

World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簡稱 IQWST)的研究計畫，在符合國家標

準的原則上，以專案本位(Project Based)的科學探究活動，並結合研究的執行，

以促進並探討科學和科學素養的學習，其中建構科學解釋亦是 IQWST 的學習目

標之一。以 IQWST 專案本位的科學課程及科學解釋為參考架構所設計的研究，

包括：Moje 等人 (2004)經由參與者的討論建立出主張、證據、推理及文字表達

的標準，並利用不同的數據表徵及文本，讓學生透過數據蒐集、呈現與分析的引

導，以及呈現範例與示範，讓學生練習建構與評價科學解釋；McNeill 等人 (2006)

利用學生先前所蒐集到的數據與對科學解釋的理解，要求他們先產生解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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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領導科學解釋的討論，介紹其架構並示範如何建構，最後讓學生使用這個架構

與範例，修正一開始的解釋，並且在過程中提供不同的寫作提示－一般性提示與

特定性提示－作為教學鷹架，進而探討不同鷹架－持續式鷹架與褪去式鷹架－的

成效；McNeill (2011)以七個課程進行教學，其中有兩個寫作任務，要求學生蒐

集數據，並針對給定的問題寫出其論點，接著利用每天的例子去討論如何建構論

點，向學生介紹科學論證架構－即科學解釋的三成分：主張、證據、推理－及其

定義，再修正先前所寫的論點，過程中持續針對每個任務提供特定的寫作提示。 

由這些科學解釋的相關研究發現，其教學方式多以探究活動為主，只是學習

環境、課程內容、協助鷹架或進行方式有所改變，像是以實驗活動去進行探究、

以科技工具或寫作鷹架作為探究的學習支持、或是輔以線上資源或環境探究不同

的主題等。但在這樣的探究活動中，對於學生而言，除了要學習科學解釋的建構

之外，還需學習其他的知識或技能，如：如何設計實驗、如何使用工具或如何有

效進行線上搜尋等等。這可能導致學生的學習負荷過重，也可能造成學生對整體

活動目標的迷失或了解不足(Wu & Hsieh, 2006)。因此本研究將僅針對科學解釋

的部分進行教學與研究探討，其中所使用的資料皆由教師提供，盡可能降低學習

負荷，使科學解釋的教學與學習更有效率及效果。 

 科學解釋實務：建構、評價與辨識科學解釋 二、

由上述文獻來看，在科學解釋的實務中，科學家或學生須先針對研究問題與

所得數據歸納形成主張，再依據主張提出所能支持的數據，即為證據，且說明數

據為何成為證據，並使用科學原理闡述證據如何支持主張，因此從事科學報告撰

寫的實踐，需經過形成主張、運用證據及產生推理的階段，才得以建構出科學解

釋。由此可知，學生建構科學解釋時，至少需要具備「形成主張、運用證據、產

生推理」此三個階段。 

然而僅只是建構科學解釋，學生有可能流於在形式上，以主張、證據、推理

的順序，有規則地完成一段文字(Sutherland et al., 2006)，但這樣的撰寫是無法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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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科學解釋的建構，達到教學目標－發展學生概念的理解與應用，以及能力的培

養。學生需要理解何謂好的科學解釋，就如同 Sandoval 與 Millwood (2005)所述，

「建構科學解釋需要理解與應用相關的理論，及理解好的科學解釋標準」(p.32)。

因此可藉由評價各種科學解釋的練習，知道如何寫出完整的科學解釋，才能讓學

生理解他們應達到怎樣的學習目標，不僅能讓學生知道在不同科學內容中，如何

使用科學解釋架構，也使他們思考科學家如何建構科學解釋(Krajcik & Czerniak, 

2007; McNeill & Krajcik, 2012; Sutherland et al., 2006)。 

但評價具有以人為主的觀點之本質，若僅是以個人觀點評價科學解釋，難免

流於主觀，則無法達到前述之目標，甚至淪為批評或膚淺。因此建立一套評價的

標準與原則是必要的(White & Frederiksen, 1998)，以針對科學解釋的內容與成分

間的連結，進行合理、明確且盡可能客觀的評價，並加以設計評價活動，提供教

師示範與學生練習的機會(Wu & Hsieh, 2006)。如此一來，才能使學生透過評價

活動，理解產出科學解釋時的指標，並進而提出確實的建議，以進一步修改、調

整，協助建構出好的科學解釋(Wu & Hsieh, 2006)。 

然而評價是以往相關研究中較少被提及的，或是僅以簡易自我評量和同儕評

量的工作單作為使學生反思的工具(Sandoval & Reiser, 2004; Wu & Hsieh, 2006)，

但卻未經過教師的引導或示範，去提供學生學習如何評價的機會，其學生的評價

表現自然不佳。但由於評價與評論科學解釋，可訂立學習典範或再次審視，以精

緻化學生的科學解釋，及提供反思與修改科學解釋的機會，因此近年來開始逐漸

受重視(Krajcik & Czerniak, 2007; McNeill & Krajcik, 2012; Sutherland et al., 2006)。

由此可知，學生若要產出好的科學解釋，除了能建構科學解釋外，能以客觀標準

去評價科學解釋，並利用此標準去進行科學解釋的建構，也是十分重要的層面。 

但是在評價各種類型的科學解釋時，若學生無法辨識科學文本中科學解釋的

各成分，亦無法達到利用評價發展學生建構科學解釋之目的。因此提供學生辨識

科學解釋各成分的機會，是產出科學解釋的基石，可讓學生思考怎樣算是主張、

證據及推理，有助於學生理解科學解釋的各成分之意涵(Krajcik & Czerniak,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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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eill & Krajcik, 2012)，還能區別與其他描述的不同，也能思考比較主張、證

據及推理的呈現方式，去發掘不同學科領域及情境之下的科學解釋有何相同與不

同處，以協助學生在寫出科學解釋時，知道並理解自己所建構的成分，思考並決

定各成分的呈現或描述方式，才能寫出較適當的主張、證據與推理。 

辨識雖是評價與建構科學解釋的基礎，但在以往的相關文獻中更是幾乎未被

提及，然而實際教學現場確實有教師提供學生去辨識科學解釋的各成分，為的就

是讓學生更加理解各成分在科學解釋中的角色與意義(McNeill & Krajcik, 2012)，

因此學生可透過辨識科學解釋的培養與奠基，進一步發展學生對科學解釋架構的

理解(McNeill & Krajcik, 2012)，以及作為後續科學解釋的評價與建構的根本。 

經由綜合上述論點，本研究將科學解釋的實務分為三大階段：辨識、評價與

建構，而各個階段之下又再依不同成分難易，各自分割為三個層面：學生學習辨

識科學解釋應學會能夠辨識主張、證據、推理；而學習評價科學解釋應學會能夠

評價主張、證據、推理；學習建構科學解釋則應學會能夠形成主張、運用證據及

產生推理。 

 科學解釋實務之困難與相關影響因素 三、

在學校課程中，並未有科學解釋的相關教學活動，對學生而言，這樣產出科

學解釋的過程是陌生未接觸過的(McNeill et al., 2006)。學生因不熟悉而無法順利

產出好的科學解釋是必定遭遇到困難(Krajcik et al., 1998)，但經過科學解釋的教

學後，還是有學生無法建構出完整的科學解釋。這顯示了科學解釋的教學是具有

挑戰的。若欲使學生的科學解釋更加精緻與完整，本研究須針對所遭遇的學習困

難，去設計其教學模式，以有效協助學生學習產出好的科學解釋。綜合先前文獻

的探討與結論，並依據本研究所提出的三大層面，整理出以下的困難之處： 

(一) 辨識： 

學生對於所觀察到的現象與對數據的想法之間，時常分辨不出來，不易區辨

出主張、證據與推理及其之間的差異。且不僅學生甚至是具有專業知識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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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有辨別證據跟理論的困難(D. Kuhn, 1991)，區分不出研究發現跟針對數據所

產生的想法(Sandoval, 2003)，有可能是因為不理解成分及其意義與特徵(Sadler, 

2004)。 

(二) 評價： 

評價科學解釋是以往研究結果中，成長幅度最小，且學生表現最差的部分(Wu 

& Hsieh, 2006)，學生對解釋的評價較為籠統、不明確，可能是因評價是認知任

務中屬於較高階的能力(Bloom, 1956)，需要學生達到相當的心智成熟與評價經驗，

才能展現豐富且盡可能客觀的評價表現；或教師引導不足以使學生評價表現有所

增長(Wu & Hsieh, 2006)，可能是由於以往的研究中並未明確地教導學生應當如

何評價、以什麼標準進行評價。 

(三) 建構： 

學生進行科學解釋的建構時，常會忽略異例或扭曲數據以符合自己已有的想

法(蔡佩穎, 張惠博, 林雅慧與張文華, 2010; Schauble, 1996)，也常依據個人想法

形成主張(Hogan & Maglienti, 2001)，是不經證據證明的，可能是習慣於以自己的

想法、信念或知識為出發點(McNeill et al., 2006)，去判斷或說明現象的發生機制

與原因。 

對於證據的使用上，大部分學生不會運用科學數據做有力的支持，導致科學

解釋中缺乏證據(McNeill et al., 2006; Sandoval & Millwood, 2005)；或是在判斷證

據的來源與處理上，甚至常用以自己的假設與想像、他人的說法作為證據，或是

使用不適當的證據(吳佳蓮, 2005; McNeill et al., 2006; Sandoval, 2003)，或是使用

證據的數量不足以支持主張(McNeill et al., 2006)，或是僅描述數據但未呈現進一

步的比較及處理，這些都可能是因缺乏理解與判斷證據所導致的，是學生科學解

釋中，較難成長的部分(Wu & Hsieh, 2006)。 

在推理的部分，鼓勵學生針對主張進行推理的說明是教學上最困難的(吳佳蓮, 

2005; Moje et al., 2004)。時常發現學生只會呈現統計的資料和結論，卻無法適當

的連結資料與主張(Krajcik et al., 1998)，以有效的證據去支持主張；或是推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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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不夠完整、詳細(吳佳蓮, 2005)，未寫出推論的過程、缺乏清楚描述因果關

係、說明或描述資料之關係和意義的方面稍嫌不足；或是推理所使用的科學概念

或過程機制不清楚(Wu & Hsieh, 2006)，未提及任何科學概念與機制(McNeill et al., 

2006)、或有提及但包含不明確(Aikenhead, 2005)、錯誤或似是而非的描述(吳佳

蓮, 2005)。 

由先前的研究可以發現，學生對於科學解釋的建構是不熟悉且感到窒礙難行

的。這些學習困難，可能是某些相關因素所導致的，有些是教學的部分造成的，

而有些是受到個人的影響，如個人經驗、認識觀、先備知識、學習成就、推理能

力等。然而教學對學生各方面學習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因此僅針對個人差異的

相關因素整理，如下列五項所述： 

(一) 先備知識與經驗 

許多研究指出學生在建構科學解釋的過程中，會受到其過去經驗及先備知識

的影響(吳佳蓮, 2005; Sandoval & Millwood, 2005)，他們習慣會用自己的想法做

結論(Schauble, 1996)，並非是根據證據或資料(Hogan & Maglienti, 2001)。當學生

所遭遇的問題是未學習過的或是新情境，更容易以先備知識或經驗進行科學解釋

的闡述(吳佳蓮, 2005)。 

(二) 內容與科學概念的理解 

學生對於科學概念或內容的瞭解程度，也會影響進行科學解釋實務的精緻程

度(McNeill et al., 2006)。若學生未完全理解科學概念與內容，在辨識、評價與建

構的過程可能都會造成誤判或是寫出錯誤的推理過程，或是僅止於寫出科學名詞

或定義背誦；若完全理解概念與內容，則能夠有機會，形成恰當的主張、使用適

當的證據、寫出完整的推理過程。然而，由於研究工具與施測時間的限制，故在

本研究中將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業成就」視為「科學概念理解」。 

(三) 個人心理特質與狀態 

學生對資料的不信任或不確定，會影響到其建構的科學解釋，可能造成誤判、

扭曲或提出不充足的證據等等，若是經具權威性的他人之認同，學生則較能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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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提出證據(Wu & Hsieh, 2006)、解讀數據或判斷趨勢。因此學生的個人心理特

質與狀態，亦會影響到所產生的科學解釋。 

(四) 邏輯推理能力 

也就是形式推理能力越高的學生，其解釋推理的表現較優異，邏輯推理技能

可能會影響科學解釋的品質(簡錦鳳, 2007 )。 

(五) 認識觀 

認識觀被心理學家們定義為，個人對知識的本質及其產物之信念，是屬於個

人的認識觀(personal epistemology)，可將其分為形式認識觀(formal epistemology)

和實務認識觀(practical epistemology)，其中形式認識觀是指個人對於專業科學或

正規科學領域中的知識與其產物之想法；實務認識觀則是指在學校科學課程中學

生對於所擁有的知識產物之想法(Sandoval, 2005)。而在吳佳蓮 (2005)的研究中發

現了不同類型的認識觀傾向不同觀點的學生，所產生的科學解釋之品質也有所不

同；各階段與層次中，產生推理和提出證據支持主張也因不同認識觀而發展出不

同的進步幅度。 

在科學解釋實務中涉及科學概念與寫作或口語表達的表現，依據前五項因素，

本研究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業成就」作為欲探討之因素；此外，其中「國

語文領域學業成就」所評量的項目，有一部分是屬於學生閱讀理解、寫作或口語

表達的能力，所以本研究亦將其列為欲探討因素之一。據此，本研究將探討不同

的學業成就－「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業成就」、「國語文領域學業成就」與科學

解釋整體及各階段表現的關係，以了解學生在學校課程中所習得的知識與技能，

是否能有助於他們產出好的科學解釋。 

 文獻建議的教學策略 四、

統整先前的研究與發現，在 Sutherland 等人 (2006)、Krajcik 與 Czerniak (2007)

所撰寫的書籍中，奠定了 IQWST 科學解釋架構的基礎：主張、證據、推理，並

且也針對先前的研究資料與討論，提出了許多教學的建議與策略。然而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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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WST 也已針對教學的部分進行研究，以探討如何能讓學生更有效的學習建構

科學解釋。針對如何指導學生產出較完整的科學解釋，綜合 Sutherland 等人 

(2006)、Krajcik 與 Czerniak (2007)、McNeill 與 Krajcik (2008)、McNeill (2008)與

McNeill 與 Krajcik (2012)由先前研究所發展出的教學策略，有以下七點： 

(一) 連結學生對解釋的先前經驗 

由學生已知的日常解釋之意涵作為基礎，教師可幫助他們分析日常解釋，去

思考其需要事實或其他證據的佐證，去思考「解釋」如何開始、怎樣算好或不好

的解釋及區別基於觀點或證據的解釋差異等等。如此一來，以每天所用的解釋作

為立足點，可幫助他們辨認什麼是科學解釋，並且建立解釋的基本形式，去使其

對於解釋的理解更有意義。 

(二) 產生科學解釋的架構，並使其清楚明確 

可藉由考量不同的解釋，並討論怎樣算科學解釋，去引導學生產生科學解釋

的架構，也可使用其他名稱代替架構中成分的名稱；當全班共同產生這些成分時，

學生能更深入理解科學解釋的架構與其重要性。亦可將科學解釋架構直接提供給

學生，並提供例子，讓學生辨認出例子中的主張、證據及推理，但學生容易忽略

科學解釋是一個整體，僅變成完成句子的活動。因此教師須幫助學生在成份及科

學解釋間來回，這是很重要的，主要是讓學生理解三個成分如何運作。 

(三) 形成科學解釋的標準，並練習評論科學解釋 

教師應該鼓勵學生嘗試去評價個別成分的品質，以幫助學生在成份及科學解

釋間來回檢視。在教師以放聲思考示範批判的過程後，教師可要求學生找出問題，

也能與同儕交換並評論其建構的科學解釋，或是提供前一年學生的作品作為練習。

但須強調在任何評論中是針對作品而非人，應該凸顯作品的優缺點，並提供具體

建議以改進。 

(四) 呈現科學解釋的示範 

教師應該在口頭上及寫作上，創造示範建構科學解釋的機會，並以放聲思考

的策略，使得思考的過程可以被學生觀察到，幫助其理解教師在建構科學解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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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些什麼。因此教師須示範如何思考數據，如何思考加入科學原理，以及如何建

構足以令人理解的科學解釋，呈現出在整體與成分之間思考的移動。再者，學生

不僅要學習寫作的規則，也要去理解各類文本的模式，觀察好的科學解釋之範例，

對學生來說是很重要的，可使他們知道要達到怎樣的目標，且更能理解對各成分

與如何結合在一起運作。因此本研究擷取由網站或新聞挑選出來的科學新聞，雖

然科學新聞的內容常是複雜、不完整，包含了其他論述，也有著不同的寫作規則，

但重要的是，學生可藉由學習辨識、評價與建構科學新聞中的科學解釋，去學習

如何面對不同模式文本與學科領域的差異，將有助於學生觀察、判斷、篩選、辨

識、評價與建構等等。若學生能跨越文本及學科領域的限制，使用不同模式的文

本，讓他們練習將主張、證據、推理的這些架構使用在不同領域的科學解釋上，

能培養學生對各成分與整體運作的察覺，進而使他們發展科學解釋實務的表現。 

(五) 提供練習的機會 

不同內容、不同形式的數據、不同類型的問題都需要不同的科學解釋，學生

在跨領域使用架構時也會有不同的成果，因此練習是很重要的。有許多方式能提

供練習的機會，例如：鼓勵學生使用科學解釋去口頭回應；要求學生提出證據與

推理以支持所形成的主張等等。 

(六) 給予作品回饋 

教師所提供的回饋是很重要的，應針對科學解釋整體與各成分品質，給予回

饋。且強調改進方式的說明。可利用清楚具體的評論、引導的問題、額外的例子

作為回饋內容，使學生更易理解和閱讀，並依據回饋修改，以引導學生進行有意

義的修正。引導回饋的工具也可以是評分標準，針對特定任務，創造詳細的評分

標準，可讓學生共同討論制定，也可由教師訂定，評分標準能協助教師提供更具

體的回饋。 

(七) 提供修正機會 

修正與回饋的數量取決於學生的成長、時間及目的，教師不須針對所有的主

張、證據、推理給予回饋，有些時候提供一個或兩個成分的回饋可能更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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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輪的修正只著重在證據上、全班或是某位學生常見的問題。而在第二輪

的修正時，可先讚美學生有進步的地方，再針對另一個成分提出建議。確認學生

在修正的過程中留下每一次作品，讓他們可以看到自己在建構科學解釋上的成長、

及對於科學概念理解的發展。 

本研究將揉合上述的教學策略指引、先前的相關文獻及教學經驗，設計一套

科學解釋實務的教學模式，將於下一節闡述之。此教學模式期望能協助學生運用

概念進行科學解釋的實務，培養學生客觀的評價，學習清楚明確的表達，嘗試精

緻化科學解釋及概念，且從中發展出學生未來所需的各項能力。 

第三節 REC 教學模式 

辨識、評價及建構科學解釋為主要的科學解釋實務，若能夠有系統、明確的

教育學生如何辨識、評價與建構科學解釋，提供一個科學解釋的架構及評價標準，

使學生寫出的科學解釋發展得更加完整，必能幫助他們在科學的探究與學習上，

更能有意義的理解與應用科學概念，以及精緻並深化個人的知識與理解。 

然而在這樣的過程是不容易的，不只是需要理解科學的原理原則，還需要學

習與練習的(Sutherland et al., 2006)，有鑑於前述文獻發現到的學習困難及科學解

釋的重要，因此本研究參考先前相關的實徵研究、文獻建議、教學策略及基本的

教學原理，發展出一套「辨識(Recognize)-評價(Evaluate)-建構(Construct)」教學

模式(簡稱 REC 教學模式)，其中分為六大階段：投入(Engage)、辨識(Recognize)、

評價(Evaluate)、建構(Construct)、修正(Revise)、溝通(Communicate)，其詳細內

容如下所示： 

 投入(Engage) 一、

藉由每天日常生活的例子，引起學生對於範例中議題的興趣，使其願意閱讀

及了解其內容，並主動學習或積極搜尋與議題相關的科學知識或概念原理。較貼

近學生生活的例子，像是生活中的對話或是報章雜誌、網站新聞等有趣且與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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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相關的範例，作為科學解釋教學的開端，使學生可能會更願意投入心力去深

入探究。 

然而因為日常生活的範例中，內容及用語較為艱澀或過於口語，以及知識深

淺不一，因此為降低學生的學習負荷，必要時可進行修改內容、由教師介紹相關

科學概念、或者是讓學生進行線上或小組合作探究等，而教材與活動調整的程度

依知識深淺、學生程度及學習時間而定。 

 辨識(Recognize) 二、

此階段針對不理解成分及其意義的學習困難進行設計。以投入階段所使用的

生活範例，引出科學解釋的架構。可經由教師直接進行科學解釋架構的介紹，並

說明其意義與重要性；或是由與學生共同討論產生此架構，或用學生的語言定義

其成分，更能使學生理解範例及科學解釋的意義與重要性。接著，讓學生依據科

學解釋的架構，進行範例文本結構的拆解，辨認出範例中科學解釋的各成分。 

學習的初期，教師須示範如何辨認，並以放聲思考的方式，說明各成分及背

後的科學原理，將判斷的過程展現出來，再讓學生先各自嘗試作辨識的練習，或

以小組討論的方式相互學習，針對範例呈現的架構及科學解釋的成分進行拆解、

辨認，可以學生學習狀況及時間而決定示範次數、練習次數與範例的複雜度。 

 評價(Evaluate) 三、

此階段針對評鑑能力不佳的學習困難及建構不完整的科學解釋進行設計。教

師可利用先前的範例寫出不同品質的科學解釋，介紹科學解釋品質評價的標準，

再讓學生練習以此標準進行評價，或者此標準也可由學生共同討論，端看課程安

排的時間決定。經由學生討論，共同決定的評價標準更能讓學生了解各成分品質

的重要性及好的科學解釋之條件。 

在學習的初期，教師須示範如何利用科學解釋品質評價的標準進行評價、比

較，並清楚明確的說明理由和優缺點，再讓學生各自練習評價或是以小組討論的

方式練習，以不同的範例中的科學解釋進行評價、比較，並能說出其優缺點及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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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優劣的理由。然而當課程時間充裕之下，也可針對每個成分設計不同活動，讓

學生更加體認到各成分品質的差異以及對於範例和讀者的影響。可視學生學習狀

況及時間，決定示範次數、練習次數與範例的複雜度，進而調整評價階段的設計

與實施。 

 建構(Construct) 四、

針對欲探討的研究問題，依據蒐集到或已提供的資料及數據進行分析與整理，

產生回答研究問題的主張，並將所提出的主張、支持主張的證據與科學知識連結，

建構出科學解釋。資料/數據之來源可以是學生進行的實驗、線上搜尋的網站或

報告、課本書籍、紙本報告或教師提供等等；可以是質性的描述或圖形，也可以

是量化的數據或關係圖的呈現。 

經由這些資料及數據，可讓學生自行產生或共同討論出一個或多個主張，或

是可由教師提出不同主張，然後再讓學生挑選主張，再練習找出支持其主張的證

據，接著試圖以科學原理或數據間比較、關係，去說明證據如何支持主張，並考

量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去自我審視自己的作品。教師可依學生程度決定完全

開放讓學生自行創作，或是提供部份且不完整的範例段落，讓學生可依據所提供

的段落加入科學解釋的各成分及連結文句，增加學生成功獨立或小組合作完成作

品的機會及信心。 

在學習的初期，教師須示範如何建構科學解釋，可由學生產生的主張中挑選

一個主張，並以放聲思考的方式建構科學解釋，須展現出在資料、各成分及評價

標準中來回不斷著墨、斟酌，將其構思過程呈現出來，以供學生察覺與仿效，再

讓學生各自建構或小組討論產生科學解釋。此階段的開放程度須以學生學習狀況

及時間而決定示範次數、練習次數與範例的複雜度。 

 修正(Revise) 五、

依據評價準則，透過個人、小組或教師去分析與建議，經過一輪的評價，以

進入修改與校正的階段，或是可透過個人或小組報告去評價討論之後，再進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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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動作。學生完成的作品可由教師評價及回饋、也可由小組評價或全班共同分

享討論、或以自評表與互評表進行評價，盡可能給予明確且易理解的建議及修正，

最後再由教師統整同儕的建議，提供給作者進行修改。 

學習的初期先由教師引導評論與建議，讓學生知道科學解釋可經由不斷的修

正，達到更完整的層次。一開始時可先針對科學解釋中的一個成分或是較弱的成

分，提出建議並進行修正，當學生能夠理解評論與建議，並做出適當修改，再針

對其他成分或是整體進行修正的活動。過程中須強調不論是由教師或同儕給予回

饋，皆使用其中性用詞與客觀評價，避免學生心理的傷害、減少發生衝突的機會

及避免降低其投入的意願。教師可利用提示問句協助同儕提出評論，找出其優缺

點，且請他們清楚說出該如何改善的具體建議，並協助學生理解並挑選適當的建

議，再針對建議進行修正或補強，或是由小組同儕相互協助修改。 

 溝通(Communicate) 六、

進行小組討論、報告發表，以口頭報告、書面呈現、張貼在網站或公佈欄、

或是集結成冊或刊物等方式展示作品，亦可取得閱聽者的回饋，並展開下一次建

構及修正的循環。教師應提醒學生，若有引用他人觀點或數據，須寫出引用出處，

而資料或數據若是教師提供，也應附上來源出處。建構活動時，可告知學生完成

的作品將以何種形式發表，以及學習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展現報告，除了給予學生

目標之外，可使其認真投入科學解釋的活動，也讓學生學習口語溝通及文字表達

的能力。 

以上六個階段是屬於非線性的階段，階段間可視學生與教學情況，加入、刪

減或跳躍至某個階段，如下圖 2-1-1 所示。REC 教學模式由投入引出整個教學活

動後，就進入教學主體的循環－產出科學解釋，由辨識、評價、建構組成，為圖

2-1-1中的黑色虛線方框，以斜線箭頭顯示這三個階段的循環性與具調整的彈性，

可融入其他的教學策略或方法，且在過程中可來回不斷的循環科學解釋的辨識、

評價、建構，或是在評價與建構中來回進行等等，以強化學生的理解與練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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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熟悉科學解釋產出的過程；最後再進入溝通與修正的階段，在此部分以雙向箭

頭強調出階段間的持續性，不停地進行溝通、修正再溝通的過程，且視他人所提

出的建議，也有可能再回到教學主體的部分再重新調整、精緻化科學解釋，直到

所產出的科學解釋較為完善且易理解為止。 

 

 

 

 

 

 

 

圖 2-1-1：「辨識(Recognize)-評價(Evaluate)-建構(Construct)」教學模式的流程 

經過相關文獻的爬梳，本研究試圖提出REC教學模式，期望透過此教學模式，

不僅可讓學生學習重要的核心科學概念、更深入的思考科學概念、將自己所發展

的理解進行對話、練習有效的寫作與談話結構、改變或精緻其對科學的理解與想

像以及發展 21 世紀所需的能力，如溝通協調、評價批判、問題解決與調控學習

策略等(McNeill & Krajcik, 2012; Sutherland et al., 2006)。因此將以此研究做初次

教學實施之試探，以檢視 REC 教學模式的實施成效，並針對其教學過程與學習

表現討論學生科學解釋的發展，再提出教學模式的改進與修正之建議與展望。 

第四節 科學新聞 

自從報章雜誌、電視、網路興起後，使得大眾傳播越來越普及，並逐漸成為

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不只播放即時的新聞，更是成為傳遞政府政策、

大眾知識的主要工具。媒體偃然成為台灣的第二教育課程，不但「教育」著學生，

也「教育」社會大眾(教育部, 2002)，其中的「科學新聞」更是「教育」著社會

大眾的科學知識與對科學的理解，但是其品質優劣不齊，對大眾的影響更是不容

教學主體 

投入

(Engage) 

評價(Evaluate) 

辨識(Recognize) 

建構(Construct) 

修正(Revise) 

溝通(Commun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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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是科學教育中益發重要的一環。 

因此本研究將科學新聞作為教學活動中的主要教材，讓學生以不同的角度及

觀點投入，重新審視科學新聞的內容，並藉由科學新聞中的研究報導作為他人所

建構的科學解釋之範例，去學習科學解釋的辨識、評價與建構，進而修正、溝通。

本節將定義科學新聞，並進一步的探討其影響、結構與類型、教學上的使用與評

價品質之判準。 

 科學新聞的定義及其影響 一、

｢科學新聞｣顧名思義，是以科學為報導主體，其內容多與科學的知識(黃俊儒

與簡妙如, 2006)或資訊相關，可以是科學或科技相關的事件及其社會議題、新發

現或新發明等(蔡佩穎等人, 2010)，依呈現形式及呈現目的而有所不同，可能還

涉及社會、政治、經濟等層面(黃俊儒與簡妙如, 2006)。總體來說，｢科學新聞｣

泛指以呈現科學或科技的知識與資訊為主要內容的新聞報導(黃俊儒與簡妙如, 

2006; 蔡佩穎等人, 2010; 謝瀛春, 1994)，亦是屬於科學文本的一種。 

然而，與一般科學文本不同的是，媒體中的科學新聞雖然有著「科學」兩個

字，其本質同樣承襲了媒體的本質：不全然真實、經過複雜的篩選與包裝、呈現

方式受到他人與政府的影響、獨特的表現形式或內涵及閱聽者(接收資訊者)是媒

體工業運作下所產生的商品與對象(教育部, 2002)。由於這樣相近的本質，科學

新聞的功能不只是單純的傳遞科學的訊息而已，還透過一些運作或包裝在形塑科

學的訊息(Dimopoulos & Koulaidis, 2002)與形象；也就是說，科學新聞除了提供

與科學相關的新聞資料之外，其實也引導讀者如何理解、關注(黃俊儒與簡妙如, 

2006)甚至是回應、面對它。這暗示了科學新聞對於學生及社會大眾不僅擁有教

育的功能之外，還具備有某種程度的提醒、警告、啟發甚至是引導的作用。 

誠如上述所言，科學新聞在科學教育方面，可引發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延

伸與應用所習得的科學概念與知識、幫助學生將課室所學與生活作連結(蔡佩穎

等人, 2010; Jarman & McClune, 2002)。此外，更是學生及社會民眾接觸科學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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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知的主要來源(黃俊儒, 2005)，可能影響著其對科學理解與信念，並進而影

響其在公眾議題上的行動與決策(Norris, Phillips, & Korpan, 2003)，還可能間接影

響著其周遭親友對科學相關的公眾議題上的決定。 

然而這樣的影響是無所不在的，且包含負面及不可預測的影響，尤其是科學

新聞，所涉及的議題過於龐雜且包含各領域的知識，甚至是科學上待答的未知領

域，不僅是大眾對其中的科學或科技知識較為缺乏，可能連專家也難以斷定或決

策。而民眾往往選擇接受科學新聞中的知識與資訊，但科學新聞可能包含過分片

面的敘述，遺漏了一些可能重要的細節、不同想法、爭議或限制等(Kolstø, 2001)。

因此在面對科學新聞時，不應全盤接受，而需要採取客觀、批判的態度去閱讀、

思考(Kolstø, 2001)，故當前教育課題應開始著重教育學生與大眾，能閱讀、理解、

理性辨識、評論對話，並了解媒體的本質及正負面的影響，使其具有判讀、蒐集、

分析、反思、評價及辯論等科學素養(黃榮村, 2002; 蔡佩穎等人, 2010; NRC, 1996)。

由於時間限制、學生經驗與程度的考量，本研究將發展學生判讀與評價科學新聞

中的科學解釋及其品質之科學素養，以期學生經過此次教學活動後，能以不同的

角度及態度面對科學新聞中的科學解釋與內容品質。 

 科學新聞的結構與類型 二、

科學新聞的結構如同專業記者常使用的撰寫結構－「倒金字塔(inverted 

pyramid)」，也就是訊息的倒金字塔，越重要的訊息要置於文章的越前面，依重

要性逐序往後安排，越重點的部分將會在文章的越前面，且字數反而越精簡(黃

俊儒, 2006, 2010； Lanson & Fought, 2006/2010)。再細部拆解媒體中的科學新聞，

大多將主要發現置於文章的開頭，接著再呈現一些研究的細節，如研究的過程、

分析方法、結果或推理，最後再呈現與其他研究的關係或研究未來的發展與影響，

但可能限於篇幅的關係，未必每篇科學新聞皆有這樣完整的結構(Korpan, Bisanz, 

Bisanz, & Henderson, 1997; Lanson & Fought, 2006/2010)。 

接著針對科學新聞的類型，黃俊儒與簡妙如 (2006)以 Ziman 的科學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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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智識、個人、社會等三方面，排除個人面向後，將科學新聞依「智識面向」

與「社會面向」兩個面向作分類，因本研究未探討其社會面向，故僅針對智識面

向進行論述。其中細分為基礎科學、生物科技、天然災害、核能、電腦資訊、環

保、太空科學、材料、醫藥食品、電子通訊、化工、機械及其他等 13 種，稱其

為「科學知識領域」；並針對國內三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

的科學新聞，以內容分析法進行抽樣分析，其研究發現，出現頻率最高者為電腦

資訊及醫藥食品，次之者為環保、天然災害及電子通訊，其餘領域出現次數較低。 

另外，依據 Lanson & Fought (2006/2010)針對生活中常見的科學新聞報導，可

分為以下五種型態：                                                                 

(一) 研究報告式報導：                                                                             

科學家宣布具突破性的新發現，可能是關於新事物、新想法、新定律或新理

論等，常會以研究報告式的方式報導。好的科學報導大多是擷取於科學性研討會

或是研究機構所發表的研究，常呈現的內容架構有：研究發現、重要性、證據、

與其他研究的比較或矛盾、相關的系列研究、研究樣本及代表性、資金來源、他

人之評論、此研究的後續發展與限制等等。                                                                                             

(二) 管制式報導：                                                                               

管制式報導常針對六種形式的活動，進行描述，有倡議的行動、聽證會、政

府組織採用的管制規章與行動、政府機構的監督活動及政府的怠惰。這類型的報

導應清楚描述事件發生的時間與過程，說明管制、倡議或監督的理由，釐清各個

立場之觀點，告訴民眾應如何回應，並評估政府的管制或怠惰。                                                    

(三) 報導危險物質與突發事件：                                                    

當發生危險物質的意外事件或是突發事件時，媒體身負著很重要的功能，就

是作為公共服務的角色，主要目的是教育。記者應說明基礎事實，了解危險物質

或事件的背景與影響、發生時間、是否有任何損害、解決方法、未知部分及危險

程度說明清楚，進而警告並教育民眾，但切記平衡報導，並注意非情緒性的影響，

以免引起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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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消費者健康新聞：                                                                     

健康相關的新聞也是十分常見的一種，記者通常會選擇最新或最有新聞價值

的資訊報導。在內容中說明報導的理由，聚焦在特定的人事物，通常會提供圖表、

訪問專家，以增加說服力，最後再列出指導方針、提出建議或解決方式。。                                                                                                     

(五) 深度報導：                                                                                     

深度報導是具有冒險性的紀錄，因此需保持彈性，有疑問時示範可以釐清觀

點，並針對進行的過程方法及檢驗運算，進行深度訪談科學家等等，也要嘗試反

駁自己的報導，一定要注意平衡報導，且確認研究結果及依據。 

由於科學解釋本身是針對研究所收集的資料進行寫作後的產物，其本質是依

據證據說明事物，而科學家發表新發現時所撰寫的研究報告是根據其研究的資料，

形成主張、找出證據後，再建構推理的連結，最後藉由個人、團隊或學術社群不

斷評價、修正、溝通，整個過程便是進行科學解釋的產出。 

此外，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科學解釋的辨識、評價、建構及其品質的判準，並

非去探討立場的正反、辯駁或是改變，因此是屬於此分類中的「研究報告式報導」，

且如文獻所述，科學新聞中的訊息是具備複雜、虛實難辨及結構不完整的特性，

因此考量學生的學習起點，研究者將所使用的科學新聞做修改，使學生更容易閱

讀、理解與學習，其挑選與修改的過程將於第三章進行說明。綜合以上論述，本

研究所指稱的「科學新聞」是指以呈現科學或科技的知識與資訊為主要內容之研

究報告式的改編新聞報導，降低社會性的用語及影響、各層面錯綜複雜的交織組

成，並進行改編，以適合學生的程度及避免學生失焦的情形；而科學新聞的智識

類型將採用較易在真實新聞中出現的科學知識類型，以增加學生對科學新聞的熟

悉度與接受度；且其結構以倒金字塔方式敘述為主，增加內容的結構性，使整個

教學活動聚焦在科學新聞中的科學解釋上，以期達到教學最佳成效。 

 科學新聞的使用 三、

科學新聞不僅是提供即時、跨領域議題的媒介，更是補足課室科學學習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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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管道，也是在社會中持續與科學、科技接軌的重要通道(黃俊儒, 2008)，具有

統整性、即時性、持續性、更新性、同步性、鄰近性的特質(黃俊儒, 2005)，能

不斷連續地同步更新資訊，並且與生活息息相關，打破專業的束縛與領域的限制，

是屬於一種永續成長的動態學習(黃俊儒, 2008)。將科學新聞的以上特質，應用

到科學課室中，以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可作為學習內容的延伸、應用或補充，

連結所習得的科學概念與日常生活(蔡佩穎等人, 2010)，亦可作為評量試題的情

境，是最佳的教學、補充與評量資源。 

Jarman 與 McClune (2002)針對科學教師使用科學新聞的情形進行半結構式晤

談，結果顯示教師以專案研究、資訊搜尋、理解練習、日記、評量、學生展示、

辯論、延伸寫作等方式進行教學活動或是學習紀錄；其使用的目的，主要有連結

生活、促進科學興趣、展示照片或圖片的、呈現最新資訊，其次為增強科學知識、

連結當地議題、提供專案研究的資源、凸顯主題性的科學議題、促進素養、鼓勵

學生成為知識淵博的人、促進批判評價，以及少數的其他理由。 

Kachan、Guilbert 與 Bisanz (2006)為了理解媒體報導在課堂中的使用，針對

科學教育政策文件、州立評量工具與現場教師進行分析與訪談，發現關於現場教

師使用報導的方式有作為討論教材、課程例子、課程的刺激物及評價的學習活動

等；其使用目的有連結科學-科技-社會(Science-Technology-Society)、增強課程內

容、增加學生興趣、教導學生如何批判評價報導、探索道德議題、發展學生對科

學本質(Nature of science)的理解以及其他等。 

由此可見，在教學現場已開始將科學新聞融入課程中，在科學教育的研究中，

也逐漸以科學新聞作為研究教材或探討主題，如：Glaser 與 Carson (2005)提出以

新聞媒體為主的學習活動－「新聞中的化學(Chemisty is in the news)」，共有六種

相關化學課程，經由閱讀新聞文章與檔案、創作新聞檔案並評判之，希望能有效

連結有機化學課程內容與真實世界議題，以達到議題的意識與興趣、知識的理解、

應用分析與整合以及建設性的評價審視等目標；還有黃俊儒 (2005, 2006, 2010)

針對選修通識課程的大學生，進行關於科學新聞製作的教學活動，由介紹科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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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的相關概念為開始，以分組討論與報告、教師深入探討與解析，並讓學生進行

扮演科學記者的活動，使他們了解科學新聞的相關概念後，再實際體驗如何蒐集

資料、評估資料、分析資料、形成結論並進行撰寫等；甚至是美國紐約時報網站

(http://www.nytimes.com/learning/)或台灣國語日報社 NIE(Newspaper In Education)

的臺灣教育資源網(http://www.mdnkids.com/nie/?url=nie_intro/p2/p2.htm)，都十分

關注於媒體報導融入學校教育的課題。 

綜合以上研究，科學新聞多用於引發動機、連結生活、補充教材、閱讀理解、

探究議題或評價討論等。而本研究將以科學新聞作為引發動機的工具、討論的教

材、課程的範例、及評價的練習，以期發展學生的科學解釋及培養其科學素養。 

 科學新聞品質的判準 四、

科學新聞中雖與生活經驗關係密切，但往往是跨領域的組合，涉及廣泛且複

雜的層面，但由於學生相關科學知識及經驗的不足(黃俊儒, 2005)，且科學新聞

中時常因篇幅的關係而省略部分細節以至於闡述不完整，使得學生可能難以完全

理解並運用已知的科學概念作為科學新聞的判斷依據。而黃俊儒 (2008)還發現

學生在科學新聞判讀時，易造成四個重要忽略：社會脈絡、科學知識內容、訊息

性質、價值關懷，因此如何培養缺乏及忽略的部分，從混亂殘缺的資訊中進行分

析、形成想法、評價新聞中的解釋，對於未來公民而言，是極重要卻也極欠缺的。 

然而大眾與學生同樣有科學知識與概念缺乏的情形，但是許多科學性的相關

議題或新聞，仍舊需要大眾的參與、建議與決策，因此 Kolstø (2001)提出了所謂

的「超越內容知識(content-transcending knowledge)」，主張議題中的科學性「內

容知識」反而無助於大眾投入，可能需要仰賴超越內容之外的「背景知識」，協

助他們更能掌握議題及其論述、形成想法、評價科學新聞中的解釋，進而提出建

議。 

判斷(Judgement)是指運用概念對事物進行判定(袁之琦與游恆山, 1991)；而判

斷時所依據或參考的標準、要素，便稱為「判準」。針對科學新聞的判準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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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且大部分是針對合理性(Plausibility)或可信度(Credibility)的判準，如：Korpan

等人 (1997)以四篇虛構的新聞短文，控制其具有相同的結構與長度，施測對象

為大學生，要求他們判斷每一篇的合理性，並確認結論是否為真，綜合先前研究

結果與學生作答共分為九大類別，依序為：方法、機制/理論、社會脈絡、數據/

統計、相關研究、關聯(重要性)、模糊/相關、其他及超出任務，後五類幾乎沒有

被提及；Ratcliffe (1999)由科學期刊中找出真實的報導，而對象改為中學生，依

據作答其分類八項主類別：研究影響、研究對象、研究情境、個人責任、媒體、

個人的經驗、經濟與研究，其中研究又分為八個次類別有：研究影響的機制之理

論、證據的評價、鬆散的引用文章、驗證的不確定性、另外的實驗或方法、證據

的限制、顯示出不可信的研究結果或報導、研究的動機及時間。 

以上這些類別較針對合理性與讀者相信程度作為判準，但關於學生對科學新

聞的品質之判準卻幾乎未有明確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將針對中學學生進行科學新

聞品質判準的施測，試圖瞭解學生如何判斷科學新聞品質，並探討其判斷依據與

科學解釋評價標準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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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所發展的 REC 教學模式，透過科學新聞之教材，進行科學解釋的

教學，以分析學生的科學解釋之發展以及品質判準類型之改變，並進一步探討學

生進行科學解釋實務的情形、REC 教學模式之成效與評價標準的應用。依據此

研究目的，發展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本章將詳加描述；本章分為五節，分別為

研究設計與流程、研究情境與對象、教學活動、資料蒐集及資料分析，將於以下

各章節加以論述，以說明本研究進行之脈絡與細節。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流程 

由於本研究欲了解經 REC 教學後，學生科學解釋相關實務的改變，需要利用

兩種不同類型的資料來回答研究問題，同時包含量化或質性的資料，符合

Creswell (1994)提出四種適合混合研究設計(Mixed Methods Research)的研究情境

之一。故本研究的研究設計是採用混合研究的取向，其設計考量與研究流程將於

本節進行說明。 

 研究設計 一、

本研究依據研究問題與目的，採取混合研究的嵌入式設計(Embedded Design)

作為研究設計的基本架構。根據Creswell (1994)所述，若僅使用單一種資料類型，

不足以回答所有的研究問題時，也就是，不同的研究問題需要以不同類型的資料

去回答，即可採用混合研究設計(Mixed Methods Research)的方法；且若研究需要

將質性的成分嵌入至量化設計中，便可考慮使用嵌入式設計，如實驗或相關設

計。 

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檢驗 REC 教學模式之成效，原則上採取量化方法

進行研究，但由於此教學模式為創新發展的教學模式，為達到檢視教學效果之目

的，也避免僅使用量化方法時失去資料的豐富度(Creswell, 1994)，因此需要在量

化的方法中，再嵌入質性方法，進行質性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以詳實地描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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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發展。這是一種在研究設計層面上的混合，將一種方法鑲嵌在不同方法之

中(Caracelli & Greene, 1997)，可以是質性資料嵌入量化的方法中，或是將量化資

料嵌入在質性的方法中，因此本研究選擇使用混合研究中的嵌入式設計。 

此外，Creswell (1994)指出，若在有限的時間或資源之下，無法確定所蒐集的

質性與量化資料是否足夠時，對研究者而言，嵌入式設計是較易於掌控與管理的；

然而在使用嵌入式設計時亦有許多挑戰，例如需要詳細說明在量化研究中蒐集質

性資料的目的、結果的整合上是很困難的等等。研究者想要在量化結果之外，再

加入質性的資料去檢驗介入的過程，如圖 3-1-1 所示，  

 

 
 
 
 
 
 
 

圖 3-1-1 研究設計示意圖(引自 Creswell, 1994) 

而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檢驗所發展的教學模式之成效與過程，研究問題一：

「在教學過程中，學生科學解釋實務的發展情形為何?」，除了須蒐集前後測的量

化資料，以比較教學前後的成效，尚還需要教學前、中、後三個時間點的質性資

料，才足以描繪過程中可能的發展情形，因此為了解釋參與者在過程中的發展、

改變，以檢驗教學模式的成效，在量化的方法中嵌入質性資料的蒐集是必須的；

而研究問題二：「REC 教學模式對不同學習成就的學生，在發展科學解釋實務上

的影響為何?」則是依據量化資料的部分，分析不同變項對於科學解釋實務之影

響，因此主要使用量化的資料進行討論，以比較不同學習成就所造成的差異；研

究問題三：「教學前後學生對於科學新聞品質的判準之改變為何?」是針對學生是

否能將科學解釋品質之評價標準應用到整篇新聞的品質評價之中，是屬於延伸應

用的部分，並非是直接揭露於教學之中，因此在教學前期與後期嵌入訪談，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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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於新聞品質的評價判準，以探討教學前後的改變與評價標準之應用。因此

本研究包含量化與質性資料的蒐集，但任一種皆非只作為輔助的角色，它們是用

來回答不同的研究問題，且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檢驗REC教學模式的成效(Creswell, 

1994)，故本研究採用混合研究中嵌入式設計的嵌入實驗模式，作為主要的研究

設計之架構。 

 研究流程 二、

本研究之濫觴，起於研究者在科學教育研究領域中學習之經驗與心得，對於

科學解釋領域有濃厚的興趣，以及先前教學的經驗與想法，引發對於科學新聞的

好奇，形成初步的研究方向；針對此兩個主要方向，經由大量的文獻回顧及探索，

訂立出研究目的與問題。接著持續進行科學解釋、科學傳播、論證及研究方法等

相關的文獻回顧及整理，據此釐清欲探討的主題，決定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的類

型，並選定研究對象後。依據科學解釋相關教學之文獻，組織、整合後發展出

REC 教學模式，再搜尋科學報導式的科學新聞，由其中延伸出教案(附錄一)，設

計出學習活動、教學海報(附錄二)及學習單(附錄三)，並以雙向細目表設計評量

工具－科學解釋評量，擬定科學新聞品質的訪談大綱(附錄四)，建立內容效度，

最後結合相關文獻建議與教學經驗，在這段過程中來回不斷與指導教授討論與修

改。待確定教學模式的內容及教學流程之規劃，再經過一次試教後，並進行影帶

回顧及專家回饋後，作微幅的調整與修正；而教材及評量工具則商請科學教育領

域的專家一位、研究生兩位及一位在職的自然科教師進行題目試讀與評估，以建

立專家效度，並經由兩位國中二年級學生試做題目之後，根據建議與回饋，增減

或重組題目及修改文句。完成以上修改後，再將科學解釋評量進行預試，選取宜

蘭市某國中兩個三年級班級作為預試對象，測驗結束後針對預試結果進行題目的

信度分析、修改與刪題，在此過程中與指導教授再三討論、修改與調整，之後遂

進行各類資料的蒐集與教學活動的實施。 

尚未開始教學活動前，先進行前測，前測包含科學解釋評量中的科學新聞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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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及科學實驗試題；接著進行半結構式的前訪談，是訪問學生如何判斷科學新聞

的品質，其中包含兩篇科學新聞。待前測與前訪談皆完成後，便配合學校及班級

作息，開始進行四堂課的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整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

學習科學解釋的定義、成分及辨識為主；而第二階段針對評價科學解釋品質的標

準進行介紹與練習；最後階段則是讓學生練習如何建構科學解釋。教學介入的過

程中，每個階段皆有學習單，且學習單是以科學新聞為題材進行設計。在整個教

學活動皆完成後便進行後測及後訪談，後測內容與前測相同，後訪談的訪談大綱

亦與前訪談相同，唯增加一個新的情境，詳見本章第五節。 

待資料蒐集完成後，依據嵌入式實驗模式之方法及研究問題，選擇適當的分

析方法，並將質性資料進行編碼，產生編碼表及計算前後測的得分，且委請兩位

科學教育領域的研究生分別針對科學解釋試題與訪談資料，進行百分比同意度的

分析。同意度若未達 80%以上，將與評分者再次討論或修改編碼，直至達 80%

以上的標準才得以進行下一步－來回分析、整合質性或量化資料，依據資料形成

宣稱與結果，最後產生結論，並進一步深入探討、回應文獻並提出建議。而上述

流程整理如下圖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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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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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者的立場與角色 

由於考量本研究所使用的 REC 教學模式與內容，非一般學校現行的制式課程，

且研究者對於此創新的教學模式是最為熟悉，因此將研究者設定為教學者的身分，

引介學生了解科學解釋的內涵，透過科學新聞的教材，引導學生進行科學解釋的

辨認、評價與建構之教學，研究者也可從中獲得直接的經驗(Creswell, 1994)，進

一步反思回顧教學情境與學生學習狀況，作為研究後續的討論與建議；而在學生

個別完成學習單以及小組針對學習單討論的過程中，主要是由學生獨立或群體完

成任務，身兼教學者的研究者則是從旁協助，盡可能以問句引導學生思考，並依

據其作答情形給予適當的回饋或鼓勵，因此在學生自主學習的過程中，研究者是

站在引導者的立場，提供他們在科學解釋實務中所需的支持。 

在整個教學介入過程中，研究者對課程的教學、學生的學習與活動的討論，

進行講述、說明、引導以及回饋，故研究者角色是屬於完全參與者(Complete 

participant)(Creswell, 1994)。然而由於在質性資料的部分，研究者本身即為工具，

當研究者過於涉入研究情境中，可能會因研究者個人的詮釋而產生研究者的偏誤

(Creswell, 1994)，因此在整個研究過程中不僅研究與教學設計之外，在分析與探

討的過程皆有科學教育領域的專家及研究生參與討論；且教學現場除了研究者之

外，尚有一位助理及原自然課任課教師在現場協助，並於課堂中及課堂後提供研

究者回饋，也盡可能蒐集不同類型的資料，此外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亦有科學教育

領域的研究者協同檢視編碼，透過多位專家的觀點及不同資料的蒐集分析，來協

助降低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偏誤及失真(Creswell, 1994)。 

第三節 研究情境與對象 

本研究參與的對象採取立意取樣，參與者為新北市某公立國中兩班九年級學

生，總共 63 位學生。由於研究所進行 REC 教學模式，教學內容以科學解釋為主，

科學概念為輔，但所使用的學習教材是科學新聞，其中的科學概念屬於統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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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的，在教學活動過程中僅簡單扼要地介紹相關的科學概念，而九年級學生

相較於其他年級，已習得較多的科學概念，因此本研究挑選九年級作為研究對象，

以減少學生閱讀科學新聞時的認知負荷；而學校及班級選取則以校長及班級導師

同意為主要原則，其相關背景將闡述如下。 

 參與學校及班級背景 一、

參與學生所屬學校至今已滿 65 年，為三芝、石門地區歷史優久、師資設備優

良的學校之ㄧ，現有七年級 10 班、八年級 8 班、九年級 9 班、愛心班 1 班及資

源班 1 班，合計師生約 883 人。校風樸實良善，且校長細心經營，要求師資與教

學持續精益求精、環境與設備不斷充實改善。由該校選取兩個班級，並經其導師

及任課教師同意後，便開始進行研究。這兩個班級人數為男生有 30 人，女生有

33 人，總計 63 人，然而有部分學生在研究期間請假未到，將視為佚失資料，因

此參與整個研究過程的學生共 50 位，26 位男生，24 位女生。 

活動進行的過程中，須將學生分組，人數為三到四人，分組的方式是採異質

性分組。先蒐集學生未進行測驗時前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一百學年度上學期

第二次段考成績，作為分組與決定訪談人選的依據，將學生分為高學業成就、中

學業成就與低學業成就三個群體。分群後將每位學生編好號碼，再進行抽籤分組，

採取分層分組，即在每一個群體中各抽取一人出來，組成一組；若是人數為四人

者，則考量使小組平均能力屬於中等程度，將從中學業成就群體中，再抽取一人。

共分為 18 組，並從中隨機抽取 6 組學生作為晤談對象，共 18 位學生，男、女生

各 9 位，但其中有 1 位學生因測驗時請假未完成後測，因而列為佚失資料之一，

實際晤談人數總計 17 人，男生 8 位，女生 9 位。 

兩班原本任教的自然科教師之教學風格屬於活潑開放、願意嘗試，對於學生

的學習採取多元風格，除了一般課程內的教學與實驗活動之外，還曾進行過動手

做的活動，如簡易的科學實驗活動，甚至其中一班有進行閱讀科學家小傳的活動，

班上學習風氣亦屬於開放融洽，學生也比較願意表達跟呈現自己的想法，雖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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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任何有關於科學解釋的學習，但是以較為活潑、多元的方式進行教學，也間

接培養學生閱讀、討論及表達說明的能力。 

 教師背景 二、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即為教學者。研究者本身背景是畢業於高雄師範大學物

理系，任教於某國中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理化教師，教學經驗為兩年半的時

間，現就讀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以往上課方式是以課本為主，除了講

授課程之外，也會利用提問、獎勵、鼓勵學生發問等方式，增加互動，並依時間

與課程內容帶領學生進行實驗，也會使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如教師個別指導、分

組討論、將科學概念與思考跟生活經驗作連結、使用教學媒體或以實體教具讓學

生體驗科學原理等。 

第四節 科學新聞的挑選與改編 

在教學活動所使用的科學新聞來源是蒐集於科景新聞網(http://sciscape2.org/)、

中國時報的新聞資料庫(http://tol.chinatimes.com/CT_NS/ctsearch.aspx)、雅虎新聞

中的科學發展(http://tw.news.yahoo.com/science/)等資源，但科學新聞中的內容經

常是跨領域且複雜的，並不符合也不全然適合直接拿來使用，因此考量學生的學

習起點，及盡可能降低閱讀文本時其他因素的影響，將依據前述文獻所整理出的

定義及下列原則進行挑選，再加以修改、編寫： 

(一) 報導內容須為針對科學新知的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涉及廣泛，廣至與社會議題相關，甚至涉及政治議題。但在前述文

獻中已提過，在減少其他議題影響學生學習科學解釋實務的考量之下，將呈現科

學或科技的知識與資訊為主的研究報告式新聞報導為主，所挑選的原則是以科學

新發現為主要報導的內容，試圖在文本中排除其他的社會與個人因素，減低判讀

時的影響。 

(二) 時間須為近十年的科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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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的科學新聞內容為科學新發現，然而由於科學新聞中的議題複雜，

但要符合原則一的數量較少，因此為增加能使用的科學新聞數量，本研究將所謂

的新發現之時間訂為十年，則原則二便是將挑選不超過十年的科學新聞，也保有

其內容中研究結果的不確定性。 

(三) 科學概念的深度須為學校課程中所學過的科學概念： 

依據前述文獻中所提，在閱讀或是判斷時，是會受到閱聽人的背景知識所影

響，若其背景知識的不足亦可能造成其誤解與誤判，而再加上科學新知有些是涉

及較深奧艱澀的科學原理或名詞，因此將以學校課程中所訂定的科學概念為原則

三，避免學生因知識不足而無法進行科學解釋實務的學習。 

(四) 智識類型採用較易出現於媒體中的學科 

在真實新聞中出現的科學知識類型，如電腦資訊、醫藥食品、環保、天然災

害及生物等，常見的科學新聞類型大多是民眾所關心、注意的議題，為增加學生

對科學新聞的熟悉度與接受度，因此將以這些常見的學科類別－環保、天然災害

及生物作為主要挑選的智識類型。 

(五) 字數不可多於 500 字 

本研究使用科學新聞是希望透過其中的科學解釋，讓學生投入科學解釋的實

務中，有鑑於他們是初次接觸科學解釋的學習，考量學生進行閱讀與撰寫活動上

的時間花費，因此所選新聞皆將在不失其原意之下進行刪減，且考量部分新聞為

轉譯稿，也將同時修改字句，使其語句更順暢，故原則五便是若將科學新聞進行

修改後，其字數須限於 500 字以內，以減輕學生閱讀的負擔。 

在教學活動一所使用的教材是屬於改寫較多的科學新聞，教學活動二次之，

教學活動三所使用的教材則是改寫較少的科學新聞，但有將部分內容移至題組中

作為證據的挑選；而科學解釋評量中所使用的科學新聞，蜜蜂(題 6)的科學新聞

改寫較多，暖化(題 7)的科學新聞改寫程度則次之，冰原(題 8)與企鵝(題 5)的科

學新聞改寫最少，但亦有將部分內容移至題組中，作為證據挑選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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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教學活動 

為配合學校正式課程與作息，一個班級教學活動進行的時間為四節課，兩個

班分開各自授課，則教學期間總計共八節課。在如此有限的時間下，REC 教學

模式的進行將以教學主體－辨識、評價與建構－為主，而將四節課設計為三個主

要活動，由活動一到三，其教學主軸分別是科學解釋的辨識、評價及建構；而教

學活動中基本上依循 REC 教學模式的循環：投入、教學主體－辨識、評價與建

構、溝通、修改(如圖 3-4-1)。 

 

 

 

 

 

 

圖 3-4-1 本研究所進行的順序為投入、教學主體(辨識、評價與建構)、溝通、修改 

在教學主體中是逐次加入各階段－即活動一是辨識，活動二是辨識及評價，

活動三則為辨識及建構－使學習深度逐漸增加，且在教學主體後本研究是採取先

溝通再修改。如同第二章第三節所述，REC 教學具有彈性的特質，可依照學生

的程度而調整，由於參與者皆為第一次接觸科學解釋的課程，對其十分陌生，因

此每個活動將只針對教學主體的一個階段進行教學，每一次的活動由辨識、評價

到建構逐步深入了解科學解釋的實務，使學生以螺旋式的方式學習科學解釋，減

少學生認知負荷，增加學習成效。而三個教學活動的過程依循下列順序： 

 投入 一、

利用生活中的對話或科學新聞作為引發動機的媒介，引出科學解釋的定義、

成分定義、成分辨識、評價標準及建構實務。先將引發動機的媒介呈現給全班，

接著由教師提出問題促使全班討論，再由教師總結，並引出科學解釋的相關概念

教學主體 

投入

(Engage

評價(Evaluate) 

辨識(Recognize) 

建構(Construct) 

修正(Revise) 

溝通(Commun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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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務。若科學新聞中有包含科學概念，教師應作介紹或說明。 

在活動一是以生活中的解釋作為科學解釋實務學習的開端；接著，活動二針

對活動一中學生練習的科學新聞「颱風後地震常接著報到」給予回饋，並從中刺

激學生發掘其中的缺失，引起他們對科學新聞中的科學解釋之評價與反思，以促

使學生投入評價的活動；最後，活動三則利用一則科學新聞「逐漸恢復的臭氧層」，

作為引起學生建構科學解釋的媒介。 

 教學主體 二、

接著，進入教學主體的部分。在每個活動的教學主體強調的主軸不同，設計

的理念是由簡入深，亦即先由較基礎、簡單且容易學習的科學解釋實務－辨識科

學解釋－作為第一個活動「尋找成分」的教學主軸；而在第一個活動結束之後，

再重新一個循環，則是第二個活動「品質把關」，在此活動的教學主軸主要是著

重在讓學生學習評價科學解釋的實務，比活動一的辨識實務還要深入且困難；整

個研究的最後，便開始學習科學解釋的建構，也就是第三個活動「小小記者」，

然而此科學解釋實務的難度更難的部分。將分別將各活動的教學主體，詳述如

下： 

(一) 活動一：「尋找成分」 

在活動一「尋找成分」中，介紹完科學解釋及其成分之後，將進行科學解釋

成分的辨識，此時教師以三種不同顏色的筆將「賞月趁現在！ 月亮距地球愈來

愈遠」科學新聞中的科學解釋個成分圈選出來，筆的顏色所表示之成分為黑色代

表主張、藍色代表證據、紅色代表推理，示範如何判斷科學解釋的各成分及如何

答題，使學生明白該活動的進行方式。示範的過程是，先讓學生閱讀科學新聞後，

教師再帶領大家分析整篇文章的結構，討論科學新聞中結構的分布；接著點出整

篇科學新聞欲探討的研究問題，再以放聲思考的方式，揭露如何針對研究問題找

出主張、針對主張找出證據即針對主張、證據與科學概念找出推理，將辨識科學

解釋各成分的過程呈現出來，使學生得以看見並學習如何辨識科學解釋；最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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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辨識科學解釋各成分的理由。 

教師示範完之後，便給予學生練習的機會，其所練習的科學新聞為「颱風後

地震常接著報到」，應與教師示範的不同。在學生練習的過程，學生先獨自閱讀

科學新聞，閱讀後教師針對其中的科學概念稍作說明後，請學生寫出該篇的研究

問題，再辨識科學解釋的成分，並寫出如何判斷的理由，以確認學生辨識成分的

想法，並刺激學生思考怎樣算是主張、證據及推理，可作為下次修改及對其意涵

的理解之回饋。過程中，教師須提醒學生務必先看完整篇科學新聞後，寫下該篇

科學新聞的研究問題後，如此才能針對研究問題找出主張、證據與推理，並且請

學生去思考、比較三個成分的差異。 

(二) 活動二：「品質把關」 

而在活動二前，教師須事先針對每個成分，分別產生三個虛構的陳述，如附

錄二所示，而每個成分的虛構陳述有品質好壞的差異，以提供機會使學生同時利

用評價標準，去比較三個陳述的品質。在活動二「品質把關」進行時，先利用活

動一「颱風後地震常接著報到」的科學新聞作為評價活動的投入媒介，引介出科

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分別針對主張、證據與推理，介紹前述第二章第一節中

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而呈現品質的評價標準的方式是以問句呈現，以期學

生在獨立評價時能以問句不斷反問自己，達到反思的成效；再以事先準備好各成

分的三個虛構陳述作為範例，每介紹一個成分的評價標準，便呈現該成分的三個

虛構陳述，同時呈現三個品質不同的陳述是為了將品質的差異及來回使用評價標

準的過程明顯地呈現出來，使學生更能發現他們能依據評價標準，觀察出品質的

不同，讓學生更容易知道如何使用評價標準去分析、比較不同的陳述，且增進對

評價標準的理解與應用。 

再來，教師先以活動一「賞月趁現在！ 月亮距地球愈來愈遠」的科學新聞作

為示範，以放聲思考的方式，來回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科學新聞中主張、證據與

推理的品質為何，並說明及寫下理由，以作為學生練習時的參考與範例；接著便

是學生練習如何使用評價標準，首先學生閱讀「被察覺了！」的科學新聞，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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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教師針對其中的科學概念進行說明，然後要求學生先寫出研究問題，再辨識其

中的科學解釋成分，最後針對所選的陳述進行評價其品質，並盡量明確地寫出評

價好或壞的理由。在這過程中，教師須不斷提醒學生，盡可能練習使用品質的評

價標準，以期使學生的評價能減少主觀喜好判斷，增加客觀的條件判定，並且須

在教室中來回走動，觀察、指導學生練習情形，以協助學生盡量寫出明確的理由。 

(三) 活動三：「小小記者」 

在活動三則是先呈現「逐漸恢復的臭氧層」的科學新聞，讓學生辨識出科學

解釋的成分，但會發現部分有缺漏，藉此引出科學新聞中不完整的結構；接著呈

現出六個相關的研究資料，有些可以作為證據，有的則是針對原因去探討，可視

為推理的部分，此時教師須要讓學生學習如何整理或摘要研究資料的重點，並判

斷該資料的用途－作為證據、相關或是無關的資料等，以達促進學生的思考、整

合；再來，經過六個研究資料的討論，帶領全班根據資料產生主張，可產生不只

一個主張，並將產生主張的整合過程以放聲思考的方式外顯於學生，以揭示如何

依據資料綜合出主張的思考過程；最後，挑選出較適當的主張，亦以放聲思考的

方式，從六個研究資料中找出能夠支持主張的證據，也比較不同資料的差異，再

進一步以證據說明原因以支持主張，並填寫不完整的科學新聞，使其更加完備。 

待教師示範完後，便讓學生練習「真的熱壞稻米了！」的科學新聞，同樣地

先進行辨識其中的科學解釋各成分，再讓學生整理六個相關資料，且判斷這些資

料哪些可視為證據。判斷好後，由幾位學生自願提出所產生的主張，再讓全班選

擇自己認同的主張，作為科學新聞補充的主張；再針對挑選的主張，從六個相關

資料中找出足以支持主張的證據，作為補充的證據；最後依據文章或資料中的訊

息，組織、整合出數據/資料成為證據的理由或相關的科學概念。教師須來回走

動，當學生有疑問或無從下筆時，可即時發覺並給予適當的提問或協助，教師也

須提醒學生盡可能的將文字串聯起來，盡可能去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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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 三、

每一次活動的教學主體結束之後，便進入到此階段－溝通。不同於前一階段

的學生獨立作業，在這個階段將分組進行溝通、討論，雖然在此所指稱的溝通，

主要是以小組討論為主，但教師與學生、教師與小組的對話也算是一種溝通。其

進行方式為，學生獨自完成學習單中的學生練習後，發下小組討論單並開始依據

小組討論單上的引導與表格進行討論，由於學生可能不熟悉小組討論的模式，可

先讓學生分別說出自己的想法或作答，再從中產生成員皆認同的最佳答案，並填

入小組討論單中，若有歧異的答案，可填入討論單中的「個人想法」一欄。 

其中，小組討論單的設計是以學習單的內容為基礎，其目的是協助學生進行

討論，促使他們更加理解科學解釋的實務。然而小組討論的並非本研究所欲著重

的項目，不在本次研究的探討範圍內，因此雖會置於附錄中，但並未納入資料的

分析中，亦將不再詳細討論之。 

由於學生對於科學解釋的實務是全然的陌生，再加上考量每位學生的學習速

度不一，因此採用分組討論的目的，除了讓學生學習如何溝通、表達想法之外，

還提供同儕間互搭鷹架的機會(Jones & Carter, 1998)，並且要求學生以引導的提示

問句相互提問，以相互澄清彼此的想法與理解。然而學生對於研究中所進行的論

方式與教學內容不熟悉，教師須針對討論的方式稍作說明，並在討論的過程中走

動於各組之間，以協助各組討論的進行。 

 修改 四、

最後，依據小組討論的結論及個人的想法，再次修改自我的作答，並依據教

師給予與引導的建議或想法，進行修改。然而教師須以簡單明確的指導，去指引

學生修改，並提醒學生在討論時，亦應具體說明建議，以協助彼此修正。當學生

獨自完成學習單時，他們在思考的過程，可能經由突然的想法就修改原先的作答，

而教師來回在學生之間時，可能會適時的協助學生，進而使學生改變想法；當小

組討論時，過程中成員們的想法也不斷地隨著討論的演進持續改變，並且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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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著，而教師走動於小組之間時，主動介入以協助討論進行，也修改了成員們的

討論與想法。因此溝通與修改是來回不斷交錯進行的。 

活動一到活動三的教學教案如附錄一所示，其簡要的過程及所對應的教學模

式與學習困難整理表列如下： 

表 3-4-1 本研究 REC 教學模式的教學活動過程及所對應的教學模式與學習困難。 

教學活動 教學內容 對應的教學模式 

活動一： 

尋找成分 

1.投入：日常情境的解釋。 

2.內容介紹：科學解釋成分的架構。 

3.辨識：教師示範與學生練習。 

4.溝通：三人一組進行討論。 

5.修正：參考他人建議修正。 

  投入(Engage) 

 辨識(Recognize) 

溝通(Communicate)   

  修正(Revise) 

 

活動二： 

品質把關 

1.投入：日常情境的解釋。 

2.內容介紹：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 

3.評價：教師示範與學生練習。 

4.溝通：三人一組進行討論。 

5.修正：參考他人建議修正。 

  投入(Engage) 

 辨識(Recognize) 

  評價(Evaluate) 

溝通(Communicate)   

   修正(Revise) 

活動三： 

小小記者 

1.投入：閱讀一篇科學新聞。 

2.內容介紹：說明如何建構科學解釋。 

3.建構：教師示範與學生練習。 

4.溝通：三人一組進行討論。 

5.修正：參考他人建議。 

  投入(Engage) 

 辨識(Recognize) 

  建構(Construct) 

溝通(Communicate) 

   修正(Revise) 

第六節 資料蒐集 

本研究欲透過科學新聞及小組討論的方式，以 REC 教學模式使學生學習科學

解釋實務，並經由「科學解釋評量」、「科學新聞品質的訪談」去評估學生對科學

解釋實務的理解與應用，及 REC 教學模式的成效，因而發展出所使用的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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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學習單、科學解釋評量、科學新聞品質的訪談大綱、教室觀察及小組觀察，

設計理念及原則將於本節詳述之。 

 學習單 一、

在本研究中，主要的教材為學習單，研究者參照活動一、二、三的主要教學

內容，進行設計與編制，分為三個部分：「你的解釋科學不科學」、「科學新聞怎

麼看」、以及「小小記者」，共六個大題，其命題的雙向細目表如表 3-5-2。各學

習單皆是以科學新聞作為內容的主軸，亦即讓學生進行辨識、評價與建構科學新

聞中的科學解釋，而學生答題的方式為開放性填答、圈選、單選及複選，以藉由

科學新聞去發展學生對科學解釋實務之理解，並學習如何進行科學解釋之相關實

務。 

表 3-5-1 學習單之雙向細目表。 

試題類型 內容 題號 辨識 評價 建構 

學習單一 颱風緊接著地震而來。 子題 1 v   

學習單二 毛毛蟲能提前察覺到植物遭

受攻擊時所釋出的化學物質。 

子題 1 v   

子題 2  v  

學習單三 全球暖化導致稻米減產。 子題 1 v   

  子題 2   v 

總計  3 1 1 

學習單一：「你的解釋科學不科學?!」的內容是先以六個問題促使學生針對科

學解釋及各成分進行思考，接著以「賞月趁現在！ 月亮距地球愈來愈遠」科學

新聞作為示範的例子，再呈現「颱風後地震常接著報到」的科學新聞，要求學生

練習辨識科學解釋的各成分，並寫出判斷的理由。 

學習單二「科學新聞怎麼看?」的內容是以科學解釋的評價為主。一開始要求

學生針對教學海報上的三個科學解釋，勾選各陳述擁有哪些品質的評價標準，並

設計學習心得的填寫；接著呈現學習單一中的科學新聞範例「賞月趁現在！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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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 活動三的學習單中「真的熱壞稻米了！」的六個研究資料之性質與差異。 

研究資料(括號中為預設來源) 預設性質 差異 

過去的 25 年來，氣溫上升已使亞洲許

多主要稻米產區產量下滑一至兩成。

(農業報告) 

低關鍵低

度證據 

有氣溫與稻米產量的關係，但未明

確指出「夜間溫度」是否有影響。

若學生僅以此代號推得「夜間氣溫

與產量的關係」，則支持力不足。 

跨國團隊針對亞洲六個國家分析 1994

年到 1999 年間水稻田產量與氣溫的關

聯，發現夜間溫度變高，是造成稻米產

量下滑的主因。(科學研究期刊) 

非關鍵中

度證據 

雖有氣溫、夜間溫度與稻米產量的

研究，且是在真實情境的稻田下進

行的，但無明確的數據，且年代較

為久遠。 

可能是夜間溫度較高，使稻米呼吸時，

須耗費更多能量，卻又無法進行光合作

用補充能量，從而導致減產。(農學家) 

推理 此資料說明夜間溫度為何會影響

稻米產量的原因，屬於原理的資

料，且資料來源是由農學家提出

的。 

在一定溫度變化範圍內，白天氣溫上升

會令稻作增產，但如果夜間氣溫上升得

更高，則可能抵消白天的效應，而使稻

作產量下降。(社會學者) 

推理 此資料為說明是比較夜間與白天

的溫度對稻米產量的影響，亦屬於

原理的資料，但資料來源是由社會

學者所提出的(因不同領域，所以來

源可能會較不佳)。 

在 2004 年，科學家在菲律賓研究站的

實驗稻田觀察到，夜間氣溫每上升 1

℃，稻米產量就會減少一成。(研究報

告) 

非關鍵中

度證據 

明確數據指出夜間氣溫與稻米產

量的關係，但是在實驗稻田情境

下，因此真實稻田未必觀察到此關

係。 

全球每天有 30 億人以米飯為主食，亞

洲人消耗全球近九成的稻米，而全球最

貧窮和缺乏食物的 10 億人中有 6 億人

無關證據 呈現稻米消耗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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亮距地球愈來愈遠」，再要求學生辨識、評價「被察覺了！」的科學新聞，並寫

出理由。 

而學習單三「小小記者」是以建構科學解釋的學習為主。首先呈現「逐漸恢

復的臭氧層」的科學新聞作為建構科學解釋的範例，再以「真的熱壞稻米了！」

的科學新聞，讓學生進行科學解釋建構的練習。其中呈現六個研究資料，並要求

學生整理摘要及勾選資料的類別－證據、非證據或無關資料，而資料的性質與差

異如表 3-5-1，延續科學新聞與研究資料的內容形成主張，且依據主張挑選證據

及說明推理過程。 

其中的科學新聞來源與特色，說明如下：「賞月趁現在！月亮距地球愈來愈遠」

選自中時新聞資料庫，文章結構明確，先呈現研究的重點－結果，再依據所觀察

到的現象提出證據，並進一步說明造成此現象的可能原因，最後提到可能的影響；

各成分分明，新聞中包含主張、證據與推理；惟其來源來自科博館館長轉述其閱

讀的研究報告，屬二手資料；「颱風後地震常接著報到」源自雅虎的科學發展，

文章結構更為清楚，第一段是研究重點，第二段則提供許多例子，第三段說明可

能的原因；「被察覺了！」選自科景新聞網，結構雖然明顯，但有摻入許多知識

的說明，第一段直接點出主張，並於第二段說明植物的防禦機制、提出該研究的

發現並提出實驗結果作為證據，但推理的部份是以間接反證去說明毛毛蟲並非是

食用了植物才分泌解毒酵素；「逐漸恢復的臭氧層」取材自科景新聞網，由於教

學的需要，刪除部分原內容使其呈現的結構不全，並將部分內容移至下方題目中，

刪減後的文章結構含有主張、證據及相關的資料說明，但未有任何推理的部份；

「真的熱壞稻米了！」截自科景新聞網，亦有將部分內容移至下方挑選證據的題

目中，且文章結構僅包含主張外，其餘多為預測與建議。 

依據教學設計的想法、教學活動的流程、表 3-5-2 的雙向細目表及五項挑選

住在亞洲。(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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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製作好學習單後，邀請科學教育領域之專家針對學習單的語意、呈現及內容

進行專家效度之審核，並提出建議以增減題目、文句及科學新聞的長度；再經過

科學教育領域之研究生及國中八年級學生進行試讀，且針對其意見進行調整與修

改，最後再與指導教授討論、調整並將其定稿。 

 科學解釋評量 二、

研究者以自行編制的「科學解釋評量」作為本研究的前、後測，測量國中三

年級學生辨識、評價與建構科學解釋之表現，又分為「科學實驗試題」與「科學

新聞試題」，兩份試題合計共有九大題，其題目的雙向細目表，如表 3-5-3 所示。

其中的作答方式多以開放性的填答為主，部分輔以圈選、單選及複選的答題方式，

而在填答的題目中，有部分題目以括號中的提示協助學生作答，如：「請依據你

所勾選的證據，說明為什麼你可以得到第二題的說法?答：(由於...的數據，顯示...。

因為...，所以可以知道...)」。由於答題方式較多元，因此研究者將以文字說明作

答方式，並在前、後測實施時再次說明，以確保學生知道如何答題。 

表 3-5-3 科學解釋評量之雙向細目表。 

試題類型 題號 內容 辨識 評價 建構 

科學實驗 題 1 (植物 579) 酸鹼溶液對植物的影響   v 

題 2 (密度流) 影響水流方向的因素   v 

題 3 (下落) 影響物體下落快慢的因素   v 

題 4 (虎克) 虎克定律的實驗 v v  

科學新聞 題 5 (企鵝) 鰭狀肢標帶對企鵝的影響   v 

題 6 (蜜蜂) 睡不飽對蜜蜂的影響 v v  

題 7 (暖化)  暖化對生物體型的影響 v v  

題 8 (冰原) 冰原面積減少的報導 v  v 

題 9 (品質) 比較題 6~8 的新聞品質  v  

 總計  4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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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實驗試題中共有四題，題 1 到 4 皆改編自科學教育領域的研究生及現

職的理化教師所編製而成的科學探究能力試題中的部分題目。其中，題目內容的

部分：題 1 是不同酸鹼性的水溶液對植物生長的影響之實驗；題 2 為利用不同的

因素－溫度或鹽度，觀察哪個因素會影響水流的方向；題 3 是物體質量與落下速

度的關係之實驗。題 1 到 3 的答題皆要求學生選出或寫出主張、證據，並說明推

理過程。 

題 4 則為虎克實驗的情境題四的題幹情境中，有三個人分別針對同一個實驗

數據表格，寫出三種不同品質的科學解釋，且字數限定為 180 字，如：「針對實

驗數據，小香提出了她的想法：『彈簧越粗，其伸長量越小。當分別掛上四個砝

碼的時候，粗彈簧的伸長量都比細彈簧的小，研究指出原因是粗彈簧內部結構較

緊密，3 號砝碼雖有生鏽的誤差，但有相同的趨勢，所以納入考慮。』；則小明

認為：『越細的彈簧，伸長量越大。由數據中可以發現當兩個不同彈簧掛上 1 號

砝碼的時候，細彈簧的伸長量明顯比粗彈簧伸長量大，而且網路上有說是因為細

彈簧的彈力比較小，所以較容易改變形狀。』…等等」之類的說法，一個說法為

一個小題，共三個小題，而學生作答時，須辨識出這三個科學解釋中的主張、證

據、推理，並評價科學解釋及各成分的優劣。 

在科學新聞試題中，題 5 是關於鰭狀肢標帶對企鵝影響的研究，來自於科景

新聞網，也是要求學生選出或寫出主張、證據，並說明推理過程。題 6 到題 8 則

為各題各呈現一篇科學新聞，其選取是參照本章第四節所提及的科學新聞挑選之

原則，最後選定的主題分別是「睡不飽讓蜜蜂方向錯亂」(題 6)、「暖化讓物種縮

小 衝擊食物鏈」(題 7)、「持續縮小範圍的北極冰原」(題 8)。其中，蜜蜂新聞選

自於科景新聞網，此報導內容為較接近學校中實驗發現，相較於其他兩篇，較為

詳細地描述實驗的進行方式，也較具結構性，但在末段有提出另一位科學家的不

同看法；而暖化新聞是有關於全球暖化可能導致物體體型縮小的報導，選自於雅

虎新聞網中的科學新知，並將其他研究發現作為支持其論點的證據，其呈現方式

較為混雜；冰原新聞則來自科景新聞網，原先內容較詳細，但由於此題欲設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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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整的文本以讓學生進行科學解釋的建構，因此將其部分證據與推理的部分刪

減，以使學生重新填入主張、證據與推理。 

在答題的部分，除了要求學生在各題的新聞內容中找出主張、證據、推理， 

題 6、7 也要求他們針對所找到的主張、證據及推理，進行評價，題 8 則呈現六

個研究資料(其性質與差異整理於表 3-5-3)，要求他們判斷哪些資料屬於證據，再

針對資料與證據，形成主張、提出證據並說明推理過程。然而題 9 是針對研究問

題三評價標準的應用，讓學生比較題 6到題 8中的科學新聞，去評價其品質如何，

並說明理由。 

挑選及修改科學新聞與科學探究試題後，以雙向細目表(表 3-5-1)進行命題，

確保各試題是針對科學解釋的辨識、評價與建構予以評量，以確保此評量工具達

內容效度。命題結束之後，經兩位國中二年級資優班學生進行試讀，針對語句及

題意提出問題與疑惑，以作為修改依據；再委請三位科學教育領域之專家檢核其

語意及內容，針對建議，修改與調整後並再次審核，進行專家效度之審查。完成

兩份試題的修改後，於宜蘭縣之某公立國中進行預試，預試對象為兩班九年級學

生，共 70 人，進行時間為兩堂課。其後則針對回收的試卷分析、修改，信度分

析 Cornbach α 為 0.92，並調整施測總時間為三堂課。 

 訪談 三、

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三欲探討學生是否能將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應

用在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上，是屬於評價標準的應用，但考量學生對於品質好壞

的理由說明，可能以文字較難以完整表達其想法，且若研究者未能理解他們文字

中所要表達的意思時，無法更進一步追問或深入理解其想法，因此以訪談作為研

究問題三主要的資料來源，主要是了解學生如何判斷科學新聞的品質優劣。受訪

者以組為單位，隨機抽取，決定組別後，對組員進行個別訪談，由於以異質性分

組，以確保學生的自然科學業成就涵蓋高成就、中成就與低成就之範圍，並於前、

後測結束後及教學活動尚未實施之前，開始前、後訪談，過程中將以錄音作為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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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並於結束後轉謄為逐字稿，再進行後續分析。 

其訪談大綱主要參考Korpan等人 (1997)和Ratcliffe (1999)所設計的評價可信

度及合理性之題目，以「如何判斷新聞品質」作為主要的問題核心，並以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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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4 科學新聞試題中「持續縮小範圍的北極冰原」的六個研究資料之性質與差異。 

研究資料(來源) 性質 差異 

截至 2011 年九月為止，北極冰原的覆蓋

面積為 4.33 百萬平方公里，比 1979 年

到 2000 年間的平均值要低了 2.38 百萬

平方公里。(國家太空總署之研究報告) 

非關鍵

證據 

屬於描述性的資料，但僅取一個

時間點的數據跟一段時間的平均

值相比，但無法判斷持續縮小的

趨勢。 

過去 15 年全球氣溫節節上升，北極海的

融冰速度增快，創下歷年來第二快的速

度，而且冰原覆蓋面積也創下有紀錄以

來最低的紀錄。(國際氣象組織) 

關鍵證

據 

有提及氣溫因素對融冰速度或覆

蓋面積的影響，可探討因果的關

係，但無法確認氣溫是否使覆蓋

面積持續縮小。 

天氣狀況可能會影響冰原覆蓋面積，包

括晴朗的天空、空氣流動使冰層變薄、

及溫暖的空氣增強融冰的作用等等。(國

家太空總署之研究報告) 

推理 屬於背後原理的資料，讓學生可

作為推理中原理連結的依據。 

2007年天氣異常狀況造成冰原覆蓋面積

快速縮減，但今年北極是相當寒冷。(網

路資料) 

低關鍵

證據 

較不佳的來源，雖有說明天氣與

覆蓋面積的關係，但又提出不同

的想法。 

先前 15 年來夏季的異常高溫，使得北極

的永凍層開始融解。(研究團隊之研究報

告) 

推理 較間接的資料，由此可推理，冰

原減少的原因是異常高溫導致永

凍層融解，而隨季節融化更多冰

層，使冰原融化面積加大。 

此圖形是 1984、1999、2011 年的 8 月到

12 月所觀測的北極冰原範圍。 

非關鍵

證據 

較直接的資料是時間與冰原面積

的兩個變因關係，學生須歸納趨

勢或現象。 

 

科學新聞作為訪談時學生閱讀的文本，進而發展出訪談大綱，將針對 17 位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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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對象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前訪談的流程為，向學生說明訪談目的與流程之後，

便請學生閱讀第一篇科學新聞「小心，BPA 就在你手上！」，並說明閱讀過程中

若可做任何記號，閱讀後再開始進行訪談。問題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請學生

先圈出科學新聞中科學解釋的主張、證據與推理，第二部分則是請他判斷科學新

聞的品質優劣，並說明理由。接著在閱讀第二篇科學新聞「美國最新研究 二氧

化碳不影響暖化速度」，再重複一次問題的循環。 

兩篇新聞的差異在於第一篇是對學生來說不熟悉的領域或是科學概念，第二

篇較常見於媒體中，且也是學生熟悉的領域或概念。「小心，BPA 就在你手上！」

來自科景新聞網，結構較紊亂，其目的是建議閱聽人多加洗手，因此含有較多的

說明與提醒；「美國最新研究 二氧化碳不影響暖化速度」取材於雅虎新聞的科學

發展，雖是學生熟悉的領域，卻有著不同的主張，內容是屬於稍具結構性的文章，

以假想的模型去進行預測，但證據的部分稍微凌亂且支持程度不佳。 

然而在後訪談時，考量學生對於前訪談的兩篇科學新聞可能會有印象，因此

將會再增加一篇科學新聞「以雷射殺死癌細胞」，作為不熟悉的文本，此篇來自

雅虎新聞的科學發展，較具結構化，針對殺死癌細胞的過程描述較詳細，也寫出

未來的應用，但有提出尚未理解的機制。故在後訪談中，學生共閱讀三篇科學新

聞，順序為「以雷射殺死癌細胞」、「小心，BPA 就在你手上！」、「美國最新研究 

二氧化碳不影響暖化速度」，除了可以比較兩篇科學新聞於教學介入後的差異，

亦能檢視學生是否真的能在不熟悉的議題下，使用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作為

評價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以探討學生經過教學後是否能具備 Kolstø (2001)所提

的「超越內容知識(content-transcending knowledge)」，進而評判科學新聞之品質。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與國語文領域的學業成就 四、

先蒐集研究進行前的一百學年度上學期第二次段考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以

下簡稱自然科)與國語文領域(以下簡稱國文科)之學業成就，作為分組的依據及前

測變項，以探討學業成就與科學解釋實務之間的關係，也檢視自然科與國文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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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就對於科學解釋實務的學習是否具有預測力。 

第七節 資料分析 

經實施教學活動、前後測與前後訪談的施測結束後，針對學生作答的前後測

與訪談資料，針對研究問題分為量化或質性的方式進行分析。先將所蒐集到的資

料進行篩選、整理與登錄，謄入學生前後測的作答，再轉換訪談資料為逐字稿，

且依據 Strauss 與 Corbin (1998)所建議的編碼過程，將質性資料編碼，再由編碼

中制定出評分標準，使質性資料轉為量化資料，進而利用 SPSS 統計及 Nvivo 分

析軟體進行分析、比較，以利於後續的詮釋與討論。詳細的分析方法如下所述： 

 質性資料 一、

本研究的質性資料參考 Strauss 與 Corbin (1998)的建議，進行有系統的編碼。

由於研究問題中欲探討學生學習科學解釋實務的變化情形，需盡可能涵蓋所有可

能的答題結果，因此先針對學生作答及訪談資料，透過逐行(Line-by-line)分析的

方式進行檢視、思索並建立分析單位及初步的編碼想法。 

考量研究問題及後續分析，來回不斷解構學生回題情形，並與指導教授及評

分者討論分析單位後，依據分析單位從句子與段落中找出其中的概念(Concept)，

亦即對文句的暫時性編碼，且將相關或類似屬性(Property)的概念合併、群組成為

類別(Category)、次類別(Subcategory)，並參考文獻回顧的整合結果，命名其類別

名稱，決定並定義類別、次類別與屬性，產生第一次的暫時性編碼表。將暫時性

編碼表與指導教授討論，在研究問題、後續分析及欲探討的豐富度之考量下，改

變編碼架構，重新再進行上述的編碼過程，並討論、確定足以回答研究問題及進

行後續質性分析的初步編碼表與編碼架構。 

當研究者建立初步編碼表的過程中，便開始將進行主軸編碼(Axial coding)。

編碼過程不僅只尋找有意義的概念之外，還需要思考概念、類別間的關係與面向，

找出各質性資料中較豐富、出現密度較高的類別關聯，直到盡量達到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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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ation)，以重組資料，區別主要類別與其他類別及影響其關係的條件，系統

化的發展類別(洪煌堯, 2011; Strauss & Corbin, 1998)。 

再來，將初步編碼表進行試編，以修正、調整編碼架構、定義與文字敘述，

過程中持續與指導教授及研究生討論、修改，建立質性資料的編碼表。接著，針

對前後測與前後訪談各選取五分之一的資料量，再請兩位評分者進行百分比同意

度考驗。進行的過程是取得共識後由評分者獨立將少量的資料編碼，再討論編碼

中有疑義的地方，取得協議與共識後，修改再使用新的編碼表將五分之一的資料

獨立編碼。將評分者的編碼結果兩兩分次輸入電腦，以 Excel 試算表計算同意度

的百分比分別為，前後測百分比是 85.65%、前後訪談百分比為 84.42%，皆達 80%

以上，表示編碼表可使用於所蒐集的資料。 

編碼表穩定且確定後，開始將所有的資料進行編碼，歸納、持續的進行類別

的連結與比較，再加上描述性的統計分析，形成暫時性的宣稱(Working assertion)，

且針對主張，盡可能從多種資料中找尋證據或反證，並來回檢視各主張間的關係

與連結，以試圖建立規律性陳述(Pattern statement)，去支持宣稱回應至研究問題

(Erickson, 1998)，最後產生結論、建議與討論。 

(一) 學習單及前後測－科學解釋實務的學習 

研究者將學生答題結果作內容分析，以一個子題的作答為分析單位，分別針

對辨識、評價與建構科學解釋發展出編碼表。而在前後測的科學新聞試題中，有

部分題目是屬於評價標準的應用類型，故將暫不在此討論。 

1. 辨識 

辨識科學解釋的分析，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首先針對學生所辨識的句

子進行分析，他們辨識各成分的過程是在科學新聞上圈出主張、證據與推理，將

學生圈出的內容與科學解釋相關的句子標示之，如下表 3-6-1，其中 A~C 為主張

的種類、E~G 為證據的種類及 H~J 為推理的種類，而各科學新聞內容標示結果

如附錄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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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學生辨識他人建構的科學解釋所圈選句子類型之編碼表(1)  

分類 描述 

A 完整主張 對於現象、數據、資料、問題的答案或說法，與問題有關，並包含完

整欲探討之變因，也符合數據所呈現的趨勢。 

B 部分主張 只選擇一部份的主張，僅包含部分欲探討之變因，或不符合數據所呈

現的趨勢。 

C 另有主張 在科學新聞中，與主要說法相異的另有解釋之主張。 

E 關鍵證據 最能夠支持主張的科學數據或資料。涵蓋主張中完整的變項及變因關

係，其中的描述包含所觀察或分析的數量、實驗結果或實驗結果的比

較。 

F 非關鍵的

證據 

屬於中度支持的科學數據或資料。證據中所呈現的資訊僅能涵蓋部分

主張中的變項與變因關係，雖包含完整欲探討之變項，但證據本身有

限制，可能是間接的相關研究、非實際情境下、時間較為久遠等；或

雖包含部分欲探討之變項，但能呈現出主張中的部分趨勢。 

G 低關鍵的

證據 

屬於低度支持的科學數據或資料。證據中所呈現的資訊只涵蓋部分主

張中的變項或變因關係，僅包含部分欲探討之變項，且證據本身有限

制，如結果比較不對等或無法推論未來等。 

H 原理連結 說明原理如何支持主張，並指出可能影響的原因或機制。 

I 數據連結 說明證據如何支持主張，並指出數據是否納為證據的理由。 

J 另有推理 在科學新聞中，與主要說法相異的另有解釋之推理。 

K 預測 基於先前經驗、知識與觀察，推測可能發生的現象。 

L 假說 關於自變項可能如何影響因變項，且尚未被證實的說法。 

M 研究設計 對於執行研究與回答研究問題的規劃與實施，如實驗過程或設計的想

法。 

N 建議 針對不好的影響提出警告；或提出後續可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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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階段中，對照學生的作答與第一階段的編碼結果，將學生作答與表

3-6-1 的符合程度進行編碼，其編碼表如下表 3-6-2 所示，而學生的作答將會編上

R1 至 R6 其中一個代碼，結果的分析則除了針對辨識程度外，亦針對容易誤認的

句子討論可能誤判的原因。 

表 3-6-2 學生辨識他人建構的科學解釋之編碼表(2) 

代號 類別 定義 

R1 完全正

確 

能辨識出完整的科學解釋之成分(完整主張 A、證據 EFG、推理

HI)或完整成分與另有解釋(另有主張 D、另有推理 J)，且未將

其他部分誤認。 

R2 部分正

確 

無法辨識出完整的科學解釋之成分，但能辨識出部分成分(部分

主張 B、關鍵證據 E、非關鍵證據 F、低關鍵證據 G、原理連

結 H 或數據連結 I)，且未將其他部分誤認。 

R3 涵蓋其

他 

雖辨識出科學解釋的成分，但還涵蓋了其他的句子。 

R4 完全錯

誤 

將科學新聞中其他部分誤認為科學解釋的成分。 

R5 無此成

分 

未圈選任何句子，但有勾選「缺少」的選項。 

R6 未作答 未圈選任何句子，且未勾選「缺少」的選項。 

註 1：但某些科學新聞中的推理，未必包含原理連結與數據連結，因此若在推理僅含有原理連結或數據連結

O 說明 針對科學新聞中的事物作介紹性的描述。 

P 不適當標

題 

誇張、參雜或不明確的標題 

Z 無關的句

子 

文章中不屬於編號中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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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學生能辨識出來便視為完全正確。 

2. 評價 

分析學生評價科學解釋的主要想法是欲討論學生是否能使用科學解釋品質的

評價標準，以及較常使用的判準或標準為何，而檢視過學生作答後，發現以科學

解釋、研究結果、研究方法與個人想法四大類為主要類別，依此發展出評價科學

解釋的編碼表，如表 3-6-3。學生在評價時考量的依據可能不只有一個，因此將

採取重複編碼，亦即學生的一個作答可能會同時編上多個代碼，其重複的可能範

圍落在 E1-1 至 E5。  

表 3-6-3 學生評價他人建構的科學解釋之考量依據的編碼表(簡表) 

類別與定義 次類別 描述 

E1 科學解釋： 

考量科學解釋

的成分，並使用

課程中所學到

的評價標準。 

E 1-1 清楚定義 考量評價標準各項目的定義。其中可依各成分的

項目再分為：主張－關聯性(1)、一致性(2)；證

據－支持程度(3)、來源(4)、數量(5)、數據處理

(6)；推理－連結呈現，含原理連結(7)與數據連

結(8) 、融貫性(9)。 

E 1-2 混淆 將不同成分的評價標準使用在欲評價的成分

上，或將各成分評價標準的定義混淆。 

E 1-3 僅使用名詞 僅寫出評價標準各項目的名詞，但未進一步說明

原因。 

E2 研究結果： 

考量內容中的

研究結果。 

E 2-1 數據結果 考量實驗結果、數據或誤差值。 

E 2-2 個人說明 依據個人經驗或先有知識，提出個人看法或另有

解釋，或提出建議，皆為題目中未提及的。 

E 2-3 內容重覆 僅將新聞內容重述或整理，並未作評價。 

E3 研究方法： 

考量實驗設計

E 3-1 方法適切性 考量進行實驗的方法、材料或控制誤差等。 

E 3-2 過程描述 考量研究的過程或方法是否清楚、詳細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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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施。 E 3-3 實驗實施 考量能否進行實驗，或親身體驗去驗證。 

E4 個人想法： 

依據個人主觀

做出判斷，未提

出任何說明。 

E 4-1 文字表達 以文字表達是否提到重點/清楚/詳細/完整/流暢

作為依據，但未解釋原因或是含意不清的說明。 

E 4-2 重要性 以對生活/人類/地球的重要性或相互影響作為判

斷依據，但未解釋原因或是含意不清的說明。 

E 4-3 價值判斷 以合理/邏輯/好壞/可信度/正確性作為判斷依

據，但未解釋原因或是含意不清的說明。 

E5 其他 以其他的判斷依據進行評價。 

E6 無此成分 學生認為被評價的內容中沒有科學解釋的某特定成分，因而未作答。 

E7 未作答 學生認為被評價的內容中具有科學解釋的某特定成分，但卻未作答。 

註 1：但某些科學新聞中的推理，未必包含原理連結與數據連結，因此若在推理僅含有原理連結或數據連結的情形，

學生能辨識出來便視為完全正確。 

註 2：評價標準的各項目定義，詳見第二章第一節。 

3. 建構 

以往文獻對建構科學解釋有較多的著墨，且有鑑於後續分析，以結合、比對

不同的科學解釋實務之表現，因此研究者先檢視學生所寫出來的主張、證據與推

理，以及挑選出的主張、證據，做粗略分類後，參考科學解釋的成分及文獻中科

學解釋實務，並整合學生作答情形後，產生出學生所建構的科學解釋之編碼表(如

表 3-6-4)。如學生所建構出的推理為：「由上面三個人的實驗[CR3-1]來看，面積

小的會先著地，面積大的會最後著地[CR2-2、2-4]，面積比較小就會有比較小的

風阻，面積比較大的風阻會比面積小的風阻大[CR1-1]。」 

表 3-6-4 學生建構科學解釋的編碼表－依成分分類 

1.形成主張 

類別與定義 次類別 描述 

CC1 關聯性：學 CC 1-1 高度有關 學生所建構的主張中，完全符合主題、數據資料所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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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依據研究

問題，建構出符

合主題與數據

資料，且提及其

中包含的變因

或條件。 

現之內容，且完全包含研究問題中所提及的變因或條

件。 

CC 1-2 中度有關 學生所建構的主張中，完全符合主題、數據資料所呈

現之內容，但部份包含研究問題中所提及的變因或條

件。 

CC 1-3 低度有關 學生所建構的主張中，僅部分符合主題、數據資料所

呈現之內容，且部份包含研究問題中所提及的變因或

條件。 

CC 1-4 無關 學生所建構的的主張中，完全不符合主題、數據資料

所呈現之內容，且未包含任何研究問題中所提及的變

因或條件。 

CC2 內容描述： 

學生依據資料

或數據，建構出

的主張內容之

性質。 

CC 2-1 提出因果 學生能提出可能的影響因素(操縱變因)/被影響的因素

(應變變因)，並寫出其中所具有的因果關係。 

CC 2-2 呈現趨勢 學生能察覺到隨著時間的改變，整體現象的趨勢。 

CC 2-3 描述現象 學生能描述出觀察到的現象、事實。 

CC 2-4 資料詮釋 學生依據個人主觀的判斷，或寫出無法由題目獲得的

觀點。 

CC3 錯誤 學生所形成的主張明顯有科學上、解讀上、陳述上或抄寫上的錯誤。 

CC4 未作答 學生未形成主張。 

 

2.使用或挑選證據 

類別與定義 次類別 描述 

CE1 數量： 

學生所使用或

挑選的證據數

CE 1-1  3 個以上 學生所使用或挑選的證據為 3 個。 

CE 1-2  2 個 學生所使用或挑選的證據為 2 個。 

CE 1-3  1 個 學生所使用或挑選的證據為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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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CE 1-4  0 個 學生所使用或挑選的證據為 0 個。 

CE2 支持程度： 

學生所使用或

挑選的數據能

支持、證明主張

的程度。 

CE 2-1 高度支持 所使用或挑選的數據包含主張所呈現的所有變因，且

數據與描述完全符合主張中所呈現的變因關係(現

象、趨勢或因果)。亦即，所使用或挑選的數據皆為

關鍵且足以證明主張的證據－完全相關且完全符合

主張的變因關係。  

CE 2-2 中度支持 所使用或挑選的數據包含主張所呈現的部分變因，且

數據與描述部分符合主張中所呈現的變因關係。亦

即，所使用或挑選的數據為非關鍵且不足以證明主張

的證據－部分相關但部分符合主張的變因關係。 

CE 2-3 低度支持 所使用或挑選的數據包含主張所呈現的部分變因，或

數據與描述不符合主張中所呈現的變因關係。亦即，

所使用或挑選的數據為低關鍵且不足以證明主張的

證據－部分相關或部分符合主張的變因關係。 

CE 2-4 無法支持 所使用或挑選的數據未包含主張所呈現的變因，且數

據與描述不符合主張中所呈現的變因關係。亦即，無

關也不符合主張的變因關係；或是說法相牴觸。 

CE3 數據處理： 

學生使用證據

時，會針對資料

或數據進行不

同的處理，以整

合各資料與數

據內容。 

CE 3-1 組織 學生能說出資料的趨勢，或組合、對照資料歸納出規

律。 

CE 3-2 比較 學生能寫出比較資料後的結果或差異。 

CE 3-3 整併 學生將實驗結果或資料合併，或將單筆資料重新整

理、摘要。 

CE 3-4 詮釋 學生以蘊含個人的觀點/信念/價值進行整合，但卻無

法藉由題目資訊與數據中發現。 

CE 3-5 重述 學生僅重複寫出題目的資訊，或描述實驗的現象或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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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CE 3-6 未處理  學生僅寫出代號幾可知。 

CE4 忽略來源 學生使用或挑選證據時，引用了較不恰當的資料來源，如網路、二手的

資料。 

 

3.產生推理 

類別與定義 次類別 描述 

CR1 原理連結： 

學生能使用科

學的術語或原

理，說明證據能

支持主張的原

因。 

CR 1-1 完整闡述 學生能清楚說明原理機制，寫出如何影響的趨勢或為

什麼影響的理由，如：寫出造成循環的原因；寫出與

空氣接觸面積越大的物體，所受的空氣阻力較大等。 

CR1-2 使用名詞 學生僅寫出中學教育中常使用的科學名詞或句子，

如：熱對流、全球暖化、空氣阻力、濃度高往濃度低

等；或是僅以名詞寫出影響的原因；或說明原因不完

整。 

CR1-3 個人想法 學生以個人想法與經驗進行說明，可能包含一些似是

而非的科學概念、以一套自己的說法或方式(如類比)

去連結、或以自己的想法與經驗提出另有解釋。 

CR1-4 未使用 學生未寫出如何影響的趨勢或為何影響的理由。 

CR2 數據連結： 

學生能針對資

料或數據，說明

數據成為證據

的理由或證據

所呈現的規律

如何支持主張。 

CR2-1 組織 學生能說出資料的趨勢，或組合、對照、歸納出規律。 

CR2-2 比較 學生能寫出比較資料或前題的選項後的結果或差異。 

CR2-3 評價 學生以教學中所提及的評價品質標準去分析、說明。 

CR2-4 整併 學生將實驗結果或資料合併，或將單筆資料重新整

理、摘要。 

CR2-5 詮釋 學生以蘊含個人的觀點/信念/價值進行整合，但卻無法

藉由題目資訊與數據中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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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2-6 重述 學生學生僅重複寫出題目的資訊、數據點、數據差值，

或描述實驗的現象或條件。 

CR2-7 未處理 學生未對證據、資料或數據做出任何描述。 

CR3 融貫性：推

理、主張與證據

有連貫，亦即三

者有關且一致。 

CR 3-1 回應主張 學生的推理呼應主張的說法，或再次重複主張的陳述。 

CR 3-2 使用數據 學生使用與主張有關且變因關係一致的資料、數值或

內容。 

CR 3-3 無連貫 學生未提及主張及證據，或僅回答「由上表可知」等。 

CR4 錯誤 學生的推理中，包含錯誤詮釋或理解、數據或資料的錯誤抄寫。 

CR5 未作答 學生未產生推理。 

將所有的作答皆編碼完畢後，便進行後續量化的部分，以及質性宣稱的形成，

量化部分將於稍後討論，而質性的部分除了以文字描述之外，亦進行描述性統計

的呈現，以期使質性的文字描述更具有效力。 

(二) 前後訪談及部分前後測題目－品質判準(評價標準的應用) 

針對學生訪談時的對話，以一個訪談問題中有意義的回答為分析單位，參考

相關文獻所提及的判準：研究結果與研究方法，檢視訪談對話與學生作答後，並

考量後續分析將與本研究所產生的評價標準對照，而在符合原始資料呈現的結果

之下，使品質判準之類別與評價標準的類別儘可能一致，建立一份科學新聞品質

的判準之編碼表，如下表 3-6-5。 

表 3-6-5 學生評價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之編碼表 

類別與定義 次類別 描述 

ENC1 科學解釋： 

考量科學解釋的

成分，或課程中提

及的評價標準。 

ENC 1-1 評價標準 考量科學新聞中的主張、證據、推理是否具備評價

標準(關聯性、一致性、支持程度、證據數量、來源、

比較、原理連結、數據連結、融貫性)。 

ENC 1-2 解釋成分 考量科學新聞是否具有主張、證據、推理。 

ENC2 研究結果： ENC 2-1 數據結果 考量科學新聞中的實驗結果、數據是否有確切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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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容中的研究

結果為判斷依據。 

果，或結果描述是否詳細等。 

ENC 2-2 個人說明 依據個人經驗或先有知識，針對科學新聞的結果內

容，延伸出個人的說法，或提出研究結果的建議，

皆為題目中未提及的；或考量與先前經驗、知識背

景或教學的內容相符、無法判斷或牴觸。 

ENC 2-3 內容重整 僅只是將科學新聞的內容重述或整理。 

ENC 3 研究方法： 

考量研究的實驗

設計、流程規劃與

實施等。 

ENC 3-1 方法適切

性 

考量科學新聞中所提及的實驗方法、樣本數或誤差

控制等是否適當。 

ENC 3-2 過程描述 考量科學新聞中研究過程或方法之描述應要清

楚、詳細。 

ENC 3-3 實驗實施 考量科學新聞中所進行的實驗可再驗證或多次測

量。 

ENC 4 個人想法： 

完全依據個人主

觀做出判斷。 

ENC 4-1 文字表達 考量科學新聞中的文字表達是否提到重點/清楚/詳

細/完整/流暢，但未解釋原因或是含意不清的說明。 

ENC 4-2 重要性 考量科學新聞中的研究主題對生活/人類/地球的重

要性或相互影響，或是具備傳播/告知/警惕的功

能，但未解釋原因或是含意不清的說明。 

ENC 4-3 價值判斷 考量科學新聞中的內容是否合理/邏輯/好壞/可信度

/正確性，但未解釋原因或是含意不清的說明。 

ENC5 其他 其他不在上述類別中的回答。 

 量化資料 二、

(一) 科學解釋評量前後測 

研究者參考前述建立的編碼表，形成科學解釋的評分表，皆採計最高表現，

利用質性分析軟體 Nvivo 將編碼結果輸出為 Excel 試算表的檔案形式，再依照評

分表內容，以 Excel 內的邏輯語法運算，計算出科學解釋評量前後測的分數，以



76 
 

質性資料轉為量化的方式呈現，進行後續的計分與量化的分析。其中的評分表計

分方式，如下表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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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6 三項科學解釋實務的評分表。 

1.辨識科學解釋 

分數 類別 對應碼號(表 3-6-2) 

3 完全正確辨識 R1 

2 部分正確辨識 R2 

1 涵蓋其他；或無此成分 R3；R5 

0 完全錯誤辨識；或未辨識 R4；R6 

 

2.評價科學解釋 

分

數 

評價準則的使

用 

對應碼號

(表 3-6-3) 

項目考量 對應碼號(表 3-6-3) 

3 清楚定義。 E 1-1 考量 3 個項目以上。 在 E1~4 中任 3 個編

碼 

2 混淆定義。 E 1-2 考量 2 個項目以上。 在 E1~4 中任 2 個編

碼 

1 僅使用名詞，但

未說明理由。 

E 1-3 考量 1 個除了價值判斷、重述、個

人說法之外的項目；或無此成分；

或其他。 

E1；E 2-1；E3；E 

4-1；E 4-2；E5；E6 

0 無使用。 其他編碼 未作答者；或僅止於價值判斷、重

述、個人說法者。 

E7；E 2-3；E 2-2；E 

4-3 

 

3.建構科學解釋 

主

張

關聯性 對應碼號 

(表 3-6-4) 

內容性質 對應碼號 

(表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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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數 

3 高度有關。 CC 1-1 包含提出因果/關係。 含 CC 2-1 

2 中度有關。 CC 1-2 包含寫出趨勢。 含 CC 2-2 

1 低度有關。 CC 1-3 僅描述現象；或僅詮釋者。 CC 2-3；CC 

2-4 

0 無關或未作答。 CC 1-4 其他或未作答。 CC4 

註 1：學生所形成的主張中，若含有錯誤則扣 1 分；亦即含有 CC3 者，扣 1 分。 

證

據

分

數 

支持程

度 

對應碼號 

(表 3-6-4) 

數量 對應碼號 

(表 3-6-4) 

數據處理 對應碼號

(表 3-6-4) 

3 高度支

持 

CE 2-1 使用 3 個資料以上，且

未使用不當來源。 

CE 1-1 組織；比

較。 

CE 3-1； 

CE 3-2 

2 中度支

持 

CE 2-2 使用 2 個資料，且未使

用不當來源。 

CE 1-2 整併。 CE 3-3 

1 低度支

持 

CE 2-3 使用 1 個資料，且未使

用不當來源。 

CE 1-3 僅詮釋；或

僅重述。 

CE 3-4；或

CE 3-5 

0 無法支

持 

CE 2-4 無使用代號 CE 1-4 未處理。 CE 3-6 

註 2：有使用代號卻使用不當來源者，扣 1 分；亦即含有 CE4 者，扣 1 分。 

推

理

分

數 

原理連結 對應碼號

(表 3-6-4) 

數據連結 對應碼號 

(表 3-6-4) 

融貫性 對應碼號

(表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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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含完整

闡述。 

CR 1-1 具 2 種以上連結；或僅

組織；或僅比較。 

CR2-1~6 任兩

個碼；CR2-1；

CR2-2 

回應主張

與提及證

據。 

CR 3-1、

CR 3-2 

2 無完整闡

述，但包含

使用名詞。 

CR1-2 僅評價；或僅整併。 CR2-3；CR2-4 僅回應到

主張。 

CR 3-1 

1 僅個人說

明。 

CR1-3 僅詮釋；或重述。 CR2-5；CR2-6 僅提及證

據。 

CR 3-2 

0 無使用；或

未作答。 

CR1-4；

CR5 

無處理；或未作答。 CR2-7；CR5 無連貫或

未作答。 

CR 3-3；

CR5 

註 3：學生所產生的推理若含有錯誤者，扣 1 分；亦即含有 CR4 者，扣 1 分。 

利用SPSS統計軟體(王保進, 2006; 吳明隆, 2010)，輸入前、後測的計分結果，

分別針對整體的科學解釋分數與各成分的分數進行相依樣本 t 考驗，以檢視 REC

教學模式實施後的成效。 

(二) 學業成就－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及國語文領域 

為了解國語文及科學課程對科學解釋實務表現的預測力，本研究蒐集參與者

於施測前的段考成績，亦即一百學年度上學期第二次段考的國文科及自然科的成

績，以進行後續推論統計的分析，使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吳

明隆與涂金堂, 2009)，其自變項為國文科學業成就、自然科學業成就及科學解釋

評量(或各實務)前測分數，而依變項則是科學解釋評量(或各實務)後測分數。 

在進行逐步多元回歸分析時，將資料做以下檢定： 

1. 線性關係(Linear Relationship) 

依變項和自變項之間須為線性關係，亦即依變項與自變項具有固定比率的關

係，研究者將各自變項分別與依變項繪製散點圖(scatterplot)，由各散點圖上數據

點的分布圖形做檢視自變項與依變項是否有呈現橢圓形的線狀分布(吳明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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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金堂, 2009)，若兩者呈現非線性關係的情況，則須透過轉換，使其呈線性關係

後才能進行逐步多元迴歸。 

由 SPSSS 統計軟體所繪製的各個散點圖中，可發現自變項分別為國文科學業

成就、自然科學業成就及科學解釋評量前測，依變項為科學解釋評量後測；自變

項分別為辨識實務前測、評價實務前測及建構實務前測，依變項則對應為辨識實

務後測、評價實務後測及建構實務後測，大致皆呈現橢圓形且左下右上的線狀分

布，因此本研究的自變項與各對應的依變項之間的關係皆為線性關係。 

2. 常態性(Normality) 

常態性檢驗，可進行描述統計的報表，依據 Tabachnick 與 Fidell (2007)的建

議，以偏態和峰度的標準分數，來檢驗觀察值是否為常態。在樣本數為 50 人時， 

偏態分數的絶對值小於 1.14，可以說變項沒有顯著的偏態(p < .01)；在樣本數為

50 人時，峰度分數的絶對值小於 2.26，可說變項是沒有顯著的峰態(p < .01)。除

了描述統計外，還可使用迴歸標準化殘差的直方圖(histogram)，若直方圖曲線越

接近常態分配的鐘形曲線，表示樣本觀察值越接近常態分配；或是使用標準化殘

差的常態機率圖(normal probability plot)，若樣本殘差值的累積機率分布越接近理

論的累積機率分布線(左下到右上的 45 度角斜線)，表示樣本觀察值越接近常態

分配(吳明隆 & 涂金堂, 2009)。 

研究者根據上述標準，只有建構實務後測呈現顯著的正向峰態，其他的變項

皆為常態分配。但是根據 Ender 與 Bandal (1999)，一個變項的峰態分數須大於

3.75 才算是正峰態。因此建構實務後測並非是嚴重違反常態的分配，故本研究選

擇不將建構實務後測分數做轉換，保留建構實務後測這個變項原本的特性。且由

SPSS 統計軟體所產生的直方圖，可發現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的標準化殘差直方

圖都接近常態分配的曲線；依據各個常態機率圖，亦發現各樣本殘差值的累積機

率分布皆趨近於一條左下到右上的斜直線。這些關係圖皆表示本研究的樣本觀察

值是具有常態性。 

3. 誤差項的獨立性(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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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的誤差項間應具備獨立性，也就是說，誤差項與誤差項之間没有相互

關係，當誤差項間不具備獨立性，擁有某種關係時，在估計迴歸參數上將會降低

統計的檢定力，可用 Durbin-Watson 檢定去測試自變項的誤差項之間是否獨立，

若 D-W 值介在 1.5 至 2.5 表示無自我相關，大於 2.5 為負相關，小於 1.5 為正相

關(吳明隆 & 涂金堂, 2009)。 

研究者檢視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的報表，發現 D-W 值落於 1.73 至 2.46 之

間，尚在可接受的範圍內，顯示各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的模式中，其自變項的誤

差項之間是具有獨立性的，符合獨立性假設。 

4. 誤差項的變異數相等(Homoscedasticity) 

自變數的誤差項之變異數必須相等，若變異數是不相等(heteroscedasticity)會

導致自變數無法有效的估計應變數，可藉由標準化殘差與原始預測值交叉之散布

圖去檢驗是否變異數相等，當殘差散布圖在 0 上下隨機水平分布時，則表示樣本

觀察值的殘差變異數是相等的；但當變異數的不相等發生，此時透過轉換

(transform)，使變異數相等後，再進行迴歸分析(吳明隆 & 涂金堂, 2009)。 

研究者在使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時，在繪圖的對話視窗

中，選入標準化殘差值為 Y 軸數值，而標準化預測值選入為 X 軸數值，繪製出

標準化殘差與原始預測值交叉之散布圖，並且各散布圖大致隨機且水平地分布於

0 的附近，顯示樣本觀察值的誤差項之變異數大致相等，符合此假設。 

然而，當資料皆符合迴歸分析的基本假設後，尚須檢驗自變項間是否具有共

線性(Collinarity)的問題，可檢視報表中的容忍值(tolerance)、變異數膨脹因素

(variance inflation faction； VIF)或條件指標(condition index； CI)作為共線性判

別的依據，其中 CI 值不僅可檢核自變項的共線性，也可判別整個回歸模式的共

線性，因此本研究主要採用 CI 值作為判斷依據，CI 值在 15 以上，表示可能有

共線性的問題；在 30 到 100 之間具有中度至高度的共線性問題；100 以上則有

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吳明隆 & 涂金堂, 2009)。研究者進行三個自變項分別預測科

學解釋、辨識實務、評價實務及建構實務的後測成績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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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個別的CI值介於1至13.40之間，而各模式的CI值分別為13.40、9.33、11.26、

12.39，皆小於 15，表示尚無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整合各項檢定的結果，觀察值皆大致未違反逐步多元迴歸的基本假設，因此

本身無須經過轉換，且沒有共線性的問題，可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報表的摘要

與討論。 

綜合以上各點，其資料蒐集、分析與研究問題的對應如下表所示： 

表 3-6-7 研究問題與資料蒐集、分析方法之對應表 

研究問題 資料來源 分析方法 

在教學過程中，學生科學

解釋實務的發展情形為

何? 

前後測、學

習單 

1.以相依樣本 t 考驗檢視 REC 教學模式的成效 

2.以描述性統計與質性描述呈現學生科學解釋實

務的發展、改變。 

國文科與自然科的學業成

就對科學解釋實務是否具

有預測力? 

前後測、段

考成績 

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而討論其各變項對學生

在科學解釋實務上表現的預測力。 

教學前後學生對於科學新

聞品質的判準之改變為

何? 

前後訪

談、前後測 

以描述性統計、McNemar 改變顯著性考驗與質性

描述，探討評價標準是否且如何被應用在科學新

聞的品質判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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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以 REC 教學模式搭配科學新聞之教材，發展學生科學解釋

實務的成效與影響，進一步討論國文科與自然科學業成就能否用以預測學生科學

解釋之表現，以及學生能否應用評價標準至科學新聞品質的判斷。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章將分為六節進行探討。第一至四節將針

對研究問題一：「在 REC 教學過程中，學生科學解釋實務的發展情形為何?」分

別探討，第一節為科學解釋實務表現的量化檢驗，研究者以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

科學解釋評量前後測，以了解學生科學解釋實務整體與各階段－辨識、評價、建

構－的進步；第二至四節則以學生科學解釋實務的質性發展為主，以次數百方比

及質性描述，分別探討辨識、評價與建構實務的轉變。第五節將依據研究問題二：

「國文科與自然科的學業成就對科學解釋實務是否具有預測力?」，將國文科、自

然科的學業成就及科學解釋評量之前測分數作為預測變項，科學解釋評量後測分

數作為校標變項，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以了解預測變項是否能有效預測校標

變項。第六節針對研究問題三：「教學前後學生對於科學新聞品質的判準之改變

為何?」，以 McNemar 改變顯著性考驗，檢驗學生是否將評價標準用於評估科學

新聞品質，再進一步以質性方式探討品質判準之改變情形。 

第一節 科學解釋實務之試題量化分析 

在本節中，將以量化統計分析整體學生科學解釋試題作答情形，以及辨識、

評價與建構的答題狀況，檢驗 REC 教學模式之成效，以了解 REC 教學模式對於

學生辨識、評價與建構科學解釋的表現之影響。 

本研究以自行編制的「科學解釋評量」測量國中三年級學生辨識、評價與建

構科學解釋之表現，依據前述評分標準計分，並計算個人總分後，以統計套裝軟

體 SPSS 進行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整體學生經過教學後，在前、後測表現上是

否達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4-1-1 所示，就量化前、後測整體而言，t(49) = 10.7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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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學生在前、後測上科學解釋的表現有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由表中前、

後測的描述性統計量可以發現，經過教學後學生的後測表現有 30.38 分的提升，

顯示出在 REC 的教學活動中，學生整體表現有顯著進步。 

表 4-1-1 科學解釋評量前後測相依樣本 t 考驗之摘要表 

資料來源 平均 S.D. 平均差數 t 值 p 值(雙尾) 

前測 92.00 22.72 
30.58 10.73 < .01** 

後測 122.58 32.04 

** p < .01 

進一步以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學生在前、後測上各項實務的表現是否亦有

達顯著差異。由表 4-1-2 可得，經過教學後，各項實務在前、後測上皆有達統計

上的顯著差異：辨識科學解釋 t(49) = 4.53(p < .01)、評價科學解釋 t(49) = 7.87(p 

< .01)、建構科學解釋 t(49) = 6.89(p < .01)。從各項實務前、後測的描述性統計量

來看，各項實務平均有 6.46 到 14.44 的進步，其中以評價表現增長最多，其次為

建構表現，辨識表現進步最少。由以上可知，經過 REC 教學後，學生在前、後

測中不論是整體抑或各項實務而言皆有顯著的進步，又以評價表現進步最多。 

表 4-1-2 科學解釋各次項目表現之前後測相依樣本 t 考驗 

科學解釋實務 前測平均 前測 S.D. 後測平均 後測 S.D. 平均差數 t 值 p值(雙尾) 

辨識表現 26.62 9.61 33.08 9.45 6.46 4.53 < .01** 

評價表現 13.16  7.16  27.60  15.16  14.44  7.87  < .01** 

建構表現 52.22 11.94 61.90 11.74 9.68 6.89 < .01** 

** p < .01 

第二節 辨識科學解釋之實務發展 

在此針對科學解釋成分，分為三個成分進行討論，依時間序列進行教學前－

前測、教學中－學習單、教學後－後測的分析，並以質性的方式深入分析學生辨

識各成分的情形、趨勢及誤認類型，再綜合整體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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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 一、

將前測、學習單及後測中有關辨識主張的學生辨識結果挑選出來，依各辨識

類型進行加總，並計算出特定辨識類型佔該資料的總次數之百分比，以了解學生

在該資料的作答分布，將統計結果呈現於表 4-2-1。 

表 4-2-1 學生辨識主張的類型 

辨識類型
資料來源 

前測 學習單 後測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完整辨識 152 50.67% 68 45.33% 220 73.33% 

部分辨識 14 4.67% 3 2.00% 10 3.33% 

涵蓋其他 24 8.00% 35 23.33% 18 6.00% 

完全錯誤 51 17.00% 42 28.00% 30 10.00% 

無此成分 48 16.00% 1 0.67% 17 5.67% 

未作答 11 3.67% 1 0.67% 5 1.67% 

註 1：科學解釋評量中辨識題目總共有六題，而作答人數共有 50 人，因此前後測的總次數應為 300

次；學習單中的辨識題目共有 3 題，作答人數有 50 人，故學習單的總次數應為 150 次。 

(一) 教學前 

由表 4-2-1的次數與百分比可知，半數以上的學生在前測中已能辨識出主張，

其餘學生多屬於完全錯誤與無此成分的類型。而落於完全錯誤、無此成分及未作

答的辨識類型的學生，對於主張的定義是完全不了解，共有 110 次數(36.67%)。 

研究者進一步計算科學實驗情境(題 4)中的三個小題，在每一題中，有 33(66%)

至 36(72%)位的學生能夠完全辨認出完整主張，且未涵蓋其他部分為主張，這顯

示大多數人在尚未進行教學時便能辨認出主張。完全辨認錯誤的學生有 4(8%)到

5(10%)個人，其中最常被學生誤認為主張的句子類型是證據、數據連結與原理連

結，則次數分別有 5、4、12 次。 

科學新聞情境中較少人能辨識出完整主張，只有 10(20%)到 23(46%)人，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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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辨識錯誤的情形較多，差異性大。常誤認證據、數據連結、原理連結、另有推

理、預測、假說及研究設計為主張，而次數分別為 25、5、13、18、8、3、3 次。 

加總兩個情境的誤認類型，可以發現主要誤認類型為證據、原理連結與另有

推理。在教學前一部分圈選錯誤的學生尚不清楚主張的意義，可能是因為他們認

為主張就是說明原理，才誤認原理連結與另有推理為主張；另一部分的學生，可

能是因為試題中主張的文字提示為「針對研究問題的答案/說法」，而學生對於「針

對研究問題的答案」可能視為能直接回答研究問題的證據，故誤認證據為主張。 

(二) 教學中 

在教學中，三份學習單中皆以科學新聞的範例，進行辨識各成分的活動。觀

察表 4-2-1 的次數與百分比，可發現多數學生能完整辨識出主張，而完全錯誤、

無此成分及未作答者共有 44 次數(29.33%)，由此可知在教學過程中，學生較能

減少錯誤辨識的情形發生。 

深入各題探討，能夠辨識出完整主張的學生人數從 11 位(22%)進步到 29 位

(58%)，有明顯增長的情形；而能辨識主張，但卻多涵蓋其他部份的人數則由 14

人(28%)減至 12(24%)人，有小幅的減少；完全辨識錯誤的類型則從 50%(25/50)

持續減少至 14% (7/50)人，有明顯減少。分析各題次數百分比，顯示學生逐漸能

理解主張的意義，因而辨識正確的人數漸漸增加，辨識錯誤的人數開始減少。 

其中由活動一到活動三的主要誤認類型之演變是假說、說明、預測，從假說

轉變為預測較多，且人數接近；僅有少數學生屬於其他類型。以假說的定義－關

於自變項可能如何影響因變項，且尚未被證實的說法、說明的定義─針對科學新

聞中的事物作介紹性的描述－及預測的定義－基於先前經驗、知識與觀察，推測

可能發生的現象－來看，可能是因為學生對於主張的定義尚在理解中，還不太了

解何謂「對於現象、數據、資料或問題的答案或說法」，因此容易將與研究有關

的「說法」都視為主張，才會將假說、說明及預測誤認為主張。 

(三) 教學後 

由表 4-2-1 的後測，能完整辨識主張的學生次數百分比有 73.33%(2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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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有更多的學生理解主張的定義，也能確切的辨識出來。而不理解其定義而錯

誤圈選、認為無此成分或未作答者，次數百分比為 17.34%(52/300)，明顯有減少

的趨勢，顯示更多學生能判斷主張是否存在，也能區別主張與其他的句子。 

再深入了解各情境答題狀況，在實驗情境中最高有達 90%(45/50)的學生能夠

辨識出完整的主張，且未有涵蓋其他部份，總共增加了 18%(9/50)，明顯增加了。

這表示絕大多數學生在後測時已能夠判斷主張的存在與否，且能夠辨識出完整的

主張，對於主張的理解是有所增長。針對誤認類型來看，學生常誤認證據、數據

連結及原理連結為主張，其各被誤認的次數為 13、3、4 次。 

在科學新聞的後測中，有 60%(30/50)到 68%(34/50)的人能夠辨識出完整的主

張，且未涵蓋其他文句。雖完整辨識的次數少於科學實驗情境的次數，但增加的

幅度十分明顯，最高達 40%的幅度增加；完全錯誤辨識的情形也有明顯的減少。

其中被誤認為主張的句子有證據、原理連結、另有推理、預測、假說、研究設計，

各被誤認 15、7、4、2、6、3 次。 

雖然還是許多類型的句子被誤認為主張，但可以發現誤認次數相較於前測減

少許多，而加總兩個情境的誤認類型，可以發現主要是證據被誤認為主張，原理

連結與另有推理則次數明顯減少。由此可知，部分學生雖然還是誤認其他句子為

主張，但大多錯誤辨識的學生是認為主張是實驗數據的直接陳述，已經是較偏向

是依據定義「對於現象、數據、資料或問題的答案或說法」去進行判斷。 

(四) 小結 

教學前半數學生在虎克實驗的情境下，較容易辨識完整主張，然而經過教學

後，學生對於主張有更多的理解，還是能使得學生在辨識主張上有進步。且主要

誤認為主張的句子類型也由原理連結改變為證據，表示學生不像前測隨意揣測，

而是以對主張理解為實驗結果去辨識。 

在科學新聞中，前測的辨識情形非常分散，誤認為主張的句子類型多樣化，

能辨識出主張的學生也低於半數。開始進行教學後，可以發現整個過程中，學生

辨識主張的情形有逐漸增長的趨勢，而將其他句子誤認為主張情形也有持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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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學生在經由教學、回饋後，漸漸能夠辨識出主張。最後在後測中，大多數

學生能判斷主張存在與否，而多數學生能夠辨識出完整主張，且能理解什麼類型

的句子能算是主張，誤認為主張的句子類型也減少，較不容易選擇其他句子作為

主張，被誤認為主張的句子類型皆以證據為主。 

整體來說，由分析教學前、中、後的主張辨識情形，即使是在複雜的情境也

能有明顯地增加，學習過程也呈現出增長的趨勢。也就是說，在不同情境下，大

多數學生已能辨認主張是否存在，且在辨識主張上有顯著進步，這顯示學生經過

教學後理解主張的定義，才足以辨識出他人所建構的科學解釋及科學新聞中的主

張，由此可知，REC 教學模式中的辨識活動是能有效幫助學生辨識完整的主張。 

 證據 二、

將前測、學習單及後測中，有關辨識證據的辨識結果挑選出來，依各辨識類

型進行次數的加總，並計算出特定辨識類型佔該資料的總次數之百分比，以了解

學生在該資料的辨識類型之分布，將統計結果呈現於表 4-2-2。 

表 4-2-2 學生辨識證據的類型 

辨識類型
資料來源 

前測 學習單 後測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完整辨識 74 24.67% 40 26.67% 101 33.67% 

部分辨識 51 17.00% 36 24.00% 42 14.00% 

涵蓋其他 70 23.33% 24 16.00% 65 21.67% 

完全錯誤 73 24.33% 48 32.00% 63 21.00% 

無此成分 20 6.67% 1 0.67% 22 7.33% 

未作答 12 4.00% 1 0.67% 7 2.33% 

註 1：科學解釋評量中辨識題目總共有六題，而作答人數共有 50 人，因此前後測的總次數應為 300

次；學習單中的辨識題目共有 3 題，作答人數有 50 人，故學習單的總次數應為 15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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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前 

觀察表 4-2-2，僅有約四分之一的學生在前測能辨識出證據，學生大多分布在

完整辨識、涵蓋其他與完全錯誤的辨識類型，而加總完全錯誤、無此成分及未作

答的次數，可發現不了解或錯誤理解證據意義的學生有 35.00%(105/300)人。 

深入統計科學實驗情境中的各小題，能完整辨識證據的學生有 22%(11/50)到

48%(24/50)人，可以發現不到半數的學生能辨認出證據，相比於辨識主張來說，

人數銳減許多。而多數學生所圈選的證據是包含證據也涵蓋了其他句子，或是完

全辨識錯誤，而其中被誤認為證據的句子類型有主張、原理連結與數據連結，各

被誤認 18、43、21 次，主要常誤認原理連結為證據。 

在科學新聞情境中，進一步分析各小題，發現只有 14%(7/50)到 16%(8/50)位

學生能辨識完整證據，比在科學實驗情境還要少，大多數人屬於完全辨識錯誤、

涵蓋其他與部分辨識的辨識類型，與整體前測的情形一致。此外，被誤認為證據

的句子類型多樣，分別有主張、原理連結、數據連結、另有推理、假說、研究設

計、預測各被誤認為證據，次數為 33、5、4、9、5、18、16 次，主要誤認為證

據的句子類型為主張。 

加總兩個情境的誤認為證據之句子類型，有主張、原理連結、數據連結、另

有推理、假說、研究設計、預測各被誤認 51、48、25、9、5、18、16 次。主要

的誤認類型是，將主張及原理連結誤認為證據，可能是因為學生將證據與實驗結

果或結果的說明畫上等號，才造成誤認。 

(二) 教學中 

分析表 4-2-2 可以發現，部分辨識的次數百分比增多，且無此成分及未作答

次數百分比也降低，顯示學生開始在理解證據的定義，至少能夠判斷證據的存在。

而完全錯誤、無此成分及未作答的百分比，總和為 33.33%(50/150)。 

再針對教學中各小題進行分析，從一開始學生皆無法辨識出完整證據，進步

到 32%(16/50)至 48%(24/50)的人能辨識出完整證據，有成長許多的現象；而一開

始大多數學生屬於能辨識部分證據，也逐漸減少；涵蓋其他的部分則是先增加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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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學生在學習初期可能還在釐清證據、數據、實驗結果與相關陳述的差異，

因此在涵蓋其他的辨識類型顯現出先增加的現象，而後經過教學與同儕的回饋使

其理解證據的定義及句子的差異，因此次數才再減少；完全辨識錯誤的次數則有

8%(4/50)到 66% (33/50)，當學生閱讀結構較紊亂或訊息太少的文章，便容易將句

子誤認，辨識正確與否也可能是隨科學新聞內容的複雜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 

其中被誤認證據的主要句子類型有主張與預測。誤認主張為證據的學生，可

能是因為主張是依據數據，並針對研究問題所得之陳述，學生可能將主張視為實

驗結果的陳述所導致的；而誤認預測為證據的學生，可能是學生容易忽略到被預

測的事件實際上是尚未發生的，反而將預測視為足以支持主張的證據。 

(三) 教學後 

依據表 4-2-2，可以發現在後測中，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能夠辨識出完整的證據，

且由前後測次數與百分比相減，發現進步的學生比例有 9%(27/300)。而完全錯誤、

無此成分及未作答的次數百分比為 30.67%(92/300)，有逐次減少的趨勢，顯示有

學生逐漸能判斷證據是否存在，也開始能區別證據與其他的句子。。 

統計在科學實驗情境中辨識完整證據的學生，落在 34%(17/50)至 60%(30/50)

的範圍間，有明顯增加的趨勢；辨識出部分證據的人數些微增加；能辨識出證據，

並將其他句子涵蓋為證據的學生則略有減少；而完全錯誤的學生明顯減少；辨認

文章中無證據者則有些許增加。針對被誤認為證據的句子類型，其中主張、數據

連結及原理連結各被誤認為證據有 7、10、21 次，主要的誤認類型為原理連結。 

在科學新聞情境裡，能辨識完整證據且未涵蓋其他句子的學生介於 14%(7/50)

至22%(11/50)間，稍有增加；辨識部分證據且未涵蓋其他句子的學生有明顯減少；

而能辨識證據又涵蓋其他文句者卻明顯增加；辨識完全錯誤及無此成分的學生則

些微的減少。其中被誤認為證據的類型為主張、原理連結、數據連結、另有推理、

研究設計、預測、假說，各被誤認為證據有 22、11、6 、5、29、29、5 次。 

總計各類型被誤認為證據的次數，主張、原理連結、數據連結、另有推理、

研究設計、預測、假說，各被誤認為證據有 29、32、16 、5、29、29、5 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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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主張、原理連結、研究設計與預測最容易被誤認為證據。與教學前比較，可

知主張、原理連結被誤認為證據的情形有減少，顯示學生對於證據的定義有更佳

的理解，但誤認研究設計與預測為證據的現象卻增加許多，可能是學生認為證據

是實驗所得到的，研究方法也是證據的一部分，因而導致誤認的現象。然而學生

對於預測的定義可能不甚理解，未察覺預測的本質是尚未發生的，而是認為該句

子是針對主張提及結果，便依照證據的定義判斷為能支持主張的證據。 

(四) 小結 

教學前，部分學生即使在較簡單明確的科學實驗情境下，仍不易辨識完整證

據。整體來說教學過後，學生在後測中較能夠辨識出完整的證據，表示幾乎快過

半的學生對於證據有較多的理解，使其較能判斷證據的成分，也就是說，這樣的

學生能確實地區辨證據。而主要被誤認證據的句子類型依舊維持為原理連結。 

在科學新聞中前、後測的辨識情形皆分散，誤認的類型種類偏多，即使在後

測，能辨識完整證據的學生也不到半數。然而在教學中辨識完整證據的學生有增

多的趨勢，而誤認為證據的句子類型與次數也有減少，這表示經過教學後，學生

在辨識證據上逐漸有小幅進步，但較易辨識錯誤文句為證據或僅辨識部分證據。 

整體而言，證據的辨識比主張的辨識還來的困難，超過半數的學生能夠辨識

主張，而不到半數的學生能辨識證據。雖然在複雜的科學新聞情境中，教學前、

中、後未能有明顯的成長，但學生學習的過程中呈現略有進步，且在結構簡單的

科學實驗情境是有所增長。也就是說，在不同情境下，學生在辨識證據上皆能有

所進步，而科學實驗的情境下進步較為明顯，這顯示出 REC 教學模式的辨識活

動是能協助學生辨識出完整的證據。 

 推理 三、

將前測、學習單及後測中，有關辨識推理的學生作答挑選出來，統計各辨識

類型的次數，並計算出特定辨識類型佔總次數的百分比，以了解學生在該資料的

辨識類型之分布，呈現於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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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學生辨識推理的類型 

辨識類型
資料來源 

前測 學習單 後測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完整辨識 68 22.67% 71 47.33% 81 27.00% 

部分辨識 54 18.00% 7 4.67% 76 25.33% 

涵蓋其他 26 8.67% 9 6.00% 36 12.00% 

完全錯誤 104 34.67% 52 34.67% 66 22.00% 

無此成分 38 12.67% 10 6.67% 36 12.00% 

未作答 10 3.33% 1 0.67% 5 1.67% 

註 1：科學解釋評量中辨識題目總共有六題，而作答人數共有 50 人，因此前後測的總次數應為 300

次；學習單中的辨識題目共有 3 題，作答人數有 50 人，故學習單的總次數應為 150 次。 

(一) 教學前 

由表 4-2-3 中，不到四分之一的學生能辨識出推理，而多數人完全錯誤辨識

推理，計算完全錯誤、無此成分及未作答的次數百分比為 50.67%(152/300)，有

超過半數的學生無法正確辨識推理，可能是大多數的人不了解推理的意義。 

進一步深入統計科學實驗情境的各小題，完整辨識推理的學生有 2%(1/50)至

48%(24/50)人，可以發現不到半數的學生能辨認出推理，而其中誤認的類型為主

張、證據各被誤認 14、49 次，證據較容易被誤認為推理。 

在科學新聞情境的各小題，發現有 12%(6/50)至 54%(27/50)的學生能辨識完

整推理，大多數人屬於完全辨識錯誤的類型。此外，被誤認為推理的句子種類分

別有主張、證據、假說、研究設計及預測，各被誤認為推理有 23、65、9、11、

17 次，主要被誤認推理的句子類型為證據。 

總計被誤認為推理的句子類型為主張、證據、假說、研究設計及預測，被誤

認為推理的次數為 37、114、9、11、17 次，由此可知證據最容易被誤認為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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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中 

由表 4-2-3 中可知，接近半數的學生能夠辨識出推理，有明顯的進步，完全

誤認其他句子為推理的人數也減少許多，而完全錯誤、無此成分及未作答的次數

百分比總和為 42.00%(63/150)。 

針對學習單中的科學新聞，從颱風新聞中的推理是由專家所述，因此在辨識

上很明確且容易，有 96%(48/50)的學生經過教學後皆能辨識出完整推理，有成長

許多的現象，但毛毛蟲新聞的內容便開始複雜，僅有 6%(3/50)的人能辨識出完整

推理，而有 40%(20/50)的人能判斷稻米新聞中無推理的成份，其餘的學生多屬於

辨識錯誤句子為推理的類型。由此起伏變化很大的趨勢來看，推理的辨識更容易

受到情境複雜程度高低的影響，可能是因為學生對於推理的理解雖然比教學前多，

但尚未全然理解其定義。 

其中被誤認為推理的句子種類亦多樣化，有主張、證據、預測、假說、說明、

建議各被誤認 26、3、29、7、3、14 次。被誤認為推理的主要類型為主張與預測。 

(三) 教學後 

依表 4-2-3，有 27%(81/300)的學生能辨識完整推理，進步 4.33%(12/300)，正

確辨識完整或部分推理的人也增多；而完全辨識錯誤的學生降低 12.67%(38/300)，

總計完全錯誤、無此成分及未作答的百分比為 35.67%(107/300)，可以發現完全

不理解推理定義的學生在教學前、教學中到教學後，有減少的趨勢，轉而開始逐

漸理解推理的定義，才使得完整及部分辨識的次數增多。這顯示雖然推理的定義

較為抽象，但有多於半數的學生至少能判斷推理是否存在，也具備部分的理解。 

進一步探討在科學實驗情境中各小題的辨識情形，發現辨識完整推理的學生

最高可達 70%(35/50)，有增加的趨勢；辨識出部分推理的人數大幅增加；能辨識

出推理，並將其他文句涵蓋為推理的學生則有些微增加；完全錯誤的學生則有明

顯的減少；認為文章中無推理者則有些許減少。而針對被誤認為推理的句子類型，

其中主張及證據各被誤認推理有 5、29 次，證據較常被誤認為推理。 

在科學新聞情境之下，其各小題能辨識出完整推理的次數最高達 52%(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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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測的次數接近；能辨識部分推理的學生略有增加；而辨識出推理卻又涵蓋其

他句子的學生稍有增加；辨識完全錯誤者則有明顯的減少。其中被誤認為推理的

句子類型有主張、證據、假說、研究設計、預測各被誤認為推理的次數有 22、

68、3 、5、7 次，主要的誤認為推理的類型以證據為主。 

總計兩個情境常被誤認為推理的句子類型有主張、證據、假說、研究設計及

預測各被誤認 27、97、3 、5、7 次。最常被誤認為推理的句子是證據，但其他

句子類型被誤認為推理的次數皆降低許多，可能是因為有些人覺得呈現出證據就

是足以支持、證明主張，無須說明，因此將其判斷為推理。 

(四) 小結 

即便在較簡單明確的科學實驗情境下，無論是否經過教學，多數學生仍不易

辨識完整推理。但整體來說，教學過後有些學生較能辨識出完整的推理，多數學

生皆能辨識出部分的推理，且完全將推理辨識錯誤的學生有顯著減少許多，顯示

出教學過後學生較能正確辨識，且多數至少能夠辨識出部分的推理，或是有多涵

蓋其他文句，而主要誤認類型依舊維持為證據。 

在科學新聞中，即使在後測，能辨識出完整推理的學生，整體來看還不到半

數，被誤認為推理的句子類型也偏多樣，但辨識錯誤的情形有減少許多，且假說、

研究設計及預測被誤認的情形也有減少的現象。然而在教學中，可以發現學生辨

識推理的情形會易隨情境難易而有所變動。 

由教學前、中、後期辨識推理的情形，雖然在複雜的科學新聞情境中未能有

明顯的成長，但學生學習的過程中呈現略有進步的情形，而至少在簡單的科學實

驗情境下有所增長。也就是說，在不同情境下，學生在辨識推理上有不同的進步

幅度，而科學實驗的情境下進步較為明顯。這顯示出 REC 教學模式還是能協助

學生辨識出完整的推理，但若能提供更明確的學習活動，或是更具體的回饋及練

習，便能使學生更容易辨識出完整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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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主張、證據與推理的辨識情形 四、

此部分將先就不同的試題情境進行探討，接著再比較各成分的辨識情形，最

後針對在教學各階段的整體辨識趨勢，作綜觀的分析、討論。 

在教學前後，學生辨識科學實驗的情境時的科學解釋各成分，作答表現明顯

皆比在科學新聞中要來的佳，可能是由於該題情境為虎克定律的科學實驗，是學

生相當熟悉且已學過相關概念，且題目中所呈現三個 180 個字的科學解釋，結構

明確，呈現順序皆為主張、證據、原理連結，唯數據連結的順序有變動，也未有

其他額外的文句如預測、假說等，不易使學生混淆，因此文句少且短，無太多干

擾資訊，可能使得學生在理解及辨識上較為容易。然而科學新聞由於內容字數多、

文章長度也較長，又加上參雜其他的資訊，如研究方法、預測等句子，使得結構

複雜，導致學生要從其中辨識出科學解釋各成分，也相形困難多了。由能辨識出

的人數減少、誤認其他句子的人數變多及多樣的誤認類型來看，可以發現學生在

科學新聞的情境下的確較不容易辨認出科學解釋各成分。 

將表 4-2-1、表 4-2-2 及表 4-2-3 綜合整理成圖 4-2-1。以科學解釋的三個成分

來說，主張是三個成分中最容易辨識的，也容易經過學習增加辨識的正確性，呼

應了 Krajcik 與 Czerniak (2007)認為主張是最容易、最簡單的成分。證據、推理

的辨識比主張的辨識還來的困難，而推理是三個成分中錯誤辨識最多的，如同先

前 Sutherland 等人 (2006)曾提及推理對學生來說，較為抽象，且生活中較少接觸

到推理的定義，他們對於「連結」的意義可能需要再多一點具體的學習。其中又

以數據連結較原理連結難以辨識，僅部分的學生較能辨識出完整的推理。導致推

理的辨識表現不如其他成分。 

依據圖 4-2-1，針對完整辨識、部分辨識及涵蓋其他這三個辨識類型，這三者

雖有理解程度上的差異，但至少表示學生對於成分的定義有所理解，加總這三個

辨識類型的次數百分比，可以發現無論是主張、證據及推理，在教學的前、中到

後期，有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顯示學生經過教學後，逐漸了解科學解釋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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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科學解釋各成分在不同學習階段的辨識類型之分布圖 

的定義。再針對完全錯誤、無此成分及未作答這三個辨識類型進行計算，可

以發現學生在教學的前、中到後期，無論是主張、證據及推理皆有逐漸減少的趨

勢，也顯現出他們經過學習，不清楚各成分定義的人漸漸減少，轉而能開始區別

科學解釋各成分與其他句子的差異，逐漸釐清其成分的意義。 

整體來說，學生會因情境的差異而影響到其辨識科學解釋各成分的難易度；

而辨識推理是最難的，主張是最簡單的；但無論是哪一個科學解釋的成分，經過

教學之後，學生都能有所進步，逐漸更加理解科學解釋各成分的定義，這表示

REC 教學模式確實能有效發展學生對於科學解釋各成分的辨識實務。 

 

 

 

前測 學習單 後測 前測 學習單 後測 前測 學習單 後測

辨識主張 辨識證據 辨識推理

完整辨識 50.67% 45.33% 73.33% 24.67% 26.67% 33.67% 22.67% 47.33% 27.00%
部分辨識 4.67% 2.00% 3.33% 17.00% 24.00% 14.00% 18.00% 4.67% 25.33%
涵蓋其他 8.00% 23.33% 6.00% 23.33% 16.00% 21.67% 8.67% 6.00% 12.00%
完全錯誤 17.00% 28.00% 10.00% 24.33% 32.00% 21.00% 34.67% 34.67% 22.00%
無此成分 16.00% 0.67% 5.67% 6.67% 0.67% 7.33% 12.67% 6.67% 12.00%
未作答 3.67% 0.67% 1.67% 4.00% 0.67% 2.33% 3.33% 0.67%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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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評價科學解釋之實務發展 

此部分探討學生評價科學解釋的發展情形。在教學前、後的科學解釋評量中，

所有評價的題目共有四題，在每題之中學生皆須分別針對主張、證據、推理去評

價其品質好壞，每一題有 50 位學生答題；而整個教學過程中，活動二是針對評

價的學習所設計，學生同樣地亦針對主張、證據及推理進行評價，而學習單的題

目共有 50 人作答。 

針對教學前、中、後，學生在評價科學解釋時，使用科學解釋評價標準的情

形進行分析。然而由於此部分的編碼為可重複編碼，是統計在 50 個學生之中，

考量該評價標準的學生人數是占多少比例，以了解各個評價標準被使用的次數，

再進而探討各評價標準如何被使用、豐富程度及跨情境的使用情形進行討論。 

為了有助於理解後續分析的說明與探討，先前本研究所訂立的科學解釋品質

之評價標準，其定義列舉如下：(詳見第二章第一節及第三章第六節) 

主張評價標準是以「關聯性」與「一致性」，作為評價主張時主要的考量，其

中關聯性的定義為「主張須與現象或問題有關」；一致性的定義為「主張須與呈

現的證據具有相同的趨勢或變數關係」。 

證據評價標準是以「支持程度」、「證據來源」、「證據數量」、「數據處理」為

證據品質的主要考量，其中支持程度是指「證據須與主張、問題有關，並足以呈

現出主張所描述的關係」；證據來源的定義為「科學數據的提供者、研究者所處

機關或是刊登的報紙或期刊」；證據數量指的是「所呈現證據的組數，或是使用

多來源的證據」；數據處理是定義為「經由不同方法或標準，將數據進行深入的

比較、轉化或呈現」。 

「原理連結」、「數據連結」、「融貫性」則是推理的評價標準，其中將原理連

結指的是「以闡述原因或機制的方式，說明證據如何支持主張」；數據連結則定

義為「說明為何數據能成為證據去支持主張」；融貫性定義為「推理須與主張的

陳述、證據的內容有關且一致」。 



98 
 

 主張 一、

首先，針對學生經過 REC 教學後是否能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主張，研究者將

不同教學階段使用與未使用評價標準的人數計次，在任何一題，只要有使用評價

標準就記為有使用，統計後得表 4-3-1。由此表可發現，學生在教學前的前測僅

有約三分之一的人有使用評價標準評價主張，而在教學中的學習單有一半的人開

始使用主張的評價標準，最後經過教學後，後測的表現則明顯進步許多，有 43

人(86%)使用主張的評價標準，顯示 REC 教學可能對於學生評價主張有所助益。 

表 4-3-1 學生評價主張時，有無使用評價標準的統計表 

資料來源  
評價標準 

有使用 未使用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前測 16 32.00% 34 68.00% 

學習單 25 50.00% 25 50.00% 

後測 43 86.00% 7 14.00% 

接著，針對科學解釋主張的評價標準，去分析學生使用的情形與變化。若學

生能以前述主張評價標準的定義去評價主張，便視為「清楚定義」；若僅使用前

述主張評價標準的名詞，則為「使用名詞」；若使用證據或推理的評價標準去判

斷主張的品質，或是以關聯性的名詞說明一致性的定義，皆屬「混淆」。依各使

用類型，統計出人數後，分別計算其百分比，繪製成圖 4-3-1，以理解使用的分

布及差異，並以三個教學階段：教學前、教學中及教學後，進行探討使用的情形。 

(一) 教學前 

由表 4-3-1 及圖 4-3-1，在教學前時，有使用主張評價標準的 16 位學生大多

無法清楚說明如何評價主張，分別僅 6 個人(12%)使用一致性或關聯性去評價主

張，混淆不同評價標準的學生有 8 位(16%)，由此可知，少數的學生會使用評價

標準去評價主張，且使用一致性、關聯性評價主張的人數相同。 

進一步計算學生作答，總共有 10 位(20%)學生能以一致性或關聯性的定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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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主張的評價標準之使用差異(全部答題人數為 50 人) 

評價主張，如：「與研究結果相符(學生 1-90503)。」，是針對主張與數據、結果

的趨勢是否相符，可視為評價標準中的一致性。雖然少數學生能以主張評價標準

的定義去評價主張，但說明簡短或不明確。其中有 2 位學生能在不同題目中，分

別使用主張的評價標準去判斷主張的好壞，如：學生 1-90629 以「因為和數據的

結果一樣」去說明小香主張好的原因；亦能在蜜蜂新聞之情境下，以「因為跟題

目不一樣。」去說明其關聯性較低，因此該主張不好。該學生在不同情境下只能

使用一致性或關聯性，但無法在同一個情境下，同時使用一致性與關聯性。 

有 2 人(4%)僅寫出一致性或關聯性的名詞，如：「沒有一致(學生 1-90621)。」，

在教學前的狀態下只寫出名詞，有可能是參考題目中的提示語所寫出的答案，也

可能有相關的生活經驗，但皆無法表示該學生會使用主張的評價標準。而有 8 位

(16%)學生在評價主張時，將證據及推理的評價標準混用，如：「也有提如何造成

動物的縮小(學生 1-90609)。」，該學生是認為有提及造成動物縮小的原因因此認

為品質好，是屬於評價推理時才需考量的「原理連結」，表示他們並未針對主張

清楚定義 使用名詞 清楚定義 使用名詞 清楚定義 使用名詞

教學前 教學中 教學後

一致性 12% 4% 16% 10% 24% 18%
關聯性 12% 2% 38% 4% 66% 18%
混淆 16% 0% 8% 0% 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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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評價，而是針對推理進行評價，有可能是誤認推理為主張所造成。 

無論是有使用或未使用評價標準的學生，大多僅說明一個判斷品質好壞的理

由，理由的豐富度明顯不足。只有 12(24%)人能以價值判斷及數據結果說明兩個

理由，但多只在一題中說明兩個理由，如：「小華的答案是經過挑選他把差異最

大而且砝碼也損壞的 3 號排除[E2-1]，所以答案會更好[以價值判斷，E4-3](學生

1-90631)」，該學生考量的依據是數據結果是否經過挑選，決定主張的品質。 

(二) 教學中 

分析表 4-3-1 及圖 4-3-1 可發現，在有使用主張評價標準的 25 位學生裡，在

教學中能清楚使用關聯性的學生有 19 人(38%)，有明顯增加了 13 人，表示更多

學生理解關聯性的定義，並以關聯性去評價主張；至於使用一致性評價主張的學

生僅有 8 人(16%)，可能對於學生來說，較難以理解其意義，因此在教學中用以

評價主張的情形不多；而混淆不同成分的評價標準之學生則有 4 位(8%)。 

進一步計算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主張的學生有 27(54%)人，顯示過半數的學

生開始理解主張評價標準的定義，而使用的情形也有所差異。其中有 7(14%)位

學生已能依據一致性與關聯性的定義，並清楚針對該新聞的內容去說明理由，如：

「主張和問題有連結，都有提到某種毛毛蟲會及時製造解毒酵素。一致性好，有

呈現證據的趨勢(學生 3-90630)」。有 12(24%)位學生能使用一致性或關聯性的定

義去評價主張，如：「有呈現證據的趨勢(學生 3-90607)。」；另外有 5 位(10%)學

生提及一致性與/或關聯性，也嘗試說明理由，但卻以重覆內容作為理由，如：「關

聯性 OK→植物釋放的物質~被察覺；一致 OK→實驗植物釋放の物質…毛毛蟲有

解毒(學生 3-90533)。」，可能是學生還在理解主張的評價標準，或者文字的表達

尚不成熟，導致無法寫出所想到的明確理由，而僅以重複的方式表現。 

有 3(6%)位學生評價主張時雖能同時使用一致性與關聯性，但一部份能說明

理由、一部分卻僅使用名詞，如：「I feel 沒有一致性。關聯性 V.S 問題的關係不

大(學生 3-90515)。」，且皆說明關聯性但未說明一致性。由此推測，學生逐漸學

習如何使用評價標準去評估主張的品質，也試圖想清楚表達自己的理由。有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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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學生有使用「一致性」的名詞，但未寫出一致或不一致的理由；此外，尚

有 4 人(8%)是混淆一致性與關聯性，如：「主張和問題有關聯性，且也有一致性(學

生 3-90627)。」，一致性是指主張是否針對證據的趨勢所產生，而非與問題一致。 

統計所有作答，可以發現有 18 位(36%)學生嘗試寫出兩個理由做為評價主張

的說明，且大多以一致性、關聯性與數據結果去考量，而較少人使用價值判斷作

為考量，如：「關聯性：OK，有針對問題，毛毛蟲會提早察覺而防備植物釋出的

茉莉花激素 and 水楊酸言化學物質。一致性：OK，植物釋放的物質在毛毛蟲胃

中檢驗出，具解毒酵素(學生 3-90523)。」，學生能針對關聯性及一致性考量，並

依據數據結果進行說明，也使得評價的理由更為豐富、完整。 

(三) 教學後 

分析表 4-3-1 及圖 4-3-1 可發現，在有使用主張評價標準的 43 位學生裡，有

33 人(66%)能清楚使用關聯性，明顯的增加 14 人(28%)，表示更多學生能理解關

聯性的定義，並以關聯性去評價主張；至於使用一致性評價主張的學生有 12 人

(24%)；而混淆不同成分的評價標準之學生則有 18 位(36%)。 

有 36(72%)位學生能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主張。有 5(10%)位學生能依據定義

清楚說明理由，如：「主張和證據有關連性和一致性，且證據也明顯提出攝氏上

升 1 度，許多種類的植物和動物體型都在縮小(學生 4-90627)。」。27(54%)位學

生以一致性或關聯性作為評價主張的理由，如：「因為小華跟數據有點出入，則

小明跟小香都跟數據顯示的一樣(學生 4-90612)。」。學生使用的方式與教學中相

似，且人數明顯增加，顯示多數學生開始往完整使用主張評價標準的方向移動。

有 3 位(6%)學生雖寫出一致性或關聯性，卻重覆內容，但比起教學中些微減少。 

有11位(22%)學生雖有使用一致性及關聯性去評價主張，但一部份說明理由、

另一部分只寫出名詞，人數變多，且大多是未針對一致性說明理由。然而有 12

位(24%)學生仍使用名詞作為理由。進而查閱這些學生的其他作答，發現他們可

能不擅於以文字說明，或可能未完全理解主張評價標準之定義。接著計算混淆評

價標準的學生有 19 位(38%)；也有混淆關聯性與一致性的學生，如：「和題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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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性、一致性，沒有偏題(學生 4-90511)。」，該學生誤解了一致性的定義。 

此外，發現僅有 6(12%)人只在一題使用主張的評價標準，多數人至少有兩題

以上皆使用主張的評價標準作為說明的理由。透過學生的作答，發現理由變得豐

富，不僅能以評價標準作為說明，還能綜合考量文字表達、個人判斷或研究結果

等等，如：「小華的最不清楚，只說伸長量不同，而這點另外兩人都有包含到[E4-1]。

而且沒回答到題目[E1-1]。小明只寫愈細，伸長愈大，那如果斷了呢?超過彈性限

度就無法符合了啊![E2-2]而小香就最沒問題[E4-3](學生 4-90536)。」，有 15 位學

生能寫出不只一種理由，但國中生可能容易以個人觀點去思考或錯誤之處，然而

在此不考量對錯，僅針對學生是否有使用評價標準，及能否清楚表達理由為主。 

(四) 小結 

從主張的評價標準中，又以一致性對學生來說，較少用來評價主張，關聯性

則是最容易被使用的，且經過教學後，以關聯性增加最多。由以上可知，學生在

教學中較快速學習到關聯性的定義，較易理解，因此學生能夠寫出明確的理由；

而一致性的定義可能較抽象、較難以理解，導致學生僅能寫出名詞，尚須修改使

其定義更明確，或透過教學呈現更多的例子，以增進學生對一致性的理解。 

最後綜合表 4-3-1、圖 4-3-1 及學生作答的表現，經過教學後，多數學生由簡

短、說明不清轉變為能明確說明如何評價主張，並能寫出兩個以上的考量。可能

是在以建構為主的教學中，教師不斷提醒學生以評價標準去思考，如何寫出較好

的科學解釋，使學生更能理解並使用關聯性去判斷他人主張的品質，且學生對於

一致性的理解也增加，促使其能說明理由。除了會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主張之外，

學生不僅在同一題使用兩個評價標準，也能在不同情境使用評價標準。由此可知，

只要他們學會主張評價標準的定義，也不再局限於特定情境，表示這樣的評價標

準與 REC 教學模式的評價活動是確實可讓學生在不同情境下，以同樣的外在標

準去評估主張的品質，並使評價的理由更加精緻與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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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 二、

首先，為了瞭解學生經過 REC 教學後是否能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證據，將有

使用證據品質的評價標準與未使用的人數依不同教學階段計次，只要有任一題有

使用評價標準便記為一次，在此不重複計次，統計後得表 4-3-2。從表中可知，

大部分學生在教學前就會使用評價標準評價證據；然而在教學中，使用證據的評

價標準的人數卻減少；最後經過教學後，後測表現則明顯進步許多，有 44 人(88%)

能使用證據的評價標準。在教學過程中學生評價證據的表現雖有波動，但前測與

後測還是有小幅的增加，顯示 REC 教學模式可能能協助學生評價證據的發展。 

表 4-3-2 學生評價證據時，有無使用評價標準的統計表 

資料來源  
評價標準 

有使用 未使用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前測 41 82.00% 9 18.00% 

學習單 33 66.00% 17 34.00% 

後測 44 88.00% 6 12.00% 

再深入分析學生使用證據評價標準的情形與變化，若學生能以前述證據的評

價標準－「支持程度」、「證據來源」、「證據數量」、「數據處理」－之定義去評價

證據時，便視為「清楚定義」；若僅使用前述證據的評價標準之名詞，則視為「使

用名詞」；若使用主張或推理的評價標準去判斷證據的品質，或是將以「支持程

度」的名詞，說明「證據來源」標準的定義等等，皆視為「混淆」。依各使用類

型，統計人數後計算其百分比，繪製成圖 4-3-2，呈現出使用的分布及差異，並

依照三個教學階段：教學前、教學中及教學後，探討使用的情形與變化。 

(一) 教學前 

由表 4-3-2 及圖 4-3-2，在教學前時， 41 位學生大多已能清楚說明如何評價

證據，分別有 20 人(40%)能使用支持程度及證據數量去評價證據；12 人(24%)能

使用證據來源評價證據；而僅有 5 人(10%)會使用數據處理去評價證據，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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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證據的評價標準之使用差異(全部答題人數為 50 人) 

支持程度及證據數量的人數最多，數據處理的人數最少；混淆不同評價標準

的學生有 9 位(18%)。由此可知，大多數的學生能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證據，可

能是學生在生活中較常接觸到證據的詞彙，導致他們較能有客觀標準去評價。 

深入計算學生作答，共有 39 位(78%)學生能以支持程度、證據來源、證據數

量或數據處理的定義去評價證據，如：「以溫暖、乾燥氣候舉例，但是與『暖化

使物種縮小』有點無關(學生 1-90624)。」，是證據與主張是否有關，或能否呈現

主張描述的關係，可視為支持程度；「因為他將實驗結果寫出，並比較與細彈簧

的伸長量(學生 1-90613)。」則考量是否將結果寫出並比較，屬於數據處理。雖

然大部分學生以證據評價標準去評價證據，但說明過於簡短或是不夠明確。 

多數學生無法在同一題目同時使用證據的四個評價標準，也沒有人能在四個

題目中，都使用證據的四個評價標準，最多只有 1 位學生能在不同的題目中分別

使用證據的評價標準去判斷證據的好壞，如：學生 1-90613 在小香的解釋下，以

「因為他將實驗的結果寫出，並比較與細彈簧的伸長量」的數據比較去考量證據

清楚定義 使用名詞 清楚定義 使用名詞 清楚定義 使用名詞

前測 學習單 後測

支持程度 40% 2% 28% 4% 56% 18%
證據來源 24% 2% 48% 2% 62% 8%
證據數量 40% 0% 34% 6% 50% 14%
數據處理 10% 0% 12% 4% 40% 4%
混淆 18% 2% 4% 0% 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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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也能在比較三個科學解釋下，以「小華證據很明確，但小明卻採用網路的

說法這是比較不恰當的行為。」去考量證據來源；亦在蜜蜂新聞下寫出「它的證

據寫得夠詳細，足以證明他的主張。」及在暖化新聞下回答「它將所有的證據寫

出然後以 5500 萬的｢古/始新世交替其大暖期｣做為最強烈的證據」，該學生只能

在不同情境下使用證據評價標準，卻無法在同一情境下，同時使用之。 

除此之外，有 2 人(4%)僅寫出支持程度、證據來源、證據數量或數據處理的

名詞，如：「我覺得數據比較很正確(學生 1-90511)。」，在教學前的狀態下僅寫

出名詞，有可能是參考題目的提示語所寫出的答案。而有 10 位(20%)學生在評價

證據時，將主張及推理的評價標準混用，如：「有研究出粗彈簧內部結構較緊密

影響伸長量.(學生 1-90507)」，該學生是認為有提及影響伸長量的原因會使其品質

更好，這屬於評價推理時才需考量的「原理連結」，表示他們是針對推理評價，

有可能是成分的辨識錯誤所導致的。 

無論是有使用或未使用評價標準的學生，有32位(64%)學生能說明兩個理由，

但多只在一題中有說明兩個以上的理由，也較為簡短，且是以價值判斷、文字表

達等較主觀的理由去說明證據品質的好壞，如：「內容看起來不多，但簡而有力

[E4-1]，數據充足[E1-1]；看了易懂[E4-1] (學生 1-90535)。」，該學生考量的依據

是數據是否足夠以及文字的表達是否簡單易懂。 

(二) 教學中 

分析表 4-3-2 及圖 4-3-2 可發現，在有使用證據評價標準的 33 位學生裡，以

清楚說明支持程度的學生有 14 人(28%)，減少 6 人；清楚說明證據數量的學生有

17 人(34%)，減少 3 人；清楚說明證據來源的學生有 24 人(48%)，增加 12 人，

可能是經教學後學生深刻瞭解來源的重要性，且證據來源的定義也易於學習與理

解；清楚說明數據處理的學生有 12 人(24%)，增加 2 人；而混淆不同成分的評價

標準之學生則有 9 位(18%)。可以發現學生在清楚使用支持程度與證據數量上有

小幅的減少。 

深入分析學生評價證據時使用評價標準之差異。其中僅 1(2%)位學生能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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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證據的評價標準之定義去說明理由，如：「支持程度：OK，解毒。來源：研

究。數量：未明確說出。比較：有比較結果，但不知時間(學生 3-90637)」。33(66%)

位學生能清楚使用支持程度、證據來源、證據數量或數據處理去評價證據，如：

「比較數量不夠多；第一手證據(學生 3-90515)」，但說明較為簡短。另外有 4 位

(8%)學生提及支持程度、證據來源、證據數量或數據處理，也開始說明理由，但

卻以重覆內容作為理由，如：「來源：第一手，昆蟲學家。數量：X 支持程度：

OK，毛毛蟲會提早察覺到植物釋放的化學物質。比較：不知如何比(學生

3-90523)。」，可能是因學生尚未完全理解證據評價標準，或是文字表達尚不成

熟。有 7(14%)位學生評價證據時雖能同時使用支持程度、證據來源、證據數量

或數據處理，但一部份能說明理由、一部分卻僅使用名詞；然而沒有只使用名詞

評價證據的學生；尚有 2 人(4%)是混淆證據的評價標準。 

至於學生作答的豐富程度，有 22 位(44%)學生開始嘗試寫出兩個以上的理由

去評價證據，如：「支持程度好，有提到主張的延伸，來源是二手的，所以可信

度差，數量不明確而且數據也只兩組(學生 3-90530)。」，其中的作答情形多以證

據來源、證據數量及支持程度去考量。而使用價值判斷作為考量的學生減少，可

能是學生知道以價值判斷過於主觀，也學習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證據。由以上可

知，部分學生能在同一題使用證據的四個評價標準，表示學生知道證據的品質應

當至少考量這四個評價標準，但整體來說表達較簡短，不夠明確，且多數人尚無

法在同一題同時使用證據的四個評價標準。 

(三) 教學後 

依據表 4-3-2 及圖 4-3-2 可知，有 28 人(56%)能清楚使用支持程度，明顯增加

14 人(28%)；有 31 人(62%)清楚使用證據來源，增加 7 人(14%)；有 25 人(50%)

能清楚使用證據數量，增加 8 人(16%)；有 20 人(40%)能清楚使用數據處理，明

顯的增加 14 人(28%)；而混淆不同成分的評價標準之學生則有 11 位(22%)。雖然

在前後測有使用證據評價標準的人數相差不遠，但能清楚定義去使用四個證據評

價標準的人數在後測時增加許多，特別是支持程度與數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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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2(24%)位學生能依據證據的四個評價標準之定義，並清楚明確針對新聞

內容去說明理由，如：「支持程度佳，研究有提出睡眠不足，貼了鋼片的蜜蜂無

法有效指出糖水方向。來源還好，雖然是由美國學者提出，但只是"學者"，也沒

提出專長於哪方面。數量佳，25 隻 25 隻比較，且每隻蜜蜂所呈現的研究結果也

相同。數據比較差，只有兩組對照，使可信度下降(學生 4-90630)。」。其中 36(72%)

學生能以支持程度、證據來源、證據數量或數據處理作為評價證據的理由，如：

「源：不詳，沒有說誰做の，只說是新加坡の一份報告；有比較結果，但沒有確

切數據；數量不詳(學生 4-90625)」。學生使用的方式與教學中相似，也會仿效教

師示範評價的寫法，且能清楚定義的人數明顯增加很多。有 3 位(6%)的學生寫出

證據評價標準的名詞，但卻以重覆內容為理由，但人數有比教學中減少。 

有 11 位(22%)學生雖有使用支持程度、證據來源、證據數量或數據處理去評

價證據，但一部份能說明理由、另一部分只寫出名詞，此類型的人數變多且大多

是寫出支持程度好或不好，但卻未說明理由。然而有 3 位(6%)學生仍使用名詞作

為理由的說明，可能是不擅於文字表達，或是不完全理解證據的評價標準之定義

所造成的。接著計算混淆評價標準的學生有 11 位(22%)，有以推理的評價標準「原

理連結」來評價證據的學生，查閱這類的學生辨識活動的表現，發現他們皆誤將

推理當作證據，因而造成評價的混淆。 

有 7 位(14%)學生在不同的題目能分開使用證據的四個評價標準，如：學生

4-90635 在評價小香的科學解釋時，認為「有把生鏽的砝碼列入比較且也和主張

一致」，因此覺得證據的品質還算普通；在蜜蜂新聞中，該學生認為「數量不多，

每個科學家看法不同來源不一定好，實驗會有變數」，所以覺得證據品質不佳；

而有 5 位(10%)學生能在同一題同時使用證據的四個評價標準，由此可知他們透

徹理解證據評價標準的定義，能針對四項證據評價標準同時進行考量，且盡可能

客觀的評價，使其理由更豐富、完整。 

(四) 小結 

一開始以支持程度與證據數量對學生來說，是最容易被使用的，而數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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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可能由日常生活經驗的接觸所造成如此的差異；而經過教學後可以發現，

學生以證據來源持續進步，顯示證據來源較易於學習與理解；而數據處理在教學

中尚未有所進展，較難理解與應用，但經建構活動後，使用的人數增加許多，可

能是因為建構活動中有要求學生將數據綜合比較，且教師來回不斷提醒學生以評

價標準去思考，因而間接影響到他們思考怎樣去處理數據是算較佳的證據呈現，

也更理解數據處理的評價標準之定義。 

最後綜合表 4-3-2、圖 4-3-2 及學生作答的表現，可以發現，雖教學前多數學

生已對證據評價標準有所理解，但經過教學後，多數學生能更加明確說明如何評

價證據，由簡短籠統、重述內容與使用名詞轉為詳細說明。此外，已有部分學生

除了會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證據之外，不僅還能在同一題使用四個證據的評價標

準，也能在不同情境使用證據的評價標準，表示學生只要完全理解證據評價標準

的定義，評價標準的應用也能不受不同情境限制。由以上可知，這樣的證據評價

標準與 REC 教學模式的評價活動是能夠使學生在任何情境下，以同樣一致且客

觀的外在標準去評估證據的品質。 

 推理 三、

首先，探討學生經過 REC 教學後是否會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推理。研究者將

不同階段所使用推理評價標準與未使用的人數計次，統計後得到下表 4-1-8。由

此表可發現，學生在教學前的前測僅有約二分之一的人會使用評價標準評價推理，

而在教學中的學習單也維持有一半的人會使用推理的評價標準，最後經過教學後，

後測的表現則明顯進步許多，有 42 人(84%)使用推理的評價標準，顯示 REC 教

學模式可能能讓學生學習如何評價推理的品質。 

接著針對學生作答的表現，去分析他們使用推理評價標準的情形與變化。若

學生能以推理的評價標準－「原理連結」、「數據連結」、「融貫性」－之定義去評

價推理時，便為「清楚定義」；若僅使用推理的評價標準之名詞，則視為「使用

名詞」；若使用主張或證據的評價標準去判斷推理的品質，或是將以融貫性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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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學生評價推理時，有無使用評價標準的統計表 

資料來源 
評價標

準 

有使用 未使用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前測 29 58% 21 42% 

學習單 28 56% 22 44% 

後測 42 84% 8 16% 

詞說明原理連結…等等，皆屬於「混淆」。依各使用類型統計出人數後，分別計

算人數百分比，繪製成圖 4-3-3，以理解其使用推理的評價標準之差異，並以各

教 學 階 段 ： 教 學 前 、 教 學 中 及 教 學 後 ， 探 討 學 生 使 用 的 情 形 。 

 

圖 4-3-3 推理的評價標準之使用差異(全部答題人數為 50 人) 

(一) 教學前 

由表 4-3-3 及圖 4-3-3，能清楚以推理評價標準的定義去評價推理的學生分別

有6個人(12%)使用原理連結去評價推理；5個人(10%)使用數據連結去評價推理；

清楚定義 使用名詞 清楚定義 使用名詞 清楚定義 使用名詞

前測 學習單 後測

原理連結 12% 2% 16% 6% 44% 18%
數據連結 10% 2% 10% 10% 34% 24%
融貫性 16% 8% 28% 20% 28% 26%
混淆 14% 6% 6% 0% 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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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個人(16%)使用融貫性去評價推理去評價推理，而混淆不同評價標準的學生有 7

位(14%)。由此可知，少數學生能明確地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推理，其中以數據

連結最少被使用，融貫性最常被使用。 

進一步分析學生作答，有 17 位(34%)學生能以原理連結、數據連結或融貫性

的定義去評價推理，如：「呼應前文，並連接古時候所發生的事(學生 1-90534)。」，

則是針對推理是否與主張、證據有關且一致，則為融貫性。雖然部分學生能以推

理評價標準的定義去評價推理，但說明過於簡短或是籠統。 

有 2 人(4%)僅寫出推理評價標準的名詞，如：「因為融貫性、原理連結都很好

(學生 1-90532)。」，在教學前只寫出名詞的學生，可能是依據題目中提示語所寫

出的答案。而 7 位(14%)學生評價推理時，將主張或證據評價標準混淆，如：「數

據太少(學生 1-90509)。」，該生將證據，誤認為推理，才會以證據評價標準評價

推理，深入查閱其辨識實務的表現，混淆類型的學生皆在辨識實務中誤認成分。 

其中有 3 位(6%)學生最多使用兩項推理評價標準，但只會分開使用，如：學

生 1-90627 評價小香的科學解釋是以「生鏽的 3 號砝碼會影響實驗結果，應不列

入考慮」的數據連結去考量；而亦以「小明的推理與主張和證據有較直接的關聯

性」的融貫性去評價三個科學解釋。該生在不同情境下分開使用原理連結、數據

連結或融貫性，但無法在一個情境下，同時使用推理評價標準。 

無論是有無使用推理評價標準的學生，多只寫出一個理由，豐富度明顯不足。

只有 14(28%)人能說明兩個理由，大多只在一題中說明兩個理由，且是以價值判

斷、研究結果或評價標準去說明品質好壞，如：「消耗較多能量時，可能會使判

斷能力變差，但在證據的地方有說出能有效指出方向，與推理的部分不符[E1-1]，

且還未真正證明此現象是有關睡眠[E2-1](學生 1-90623)」，該學生考量證據與推

理的融貫性，及數據結果的不確定，而判斷推理的品質較不好。 

(二) 教學中 

由圖 4-3-3 可知，能清楚使用原理連結去評價推理的學生有 8 人(16%)；5 人

(10%)能明確使用數據連結去評價推理；14 人(28%)則是使用融貫性；而混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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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評價標準的學生有 3 位(6%)。使用原理連結與數據連結的人數改變不多，但增

加6(12%)人有使用融貫性，顯示融貫性在學習過程中可能是較易學習與理解的。 

由表 4-3-3，能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推理的學生有 28 (56%)人，顯示接近半數

的學生開始瞭解其定義，而使用評價標準的情形也有所差異。其中只有 2(4%)位

學生能依據定義，並明確針對內容去說明理由。有 20(40%)位學生能使用原理連

結、數據連結或融貫性的定義去評價推理。另外 5 位(10%)學生有提及推理評價

標準，也嘗試說明理由，但卻僅重覆內容，如：「因為演化所以對於植物產生的

化學物質能更早防範，融貫性佳(學生 3-90509)。」，學生可能尚未完全理解推理

評價標準，或是無法將所想到的理由流暢表達，僅會以重複內容的方式表現。 

有 5(10%)位學生評價推理時雖能同時使用推理評價標準，但一部份能說明理

由、一部分卻僅使用名詞，如：「融貫性：X；數據連結：X；原理連結：X，文

中未提到其形成機制，也未對此現象更進一步的說明(學生 3-90504)。」。由此可

知，學生已逐漸學習到如何使用推理的評價標準去評估推理的品質，且部分學生

已能清楚表達理由。有 5 位(10%)學生是以使用名詞的方式去評價推理，卻未做

任何說明，且由圖 4-1-4 中可發現，雖然融貫性較易理解，卻也較常以名詞的方

式被使用，可能是因為學生難以用文字表達融貫性抽象的意義；此外，尚有 3 人

(6%)皆混淆推理評價標準，像是融貫性與關聯性，如：「主張與證據沒有關聯性；

應在毛毛蟲方面做深入探討(學生 3-90515)。」，可在教學中加以釐清融貫性、關

聯性與一致性。此外，學生較少使用數據連結，可能是文章中較少解釋數據何以

能成為證據，也可能是學生較難以理解連結的意義。 

進一步分析學生作答，有 21 位(42%)學生嘗試寫出評價推理的兩個理由，且

多以評價標準及研究結果去考量，而使用價值判斷作為考量的人數減少許多，如：

「融貫性：OK，方向都是有關的→解毒酵素；數據連結：無特別相關；原理連

結：沒有科學原理，只有提到不可能同時大量製造不同的解毒酵素 .(學生

3-90532)」，此評價的理由便十分明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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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後 

由圖 4-3-3 可發現，能清楚使用原理連結去評價推理的學生有 22 個人(44%)，

增加了14人(28%)；17個人(34%)明確使用數據連結去評價推理，增加12人(24%)；

14 個人(28%)使用融貫性去評價推理，維持與教學中相同；而混淆不同評價標準

的學生有 13 位(26%)，增加了 10 人(20%)。學生使用原理連結與數據連結去評價

推理的情形有所增進，可能是因為建構活動使學生重新再次思考與理解推理及其

評價標準的定義、怎樣算是好的推理及如何能建構出好的推理，導致學生對於較

抽象、難以學習的連結性有了更多理解。 

由表 4-3-3 有 42 位(84%)學生能明確清楚地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推理。其中

有 7(14%)位學生能依據推理的評價標準，以該新聞的內容去進行說明評價的理

由，且在不同的題目中也能同時以推理的三個評價標準去評價推理，如：「融貫

性：不錯，整合所有的證明，都可支持主張。數據連結：利用全部的證明，且統

整出，睡不飽使大部分蜜蜂會不容易判斷方向。原理連結：說明睡眠不足會不能

補充散失的能量，進而判斷行為時會失利(學生 4-90611)。」，表示學生對於推理

的評價標準有更多的理解，也學習到在不同情境使用之。而。32(64%)位學生以

融貫性、數據連結或原理連結作為評價推理的理由，如：「文中把之前和現在的

數據比較出了差異性，證明了全球暖化對食物鏈有影響.(學生 4-90633)。」。學生

使用的方式維持與教學中類似，且人數明顯增加很多。有 5 位(10%)的學生雖有

寫出推理評價標準，但卻重覆內容。 

有10位(20%)學生雖有使用推理評價標準去評價推理，但一部份能說明理由、

另一部分只寫出名詞，增加 5 人。然而有 7 位(14%)學生仍使用名詞作為理由，

如：「有數據連結!但融貫性不是那麼的好(學生 4-90608)」，可能的原因是不擅於

表達，或是不完全理解推理的評價標準。接著計算混淆評價標準的學生有 13 位

(26%)，有以證據評價標準來評價推理的學生，也有混淆數據連結與原理連結的

學生，如：「數據連結→有把為何可能很仔細的說出來(學生 4-90603)。」，學生

可能誤解數據連結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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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 34 位學生能寫出不只一種理由，更發現學生不僅能以評價標準作為

說明品質的考量，還能綜合考量研究結果等等，如：「最終到底是不是因為暖化

所造成食物鏈的變化?數據資料給很多，但最後沒有統整出一個與主題連結的結

果。→最後的主題偏離至生物大小!? (學生 4-90534)」，理由的說明更加清楚。 

(四) 小結 

最後綜合表 4-3-3、圖 4-3-3 及學生作答的表現，以融貫性而言容易理解，但

較難用文字說明；而數據連結較少用來評價推理；原理連結雖然在評價推理時不

常使用，但卻很常被誤用其他成分的評價上。經過評價的活動後，除了使用融貫

性的情形有增加之外，數據與原理連結使用的情形皆未有增進；直到建構活動結

束後，以數據連結與原理連結去評價推理的情形才有所增加。而推理評價標準可

進行修改，使其定義更為明確或透過舉例，以提供學生學習如何表達的機會。 

經過教學後，多數學生由說明不清且簡短，轉變為較能明確說明如何評價推

理，並能寫出兩個以上的考量。可能是因為在以建構為主的活動三－建構科學解

釋－的教學中，教師來回不斷提醒學生以評價標準去思考，如何寫出較好的科學

解釋，使學生更能理解並使用各成分的評價標準。部分學生除了會使用評價標準

去評價推理之外，不僅能在同一題使用推理的評價標準，也能在不同情境使用推

理的評價標準。由此可知，學生只要學會了推理評價標準的定義，大多使用的情

境也能不局限於特定情境，表示這樣的評價標準與 REC 教學模式的評價活動是

可以讓學生在不同的情境下，以同樣的外在標準去評估推理的品質，並且使評價

的理由更加精緻與豐富。 

 綜合學生使用主張、證據與推理評價標準的情形 四、

依據表 4-3-1、表 4-3-2 及表 4-3-3，以成份來說，證據的評價是一開始能清楚

使用其評價標準的人最多，也是教學前後進步最多，次之是主張，最少的是推理，

而學生對於證據評價標準的使用因生活經驗的關係，使得他們較為容易理解與使

用。而以各個評價標準的項目來看，進步最多的是主張評價標準的關聯性，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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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證據評價標準的證據來源，第三的則是證據評價標準的數據處理及推理評價

標準的原理連結。由此可知對於評價科學解釋來說，證據成分的評價相對之下較

簡單也易懂；而推理成分依舊是對學生而言較為抽象。 

三個成分的評價在教學前雖有不同的表現情形，但在教學中與後，各項評價

標準的使用皆有所增加，而能清楚明確使用各項評價標準的學生也變多。學生所

評價的理由已能有更加詳細的說明，數量也增多，能以不同的角度去進行評價，

且部分學生開始能在同一情境使用同一成分的評價標準，也能跨越題目情境去使

用評價標準去評價主張、證據及推理。這顯示 REC 教學模式的進行，能協助學

生去使用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能盡可能客觀、明確、多角度思考及跨題目

情境地評價，的確能有效協助學生發展科學解釋的評價實務。 

第四節 建構科學解釋之實務發展 

接著，針對學生建構出來的科學解釋，將其分為三個部分：形成主張、使用/

挑選證據及產生推理進行探討，以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作為分析學生科學解

釋的品質之主要編碼表，並分析教學前、中、後的差異，以理解學生經過教學介

入後，所建構的科學解釋之轉變，進而討論 REC 教學模式的影響。 

 主張 一、

在科學解釋評量中，形成主張的部分是由三個單選題及兩個開放式問答題組

成；在教學過程中，活動三中僅有一個開放式問答題是形成主張的部分。將以上

相關的學生作答選取出來，並依編碼表區分為各個建構類型，此部分以重複編碼

的方式進行分析。而題目資料皆呈現因果/相關性的關係，主張內容符合因果/相

關性關係，視為高度一致性；若大部分符合或寫出趨勢，則為中度；若少部分符

合、描述現象或詮釋，便屬低度；若幾乎不符合、其他或未作答，皆為無一致性。 

接著統計各建構類型的次數分布，且計算其佔該資料的總次數之百分比，以

呈現出學生主張類型之整體分布，如表 4-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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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前 

首先觀察表 4-4-1，在關聯性的部分，學生分布較分散，以中度關聯性人數最

多；而一致性的分布較關聯性集中，但主要集中於高度一致性與中度一致性的建

構類型上，顯示半數學生能針對數據或資料，寫出因果/關係性的主張。 

接著了解不同情境下，開放式問答中學生作答的情形。在科學實驗的情境下，

有 18 位(36%)學生能針對溶液酸鹼性對生長高度或快慢之影響，形成高度關聯性

主張，如：「pH=5 溶液使綠豆高度先增加後減少。pH=7 溶液使綠豆高度持續增

加。pH=9 溶液使綠豆高度大致維持不變(學生 1-90523)。」；有 19 位(38%)學生

會針對溶液酸鹼性對生長高度或快慢之影響，但僅包含部分的變因或條件，形成

中度關聯性的主張，如：「高度變化(學生 1-90632)」，該學生未提及酸鹼性的變

因；有 12 人(24%)僅能建構出部分陳述與研究問題有關的低度關聯性主張。 

至於主張的內容性質，能提出因果/關係性主張的學生有 14 位(28%)，如：「會

影響生長快慢和高度(學生 1-90535)。」；有 15 人(30%)能寫出資料或數據趨勢，

如：「酸性會先增後減，中性就剛剛好持續增加，鹼性則是慢慢提升(學生1-90602)」；

表 4-4-1 學生主張的建構類型之次數及次數百分比統計表 

建構類型            資料來源 
前測 學習單 後測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關聯性 

高度 64 42.70% 33 66.00% 81 54.00% 

中度 42 28.00% 16 32.00% 49 32.70% 

低度 30 20.00% 0 0.00% 19 12.70% 

無 14 9.30% 1 2.00% 1 0.70% 

內容性質

(一致性) 

提出因果/關係(高度) 111 46.60% 48 96.00% 145 58.00% 

寫出趨勢(中度) 67 26.80% 1 2.00% 69 27.60% 

描述現象或詮釋(低度) 60 24.0% 1 2.00% 34 13.60% 

其他或未作答(無) 12 4.80% 0 0.00% 2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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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依據數據或資料描述現象的學生有 7 位(14%)，如：「酸性會讓植物變矮(學

生 1-90622)」；有 20 人(40%)是以個人經驗、知識或判斷形成主張，如：「中性的

水對綠豆生長速度最好，鹼性應該會讓土壤鹽鹼化(學生 1-90510)。」，該學生對

綠豆生長速度有好壞的判斷，且題目並未有關於土壤鹽鹼化的資訊。 

在科學新聞情境下，能針對新聞所探討溫度上升對冰原面積之影響，形成高

度關聯性主張的學生有 7 位(14%)，如：「過去 13 年全球氣溫節節上升，北極海

的融冰速度增加(學生 1-90608)」；有 13 人(26%)建構出能符合主題，卻僅包含部

分變因的中度關聯性主張，如：「由代號 1 可知北極冰原覆蓋面積，一年比一年

低(學生 1-90631)」，該學生僅包含冰原面積的變因；17 人(34%)僅建構出部分符

合主題的低度關聯性主張，如：「北極冰原規模正逐漸縮小，可能之後會不見，

導致海平面上升，許多國家因此淹沒(學生 1-90534)。」，但此新聞並未提到海平

面上升的影響；有 7 人(14%)會產生無關聯性的主張。 

分析學生在選擇題的作答，題 1、2、3 是了解學生是否能選出與數據/圖片趨

勢一致的主張；題 5 則是要求學生由選項中去判讀與主題有關的主張。大多數學

生能挑選出高度關聯性的主張，但能挑選出高度一致性主張的學生較少，且受不

同情境影響，幾乎全部的學生在題 1 皆能挑選出來一致性高的主張；在題 2、題

3 選出一致性高的主張的人數則逐漸減少。 

而在主張的內容性質部分，有 12 位(24%)的學生能形成因果/相關性的主張，

如：「全球暖化造成了冰原不斷的縮減中(學生 1-90533)」，該生寫出暖化對冰原

的影響；能寫出數據/資料趨勢的學生有 8 位(16%)，如：「冰原正持續縮小(學生

1-90625)」，該學生觀察出資料所呈現持續變小的趨勢；有 16 人(32%)僅描述資

料呈現的現象，如：「冰原縮減到人類有觀測紀錄以來最小面積(學生1-90605)。」；

依據個人知識或經驗詮釋資料去形成主張的學生有 3 位(6%)。 

深入分析不同一致性的建構內容，其關聯性的分布情形。發現高度一致性的

主張，其關聯性大多集中在中度關聯性；中度一致性的主張，其關聯性皆分散在

高度與低度關聯性上；而低度一致性的主張以低度關聯性最多；無一致性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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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關聯性以無關聯性為主。其中僅有2位學生主張的內容包含兩種以上類型，如：

「酸性的水對植物有不好的影響[CC2-4]，雖然一開始有增加，但等植物吸收較

多酸性水，生長的高度就會開始降低[CC2-3](學生 1-90529)。」，該學生雖有詮釋

資料，卻根據資料以個人觀點去判斷好壞，再加上描述現象，將使主張更為豐富。 

(二) 教學中 

依據表 4-4-1，在學習單中，學生所形成主張的關聯性分布開始往高度關聯性

集中，以高度關聯性的人數最多，可達 33 人(66%)；而一致性的部分，學生主張

的分布集中於高度一致性上，接近全部的學生皆落於高度一致性，顯示學生寫出

的主張幾乎都能符合數據或資料中的因果性或關係性。然而由於是處於教學過程

中，活動的設計是由全班共同產生三個可能的主張，再讓學生由其中挑選自己認

同的主張，因此可能造成其所形成的主張差異不大的情形。 

深入分析學生在學習單的科學新聞情境中所形成的主張內容。能由探討稻米

產量受日夜溫度影響的研究資料中，針對夜間溫度及稻米產量形成高度關聯性主

張的學生有 33 位(66%)，如：「夜間溫度上升，稻米產量下降(學生 3-90615)」，

該學生有提及兩個變因－夜間溫度及稻米產量；有 16 人(32%)建構出符合主題與

資料，但卻僅含部分變因的中度關聯性主張，如：「溫室效應使稻米產量減少(學

生 3-90529)。」，此作答僅包含其中一個變因，而溫室效應未必一定會影響夜間

溫度；僅有 1(2%)僅建構出無關的主張。至於主張內容性質的部分，能形成因果

性或相關性主張的學生有 48 位(96%)，如：「溫度高會影響稻米產量下降(學生

3-90606)」，該生寫出溫度高會對稻米有所影響，屬於因果性的主張；僅有 2 位

學生能寫出數據趨勢或詮釋資料。 

由此可知，主張內容若以描寫因果/相關性為主，其關聯性多集中在高度關聯

性；若形成的主張是描述趨勢，其關聯性則為高度關聯性；而以個人詮釋所產生

的主張則明顯屬於無關聯性。 

(三) 教學後 

從表 4-4-1 中的數據，可知在關聯性的類型，學生分布變集中了，以無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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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人數最少，高度關聯性的人數最多；一致性的類型亦更為集中，主要是學生

開始往高度一致性的建構類型上移動，過半數的學生落於高度一致性，顯示大多

數的學生能針對題目的數據或資料，寫出因果性或關係性且關聯性頗高的主張。 

針對在不同題目情境下，學生開放式問答中作答的情形深入分析。在科學實

驗的題目中，有 29 位(58%)學生能針對溶液酸鹼性、生長高度或快慢，或實驗條

件，形成高度關聯性主張，如：「酸性的水，會使植物快速增長，再慢慢萎縮。

中性和鹼性的水，會使植物持續成長，但中性水較鹼性水快(學生 4-90509)。」

該學生針對三個實驗條件皆進行描述，而人數相較於前測多了 11 位學生；有 15

位(30%)學生會形成僅包含部分的變因或條件的中度關聯性主張，如：「生長的快

慢，酸性還會變矮(學生 4-90511)。」，雖然相較於前測少了 4 人，但可以發現形

成中度關聯性主張的學生所寫的內容有稍微增加一些描述；有 6 人(12%)僅建構

出與研究問題部分有關的低度關聯性主張，如：「有不同的酸鹼度就會不同吧! (學

生 4-90606)」，該主張未陳述清楚，且過於籠統，屬於低度關聯性，相較於前測，

除了人數減少之外，在前測會有提及毫無根據陳述的情形，後測中並未出現；而

同樣地無人產生無關聯性的主張。 

再分析主張的內容性質，所形成的主張具有因果性或關係性的學生有 17 位

(34%)的學生，如：「不同酸鹼度的水會使得植物生長的幅度大或小，則不能太低

或太高，就像是 pH=7 對綠豆生長是剛好的所以才會成長的快(學生 4-90612)。」，

相較於前測，人數有些許增加，且學生所寫內容還針對趨勢或現象多加說明，表

示學生主張的一致性有所提升；有25位(50%)學生能寫出資料或數據的趨勢，如：

「酸性溶液會使植物生長速度漸漸變慢，而中性及鹼性溶液則會使植物生長速度

增快，但中性容易生長速度比鹼性溶液更快.(學生 4-90627)」，相較於前測增加了

10 人會陳述趨勢，並且還會加以比較；僅能依據數據或資料描述現象的學生有 5

位(10%)，比前測的人數有些微減少；有 18 位(36%)的同學以個人經驗或好壞的

判斷去詮釋資料，相比於前測人數上僅有小幅減少。 

針對科學實驗情境中選擇題的部分，大多數學生依舊能挑選出高度關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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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而能挑選高度一致性主張的學生有小幅度的增加，在題 2 增加為約四分一

的學生，而題 3 有約四分之三的學生能選出高度一致性的主張，但還是會受不同

情境影響。 

在科學新聞的情境下，有 15 位(30%)學生能形成含有溫度與冰原面積兩個變

因的高度關聯性主張，如：「因為全球暖化的影響，使得北極冰原覆蓋範圍持續

縮小中(學生 4-90610)。」，相較於前測增加了 5 人；有 22 人(44%)的主張僅包含

部分變因：「冰原正持續縮小(學生 4-90625)」，在後測中能形成中度關聯性主張

的學生多了 9 位；12 人(24%)僅能建構出部分符合主題的低度關聯性主張，如：

「溫室效應越來越嚴重了(學生 4-90603)。」，人數比前測有小幅度減少；有 1 人

(2%)會產生無關聯性的主張，而與前測的人數相比減少了 5 人。 

而在主張的內容性質部分，有21位(42%)的學生能形成因果或相關性的主張，

如：「冰原的縮小和氣候有關，例如，由代號 2、3 指出全球氣溫節節上升，使北

極海融冰速度加快(學生 4-90534)。」，在後測中多了 9 人能寫出因果或相關性的

主張，顯示學生主張的一致性有增加；能寫出資料趨勢的學生有 17 位(34%)，如：

「北極冰源正在持續的縮減中(學生 4-90602)」，增加了 9 人；有 11 位(22%)僅描

述資料中所呈現的現象，如：「由代號 6 的圖表可知，冰原的面積在 2011 年比較

1984、1999 年已減少大部分以上(學生 4-90613)。」，比前測減少了 5 人。 

綜合上述統計，主張的內容若是描寫因果/相關性、資料/數據趨勢、及資料

的詮釋，其關聯性大多集中在高度關聯性；而描述現象的建構類型之關聯性以中

度關聯性最多。可以發現學生所形成主張的整體趨勢以往高度關聯性移動，且以

因果/相關性與資料/數據趨勢最為明顯；而描述現象的主張也由前測的低度關聯

性，移往中度關聯性，顯示學生在形成主張時已能注意到自己主張的關聯性，並

且也開始瞭解如何整合資料，產生與資料相符的主張，使得主張的關聯性與一致

性皆有所提升。此外，分析過程中發現，能同時以兩種以上的內容性質去形成主

張的學生增加到 15 人(30%)，如：「會影響到植物的生長速度[CC2-1]。且酸性水

會使植物生長先增後減，效果不好，而中、鹼性水使植物生長持續增加，只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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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水使植物生長速度較快，效果佳，鹼性水使植物生長速度較緩效果次之[CC2-2、

CC2-4](學生 4-90532)。」，該學生的主張中有呈現數據趨勢、因果關係及適切的

詮釋，使得該主張更加豐富與完整。 

(四) 小結 

教學前，部分學生在科學實驗的情境下能夠形成高度及中度關聯性的主張，

其主張的內容性質則集中在描述趨勢與詮釋上，屬於中度及低度一致性；教學後，

多數學生所產生的主張集中於高度關聯性與趨勢的描寫上，可能是學校教育中有

實驗相關的課程，因此根據數據的趨勢歸納出主張，對學生來說較為容易。然而

在科學新聞的情境中，較不易形成高度關聯性的主張，科學新聞的題目是需要根

據數個研究資料，進行判讀與整合的思考後再形成主張，對學生而言是較不熟悉

的歸納方式，且所需的資訊處理也較為複雜，導致即使在教學後，學生所形成的

主張雖然是中度關聯性與因果陳述為多，但人數上還是偏少及較為分散。 

再針對內容審視，可以發現無論在科學實驗情境或是科學新聞情境下，半數

學生對於主張皆能以更多的文字進行描述，且關聯性與一致性也逐漸往高程度品

質的方向移動，而對於不同的主張也能挑選出高度關聯性及一致性的主張；然而

在科學實驗情境下，學生的一個主張中，還能包含多種描述，由現象到趨勢，再

從趨勢到因果性，使得主張的陳述十分豐富。這表示多數學生經過 REC 教學後，

更能夠形成完整的主張，其中部分學生更是能在科學實驗情境下以豐富的方式呈

現自己所建構的主張，而且 REC 教學不僅能幫助學生嘗試以文字去形成主張之

外，還能協助他們學習如何區別並挑選出適當的主張。 

 證據 二、

針對在前測、學習單及後測中要求學生運用或挑選證據的題目，每子題皆有

50 人作答，在科學解釋評量中，關於科學解釋的建構共有五題，在挑選/運用證

據的部分有四個子題為複選題及一個子題是開放式問答題；在教學中，活動三是

學生進行科學解釋的建構，其中證據的運用為一個開放式問答的子題。在科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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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情境下運用證據的部分皆為複選題，而科學新聞情境下則皆為開放式問答題。 

在建構證據的部分，一個學生的作答可能會有一個以上的編碼，並依據編碼

表將其區分出證據的建構類別：支持程度、證據數量、證據來源及數據處理，其

中數據處理的組織是屬於較高程度的處理，而比較與整併算是中程度的處理，重

述與詮釋算低程度的處理－此處的詮釋是以學生個人主觀想法去描述題目中未

呈現的觀點，若未寫出任何描述則視為無處理。 

研究者先針對整體進行分析。首先，在五個科學解釋評量的題目及一個學習

單的題目之中，統計次數的分布，且計算其佔該資料的總次數之百分比，以呈現

出學生所運用或挑選的證據建構類型之整體趨勢，如表 4-4-2。接者，再針對各

題目與建構類型深入探討，以瞭解在全部50位學生之中證據運用與挑選的情形，

因此分析出各個證據建構類型的學生人數，並計算其佔全部學生數目的百分比，

並描寫其證據運用與挑選之改變。 

(一) 教學前 

分析表 4-4-2，可以發現在支持程度的部分，學生使用/挑選的證據較集中在

中度與低度支持程度較多；而學生大多能使用/挑選 1 個以上的證據，人數較為

分散，但以 3 個證據以上為最多；至於數據處理的部分，多數學生是屬於將資料

進行重述、詮釋的處理方式；且大部分的學生雖然較不易運用支持程度高的證據，

但能注意證據的來源，顯示半數的學生能針對數據或資料來源進行適當的挑選。 

進一步探討學生在開放式問答題中證據運用的情形。在此題中的可能主張，

至少需要一個關鍵證據即可支持，如學生 1-90513 的主張為：此現象的主要原因

是溫度上升，則補充證據的作答為「代號 1、2、3、5、6 可知」，雖然該學生未

做數據的說明，但由於代號 2 為溫度與融冰的因果性關係之關鍵證據，因此此回

答視為支持程度高，而除了來源不佳的證據外，其他證據可選可不選。故此部分

支持程度之分析須依據學生所形成的主張，檢視其選用的證據是否支持其主張，

因此同一個的證據對於不同的主張便會有不同的支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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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學生所使用/挑選的證據類型之次數及次數百分比統計表 

運用類型        資料來源 
前測 學習單 後測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支持程

度 

高度 26 17.30% 24 48.00% 50 33.30% 

中度 55 36.70% 19 38.00% 58 38.70% 

低度 42 28.00% 5 10.00% 35 23.30% 

無 23 15.30% 2 4.00% 7 4.70% 

證據來

源 

未忽略 47 87.00% 47 94.00% 48 96.00% 

忽略 3 5.60% 3 6.00% 2 4.00% 

證據數

量 

3 個以上 91 36.30% 11 22.00% 105 41.80% 

2 個 67 26.70% 10 20.00% 80 31.90% 

1 個 85 33.90% 29 58.00% 65 25.90% 

0 個 4 1.60% 0 0.00% 1 0.40% 

數據處

理 

組織/比較(高度) 11 22.00% 13 26.00% 24 48.00% 

整併(中度) 10 20.00% 28 56.00% 13 26.00% 

重述/詮釋(低度) 16 32.00% 7 14.00% 8 16.00% 

無處理 9 18.00% 2 4.00% 5 10.00% 

未作答  4 8.00% 0 0.00% 0 0.00% 

有 5 位(10%)學生能針對自己形成的主張，挑選出適當的證據；針對自己形成

的主張，有 9 人(18%)能挑選部分支持主張的證據，僅含部分的變因或條件，如

學生 1-90601 所寫的主張為：全球暖化讓北極面積逐漸變小，而他挑選僅包含面

積漸縮小的代號 6 作為證據，無法以呈現趨勢的關係圖去證明主張中的因果關係，

故屬於中支持程度；有 15 人(30%)僅會挑選部分與主張有關的證據，只能部分支

持主張，如學生 1-90505 所寫的主張：冰原融冰時間的增長造成溫度上升、物種

與人類會絕種，僅以代號 6 作為證據，題目及所提供的資料中未有任何關於融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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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之資訊，因此屬於低支持程度；有 17 人(34%)未挑選證據或挑選無法證明

主張的證據，如學生 1-90615 的主張為：別再排放二氧化碳，則他所形成的證據

是「由代號 2 可知冰融化水，水位一直增高，佔去了人們土地。」未提及任何相

關變因，無法證明主張，屬於無法支持的運用類型。 

再針對運用證據時的數據處理，能相互比較或組織數據/資料的學生有 11 位

(22%)的學生，其中有 9 人組織數據，如：「由 2、5 知全球溫度逐漸上升，使冰

層融量增加。由 1、6 知每年融雪量增加，冰原覆蓋範圍漸減(學生 1-90630)。」；

而有 2 人將數據比較。有 10 位(20%)學生能摘要、整理或合併數據/資料。僅能

重述或是由個人觀點去詮釋數據/資料的學生有 16 位(32%)，其中有 4 人重述數

據；而 12 人詮釋數據，如：「溫度越高使冰山的含蓋量一天比一天還要少(學生

1-90510)。」，題目所提供的資料中並未針對冰山的涵蓋量進行研究，也未有逐

天的趨勢變化圖，因此屬於學生以自我想法加以說明，屬於詮釋數據。有 9 位(18%)

的同學未處理。 

接著，分析學生在前測中選擇題的部分，題 1 是針對學生能否挑選支持程度

高及適當數量的題目；題 2、3、5、8 則是要求學生由選項中去判讀符合主張的

數據，屬於證據數量的挑選。多數學生能挑選出與主題相關且符合主張內容的適

當證據，然而在題 8，將代號 4、5 選為證據者有約四分之一的人數，其研究資

料雖與主題相關，但多不符合學生所產生的主張，或是在題 2，學生受限於密度、

濃度及溫度的科學概念，僅選擇濃度不同或溫度不同的實驗，未能選擇兩者去支

持主張。由此可發現，雖然相較於開放式的運用證據，學生在選擇題的作答情形

更能區別出適合的證據，但還是會受不同情境及科學概念影響，也可能是學生對

於選擇證據是熟悉且易判斷，然而由於過往學習的經驗，使得他們較不擅於以文

字去描述證據。 

進一步深入分析不同的證據處理，其支持程度的分布情形。可知證據若是以

比較或組織的方式處理，以及未處理的學生，大多挑選低支持程度的證據，可能

是開放性問答題皆是以科學新聞作為題材，而各研究資料的差異性較不明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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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學生來說，雖能理解並分析的數據與資料，但卻無法針對主張挑選出最恰當

的資料，然而選擇題的部分，可能由於選項間差異較大，且又是屬於學生熟悉的

科學實驗情境，因此較易判斷，此外未處理數據的學生可能是不擅於以文字表達，

或是認為寫出代號即可，未必是真的未做任何數據的解讀；若是將數據整併的學

生，所挑選的證據較集中在支持程度中的證據上；而將證據重述或詮釋的學生，

則大多是挑選到無法支持主張的證據。 

(二) 教學中 

根據表 4-4-2，可以發現學生由前測的中度與低度支持程度，移往高度支持程

度，且挑選無法支持的證據之人數減少許多；證據數量的挑選也由 3 個以上的證

據，移往 1 個證據的運用；而數據處理的部分，則由前測的低度處理－重述/詮

釋的處理方式，移往中度處理－整併；且大部分的學生依舊能注意證據的來源，

顯示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已逐漸開始學習到如何適切的運用及挑選證據。 

接著，探討在學習單中證據運用的情形，此部分的作答方式是，學生需針對

自己所形成的主張，提出足以支持的證據，有 24 位(48%)學生能針對自己形成的

主張，挑選出適當的證據，如學生 3-90533 的主張為：夜間溫度上升使稻米產量

下降，其運用了代號 1 僅發現氣溫與產量的關係，而代號 2、5 則進一步針對夜

間溫度與稻米產量進行實驗，代號 2 是在真實情境下的研究，而代號 5 則是年代

較近，兩個研究資料分開運用各有不足，但同時運用使得支持程度增加，屬於高

支持程度。針對自己形成的主張，有 19 人(38%)能挑選部分支持主張的證據，僅

含部分的變因或條件，如學生 3-90614 的主張為：夜間溫度上升，稻米產量下降，

而他挑選年代較為久遠的代號 2 作為證據，屬於中支持程度；有 5 人(10%)僅能

挑選包含主張中部分變因的證據；有 2 人(4%)未挑選證據或挑選無法證明主張的

證據。 

關於證據的處理，能將數據/資料相互比較或組織的學生有 13 位(26%)的學生，

皆試圖以組織數據方式處理證據，如：「由代號 1 可知全球暖暖化已造成稻米減

產、氣溫上升使稻米產量下滑。由代號 2、5 可知夜間溫度高會使稻米產量下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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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3-90535)。」。有 28 位(56%)學生能摘要、整理或合併數據/資料，如：「從代

號 2 可知，晚上氣溫上升會使稻米產量減少而從代號 5 可知，氣溫上升 1℃，稻

米產量減少一成(學生 3-90507)。」，該學生將代號 2、5 整理並合併，因此屬於

整併類型。僅能重述或是由個人觀點去詮釋數據/資料的學生有 7 位(14%)，其中

有 3 人重述數據；而 4 人詮釋數據。有 2 位(4%)的同學屬於未處理。 

接著，針對學生在學習單中挑選證據的部分，要求學生由選項中去判讀符合

科學新聞主張的數據資料，證據是代號 1、2 及 5，代號 3、4 是非證據但有相關

的資料，而代號 6 是非證據也無相關的調查。超過半數的學生能挑選出與科學新

聞內的主題相關，且符合其內容陳述，足以支持主張的適當證據。這顯示出 REC

教學能夠協助學生分辨證據與非證據，以及有關或無關的資料。 

深入分析不同的證據處理，其支持程度及數量的分布情形。由以上可知，若

以比較或組織、及重述或詮釋的方式處理證據的學生，多挑選高支持程度的證據，

可能是經過教學後，不僅能高階數據處理的人數變多，且就算是低階處理的學生

也較能夠挑選出高支持程度的證據；整併數據的學生，所挑選的證據則依舊集中

於支持程度中的證據上；而未處理數據的學生，則由低支持程度有移往中與低支

持程度的現象。 

(三) 教學後 

由表 4-4-2可知在支持程度的部分，學生較集中在高度與中度支持程度較多；

而學生大多能使用/挑選 1 個以上的證據，挑選 2 個證據的人數增多，以 3 個證

據以上的人數為最多；至於數據處理的部分，學生人數由教學中的整併轉移到高

階的組織或比較，可能是教學活動中的教師回饋，使學生理解並學習將資料比較

與組織；且學生依舊能注意證據的來源，以上皆顯示近半數的學生經過教學後，

能針對數據或資料進行適當的挑選與運用。 

深入瞭解學生在開放式問答題中作答情形。有 27 位(54%)學生能依據自己的

主張，挑選出足以支持的證據，如學生 4-90509 的主張為：全球暖化導致北極冰

原面積持續縮小，其所補充的證據為「由代號 1、2 得知，過去 15 年全球氣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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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北極海融冰速度增快，2011 年九月的北極冰原覆蓋面積為 4.33 百萬 km2，

比 1979~2000 年間平均值低了 2.38 百萬 km2」，由代號 2 的證據便足以支持其因

果性的主張，故屬於高支持程度的類型；有 14 人(28%)所挑選的證據由於僅含部

分的變因或條件，因此只能部分支持主張，如學生 4-90625 所寫的主張為：冰原

正持續縮小，該學生補充的證據為「由代號 1 可之 2011 年九月冰原覆蓋面積比

1979~2000 年の平均值底了 2.38 百萬 km2」，並無法以描述比以往面積小之現象

的代號 1 去證明主張中的持續縮小，故屬於中支持程度；僅能挑選部分與主張有

關且未涵蓋所有變因的學生有 7 人(14%)；有 2 人(4%)未挑選證據或挑選無法證

明主張的證據。 

至於數據處理的部分，比較或組織數據/資料的學生有 24 位(48%)，其中 19

人組織數據，如：「代號 2、5 可知天氣異常讓冰原融化速度加快(學生 4-90605)。」；

而 5 人比較數據，如：「由代號 6 可知，北極冰原的面積比以往來的小(學生

4-90624)。」。有 13 位(26%)學生整理或合併數據/資料，如：「由代號 2 可知，過

去全球氣溫節節上升，北極海融冰速度快。由代號 5 可知先前 15 年夏季氣溫高，

使北極的永凍層融解(學生 4-90535)。」，該學生將代號 2、5 的資料合併。重述

或詮釋數據/資料的學生有 8 位(16%)，其中有 4 人重述數據；而 4 人詮釋數據。

有 5 位(18%)的同學未處理。 

再分析在後測選擇題中的答題情形。相較於前測，多數學生能挑選出中支持

程度的主張，也能挑選出足以支持主張的證據量，但與前測相差不遠，這顯示出

經過教學後，學生對於挑選證據及對證據的運用與處理，皆有所增長，而對數據

的處理及運用證據成長較多。 

接著進一步探討不同的證據處理方式，其支持程度及數量的分布情形。由以

上分析可以發現，以比較或組織的方式處理證據的學生，以及未處理的學生，多

挑選高支持程度的證據，表示經過教學後，學生不僅能分析數據與資料，也確實

能針對主張挑選出最恰當的資料，即使未以文字說明如何處理數據，也能挑選出

高支持程度的證據；若是將數據整併的學生，所挑選的證據較分散在各個支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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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證據上；而將證據重述或詮釋的學生，則大多也能挑選出中支持程度的證

據。 

(四) 小結 

針對科學實驗的情境下挑選證據的部分，能夠挑選出適當證據的學生，在教

學後有所增加，但差異不大，然而科學新聞的情境中，有些與新聞主題稍有相關

的代號內容，對於學生來說具有誘答力，導致錯誤人數較科學實驗的題目多。這

可能是科學實驗情境的題目，對學生而言，是需要以科學概念去判斷，而在科學

新聞情境下作答，涵蓋了學生對研究資料的閱讀與理解，而學生也時常以個人觀

點去連結代號與科學新聞主題的關係，導致即使在教學後，還是有十多位學生所

挑選的證據是不適當的。 

最後探討運用證據的差異，可以發現學生對數據的描述，由教學前的重述、

詮釋或無任何描述，在教學中轉變為整理或合併的方式說明，而在教學的最後更

發展出比較或組織數據，歸納並闡述其趨勢或規則；學生挑選證據的適當與否，

則由教學前大多挑選低支持程度的證據，在教學中轉而挑選支持程度中或高的證

據，教學結束後亦與教學中的挑選情形相去不遠。由此可知，學生運用及挑選證

據在教學中與教學後皆有所增長，也開始學習以文字表達去進行科學解釋的建構，

顯示學生經過 REC 教學，不僅對於發展如何運用證據的文字描述有所幫助，也

對挑選適當的證據能有助益。 

 推理 三、

在前、後測的科學解釋評量中，共有五題是要求學生進行科學解釋的建構，

其中產生推理的部分是透過五個子題開放式問答題進行資料的蒐集，每題皆有

50 人作答；而教學活動三是關於科學解釋的建構，僅有一子題是要求學生依據

研究資料產生推理，且為開放式問答題。 

依先前的編碼及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區分為推理的建構類型，一個學生

的作答可重複編碼。將評價標準中的原理連結區分為：若能以原理闡述屬於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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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連結、若是以名詞說明屬於中度原理連結、以個人說明則是低度原理連結、

其餘則為未使用原理；而數據連結分類為：若具備兩種以上的數據連結屬於高度

數據連結、以組織/比較/評價是屬於中度數據連結、若是整併/重述/詮釋則為低度

數據連結、其餘則屬未處理數據；融貫性則可分為：若所寫的推理能回應主張亦

提及證據是屬於高度融貫性、若僅能回應到主張是中度融貫性、只有提及證據則

是低度融貫性、其餘則是屬於無融貫性。 

首先，分析學生所寫出的推理之整體趨勢。在五個前、後測的題目及一個學

習單的題目中，統計推理建構類型的次數，且計算出其佔該資料總次數之百分比，

以凸顯學生推理建構類型的整體分布，如下表 4-4-3。而由於此部分為可重複編

碼，在分析統計時會有重複計算人數的情形，且學生在不同的五個題目可能會有

不同的作答情形，因此為了深入討論各相關題目與建構類型，將以次數計算，以

瞭解在全部次數中產生推理的情形，並計算出其佔全部作答次數之百分比，並呈

現學生所產生的推理之內容，以比較其教學前、中、後的差異。 

(一) 教學前 

根據表 4-4-3 可知，在原理連結的部分，半數的學生在產生推理時，不會寫

出相關的原理進行連結，部分的學生會以科學名詞進行說明；而數據連結的部分，

近半數的學生不會針對數據進行任何說明，可能他們認為數據就呈現在題目中，

無須進行說明或描述；至於學生推理的融貫性則多集中在僅提及證據，對學生來

說可能是相對較簡單的事情，有許多生活經驗讓他們知道證據的重要與必要。以

上可知，教學前學生對於推理的建構，大多呈現只要提出證據，可能是他們認為

每個人由數據中皆能獲得同樣的資訊，無需太多說明與解釋，也可能是他們不知

要如何以文字說明、如何連結。 

分析在不同情境下學生建構推理的情形。在科學實驗情境下，有 5.6%(14/250)

的學生能針對主題與數據提出相關的科學原理進行推理；有 18.8%(47/250)的學

生無法清楚說明相關的科學原理，而是以科學名詞或是常見的句子進行推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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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250)的學生是以個人的觀點進行原因的說明；30.4%(76/250)的學生未針

對原因作任何說明。 

關於推理中的數據連結，能依據主張，將數據重新組織、比較或以多種方式，

去說明其為何成為證據以支持主張的學生有 19.6%(49/250)，再深入分析學生作

答內容，可以發現學生較少以組織的方式去連結主張與數據，可能是比較的連結

方式是較容易使用與表達，組織需要歸納出背後的趨勢、規律甚至是通則，較難

使用或是用文字描述出來。有3.6%(9/250)的學生以整併證據的方式去產生推理。

僅以重述或是詮釋的方式連結主張與證據的學生有 6.4%(16/250)；有 28.8% 

表 4-4-3 學生所建構的推理類型之次數及次數百分比統計表 

建構類型                資料蒐集 

前測 學習單 後測 

次

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原理連結 

完整闡述(高度) 21 8.20% 29 53.70% 39 15.00% 

使用名詞(中度) 70 27.20% 9 16.70% 79 30.40% 

個人說明(低度) 33 12.80% 9 16.70% 37 14.20% 

無 120 46.70% 7 13.00% 105 40.40% 

數據連結 

組織/比較/兩種以上(高階) 58 23.20% 9 18.00% 77 30.80% 

整併/評價(中階) 26 10.40% 26 52.00% 46 18.40% 

重述/詮釋(低階) 43 17.20% 7 14.00% 48 19.20% 

無 110 44.00% 8 16.00% 79 31.60% 

融貫性 

回應主張並提及證據(高度) 64 25.60% 20 40.00% 86 34.40% 

僅回應主張(中度) 23 9.20% 1 2.00% 18 7.20% 

僅提及證據(低度) 92 36.80% 22 44.00% 101 40.40% 

無 58 23.20% 7 14.00% 45 18.00% 

未作答 13 4.9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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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50)的學生未說明數據。 

至於學生推理中的融貫性，在說明時能夠提及證據，並且所做的推理亦能回

應到主張的學生有 20.4%(51/250)；而 6.0%(15/250)的學生推理有回應到主張；以

提及證據推理的學生有 20.0%(50/250)；有 11.2% (28/250)的學生未做任何說明。 

在科學新聞的情境下，有 2.8%(7/250)的學生，能針對主題與資料提出相關的

科學原理；而 9.2%(23/250)的學生僅以科學名詞或是常見的句子進行推理；有

6.0%(15/250)的學生則以個人知識背景或觀點說明原因；22.8%(57/250)的學生未

以科學原理或概念作說明。 

關於推理中的數據連結，能依據主張，將數據重新組織、比較或以多種方式，

去說明其為何成為證據以支持主張的學生有 3.6%(9/250)；有 6.8%(17/250)的學生

以整理、合併或評價證據是否能支持主張的方式去產生推理；僅以重述或詮釋去

連結主張與證據的學生有 6.4%(16/250)；有 15.2% (38/250)的同學未依據數據做

任何說明。 

至於學生推理中的融貫性，在說明時能夠提及證據，並且所做的推理亦能回

應到主張的學生有 5.2%(13/250)；有 3.2%(8/250)的學生在推理時，僅回應主張但

未提及或說明證據；僅寫出證據作為推理的學生有 16.8%(42/250)；有 12.0% 

(30/250)的學生未做任何說明。 

進一步分析不同融貫性的推理內容中其連結的情形。由以上統計可知，推理

內容若具備證據與主張者，多未進行原理的說明，而其中數據連結的情形較為分

散；若是只有回應主張的推理，其學生分散於以科學名詞或不使用科學原理進行

連結，且其中數據的連結大多呈現未具備任何連結的現象，學生可能是不知如何

連結或是要解釋說明；能提及證據者，則以使用科學詞句與無使用科學原理為主，

而數據連結以高階與低階的連結方式為多，可以發現學生若會使用證據進行推理

時，大多能說明數據；而無連貫的學生，多不會說明科學原理，反而以名詞、個

人說明或是不使用作為原理的連結，且大多也屬於未使用數據連結的類型。 

(二) 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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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4-3 中可以發現，在教學活動中有超過半數的學生在產生推理時，能

夠寫出相關的原理進行連結，少數的學生會以科學名詞進行說明，雖然研究並未

是以科學原理為教學主軸，但除了教師的引導之外，還可能是因為在學習單中有

推理原因的資料，提供他們去閱讀、理解，然後再以自己的表達習慣去說明。由

此可知，學生就算對該主題的原理不熟悉，只要有提供易理解的相關資料，他們

還是能夠產生推理；而數據連結的部分，由前測的無數據連結，在教學活動中，

半數學生能對數據進行整併或評價的連結，顯示學生理解推理中應包含對數據的

歸納與統整；至於學生推理的融貫性則多分散於提及證據與具備融貫性。以上可

知，教學中學生對於推理的建構，開始嘗試去連結主張與證據，並說明原理或數

據以解釋如何由數據得到主張。 

深入瞭解在學習單中不同融貫性的推理內容中其連結的情形。在所形成的推

理具有證據與主張的 20 位(40.0%)學生中，其連結方式與人數分別列舉如下。完

整闡述原理有 13 人，其中又具備高階數據連結的學生有 5 人，如：「由代號 3、

4 可知可能是因為在一定溫度變化範圍內，白天氣溫上升會使稻作增產，若夜間

溫度較高則可能抵銷白天的效應，稻米呼吸時須耗費更多能量，又無法進行光合

作用補充能量，而使產量減產[CR1-1、CR2-1、CR3-1](學生 3-90523)。」；具備

中階數據連結的學生有 6 人，如：「夜間溫度上升，能量消耗多，又無法行光合

作用，導致產量減少[CR1-1、CR2-4、CR3-1](學生 3-90608)。」；具備低階數據

連結的學生有 2 人，如：「代號 3 可知夜間溫度較高，使稻米呼吸時，須耗費更

多能量，卻又無法進行光合作用，從而導致減產[CR1-1、CR2-6、CR3-1(學生

3-90510)」。而能以名詞推理者有 4 人，其中又具備中階數據連結的學生有 3 人，

如：「由代號 3 可知因夜間溫度較高，稻米無法行光合作用，而導到產量下滑。

由代號 4 可知溫室效應使產量下降[CR1-2、CR2-4、CR3-1(學生 3-90535)」；具備

低階數據連結的學生有 1 人，如：「白天氣溫上升會讓稻米增產，但是如果晚上

溫度比白天還高那會抵消白天的增產，反而會減產[CR1-2、CR2-5、CR3-1](學生

1-90536)。」。而能以個人說明去推理者有 4 人，而數據連結的類型則有具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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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數據連結的學生有 3 人，如：「根據代號 4 夜間溫度上升，能量 and 養份消耗

多，而且這時不能行光合作用，所以使得養分變少，間接使產量減少[CR1-1、

CR1-3、CR2-4、CR3-1](學生 3-90611)」；具備低階數據連結的學生有 1 人，如：

「稻米在生長中，必須要在適當の溫度下產量才會增加，若氣溫下降，就造成了

產量減少的問題，至於主要的原因是在夜間，我覺得是因為夜間上升的溫度較白

天高[CR1-3、CR2-5、CR3-1](學生 3-90533)。」。至於未使用原理說明者有 2 人，

其中具備中階數據連結的學生有 1人，如：「代號 5夜間溫度上升，產量減少[CR1-3、

CR2-4、CR3-1](學生 3-90614)」；具備低階數據連結的學生有 1 人，如：「由代號

5 所發現出來，夜間氣溫每上升 1℃，稻米產量就會減少[CR1-3、CR2-6、CR3-1(學

生 3-90634)。」。 

在僅以回應主張進行推理的學生僅有 1 位(2.0%)，其推理內容以個人說明作

為原理連結，以詮釋數據的低階連結方式作為數據連結，如：「因全球的暖化使

得溫度逐年升高，稻米怕溫度高而產量降低，但全球每天有 30 億人以米為食，

消耗不少稻米[CR1-3、CR2-6、CR3-2](學生 3-90606)。」。 

22 位(44.0%)僅寫出證據作為推理的學生中，以科學原理作為連結的學生有

16 位，其中有 3 人是以高階連結方式作為推理，如：「代號 3，而在夜間，植物

又只行呼吸作用，而白天的光合作用效應又不足以彌補夜晚所散失的能量。長期

的不平衡，造成植物的衰弱，從而減產[CR1-1、CR2-4、CR2-5、CR3-3](學生

3-90504)。」，該學生雖有提及證據，但描述中未再次回應主張；有 9 人是中階

的數據連結作為推理，如：「因為消耗的能量多，且夜晚無法行光合作用，使得

稻米產量下降[CR1-1、CR2-6、CR3-3](學生 3-90624)。」，未回應到溫度與產量

關係的主張；僅 2 人是以低階的連結方式去說明，如：「夜間溫度上升會使稻米

行呼吸作用需耗費較多能量，卻又無法行光合作用，所以導致稻米減[CR1-1、

CR2-6、CR3-3](學生 3-90503)。」；僅 2 人未有數據連結，如：「代號 2.3.4.5 的

原因造成產量下降[CR1-1、CR2-7、CR3-3](學生 3-90607)。」。而以科學詞句作

為連結的學生有 2 位，皆以整併數據的中階方式進行推理，如：「夜間溫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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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少，使產量下降[CR1-2、CR2-2、CR3-3](學生 3-90605)。」。而以個人

說明作為說明原理的學生有 1 位，未有數據連結。而未作出任何原理連結的學生

有 4 位，有 3 人是以整併數據的中階連結說明，如：「代號 2 因夜間溫度上升產

量下降，因晚上溫度上升所以產量跟著下降 .[CR1-3、CR2-4、CR3-3](學生

3-90626)。」；，僅有 1 位未說明數據的部分，如：「因 2 代號可知[CR1-4、CR2-7、

CR3-3](學生 3-90602)。」。 

在推理中未提到證據也沒有回應到主張的 7 位(14.0%)學生中，無人以科學原

理進行推理。而以科學名詞作為原理連結的學生有 3 位，其中 1 人是屬於詮釋數

據的低階連結方式，如：「因為溫室效應過高所以稻米呼吸的時候要花費更多的

能量[CR1-2、CR2-5、CR3-4](學生 3-90505)。」；2 人未做任何數據連結，如：「全

球的暖化，而使夜間的溫度也高居不下[CR1-2、CR2-7、CR3-4](學生 3-90613)。」。

而以個人說明作為說明原理的學生有 3 位，皆未做任何數據連結，如：「地球暖

化使平均 T 升高，而影響了稻作原本生長的環境，導致產量有所變化[CR1-3、

CR2-7、CR3-4](學生 3-90515)。」。而未作出任何原理連結的學生有 1 位，以整

併數據的方式描述，如：「白天產量增加，晚上減少[CR1-4、CR2-4、CR3-4](學

生 3-90515)。」，但是該學生未整理出該資料的重點。 

由上述分析及與教學前的比較，可以發現，推理中若具備證據與主張者，開

始學習去闡述科學原理，雖然數據連結的情形依舊分散，但有從低階及無連結移

向中高階的連結方式；很少學生僅回應主張的推理，且連結部分以個人說明與詮

釋數據的方式說明，學生可能試圖去進行連結，但還侷限於個人想法；而能提及

證據的學生，則以使用科學原理為主，而數據連結以中階的連結方式為多，可能

是由於學習單中所提供的研究資料多已經過組織、整理，因而導致大部分學生以

整併的方式進行數據連結；而無連貫的學生，同樣也是不會說明科學原理，反而

以名詞、個人說明作為原理的連結，且大多也屬於未使用數據連結的類型。在教

學活動中，可以發現除了無融貫性的學生之外，各建構類型有些許的轉變，具有

融貫性的推理變多，也開始學習進行原理連結以及說明、整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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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後 

依據表 4-4-3，約三分之一的學生在產生推理時，不會寫出相關的科學原理進

行連結，超過半數的學生是以科學名詞進行說明；而數據連結的部分，學生多分

散於高階的連結方式以及無數據連結，但相較於前測無數據連結的人數減少，而

高階與中階數據連結的學生增加；至於推理的融貫性則多集中在僅提及證據與具

備融貫性，有移往具備融貫性的現象。教學後學生推理的建構，與教學前相比是

有所增進的，但與教學中對照，卻是稍有退減，然而這可能是由於教學中有教師

及同儕從中的協助、引導與回饋，學生因而逐漸學習與進步，而前、後測則是個

人獨自作答，故他人協助可能是造成學習單的作答情形較佳的原因。 

接著統計不同情境下學生的推理建構類型，並與前測的作答情形比較。在科

學實驗的情境下，能闡述相關的科學原理進行推理的學生有 8.0%(20/250)，增加

6 人；有 20.0%(50/250)的學生是以科學詞句進行推理，有小幅的增加；有

6.4%(16/250)的學生以個人觀點說明原因，增加了 5 人；26.8%(67/250)的學生未

針對原因作任何說明，減少了 9 人。 

至於數據連結的部分，將數據重新組織、比較或以多種方式進行連結的學生

有 26.4%(66/250)，比前測增加 17 人，且能使用兩種以上連結方式的學生較前測

多了 16 人，表示學生不僅理解如何說明數據去支持主張，也開始能以不同層次

的描述方式，使得推理具有層次性，也更加完整。有 5.2%(13/250)的學生以整併

或評價證據是否能支持主張的方式去產生推理，其中大多是以整併的方式進行連

結。僅以重述或詮釋的方式連結主張與證據的學生有 8.4%(21/250)，增加 5 人，

其中 13 人是以重述數據的方式連結，其餘則是詮釋數據去連結；未以數據作說

明的同學有 20.0% (50/250)。 

針對融貫性的部分，能提及證據，並也回應到主張的學生有 20.4%(60/250)，

較前測多了 9 人；有回應到主張的學生推理有 2.4%(6/250)，減少了 9 人；以提

及證據的方式作為推理的學生有 24.8%(62/250)，增加 12 人；有 9.2% (23/250)

的學生未做任何說明，減少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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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科學新聞情境中，具有相關的科學原理的推理有 7.6%(19/250)，增

加了 12 人；而 11.6%(29/250)的學生僅寫出科學詞句進行推理，增加 6 人；有

8.4%(21/250)的學生則以個人觀點說明原因，比前測多 6 人；15.2%(38/250)的學

生未以科學原理作說明，相較於前測減少 19 人。 

關於數據連結的部分，能以組織、比較或以多種的方式連結證據與主張的學

生有 3.6%(11/250)，比前測增加 2 人，其中有 2.8%(8/250)的學生擁有兩種以上的

連結方式；僅以組織、歸納去說明數據趨勢者有 0.8%(3/250)；無人是比較的方

式連結。有 13.2%(33/250)的學生以整理、合併或評價數據的方式產生推理，增

加了 16 人，其中以整併的方式連結主張與證據的學生有 10%(25/250)；以評價資

料作為推理的學生有 3.2%(8/250)。僅以重述或詮釋去推理的學生有 6.4%(27/250)，

增加 11 人，其中將數據重述的學生有 9.2%(23/250)；以個人觀點去詮釋數據的

學生有 1.6%(4/250)。未針對數據做任何推理的學生有 15.2% (29/250)，相較於前

測少了 9 人。 

至於學生推理中的融貫性，在說明時能夠提及證據，並且所做的推理亦能回

應到主張的學生有 10.4%(26/250)，比前測多了 13 人；有 4.8%(12/250)的學生僅

回應主張但未提及證據，增加 4 人；僅寫出證據作為推理的學生有 15.6%(39/250)，

減少 3 人；有 8.8% (22/250)的學生未做任何說明，減少 8 人。 

深入分析不同融貫性的作答中的連結情形。由此可發現，相較於前測，已經

有接近半數的學生在推理時，能夠提及證據並回應主張，而原理連結的部分由無

使用任何原理去說明，轉變為使用科學名詞及科學原理去推理，且其數據連結也

有移向高階連結的趨勢；推理中僅回應主張的人減少，連結部分多以科學名詞與

低階數據連結為多；能從題目判斷何者可為證據的學生增加，其中大多是以未連

結及科學原理去說明；而推理中無證據亦無主張的人數比前測減少，以個人說明

及無原理連結的人數為最多，數據連結的部分則為高階與無處理的建構類型。 

(四) 小結 

在科學實驗情境下，教學前學生的推理中以能提及證據與回應主張，或僅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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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證據為主要的建構類型，而學生大多未進行科學原理或數據的說明；教學後學

生對於數據的連結有明顯的增加，而原理的連結雖有移往完整闡述的方向，但增

加不多，融貫性則以提出證據為主要建構類型。類似的作答情形也出現在科學新

聞的情境下，教學前多數學生未能針對科學原理或數據進行推理，唯融貫性的部

分以提及證據為主要的建構類型；教學後學生使用原理去連結主張與證據的人數

有所增加，而數據的說明有由無數據連結漸移往中低階連結的趨勢，融貫性則亦

有移往提及證據與回應主張的趨勢。由此上可知，無論是在科學實驗情境或是科

學新聞情境，學生推理的作答趨勢是類似的。 

進一步針對其建構的內容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學生在融貫性的部分，多數就

能提及證據與回應到主張。而學生在後測時科學新聞題目的表現比科學實驗題目

的作答較佳在前、後測中，有三題是科學實驗的情境，題目裡並未提供相關的科

學原理，因此學生必須仰賴原先的科學概念去產生推理，但學生的科學概念可能

不完整，或不擅於以科學的語言去描述原理，導致他們無法完整闡述科學原理，

反而以名詞或簡短的句子去表達，或者就未進行原理的連結，但在科學新聞的研

究資料裡，有包含原理的資料，可能使得學生雖然對其原理不甚了解，但只要經

教學後他們理解原理的連結能使推理更完整，還是能夠依照題目中的原理資料寫

出原理的說明。學生所建構出的推理內容在數據連結上增加最多，從作答的內容

也發現他們能夠利用不同的連結方式去說明數據與主張之間的關係。這表示經過

REC 教學後，學生至少能夠理解原理與數據的連結能使推理更加完整，它們因

而能以多種不同的數據連結進行推理，也試圖以科學原理去說明，但由於可能受

限於知識背景及文字表達的因素，導致其原理連結的進步幅度較小。 

 綜合學生形成主張、運用證據及產生推理的內容 四、

整合學生在主張、證據及推理上的建構類型，可以發現推理的建構最難以讓

學生理解及進步，如 Krajcik 與 Czerniak(2007)所述，推理是最難、最抽象的部分，

且原理連結較數據連結難以描述，可能會受限於對科學概念與表達。然而無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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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證據或推理，經過 REC 教學後皆有所增長，唯進步幅度不同，最多者為

主張、次之是證據，最小者則為推理。 

然而，教學中的表現大部分較前、後測佳，可能是因為教學活動中有教師及

同儕的協助，使學生在作答時能夠針對他人給予的回饋進行修正，因而表現較佳。

但比較特別的是，由表 4-4-2、表 4-4-3 及證據與推理的建構情形，可以發現學生

在教學中對於數據的處理與連結表現皆進步不多，但後測時則進步較多，有可能

是學生對於數據的連結在教學中尚處於模糊的理解，然而透過教師以科學解釋品

質的評價標準進行回饋後，使其更加了解數據的處理與連結是如何描述與說明。 

 總結 五、

在教學的過程中，可以透過評價，讓學生在建構科學解釋時去思考怎樣算好

的科學解釋、如何表達才能使其更為完整易懂；透過建構，可以讓學生在評價科

學解釋時，更加理解評價標準中各項的定義、以及成分之間彼此的關係。但由於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僅能進行一次的循環與回饋，若能以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

準去撰寫自己的科學解釋，再以自己所建構的科學解釋去評價自己的科學解釋之

品質好壞，如此來回的相互回饋，將能夠使 REC 教學模式效果更佳。綜合以上

的各類分析與資料，REC 教學對於主張的形成、證據的運用以及推理的產生皆

有所幫助，除了增加學生對科學解釋建構實務的理解之外，亦能發展學生科學解

釋的建構實務。 

第五節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研究者欲探討學校中所進行的評量工具所得結果，是否能有效預測科學解釋

實務的表現，且由先前的文獻回顧與第一節針對科學解釋實務的整體發展，發現

學生的科學概念與文字表達有可能能夠預測科學解釋實務的表現，而在學校評量

工具中對於學生科學概念及文字表達的部分，可由學生在學校總結性評量中國文

科與自然科的表現略知一二，因此研究者將以學生國文科與自然科的學業成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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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投入變項，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以檢驗國文科與自然科學業成就對於科學

解釋實務表現的預測力。 

 探討國文科及自然科學業成就對科學解釋實務後測之預測力 一、

為探討國文科及自然科在校的學業成就是否能有效預測學生在科學解釋實務

上的表現，研究者將科學解釋評量的前測總分、一百學年度上學期第二次段考的

國文科與自然科成績作為預測變項－即自變項，科學解釋評量的後測總分作為校

標變項－即依變項，並利用 SPSS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所得結

果如表 4-5-1 所示。 

表 4-5-1 科學解釋評量前測、國文科與自然科學業成就預測學生科學解釋實務表現之

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的 

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 平方 

增加解

釋量 ΔR 
F 值 淨 F 值 

原始化迴

歸係數 

標準化迴

歸係數 

截距(常數) 
     

-5.09 
 

科學解釋前測 0.77 0.60 0.60 71.18** 71.18 0.68 0.48 

國文科 0.84 0.71 0.11 57.07** 17.90 0.96 0.44 

** p < .01。 

由表 4-5-1 可以發現，在三個自變項－科學解釋前測、國文科學業成就與自

然科學業成就－之中，科學解釋前測與國文科學業成就有達顯著水準，而進入迴

歸方程式的順序為科學解釋前測、國文科學業成就，自然科學業成就則未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相關係數為 0.84，整體多元迴歸的聯合解釋量為 71%，整題迴歸

模式之 F(1,47)值為 57.07 (p < .01)，科學解釋前測與國文科學業成就對於科學解

釋評量後測的預測力有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科學解釋前測與國文科學業成

就在統計上能有效聯合預測科學解釋後測的表現。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科學解釋評量前測的預測力是最佳的，其解釋

量為 60%，其次則是國文科學業成就，解釋量為 11%，表示若以科學解釋評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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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預測科學解釋評量後測的表現，其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60%，若是以國文科學業

成就去預測科學解釋評量後測的表現，其可以解釋的變異量為 11%。由標準化迴

歸係數來看，科學解釋前測與國文科學業成就的β係數皆為正，顯示這兩個變項

對科學解釋評量後測的影響是正向的，亦即科學解釋前測越高、國文科學業成就

越高的學生，其科學解釋評量後測便有較佳的表現，而標準化迴歸方程式中並無

負向關係影響的變數。 

 探討國文科及自然科學業成就對辨識、評價與建構實務後測之預二、

測力 

接著，針對科學解釋的辨識、評價及建構實務分析國文科與自然科對各實務

的預測力高低，分別以國文科、自然科的學業成就及各實務前測分數的加總作為

自變項，而各實務後測分數的加總則為依變項，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並於下

分項討論所得結果。 

(一) 辨識科學解釋實務 

以國文科、自然科的學業成就及辨識實務前測分數作為自變項，而辨識實務

後測分數則為依變項，再使用 SPSS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所得

結果如表 4-5-2。 

表 4-5-2 辨識實務前測、國文科與自然科學業成就預測學生辨識實務表現之逐步迴歸

分析摘要表 

選出的變項

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 平方 

增加解

釋量 ΔR 
F 值 淨 F 值 

原始化迴

歸係數 

標準化迴

歸係數 

截距(常數) 
     

1.54 
 

國文科 0.73 0.53 0.53 53.19** 53.19 0.47 0.73 

** p < .01。 

由表 4-5-2 可知，在三個自變項－辨識實務前測、國文科學業成就與自然科

學業成就－之中，僅有國文科學業成就有達顯著水準，也僅有國文科學業成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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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迴歸方程式，而辨識實務前測、自然科學業成就則未達顯著水準。多元迴歸相

關係數為 0.73，整體多元迴歸的聯合解釋量為 53%，整題迴歸模式之 F(1,48)值

為 53.19 (p < .01)，只有國文科學業成就對於辨識實務後測的預測力有達統計上

的顯著水準，表示國文科學業成就在統計上能有效預測辨識實務的表現。 

由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國文科學業成就的β係數皆為正，顯示此變項對辨

識實務評量後測的影響是正向的，亦即國文科學業成就越高的學生，其辨識實務

評量後測便有較佳的表現，而標準化迴歸方程式中並無負向關係影響的變數。 

(二) 評價科學解釋實務 

以國文科、自然科學業成就及評價實務前測分數作為自變項，而評價實務後

測分數則是依變項，再利用 SPSS 分析軟體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所得結果摘

要於表 4-5-3。 

表 4-5-3 評價實務前測、國文科與自然科學業成就預測學生評價實務表現之逐步迴歸

分析摘要表 

選出的 

變項順序 

多元相

關係數

R 

決定係

數R平方 

增加解

釋量 ΔR 
F 值 淨 F 值 

原始化迴

歸係數 

標準化迴

歸係數 

截距(常數) 
     

-22.30 
 

國文科 0.69 0.47 0.47 43.27** 43.27 0.60 0.58 

評價實務前測 0.76 0.58 0.11 32.30** 11.69 0.72 0.34 

** p < .01。 

依據表 4-5-3，在選取的三個自變項－評價實務前測、國文科學業成就與自然

科學業成就－之中，評價實務前測與國文科學業成就有達顯著水準，可進入迴歸

方程式中，其進入順序為國文科學業成就、評價實務前測，自然科學業成就則未

達顯著水準，將予以刪除。多元迴歸相關係數為 0.76，整體多元迴歸的聯合解釋

量為 58%，整題迴歸模式之 F(1,47)值為 32.30 (p < .01)，評價實務前測與國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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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就，對評價實務後測的預測力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評價實務前測與

國文科學業成就在統計上能有效聯合預測評價實務的表現。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國文科學業成就的預測力是最佳的，其解釋量

為 47.4%，其次則是評價實務前測，解釋量為 11%，即表示若以評價實務前測預

測評價實務後測的表現，其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47%，若是以國文科學業成就去預

測評價實務後測的表現，其可以解釋的變異量為 11%。由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

評價實務前測與國文科學業成就的β係數皆為正，顯示這兩個變項對評價實務後

測的影響是正向的，亦即國文科學業成就越高、評價實務前測越高的學生，其評

價實務後測便能表現較佳，而標準化迴歸方程式中並無負向關係影響的變數。 

(三) 建構科學解釋實務 

迴歸方程式的自變項為國文科、自然科的學業成就及建構實務前測分數，而

建構實務後測分數則為依變項，再以 SPSS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所得結果如表 4-5-4。 

表 4-5-4 建構實務前測、國文科與自然科學業成就預測學生建構實務表現之逐步迴歸分

析摘要表 

選出的 

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數

R 平方 

增加解

釋量 ΔR 
F 值 淨 F 值 

原始化迴

歸係數 

標準化迴

歸係數 

截距(常數) 
     

20.24 
 

建構實務前測 0.63 0.40 0.40 31.92** 31.92 0.43 0.43 

國文科 0.69 0.48 0.08 21.47* 7.02 0.27 0.35 

* p < .05，** p < .01。 

分析表 4-5-4，在三個自變項－建構實務前測、國文科學業成就與自然科學業

成就－之中，建構實務前測與國文科學業成就有達顯著水準，將進入迴歸方程式

中，其進入順序為建構實務前測、國文科學業成就，自然科學業成就則未達顯著

水準，將予以刪除。多元迴歸相關係數為 0.69，整體多元迴歸的聯合解釋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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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整題迴歸模式之 F(1,47)值為 21.47(p < .05)，建構實務前測與國文科學業成

就對於建構實務後測的預測力有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在統計上，建構實務

前測與國文科學業成就能有效聯合預測建構實務的表現。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建構實務前測的預測力是最佳的，其解釋量為

40%，其次則是國文科學業成就，解釋量為 8%，表示若以建構實務前測預測建

構實務後測的表現，其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40%，若是以國文科學業成就去預測建

構實務後測的表現，其可以解釋的變異量為 8%。由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建構

實務前測與國文科學業成就的β係數皆為正，顯示這兩個變項對建構實務後測的

影響是正向的，亦即建構實務前測越高、國文科學業成就越高的學生，其建構實

務後測便有較佳的表現，而標準化迴歸方程式中並無負向關係影響的變數。 

 總結 三、

由以上的分析資料可知，整體來說，科學解釋前測與國文科學業成就最能預

測科學解釋與各實務的表現，且兩變項對於科學解釋實務皆為正向關係。然而本

研究原先預期，能夠以國文科學業成就與自然科學業成就，去預測科學解釋評量

後測的表現，但經過上述的分析統計後，卻發現自然科學業成就對科學解釋評量

後測的表現無法有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此項發現的成因有可能是由於本研究所

使用的學習單、教材及分析工具，皆未強調科學知識與概念的正確性或理解程度，

與過去段考題目不太相同，主要是針對學生能否辨識、明確且客觀評價與詳細且

完整的建構科學解釋，再加上在科學解釋的各項實務中，文字表達是學生較需要

具備的部分，因此導致自然科學業成就無法有效預測科學解釋評量後測的表現。 

而比較特殊的發現是辨識實務僅能被國文科學業成就所預測，此現象可能的

原因是學生在進行辨識實務時，需要的是對文章內容、前後文意、整體結構及科

學解釋各成分的了解，科學概念的理解程度並非是辨識各成分時所必須的要素，

因此在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中成為刪除的變數；而學生對於辨識科學解釋各成分的

進行，可能是第一次接觸，在不理解各成分及辨識實務的情形下，學生在前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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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無法展現其辨識策略，故未能進入迴歸方程式中。 

第六節 新聞品質評價判準之改變 

本節將探討研究問題三：「在面對科學新聞時，學生是否能應用科學解釋品質

的評價標準去判斷科學新聞品質的好壞?」，研究者將針對科學解釋評量中的題 9

及前後訪談進行分析。為了解學生教學前後對於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之使用，

先以評量中題 9 作為主要的分析來源，進行量化的分析；接著，針對在前後測中

評價標準與品質判準的整體趨勢及各細項探討其分布；並根據焦點學生在前後訪

談中所回答的科學新聞品質判準，探討經過教學後的整體與個人之轉變，並與其

在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上的改變作對照，以理解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對

於學生使用上的影響。 

 科學新聞品質判準的改變 一、

首先，研究者將全體學生在科學新聞品質的判準類別，區分為有使用評價標

準與無使用評價標準，只要有提及科學解釋中各成分名稱、評價標準的名稱或定

義者便算有使用評價標準。接著，將依學生在新聞品質判斷的前後測中有無使用

評價標準的分類，進行 McNemar 改變顯著性考驗，以了解學生經過教學後是否

有應用評價標準去判斷科學新聞的品質好壞，如表 4-6-1。 

表4-6-1比較前後測學生的品質判準有無使用評價標準之統計表 

評價標準的使用 
品質後測  

McNemar 檢定 
無使用 有使用 總和 

品質前測 

 

無使用 16 12 28 

p = .013* 有使用 2 20 22 

總和 18 32 50 

* p < .05。 

註 1： 0 格(0.0%)的預期個數少於 5。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23.00。 



144 
 

由表 4-6-1，可以發現在判斷科學新聞品質好壞的前測試題中，以無使用評價

標準作為科學新聞品質判準的人較多，表示在教學前學生多以其他判準類別進行

科學新聞品質的判斷；而有使用評價標準作為科學新聞品質判準的人雖較少，但

也接近半數，表示部分學生對於科學新聞中研究資料和相關科學概念的闡述，有

部分的理解，也可能由於生活經驗中，透過與他人評價新聞或是判斷資料的互動，

使得他們比其他同學不僅只是個人的喜惡決定而已，更能客觀且有依據的評價。 

在科學新聞品質判斷的後測中，有使用評價標準的學生增加 10 人，由在前測

中無使用，經過教學後轉變為有使用的學生為 12 人，接近原先無使用學生人數

的一半，這顯示經教學後，學生開始能使用評價標準進行科學新聞品質的判斷。 

進一步利用 McNemar 改變顯著性考驗檢視學生在前後測科學新聞品質判斷

上使用評價標準的情形，是否有明顯的改變。在判斷科學新聞品質的前測中無使

用的學生，在後測時轉變為有使用的情形，以及前測中有使用的學生，在後測時

轉變為無使用的情形，有達統計上的顯著(p < .05)。由此可知，學生科學新聞品

質判準在教學後有明顯的轉變，學生大多由無使用評價標準轉變為有使用評價標

準，也顯示出學生對於評價標準的理解與使用，經教學後有明顯的增長，才使得

他們能夠將評價標準應用在評估科學新聞的品質上，即學生學會以評價標準去評

價科學解釋之後，確實可能會應用評價標準至評價科學新聞的品質。 

 整體趨勢 二、

經過量化分析之後，再進一步深入分析其判斷的理由，以了解學生所寫的內

容中是否亦有所轉變。為了能夠比較，須使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類別與科學新聞

品質的判準類別一致，主要的編碼類別是完全相同，分為四大類與其他，四大類

為：科學解釋、研究結果、研究方法及個人想法。 

先將前後測中各成分的評價結果，依各評價類別，將評價主張、證據及推理

的次數加總後，計算出各類別的總和，再將其除以總次數，統計出各評價類別的

次數百分比；並將科學新聞品質的判斷結果，依各判準類別進行加總後除以總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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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以計算出各判準類別的次數百分比；最後整合為表 4-6-2。 

表 4-6-2 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與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之前後測結果比較 

編碼類型    資料來源 

評價標準 品質判準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次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科學解釋 

主張 26 3.80% 104 13.90% 10 4.83% 27 12.22% 

證據 77 11.26% 125 16.71% 27 13.04% 50 22.62% 

推理 47 6.87% 110 14.71% 21 10.14% 28 12.67% 

研究方法 
方法適切性 40 5.85% 25 3.34% 3 1.45% 4 1.81% 

實驗實施 12 1.75% 8 1.07% 4 1.93% 3 1.36% 

研究結果 

結果數據 66 9.65% 86 11.50% 22 10.63% 10 4.52% 

個人說明 74 10.82% 55 7.35% 19 9.18% 14 6.33% 

內容重覆 44 6.43% 56 7.49% 4 1.93% 3 1.36% 

個人想法 

文字表達 80 11.70% 64 8.56% 22 10.63% 36 16.29% 

重要性 18 2.63% 3 0.40% 39 18.84% 13 5.88% 

價值判斷 91 13.30% 66 8.82% 25 12.08% 27 12.22% 

其他 109 15.94% 46 6.15% 11 5.31% 6 2.71% 

(一) 教學前 

比較表 4-6-2，在教學前，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主要是以研究結果與個人

想法為主要學生會考量的評價類別，較少學生會以研究方法去評價科學解釋的品

質。而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雖然同樣的是以個人想法與研究結果為主，較少人評

估科學新聞的品質是以研究方法去判斷，但是較不同的是科學新聞的品質評估上，

個人想法上約有四分之一的學生會以此作為判準，使用個人想法的人數比在評價

標準中使用的人數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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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研究者依據編碼類別進行討論，以了解學生在科學新聞品質的判斷情

形。在科學解釋的類別中，又分為考量成分，如：「寫出了主張、推理、證據(學

生 1-90514)」，學生在前測以科學解釋三成分的有無作為品質的判準，有可能是

受到題目常出現這三個成分的影響，也可能是因為學生有圈選了此三個成分，讓

他覺得包含這三個成分能使說明更加完整，因此判斷品質為佳；使用標準，如：

「因為證據很少(學生 1-90629)」、「沒有提出為何持續縮小範圍的北極冰原的原

因(學生 1-90634)」，在題 8 科學新聞中，學生 1-90629 僅以一個或兩個成分去解

釋品質好壞的理由，而學生 1-90634 依據其未提及推理評價標準中的原理連結而

判斷為品質不佳。而這兩個細項又以使用標準比較客觀且有明確的說明理由，考

量成分的說明較簡短，甚至是未作說明。在此類別中，以證據的評價標準最容易

被使用，有 20 次，且多是將證據的數量與支持程度作為品質判準；而使用推理

評價標準次之，有 7 次，多以原理連結作為品質判準；最少被使用的是主張的評

價標準，有 2 次，多以與證據的一致性為品質判準。 

在研究方法的類別中，又分為方法適切性，如：「實驗做的不是很好，沒考慮

鐵片會有怎樣的副作用(學生 1-90611)。」，該學生以實驗設計與進行的好壞去決

定題 6 科學新聞的品質，可能是因為該生認定科學新聞就是科學實驗報告的大眾

版本，應具備科學實驗應有的科學邏輯思考，因此實驗過程的嚴謹性將決定科學

新聞的優劣；實驗實施，如：「有去做實驗證明(學生 1-90630)。」，學生認為有

動手進行實驗，就是品質佳的科學新聞。比較這兩個細項，方法適切性較實驗實

施更為理由明確且客觀。 

在研究結果的類別中，又分為內容重複，如：「∵暖化對地球造成影響，∴會

造成食物鏈的影響.(學生 1-90521)」，僅重複題 7 中科學新聞的內容，並未進行判

斷，可能是該生認為因有此結果所以品質好，也可能是學生不擅於文字表達，雖

然試圖想說明理由，但僅能以重述的方式呈現；個人說明，如：「我們要保持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學生 1-90615)」，該學生針對題 7 中的科學新聞，發表個人想法

或觀點，並未直接寫出判斷品質的理由；以及結果數據，如：「實驗證明結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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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確切的結論(學生 1-90523)。」，該生認為題 6 的科學新聞品質不好之原因是

由於未有明確的結果。依學生作答比較此三個細項，結果數據較客觀、個人說明

較主觀，而重述內容在實質上並未進行評價。 

在個人想法的類別中，又分為文字表達，如：「簡單明瞭易懂(學生 1-90513)」，

該學生認為科學新聞應該要簡單、清楚且容易被理解，而以此作為品質判準；重

要性，如：「使人們更能謹惕我們居住的地球已正在變化(學生 1-90523)。」，該

生認為科學新聞應具備告知、警惕的作用，而題 7 的科學新聞內容有此作用，因

此判斷其品質佳；以及價值判斷，如：「並非完全令人相信(學生 1-90608)」，此

學生僅寫出個人判斷後的結果，但未說明使無法信服的理由。比較此三個細項，

可以發現文字表達較為客觀明確，重要性次之，而價值判斷最為主觀。 

(二)  教學後 

依據表 4-6-2，在教學後，學生所使用的評價標準主要是以科學解釋與研究結

果，使用個人想法去評價科學解釋品質的人減少，表示學生能夠嘗試以客觀且有

依據的去評價科學解釋。而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則以科學解釋與個人想法為主，

使用評價標準作為品質判準的人數增多，而個人想法上雖還是主要的品質判準之

一，但使用個人想法的人數比教學前使用的人數少。這可能是學生在科學新聞上

使用個人想法去判斷品質的習慣較難改變，而經過教學雖然有所差異，但尚需更

多的經驗、回饋與時間，讓學生理解與意識到以個人想法作為品質判準的情形與

影響，然而此時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學生能使用評價標準去評價科學解釋，也能在

判斷科學新聞的品質時應用它，表示教學中所使用的評價標準有被應用於判斷科

學新聞品質上的可能。 

接著，針對編碼類別進行探討，以發掘學生在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之轉變情

形。在科學解釋的類別中，又分為考量成分，如：「因為它的主張、證據、推理

都很好(學生 4-90629)」，學生的品質判準除了科學解釋各成分的有無之外，還涉

及各成分的好壞，雖該學生未提及很好的理由為何，但品質判準已由前測中的科

學解釋成分之有無，轉變為科學解釋成分的品質好壞，可能是受教學影響而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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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解釋的成分品質佳，則科學新聞內容品質也就會好；使用標準，如：「主張

一致性佳，證據支持主張，推理融貫性佳(學生 4-90509)。」、「它有把學者的研

究報告找出來，也清楚的告訴我們，貼上銅片與貼上鋼片蜜蜂的差別，也說了蜜

蜂錯亂方向不一定是睡眠不足造成的(學生 4-90535)。」，在題 6 科學新聞中，學

生 4-90509 能注意到三個成分的品質，也會使用部分的評價標準之名詞，而學生

4-90535 不僅提及推理的分歧，還寫出證據評價標準中的證據來源與數據處理。

在在顯示出學生開始能注意不只一個成分，也能跨越不同成分的評價標準去使用。

而在後測的編碼類別中，同樣以證據的評價標準最容易被使用，有 37 次，且多

是將證據的數量與支持程度作為品質判準；而使用推理評價標準次之，有 17 次，

多以原理連結作為品質判準；最少被使用的是主張的評價標準，有 8 次，多以與

證據的一致性為品質判準。 

在研究方法的類別中，又分為方法適切性，如：「因為他做的實驗會有變數而

且他並未說是全部的密蜂會還是特定種(學生 4-90635)。」，該學生以實驗變數的

有無與樣本的選取和說明，去決定題 6 科學新聞的品質，可以發現除了設計與進

行的考量之外，學生開始注意到實驗更細節的變因操控與樣本部分；實驗實施，

如：「因為他有直正地做實驗，讓蜜蜂不睡覺，並不會因為沒睡飽而方向錯誤(學

生 4-90601)。」，學生認為有實際進行實驗，就是品質佳的科學新聞。 

在研究結果的類別中，又分為內容重複，如：「因為全球暖化會影響食物鏈(學

生 4-90615)」，該學生在「因為」的後方卻僅重複科學新聞的內容，可能是該生

認為此結果符合他所知道的觀點，因而判定為品質好；個人說明，如：「因為縮

小範圍的冰可能影響生物或是海水上升導致島被淹沒沉入海中(學生 4-90635)」，

該學生發表個人觀點，但未寫出判斷的理由；及結果數據，如：「他沒有寫出任

何的數據，他只有寫縮減快慢而已(學生 4-90633)。」，該生認為題 8 的科學新聞

品質不好之原因是由於僅寫出比較結果，但未有明確的數據。 

在個人想法的類別中，又分為文字表達，如：「數據很明確，讓讀者會更清楚

(學生4-90622)」，該生認為科學新聞中的資訊應該要明確，而以此作為品質判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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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如：「因為這有關我們的生活(學生 4-90517)。」，該生認為科學新聞應

與生活有關；及價值判斷，如：「因為超有趣的(學生 4-90503)」。 

(三) 小結 

透過分析以上作答的主要類別，可以發現，在各細項中亦有所差異，因此將

統計其作答人數，並繪製成泡泡圖，圓點的大小表示人數的多寡，圓點旁的數字

即為該圓點的人數，縱座標是次數的百分比，而橫坐標是品質判準的類別，越主

觀、籠統、個人的品質判準類別，則趨向橫坐標的左邊；越能客觀、明確、理性

的判準類別，將趨近橫坐標的右邊。在前述分析過程發現，除了科學解釋的細項

稍有不同外，其餘各個編碼類別中評價標準的內容與品質判準的內容相似，因而

將不進行兩者內容的比較。 

 
圖 4-6-1 評價標準與品質判準的前後測比較之泡泡分布圖 

由圖 4-6-1 可以發現，無論是評價標準或是品質判準，學生前測的作答所使

用的類型以個人說明、價值判斷、文字表達還有科學解釋為多，且品質判准更是

以重要性的考量為最多，大多偏向屬於分布圖左邊的編碼類型，顯示學生在前測

的作答較為主觀，且說明不清；而學生在後測中，左側的圓圈多趨向變小的情形，

表示學生經教學後有減少主觀去評價或判斷品質的趨勢。其中科學解釋的類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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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顯呈現出前後測的差異，後測使用的人數增加許多，代表在教學後多數學生

能習得使用評價標準去進行科學解釋或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斷。再加以統計，無論

是在前測或後測，被學生提及次數最多者為證據，推理次之，主張最少。 

接著，比較評價標準與品質判準的分布，前測的評價標準與品質判準的人數

相近的類別是價值判斷、文字表達、實驗實施、結果數據及科學解釋；後測的評

價標準與品質判準人數相近的類別則有個人說明、實驗實施、方法適切性及科學

解釋。再者，品質判準在分布圖的左方大多較評價標準中各類型使用的人數更多，

顯示無論在前測或後測，學生還是習慣以主觀的方式去判斷科學新聞的品質。 

 個人分析 三、

此部分將針對 17 位焦點學生在前後訪談中關於科學新聞品質判準的作答，探

討學生在經過教學後，品質判準上的轉變。先依據品質判準類別進行使用人數的

統計，了解各品質判準類別的分布，結果如表 4-3-2。在此部分，品質判準的編

碼類別亦為可重複編碼，因此一個學生所回答的理由中，可能包含兩個以上的編

碼類別，但為了解學生使用品質判準的人數，以獲得焦點學生的使用與轉換情形，

將統計各編碼類別的人數占所有參與者的比例。 

由表 4-6-3 可知，前訪談中最常被學生作為品質判準的類型是文字表達，具

備標準次之，部分學生在教學前具備客觀評價的觀點，可能是來自生活或活動的

經驗，且有學生在學習單的心得提及曾參與網路來源判斷的活動；且多數人傾向

以個人想法進行品質的判斷，可能是國中學生不擅於如何客觀且明確的分析科學

新聞的品質，導致他們大多使用自己的想法、觀點、或僅以文章的表達進行判斷。 

在後訪談中，學生最常使用的品質判準為具備標準，亦即使用評價標準進行

品質的判斷，其次為考量科學解釋成分及文字表達，再來是數據結果的考量。由

此可發現經過教學後，學生幾乎都能使用評價標準，且也大多知道客觀評價的重

要，並能展現出盡可能客觀地進行科學新聞品質的判斷，雖然多數人還是習慣使

用文字表達作為品質判準，但相較於教學前僅以「易懂」或「清楚」等簡短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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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 學生在前後訪談中對於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類型之描述性統計表 

編碼類別      資料來源 
前訪談 後訪談 

使用人數 百分比 使用人數 百分比 

科學解釋 考量成分 5 29.41% 14 82.35% 

具備標準 9 52.94% 15 88.24% 

研究方法 方法設計 0 0.00% 4 23.53% 

實驗實施 0 0.00% 3 17.65% 

研究結果 數據結果 3 17.65% 11 64.71% 

個人說明 0 0.00% 3 17.65% 

內容重整 0 0.00% 0 0.00% 

個人想法 文字表達 15 88.24% 14 82.35% 

重要性 5 29.41% 6 35.29% 

價值判斷 3 17.65% 2 11.76% 

其他 2 11.76% 0 0.00% 

句，教學後他們開始會進行理由的說明，會深入闡述哪些部份讓他們認為清楚或

完整。然而雖在訪談的資料中，學生在判斷科學新聞的品質時，依舊是難以避免

的習慣以個人想法作為判準，但在前後測中個人想法使用的情形已經有所減少，

可能是因為訪談是要求學生直接作答，較能夠反映出他們直覺的想法跟回應，而

學生在紙筆測驗中則會思考如何表達，而有所斟酌自己的想法。 

研究者針對品質判準的各編碼類別進行分析與討論，以理解學生品質判準的

內容與轉變，比較前後訪談後，發現僅有一人是教學前後完全未改變品質判準類

別，其餘皆屬於部份改變判準類別，因此接著呈現訪談中，在各判準類別內學生

作答內容的改變。 

(一) 科學解釋作為科學新聞品質判準的轉變 

針對將科學解釋作為科學新聞品質判準的學生，在教學前有使用評價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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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後的訪談中卻未使用評價標準的學生有 1 人；在教學前未使用評價標準，

教學後有使用評價標準的學生有 5 位；在教學前有使用科學解釋成分或評價標準，

而教學後使用的學生有 11 位，其中有 1 人是減少使用的次數，其餘皆增加使用

次數。以教學前後皆有使用評價標準，且使用次數增加的學生 90627 回答為例。 

<前訪談> 

問：為什麼好？你的判斷依據是? 

答：因為他就是有先提出我們在什麼地方會遇到 BPA[ENC4-1]，然後就是再去提 

    供証據，然後再來還有推理這樣子[ENC1-2]。 

<後訪談> 

問：你覺得他為什麼好？你怎麼判斷他好的? 

答：因為他的主張，然後証據跟推理[ENC1-2]，就是有關聯、有融貫。 

問：有關聯、有融貫是…? 

答：嗯，在講同樣…都圍繞著同樣的事情這樣[ENC 1-1]。 

該位學生在前測時僅提及科學解釋的成分，也認為科學新聞中有提到 BPA 的

相關資訊是品質佳的原因；而在後測時學生能夠去注意到成分之間的關係，不僅

只是將新聞內容是為分開的資訊，而是一個整體的內容，成分前後應有所關連，

皆須與主題有關。 

(二) 研究方法作為科學新聞品質判準的轉變 

由於在教學前時，無人使用研究方法作為品質判準，因此無法探討其教學前

後的轉變，可能是學生很相信科學新聞內的研究報告之實驗進行與設計，鮮少對

其進行反思、討論，且國中階段在研究方法與設計的部分較少提供學生有深入探

討與分析的機會，因此他們較不易覺察到研究方法的適切性。 

(三) 研究結果作為科學新聞品質判準的轉變 

在教學前皆無使用研究結果作為品質判準的學生有 4 人；教學前未使用研究

結果，而教學後卻有使用研究結果，去判斷科學新聞品質的學生有 10 位，其中

有兩位學生皆在前後訪談中使用個人說明，其餘皆使用數據結果作為品質判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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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前有使用研究結果作為品質判準，而教學後也使用的學生有 3 位，其中有

1 人由數據結果轉變為數據結果與個人說明，但該學生是在不同題目使用這兩個

類別決定科學新聞的品質。以學生 90523 的訪談資料為例。 

<前訪談> 

問：為什麼不好，你判斷的依據是? 

答：因為還是沒有很確定知道，到底二氧化碳到底影不影響暖化[ENC 2-1]。 

<後訪談> 

問：這個新聞裡面，哪邊比較好，或哪邊比較不好?或是他整體的一致性或相關，

或之前講的支不支持等?  

答：這裡，他說最新的研究[ENC 2-2]。 

問：你覺得他比較好還是不好? 

答：比較好。 

該學生在前訪談中是以研究結果不明確去判斷品質，在後訪談中部份延續前

訪談的品質判準，但有部分轉變為使用個人說明去判斷品質。其餘的學生大多皆

未有轉變，若有轉變也是有無使用的轉變，而非類別不同的轉變。然而在訪談結

果中，無人使用個人說明、內容重述作為品質判準，其中內容重述是前測後皆無

人屬於此類型，可能是由於在訪談中學生若有說明不清或是重述新聞內容的情形，

研究者可進一步追問，因而減少這類情形的發生。 

(四) 個人想法作為科學新聞品質判準的轉變 

在教學前使用個人想法，在教學後卻未使用個人想法作為品質判準的學生有

2 人，且皆屬於文字表達的品質判準類型。在教學前後皆使用個人想法去判斷科

學新聞品質的學生有 15 位，其中維持品質判準類別的學生有 4 人，所持有的品

質判準皆為文字表達類型；品質判準類別由文字表達轉變為文字表達及重要性的

學有 4 人，另外有 3 人屬於此改變的反向轉變；品質判準類型由重要性轉變文字

表達與重要性、由文字表達與價值判斷轉為文字表達、及由文字表達轉變為價值

判斷的學生，分別各有 1 人。以下以學生 90504 的回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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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訪談> 

問：你怎麼判斷的?你怎麼認為它很好? 

答：因為它沒有太多的廢話，就是很直接跟你講，它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或者是

不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或是有什麼樣的迷思，它都有很明確的講出來。[ENC4-1] 

問：還有嗎? 

答：然後~淺顯易懂吧![ENC4-1] 

<後訪談> 

問：好，那為什麼? 

答：因為我覺得，他表現的方式比較，怎麼講?比較容易懂，然後，他該講的東

西也都有講[ENC4-1]，證據、主張跟推理都有講出來[ENC 1-2]，然後，也有講

說這是一個才剛發現的，還不是很成熟的一個技術，對，然後也有告訴讀者一些

必要的訊息[ENC4-2]。 

該位學生在前訪談的部分主要是以文字表達作為品質判準，而經教學後，除

了能使用原本該生所使用的文字表達之外，還學到了以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科學新

聞的內容，包含以科學解釋的成分以及科學新聞中提醒讀者的訊息。 

 綜合整理 四、

綜合前述質性與量化分析，經過 REC 教學評價標準的學習，是可能讓他們將

其應用到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斷上，多數的學生能有明顯增加使用評價標準作為品

質的判準，部分學生就算未能有明顯增加使用的次數，但他們在作答的內容上還

是能學習到減少主觀的判斷，盡可能客觀的分析欲評價的新聞或文章。 

因此讓學生學習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是有可能發展他們對評價實務的

理解與進行，也提供他們嘗試跨越不同文本去學習應用客觀評價的工具及機會，

如同 Kolstø (2001)所提到的「超越內容的知識」，也培養學生客觀分析、條理分

明與多方面考量的評價。若教師欲讓學生能夠客觀且有依據、有條理的評估科學

解釋或科學新聞的品質，可考慮建立評價標準進行跨領域、跨文本的評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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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是，為探討以科學新聞為教材的 REC 教學模式對學生科學解釋實

務的影響，並討論其應用與預測變因。本章將分為三節，依據研究問題進行探討

與整合。首先，綜合先前的研究結果與發現，進行整理並摘要於第一節；第二節

將回顧相關文獻，以檢視與說明分析的結論，歸納出相關的討論；最後，第三節

依據本次研究的過程與經驗，提出未來研究的方向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依據先前所分析的資料，研究者於此節針對研究問題所得到的分析結果，分

別歸納整理如下： 

 科學解釋實務的發展 一、

由量化結果可知，在經過 REC 教學後，無論是整體的科學解釋評量或是各成

分的評量分數，學生後測的表現皆顯著高於前測，其中進步幅度由大至小為評價、

建構、辨識，顯示出科學解釋實務中評價實務受到 REC 教學的影響最大，使其

有明顯的正向發展，建構實務次之，辨識實務則影響最小，發展也較不明顯。 

接著，針對各項實務進行分析。辨識科學解釋的實務中，發現辨識的難易隨

情境與成分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在科學新聞題目中較難辨識正確的成分，而科學

實驗的題目中則較容易辨識各成分；推理是最難辨識，其次是證據，最容易是主

張。且由學生常誤認的句子：誤認證據為主張、誤認推理中的原理連結為證據、

誤認證據為推理，可推測學生誤解這些句子的定義，表示在發展學生辨識科學解

釋的實務時，須考量題目情境與成分的差異，並針對容易誤認的句子加以釐清。 

在評價科學解釋實務中，學生最常使用證據評價標準，其中數據處理是較少

用以評價的項目；主張評價標準次之，學生較少使用一致性作為標準；而推理評

價標準較抽象，而融貫性易於理解，但學生難清楚說明理由。然而只要學生確實

理解評價標準，他們便能展現多角度、客觀、明確及跨情境地評價各成分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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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構科學解釋的實務中，難易程度受成分與情境影響：推理最難理解及進

步，其中原理連結較難以描述，次之是證據，學生不易寫出詮釋、分析數據後所

得之結果，而僅以代號表示之，最易者為主張；在科學新聞情境中較不易建構品

質佳的科學解釋，而科學實驗情境中較易建構出好的科學解釋。然而經過教學及

評價標準的學習，學生科學解釋轉移品質佳的方向。 

綜觀以上質性與量化結果，可發現經過教學之後，無論是成分或情境的差異，

都顯示出 REC 教學模式確實能協助學生發展各項科學解釋實務。 

 學業成就對科學解釋實務的預測力 二、

科學解釋前測得分與國文科學業成就最能預測科學解釋實務整體與評價、建

構實務的後測表現，且兩變項對於科學解釋實務整體與評價、建構實務的後測表

現皆為正向關係；而僅有國文科學業成就最能有效預測辨識實務的後測表現，且

兩者之間亦為正向關係。然而自然科學業成就對於預測科學解釋與各實務後測的

表現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其之間的相關性偏低，我們無法藉由自然科學

業成就得知科學解釋實務整體與各實務的未來發展與可能走向。 

 評價標準應用至品質判準 三、

在量化結果的部分，學生在教學前使用評價標準作為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之

情形較少，而經過 REC 教學中評價標準的學習後，學生使用評價標準作為科學

新聞判準之情形有統計上的顯著增加。在質性資料的部分，在所有品質判準的類

別中以學生最常考量重要性的人為最多次，證據次之，最少使用的判準則為研究

方法。而無論是在科學解釋評量的後測表現或是焦點學生的後訪談表現，使用評

價標準去判斷科學新聞品質的學生人數也有明顯的增加，部分學生就算未能有明

顯增加使用的次數，但他們在作答的內容上，主觀的品質判準類型有所減少，使

用客觀的品質判準類型則有明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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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討論 

接著，針對本研究的各項結果，並回顧相關文獻，進一步比較、討論研究結

果的發現： 

 科學解釋實務的發展 一、

(一) 辨識科學解釋實務 

在本研究在辨識科學解釋實務的研究結果中，亦發現證據與推理中的原理連

結相互誤認的情形較為嚴重。如 D. Kuhn 與 Pearsall (2000)在他們先前研究中歸

納出的現象一樣，他們發現學生甚至是成人都可能混淆理論(theory)與證據

(evidence)，其中的理論是指與主張有連結的因果原則，證據是指實徵的觀察，

而理論即為本研究中推理的原理連結。然而經過 REC 教學模式後，學生對於主

張、證據與推理的理解，使他們區分出主張、證據與推理的差別，降低誤認的次

數，表示 REC 教學模式能夠有助於辨識實務的發展。 

(二) 評價科學解釋實務 

以往文獻提出學生評價科學解釋的表現不佳(Wu & Hsieh, 2006)，在本研究的

前測中學生多以籠統、簡短、主觀判斷進行評價，可能是由於學校教育與日常環

境較少提供評價的機會，讓學生去練習，並透過他人的回饋而修正、調整評價的

考量與說明，如 Sandoval 與 Reiser (2004)及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雖然本研究的研

究對象是年齡小於高中生，但若教學者能夠提供、小組或全班共同產生一個能夠

讓他們依循的評價標準，那學生的評價表現還是能夠被培育與發展的，甚至個人

能發展出自我的評價標準去評估科學新聞、科學報告甚至是其他的文本類型。 

而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也發現，經過 REC 教學模式後，多數學生都能以科學解

釋品質的評價標準進行主張、證據與推理的評價，且能清楚說明理由及能同時使

用評價標準的各個項目，並能在不同題目情境下皆使用之，顯示 REC 教學模式

能有效發展學生對於評價標準的理解與使用。 

 



158 
 

(三) 建構科學解釋實務 

在本研究建構科學解釋實務的結果中，發現產生推理的進步幅度最少最困難，

運用/挑選證據次之，進步最多也最容易的是形成主張，與 McNeill 等人 (2006)

的結果相同，但與吳佳蓮 (2005)、Wu 與 Hsieh (2006)的研究結果不同，可能是

這兩個研究的研究對象皆為國小學生，而本研究與 McNeill 等人 (2006)的研究是

國中生、高中生，此時屬於皮亞傑的形式運思期，學生推理邏輯的方式與國小學

生不同，已具備部分的形式推理能力，因而相對於國小學生，國高中生前測表現

較佳，因而形成產生推理進步較少的現象。 

先前有文獻提及科學解釋的建構受限於情境、科學知識而使學生的學習受到

侷限(Sandoval & Millwood, 2005)，然而由本研究的結果來看，也有相同的受限情

況，學生時常以個人經驗與知識進行闡述，且未以原理或數據的說明進行主張與

證據的連結。在科學實驗的情境下，學生較能夠建構出好的科學解釋，而在科學

新聞的情境中，由於研究資料較為複雜，學生在建構推理就容易以自己的觀點進

行說明，顯示出科學實驗的情境是較有利於學生產出科學解釋。雖然經過教學後

稍有改善，但減少的情形不如其他科學解釋實務來得明顯，又以產生推理的減少

最小。但綜觀來看，經過教學後學生建構科學解釋的實務依然有所成長，顯示

REC 教學模式還是能協助學生發展其建構科學解釋的實務。 

(四) 科學解釋實務 

在三個科學解釋實務中，評價錯誤或混淆是來自學生在辨識成分時，對句子

的誤認，因而評價到錯誤的句子，由此可推測，學生進行科學解釋實務時，可能

需要具備國語文的基礎，如閱讀、理解等，顯示出科學解釋實務有可能與國文科

學業成就有關。除此之外，研究者發現透過建構的活動，可能使學生更理解評價

標準的定義，並可利用此評價標準來評價他人或自己所建構的科學解釋，亦即教

師可要求學生以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去讓學生建構科學解釋，並再利用科學

解釋的建構去釐清學生對評價標準中各成分的定義。 

此外，綜合辨識、評價與建構實務的討論，可以發現學生在不同的題目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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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學解釋實務的發展有所差異，在科學實驗情境中學生的表現大部分皆優於

在科學新聞中的表現，可能是因為科學實驗的情境是學生熟悉且較為單純的，而

科學新聞的情境較為複雜，導致學生常以個人觀點進行閱讀理解，干擾學生辨識、

評價與建構科學解釋的實務，這表示教學者若欲使用科學新聞為教材，初期時可

先將其修改或簡化，逐漸調整修改或簡化的程度，最後再呈現最原始的科學新聞

內容。 

這也表示 REC 教學模式除了對於發展學生科學解釋的實務有所助益外，先進

行辨識、再進行評價、建構的順序，可能有助於學生對各實務的理解與成長，顯

示教學順序也是協助學生有效學習的重要環節，可再做進一步後續的研究。 

 學業成就對科學解釋實務的預測力 二、

本研究將學業成就納入討論是除了相關文獻提及科學解釋實務與科學概念有

關，亦想了解學校教育中學生所學的國文科與自然科課程及其成就測驗－國文科

與自然科學業成就，與科學解釋實務之間是否具有預測作用。然而在統計上自然

科學業成就未達顯著，不足以預測科學解釋實務的後測表現，可能是由於科學解

釋評量所強調的重點與方向，是不同於學校的段考形式，因而無法以自然科學業

成就去預測科學解釋評量的後測表現。 

有趣的是，國文科學業成就能夠預測科學解釋評量的後測表現，如 Moje 等

人 (2004)與 Sutherland 等人 (2006)研究中提出，科學解釋的實務中要以精確的

科學語言去詳細描述，使他人容易理解。在實際教學過程中，REC 教學強調辨

識、評價與建構，其實皆與閱讀理解、文字表達有相當多的關聯，在辨識活動中，

學生須學習文章與科學解釋的結構及其意義，閱讀並理解科學新聞後，尚需藉由

文章的前後脈絡找出各科學解釋的成分；在評價活動中，學生須了解評價標準的

定義，並依據文章脈絡、文句含意，以文字表達說明其品質優劣的理由；而在建

構活動中，學生要學習如何依循原先文章的脈絡，去說明、解釋與整合各個研究

資料內容，並且思考建構的邏輯、留意成分本身與彼此之間關係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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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中，顯示國文科學業成就若越高者，較擅於表達與闡述，在後測中

學生在理解科學解釋的實務後，便能詳細的說明或解釋，因此各項實務亦表現較

佳。由此可知，國文科對於科學解釋是比以往想像的還重要，也回應了現今科學

教育中所推行的科學閱讀寫作，但這也是許多科學教師容易忽視的部分。因此本

研究依循此結果，提出兩個建議，第一是在學校有限的教學時間內，若希望能發

展學生科學解釋實務的話，可加強國文科的學習，是能改善學生在科學解釋實務

上的表現；第二是在科學解釋教學的教學設計與活動過程，可邀請國文科教師一

同協助教學的規劃與實施，使得科學解釋的教學與學習更為完備。 

 評價標準應用至品質判準 三、

多數學生能在不同題目中使用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表示評價實務是最

容易跨越情境進行評價各成分品質的部分；而學生也很容易將科學解釋品質的評

價標準應用到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中，亦即評價標準容易跨越評價對象，因此學

生無論在科學解釋或是科學新聞中皆能夠應用之。 

針對學生判斷科學新聞之品質判準的類型中，學生最常考量科學新聞中的內

容對於讀者是否具備重要性或是與生活是否相關，證據次之，最少的則為研究方

法。比較以往的相關文獻發現，Korpan 等人 (1997)針對大學生進行報告式新聞

的可信度調查，報告中指出學生多以研究方法去判斷新聞的可信度，次之是原理

/理論；Ratcliffe (1999)針對三個不同年齡層－11 歲至 14 歲、17 歲、22 至 35 歲

－的學生進行新聞合理性的調查，結果顯示是以研究設計與方法為學生最容易考

量的類別，研究結果次之。而本研究此部分的結果不同於 Korpan 等人 (1997)與

Ratcliffe (1999)的研究不同，推測可能是國中階段的學生對於研究方法了解不多，

也不熟悉，使得以研究方法去判斷科學新聞品質的人較少，而他們此時的科學概

念也尚未建立完全，且對於生活中與學校中的科學概念可能是以兩個不同的方式

去思考，因此造成以個人想法判斷科學新聞的情形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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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實施經驗、上述結果與討論，給予未來研究的實施、REC 教學

模式應用與發展之建議，期望能為未來欲培養學生科學解釋實務經驗的教學現場

及相關研究，提供一個實施與發展的方向。 

 研究方法之建議 一、

本研究教學實施的時間為四堂課，在如此有限的時間下，除了教師進行講述

與活動外，學生須閱讀文章、撰寫文字、小組討論發表與修改，上課節奏較為緊

湊，建議六至八堂課，一個活動兩堂課，也可多一至兩堂課讓學生進行辨識、評

價、建構、發表回饋及修正，完整執行整個教學循環，可能學生的學習成效會更

佳。 

由於欲了解不同情境時學生科學解釋的表現之差異，因此科學解釋評量的題

目分為科學實驗與科學新聞；其中又涵蓋理化與生物、地球科學等領域，因而題

目會過多，但作答方式雷同，前後測亦為同一份題本，可能導致學生對於作答的

耐心也因而下降。因此建議相關評量可將不同類型的題目交錯出現，以減少學生

產生類似題目重複出現的感受。 

 未來教學之建議 二、

整體來說，除了評價科學解釋之外，辨識及建構科學解釋實務中三個成分最

難的是推理，再來是證據，最簡單是主張，而評價實務則是證據最容易，再來是

主張、推理。因此若能針對各成分的教學提供更多的回饋與修改機會(Krajcik & 

Czerniak, 2007; McNeill & Krajcik, 2012; Sutherland et al., 2006)，便能幫助學生更

容易、更有條理地進行科學解釋的相關實務。 

針對科學解釋的辨識，學生時常將證據與推理相互混淆，在教學方面，可考

慮設計不同的主張、證據與推理的陳述句，讓學生分別挑選出主張、證據與推理，

也讓他們說明如何辨識出主張、證據與推理，利用小組或全班討論去找出三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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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差異，以釐清學生對三個成分的混淆，再讓學生去辨識科學新聞中的科學解

釋成分，或許能減少證據與推理相互誤認的情形。 

關於評價科學解釋，有些評價標準對國中學生來說，較為抽象與艱深，如：

主張的一致性、證據的數據處理、推理的融貫性，可能需要調整評價標準之部分

定義，使其更明確，且可增加讓學生練習的具體例子，以加深學生對各項目的理

解，也可讓學生自行產生評價標準，再共同討論修改，使評價標準更精緻、完備。 

由於國文科學業成就對於科學解釋實務的後測表現具有高度的預測力，顯示

教學上若欲培養學生科學解釋實務的理解與表現，也或許可以考慮同時與國文科

教師協同發展跨領域的學習，使學生在科學解釋實務上的表現能事半功倍。 

 未來研究之建議 三、

針對可進行的後續研究，提出下列幾點，以供未來探討相關議題之參考： 

(一) 比較不同的教學順序 

本研究的 REC 教學模式是辨識、評價、建構科學解釋一個循環的順序，未必

每項實務皆須具備，也可改變順序。此次研究是以辨識、評價再進行建構，而結

果發現評價與建構實務彼此可能會有所影響，因此後續研究可針對不同教學順序

的探討，如：先建構再進行評價活動，或建構、辨識再進行評價活動等等，並深

入討論三個科學解釋實務之間的關係與影響。 

(二) 比較使用不同的鷹架之成效 

在本研究中具備三種鷹架－學習單、教師及同儕，然而由於不在本研究的討

論範圍，因此未比較不同鷹架的協助效果，後續研究可針對不同的鷹架類型以及

不同時間的鷹架退除進行討論，以提供未來使用 REC 教學模式的教師，選擇適

當的鷹架與使用的時機之參考。 

(三) 比較不同參與對象 

本研究僅針對國中三年級學生進行施測，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生科學解

釋實務之表現也可能更加完整、豐富，年齡較小的學生其表現可能更加不完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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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可改變參與對象的年齡層，以了解各年齡層科學解釋實務之表現差異。 

(四) 以多元評量的方式調查學生科學解釋實務的表現 

本研究僅以紙筆的科學解釋評量蒐集學生科學解釋實務的表現，然而若能使

用不同類型的評量，如：本研究的科學解釋評量、報告撰寫、口頭表現、平台交

流、科學辯論等，多元化、多方面的蒐集學生科學解釋相關實務之表現，以全面

建立學生科學解釋實務之情形。 

(五) 調查科學解釋實務之預測變項 

本研究僅討論國文科與自然科學業成就對科學解釋實務之預測力，然而相關

文獻提及許多變項，如認識觀、推理邏輯能力等，亦可納入測試變項中，並設計、

修改相關問卷與評量，進行調查，再加以利用統計軟體進行分析，以找出足以預

測科學解釋實務之變項。 

(六) 比較不同評價對象的應用 

本研究探討評價標準的應用，但僅討論應用到科學新聞的品質判準，若能擴

充到更多不同的科學文本或主題，甚至是各類新聞、或是跨領域的研究報告，才

能更加確立評價標準的應用性，甚至是將評價標準修改、調整，使其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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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教案 

活動及目標 所對應的教學模式 內容 

活動一：尋

找成分─辨

認科學解釋

成分 

 

日常文本×2 

(含示範) 

 

科學新聞

×3/人(含示

範) 

 

科學解釋框

架的海報×1 

 

小組討論單

×1/組 

投入(Engage) 

辨識(Recognize) 

溝通(Communicate) 

修正(Revise) 

 

 

 

 

 

 

 

 

 

 

 

 

一、引起動機： 

    由他人的日常問題與被問者的解釋之對話或例子

(日常情境)，引出學生察覺到解釋的意義及其中的成

分。 

二、介紹科學解釋框架：(視情況引導討論) 

(一)科學解釋包含三個成分：主張、證據及推理。 

1、主張：關於科學現象、實驗結果、數據資料的理解

或是科學問題可能的答案。 

2、證據：支持主張的科學數據，可以是定性或定量的

數據，其來源可以是自己或是他人調查、觀察或是其

他研究的報告。 

3、推理：說明證據如何支持主張，以建立主張和證據

間的連結關係，呈現其如何遵循科學原則。 

三、教師示範： 

    以「賞月趁現在！ 月亮距地球愈來愈遠」的科學

新聞，進行科學解釋成分辨認的示範，並說明如何辨

認。待學生閱讀後，先分析文章結構，再依據科學解

釋各成分，說出如何對照與找出適當的對應句子，並

示範如何作答。 

四、學生練習： 

    先以「颱風後地震常接著報到」的科學新聞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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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師針對科學新聞中的科學知識進行說明與解

釋，讓學生能夠較理解新聞中的內容，之後再各自針

對學習單填答。 

    接著以三人一組的方式，針對小組討論單進行討

論。先說明討論進行方式與小組活動單的填答方式，

再請學生開始討論，教師從旁協助討論的進行。 

    請討論結束的學生進行反思、填寫關於科學解釋

的概念與心得，並再次修改圈選的各成分與辨識的理

由。 

五、討論與結論： 

    帶領全班共同討論「颱風後地震常接著報到」的

辨識結果與理由。 

活動二：品

質把關─科

學解釋品質

的評價 

 

 

活動一科學

新聞×3 

(含示範) 

 

 

科學解釋品

質評估準則

投入(Engage) 

辨識(Recognize) 

評價(Evaluate) 

溝通(Communicate) 

修正(Revise) 

 

 

 

 

 

 

 

 

一、引起動機： 

    回顧科學解釋的成分，並以活動一的結果引出活

動二的教學主體，作為說明科學新聞中科學解釋的缺

失，再引出品質評價很重要的觀點。 

二、介紹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準則：(視情況引導討論) 

(一)說明品質的評價準則之內容 

1、主張： 

(1)關聯性－與數據結果、現象、主題、問題是否有關，

且可進行測試。 

(2)一致性－對數據、現象的理解、判斷，寫出其變數

間關係及趨勢。 

    →練習：先呈現一個數據及三個主張，再來回對

照品質的評價標準進行比較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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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報×1 

 

小組討論單

×1/組 

 

(時間掌控

要注意) 

 

 

 

 

 

 

 

 

 

 

 

 

 

 

 

 

 

 

 

 

 

2、證據： 

(1)支持程度－與主張所顯示的趨勢或關係是否相符，

並支持之。 

(2)來源－科學數據的提供者、研究者所處機關或是刊

登的報紙或期刊。 

(3)數量－解釋中所呈現證據的數量。 

(4)數據處理－將數據進行深入的比較，能呈現與其他

數據的差異。包含數據的篩選、比較與轉化。 

    →練習：先呈現三個證據，再來回對照品質的評

價標準進行比較評價 

3、推理： 

(1)數據連結－建立主張和證據間關係的邏輯推論。 

(2)原理連結－呈現這些連結如何邏輯地遵循科學原

則。 

(3) 融貫性－與主張的陳述、證據有關且一致。 

    →練習：先呈現三個推理，再來回對照品質的評

價標準進行比較評價。 

三、教師示範： 

    以活動一所示範的科學新聞作為示範評估科學解

釋的範本。 

四、學生練習： 

    發下先前活動一的題目 1 則作為練習文本，讓學

生各自完成評估練習。 

    接著以三人一組的方式針對小組討論單，進行討

論及小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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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發下 1 則活動一的科學新聞，讓學生各自完

成評價練習。 

五、結論： 

    總結並收回學習單。 

活動三：小

小記者─科

學新聞的段

落補充 

 

科學新聞×2 

(含示範) 

科學解釋品

質評估準則

的海報×1 

科學解釋框

架的海報×1 

 

小組討論單

×1/組 

投入(Engage) 

辨識(Recognize) 

建構(Construct) 

溝通(Communicate) 

修正(Revise) 

一、引起動機： 

    複習科學解釋的框架及品質評估準則，並以新聞

的不足引出補充其科學解釋。 

二、教師示範： 

    將相關資料呈現、說明，並經由討論出主張，並

示範建構科學解釋， 進行文章的補充。 

三、學生練習： 

    發下科學新聞 1 則作為練習文本，先介紹與科學

新聞相關的科學概念，針對與科學新聞相關的科學概

念及數據進行說明，討論出數個主張，再讓學生針對

適當的主張各自進行創作、建構。 

    接著以三人一組的方式，針對如何撰寫的小組討

論單，進行討論及小組討論。 

四、結論： 

    總結並收回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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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教學海報 

一、活動一－尋找成分 

   

   

 

二、活動二－品質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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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三－小小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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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學習單 

一、活動一－尋找成分(你的解釋科學不科學) 

你的解釋科學不科學??? 
班級：            姓名：                     座號：       

一、 你覺得怎樣的解釋較容易令人相信? 

我的想法是：                                                                 

                                                            

二、 你覺得科學解釋是什麼? 

我的想法是：                                                                 

                                                          

三、 科學解釋的成分： 

一、 主張：對於現象、數據、資料或問題的答案或說法。 

我的想法是：                                                   

                                                          

二、 證據：支持主張的科學數據或資料。 

我的想法是：                                                   

                                                                                  

三、 推理：說明證據如何支持主張 →將主張與證據/科學原理連結。 

我的想法是：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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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1 ~ 尋找成分 ~ 示範 
賞月趁現在！ 月亮距地球愈來愈遠 

    中秋節的月亮又圓又亮；不過未來人們看到的月亮將比現在小，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長說，「因為月亮會離地球愈來愈遠！」  

科博館館長表示，現在地球、月球相距 38 萬 5 千公里，月亮在十億年前距

離地球僅 1 萬 8 千公里，當時肉眼看到的月亮是現在看到的 20 倍大。現在月亮

繞地球一圈是 29 天，人類可能很難想像，十億年前，月亮繞地球一圈僅 6 小時，

地球自轉速度也很快，日出、日落只要 5.5 小時。 

    他也指出，天文學家已測出月球目前平均每年以 3 公分的距離遠離地球，可

能是受潮汐作用，海浪不斷拍打地殼，導致地殼磨損，造成引力減少，但此現象

尚待深入研究，不過幾十萬年後，離地球越來越遠，地球上就不會出現日全蝕，

只剩下日環蝕。 

月亮離地球越來越遠，也會影響地球生物的行為與演化。許多生物是靠「滿

月」指引方向，如珊瑚在滿月時產卵，墾丁的陸蟹也會在滿月時到海邊產卵。由

此可知，月球的遠離不只影響地球潮汐，生物演化的步調也會改變。 

一、你認為這篇科學新聞中，科學家想研究的問題是什麼? 

答：                                                                       

二、請你從上述的科學新聞中，找出老師所介紹的科學解釋成分，並用黑、藍、紅三

種不同顏色的筆在文章中圈出來，黑色是主張(回答研究問題的答案/說法)、藍色

是證據(支持主張的數據)、紅色是推理(說明證據如何支持說法)。 
若文章中有缺少的部分，請你在右邊方格中打勾(可複選)。□主張  □證據  □推理 
三、為什麼你認為所圈選的黑色部分是科學家針對問題所產生的主張(回答/說

法)，請寫出你判斷的方法或理由。 
答：                                                                   

                                                                           

                                                                   
四、為什麼你認為所圈選的藍色部分是支持主張的證據，請寫出你判斷的方法或

理由。 
答：                                                                   

                                                                   

                                                                   

五、為什麼你認為所圈選的紅色部分是連結主張與證據的推理，請寫出你判斷的

方法或理由。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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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1 ~ 尋找成分 ~ 個人練習(一) 

颱風後 地震常接著報到 
    觀察地震常接著熱帶氣旋侵襲之後來報到的證據，顯示豪雨和土石流恐引發

地震。美國研究團隊分析台灣和海地過去 50 年發生的規模 6 以上大地震，發現

在熱帶氣旋帶來大量雨量後 4 年內，傾向出現大地震。 
    最近的例子中，颱風後緊接著地震發生的時間更短，如 2009 年莫拉克颱風，

傾洩而下的大雨造成許多人喪生，更掩埋數個村落，被視為台灣最嚴重的 1 次天

災。同年就發生規模 6.2 強震，隔年 2010 年又發生規模 6.4 強震。而 1996 年侵

襲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賀伯颱風，也造成數百人喪生，且在 2 年後發生 1 次規模

6.2 強震，和 1999 年的規模 7.6 強震。在 2010 年海地規模 7 的大地震，發現地

震 1 年半之前，曾有 2 個颶風及 2 個熱帶氣旋陸續侵襲海地。 
    學者表示，豪雨是觸發媒介。豪雨造成數千起的土石流，沖刷地表物質，且

侵蝕土地，減輕斷層上方地表的負載，使其鬆動而引發地震。團隊計劃進一步研

究菲律賓和日本案例，觀察是否有相同關聯。 

一、你認為這篇科學新聞中，科學家想研究的問題是什麼? 

答：                                                                       

二、請你從上述的科學新聞中，找出老師所介紹的科學解釋成分，並用黑、藍、

紅三種不同顏色的筆在文章中圈出來，黑色是主張(回答研究問題的答案/說
法)、藍色是證據(支持主張的數據)、紅色是推理(說明證據如何支持說法)。 

若文章中有缺少的部分，請你在右邊方格中打勾(可複選)。□主張  □證據  □

推理 
三、為什麼你認為所圈選的黑色部分是科學家針對問題所產生的主張(回答/說

法)，請寫出你判斷的方法或理由。 
答：                                                                   

                                                                   

                                                                   

四、為什麼你認為所圈選的藍色部分是支持主張的證據，請寫出你判斷的方法或

理由。 
答：                                                                   

                                                                   

                                                                   

五、為什麼你認為所圈選的紅色部分是連結主張與證據的推理，請寫出你判斷的

方法或理由。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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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二－品質把關 

科學新聞怎麼看??!! 
班級：            姓名：                     座號：       

一、 科學解釋品質的評價標準：(評價時，請依據海報上的範例) 

(一) 主張：  

1. 關聯性：跟現象、數據、資料或問題有沒有關聯?  

2. 一致性：跟呈現的證據是不是有相同的趨勢或變數關係?  

主張 A 主張 B 主張 C 

○關聯性  ○一致性 ○關聯性  ○一致性 ○關聯性  ○一致性 

(二)證據：  

1. 支持程度：有沒有支持主張?  

2. 來源：是不是可信的來源?例：第一手(直接)、第二手(間接)、網路 

3. 數量：呈現的證據組數夠不夠多? 

4. 比較：有沒有比較的結果?  

證據 A 證據 B 證據 C 

○支持程度  ○來源○

數量      ○比較 

○支持程度  ○來源

○數量      ○比較 

○支持程度  ○來源

○數量      ○比較 

(三)推理：  

1. 融貫性：有沒有與主張、證據連貫?  

2. 證據連結：有沒有說明證據如何支持主張? 

3. 原理連結：有沒有利用科學原理作原因或機制的描述? 

推理 A 推理 B 推理 C 

○融貫性  ○證據連結  

○原理連結 

○融貫性  ○證據連結  

○原理連結 

○融貫性  ○證據連結  

○原理連結 

二、 你有沒有其他判斷的標準或依據? 

我的想法是：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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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品質把關~示範 
賞月趁現在！ 月亮距地球愈來愈遠 

    中秋節的月亮又圓又亮；不過未來人們看到的月亮將比現在小，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長說，「因為月亮會離地球愈來愈遠！」  

    科博館館長表示，現在地球、月球相距 38 萬 5 千公里，月亮在十億年前距

離地球僅 1 萬 8 千公里，當時肉眼看到的月亮是現在看到的 20 倍大。現在月亮

繞地球一圈是 29 天，人類可能很難想像，十億年前，月亮繞地球一圈僅 6 小時，

地球自轉速度也很快，日出、日落只要 5.5 小時。 

    他也指出，天文學家已測出月球目前平均每年以 3 公分的距離遠離地球，可

能是受到潮汐作用，海浪不斷拍打地殼，導致地殼磨損，造成引力減少，但尚待

深入研究，不過幾十萬年之後，離地球越來越遠，地球上就不會出現日全蝕，只

剩下日環蝕。 

月亮離地球越來越遠，也會影響地球生物的行為與演化。許多生物是靠「滿

月」指引方向，如珊瑚在滿月時產卵，墾丁的陸蟹也會在滿月時到海邊產卵。由

此可知，月球的遠離不只影響地球潮汐，生物演化的步調也會改變。 

一、你認為這篇新聞中，科學家想研究的問題是什麼? 

答：                                                                       

二、請你從上述的科學新聞中，找出老師所介紹的科學解釋成分，並用黑、藍、

紅三種不同顏色的筆在文章中圈出來，黑色是主張(回答研究問題的答案/說
法)、藍色是證據(支持主張的數據)、紅色是推理(說明證據如何支持說法)。 

若文章中有缺少的部分，請你在右邊方格中打勾(可複選)。□主張  □證據  □推理 
請你評價這篇科學新聞的品質，並寫出理由。 

(一) 針對這篇新聞的主張，它的品質○很好 ○好 ○普通 ○不好 ○很不好(單選)。 
理由是：(可以寫出其優缺點，或是關聯性、一致性...等) 

                                                                           

                                                                           

                                                                           
(二) 針對這篇新聞的證據，它的品質○很好 ○好 ○普通 ○不好 ○很不好(單選)。 

理由是：(可以寫出其優缺點，或是支持程度、來源、數量、數據比較...等) 

                                                                           

                                                                           

                                                                           
(三) 針對這篇新聞的推理，它的品質○很好 ○好 ○普通 ○不好 ○很不好(單選)。 

理由是：(可以寫出其優缺點，或是融貫性、數據連結、原理連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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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2 ~ 品質把關 ~ 個人練習(一) 
被察覺了！ 

    當植物受到害蟲攻擊時，會產生化學物質以製造天然殺蟲劑。但有種毛毛蟲

卻能察覺到該物質，並及時製造解毒酵素。 
    當被毛毛蟲啃咬時，有些植物會釋放出茉莉花激素和水楊酸鹽的化學物質，

以製造防禦性的化學武器。但有一種毛毛蟲竟能察覺該物質，並製造消化酵素來

分解植物所產生的毒素。昆蟲學家將含有茉莉花激素和水楊酸鹽的食物作為毛毛

蟲的餐點，發現在牠們的腸道中檢驗出，解毒酵素的量比控制組多了八倍。  
過去研究認為昆蟲是吃下特定毒素後才製造解毒酵素，但昆蟲學家認為是毛

毛蟲察覺到植物所釋放的化學物質，而提早防備。這是有演化的意義，毛毛蟲把

一百多種植物當餐點，由於要面對一大群化學武器，不可能同時製造大量的解毒

酵素，還能依據不同的化學物質而決定製造哪種解毒酵素。 

 
一、你認為這篇新聞中，科學家想研究的問題是什麼? 

答：                                                                       

二、請你從上述的科學新聞中，找出老師所介紹的科學解釋成分，並用黑、藍、

紅三種不同顏色的筆在文章中圈出來，黑色是主張(回答研究問題的答案/說
法)、藍色是證據(支持主張的數據)、紅色是推理(說明證據如何支持說法)。 

若文章中有缺少的部分，請你在右邊方格中打勾(可複選)。□主張  □證據  □

推理 
請你評價這篇科學新聞的品質，並寫出理由。 

(一) 針對這篇新聞的主張，它的品質○很好 ○好 ○普通 ○不好 ○很不好(單選)。 
理由是：(可以寫出其優缺點，或是關聯性、一致性...等) 

                                                                           

                                                                            

                                                                                                                                               
(二) 針對這篇新聞的證據，它的品質○很好 ○好 ○普通 ○不好 ○很不好(單

選)。 
理由是：(可以寫出其優缺點，或是支持程度、來源、數量、數據比較...等) 

                                                                           

                                                                           

                                                                           
(三) 針對這篇新聞的推理，它的品質○很好 ○好 ○普通 ○不好 ○很不好(單選)。 

理由是：(可以寫出其優缺點，或是融貫性、數據連結、原理連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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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小小記者 

~ Part 3 ~ 小小記者 ~ 示範 
班級：            姓名：                     座號：       

逐漸恢復的臭氧層 
    研究顯示臭氧層正逐漸恢復，而且恢復的速度超乎預期。  

    科學家在 80 年代發現人造化合物 CFCs(氟氯碳化物)會破壞臭氧層後，各國

政府隨即簽訂『蒙特羅公約』以抑制這些氣體的排放。如今，在南極上空的臭氧

層破洞依然存在，但好消息是其他地區的臭氧層似乎正在復原中。在過去九年

間，全球臭氧量一直維持穩定。目前科學家好奇的是，臭氧濃度的恢復該歸功於

『蒙特羅公約』的效果，還是其他未知的過程？  

    總之，不管是什麼原因，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全球臭氧層應該會在 2030

到 2070 年間恢復到 80 年代的濃度。幸運的話，也許南極臭氧洞也會復原。 

一、你認為這篇新聞中，科學家想研究的問題是什麼? 

答：                                                                             

二、請你從上述的科學新聞中，找出老師所介紹的科學解釋成分，並用黑、藍、紅

三種不同顏色的筆在文章中圈出來，黑色是主張(回答研究問題的答案/說法)、
藍色是證據(支持主張的數據)、紅色是推理(說明證據如何支持說法)。 

若文章中有缺少的部分，請你在右邊方格中打勾(可複選)。□主張  □證據  □推理 
下列是科學家研究的相關數據及資料，括號內為其資料來源，勾選你認為可作為第

二題中主張的證據，並在「整理」的部分簡要的寫下資料的重點：(單選) 
代號 12005 年南極的臭氧洞是歷年來最大的，範圍達兩千四百萬平方公里，幾乎

是整個北美洲的大小。(南極研究團隊) 
○是證據    ○不是證據    ○無關的資料 

整理：2005 年的臭氧洞是最大的                                           
代號 2 影響臭氧層的因素，除了 CFCs 之外，其他可能的因素尚有太陽黑子的活

動，火山活動及某些天氣現象等。(科學研究期刊) 
○是證據    ○不是證據    ○無關的資料 

整理：影響臭氧層的因素                                                
代號 3 最近幾年臭氧濃度的趨勢變化約有一半應歸功於 CFCs 的減量。(網路) 

○是證據    ○不是證據    ○無關的資料 

整理：CFCs 的減量有影響臭氧層                                              
代號 4 利用減量的 CFCs 濃度來預測臭氧濃度，並考慮太陽黑子的週期、臭氧濃

度的季節性變化等因素，將觀測資料與預測的臭氧濃度比較。發現在 18
公里以上，平流層臭氧濃度的恢復幾乎可完全歸功於 CFCs 的減量。(美國

太空總署 NASA)    
○是證據    ○不是證據    ○無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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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CFCs 的減量能使 18 公里以上的臭氧濃度恢復                                        
代號 5 推測可能是大氣環流的影響。環流可以把臭氧由赤道地區帶到高緯度地區，

因此環流的改變會影響低平流層的臭氧濃度，但細節仍不清楚。(氣候學家) 
○是證據    ○不是證據    ○無關的資料 

整理：18 公里以下的臭氧濃度可能是受到大氣環流的影響                                 
代號 6 分析衛星所得的資料，發現臭氧層被破壞的速率已經趨緩，目前以每十年

3-5%的速率在減少，顯示全人類的努力有了成果。(美國研究團隊)  
○是證據    ○不是證據    ○無關的資料 

整理：臭氧層被破壞的速率減緩                                    
 
三、請參考上述代號 1~6 是相關的研究數據及資料，經討論後列出一些相關的主

張後，選擇適當的主張，並寫下來。 
答：                                                                 

                                                                    
四、請你整合第三題的資料，以及由第四題選出適當的主張，補充至不完整的新

聞中。將補充的主張、證據及推理填入下方不完整的新聞段落，進一步使新

聞內容更完整。 

    研究顯示臭氧層正逐漸恢復，而且恢復的速度超乎預期。  
    科學家在 80 年代發現人造化合物 CFCs(氟氯碳化物)會破壞臭氧層後，各國政

府隨即簽訂『蒙特羅公約』以抑制這些氣體的排放。如今，在南極上空的臭氧層破

洞依然存在，但好消息是其他地區的臭氧層似乎正在復原中。在過去九年間，全球

臭氧量一直維持穩定。目前科學家好奇的是，臭氧濃度的恢復該歸功於『蒙特羅公

約』的效果，還是其他未知的過程？  
    根據(請根據第二題的資料，填入補充的證據，若需使用第三題中的資料，以「代

號 X」表示之，例如：從代號 7 可知...。)                                                  
                                                                 

，(填入補充的主張)                                                                             

                                                                 

， (填入補充的推理)                                                                  

                                                                      

                                                                      

                                                                      

                                                                      
    總之，不管是什麼原因，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全球臭氧層應該會在 2030
到 2070 年間恢復到 80 年代的濃度。幸運的話，也許南極臭氧洞也會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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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3 ~ 小小記者 ~ 個人練習(一) 

真的熱壞稻米了！ 

    一項大規模的研究顯示，全球暖化已導致亞洲許多地區的稻米減產，未來恐

怕還會更糟，氣候暖化若持續 2、3 百年，則地球將僅能提供約 5 億人類所需的

糧食，而非是目前的 66 億。 

    如果來不及改變稻米生產方法，或改良出較耐高溫的新品種，未來數十年稻

米產量勢必將因夜間溫度俱升而下降，隨著稻米產量減少而導致價格上漲，可能

會有更多人陷入貧窮和飢餓的愁雲慘霧中，將使亞洲的貧窮和饑餓問題更加地雪

上加霜。 

 
一、你認為這篇新聞中，科學家想研究的問題是什麼? 

答：                                                                       

二、請你從上述的科學新聞中，找出老師所介紹的科學解釋成分，並用黑、藍、

紅三種不同顏色的筆在文章中圈出來，黑色是主張(回答研究問題的答案/說
法)、藍色是證據(支持主張的數據)、紅色是推理(說明證據如何支持說法)。 

若文章中有缺少的部分，請你在右邊方格中打勾(可複選)。□主張  □證據  □

推理 
 
三、下列是科學家研究的相關數據及資料，括號內為其資料來源，勾選你認為可

作為第二題中主張的證據，並在「整理」的部分簡要的寫下資料的重點：(單
選) 

代號 1 過去的 25 年來，氣溫上升已使亞洲許多主要稻米產區產量下滑一至兩成。

(農業報告)        ○是證據    ○不是證據    ○無關的資料 

整理：                                                                  
代號 2 跨國團隊針對亞洲六個國家分析 1994 年到 1999 年間水稻田產量與氣溫的

關聯，發現夜間溫度變高，是造成稻米產量下滑的主因。(科學研究期刊)     
○是證據    ○不是證據    ○無關的資料 

整理：                                                                  
代號 3 可能是夜間溫度較高，使稻米呼吸時，須耗費更多能量，卻又無法進行光

合作用補充能量，從而導致減產。(農學家) 
○是證據    ○不是證據    ○無關的資料 

整理：                                                                  
代號 4 在一定溫度變化範圍內，白天氣溫上升會令稻作增產，但如果夜間氣溫上

升得更高，則可能抵消白天的效應，而使稻作產量下降。(社會學者)    
○是證據    ○不是證據    ○無關的資料 

整理：                                                                  
代號 5 在 2004 年，科學家在菲律賓研究站的實驗稻田觀察到，夜間氣溫每上升

1℃，稻米產量就會減少一成。(研究報告) 
○是證據    ○不是證據    ○無關的資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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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6 全球每天有 30 億人以米飯為主食，亞洲人消耗全球近九成的稻米，而全

球最貧窮和缺乏食物的 10 億人中有 6 億人住在亞洲。(研究團隊)  
○是證據    ○不是證據    ○無關的資料 

整理：                                                                  
 
五、請參考上述代號 1~6 是相關的研究數據及資料，經小組討論列出一些相關的

主張後，選擇適當的主張，並寫下來。 
答：                                                                 

                                                                    
六、請你整合第三題的資料，以及由第四題選出適當的主張，補充至不完整的新

聞中。將補充的主張、證據及推理填入下方不完整的新聞段落，進一步使新

聞內容更完整。 

    一項大規模的研究顯示，全球暖化已導致亞洲許多地區的稻米減

產，未來恐怕還會更糟，(請根據第三題的資料，填入補充的證據，若需使

用第三題中的資料或圖表，以「代號 X」表示之，例如：從代號 7 可知...。)                                                                      
                                                                                  

                                                                                       

，科學家認為(填入補充的主張)                                                                           

                                                                                         

，可能是因為(填入補充的推理)                                                                        

                                                                                   

                                                                                   

，氣候暖化若持續 2、3 百年，則地球將僅能提供約 5 億人類所需的

糧食，而非是目前的 66 億。 
    如果來不及改變稻米生產方法，或改良出較耐高溫的新品種，未

來數十年稻米產量勢必將因夜間溫度俱升而下降，隨著稻米產量減少

而導致價格上漲，可能會有更多人陷入貧窮和飢餓的愁雲慘霧中，將

使亞洲的貧窮和饑餓問題更加地雪上加霜。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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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訪談大綱 

一、前訪談 

小心，BPA 就在你手上！ 

    酚甲烷（Bisphenol A，BPA）常用在食物或飲料的容器內，在高濃度時具毒

害性。法國毒理學家的研究中發現，BPA 確實能經由皮膚吸收，他們利用放射性

同位素標記 BPA，然後觀察豬耳吸收 BPA 的速率。這能解釋為何許多人含有的

BPA 比從食物或飲料中攝取的還高。 
    收銀機的感熱紙收據也含有 BPA，而且其所含的 BPA 單體，可能更易讓人

體吸收，由於 BPA 在人體內有類似雌性激素的效果，因此科學家建議孕婦和嬰

兒要避免接觸含有 BPA 的容器，或接觸後立即洗手。 
    恰巧美國哈佛大學的流行病學家追蹤了 398 位孕婦尿液中的 BPA，結果發現

比起每公克含 1.8 微克的教師和每公克含 1.2 微克的工人，最常接觸收銀機感熱

紙的收銀員，尿液中的 BPA 含量最高，達每公克尿液含有 2.8 微克 BPA。雖然

這個實驗樣本中僅有 17 位收銀員，不過科學家仍相信她們的 BPA 是經由皮膚吸

收的。 

1、 請你評價這篇新聞的品質如何?(例如：呈現的資訊、完整性、一致性、所解

釋的原理等) 
 
再換下一篇 

美國最新研究 二氧化碳不影響暖化速度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公佈最新研究指出，二氧化碳含量的多寡對全球暖化速

度的影響並不會太嚴重，此結果也顛覆了一般人認為二氧化碳會造成地球暖化的

認知。 
    先前，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才發表報告，認為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會帶來非常

嚴重的影響，但現在隨即被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所推翻。 
    研究指出，過去只觀察 1850 年後的氣候變化，並未考量遠古時期的氣候，

因此容易失真。在重建 2 萬 1 千年前末次冰期鼎盛期海洋與陸地的表面溫度後，

透過這些數據與該時期的氣候模型相比較，及考慮冰河、鑽探、海床沉積物等其

他因素。結果發現，當時的海洋溫度與現在差距不大。若研究的古氣候限制能套

用於未來情況，他們推測，發生極端氣候變遷的機率比預期低。 
    但研究人員也強調，當時的地球環境與現今仍有差異。他們認為，即使海洋

表面溫度變化相當小，仍會對中高海拔的地方的氣候有明顯影響。 

2、請你評價這篇新聞的品質如何?(例如：呈現的資訊、完整性、一致性、所解

釋的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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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訪談 

以雷射殺死癌細胞 

德國科學家發現，普通強的脈衝雷射能迫使癌細胞攝取周圍藥物。研究人員

利用波長 670 nm(奈米)的紅光，先讓細胞內所含的水體積膨脹，關掉光源後水的

體積會立刻收縮，導致癌細胞吸入周圍的藥物。他們表示，這是第一個強迫癌細

胞吸收抗癌藥物的方法。現行療法多藉由擴散方式讓藥物進入細胞內，然而過程

中會有多重抗藥性的問題。  

該研究團隊另闢蹊徑，存在於細胞構造界面間的水份(如大型分子和胞器的表面)

具有一般水所沒有的特性，不僅密度和黏度較高。經紅光雷射照射後，密度還會

變小，體積因而膨脹，當關掉雷射後，界面的水層會恢復體積並產生負壓，造成

水份連同周圍的藥物，一起被吸入細胞內。 

研究人員表示，雷射光能協助運送養分或藥物進入細胞，但不確定如何產生

這些影響。不過可望結合其他化療技術，例如局部注射治療藥物，再結合紅光雷

射，用來治療皮膚癌。 

1、 請你評價這篇新聞的品質如何?(例如：呈現的資訊、完整性、一致性、所解

釋的原理等) 
 

請再閱讀這一篇 

小心，BPA 就在你手上！ 

    酚甲烷（Bisphenol A，BPA）常用在食物或飲料的容器內，在高濃度時具毒

害性。法國毒理學家的研究中發現，BPA 確實能經由皮膚吸收，他們利用放射性

同位素標記 BPA，然後觀察豬耳吸收 BPA 的速率。這能解釋為何許多人含有的

BPA 比從食物或飲料中攝取的還高。 
    收銀機的感熱紙收據也含有 BPA，而且其所含的 BPA 單體，可能更易讓人

體吸收，由於 BPA 在人體內有類似雌性激素的效果，因此科學家建議孕婦和嬰

兒要避免接觸含有 BPA 的容器，或接觸後立即洗手。 
    恰巧美國哈佛大學的流行病學家追蹤了 398 位孕婦尿液中的 BPA，結果發現

比起每公克含 1.8 微克的教師和每公克含 1.2 微克的工人，最常接觸收銀機感熱

紙的收銀員，尿液中的 BPA 含量最高，達每公克尿液含有 2.8 微克 BPA。雖然

這個實驗樣本中僅有 17 位收銀員，不過科學家仍相信她們的 BPA 是經由皮膚吸

收的。 

2、請你評價這篇新聞的品質如何?(例如：呈現的資訊、完整性、一致性、所解

釋的原理等) 

美國最新研究 二氧化碳不影響暖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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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公佈最新研究指出，二氧化碳含量的多寡對全球暖化速

度的影響並不會太嚴重，此結果也顛覆了一般人認為二氧化碳會造成地球暖化的

認知。 
    先前，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才發表報告，認為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會帶來非常

嚴重的影響，但現在隨即被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所推翻。 
    研究指出，過去只觀察 1850 年後的氣候變化，並未考量遠古時期的氣候，

因此容易失真。在重建 2 萬 1 千年前末次冰期鼎盛期海洋與陸地的表面溫度後，

透過這些數據與該時期的氣候模型相比較，及考慮冰河、鑽探、海床沉積物等其

他因素。結果發現，當時的海洋溫度與現在差距不大。若研究的古氣候限制能套

用於未來情況，他們推測，發生極端氣候變遷的機率比預期低。 
    但研究人員也強調，當時的地球環境與現今仍有差異。他們認為，即使海洋

表面溫度變化相當小，仍會對中高海拔的地方的氣候有明顯影響。 

3、請你評價這篇新聞的品質如何?(例如：呈現的資訊、完整性、一致性、所解

釋的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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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在評量工具中，科學新聞中的科學解釋相關句子之標示 

一、科學實驗試題 

題 5 

小香認為：「
A[彈簧越粗，其伸長量越小]。E[當分別掛上四個砝碼的時候，粗

彈簧的伸長量都比細彈簧的小]，H[研究指出原因是粗彈簧內部結構較緊密]，

I[3 號砝碼雖有生鏽的誤差，但有相同的趨勢，所以納入考慮]。」 

 

小華認為：「
A[不同彈簧的伸長量也不同]。I[3 號砝碼可能是生鏽造成誤差，

所以排除不予以考慮]。E[我發現當掛上 1 號、2 號、4 號砝碼的時候，兩個彈

簧的伸長量明顯增加]，H[可能是因為彈性係數不同所造成的]。」 

 

小明認為：「
A[越細的彈簧，伸長量越大]。E

[由數據中可以發現當兩個不同彈

簧掛上 1 號砝碼的時候，細彈簧的伸長量明顯比粗彈簧伸長量大]，而且
H[網

路上有說是因為細彈簧的彈力比較小，所以較容易改變形狀]。」 

備註：A 完整主張；E 關鍵證據；H 原理連結；I 數據連結。 

二、科學新聞試題 

題 6 

A[睡不飽讓蜜蜂方向錯亂???] 

科學家發現，A[熬了夜的蜜蜂，無法有效利用舞蹈溝通食物的方向]。睡眠

不足對蜜蜂的影響是個謎。L[美國學者指出，睡眠不足可能由天敵或寄生蟲的入

侵、長距離運送或過勞所造成]。  
    M[實驗進行的方式是，讓蜂巢內的部分蜜蜂保持清醒，而其他蜜蜂卻不受影

響。將 25 隻蜜蜂貼上鋼片，另外 25 隻蜜蜂貼上銅片。在夜晚時利用裝在活動軌

道的磁鐵，在蜂巢外來回運行，干擾貼上鋼片的蜜蜂，讓牠們無法好好睡覺，貼

上銅片的蜜蜂則不受干擾]。 
    G[接著觀看 545 次舞蹈]，F[結果顯示不管是貼了鋼片或銅片的蜜蜂，在睡眠

充足時表現上是沒有差異的]；E[但在睡眠不足的情況下，貼了鋼片的蜜蜂比較無

法有效指出糖水的方向]，F[雖然牠們仍然可以有效指出糖水的距離]。蜜蜂就像

許多動物一樣需要睡眠，H[睡眠不足時，蜜蜂必須消耗更多能量]；I[而蜜蜂在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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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食物的距離與方向上，判斷方向可能需要比較多的認知或生理負荷]。 
    然而相較於美國學者的研究，德國神經生物學者指出，J[蜜蜂辨識方向部分

要靠磁感應]，在上述的實驗中，J[磁場的改變可能干擾蜜蜂的磁感應而造成方向

感的錯亂]，D[因此所觀察到的蜜蜂行為未必是睡眠不足所造成]。 

題 7 

A[暖化讓物種縮小 衝擊食物鏈!!!] 
    新加坡一份研究報告指出，A{C[全球暖化引起的氣溫上升和氣候型態改變已

帶來連鎖效應]，從食物鏈底層的浮游生物或藻類，到位於頂層的掠食者，B[許多

物種體型正在縮小]}。H[研究者認為，較暖和及較乾旱的氣候，造成動物較難取

得食物，或不需要太多體脂肪也能生存]。 
    F[這份研究檢視的 85 物種中，45％體型不變，另外 55％中有五分之四體型

縮小、五分之一變大]，而 K[將造成生態系統失衡，食物來源減少]。報告中也提

到 K[冷血動物，尤其是兩棲類所受威脅最大，對於包括人類在內的食物鏈頂層動

物，體型也可能變小、繁殖後代減少、更易罹病]。 
    另有實驗性研究顯示，E[氣溫每上升攝氏 1 度，許多種類的植物和果實體型

就會縮小 3％到 17％之間，海洋無脊椎動物縮小 0.5％到 4％，魚類體型更將變

小 6％到 22％]。K[魚類、甲殼類體型縮小，將衝擊到以這些動物為食物來源的

動物，如人和陸龜]。 
    這份報告呼應 F[五千五百萬年前「古／始新世交替期大暖期」出現的生態巨

大變化，當時氣溫升溫幅度 3％到 7％、降雨量大減 40％；化石證據顯示，當時

的暖化導致無脊椎動物體型在數千年間縮小 50％到 75％，同時期哺乳動物如松

鼠、林鼠體型也縮小約 4 成]。 

題 8 

A[持續縮小範圍的北極冰原] 
今年（2011）九月所測得的 A[北極冰原覆蓋範圍，縮減到人類有觀測紀錄以

來的最小面積]。M[科學家利用觀測儀器進行分析]。結果顯示，F[2011 年北極冰

原融冰的持續時間比往年來得長]，E[除了夏季融冰之外，到九月初的時候，北極

冰原的覆蓋範圍仍持續縮減中]。 

備註：A 完整主張；B 部分主張；C 另有主張；E 關鍵證據；F 非關鍵的證據；G 低關鍵的證據；H 原理連

結；I 數據連結；J 另有推理；K 預測；L 假說；M 研究設計。  

三、學習單 

(一)活動一－尋找成分 

1、教師示範 

賞月趁現在！ 
A
[月亮距地球愈來愈遠] 

    中秋節的月亮又圓又亮；不過未來人們看到的月亮將比現在小，國立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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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博物館長說，
A
[「因為月亮會離地球愈來愈遠！」]  

科博館館長表示，
F
[現在地球、月球相距 38 萬 5 千公里，月亮在十億年前距離地

球僅 1 萬 8 千公里，]當時肉眼看到的月亮是現在看到的 20 倍大。現在月亮繞地

球一圈是 29 天，人類可能很難想像，十億年前，月亮繞地球一圈僅 6 小時，地

球自轉速度也很快，日出、日落只要 5.5 小時。 

    他也指出，
E
[天文學家已測出月球目前平均每年以 3 公分的距離遠離地球]，

H
[可能是受潮汐作用，海浪不斷拍打地殼，導致地殼磨損，造成引力減少]，但此

現象尚待深入研究，不過幾十萬年後，離地球越來越遠，地球上就不會出現日全

蝕，只剩下日環蝕。 

月亮離地球越來越遠，也會影響地球生物的行為與演化。許多生物是靠「滿

月」指引方向，如珊瑚在滿月時產卵，墾丁的陸蟹也會在滿月時到海邊產卵。由

此可知，月球的遠離不只影響地球潮汐，生物演化的步調也會改變。 

2、學生練習 
A 颱風後 地震常接著報到 

    觀察 A[地震常接著熱帶氣旋侵襲之後來報到]的證據，顯示 L[豪雨和土石流

恐引發地震]。美國研究團隊
 G

[分析台灣和海地過去 50 年發生的規模 6 以上大地

震]，F [發現在熱帶氣旋帶來大量雨量後 4 年內，傾向出現大地震]。 
    最近的例子中，A[颱風後緊接著地震發生的時間更短]，如 E[2009 年莫拉克

颱風，傾洩而下的大雨造成許多人喪生，更掩埋數個村落，被視為台灣最嚴重的

1 次天災。同年就發生規模 6.2 強震，隔年 2010 年又發生規模 6.4 強震]。而 E[1996
年侵襲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賀伯颱風，也造成數百人喪生，且在 2 年後發生 1 次規

模 6.2 強震，和 1999 年的規模 7.6 強震]。E[在 2010 年海地規模 7 的大地震，發

現地震 1 年半之前，曾有 2 個颶風及 2 個熱帶氣旋陸續侵襲海地]。 
    學者表示，H[豪雨是觸發媒介。豪雨造成數千起的土石流，沖刷地表物質，

且侵蝕土地，減輕斷層上方地表的負載，使其鬆動而引發地震]。P[團隊計劃進一

步研究菲律賓和日本案例，觀察是否有相同關聯]。 

(二)活動二－品質把關 

1、學生練習 
p[被察覺了！] 

    O[當植物受到害蟲攻擊時，會產生化學物質以製造天然殺蟲劑]。但 A[有種

毛毛蟲卻能察覺到該物質，並及時製造解毒酵素]。 
    O[當被毛毛蟲啃咬時，有些植物會釋放出茉莉花激素和水楊酸鹽的化學物

質，以製造防禦性的化學武器]。但 A[有一種毛毛蟲竟能察覺該物質，並製造消

化酵素來分解植物所產生的毒素]。E[昆蟲學家將含有茉莉花激素和水楊酸鹽的食

物作為毛毛蟲的餐點，發現在牠們的腸道中檢驗出，解毒酵素的量比控制組多了

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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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過去研究認為昆蟲是吃下特定毒素後才製造解毒酵素]，但 A [昆蟲學家認

為是毛毛蟲察覺到植物所釋放的化學物質，而提早防備假設]。H[這是有演化的

意義]，I[毛毛蟲把一百多種植物當餐點，由於要面對一大群化學武器，不可能同

時製造大量的解毒酵素，還能依據不同的化學物質而決定製造哪種解毒酵素]。 

(三)活動三－小小記者 

1、教師示範 

A[逐漸恢復的臭氧層] 
    A[研究顯示臭氧層正逐漸恢復，而且恢復的速度超乎預期。]  

    科學家在 80 年代發現人造化合物 CFCs(氟氯碳化物)會破壞臭氧層後，各國

政府隨即簽訂『蒙特羅公約』以抑制這些氣體的排放。如今，在南極上空的臭氧

層破洞依然存在，但好消息是其他地區的臭氧層似乎正在復原中。F[在過去九年

間，全球臭氧量一直維持穩定。]目前科學家好奇的是，臭氧濃度的恢復該歸功

於『蒙特羅公約』的效果，還是其他未知的過程？  

    總之，不管是什麼原因，K[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全球臭氧層應該會在 2030

到 2070 年間恢復到 80 年代的濃度]。幸運的話，也許南極臭氧洞也會復原。 

2、學生練習 

p[真的熱壞稻米了！] 

    一項大規模的研究顯示，A[全球暖化已導致亞洲許多地區的稻米減產]，K[未

來恐怕還會更糟，氣候暖化若持續 2、3 百年，則地球將僅能提供約 5 億人類所

需的糧食，而非是目前的 66 億]。 
    N[如果來不及改變稻米生產方法，或改良出較耐高溫的新品種]，K[未來數十

年稻米產量勢必將因夜間溫度俱升而下降，隨著稻米產量減少而導致價格上漲，

可能會有更多人陷入貧窮和飢餓的愁雲慘霧中，將使亞洲的貧窮和饑餓問題更加

地雪上加霜。] 

備註：A 完整主張；E 關鍵證據；F 非關鍵的證據；H 原理連結；I 數據連結；K 預測；L 假說；N 建議；

O 說明；P 不適當標題。 

四、訪談新聞 

A[以雷射殺死癌細胞] 

德國科學家發現，A[普通強的脈衝雷射能迫使癌細胞攝取周圍藥物]。研究人

員 E[利用波長 670 nm(奈米)的紅光，先讓細胞內所含的水體積膨脹，關掉光源後

水的體積會立刻收縮，導致癌細胞吸入周圍的藥物]。他們表示，O[這是第一個強

迫癌細胞吸收抗癌藥物的方法。現行療法多藉由擴散方式讓藥物進入細胞內，然

而過程中會有多重抗藥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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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團隊另闢蹊徑，H[存在於細胞構造界面間的水份(如大型分子和胞器的表

面)具有一般水所沒有的特性，不僅密度和黏度較高。經紅光雷射照射後，密度還

會變小，體積因而膨脹，當關掉雷射後，界面的水層會恢復體積並產生負壓，造

成水份連同周圍的藥物，一起被吸入細胞內]。 

研究人員表示，N[雷射光能協助運送養分或藥物進入細胞，但不確定如何產

生這些影響。不過可望結合其他化療技術，例如局部注射治療藥物，再結合紅光

雷射，用來治療皮膚癌]。 

 

P[小心，BPA 就在你手上！] 

    O[酚甲烷（Bisphenol A，BPA）常用在食物或飲料的容器內，在高濃度時具

毒害性]。法國毒理學家的研究中發現，A[BPA 確實能經由皮膚吸收]，他們 E[利
用放射性同位素標記 BPA，然後觀察豬耳吸收 BPA 的速率]。這能解釋為何許多

人含有的 BPA 比從食物或飲料中攝取的還高。 
    O[收銀機的感熱紙收據也含有 BPA]，而且 L[其所含的 BPA 單體，可能更易

讓人體吸收]，由於 O[BPA 在人體內有類似雌性激素的效果]，因此科學家建議 N[孕
婦和嬰兒要避免接觸含有 BPA 的容器，或接觸後立即洗手]。 
    恰巧美國哈佛大學的流行病學家 F[追蹤了 398 位孕婦尿液中的 BPA，結果發

現比起每公克含 1.8 微克的教師和每公克含 1.2 微克的工人，最常接觸收銀機感

熱紙的收銀員，尿液中的 BPA 含量最高，達每公克尿液含有 2.8 微克 BPA]。雖

然這個實驗樣本中僅有 17 位收銀員，不過科學家仍相信她們的 A[BPA 是經由皮

膚吸收的]。 

 

美國最新研究 A[二氧化碳不影響暖化速度]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公佈最新研究指出，A[二氧化碳含量的多寡對全球暖化

速度的影響並不會太嚴重]，此結果也顛覆了一般人認為二氧化碳會造成地球暖

化的認知。 
    先前，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才發表報告，認為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會帶來非常

嚴重的影響，但現在隨即被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所推翻。 
    研究指出，O[過去只觀察 1850 年後的氣候變化，並未考量遠古時期的氣候，

因此容易失真]。F[在重建 2 萬 1 千年前末次冰期鼎盛期海洋與陸地的表面溫度

後，透過這些數據與該時期的氣候模型相比較，及考慮冰河、鑽探、海床沉積物

等其他因素。結果發現，當時的海洋溫度與現在差距不大]。K[若研究的古氣候

限制能套用於未來情況，他們推測，發生極端氣候變遷的機率比預期低]。 
    但研究人員也強調，O[當時的地球環境與現今仍有差異]。他們認為，K[即使

海洋表面溫度變化相當小，仍會對中高海拔的地方的氣候有明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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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A 完整主張；E 關鍵證據；F 非關鍵的證據；H 原理連結；K 預測；L 假說；N 建議；O 說明；P 不

適當標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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