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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是以居位理論為基礎，探討大學生小組討論時，從初識到結識

的歷程中，如何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並探討持對立立場之兩組成員辯論社會科

學議題時的論證歷程及辯論後的組間居位和外評。 

在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方面，主要是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探得小組成員居位自

己與居位他人的結果，組間的居位除了以問卷調查之外，也同時分析組間論證攻

防時的話語資料。至於描述組內經由討論而慢慢形成小組的論證架構及論證的攻

防呈現，則是以質性資料的分析結果為主。 

研究結果發現：在組內互動的居位部份，初識時，成員間的居位結果顯示與

社會基模有關，而且居位者有自謙的傾向；結識後，小組成員對自己的居位會提

昇，顯示社會基模的刻板被弱化，表示結識後，組內的居位有重塑的現象。在小

組論證的建構部份，小組論證架構的建立歷程中，支持宣稱的依據會先確立，待

取得足夠的資料時，則進一步將資料轉換成支持理由；會設立限制條件來弱化反

例的衝擊；並強調多元資料來源、重視數據及對數據解讀方式的重要性；地位的

提昇與完成任務的輸出與貢獻有關，且輸出與貢獻愈大，地位提昇得愈高。在組

間論證攻防與居位部份，辯士面對反例攻擊時，會提出因應的實用解決方式；呈

現對比的有利數據突顯己方立場，來加強說服力；在攻防中，除了理性的論點，

也會出現感性的訴求。在外評組的評價部份，除了辯士的準備度會影響外評組的

支持立場之外，外評組支持立場的改變與否，和辯士如何對反例提出解決之道或

反駁有關聯。顯示在科學課室虛擬現實社會的辯論場中，外評組成員展現出相對

的理性。 

本研究從居位的角度出發，配合 Toulmin論證架構的分析，以瞭解大學生相

互居位及共同建構論證的歷程。依據研究發現，對課程設計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字：小組討論、居位理論、社會性科學議題、論證、辯論 



 

 

 

 

 



 

 

 

 

Investigating the Positio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ntragroup Discussion and Intergroup Debate via 
Socio-scientific Issue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Based 

on Toulmin's Patter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college students’ positioning and 

argumentation based on the positioning theory. For one, the processes of how 

individuals positioned themselves and others were explored during the progression of 

getting acquaintance via the group discourse activities. For another, the argumentation 

process, the intergroup positioning, and the listeners’ evaluation toward the two 

groups in opposite positions were explored in the context of socio-scientific issue. 

The results of positioning, which presented how the individuals positioned 

themselves, others, and different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quantitative data, a 

questionnaire. Besides, protocols derived from the argumentation proces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how the group members co-constructed the arguments were 

presented by the qualitative data. 

Several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As for the intragroup positioning, the group 

members had the tendency of being self-effacing, their positioning were influenced by 

social schema while they first met each other. After getting acquaintance, the group 

members’ self-positioning was improved, the influence of stereotypes relevant to 

social schema was reduced.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intragroup positioning was 

reconstructed during the acquaintance process. 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rgumen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group members always first identified the data 

which corroborated the claims during debate process; the data would eventually be 

transferred into warrants. Furthermore, qualifiers were proposed to eliminate the 



 

 

 

 

efficacy of rebuttals. The importance of data diversity and data interpretation were 

emphasized. Moreover, the promotion of positioning was related to group members’ 

degree of contribution. Finally, as for the intergroup argumentation and positioning, 

while the group members encountered debates, they provided pragmatic resolutions to 

explicit the data which can be used to strengthen their argumentation. Both rational 

and emotional arguments were proposed during the debates. The audiences’ 

evaluation toward the debaters was influenced by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debaters ’ 

arguments and how they interpreted the counterargument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audiences retained relatively rational standpoints during the virtual context of 

argumentation. 

The study was based on the positioning theory associated with Toulmin’s scheme 

for argumentation to explore college students’ positioning and argumentation proces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curriculum design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intragroup discussion; positioning theory; socio-scientific issues; 

argumentation;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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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新的學期，選修了一門教育學程課，走到教室看到阿寬和阿玲坐在教室後方的角

落，打了聲招呼後就坐到阿寬的旁邊，瞄了一下教室中的其他人，有幾位同學在上學

期的一門教程課似乎有看過，但其他大都是不認識的同學。上課鐘響了，老師進來後

花了點時間說明這學期的課程規畫，提到要抽籤分組討論，完成期中作業並上台報

告，抽完籤之後，阿寬和阿玲都抽到不同組，跟我抽到同一組的同學我都不認識，不

知道接下來要怎麼和這些剛認識的同學完成這學期的期中報告。……  

上述的場景在現今大學的課室中是很普遍的現象。在這種普遍存在的大學課

室場景中，其實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當一群彼此不認識的人，為了某個

課題而聚集在一起，在還沒有正式開始討論前，這群彼此不認識的成員是如何相

互打量彼此的？正式開始討論之後，這群有共同目標的成員如何進行討論？這群

不同成員間所提出的想法如何慢慢形成小組的共識？這些想法如何透過成員彼

此間的溝通而漸漸被精緻化？小組的成員又是如何運用語言來說服其他組員？

在互動中，小組成員又是如何看待自己與別人的表現？ 

要回答上述的問題，就必須調查小組成員互動前、中、後成員間如何看待自

己與其他成員；也必須掌握到在互動的過程中小組成員如何提出自己的想法，然

後與其他成員的想法相互激盪，進而共同建構出小組成員間的共識；更需要一個

能夠描述小組知識建構及地位建立歷程的理論來說明。 

循此，本研究以居位理論(positioning theory)為立基，選擇大學生修習教育學

程「環境教育」的課室作為研究場景，在課堂中設計和環境相關的社會科學議題

(socio-scientific issues)作為小組討論的課題，並於三次的課堂討論之後，進行同

一社會議題但不同支持立場的組間辯論活動。在研究歷程中，搜集相關的資料，

以瞭解組內及組間的居位歷程。本章分成五節，分別說明研究背景、研究的重要

性、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範圍與限制及名詞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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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 

從社會構成論(social constructivism)的觀點來看，知識是藉由互動的歷程而

逐漸被建構，而互動的歷程則需要仰賴話語來進行溝通(Burr, 1995)。因此，分析

互動歷程的話語就可以瞭解互動的成員建構了什麼樣的知識。而依據語言學家

Halliday的說法，話語具有三種元功能(metafunction)，分別為概念(ideational) 、

人際(interpersonal)及語篇(textual)功能(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胡壯麟、朱

永生、張德祿、李戰子，2005)。概念功能指的是話語所指涉的內容；人際功能

指的是話語中所呈現出來說話者與聽者及說話者與被說之間的關係；語篇功能則

是指話語呈現的形式。也就是誰對誰說話(人際)，說了些什麼(概念)，以什麼方

式說(語篇) (楊文金、陳世文、李哲迪、任宗浩、古智雄，2008)。 

如果把話語的分析拉到小組互動的場景中，成員間的互動主要是以口語或肢

體語言來呈現(語篇)，成員在互動時所說的話語一方面會逐漸形成該成員的形象

與地位(人際)，而另一方面談論的話語內容則逐漸形成小組的共識(概念)。為了

同時顧及小組互動場景中成員間話語的人際與概念功能，本研究採用居位理論的

觀點來分析成員因互動中的話語所建構出來的地位(人際)，並以 Toulmin 的論證

架構來分析小組所形成的共識內容(概念)。 

自從 Hollway(1984)將經濟學領域中的居位(positioning)概念引入到社會心理

學的研究之後，後續有一些學者則以居位理論為基礎，對社會中的衝突與結盟進

行研究(Sabat, 2008)，對課室中由老師所引導的小組互動進行研究(K. T. Anderson, 

2009; Berge & Danielsson, 2013)，對話語中所透露出來的高等教育所有權轉移進

行研究(Boxer, 2005)，這些研究都是針對互動中的話語所進行的質性研究，並沒

有以量化資料的觀點切入。而傳統對於小組地位的研究，通常都以問卷調查的方

式取得學生的學望與人望(邱旻昇，1999；黃俊儒，2000；葉蓉樺，1999)。這兩

者之間看起來似乎存在著典範的不同。從居位理論的研究來看，目前尚未有進行

量化的統計，以瞭解成員之間的居位，但這樣的結果，難免落於研究者的過度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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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之疑。而期望地位理論(expectation states theory)則是以問卷的方式調查成員對

於其他成員的想法，如果居位理論能結合期望地位理論的調查方式，並配合質性

資料的說明，必能更清楚瞭解小組成員間的居位歷程。因此，本研究為了要瞭解

組內成員間及組間的居位情形，同時使用量化的問卷進行調查，並輔以質性資料

進行雙重的佐證。 

論證在科學教學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許多論證的研究聚焦於論證的教學與學

習或是學生的論證表現之上(Chin & Osborne, 2010; Evagorou & Osborne, 2013;  

Garcia-Mila, Gilabert, Erduran, & Felton, 2013; Osborne, Simon, Christodoulou, 

Howell-Richardson, & Richardson, 2013; B. Schwarz, 2009; 洪振方、林志能，

2011；黃柏鴻、林樹聲，2007；黃翎斐、張文華、林陳涌，2008)。這些學者所

關心的大多是個體或是團體形成的論證能力或表現為何。鮮少談論到論證的歷程

中，除了理性的論證之外，論證的元素中如果有感性成份加進來之後，會是什麼

樣的情況。此外，上述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個人的知識的建構，而較少談及如何藉

由論證而建構團體的論證架構。因此，本研究以 Toulmin 的論證架構來分析團體

所建構出來的共識，應能提供論證研究新的視角。 

第二節 研究的重要性 

科學教育的目的之一即在培養學習者具有科學的素養(Norris & Phillips, 

2003)，科學素養不應只重視概念學習的成效，亦強調學習者談論科學的能力

(Bricker & Bell, 2008)。已有許多領域以不同的角度探討學習者談論科學，以及

如何提升學習者談論科學的能力。舉例來說，探究式教學不僅強調學習者具備觀

察現象的能力，也強調學習者提出解釋及自我檢核的能力(C. V. Schwarz & 

Gwekwerere, 2007)；有關學習進程(learning progression)的研究也強調，學習進程

探討的不僅是學習者概念學習的階段及改變情形，更強調將學習者融入社會情境

的面向(Krajcik, McNeill, & Reiser, 2008)。簡而言之，科學教育本著「學習者必須

融入及參與課室學習情境」的宗旨來談論促進科學學習的方法(Vygotsky,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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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論證研究亦本著將學習者融入學習情境的信念，強調理解及進行論證

是科學素養的核心(Erduran & Jiménez-Aleixandre, 2008; Jim´enez-Aleixandre, 

Rodŕ ıguez, & Duschl, 2000; Nussbaum, Sinatra, & Poliquin, 2008; Sampson & 

Clark, 2008; Simon, Erduran, & Osborne, 2006)。也就是說，學習者必須瞭解科學

上用以衡量證據可行性的判準、學會評估證據的可用性、利用證據提出相應解釋

的能力、以及評斷解釋的品質及精緻度(Jim´enez-Aleixandre et al., 2000; D. Kuhn, 

1992; Osborne, Erduran, & Simon, 2004)。 

具備論證能力的必要性，應可從科學本身及科學學習兩面向來說明。從科

學的面向來說，所謂科學即是一種論證的過程(Toulmin, 1958)，不僅止於知識的

累積，更著重於建構自身理論以及依據現象提出解釋(Kitcher, 1988)，這些暫時

性的科學解釋得以被挑戰及反駁，歷經爭論、衝突、及考驗，這是科學理論形成

的必經過程，亦是科學社群賴以維護品質的工具之一(D. Kuhn, 1992; T. E. Kuhn, 

1962; Lawson, 2003; Sandoval & Millwood, 2005; Verheij, 2005)。 

而從科學學習的面向來說，科學知識仰賴課室中的對話進行傳達與溝通，

是學習者獲得知識必不可少的媒介(Erduran & Osborne, 2005; B. B. Schwarz, 

Neuman, Gil, & Ilya, 2003)，而科學論證即為課室對話的一種形式，論證能力是一

種學習科學的工具，使學習者習得科學社群裡用來相互溝通的必備能力(Kitcher, 

1988)。  

雖然許多研究提及科學論證能力的重要性(Driver, Newton, & Osborne, 2000; 

Jim énez-Aleixandre et al., 2000; Zeidler, Osborne, Erduran, Simon, & Monk, 

2003)，然而，在概念本位為主流的科學教育潮流中，兼顧學習者論證能力的培

養以及概念的提升實屬不易(Simon et al., 2006)。首先，論證能力的教學必須以明

確且外顯的方式在課室中進行，教師必須提供明確的指示以塑造適當的課室情

境，學生才有進行科學論證的機會(Erduran, Simon, & Osborne, 2004; D. Kuhn, 

1991; Simon et al., 2006)。其二，即便是在科學課室中，課室對話裡能歸類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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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論證的成分極少(Newton, Driver, & Osborne, 1999)，多為與科學內容無關的論

點、或者資料證據不足的聲稱(Watson, Swain, & McRobbie, 2004)。第三，Watson

等人也認為科學學習常被教師及學生認定為具有特定的程序或方法，可以反覆在

不同的學習主題下，用一定的程序進行。最後，教師也常認定自身的職責之一便

是關注學生概念學習的成效(Simon et al., 2006)，因此，像是科學論證或科學探究

這類的課室活動，便鮮少在課室中有系統的進行。一方面，教師認為這類活動的

學習成效無法掌握，另一方面，教師常擔心無法回答與應對學生在進行這類活動

時，所產生的問題(C. V. Schwarz, Meyer, & Sharma, 2007)。而教師在培育的過程

裡，是否被灌輸這類活動或能力重要性的理念，也是值得思量的問題(C. V. 

Schwarz & Gwekwerere, 2007; C. V. Schwarz et al., 2007)。循此，本研究在師培課

程進行論證的活動，主要是讓師培生能夠有課堂進行論證活動的經驗，以便讓這

些未來的教師，能夠理解在課室中進行科學論證活動並不如想像中難，以利將來

這些教師能夠在課堂上進行科學論證活動的設計。 

傳統對於小組互動的研究，通常會以不打破建制的整班模式來進行，小組成

員由於已經彼此認識，且對於彼此的學業成就有所瞭解，因此，多採用可同時描

述組員人望及學望的聚集地位理論來說明小組成員的地位，藉由此一理論所反映

出來的地位，必須是建立在小組成員對於彼此的理解之上。然而本研究的課程是

選修課程，修課的學生通常來自不同系所及年級，而且以隨機分派的方式將學生

分組，小組成員之間並不相互認識。因此，本研究選擇適合描述組內成員動態互

動歷程的居位理論作為分析的理論架構。 

此外，由於社會科學議題涉及了生物學、社會學、倫理、政策、經濟及環境

等相關層面，因此社會科學議題是一種複雜、無標準答案、結構不明確及具有爭

議的議題(Simonneaux, 2008)。在此一複雜的活動課題中，不只是提供了多元能

力的環境，也同時提供了學生在此一環境中以話語進行居位及共同建構科學知識

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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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是以居位理論為基礎，探討大學生小組討論時，從初識到結識

的歷程中，如何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並探討持對立立場之兩組成員辯論社會科

學議題時的論證歷程及辯論後的組間居位和外評。 

依據上述目的，本研究的進程區分成兩階段，分別為小組討論階段及兩組辯

論階段。小組討論階段有三個分析焦點，一、組內成員在只知道組員彼此的就讀

系所與年級(初識)時，如何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二、組內成員經互動後，在逐

漸熟識彼此的過程中，如何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對自己與他人的居位是否會隨

著組員間逐漸熟識而遞變；三、互動後，組內成員所提出的個人論證如何逐漸形

成小組共享的論證架構。接著，兩組辯論階段也有三個分析焦點，一、持對立立

場的兩個小組如何利用第一階段所形成的小組論證進行論證攻防；二、兩個參與

辯論的小組如何居位己方與對方辯論時的表現；三、未參與該議題辯論的其他修

課的學生(外評組)在辯論前、後支持議題的立場是否改變，改變的理由為何，及

外評組如何評價兩個參與辯論小組的表現。 

二、待答問題 

1- 組內初識階段，組內成員認為那些背景能力是重要的？如何居位自己與居位

他人？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之間是否有差異？組內成員的聚集地位分佈情

形為何？初識階段飄香組成員認為那些背景或能力是重要的？如何居位自己

與居位他人？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之間是否有差異？組內成員的聚

集地位分佈情形為何？ 

1-2. 初識階段甜甜組成員認為那些背景能力是重要的？如何居位自己與居

位他人？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之間是否有差異？組內成員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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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分佈情形為何？ 

2- 小組成員因互動而結識後，成員認為那些背景能力是重要的？重要的背景能

力是否會隨互動而遞變？如何居位自己、居位他人與被他人居位？這些居位

情形是否會隨互動而遞變？組內成員的聚集地位分佈情形為何？是否會隨互

動而遞變？ 

2-1. 結識後，飄香組成員認為那些背景能力是重要的？如何居位自己、居位

他人與被他人居位？組內成員的聚集地位分佈情形為何？上述背景能

力的重要性、成員間的相互居位及成員的聚集地位是否會隨互動而遞

變？ 

2-2. 結識後，甜甜組成員認為那些背景能力是重要的？如何居位自己、居位

他人與被他人居位？組內成員的聚集地位分佈情形為何？上述背景能

力的重要性、成員間的相互居位及成員的聚集地位是否會隨互動而遞

變？ 

3- 兩個小組成員在各自的互動討論過程中，成員的個別論證如何逐漸形成該小

組共享的小組論證？從第一次互動到第三次互動的過程中，飄香組成員如何

逐次地豐富共享的小組論證？ 

3-2. 從第一次互動到第三次互動的過程中，甜甜組成員如何逐次地豐富共享

的小組論證？ 

4- 兩個小組的辯士在辯論的程過程中，如何利用前述的小組論證進行組間論證

的攻防？在辯論的過程中，兩個持對立立場小組的辯士如何利用已形成的小

組論證進行組間論證的攻防？ 

4-2. 在辯論的過程中，兩個持對立立場小組的辯士在論證攻防時如何居位己

方及對方立場？ 

5- 辯論後，外評組如何評價兩個參與辯論小組的表現？辯論前、後，外評組支

持議題的立場是否改變？外評組認為兩個參與辯論小組在辯論的過程中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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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最具代表性的論點為何？ 

5-2. 外評組對兩個參與辯論小組的辯論表現評價為何？ 

5-3. 外評組在辯論前、後支持議題的立場是否改變？立場改變的原因為何？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場域在師範大學教育學程的環境教育課程中，參與課程的學生以

大學生為主，並有六位研究生，這些大學以上的學生社會化及成熟度較高，在議

題資料的搜尋、整理及形成辯論策略的過程中，並不太需要授課教師或助教的逐

步引導或協助，與高中、國中小階段的學生所需的協助與引導程度不同。 

居位理論探討的是在故事情節中使用話語的個體如何進行居位，而面對初

識的個體或只有動作及眼神交流的活動，如棒球活動中投打之間的相互居位，則

沒有涵蓋在居位理論討論的範圍中。 

基於研究人力與物力考量，在小組討論形成小組論證階段，所收集的話語

資料，只限於小組成員於課堂中的口語資料，至於小組成員私下以網路平台、即

時通訊或另外安排小組討論時間的口語資料，不在研究所收集的資料當中。 

由於開放全校選課的關係，參與課程的學生除了同系所之外，不同系所的

學生之間並不熟識，這與高中、國中小階段的學生組成形式不同。 

第五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主題涉及居位理論、論證、社會科學議題等相關主題，由居位理論

所延伸出來的名詞有居位、居位自己、居位他人、地位平均值及聚集地位，接著

則是論證與社會科學議題。 

一、居位理論(positioning theory) 

居位理論是由經濟學中發展出來的，開始是用於市場的領域，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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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個體將自己的產品與其他產品進行比較時，對自己產品及其他產品所做的

定位(place)。在社會科學中，對於 position 與 positioning 的概念，最初是由

Hollway(1984)在分析異性關係此一領域中主觀建構的。居位的概念主要是用來

區隔「角色」這種相對較固著的地位特徵，所代表的是一種隨著事故情節而變動

的狀態，而且居位這個概念也同時包含自己看待自己及自己如何被他人看待這兩

者之間的拉扯。 

二、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positioning themselves and positioning others) 

由居位理論所衍生而來的就是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兩個概念。在小組任務

的故事情節下，居位自己代表一種自我期望，是指將自己居位於小組中某一地

位，是個體對自我在小組中所期望獲得某階層地位的表徵，是自我期望及自信心

的表現。居位他人則是指在考量自己地位的情況下，對他人的居位，將他人的地

位居高於自己，表示居位者認為自己不如對方，反之亦然。 

三、地位平均值(mean of positioning) 

由於本研究的場景為大學生針對社會科學議題進行討論與辯論，而要完成

這項任務時，需要多元的背景或能力作為故事情節，而每位成員在這些多元的背

景或能力的故事情節中，相互居位後會得到每位成員在各項背景或能力的居位

值，這些居位值代表的就是每位成員聚集地位的分項地位，將這些分項地位加以

平均所得的結果即為地位平均值，地位平均值的出現只為了檢定成員間聚集地位

的差異，地位平均值愈大，表示聚集地位愈高，反之亦然。 

四、聚集地位(aggregated status) 

Cohen(1997b)和 Bianchini(1997)認為在科學課室中最常被啟動的地位特徵

是被知覺到的學術能力及人緣，也就是學術地位(academic status)及同儕地位(peer 

status)，而兩者的加總可稱為小組成員的聚集地位。而 Berger與 Fisek(1974)所提

出的說法認為，一個地位特徵的重要性，端視該特徵與任睥的相關程度而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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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聚集地位，是由成員的背力、與論證相關的能力及其他重要能力所組成。

其計算方式是將每位成員在各項重要背景與能力的地位平均值加總而得，用來說

明每位成員在小組的場域中之地位高低。 

五．論證(argumentation) 

論證就是一段從支持的資料、理由推展(advanced to)到結論的話語(Herrick, 

1998)。本研究中的論證以 Toulmin(1958)的論證架構作為基礎，分析小組成員所

在小組討論時所共同形成的宣稱、資料、理由、支持、限制與反駁六個論證元素，

用來瞭解小組成員如何共同形成小組論證及組間辯論時，兩組辯士如何進行兩組

立場的論證攻防。 

六．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s) 

社會性科學議題指的是具有對立性論點或社會情境兩難的議題，且這些議

題和科學之間有概念層面或科技層面上的連結或相關性(Sadler, 2004)。本研究中

的社會科學議題指的是一種準真實性的社會科學議題，並且以兩組對立的情境來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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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社會科學議題小組討論及組間辯論之居位情形，並

以 Toulmin論證架構為分析取向，以瞭解小組討論所形成的論證架構與組間辯論

時的論證攻防。不論是小組討論或組間辯論的居位，都仰賴話語的相互溝通，而

所有的話語依據 Hallidy的說法，都具有概念、人際及語篇三種元功能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本研究中的居位考量的是話語的人際功能，而論證的分析

則是屬於語話的概念功能，圖 2-1為在社會性科學議題的小組討論及組間辯論語

域中，以話語功能來貫穿本研究之理論架構關係圖。 

 

圖 2-1 理論架構關係圖 

本章第一節說明話語的人際功能，探討居位理論的小組互動地位觀；第二

節則從話語的概念功能切入，簡要說明論證的理論與實徵；第三節則以社會科學

議題為背景，說明在社會科學議題中的論證與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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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小組互動的地位觀 

居位理論原先是經濟學中的概念，用來說明某一類貨品的生產公司，如何

看待自己的產品與其他廠商所生產的同類商品。也就是在同時考量自己與其他廠

商的產品情況下，對這些同類商品的定位(Hollway, 1984)。Hollway 首次在討論

性別差異的研究中，將 positioning的概念引入到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領域中，此後

開展了以 positioning theory 為基礎的相關研究(K. T. Anderson, 2009; Berge & 

Danielsson, 2013; Boxer, 2005; Harré, Moghaddam, Cairnie, Rothbart, & Sabat, 2009;  

Sabat, 2008; van Langenhove & Harré, 1999)。 

團體中的居位可分成兩種，一種是發自個體本身的居位，第二種方式是指

個體在團體中被其他成員的居位，屬於互動後的產物。第一種方式的居位稱為自

行居位(positioning oneself)，代表一種自我期望，是指將自己居位於團體中某一

地位，屬於個體對自我在團體中所期望獲得某階層地位的表徵；第二種方式的居

位稱為取得地位(taking up positions)，其內涵指的是一種互動過程後的居位，就

是在與他人溝通之後所取得的地位，是一種社會互動之後的結果(Hollway, 

1984)，這兩者的加總就是個體在團體中的地位。 

居位的概念，可被視為一種動態的、不同於「角色」這個概念中較為靜止

的想法(van Langenhove & Harré, 1999)。而且居位除了是自己看待自己的想法之

外，也包含了別人對自己的想法。由此一想法出發，當個體處於與他人互動的環

境中，就不是以一種固著的角色出現於互動之中，是一種具有個體本身的動機、

情緒、目標及他人對自己的看法的總合。此外，居位理論考量的除了個人對自己

與他人對自己的想法之外，也同時注重互動時的環境與互動時所使用的話語。 

一、居位理論的三要素 

van Langenhove 與 Harré(1999)在《Positioning theory: Moral contexts of 

intentional action》一書中提及居位理論的三要素為地位 (position)、意圖行動

(act-action)與故事情節(storyline)。由於意圖行動主要展現於行動者的話語，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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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年時，Harré等人將意圖行動具體化為話語(speech art)(Harré et al., 2009)，

其關係如圖 2-1所示。以下針對居位的三要素地位、話語及故事情節三項居位理

論的要素進行說明。 

（一）地位(position) 

居位理論中所指的地位，可由 Harré與 van Langenhove(1999)的說法看出居

位理論對於小組地位的看法： 

地位是一種人格特質的集合體，這個集合體以多元的形式被建構出來。多元的形

式指的是經由一些被團體所認可的權利、責任及義務對個體的分配，而這樣的分配會

影響人與人之間、組與組之間、及甚至是個人內在的活動。……  

一般而言，地位是相互關聯的，當一個人被定位(positioned)成一個較有權力的人

之後，其他人就相對地被定位成較無權力的。就算在一群由無能力者所組成的小組

中，也會產生相對的較好的成員或是較差的成員。而個體在此一過程中，雖然被地位

所支配，但有時也能對抗或推翻它的控制。而地位的內部運作有許多形式。有些情況

下，這種成員間的地位關係是逐漸形成的，通常會以特殊領域的貢獻來分配。在另一

些情形下，成員間的地位關係較不易改變，例如一個對廚房工作無法勝任的人，他在

廚房工作的權利就容易被剝奪。  

(譯自 Harré & van Langenhove, 1999,pp. 1~2) 

依據上述的說法居位理論的地位觀可歸納出下列幾點：1.團體內的地位是一

種有限的資源，當有成員被定位成較高地位時，則其他成員就相對地被定位成較

低地位。2.地位高低是由組成的成員，依照權利、責任與義務相互定位而來，而

且是一種相對的關係，並無絕對的地位存在。3.成員在被定位的過程中，可以默

認、質疑甚至推翻被定位的結果，也就是說被定位的結果是可變的。4.成員間地

位的關係有時候是逐漸形成的，並會視成員在團體中的貢獻度來進行分配的。5.

有時候成員間的地位關係，受限於團體中的個人能力，所以無論如何決定地位，

都會是同樣的結果。 

從上述的整理可知，首先，團體內的地位是一種有限的資源，所以不可能

所有的人都同時處於高地位或低地位。因此本研究在設計小組地位問卷時，則考

量到此一觀點，讓小組成員對於自己與其他成員的表現進行居位時，依序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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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的評分(n視小組成員數而定)，數字愈大代表表現愈好、貢獻愈多。 

其二，小組成員的地位高低是由組成的成員依據小組所認可的權利、責任

與義務相互定位而來，因此小組成員的地位不僅是其他成員對自己的看法之總

合，還包含小組成員在小組中如何定位自己。本研究所設計的小組地位問卷，讓

位成員在居位別人時也要居位自己，這滿足了小組成員在考量自己的表現或貢獻

的情況下，對自己與他人的表現進行居位的理念。 

歸納要點的 3~5 點主要說明地位的可變動性及地位的形成可能是逐漸形成

或是一開始就形成，為了瞭解小組成員的地位的形成是屬於那一種狀況，並探求

地位的能動性，本研究在小組成員尚未互動前的初識階段及三次的互動之後，都

進行居位問卷的調查，以瞭解該小組成員的地位是逐漸形成抑或是一開始就形

成，並藉由四次的調查結果來瞭解小組地位的能動性。以回應待答問題一、二中

小組成員的居位情形。 

（二）話語(speech art) 

居位理論採用了社會構成論的觀點，認為自我可以公開地表現在許多話語的

實踐當中，例如說明自身的故事、對他人的行動產生反應、表達懷疑、責難情境

中的不公平…等。居位理論所強調的個體，是一種融入到社會情境中的個人特

性，並非是由個體自己的心理結構或組織特徵所單獨形成的(Harré & van 

Langenhove, 1999)。由此一觀點看來，個體有可能是體認到或期許自己在社會互

動的場合中想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或代表什麼樣的身份，因此以該身份的立場來

組織其話語，並藉由與他人進行話語溝通的歷程，形成自己對自己及對他人的居

位。 

有一些運用居位理論來分析藉由公開的演說或是衝突雙方的話語內容，以瞭

解話語在居位時所扮演的角色，相當能夠突顯出話語分析對於雙方如何居位的歷

程的重要性(Boxer, 2005; Moghaddam, Harré, & Lee, 2008; Sabat, 2008)。也有一些

研究從居位理論的角度針對教師與學生或學生之間的話語互動來瞭解師生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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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間的居位歷程(K. T. Anderson, 2009; Berge & Danielsson, 2013; Ritchie, 

2002)。上述無論是對於演說、衝突雙方的對話、師生對話及小組成員之間的對

話，其分析的資料都是話語。本研究在小組討論及小組間進行辯論時，也都同時

收集小組成員或組間成員互動時的話語資料，以配合小組地位問卷的調查結果，

並瞭解小組成員的地位改變，可能是受到那些話語的影響。 

（三）故事情節(storyline) 

居位理論第三個要素是故事情節，約與所謂的情境脈絡意義相近，但卻又是

一種考量任務內容與特性的情境脈絡。誠如 Harré與 van Langenhove(1999)所言，

在某個特定的情況下，如果某位成員被視為較無能力完成該項任務時，則該位成

員就不可能被居於高位，而某位成員若被視為較有能力完成該項任務時，則該位

成員除了被居於較高地位之外，對於要完成該項任務時的工作分配或支配其他成

員的行為，則被視為較具合法性。由此看來，故事情節是一種考量成員完成團體

任務能力的情境脈絡。 

除了完成團體任務的能力作為故事情節之外，個體也可建構自己的故事情

節，將自己定位於某一特定位置，以利其獲得所想要的機會。 Ritchie(2002)研究

學生在進行科學小組活動時的居位歷程時發現，當小組的任務是將電池、燈泡及

電線連接成通路，以便讓燈泡發亮時，整個小組的主要故事情節就是圍繞在完成

這個任務的能力中。率先完成電線通路的男學生們具有較多機會操作實驗器材，

而一旁一直未能夠操作實驗器材的某位女學生則向男學生說表明男學生已是這

方面的專家，但是女生們仍然是生手，並請求男生的協助以學會如何操作實驗器

材。在原先的故事情節中，有能力將電池、燈泡及電線連結成通路的成員掌握了

操作實驗器材的權力，但後來的女同學藉由將自己居於低位，將男同學居於高位

的方式自行建構了另一種故事情節，在這個故事情節中，男生成為指導女同學的

專家角色，而女生則獲得實際操作實驗器材的機會。由此看來，雖然完成團體任

務會產生完成該項任務的主要故事情節，但只要團體內的成員對於所處的情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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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仍然可以自行建構出另一種故事情節。 

此外，Berge與 Danielsson(2013)分析大學生分組解答物理問題時，也發現除

了藉由逼近答案的方式來處理物理問題的主要故事情節之外，小組成員也在對話

出出現以理解物理的方式來處理物理問題、以準備即將到來的考試面對物理問

題……多元的另類故事情節，並認為這些故事情節以混合的形式(mixing storyline)

出現在對話中。 

本研究所設計的最終課題為組間辯論，為了完成辯論活動，小組成員有三次

的討論時間，因此調查小組成員認為完成辯論活動而進行小組討論活動時的重要

背景與能力，以這些重要的背景或能力及學生互動時的話語資料作為理解小組成

員建構出來的故事情節。 

二、居位的模式 

依據上述居位三要素的討論可以發現，居位是在特定的故事情節中，以話語

來進行溝通與互動，而互動的結果就是個體對自己與他人的居位。然而組內成員

也可能對於自己或對他人對自己的居位感到不滿意，而試圖推翻先前的居位而再

居位，Boxer (2005)將居位的模式表示如下圖所示： 

 

圖 2-1-1 居位模式圖(譯自 Boxer, 2005, pp. 346) 

從居位模式圖可以看到，不論小組成員是進行自我的居位或是居位他人，

都是藉由對話、故事情節、話語活動與修詞活動等交互作用而完成的，較粗黑的

居位他人 

對話 故事情節 

修詞活動 

話語活動 自我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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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頭是指第一階的居位，而較外圍灰色的箭頭則是指第二階的居位。 

依據 van Langenhove & Harré (1999)所提出的居位模式之中，最常見的居位

可區分為第一及第二階居位(first and second order positioning)。第一階居位涉及成

員定位自己與他人的方式，本質上是依據完成團體任務所涉及的故事情節及倫

常。但是當成員對於第一階居位提出質疑或需要溝通的時候，第二階居位就會發

生。也就是說，當第一階居位時，在故事情節中被居位成某一地位的成員認為其

地位不應處於該位階時，第二階居位就會發生。簡而言之，在第一階居位時，當

成員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的落差太大時，第二階居位就會啟動。 

由此看來，第一階居位是組內成員依據團體中的倫常與規範而形成，若以社

會心理學的觀點來看，此一過程涉及了個人基模(personal schema)與自我基模(self 

schema)的比照，個人基模處理人格特質方面的社會訊息，以便能在與他人的互

動與經驗中將他人進行類別化的作用 (Augoustinos & Walker, 1995; 楊文金，

1997)，在本研究中具體呈現出來的是對他人的居位；自我基模處理的是個體對

自己概念的結構，在本研究中具體呈現出來的是自我居位。而這兩種概念的具體

表現就成了第一階居位的內容。 

居位模式中的第一階居位，強調成員在定位自我與他人的時候，是以小組規

範與倫常來進行居位，而此一觀點與楊文金(1997)與黃俊儒(2000)所引用吳稚暉

先生在「科玄論戰」中所提及的「雖善無徵，無徵不信；雖善不尊，不尊不信」，

有關訊息來源的尊與卑概念，來說明「尊尊、親親」的分配正義原則是相一致的。

也就是說，當成員處於小組內的情境中時，對他人的定位與判斷是具有相當的主

觀性，而且此一主觀性與小組規範、倫常及價值觀具有很強的聯結。此處小組的

規範、倫常及價值觀在居位理論的立場上，代表的就是小組的故事情節。 

第二階居位的發生主要是導因於第一階居位的不平衡，只要是團體中的成員

對第一階居位的結果產生不滿意感，就會發動第二階的居位，而團體中的其他人

也因而受到此一影響也同時展開第二階的居位。本研究中，學生面對的是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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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議題的組間辯論，而要辯論之前則是組內的討論，雖然組內討論的氛圍是以合

作建構出辯論時的論點為主，但討論的期間對於某些議題的想法難免會有所不

同，因此第二階居位的現象應會經常發生。而第二階居位過程何時結束，則端視

小組成員的互動，若所有的人都達到可接受的階段，則第二階居位就會停止，若

無法進行一次第二階居位就達到所有人都滿意的階段，則居位作用還會持續發

生，而不論接下來的居位過程是否停止，都稱之為第二階居位。 

第二階居位的發生，究其原因，應是組內成員對自我的期望未能受到其他成

員的認同所引起，因為其中一位成員對第一階居位之後，自我的地位感到不滿

意，才會造成第二階居位的發生。因此，第二階居位所內含的個人動機、意圖與

目標，則比第一階居位來得明顯，這與 Kunda(2000)提及互動過程中，因個體的

動機、目標等因素，影響到個體的判斷有相同之處。 

綜合以上對第一階與第二階居位模式的討論，小組內第一階居位的開始源於

小組成員對他人與自我的社會判斷，與聚集地位有相當大的關聯；而第二階居位

導因於小組成員對第一階居位的不滿意，而不滿意的來源為成員對自我在小組中

的地位期望有關，與成員的動機、意圖與目標有相當大的關聯。 

三、互動前社會基模的啟動與居位 

居位理論聚焦於人際間藉由話語互動後的結果來分析人與人之間的居位情

形，但似乎並沒有論及互動前的人們如何進行居位。然而當人們初識時是否真的

不會對彼此進行打量嗎？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種視角來說明。 

當人們面對不熟悉的事物時，會進行社會推論，而社會推論包含三個步驟：

收集社會資訊、選取與作判斷有關的資料及匯集這些資料作出判斷或決定(Weber, 

1992/趙居蓮譯，1995)。收集完社會資訊，並選取資訊並對這些資訊作判斷時，

會受到先前的期待及過去的經驗影響，這就是社會基模的啟動。 

社會基模是一組思想有組織、具階層性及有效性的簡化經驗後所產生的內在

思考捷徑，用來快速地理解新情境中所遭遇的問題。社會基模有協助記憶、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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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判斷及期望等四項功能，當新資訊和社會基模一致時，基模會幫助我們記住

這個新的資訊，並強化基模的穩定性；社會基模可以幫助我們作新的解釋與判

斷；社會基模也可以協助人們對於未來事件的預期(Weber, 1992/1995)。而人與人

的初識就是一種新情境中的新工作。由於本研究對於分析人與人初識時的歷程感

興趣，而居位理論並沒有提供人與人初識時的居位歷程如何進行，因此選用社會

心理學中社會基模的概念來說明初識時的居位。 

四、居位理論與期望地位理論間的關係 

居位理論主要是透由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團體成員的互動，國內較常被使用

來說明團體成員互動情形的理論為期望地位理論，以下從幾個角度來看居位理論

與期望地位理論之間的異同。 

（一）小組成員地位的形成 

期望地位是基於成員彼此對解決問題時可做出什麼貢獻之預期，此一預期

就會形成彼此間相對位階的差異，接著以此位階上的差異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進

行互動。而這種對他人能夠解決小組問題的期望，就是期望地位(Wagner & Berger, 

1993; 葉蓉樺，1999)。由此可知，期望地位是個體對於他人解決問題能力的一

種期望，而這樣的期望會產生一種形成位階的力量。由上述期望地位的看法可以

看出，期望地位強調的是成員對他人的預期想法，並未考量到成員對自我的期

望，而且對自我的期望所呈現出來的行為與意圖，也同時會對小組內的地位形成

產生影響。 

相較之下，居位理論除了考量成員對於其他成員的期望之外，也將自我的

期望考量在內，也就是以對自我的期望為基準之下，進行對其他成員的表現進行

預期(Boxer, 2005)，而展現在具體的表現上，就是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結果。

期望地位理論與居位理論都試圖解釋小組互動中地位形成的因素與互動過程，然

而，期望地位理論似乎將期望他人的個體忽略了。誠如社會心理學中在提及自尊

的概念時，說明個體會對自我進行評估，不論此一評估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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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oustinos & Walker, 1995)。雖然自尊會受到社會外界的影響，然個體就算處

於團體中，也會有對自我的想法與看法，這是不容忽視的現實。 

（二）小組成員地位的變動性 

依據期望地位理論的說法，小組內成員會因為彼此的地位差異，而演化出

互動的不平等。而一旦小組內的地位形成，就容易傾向於穩定，不易改變(Wagner 

& Berger, 1993; 邱旻昇，1999)。而葉蓉樺(1999)的實徵研究中發現，小組內的成

員會利用與高地位者接近、獲得高地位者認同的方式來取得較高的地位。由此看

來，期望地位理論並不認為小組成員地位是完全固著的，但認為小組成員的地位

會傾向穩定。而居位理論則傾向於認為小組成員的地位結構，只要其中一位成員

感到不滿意，就可能會產生變化，變動性較高(Harré & van Langenhove, 1999)。 

以 Ritchie (2002)的研究來看小組成員地位的變動性，在他的研究場域中，

有一對女學生（兩人一小組形成一對）與另一對男學生進行電流的實驗時，一開

始男學生掌握了所有的儀器操作權，於是某位女學生就採用了符合這對女學生當

時地位的柔性居位策略，男學生因為認可女學生所提的意見，因此讓出了儀器操

作權，並教導這對女學童如何正確地操作儀器。由此看來，小組成員的地位似乎

並非是較固著的，但 Ritchie 也提及這種發生在小組成員間的地位轉移，不容易

被觀察到。 

（三）小組成員地位的可聚集性 

Berger 與 Fisek(1974)認為由於小組的任務不同，因此決定小組成員地位的

特徵也會不同，而這些不同的地位特徵是可聚集的，屬於一種聚集的期望結構

(aggregated expectation structures)。而針對科學課室中小組成員間的互動進行研究

之後，Cohen(1997b)和 Bianchini(1997)認為在科學課室中最常被啟動的地位特徵

是被知覺到的學術能力及人緣，也就是學術地位(academic status)及同儕地位(peer 

status)，而兩者的加總可稱為小組成員的聚集地位。 

居位理論也認為要完成一個複雜的小組任務時，會需要多元的特徵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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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這些特徵與能力就是小組的故事情節(Harré et al., 2009; van Langenhove & 

Harré, 1999)，小組成員的地位就是在此一特定任務下的故事情節中相互居位而

得，這與期望地位理論所談論的地位特徵的可聚集性是相同的。由於本研究聚焦

於小組成員初識及結識的居位，因此成員初識之前，並無法瞭解彼此的學望與人

望，但卻可從彼此的背景及需要完成辯論活動的任務中推論出可能需要的背景或

能力，因此本研究的重要背景與能力問卷而在探求小組的故事情節。 

五、居位理論與評價系統(apprasal system)間的關係 

語言學家 Martin 和 Rose(2003)也提出評價系統的概念來分析話語中的人際

關係，評價系統處理的是隱藏於話語中的意涵，著重於說話者在溝通時的態度、

說話者情感投入的程度及做出評價的根源。也就是說，評價系統在意的是說話者

在說話時內心對於話語內容所持的態度為何？使用了什麼樣的情感投射來說出

這個評價？而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評價？這些面向的話語分析雖然可以較清楚

地理解說話者對於所談論事物或人物的內在評價，但較不關心這些評價的話語在

社會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本研究聚焦於人際互動時的話語如何逐漸形成人際的地位網絡，及以透過

這些話語的交流如何逐漸建構小組的共識。雖然本研究一開始引用 Halliday所創

立的系統功能語言學中語言功能的概念，而對於相同屬於系統功能語言學的

Martin和 Rose(2003)也提出了人際分析系統，但由於這項評價系統與本研究的旨

趣較無關聯，因此選用居位理論來說明人際互動時的地位網絡及共識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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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論證的意涵與實徵 

Toulmin(1958)提出論證的架構之後，許多科學教育學者使用 Toulmin 的論

證架構來分析學生的論證能力與表現，本節首先說明論證的意涵與評量，並簡要

回顧與論證有關的實徵研究。 

一、論證的意涵與評量 

論證的意涵，可從個人及社會兩個層面來說明(D. Kuhn, 1992)。由個人的層

面來看，論證即是個體評估、精鍊、並建立理論的過程(Duschl, 1990)，不僅是一

種說話的形式，更是使學習者得以瞭解科學知識被建立的過程，意即一個觀點的

產生、採納、認可以及捨棄(Lawson, 2003)。由社會的層面來看，論證亦指以各

種形式，諸如言語、寫作，在社會互動的情境下表達與維護自身的立場(van 

Eemeren et al., 1996)。論證必須是各方觀點的整合與交流，參與論證的個體必須

在互動的過程中表達自身觀點、並在獲得別人提供的新論點後重新審視自身的觀

點(Erduran & Jiménez-Aleixandre, 2008; B. Schwarz, 2009)。 

論證分成分析型論證(analytical arguments)、辯證型論證(dialectical arguments)

以及修辭型論證 (rhetorical arguments)三種形式 (Jim´enez-Aleixandre et al., 

2000)。分析型論證是由個人依照邏輯產生假說，並經由歸納與演繹的過程獲得

結論，完整的結論甚至包括了舉出悖論的實例；辯證型論證是由群體在討論或辯

論的過程中產生，可針對證據不明顯的假說進行共同推理，屬於非正式的邏輯推

理過程；修辭型論證則是具演說的本質，也就是具有對外宣稱並使人信服的目

的。本研究中，主要聚焦在小組成員間的論證及組間論證的攻防，因此屬於辯證

型論證及修辭型論證兩種形式。 

關於論證品質的評量，Toulmin(1958)認為論證的品質應以更多元的面向來

衡量，而不僅止於傳統的因與果、假說與結論這種單純的面向探討。他提出論證

的元素包括宣稱(claim)、資料(data)、理由(warrant)、支持(backing)、限制(qual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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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駁(rebuttal)六個元素(Toulmin, 1958)。Toulmin 以「哈利是一個英國人」這個

宣稱為例。首先，宣稱「哈利是一個英國人」必須被「哈利生於百慕達群島」這

項資料所支持；資料即由各種事實所組成；而理由「生於百慕達群島的人通常都

是英國人」則是用來表達宣稱與資料之間的連結，由宣稱與資料推斷而來；支持

「相關的法規」則是用以強化理由的可信度；而限制「亨利符合這些條件」用來

強化宣稱的有力程度；最後，反駁「除非哈利的爸媽都不是英國人，或者哈利早

已具有美國國籍了」則是代表某種例外的情況。 

Toulmin 提出之論證組型被爾後之學者廣為採用(Garcia-Mila et al., 2013)，

因其論證組型具備某些特點及合理性(Verheij, 2005)。首先，在一個論證中，理由

和支持可依領域或情境改變；其二，一個論證可以用反駁來界定例外的情況；再

者，一個論證具有其有效的範圍；最後，可用論證的完整性、包含元素的多寡來

衡量一個論證的品質。本研究採用 Toulmin 的論證架構，來分析小組成員藉由互

動的歷程共同建構的論證及組間的論證攻防。 

二、論證的實徵研究 

近年之論證相關研究，不僅止於探討個體的論證能力，亦以各種多元的面

向及形式來探討課室中的科學論證。這些論證研究大致可分述為幾類，第一，依

論證相關的其他能力對論證能力本身進行探討，第二，探討如何提升與促進論證

的品質，例如教師信念的轉變、以及如何塑造適當的論證環境及教學法。 

（一）論證及其相關能力 

決定論證品質的高低通常會有幾個納入考慮的因素，包括了小組成員間對

他人論證的反饋程度、小組成員所提出的想法被其他成員反駁及挑戰或使用資料

來提出宣稱的頻率、以及小組成員對衡量論證品質規準的瞭解程度。首先，小組

成員間對他人論證的反饋程度。例如，在 Evagorou與 Osborne (2013)研究中，比

較兩個小組的論證品質，發現較成功的小組，小組成員間較會聆聽對方提出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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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以協商的方式產生結論；反之，較不成功的小組，成員間的論證過程比較像

是論點的累積，而缺乏小組成員間的交流、聆聽、與協商，也鮮少針對他人的論

點提出疑問。儘管成員間的交流與協商對個體知識的形成極有幫助，卻鮮少在課

室中發生(Mercer, Wegerif, & Dawes, 1999)。此外，小組成員間互相詢問的問題是

否發揮功能，亦是評估小組論證品質的方法，當小組成員間提出之問題聚焦在所

討論之議題時，較能導致成功的論證(Chin & Osborne, 2010)。其二，小組成員所

提出的想法被其他成員反駁及挑戰或使用資料來提出宣稱的頻率，在 Evagorou

與 Osborne (2013)研究中，提出較少宣稱的那組，在經歷了四節課的論證活動後，

並沒有改善他們所提出的論證的品質，提出宣稱即代表提出該議題的解決方法，

而較成功的小組能提出相對多的宣稱作為該議題的解決之道。第三，小組成員本

身的知識程度亦是影響論證品質的關鍵(Osborne et al., 2004)，當個體的知識有限

時，更難以衡量資料的可用性及論證品質的好壞；最後，小組成員對衡量論證品

質判準的瞭解程度，亦左右了整個小組產生之論證品質。在 Evagorou與 Osborne 

(2013)研究中指出，小組成員對論證結構的察覺與重視，是影響小組論證成功與

否的因素。將論證品質有差異之小組做比較，發現較成功組別的成員，會針對他

們自己提出之論證的結構進行討論與修正，也就是說，若小組成員能察覺到論證

結構本身的重要性，便有助於論證品質的提升。小組成員必須對論證的本質及論

證的品質判準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才有辦法進行這樣的後設認知(Chin & Osborne, 

2010; Evagorou & Osborne, 2013)。 

這些研究大致提出的結果都指出，學生能理解一個宣稱必須要有證據的支

持(Garcia-Mila et al., 2013)，並且也會以證據充足與否來挑戰其他人的觀點

(Sandoval & Millwood, 2005)。儘管如此，學生在自己進行立論時，在提出證據

上卻面臨了困難(Bell, 2004)，他們時常堅持原本的宣稱，即使他們手邊的證據顯

示出相衝突的結果(Evagorou, Jime ńez-Aleixandre, & Osborne, 2012)。此外，

Sandoval與 Millwood 認為學生對於將資料和宣稱之間連結的能力有限，他們大



第貳章 文獻探討 

 

25 

 

多不知如何解釋為何資料與宣稱之間具有關連，以及資料是如何支持宣稱的，因

為學生認為資料本身即為不證自明的事實資料本身就可以代表證據，不需要進行

額外的解釋或評估。 

（二）促進課堂中的論證品質 

教師與學生是課室中兩大核心的角色，也就是說，課室中的論證品質與教

師本身的信念及教學策略有關，亦與學生對論證及其任務的瞭解有關。因此，促

進課室中的論證品質，應可由幾個面向來探討，意即 1.教師教學信念的轉變、2.

認識論與社會情境的轉變，茲分述如下： 

1. 教師教學信念的轉變 

個體與個體間的溝通與思想的表達，都仰賴語言為媒介，因此，語言在科學

課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Lemke, 1990)。就科學論證的角度來說，語言不僅是表達

論證或宣稱的基礎，更是使教師得以引導學生進行論證的媒介。因此，教師在課

室中所使用的語言極為重要，教師所使用的語言不只關係到所表達之概念的正確

性，更顯露出教師本身的信念(Lemke, 1990)。例如教師傾向於認為學習即是知識

的累積，亦或是學生參與學習情境的過程(Mortimer & Scott, 2003)。換句話說，

若要將傳統以知識與成效為中心的學習取向轉變為現今注重學生必須參與學習

情境之取向，教師首先必須改變其對科學學習的信念，意即用以引導學習的語

言，這不只是更換使用的詞彙那樣簡單，而必須是信念的根本轉變(Simon et al., 

2006)。  

儘管教師常將自己定位為「學生」與「科學知識」兩者之間的媒介(Duit & 

Treagust, 2012)，但以現今的科學教育觀點來看，科學學習不僅止於知識的累積，

更是師生共構知識的過程。然而已有研究指出，教師們對現今的教學與學習觀點

瞭解非常有限，他們無從得知最新的科學教育研究進展，亦或不知道該以怎樣的

方式攝取科學教育研究的知識，而導致他們的教學信念仍停留在傳統「知識累積」

的觀點(R. D. Anderson & Helms, 2001)。因此，研究者與教師之間充分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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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成為科學教育研究能實際融入課室裡的關鍵(Duit & Treagust, 2012)。 

科學教育研究者與教師之間應可形成互惠的角色，當研究者提供理論依據及

實務資源以幫助教師有所轉變時，教師同時也激發了研究者的反思與靈感，諸如

工作坊或其他形式的座談，皆能增進研究者與教師之間的溝通與互惠(Osborne et 

al., 2004; Simon et al., 2006)。舉例來說，Simon等人(2006)以工作坊的形式培養教

師論證教學的素養，並以Toulmin的論證組型為基礎，作為發展教學的依據；而

Osborne等人(2004)則以為期一年的座談形式，與教師共同設計論證的教學，這些

教師也在這一年的座談期間，在他們的班級中進行數個論證教學。這樣的交流方

式無論對研究者或教師雙方都有許多助益。 

首先，研究者與教師間的交流促進了雙方無形中的相互學習，例如，Toulmin

的架構使研究者得以評量教師或學習者的論證品質，更提供教師們進行課程的指

標參考，教師得以依據Toulmin的架構來組織科學概念的內容並引導學生進行

Toulmin架構中提到的成分作為論證活動的步驟，教師本身也得以經由Toulmin

的架構瞭解論證及科學的本質(Simon et al., 2006)。 

其二，研究者與教師間的交流使得理論依據得以實體化，研究者得以基於

Toulmin的架構，設計讓教師們覺得實用且可行的教材與教學策略，以提升課室

中的論證品質。開發這些實體教材極為重要，畢竟對教師而言，這些教材才是具

體、可理解的東西，亦是能直接應用在教學上的工具。也就是說，工作坊的交流

使研究者能更具體的設計教材並因應教師的需求(Simon et al., 2006)。 

再者，研究者與教師間的交流使教師得以獲得與科學教育研究相關的知識，

諸如近代學者對教學提出了哪些建議與原則，使教師得以改善其教學策略，例

如，在Simon等人(2006)研究中，工作坊成功影響了教師的教學技巧，有三分之

二的教師在工作坊進行的過程中，改變了他們在課室中引導論證的方法及品質。 

最後，這樣的交流方式有助於教師教學信念的轉變(Osborne et al., 2004;  

Simon et al., 2006)，在Simon等人(2006)研究中，工作坊進行的初期，許多教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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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對新的教學取向的焦慮，他們擔心學生的學習成效，例如當教師舉出兩個相違

背的宣稱，或鼓勵學生進行反駁論證，這會不會使學生混淆並強化了他們非科學

的概念呢？這樣的擔憂是可理解的，畢竟在傳統的課室教學裡，教師的任務便是

提供學生正確無誤的知識(Osborne, 2001)。然而在工作坊連續進行了一年後，這

些教師的質疑已明顯的減少，他們開始認同在課室中塑造論證環境的作法，使學

生有機會反思、討論、辯論他們的觀點，並評估手邊可得的證據能支持理論的程

度，這種引導學生融入科學學習情境的作法，對學生的助益很大(Simon et al., 

2006)。而在Osborne等人(2004)研究中也發現，在進行了為期一年的教學與實踐

後，教師們的疑慮明顯減少了許多，教師們開始有了信念上的轉變，認為在課室

中提供學生檢視理論被適當的證據支持與否的機會，並討論與反思證據是如何支

持理論的，這樣的方式能促進學生參與課室活動的情境。總而言之，這種以理論

依據引導教師專業成長的方式，儘管教師在為期一年的工作坊中，信念上沒有根

本的轉變，但他們的確修正並拓展了他們初始的想法。因此，培養教師在課室中

進行論證活動的能力是重要的，引導學生進行論證這並非僅止於遵循一個特定的

步驟那麼容易，而是教師必須知道何時需要介入學生的論證過程提供幫助，以及

如何激發學生產生新的論證(Erduran et al., 2004)。  

然而，欲增進教師與研究者間的交流，其實也面臨了實踐上的問題，其一，

即便提供經費的補助以鼓勵教師參與校外工作坊，但實際上教師們甚少有機會從

他們的班級裡抽身(Simon et al., 2006)；其二，教師必須在遵從課程目標的條件限

制下，想辦法將論證活動融入他們的教學，要同時兼顧論證活動與概念發展兩者

並進並不容易。然而，儘管在概念本位的課室教學中融入論證或其他探究性的活

動並不容易，但教師與研究者間的交流仍有助於教師改變對課室及教學本質的信

念，並發展完全不同取向的教學實踐(Osborne et al., 2004; Simon et al., 2006)。由

此看來，若能在培育師資時，在課程中安排師培生實際參與論證活動，一方面可

提昇教師對於論證活動的信念，另一方面也能夠讓師培生瞭解活動進行時需要注



第貳章 文獻探討 

 

28 

 

意的面向，從師培的源頭來提昇教師對論證活動的認識。 

2. 認識論與社會情境的轉變 

在課室中塑造論證的情境，必須兼顧認識論的及社會的兩個面向(Osborne et 

al., 2004)。由認識論的面向來說，教師及學生都必須瞭解對各種現象的解釋應是

多元的，並非只有唯獨一個正確的解釋；由社會的面向來說，對話必須在適當的

社會情境下才得以進行，例如讓學生以小組的形式進行討論、上台演示、以及活

動進行時教師適時的引導與幫助。 

簡單來說，教師的角色即是促進學生進行討論，鼓勵學生選擇並表達自己的

立場，教導學生如何提出可信的，具有證據支持的論證(Osborne et al., 2013)。教

師不僅必須懂得引導學生論證的過程，亦必須理解論證的本質。舉例來說，Simon

等人(2006)以 Toulmin 的論證組型為基礎，帶領教師進行教學，雖然教師皆依據

Toulmin 的架構組織上課內容，鼓勵學生表達自己的立場與推論，然而只有其中

一位教師意識到與原宣稱相違背的宣程(counterargument)之重要性，諸如對宣稱

的反駁，或提出與原宣稱相違背的宣稱。這樣的分析結果顯示，在 Toulmin 的架

構中，反論證或者反駁相對來說是困難或容易被忽視的。而研究者也可依據這樣

的結果，發展出一個階層性的論證教學目標(Simon et al., 2006)。 

論證的本質必須在課室中以具體且外顯的方式強調，學生才得以理解論證的

本質、目的、與過程(Erduran et al., 2004; D. Kuhn, 1991; Simon et al., 2006)，也就

是說，教師必須提供好的範例以促進學生發展並瞭解論證的過程。例如，教師以

實際的範例舉出何謂強的論證與弱的論證，並帶領學生討論為何其中一個論證較

另外一個來的適當(Osborne et al., 2004)。強的論證包括了充足的證據，並以反

駁，也就是反論證，來鞏固自己提出的宣稱；而弱的論證則是無根據的斷言

(assertion)，缺乏資料或支持來證實自己的宣稱(Osborne et al., 2004)。 

如前所述，課室中的論證並非自然產生，必須由教師塑造適當的情境(D. 

Kuhn,1991)，然而，僅止於提供具爭議性的社會科學議題並不保證能產生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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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Osborne et al., 2004)。教師本身必須要修正其對傳統課室教學的觀念，並具

備一些教學技能，才有辦法在欲鼓勵學生進行論證時，以適當的方式引發學生開

始進行論證，並在論證的過程中進行適當的引導(Jim énez-Aleixandre et al., 2000;  

Osborne et al., 2004)。  

第三節 社會科學議題中的論證與居位 

一、社會科學議題的重要性與特性 

目前社會中許多重要社會議題都牽涉到科學及科技面向的議題，即所謂的社

會科學議題(Sadler & Zeidler, 2004)。這些社會科學議題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其複

雜性來自現代科學與科技發展的規檢日益強大(Price, 1963)及科學與政治、經

濟、文化等層面的相互影響也愈來愈緊密(Bridgstock, Burch, Gorge, Laurent, & 

Lowe, 1998)。以科技相關的議題作為導向的教學發展，已是目前科學教育的重

要思潮之一(AAAS, 1994)。這說明了社會科學議題的重要性。 

社會科學議題涉及了生物學、社會學、倫理、政策、經濟及環境等相關層面，

因此社會科學議題是一種複雜、無標準答案、結構不明確及具有爭議的議題

(Simonneaux, 2008)。由於社會科學議題具有上述的特性，使得現代公民如果要

瞭解社會科學議題，就要具備有現代的科學素養(黃俊儒、簡妙如，2010)。PISA

將科學素養定義為學生必須要能分辨「個人意見」及「具證據基礎的主張」的不

同，而且能夠應用所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做出有證據作為基礎的結論(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8)。 

若將社會科學議題轉換成社會科學議題的課程時，課程的內容應該包含四個

部份：科學本質、對話、文化及個案導向(Zeidler, Sadler, Simmons, & Howes3, 

2005)。所謂的科學本質指的是學生的科學認識觀會影響他們對證據的選擇與評

估，進而影響對議題的決定；對話則是指藉由讓學生討論議題，教師可觀察到學

生在論證的過程中透露出的信念、情感與倫理觀；文化指的是不同文化、不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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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間需要相互尊重和包容；所謂的個案導向則是藉由個案探討讓讓學生提升倫理

的覺知、傾聽不同的聲音、檢視科學事業的權威。在科學課室中，若能引進社會

科學議題的討論，不但能訓練學生建構關於此類議題的科學知識，提昇學生的論

證能力，也能進一步培養學生參與社會活動，成為社會公民作準備(Oulton, Dillon, 

& Grace, 2004; 林樹聲、黃柏鴻，2009；林樹聲、靳知勤，2012)。 

當學生面對社會性科學議題的問題情境時，為了維護自己的立場或是反駁別

人的觀點，資訊的收集、理論及證據的使用都是相當重要的(Oulton et al., 2004)。

而資料的收集、理論及證據的使用、提出支持自己立場的觀點及反駁別人的觀點

這些正是 Toulmin(1958)所提及的論證元素。顯見社會性科學議題與論證之間的

緊密關聯性。 

二、社會科學議題與論證和居位的關係 

個體的知識涵養往往左右了他們形成論證的品質，尤其當必須針對科學理論

或現象提出解釋時，這種對知識本身的依賴更加明顯，個體除了必須掌握大量的

資料以支持自己的宣稱外，更必須對衡量科學證據品質的判準有最基本的瞭解

(Osborne et al., 2004)。而 Osborne等人也認為社會科學議題之所以時常作為論證

的題材，是因為這些議題使學生得以依照生活經驗或平日知識的累積，來發展並

提出他們的想法，以及他們個人的價值觀。 

國內外許多學者也經常以社會科學議題作為探討學生論證能力或表現及教

師論證教學的成效(Evagorou & Osborne, 2013; D. Kuhn, 1993; Simonneaux, 2001, 

2008; Zeidler et al., 2003; 林樹聲、黃柏鴻，2009；黃柏鴻、林樹聲，2007；廖孟

諄，2011)。這些研究指出由於社會科學議題包含了多元學科及無標準答案的特

性，因此具有讓學生進行討論及辯論的空間，且在過程中，可以幫助學生具備提

出主張、理由、反駁及評估或解釋證據的科學素養。 

此外，若能將社會科學議題設計兩難的情境，學生則更能瞭解社會科學議題

的爭論焦點，並在過程中對持有不同立場的雙方的支持理由能更理解，並能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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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立場的優缺點有認知及批判，進而提出較集的解決方案(Zeidler & Keefer, 

2003)。而且一般的社會科學議題通常只有贊成或反對某一議題兩種立場，例如

最近的「是否同意繼續興建核四發電廠」之議題，對於這樣的命題只有贊成或反

對兩種立場，並沒有針對核四或其他發電方式進行比較的空間。單一面向的議

題，不論是贊成或反對的意見通常會被媒體大量地傳播，學生只要具備搜尋資料

的能力，持贊成與反對的專家學者之意見也容易在網路上找到，這些專家學者的

意見通常都已經具備論證的元素，而學生只需要將這些網路上找到的資料記起

來，並無助於學生的論證能力培養(Simonneaux, 2008)。  

為了解決學生直接從網路上找到已經整理好的資料，降低學生自行建構出論

證的情形，Simonneaux (2008)提出了以準真實性(quasi-authentic)社會科學議題讓

學生進行論證的想法。準真實性社會科學議題指的是以虛擬的時空為背景，提出

與現實生活中的社會科學議題相似但不盡相同的議題，以避免學生由相關的媒體

報導或資料中取得現成的一套論證內容。 

社會科學議題適合進行的方式如角色扮演、辯論、公聽會……等形式。在

Simonneaux(2001, 2008)的研究中，則討論了角色扮演與辯論兩種方式對於提昇

學生論證的效果，其研究結果顯示由於論證需要提出資料、支持的理由、針對不

同立場的論證進行反駁等面向，尤其是反駁對方的論點在論證的研究中通常被視

為具有較好論證能力的表現，因此辯論的方式比角色扮演的方式更容易看到反駁

的論證表現，所以 Simonneaux認為社會科學議題的教學活動較適合用辯論的方

式來進行。 

在辯論的過程中，辯士會提出贊成己方立場之論點，也會面臨反對己方立場

的質詢，而面對這些反對己方立場的質詢時，辯士是如何回應的呢？是用己方的

資料來加以說明？或是提出支持的理由來回應？抑或是提出感性的訴求來引起

注意？Laudon(1977)提出了解決問題的進步模式，即面對相互競爭的理論時，只

要有新的辦法可用來解決所面對的問題，則這個新辦法就是一個較好的方法。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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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面對反對立場的攻擊時，是否會採用此一方式來面對？因為辯士在立場上不

可能因為面對反駁就轉變自己的立場，因此辯士如何面對辯論時反駁論點的挑

戰，也是相當值得瞭解的歷程。 

知識是藉由辯論中的話語交流而逐漸形成，藉由人與人之間及自我對話的交

流，使得彼此間的想法逐漸內化成為個體的知識(Vygotsky, 1978)。林燕文與洪振

方(2007)認為論證是一種社會性的、講求成員之間的合作認知及支持解釋的知識

論活動，論證過程中，藉由成員間互相批判檢視和反思的過程，可促進成員對科

學概念的理解。由於社會科學議題的論證活動可以個人與個人或團體與團體來進

行，但唯一不變的就是彼此間的對話。依據 Halliday與 Matthiessen(2004)的說法，

話語包含了概念、人際與語篇三種功能，對話是語篇的形式、論證內容是語言的

概念功能，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居位就是語言的人際功能。 

社會科學議題的論證活動中，在收集資料階段需要對收集到的資料進行評

估，這是一種對不同資料來源及內容的居位；在提出支持的理由時，也要針對不

同的支持理由進行居位；在反駁對方的論點時，則是針對自己的資料和理由與對

方的資料和理由進行居位，這些論證的歷程都包含了居位在其中。本研究聚焦的

是小組討論期間成員間的居位及小組辯論活動後的組間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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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社會科學議題的辯論活動為場景之下，以居位理論及 Toulmin 的論

證架構理解組內互動及組間論證攻防的居位歷程。在此一架構之下，研究歷程區

分成小組互動及兩組論證攻防等兩個進程。 

在小組互動的進程中，研究重心首先聚焦於組內成員在只知道課題的內容及

同一小組組員的就讀系所與年級的初識階段如何居位自己與居位其他成員。其次

則是瞭解組內成員經互動後，在在逐漸熟識彼此的過程中，如何居位自己與居位

其他成員，每次互動後對自己與他人的居位是否會有所改變，若有改變的話，則

並進一步探求改變的理由及可能的因素。再者則是分析組內成員所提出的個人論

證如何逐漸形成小組共享的論證架構。 

在組間論證攻防的進程中，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從小組內部成員的居位與共識

形成轉換到兩組成員如何進行組間的論證攻防，及在經歷論證攻防之後，兩組成

員如何相互居位。此外，兩組論證攻防的同時，其餘修課的其他成員則作為外評

組，對於兩組論證攻防的結果進行評價，評價的標準則是以外評組在論證攻防時

所感知兩組辯士提出的重要論點、評價兩組辯士的論證攻防表現，以及兩組的辯

士的論證攻防是否能夠改變外評組的立場及改變立場的原因為何，來作為兩組論

證攻防的評價。 

欲取得上述研究進程中相關的資料，除了在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研究工具之

外，對於研究場景中參與者的背景、社會科學議題課程如何設計及取得的資料如

何進行分析等面向，需要進一步的說明。本章將先說明參與課程的學生、小組討

論與辯論如何進行作為研究場景的故事情節，其次說明課程的設計相關理念與內

容，接續則說明資料收集的種類，最後則說明收集到的資料如何分析及分析的焦

點為何。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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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場景 

本研究的場域以某師範大學教育學程中選修課程—環境教育作為場景。該門

課程開放給全校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選修，是一門兩小時兩個學分的教育學程課

程。 

一、課程參與者 

本課程的參與者有修課學生 51名、授課教師 1名、課程助教 3名，3名課

程助教中，由 1位助教與授課教師相互討論形成課程的設計與時間安排，另外 2

課程助教則負責協助攝影、錄音及資料分發等資料收集工作，並未參與課程的設

計與安排。以下分別就課程的參與者進一步說明。 

（一）修課學生及焦點學生的選取 

參與此次研究的選修學生有 51名，年級的分佈從大二到碩四，其中以大二

14 人、大三 16人及大四 15人為主，碩士生有 6人。選修學生的系所來自各學

院十五個系所，從學生的就讀年級及科系，顯示此一課程的選修學生來源相當多

元。 

當學生完成選課之後，為了進行後續的社會科學議題辯論活動，在課堂即將

結束的十分鐘以前，以抽籤的方式將學生隨機分成八組，每組約 6~7名學生。當

學生完成分組之後，只有短暫地讓成員們討論組名為何，並沒有馬上讓這組的學

生進行討論。在小組討論前一週上課的最後幾分鐘，先將八組學生區分開來，並

讓八組的學生推派出代表進行電能源、牛肉、水資源及冷媒四個社會科學議題的

抽籤。當各組的代表抽完籤，並告知同組成員抽到的議題內容之後，各組成員就

陸續離開，並沒有進一步的小組互動。 

當學生抽完議題之後，本研究從四個議題中隨機抽取出「電能源議題」作為

焦點，而抽中電能源議題的兩個組別則為分析的焦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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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課程參與流程 

小組第一次互動的當週，前面一個小時是教師的授課時間，進行環境教育的

授課，授課的內容避開小組討論的相關議題。而課堂的第二個小時，則是讓小組

成員進行小組討論。小組討論的三週都是在相同情境下完成。 

當三週的小組討論之後，接著則進行兩週的組間辯論活動，首先是四個小組

針對前兩個議題進行辯論，而本研究的焦點組別飄香組與甜甜組的辯論，則是在

辯論活動的第二週第一組開始辯論。選擇飄香組與甜甜組的理由在於這兩組的成

員組成最為接近。相關的研究進程，請參閱第一章的研究架構圖。 

由於小組討論的空間需求，選擇在階梯教室上課，而為了避免小組討論時組

與組之間的相互干擾，以及考量討論相同議題的組別在空間上的區隔，因此將各

小組討論的位置固定，各小組分配的位置如圖 3-1-1所示。從圖上可看到甜甜組

的小組討論位置位於教室左邊位置最上方，而飄香組的位置則位於教室右邊位置

中間，兩組之間隔了中間一排座位。

 

圖 3-1-1 小組討論教室座位分配圖 

（三）教師與助教的角色 

授課教師與助教在小組成員進行討論時，並不提供與議題相關的訊息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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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也未針對如何形成小組辯論策略提出說明。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只針對小

組討論應有的進度、問卷填寫、辯論規則及注意事項提出說明。 

而在組間辯士進行辯論活動時，由助教擔任辯論時的主持人，負責控制組間

辯論進行時的程序與時間控制；授課教師則擔任評審，在所有組別的辯論活動都

進行完成後的下一週，針對八組辯士的表現做出評價及檢討辯論表現的可進步空

間。授課教師及助教在辯論活動進行時，並沒有對正在辯論的辯士表現進行評估

或介入。由此看來，不論是小組討論階段或是組間辯論階段，授課教師與助教的

角色較屬於「作為參與的觀察者(observer-as-participant)」角色。 

第二節 研究設計 

一、辯論議題的設計 

（一）辯論議題設計理念 

學生參與的課程為環境教育，因此選擇以社會科學議題作為組間辯論的主

題。由於現實生活中的議題通常會透過媒體大量報導，而這些報導的內容通常是

已經站在某種立場的論述。因此選擇現實生活中的例子雖然可以較貼近學生的生

活，但是學生卻會習慣於使用這些媒體已經現有的論述內容來說明，較少以自己

的想法來進行論證，若使用準真實性的議題來讓學生進行討論，則可避免掉上述

的問題(Simonneaux, 2008)。因此，本研究採用準真實性的議題來讓學生進行辯

論。 

本研究所設計的準真實性議題具有下列幾個特點： 

1. 除了時空與事件發生的情境是虛擬的之外，其他的相關知識及議題的內容都

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相關的佐證資料，例如：核能發電、火力發電、基因

改造食品、瘦肉精、興建水庫、越域引水、冷媒……等； 

2. 由於事件發生的情境是虛擬的，因此學生除了上述現實生活中可以查到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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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之外，其餘內容不易由相關新聞報導中取得現成的一套論證方式，這使得

學生必須將相關的資訊，藉由小組成員間的討論形成一套小組的論證； 

3. 社會科學議題援引科學知識時，通常是將科學拿來當背書的角色，而較少涉

及科學知識間的辯證關係；而且社會科學議題中的爭論點通常在於經濟與環

境之間、政策與環境之間……等。本研究為了突顯議題中科學知識的份量，

因此設計了兩組對立情境主要發生在科學知識上的議題。 

（二）辯論議題的內容 

基於上述兩組對立情境的準真實性社會科學議題的設計理念，本研究找尋了

電能源、牛肉、水資源及冷媒四個面向的社會科學議題，並在每個議題下發展出

兩組對立情境的辯論課題，以下分別呈現四個議題的內容。 

1. 電能源議題：一座兩機組的核能發電廠 vs. 一座五機組的火力發電廠 

西元 2018之後，第一核能發電廠與第二核能發電廠由於商轉執照到期而相

繼停止運轉，導致台灣的民生、工業供電量不足，需要新的電力來維持民生、工

業之供電。在現今仍無法有效利用其他天然資源提供穩定且足夠的發電量之情況

下，台灣電力公司為達填補每年空缺的電量提出了兩個方案，一個是興建一座具

有兩個運作機組的核能發電廠；另一個是興建一座具有五個運作機組的火力發電

廠來因應。這兩種電廠的興建都有其利弊。核能發電廠有發生核能事故的疑慮，

而且核能廢料的存放安全與用地取得也受到質疑；而火力發電廠除了需要更多的

土地來興建電廠之外，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亦受到環保人士的責難，隨著近年來天

然資源減少而造成火力燃媒成本的提高，而增加了火力發電的成本。但是台灣是

一個天然物資缺乏的國家，而且也無法負擔同時興建這兩種發電廠的成本，因此

只能選擇台電所提供的這兩種方案中的一種來興建。有兩派科學家分別支持核能

發電或火力發電，甲方科學家支持核能發電廠的興建；乙方科學家則支持火力發

電廠的興建。請依據上述所設定的條件進行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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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牛肉議題：美國瘦肉精牛肉 vs. 中國基因改造牛肉 

台灣每年消費牛肉 10萬公噸，總產值達新台幣 200億左右，其中台灣牛肉

的自給量約為 1萬公噸，其中的 9萬公噸必須仰賴進口牛肉的供應。美國與中國

兩個牛肉出口國都想賣牛肉給台灣消費者。由於台灣的消費者偏好食用肉質較瘦

的牛肉，因此美、中兩國都試圖提高牛肉瘦肉比例，以提昇該國牛肉在台灣的市

佔率，但是兩國所使用的方法不同，以下是兩國銷售給台灣牛肉的比較表。 

表 3-2-1 美國牛與中國牛進口條件比較表 

牛肉銷售國 美國 中國 

提高瘦肉比例的方法 在飼料中加入瘦肉精 基因改造 

核准、檢驗機關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 

中國檢驗、檢疫總局 

開放之後可簽署的貿易

協定 

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

定 TIFA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簽署貿易協定的門檻 允許含瘦肉精牛肉每年

進口量達 6萬公噸 

允許基因改造牛肉每年

進口量達 6萬公噸 

由於台灣目前對於牛肉的需求量約為 10萬公噸，扣除自給量 1萬公噸之後，

只剩下 9萬公噸的牛肉消費額度。而美國與中國想要銷售給台灣以簽定經貿協定

/協議的門檻皆為 6萬公噸。若同時開放兩國的進口，依據目前台灣的消費額度，

很有可能兩國的牛肉進口量都無法達到簽定經貿協定/協議的門檻，因此只能選

擇其中一個國家的進口牛肉。有兩派科學家分別支持不同國家的進口牛肉，甲方

科學家支持美國牛肉進口；乙方科學家則支持中國牛肉進口。請依據上述所設定

的條件進行辯論。 

3. 水資源議題：在黃蝶翠谷蓋一座水庫 vs. 越域引水到南化水庫及曾文水庫 

由於這幾年台灣南部的降雨量太集中，形成夏、秋季豪雨成災，冬、春季缺

水嚴重，南部民生及灌溉用水不足，需要水資源的重新調配，經濟部水利署提供

了兩個水資源調配的方案，第一個方案是在美濃黃蝶翠谷蓋一座水庫，另一個方

案是將高屏溪的水部份引流到南化水庫及曾文水庫進行貯存與調節。這兩個方案

都有其利弊，在美濃黃蝶翠谷蓋水庫會影響當地生態、遊憩及附近農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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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越域引水也可需要開挖引水管線，對管線經過的地區之生態也有某種程度的影

響，更有些人認為先前八八風災時小林村被淹沒就是因為越域引水工程所造成

的。由於南部冬、春兩季的缺水問題日益嚴重，而且礙於經費問題無法同時興建

水庫又越域引水，因此只能選擇其中一個方案來解決南部冬、春缺水問題。有兩

派科學家分別支持蓋水庫或越域引水方案，甲方科學家支持興建黃蝶翠谷水庫；

乙方科學家支持採用越域引水到南化及曾文水庫的方案。請依據上述所設定的條

件進行辯論。 

4. 冷媒議題：氫氟氯碳化合物(HCFCs) vs. 氟氫碳化物(HFCs) 

一九三〇年代人類發明了氟氯碳化物（簡稱 CFCs）作為冷氣冷媒及清洗溶

劑的化學物質。但是科學家在一九七〇年代時卻發現 CFCs 會破壞臭氧層，而引

起地球大規模的環境變化如溫室效應、生態系統破壞及人類健康傷害。因此全球

各國於一九八七年共同提出「蒙特婁議定書」，規範各國管制 CFCs 的使用。為

了取代 CFCs 的使用，科學家相繼發明了氫氟氯碳化合物(HCFCs)及氟氫碳化物

(HFCs)兩種替代品。然而隨著科學家進一步的研究出爐，發現氫氟氯碳化合物

(HCFCs)也會破壞臭氧層；而氟氫碳化物(HFCs)則是一種強溫室效應氣體，其造

成的溫室效應比 CO2或 CH4還要高。 

在目前尚無其他更環保、更無害的冷媒替代品發明之前，有兩派科學家分別

支持氫氟氯碳化合物(HCFCs)或氟氫碳化物(HFCs)的使用，甲方科學家支持氫氟

氯碳化合物(HCFCs)的使用；乙方科學家則支持氟氫碳化物(HFCs)的使用。請依

據上述所設定的條件進行辯論。 

從上述的議題內容可以看到，每一個議題都包含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支持立

場，電能源議題是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與火力發電廠兩種立場的對決；牛肉議題

則是進口美國瘦肉精牛肉與中國基因改造牛肉的對決；水資源議題則是蓋水庫與

越域引兼的對決；冷媒議題是氫氟氯碳化合物(HCFCs)與氟氫碳化物(HFCs)兩種

冷媒的對決。因此每組會抽中某一個議題中的一種立場，支持某一立場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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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有反對另一立場的情況，類似論證與反論證(counter argument)之間的關係。 

二、Big Idea的設計理念 

社會科學議題本身就包含了生物學、社會學、倫理、政策、經濟及環境等相

關學科，而且是一種複雜、無標準答案、結構不明確及具有爭議的問題。基於社

會科學議題概念內容上的特性，就符合 Cohen 與 Lotan(1997)所提出的 Big Idea

的想法，Cohen和 Lotan認為要達到小組活動的平等性，就必須將小組活動課題

設計成符合多元能力的情境，以便讓具備不同能力的學生在學習與互動的歷程

中，都能夠發揮所長而且相互尊重。要達到上述的目的，小組活動的課題就必須

包含了多元能力的組成，而且小組課題必須是一個開放性的、沒有標準答案只要

求學生發揮自己才能來表現的、多種活動組織而成的、無法由單一學生獨立完成

該任務的、鼓勵每位小組成員都能投入課題且對課題的完成有不可或缺的貢獻。 

除了社會科學議題本身的特性符合 Big Idea之外，在小組討論時，也會提供

每個小組一套視覺化輔助工具，視覺化輔助工具包含一張半開的大便利貼及一疉

小便利貼，以大便利貼作為小組辯論架構的底圖，而小便利貼可填寫小組成員面

對社會科學議題時所想到的各種想法，以便小組成員可以一邊討論一邊慢慢形成

小組的論證或概念架構。視覺化輔助工具具有概念分享與獲取的功能，更能協助

小組成員完善共同的想法(Bosch, King, Herbohn, Russell, & Smith, 2007)。而視覺

化工具除了上述的功能之外，也同時提供了小組成員美工方面的能力發展機會。 

三、辯論活動的設計 

本研究的辯論活動採取標準美國奧瑞岡式辯論制度(Oregon Style Debate)，標

準奧瑞岡式進行方式採所謂的「三、三、三」時間制。即申論的時間、質詢的時

間及結辯都各為 3分鐘，整個辯論活動合計 42分鐘。進行的程序如下： 

1. 甲方一辯申論（3分鐘），乙方二辯質詢正方一辯（3分鐘）； 

2. 乙方一辯申論（3分鐘），甲方三辯質詢乙方一辯（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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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方二辯申論（3分鐘），乙方三辯質詢甲方二辯（3分鐘）； 

4. 乙方二辯申論（3分鐘），甲方一辯質詢乙方二辯（3分鐘）； 

5. 甲方三辯申論（3分鐘），乙方一辯質詢甲方三辯（3分鐘）； 

6. 乙方三辯申論（3分鐘），甲方二辯質詢乙方三辯（3分鐘）； 

7. 乙方結辯（3分鐘），甲方結辯（3分鐘）。 

 
圖 3-2-1 辯論程序圖 

從辯論程序圖的內容可以看到，甲方一辯申辯後，由乙方二辯進行質詢；而

當乙方二辯完成申辯後，則由甲方一辯進行質詢，兩位辯士之間具有交互申辯與

質詢的關係。 

第三節 研究進程 

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進程，在不同的的研究進程中由於不同的研究焦點，因

此在研究進程中所搜集到的資料及其所對應的研究問題，將以下圖來呈現。 

圖的最左方是活動流程，圖中呈現的除了研究進行的過程中，在討論前、第

一到三次分組討論及組間辯論的時之外，也同時說明該項活動是如何進行及進行

的時間長度。圖 3-3-1中間的內容則是呈現收集的資料內容，包含小組重要背景

/能力問卷、小組成員地位問卷、小組討論語料、組間辯論的的語料、辯論雙方

的自評與他評、辯論前、後外評組的支持立場調查及理由及外評組對辯論雙方表

現的評價等內容。 

甲方一辯 

甲方三辯 

甲方二辯 

甲方結辯 

乙方一辯 

乙方三辯 

乙方二辯 

乙居位他

人 

居位他人 

方結辯 



第參章 研究方法 

 

42 

 

圖的最右方則是呈現本研究的問題，並以線條將研究所收集的資料與研究問

題之間進行連結。 

從研究進程圖的內容可以看出，在討論前，學生將被隨機分成八組，而其中

因為飄香組與甜甜組成員的組成較為相近，而被選擇為本研究的分析焦點組別。

由於參與的學生在討論前並沒有進行對話，因此收集的資料有小組重要背景/能

力問卷及小組成員地位問卷，以瞭解組內成員在初識階階，組內成員認為那些背

景與能力是重要的，並如何在此一情況下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 

 

圖 3-3-1 研究進程圖 

活動流程 收集資料 待答問題 

討論前 

抽籤，將學生隨機分成

八組，並選擇飄香組及

甜甜組作為本研究觀察

的焦點組別 

 

 小組重要背景/能力問卷 

 小組成員地位問卷 

第一次分組討論 

各組針對議題內容與辯

論策略討論一個小時 

第二次分組討論 

各組針對議題內容與辯

論策略討論一個小時 

第三次分組討論 

各組針對議題內容與辯

論策略討論一個小時 

 小組重要背景/能力問卷 

 小組成員地位問卷 

 小組討論語料 

 小組重要背景/能力問卷 

 小組成員地位問卷 

 小組討論語料 

 小組重要背景/能力問卷 

 小組成員地位問卷 

 小組討論語料 

 辯論組雙方語料 

辯論組雙方對辯論表現的

自評與評他 

外評組對議題辯論前、後

支持立場及理由 

外評組對辯論雙方表現的

評價 

1. 組內初識階段，組內成員認

為那些背景能力是重要的？如

何居位自己、居位他人與被他人

居位？組內成員的聚集地位分

佈情形為何？ 

2. 小組成員因互動而結識後，

成員認為那些背景能力是重要

的？這些背景能力是否會遞

變？如何居位自己、居位他人與

被他人居位？這些居位情形是

否會遞變？組內成員的聚集地

位分佈情形為何？是否遞變？ 

3. 小組成員在互動討論過程

中，成員的個別論證如何逐漸形

成該小組共享的小組論證？ 

4. 在辯論的程過程中，辯士之

間如何進行組間論證的攻防與

相互居位？ 

5. 辯論後，外評組如何評價兩

個參與辯論小組的表現？辯論

前、後，外評組支持議題的立場

是否改變？ 

組間辯論 

飄香組 V.S.甜甜組  

辯論完，飄香組與甜甜

組進行組間居位評分，

外評組則針對兩組表現

給予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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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一到三次的分組討論分別舉行三週，小組成員的活動主要是針對議題

內容與形成辯論策略討論一個小時，所收集的資料包含小組重要背景/能力問

卷、小組成員地位問卷及小組討論時的話語。以作為分析小組成員因互動而結識

後，成員認為那些背景或能力對於進行辯論活動的討論是重要的，並瞭解小組成

員如何在互動的過程中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進一步可以瞭解在不同時期的居位

歷程中，組內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結果是否改變。在論證方面，則是探求

從第一到第三次的分組討論中，小組成員如何形成小組的論證架構，這方面的內

容則是由小組討論的話語來提供。 

在組間辯論，也就是所謂的組間論證攻防階段，辯論的組別飄香組與甜甜組

成員除了完成辯論活動之外，在辯論之後也要對自己組別及對方組別辯士的表現

進行居位。而對於外評組的成員來說，在議題正式進行辯論之前，會調查外評組

成員支持那一種立場，並詢問支持該立場的原因，而在聽了兩組辯士的辯論之

後，除了重新調查支持那一種立場及支持的原因之外，也收集了外評組所感知兩

組辯士所提出的重要論點。這些資料提供辯論雙方如何看待對方及自己的表現之

外，也提供了第三方對於兩組辯士表現的評價。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區分成質性資料及量化資料兩大部份，質性資料是小組

內與組間居位歷程的話語資料，用錄音筆及錄影機來收集；量化資料則是以問卷

的方式來收集，包含小組互動過程中的居位問卷、辯論前外評組支持立場與理由

調查問卷、組間辯論後組間相互居位的問卷及組間辯論後外評組支持立場、理由

及評分問卷。以下分述之。 

一、質性資料收集 

（一）小組討論時的話語資料 

當小組成員進行討論時，以錄影及錄音的方式取得小組成員間的對話，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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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轉錄成文字稿。 

（二）組間辯論時的話語資料 

當抽中相同議題但不同立場的兩組辯士進行辯論時，以錄影及錄音的方式取

得辯士申論及質詢時的話語資料，並轉錄成文字稿。 

（三）視覺化輔助工具 

視覺化輔助工具包含一張半開的大便利貼及一疉小便利貼，以大便利貼作為

小組辯論架構的底圖，而小便利貼可填寫小組成員面對社會科學議題時所想到的

各種想法，以便小組成員可以一邊討論一邊慢慢形成小組的論證或概念架構。 

二、量化資料收集 

（一）小組地位問卷 

小組地位問卷之目的在於瞭解小組成員在互動前及每次互動後對於自己及

其他成員的居位情形，問卷的內容分成兩部份，如圖 3-3-1所示。 

 

圖 3-3-1 小組地位問卷簡圖 

從圖 3-3-1的內容可以看到，最左欄是項目，內容包含「就讀系所」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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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年級」兩項背景及「對○○議題提出科學面向的資料」、「對○○議題提出社會

面向的資料」、「提出支持我方對○○議題立場的理由」、「提出支持我方對○○議

題立場的依據」、「提出與我方對○○議題立場的反例」、「對辯論策略的熟悉」及

「具備好的語言表達能力」等七項重要能力，並在這九項背景能力之後，開放小

組成員提出其他重要能力的空間，例如上圖的「能夠調解不同組員的意見」則屬

於該組成員自行提出的重要能力。從項目欄的內容來看，問卷中所提及的提供資

料、提出支持的理由、依據及提出反例等能力，都與論證的因子有關，此一設計

的主要目的在於將論證因子融入到小組居位的問卷中，也就是以論證因子為構

念，來探討小組成員之間的居位。 

中間欄位則是讓小組成員針對最左欄的背景與能力填寫其重要性，圈選 5

為最重要，1為最不重要，圈選 0則代表該背景或能力和討論○○議題一點關係

也沒有。此一欄位的目的在於瞭解小組成員認為要進行○○議題的小組討論時，

那些背景或能力是重要的，而每位成員對於這些背景與能力的重要性評分，依據

居位理論的想法，就代表該小組對進行○○議題小組討論時的事故情節。 

問卷最右邊的欄位則是讓小組成員填寫每位成員在某項背景或能力上的表

現，如果小組成員有六名，則依每位成員認為自己與其他成員在某項背景能力的

表現從 1-6進行評分，表現最突出的成員給 6分，其次給 5分，以此類推，表現

最不突出的給 1分，分數不能重複。為了體現團體內的地位是一種有限資源的想

法，因此當有成員缺席時，則會進行評分的調整，舉例來說，以六人一組的成員

來看，該組成員地位的總合為 1 + 2 + 3 + 4 + 5 + 6 = 21，每位成員可分配到的平

均地位值為 21 / 6 = 3.5，當有一位成員缺席時，則團體的地位總分變成 3.5 * 5 = 

17.5，每位成員的可分配到的平均地位值仍然是 3.5。。此一欄位主要是讓每位

成員依據自己與組內成員在小組中在某項背景或能力的表現進行評分，也就是在

各個背景或能力的項目中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 

小組地位問卷總共施測四次，第一次是小組成員互動之前，請小組成員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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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與其他小組成員在討論○○議題時的表現，所得的結果代表小組成員初識前

的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結果，由於小組成員不熟識，因此只能仰賴問卷中逶露的

「英姿所碩二」、「神龍系三」……等相關訊息，推測其他成員的表現。第二次施

測在小組成員第一次互動後進行；第三次施測在小組成員第二次互動後進行；第

四次施測在小組成員第三次互動後進行。 

背景與能力重要性問卷的 Cronbach’s α值為.84，問卷內容請參閱附件一。 

（二）辯論前支持議題立場與理由問卷 

為了探求辯論前、後外評組對於議題的支持立場與理由，因此設計辯論前支

議議題立場與理由問卷，問卷的內容主要是將兩個議題並陳，並詢問「你支持那

一方的立場？請說明原因。」。詳細的問卷內容請參閱附件二。 

（三）議題辯論後居位或評分問卷 

 

圖 3-3-2 議題辯論後居位或評分問卷簡圖 

組間辯論後，全班學生填寫議題辯論後居位或評分問卷，問卷的內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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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參與辯論及外評組而言，則有不同的意涵。如圖 3-3-2所示。對參與辯論

的組別成員來說，填寫的問卷屬於議題辯論後居位問卷，主要是從「針對牛肉議

題提出科學面向的資料」、「針對牛肉議題提出社會面向的資料」、「提出支持己方

對牛肉議題立場的理由」、「提出支持己方對牛肉議題立場的依據」、「針對對方的

立場提出反例」及「針對對方提出的反例加以反駁」六個向度居位我組與他組辯

士的表現。這六個向度的內容與都辯論因子有關，顯示組間居位時也是從論證的

角度來居位己組與居位他組。居位的方式則是圈選左右兩側代表甲、乙雙方的數

字，5代表最高，1代表最低。除了組間的相互居位之外，也會請兩組辯士寫下

己方及對方提出的三個重要論點，接著寫下支持那一方的立場，並說明原因。 

對外評組而言，填寫的問卷屬於議題辯論後評分問卷，也是從上述六個論證

因子的角度對兩組辯士的表現進行評分，這代表對於辯士的評分也是從論證的角

度來進行。此外，評分組也必須在問卷中寫出所感知到兩組辯士提出的重要論

點，以利瞭解兩組辯士的論證攻防過程中，所提出的多個論點中，最容易讓觀眾

感知的內容為何。最後，則是請外評組填寫支持立場，並說明原因，與辯論前支

持議題立場與理由問卷的結果相對照，以瞭解外評組的立場是否因兩組辯士論證

攻防時的表現而有改變，及改變的原因為何。詳細的問卷內容請參閱附件三。 

第五節 資料分析 

一、質性資料分析 

（一）小組討論時話語資料分析焦點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小組討論時的在語篇是話語資料的情形下，至少具有

人際與概念的功能(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小組討論話語的人際功能方

面，在分析小組成員互動時的居位歷程時，作為小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結

果的佐證。在小組討論話語的概念功能方面，採用 Toulmin的論證架構來分析小

組成員所共同建構的支持○○立場的論證架構，及反對○○立場的論證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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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間論證攻防時話語資料 

組間論證攻防時，必須針對相同面向的問題進行攻防，否則就會變成各說各

話的情況。因此分析的大單位則是同一議題兩個對立立場所共同關心的問題。以

飄香組與甜甜組的論證攻防來說，由於兩組辯士的論證攻防主要圍繞在兩種發電

廠的興建成本、燃料蘊含量、廢料/污染、發電廠事故及資料來源面向，因此分

析時則是分別以上述五個面向的論證攻防的方式來呈現。 

（三）視覺化輔助工具 

由於視覺化輔助工具是由小組成員合作繪製而成，小組成員會如何運用視覺

化輔助工具來幫助彼此聚焦與形成共識，則端看小組成員如何使用而定，並沒有

硬性規定視覺化輔助工具的使用方式，因此呈現的方式則是如實地呈現每一組成

員所繪製的圖形，並佐以組內成員的話語資料，簡單說明每組所呈現的圖形內容

為何，以作為理解小組成員討論焦點的途徑。 

二、量化資料分析 

（一）小組重要背景或能力問卷分析焦點與分數轉換 

1. 分析焦點 

小組重要背景/能力問卷主要針對組內互動時，小組成員覺得重要的背景或

能力來進行調查。這些在討論電能源議題時被小組成員認為重要的背景或能力，

所代表的就是小組成員之間所形成的故事情節。 

2. 分數轉換與比較 

由於每位成員認為重要的背景或能力評分不同，會造成每位成員的重要性評

分總分的差異，為了解決重要性評分總分的差異，因此需要將每位成員對背景或

能力的評分進行標準化，標準化的方式就是讓每位成員的重要性評分加總後變成

1。其計算方式如下：單項評分/所有評分加總，舉例來說，許靜雯對於背景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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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重要性評分結果為：就讀系所 2、提供科學資料 5、提供社會資料 4、提出

支持理由 5、提出支持依據 3、對辯論策略的熟悉 3、能夠調解不同組員的意見(自

行提出)5，許靜雯的重要性評分總分為 2+5+4+5+3+3+5=27，則許靜雯對背景與

能力的重要性評分結果標準化為：就讀系所 2/27、提供科學資料 5/27、提供社會

資料 4/27、提出支持理由 5/27、提出支持依據 3/27、對辯論策略的熟悉 3/27、

能夠調解不同組員的意見(自行提出)5/27。 

經過分數的轉換之後，每位成員每次給該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就有比較基

礎，可針對同一組同一次問卷調查後，不同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以無母數分析中

的 Kruskal –Wallis test (K-W test)分析方式進行比較，以瞭解同一組成員在該次

的問卷調查中，這些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是否有差異。也可以針同一組同一背景

或能力，但是不同次的重要性調查結果進行差異比較。由於問卷在互動前、第一

~三次互動後都有進行調查，因此也可以 K-W test分析方式比較同一組成員認為

同一種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是否隨著討論而有所改變。 

（二）小組地位問卷分析焦點與分數轉換 

1. 分析焦點 

小組地位問卷的目的在於探求在組內成員所共同建構的故事情節中，組內成

員如何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總共進行四次施測，分別為互動前及每次互動後。

互動前的小組地位問卷在於瞭解小組成員互動之前，在只知道彼此的就讀系所與

年級的情況下，如何預期自己與他人的表現。而三次的互動後所進行的小組地位

問卷施測，則在於瞭解經該次小組互動後，成員間如何看待該次互動時自己與他

人的表現。 

2. 小組居位分數計算 

由於小組的居位是在組內成員共同建構的故事情節下進行的，也就是說，每

位成員的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值，是經過重要背景或能力的加權之下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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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小組地位問卷簡圖 

以圖 3-1-1的內容來說，假設這份問卷是許靜雯所填寫，則許靜雯居位自己

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標準化後七項重要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評分*居位

值）加總/七項重要背景或能力而得來。舉例來說，許靜雯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

值= [(2/27*3) + (5/27*6) + (4/27*2) + (5/27*3) + (3/27*1) + (3/27*6) + (5/27*1)] / 7

≒  0.45；許靜雯居位黃仕郁的地位平均值則= [(2/27*1) + (5/27*2) + (4/27*6) + 

(5/27*5) + (3/27*3) + (3/27*3) + (5/27*6)] / 7≒  0.58，依此類推。 

算出每位成員的地位平均值，可藉由 K-W test 檢定每位成員地位平均值的

差異，用來代表該位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狀況。 

3. 分數轉換與比較 

由於每次討論都可能出現有成員缺席的狀況，為了避免參與討論人數愈少就

造成小組成員相互居位的值愈低的現象，因此有缺席的情況時，就必須將小組成

員的居位值標準化。在 6人一組的情況，如果 6個人都出席且參與評分，小組地

位總分是 1 + 2 + 3 + 4 + 5 + 6 = 21，平均是每人 3.5分；以此為基礎，如果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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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人出席，則小組地位總分為 3.5*5=17.5，但每位成員的評分總分為 1 + 2 + 3 + 

4 + 5 = 15，所以被評為 1的成員調整後的小組地位得分為 17.5*1/15；被評為 2

的成員調整後的小組地位得分為 17.5*2/15，依此類推。若只有 4個人出席，則

小組地位總分為 3.5*4=14，而每位成員的評分總分為 1 + 2 + 3 + 4 = 10，因此被

評為 1的成員調整後的小組地位得分為 14*1/10；被評為 2的成員調整後的小組

地位得分為 14*2/10，以此類推。 

（三）組間居位問卷分析焦點 

組間居位問卷的目的在於瞭解參與辯論的兩組成員在六項論證因子的架構

下如何看待己方辯士及對方辯士的表現。所得的結果以小組為單位，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分析兩組居位我組與被他組居位的差異，使用成對樣本 t 檢定來比較同

一組成員居位我組與居位他組的差異。 

（四）外評組評價分析焦點 

外評組評價問卷的目的在於瞭解外評組如何評估兩組辯士在六項論證因子

的架構下之表現，同時收集外評組成員感知兩組辯士所提出的重要論點，並配合

辯論前支議議題立場與理由問卷，以瞭解論證攻防前、後外評組對議題所持之立

場及支持理由，並進一步瞭解外評組的立場是否有改變及立場改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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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依循本研究之目的，研究結果將依據研究進程的小組討論階段及兩組辯論階

段兩個階段來呈現。第一到三節的內容屬於小組討論階段，將呈現小組成員從初

識到結識的居位及小組論證形成的歷程；第四及第五節則是兩組辯論階段，將呈

現組間論證的攻防、組間居位及外評的結果。 

循此，本章第一節為組內初識—互動前的期望居位，內容主要呈現小組成員

在彼此不熟識的情況下，如何憑藉就讀系所與年級等少數的訊息來居位自己與居

位他人。第二節為組內結識—互動歷程的居位，內容主要呈現經過每一次的小組

討論互動後，組內成員間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是否會隨著互動的結果而遞變。第

三節為兩軍整備—從個人論證到小組論證，內容主要呈現兩個小組如何由個人的

論證，逐漸推展到具有共識的小組論證。第四節為兩軍攻防—組間論證的攻防，

內容主要呈現兩組的辯士之間如何運用具有共識的小組論證進行攻防。第五節為

攻防後—組間居位及外評，內容主要呈現兩組辯論後，辯論的雙方如何居位己方

與對方，並呈現外評組對於兩組辯論的評價。 

第一節 組內初識—互動前的期望居位 

一、飄香組互動前的期望居位 

（一）互動前飄香組成員認為重要的背景或能力 

飄香組的成員有六位，分別來自英姿所碩二的許靜雯、領袖系二年級的黃仕

郁、神龍系四年級的郭秀美、神龍系三年級的何英倫和葉祝君及神龍系二年級的

陳思妤。表 4-1-1為飄香組六位成員在互動前推測要完成組間的辯論議題時，重

要的背景或能力，這些背景與能力的重要性，就是飄香組成員所共同建構出來的

故事情節，在飄香組成員互動前預想的故事情節中，不同的背景或能力有其特有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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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的內容可看到除了問卷中提供的兩項背景及七項能力之外，飄香組的成

員何英倫提出了「要有組織架構」及「整體內容要流暢」兩項能力，而葉祝君也

提出「要組織整體架構」這項能力，由於兩位成員所提出的「要有組織架構」及

「要組織整體架構」相近，因此合併並簡稱為「組織架構」這項能力；而「整體

內容要流暢」則簡稱為「內容流暢」這項能力。這兩項能力只有兩位成員提出，

所以其他成員在該項能力的評分則視為 0。表的最後一欄為每項背景或能力的重

要性平均值及標準差，代表飄香組全體成員在互動前認為這些背景或能力的重要

性，也就是飄香組在互動前預想如何完成辯論議題時，所形成的故事情節。 

表 4-1-1 互動前飄香組成員重要背景或能力之重要性評分 

背景 /能力 許靜雯 黃仕郁 郭秀美 何英倫 葉祝君 陳思妤 M (S.D.) 

系所 0.00 0.05 0.08 0.05 0.05 0.06 0.05 (0.03) 

年級 0.00 0.05 0.11 0.08 0.05 0.06 0.06 (0.04) 

科學資料 0.14 0.14 0.11 0.10 0.11 0.13 0.12 (0.02) 

社會資料 0.14 0.14 0.11 0.10 0.11 0.13 0.12 (0.02) 

理由 0.14 0.14 0.11 0.08 0.11 0.13 0.12 (0.03) 

依據 0.14 0.14 0.11 0.05 0.11 0.13 0.11 (0.03) 

反例 0.14 0.14 0.11 0.08 0.11 0.13 0.12 (0.06) 

辯論策略 0.14 0.08 0.14 0.10 0.13 0.13 0.12 (0.02) 

表達能力 0.14 0.14 0.14 0.13 0.13 0.13 0.13 (0.01) 

組織架構
#
 0.00 0.00 0.00 0.13 0.11 0.00 0.11 (0.04) 

內容流暢
#
 0.00 0.00 0.00 0.13 0.00 0.00 0.05 (0.03) 

標示
#
為組內成員自行提出的重要能力。  

若以個別成員的評分結果來看，許靜雯認為就讀系所與年級兩項背景完全不

重要，其餘問卷所提及的七項能力都同等重要。對黃仕郁來說，就讀系所與年級

較不重要，其次是對辯論策略的熟悉，至於其他的能力則認為同等重要。郭秀美

認為就讀的系所最不重要，而對辯論策略的熟悉及好的語言表達能力是最重要

的，而就讀年級和其他能力一樣重要。對何英倫來說，最重要的能力是好的語言

表達能力及自己所提出的要有組織架構與整體內容要流暢三項能力；其次是對辯

論策略的熟悉及能提供科學資料及社會資料三項能力；接著則是能夠提出反例、

支持議題的理由及就讀年級；最不重要的是就讀系所與提出支持議題立場的依

據。葉祝君則與郭秀美一樣認為對辯論策略的熟悉及好的語言表達能力最重要，

最不重要的是就讀系所與年級，其餘如提供科學資料等五項能力與她自己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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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組織整體架構的重要性相同。陳思妤則認為就讀系所與年級較不重要，而其

他的能力則同等重要。 

 

圖 4-1-1 飄香組成員互動前重要背景或能力重要性百分比 

圖 4-1-1為將每位成員認為重要的能力或背景的重要性評分加總後除以總分

的結果。從各項能力的百分比分佈來看，具備好的語言表達能力的重要性最高；

其次為提出科學資料、社會資料、反例及對辯論策略的熟悉四項能力；接著為提

出支持的理由與依據兩項能力；而就讀系所與年級的重要性相對較低。而由何英

倫與葉祝君兩位成員所提出的兩項能力，重要性最低。以無母數分析中分析多個

獨立樣本的 Kruskal –Wallis test (K-W test)比較問卷上述的十一種背景或能力平

均值的差異，其 χ
2
(10, N = 66) = 34.55 ,p < .00，再以 K-W test檢定進行兩兩比較，

則發現就讀系所、年級、要有組織架構及整體內容要流暢的重要性顯著低於其他

七項能力的重要性平均數。此結果顯示，對飄香組的成員來說，預期要完成辯論

議題時，組內成員的就讀系所和年級的重要性較低，而其他如提出科學資料、社

會資料、支持立場、支持依據、反例、對辯論策略的熟悉及好的表達能力，則是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56 

 

完成辯論議題時較重要的能力。上述就是飄香組成員接下來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

時的故事情節。 

（二）互動前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 

依據上一小節所提及的背景能力重要性的分佈，互動前的飄香組成員接著進

行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互動前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如

表 4-1-2所示。表中第一列代表居位者，而第一欄則是代表被居位者，當表格中

數字的列位與欄位都對應到同一位成員時，此格的數字就是該位成員在上述十一

項重要背景與能力中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以加底線標示；而該列(以虛線區

隔)的其餘數字則代表該位成員居位其餘成員的十一項重要能力與背景之地位平

均值。舉例來說，第二列第二欄許靜雯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為 0.34，許靜雯居

位黃仕郁的地位平均值為 0.34；居位郭秀美的地位平均值為 0.33…，依此類推。 

表 4-1-2 互動前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 

居位者 

被居位者 

許靜雯 

M (S.D.) 

黃仕郁 

M (S.D.) 

郭秀美 

M (S.D.) 

何英倫 

M (S.D.) 

葉祝君 

M (S.D.) 

陳思妤 

M (S.D.) 

許靜雯 0.34 (0.33) 0.33 (0.19) 0.51 (0.28) 0.42 (0.21) 0.48 (0.21) 0.52 (0.30) 

黃仕郁 0.34 (0.33) 0.31 (0.20) 0.41 (0.23) 0.31 (0.12) 0.40 (0.22) 0.33 (0.23) 

郭秀美 0.33 (0.33) 0.32 (0.19) 0.15 (0.10) 0.37 (0.26) 0.32 (0.18) 0.40 (0.23) 

何英倫 0.33 (0.31) 0.32 (0.19) 0.45 (0.24) 0.22 (0.11) 0.33 (0.27) 0.26 (0.25) 

葉祝君 0.30 (0.31) 0.32 (0.19) 0.19 (0.14) 0.32 (0.18) 0.19 (0.13) 0.26 (0.18) 

陳思妤 0.29 (0.33) 0.31 (0.20) 0.20 (0.14) 0.28 (0.19) 0.20 (0.14) 0.14 (0.12) 

加底線的數值為居位者居位自己在十一項重要背景或能力的地位平均值；同一列其餘數值則為同一位居位

者居位其餘成員在十一項重要背景或能力的地位平均值。 

1. 互動前飄香組個別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情形 

由表 4-1-2的結果可以看到許靜雯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為 0.34；而居位他

人的地位平均值介於 0.34~0.29之間。以 K-W test檢定這些地位平均值的差異，

檢定結果 χ
2
(5, N = 66) = 0.17 ,p > .05，顯示許靜雯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

均值之間沒有差異。黃仕郁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也有類似的情況，以 K-W test

檢定黃仕郁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檢定結果 χ
2
(5, N = 66) = 0.06 ,p 

> .05，顯示在互動前黃仕郁把自己和他人的地位視為相同。郭秀美居位自己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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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平均值為 0.15，相較於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郭秀美把自己居位得相當低。

以 K-W test檢定郭秀美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差異，其結果 χ
2
(5, N = 

66) = 22.26 ,p < .05。接著逐一比較兩兩的差異，發現郭秀美把組員居位成兩群，

第一群為許靜雯、黃仕郁及何英倫，第二群為自己、葉祝君和陳思妤，其中第一

群的地位顯著高於第二群。 

何英倫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為 0.22，雖然比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都要來

得低，但經 K-W test檢定之後發現 χ
2
(5, N = 66) = 6.55 ,p > .05未達顯著差異。葉

祝君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為 0.19，較低於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以 K-W test

檢定葉祝君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的差異，χ
2
(5, N = 66) = 14.62 ,p  

< .05。接著逐一比較兩兩的差異，發現葉祝君把組內成員居位成三群，第一群是

許靜雯和黃仕郁；第二群為郭秀美和何英倫；第三群為自己和陳怡如，其中第一

群成員的地位顯著高於第三群。陳怡如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為 0.14，是所有成

員居位自己最低的，居位其他成員的地位平均值幾乎為居位自己的兩倍以上，以

K-W test 檢定陳思妤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地位平均值的差異，χ
2
(5, N = 66) = 

13.98 ,p < .05。逐一比較兩兩的差異，結果顯示陳思妤將自己居位於顯著低於許

靜雯、黃仕郁和郭秀美三位成員；並把黃仕郁、何英倫和葉祝君居位於顯著低於

許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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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互動前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結果 

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結果，如圖 4-1-2所示，從圖的結果可以

明顯地看出許靜雯和黃仕郁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差異不大；而其餘成員居位自

己與居位他人的差異則相對明顯。從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結果看

來，由於許靜雯和黃仕郁對於小組的其他成員並不認識，因此在居位自己與居位

他人時，傾向於認為自己與他人在這些重要背景或能力上的預期表現沒有差異。

而郭秀美、何英倫、葉祝君、陳思妤這四位成員由於都來自神龍系，雖然就讀的

年級不完全相同，但已經彼此熟識，因此在居位自己與他人時，會出現居位自己

熟識的人和居位自己不熟識的人的兩種情況。當居位許靜雯和黃仕郁這兩位不熟

識的成員時，傾向於將這兩位成員居位於高地位；而居位自己熟識的成員時，則

依據自己對於這些成員的認識來進行居位。而且飄香組神龍系的成員不論居位熟

不熟識的成員時，都把自己居位得較低，就算是年級較高的成員也是一樣。為了

瞭解飄香組成員的居位情形，因此區分成神龍系與非神龍系兩群進行比較。 

2. 互動前飄香組次團體成員的刻板印象 

從表 4-1-2發現飄香組神龍系成員居位神龍系與非神龍系的成員時，其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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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平均值似乎不太相同。為了瞭解神龍系與非神龍系成員的居位情況，因此

進一步將飄香組的成員區分成神龍系與非神龍系兩個次團體以 K-W test 檢定比

較居位的情形，下表為飄香組非神龍系成員居位己群與居位他群的比較結果。 

表 4-1-3 互動前飄香組非神龍系成員居位非神龍系與神龍系成員的地位平均值 

 非神龍系  

M (S.D.) 

神龍系  

M (S.D.) 
χ

2
 

系所  0.10 (0.11) 0.10 (0.10) 0.00 

年級  0.10 (0.15) 0.09 (0.10) 0.01 

科學資料  0.56 (0.11) 0.45 (0.20) 2.10 

社會資料  0.52 (0.13) 0.47 (0.21) 0.00 

理由  0.49 (0.29) 0.49 (0.12) 0.00 

依據  0.56 (0.11) 0.45 (0.20) 2.10 

反例  0.42 (0.09) 0.52 (0.21) 2.10 

辯論策略  0.25 (0.07) 0.46 (0.23) 2.10 

表達能力  0.63 (0.19) 0.42 (0.14) 3.29 

組織架構  -- -- -- 

內容流暢  -- -- -- 

整體平均值  0.33(0.26) 0.31 (0.25) 0.11 

標示為 --表示沒有提及該項能力  

從許靜雯和黃仕郁居位的結果來看，許靜雯和黃仕郁認為神龍系成員與非神

龍系成員在各個重要能力或背景上並無差異，顯示許靜雯和黃仕郁預期兩群人的

表現相當，整體的地位平均值也相當。許靜雯和黃仕郁並不認為就讀什麼系所或

就讀那個年級對於核能議題的辯論就會有幫助，而在居位非神龍系與神龍系的成

員時，也認為彼此互有所長，不會預期這兩群成員的能力會有差異。 

表 4-1-4 互動前飄香組神龍系成員居位非神龍系與神龍系成員的地位平均值 

 非神龍系  

M (S.D.) 

神龍系  

M (S.D.) 
χ

2
 

系所  0.30 (0.07) 0.17 (0.11) 8.64** 

年級  0.37 (0.14) 0.21 (0.13) 6.78** 

科學資料  0.52 (0.15) 0.32 (0.18) 5.85* 

社會資料  0.54 (0.15) 0.31 (0.17) 7.60** 

理由  0.50 (0.17) 0.29 (0.17) 6.31** 

依據  0.51 (0.17) 0.26 (0.17) 7.77** 

反例  0.46 (0.19) 0.31 (0.18) 2.84 

辯論策略  0.43 (0.26) 0.43 (0.21) 0.00 

表達能力  0.62 (0.18) 0.37 (0.20) 6.02** 

組織架構  0.24 (0.28) 0.18 (0.25) 0.15 

內容流暢  0.16 (0.30) 0.09 (0.18) 0.06 

整體平均值  0.42 (0.23) 0.27 (0.20) 28.01** 

*代表 p < .05；**代表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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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飄香組神龍系成員居位非神龍系與神龍系成員的結果如表 4-1-4所示。從

表的內容可看得神龍系成員預期除了提出反例、熟悉辯論策略、有組織架構及內

容流暢這四項能力之外，神龍系成員在兩項背景及其餘各項能力的表現都不如非

神龍系成員。而從就讀系所與年級這兩項背景的結果來看，顯示飄香組神龍系成

員具有就讀其他系所一定會比就讀神龍系要更懂得核能的議題的刻板印象，在此

一刻板印象的影響之下，神龍系成員預期自己就讀的系所與年級在討論核能議題

時，將不如英姿與領袖系的成員。這造成對於自己就讀的系所與年級的信心偏

低，而且在其他五項能力的表現上，也顯得信心不足，這導致飄香組神龍系成員

在互動前預期神龍系成員的整體表現顯著低於非神龍系成員。 

（三）互動前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 

瞭解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結果之後，接下來則比較每位成員居

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的結果。圖 4-1-4為互動前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

位結果，從圖中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數據可明顯看出，互動前飄香組的成員居

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都低於被其他成員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這表示飄香組所有成

員在互動前都將自己居位得較低。 

 

圖 4-1-4 互動前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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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呈現互動前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及K-W 

test 檢定的結果。由表 4-1-5 的結果可以看出，互動前郭秀美、葉祝君及陳思妤

這三位成員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達到顯著差異，表示這三位成員

認為自己的地位與其他成員認為這三位成員所持的地位有所不同，這顯示這三位

成員對自己在討論核能議題較沒信心。 

表 4-1-5 互動前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 

 許靜雯  

M (S.D.) 

黃仕郁  

M (S.D.) 

郭秀美  

M (S.D.) 

何英倫  

M (S.D.) 

葉祝君  

M (S.D.) 

陳思妤  

M (S.D.) 

居位自己  0.34 (0.33) 0.31 (0.20) 0.15 (0.10) 0.22 (0.11) 0.19 (0.13) 0.14 (0.12) 

被他人居位  0.45 (0.24) 0.36 (0.23) 0.36 (0.24) 0.34 (0.25) 0.28 (0.21) 0.26 (0.21) 

χ
2
 0.04 0.02 6.56** 3.60 4.67* 6.91** 

*代表 p < .05；**代表 p < .01。  

（四）互動前飄香組成員的聚集地位 

飄香組成員在互動前依據兩項背景及九項能力的相互居位之下，這些相互居

位的結果，最後形成飄香組成員的聚集地位，以下將呈現互動前飄香組成員聚集

地位的比較結果與兩項背景及九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的比較結果。 

1. 互動前飄香組成員聚集地位的比較 

由於飄香組成員何英倫與葉祝君自行提出了兩項能力，因此飄香組每位成員

的聚集地位由兩項背景及九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所聚集而成。表 4-1-5為互動前

飄香組成員在兩項背景及九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及聚集地位，其中地位平均值指

的是兩項背景及九項能力地位平均值的平均，以便用來比較飄香組成員聚集地位

的差異；而聚集地位則是兩項背景及九項能力地位平均值的總和，以說明每位成

員地位的高低。從表 4-1-6的內容可看出，互動前飄香組成員中，許靜雯的聚集

地位最高，其次依序為黃仕郁、何英倫、郭秀美、葉祝君及陳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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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互動前飄香組成員的各項背景能力與聚集地位的平均值 

 許靜雯  

M (S.D.) 

黃仕郁  

M (S.D.) 

郭秀美  

M (S.D.) 

何英倫  

M (S.D.) 

葉祝君  

M (S.D.) 

陳思妤  

M (S.D.) 

系所  0.26 (0.15) 0.21 (0.12) 0.16 (0.12) 0.20 (0.16) 0.14 (0.08) 0.09 (0.07) 

年級  0.34 (0.22) 0.22 (0.15) 0.22 (0.13) 0.23 (0.18) 0.14 (0.11) 0.08 (0.05) 

科學資料  0.54 (0.11) 0.52 (0.17) 0.52 (0.22) 0.34 (0.19) 0.32 (0.18) 0.26 (0.13) 

社會資料  0.52 (0.14) 0.55 (0.15) 0.53 (0.19) 0.34 (0.22) 0.26 (0.14) 0.32 (0.15) 

理由  0.60 (0.17) 0.39 (0.20) 0.30 (0.22) 0.39 (0.19) 0.39 (0.12) 0.36 (0.21) 

依據  0.59 (0.17) 0.46 (0.12) 0.40 (0.20) 0.26 (0.17) 0.23 (0.15) 0.40 (0.25) 

反例  0.48 (0.20) 0.40 (0.10) 0.36 (0.23) 0.46 (0.22) 0.41 (0.26) 0.30 (0.14) 

辯論策略  0.44 (0.30) 0.30 (0.12) 0.34 (0.14) 0.67 (0.23) 0.48 (0.16) 0.31 (0.19) 

表達能力  0.67 (0.14) 0.57 (0.21) 0.36 (0.19) 0.49 (0.21) 0.36 (0.14) 0.33 (0.19) 

組織架構
#
 0.19 (0.30) 0.13 (0.22) 0.16 (0.30) 0.07 (0.13) 0.13 (0.21) 0.12 (0.25) 

內容流暢#
 0.16 (0.31) 0.08 (0.20) 0.10 (0.26) 0.06 (0.15) 0.04 (0.10) 0.02 (0.05) 

地位平均值  0.43 (0.26) 0.350 (0.22) 0.31 (0.23) 0.32 (0.24) 0.26 (0.20) 0.24 (0.20) 

聚集地位  4.75 3.84 3.44 3.48 2.91 2.59 

( )內的數字為標準差；地位平均值為該成員在十一項背景能力的地位平均值。 

以 K-W test對互動前飄香組成員的地位平均值進行比較，則得到 χ
2
(5, N = 

396) = 26.87 ,p < .05，顯示互動前飄香組成員的聚集地位有差異。接著逐一比較

兩兩差異，發現互動前飄香組成員的聚集地位大約可區分成三群。高聚集地位群

為聚集地位最高的成員許靜雯，其聚集地位顯著高於其他成員的聚集地位；中聚

集地位群為黃仕郁、何英倫、郭秀美三位成員，其中黃仕郁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

葉祝君和陳思妤，而何英倫與郭秀美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陳思妤的聚集地位；低

聚集地位群為葉祝君和陳思妤，葉祝君的聚集地位顯著低於許靜雯和黃仕郁，而

陳思妤的聚集地位顯著低於許靜雯、黃仕郁、何英倫和郭秀美。 

2. 互動前飄香組成員重要背景或能力地位平均值的比較 

為了進一步瞭解到底是那些背景或能力的地位平均值造成了飄香組成員互

動前聚集地位的差異，因此逐一比較每位成員在各項重要背景或能力的地位平均

值。將表 4-1-6的結果轉換成圖 4-1-5，以視覺化各項重要背景或能力的地位平均

值對聚集地位的貢獻。由圖 4-1-5可看出許靜雯在表達能力、理由、依據、科學

資料及社會資料的地位平均值對其聚集地位的貢獻度較大；對黃仕郁來說則是表

達能力、社會資料及科學資料的地位平均值對聚集地位的貢獻度較大；郭秀美則

是科學資料與社會資料的地位平均值對聚集地位的貢獻度較大；而何英倫則是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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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辯論策略能力的地位平均值對聚集地位的貢獻度較大。 

 

圖 4-1-5 互動前飄香組成員的聚集地位 

(1) 互動前飄香組兩項背景地位平均值的比較 

在成員的就讀系所與年級兩項背景方面，以 K-W test 檢定飄香組成員互動

前在這兩項背景的地位平均值，結果發現就讀系所檢定結果 χ
2
(5, N = 36) = 

8.01 ,p > .05，沒有達到顯著差異，表示飄香組每位成員互動前在就讀系所的居位

情形沒有差異；而相同地，就讀年級的檢定結果為 χ
2
(5, N = 36) = 8.99 ,p > .05，

居位情形沒有差異。 

(2) 互動前飄香組九項能力地位平均值的比較 

互動前飄香組成員有九項能力的居位值，其中兩項能力為組內成員自行提

出，以 K-W test 逐一檢定九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是否有差異，發現九項能力中

共有四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達顯著差異，分別為提供科學資料的能力、提供社會

資料的能力、提出支持論點的依據及具備好的表達能力，其中提供科學資料、提

供社會資料及提出支持論點的依據三項能力與論證有關。以下將逐一呈現每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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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上述九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的比較結果。 

在提供科學資料能力方面，互動前飄香組成員的地位平均值最高為許靜雯，

其次依序為黃仕郁、郭秀美、何英倫、葉祝君及陳思妤，檢定這些成員地位平均

值差異結果為 χ
2
(5, N = 36) = 11.98 ,p < .05，顯示互動前飄香組成員在提供科學資

料能力的地位平均值達顯著差異。接著逐一比較兩兩差異，發現許靜雯提供科學

資料能力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何英倫、葉祝君及陳思妤三位成員；黃仕郁提供

科學資料能力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葉祝君和陳思妤；郭秀美提供科學資料能力

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陳思妤。 

互動前飄香組成員在提供社會資料能力的地位平均值由高至低依序為黃仕

郁、郭秀美、許靜雯、何英倫、陳思妤、葉祝君。以 K-W test 檢定地位平均值

的差異，其結果為 χ
2
(5, N = 36) = 12.07 ,p < .05，顯示飄香組成員提供社會資料能

力的地位平均值達顯著差異。逐一比較兩兩差異，發現黃仕郁與郭秀美提供社會

資料能力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何英倫、陳思妤及葉祝君三位成員；而許靜雯提

供社會資料能力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陳思妤與葉祝君。 

在提出支持的理由能力方面，以 K-W test 檢定飄香組每位成員地位平均值

的差異，其 χ
2
(5, N = 36) = 7.79 ,p > .05，未達顯著差異。而在提出支持的依據能

力上，飄香組成員的地位平均值由高至低依序為許靜雯、黃仕郁、郭秀美、陳思

妤、何英倫、葉祝君，比較這些成員的地位平均值的結果為 χ
2
(5, N = 36) = 12.77 ,p  

< .05，顯示飄香組成員在這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有差異，逐一比較兩兩差異發現

許靜雯提出支持的依據地位平均值顯著大於何英倫和葉祝君；而黃仕郁提出支持

的依據地位平均值顯著大於葉祝君。 

在提出反例及熟悉辯論策略兩項能力上，K-W test的檢定結果顯示這兩項能

力地位平均值的檢定結果分別為 χ
2
(5, N = 36) = 4.15 ,p > .05與 χ

2
(5, N = 36) = 

9.47 ,p > .05，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互動前飄香組成員在這兩項能力的地位

平均值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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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前飄香組成員在表達能力的地位平均值由高至低依序為許靜雯、黃仕

郁、何英倫、葉祝君、郭秀美、陳思妤，以 K-W test 檢定每位成員在表達能力

的地位平均值的差異，其結果 χ
2
(5, N = 36) = 13.16 ,p < .05，顯示飄香組成員表達

能力地位平均值有差異，接著逐一比較兩兩差異，發現許靜雯表達能力的地位平

均值大於葉祝君、郭秀美及陳思妤；黃仕郁表達能力的地位平均值大於郭秀美及

陳思妤。 

由何英倫與葉祝君所提出的要有組織架構與內容流暢兩項能力，由於這兩項

能力的居位者分別只有兩個成員及一個成員，因此地位平均值較低。以 K-W test

檢定每位成員這兩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結果分別為 χ
2
(5, N = 36) = 0.17 ,p > .05

及 χ
2
(5, N = 36) = 0.06 ,p > .05，顯示飄香組成員這兩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無差異。 

3. 互動前飄香組成員重要能力與聚集地位的關係 

從上述飄香組成員在各項重要背景與能力的地位平均值比較結果可以發

現，造成飄香組成員聚集地位差異的主要能力有四項，分別為提供科學資料的能

力、提供社會資料的能力、提出支持論點的依據及具備好的表達能力。表 4-1-7

總結了上一小節飄香組每位成員重要背景與能力的地位平均值 K-W test 的檢定

及逐一兩兩比較結果。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66 

 

表 4-1-7 互動前飄香組每位成員重要背景能力地位平均值檢定結果 

 χ
2
 兩兩逐一比較  

系所  8.01  -- 

年級  8.99  -- 

科學資料  11.98* 

許靜雯>何英倫、葉祝君、陳思妤  

黃仕郁>葉祝君、陳思妤  

郭秀美>陳思妤  

社會資料  12.07* 

黃仕郁>何英倫、陳思妤、葉祝君  

郭秀美>何英倫、陳思妤、葉祝君  

許靜雯>陳思妤、葉祝君  

理由  7.79 -- 

依據  12.77* 
許靜雯>何英倫、葉祝君  

黃仕郁>葉祝君  

反例  4.15 -- 

辯論策略  9.47 -- 

表達能力  13.16* 
許靜雯>葉祝君、郭秀美、陳思妤  

黃仕郁>郭秀美、陳思妤  

組織架構  0.17 -- 

內容流暢  0.06 -- 

*代表 p < .05。 

從上表的結果可以看出，許靜雯在提供科學資料能力與表達能力的兩項地位

平均值各顯著高於三位成員；在提供社會資料能力與提出支持論點的依據之兩項

地位平均值各顯著高於兩位成員，地位平均值合計高於其他成員十人次，因此互

動前許靜雯的聚集地位最高。黃仕郁在提供社會資料能力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

三位成員；在提供科學資料能力及表達能力的兩項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兩位成

員；在提出持論點的依據之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一位成員，地位平均值合計高於

其他成員八人次，因此黃仕郁的聚集地位第二高。郭秀美在提供社會資料能力的

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三位成員；在提供科學資料能力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一位

成員，合計高於其他成員四人次，因此聚集地位處於第四位。何英倫雖然在上述

的十一項背景與能力的單項地位平均值沒有顯著高於其他成員，但其每項背景與

能力都約略居於中間，因此在互動前其聚集地位在小組內居於第三。 

總結而言，對互動前的飄香組成員來說，在提供科學資料、提供社會資料、

提出支持的依據及表達能力這四項能力被預期有較好表現的成員，其聚集地位較

高，反之亦然。而這四項能力中，有三項能力與論證有關，表示飄香組成員對於

論證能力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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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甜甜組互動前的期望居位 

（一）互動前甜甜組成員認為重要的背景或能力 

甜甜組由六位成員組成，分別來自護衛所碩四的周世民、領袖系二年級的廖

語晴、神龍系四年級的林文欽、神龍系三年級的王懷聿和陳凱翔及神龍系二年級

的黃元皓，和飄香組成員的組成極為相似。互動前甜甜組成員認為要完成能源議

題辯論時，有那些背景或能力是重要的呢？則需要對互動前甜甜組對這些背景與

能力的重要性評分進行分析才能瞭解，而甜甜組所有成員對於這些背景與能力重

要性評分的結果，就是甜甜組成員認為要完成能源議題辯論時，小組特有的故事

情節。表 4-1-8為甜甜組成員互動前認為重要的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評分結果。 

表 4-1-8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重要背景或能力之重要性評分 

 周世民 廖語晴 林文欽 王懷聿 陳凱翔 黃元皓 M (S.D.) 

系所  0.03  0.00  0.07  0.08  0.07  0.00  0.04 (0.04) 

年級  0.00  0.00  0.07  0.08  0.07  0.00  0.04 (0.04) 

科學資料  0.17  0.15  0.12  0.12  0.11  0.18  0.14 (0.03) 

社會資料  0.17  0.15  0.12  0.12  0.11  0.18  0.14 (0.03) 

理由  0.13  0.12  0.12  0.12  0.11  0.12  0.12 (0.01) 

依據  0.10  0.15  0.12  0.12  0.11  0.12  0.12 (0.02) 

反例  0.10  0.15  0.12  0.12  0.11  0.12  0.12 (0.02) 

辯論策略  0.13  0.15  0.12  0.12  0.11  0.12  0.12 (0.01) 

表達能力  0.17  0.15  0.12  0.15  0.19  0.18  0.16 (0.02) 

從表的內容可以看出，除了問卷中所提及的兩項背景及七項能力之外，甜甜

組成員並不像飄香組成員有提出自己認為重要的能力。有兩位成員認為就讀系所

對於能源議題的辯論不重要；而有三位成員認為就讀年級對於能源議題的辯論不

重要。就算是甜甜組的其他成員認為就讀系所與年級是重要的，相較之下，這兩

項背景的重要性也比其他能力要來得低。以下則分別說明個別成員對七項能力的

重要性評分情形。 

以個別成員的重要性評分結果來看，周世民認為提供科學資料、提供社會資

料及表達能力的重要性較高，其次為提出支持論點的理由及熟悉辯論策略，而提

出支持論點的依據與提出反例則再次之。廖語晴認為七項能力中，提出支持論點

的理由較不重要，其餘的六項能力同等重要。林文欽則認為七項能力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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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懷聿及陳凱翔則同樣認為有好的表達能力最重要，而其餘六項能力同等重要。

黃元皓則認為提供科學資料、提供社會資料及表達能力最重要，其他的四種能力

次之。 

 

圖 4-1-6 甜甜組成員互動前重要背景或能力重要性百分比 

將甜甜組每位成員認為重要的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評分加總，並除以總分，

可得到圖 4-1-6所呈現的結果。由圖的內容可以看到對甜甜組整組成員來說，要

辯論能源議題最重要的能力是好的表達能力；其次是提供科學資料及社會資料的

能力；再其次則是提出支持論點的理由、依據及反例與熟悉辯論策略，而就讀系

所與年級這兩項背景最不重要。 

以 K-W test檢定進行各項重要背景與能力平均值的比較，檢定結果為 χ
2
(8, N 

= 54) = 35.22 ,p < .01，顯示重要背景與能力的平均值有差異，接著逐一兩兩比較

這些重要背景與能力的差異，發現就讀系所與年級的平均值顯著低於其他七項能

力的平均值，此一結果顯示，對甜甜組的成員來說，預期要進行能源議題辯論時，

組內成員就讀的系所與年級的重要性較其他七項能力的重要性來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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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 

甜甜組的每位成員依據上一小節的重要背景與能力對組內的所有成員進行

居位，每位成員的地位平均值為該在上述九種背景或能力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

平均值。表 4-1-8為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加底

線者為該位成員依據九項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而同一列

(以虛線區隔)其餘的數字則為該位成員依據九項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居位其他

成員的地位平均值。 

表 4-1-9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 

居位者 

被居位者 

周世民 

M (S.D.) 

廖語晴 

M (S.D.) 

林文欽 

M (S.D.) 

王懷聿 

M (S.D.) 

陳凱翔 

M (S.D.) 

黃元皓 

M (S.D.) 

周世民 0.42 (0.36) 0.51 (0.35) 0.67 (0.13) 0.34 (0.26) 0.47 (0.29) 0.52 (0.36) 

廖語晴 0.40 (0.30) 0.35 (0.28) 0.51 (0.20) 0.37 (0.13) 0.48 (0.21) 0.57 (0.36) 

林文欽 0.43 (0.34) 0.39 (0.29) 0.46 (0.05) 0.44 (0.20) 0.51 (0.22) 0.54 (0.37) 

王懷聿 0.36 (0.25) 0.39 (0.35) 0.27 (0.10) 0.32 (0.17) 0.40 (0.21) 0.30 (0.25) 

陳凱翔 0.46 (0.33) 0.29 (0.29) 0.24 (0.09) 0.44 (0.21) 0.22 (0.09) 0.26 (0.18) 

黃元皓 0.27 (0.20) 0.41 (0.31) 0.19 (0.12) 0.42 (0.28) 0.26 (0.15) 0.15 (0.11) 

加底線的數值為甜甜組居位者居位自己在九項重要背景或能力的地位平均值；同一列其餘數值則為同一位

居位者居位其餘成員在九項重要背景或能力的地位平均值。 

1. 互動前甜甜組個別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情形 

由表 4-1-9的結果可看出周世民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為 0.42，介於居位他

人的地位平均值 0.36~0.46之間，以 K-W test檢定周世民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間

地位平均值的差異，其結果 χ
2
(5, N = 54) = 1.44 ,p > .05，顯示周世民居位自己與

居位他人之間沒有差異。廖語晴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為 0.35，只有略高於對陳

凱翔的地位平均值，以 K-W test 檢定廖語晴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間地位平均值

的差異，檢定結果 χ
2
(5, N = 54) = 2.25 ,p > .05，顯示廖語晴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

沒有差異。 

林文欽居位周世民與廖語晴的地位平均值相當高，而居位其他神龍系成員的

地位平均值較低，以 K-W test 檢定林文欽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地位平均值的差

異，檢定結果 χ
2
(5, N = 54) = 35.43 ,p < .01，接著兩兩逐一比較，發現林文欽將甜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70 

 

甜組的成員明顯地居位成三群，第一群為周世民、第二群為廖語晴與自己、第三

群為王懷聿、陳凱翔及黃元皓，第一群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第二群和第三群；

而第二群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第三群。 

王懷聿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介於 0.32~0.44之間，地位平均值

的變化不大，以 K-W test檢定王懷聿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的差異，

其結果 χ
2
(5, N = 54) = 2.85 ,p > .05，顯示王懷聿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之間沒有差

異。陳凱翔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偏低，以 K-W test 檢定其居位自己與居位他

人地位平均值的差異，其結果 χ
2
(5, N = 54) = 14.61 ,p < .01，接著兩兩逐一比較，

發現陳凱翔將甜甜組成員居位成三群，第一群為周世民、廖語晴與林文欽、第二

群為王懷聿、第三群為陳凱翔自己與黃元皓，其中第一群成員的地位平均值顯著

高於第三群。 

 

圖 4-1-7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結果 

黃元皓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是所有成員中最低的，以 K-W test 檢定黃元

皓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地位平均值的差異，檢定結果 χ
2
(5, N = 54) = 12.37 ,p  

< .05，接著兩兩逐一比巴，發現黃元皓將甜甜組成員居位成三群，第一群為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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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與林文欽、第二群為周世民與王懷聿、第三群為陳凱翔對黃元皓，其中第一群

的成員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第三群成員的地位平均值；而周世民的地位平均值顯

著高於黃元皓。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結果如圖 4-1-7所示。從圖的內容

可以看到周世民、廖語晴及王懷聿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差異較小，

而林文欽、陳凱翔及黃元皓這三位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差異較

大。甜甜組的成員與飄香組成員的組成極為類似，周世民與廖語晴這兩位成員除

了互相不認識之外，也不認識林文欽、王懷聿、陳凱翔及黃元皓這四位來自神龍

系的成員，由於都是面對不熟識的人，因此在互動前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時，似

乎傾向於預期每位成員的表現沒有差異。這點與飄香組非神龍系成員在互動前的

居位情形類似。而神龍系成員在互動前已經彼此認識，但對於其他兩位非神龍系

成員則不認識，因此在居位時會面臨居位認識的成員與不認識的成員之情況。為

進一步瞭解互動前神龍系成員與非神龍系成員的居位情形，因此將甜甜組成員分

成神龍系與非神龍系兩群進行分析。 

2. 互動前甜甜組次團體成員的刻板印象 

將甜甜組成員依據就讀系所區分成神龍系與非神龍系兩個次團體，並以K-W 

test檢定比較非神龍系成員與神龍系成員的地位平均值。表 4-1-10為互動前甜甜

組非神龍系成員居位非神龍與神龍系成員的地位平均值。及比較結果。 

表 4-1-10 互動前甜甜組非神龍系成員居位非神龍系與神龍系成員的地位平均值 

 非神龍系  

M (S.D.) 

神龍系  

M (S.D.) 
χ

2
 

系所  0.08 (0.09) 0.05 (0.07) 0.13 

年級  0.00 (0.00) 0.00 (0.00) -- 

科學資料  0.66 (0.33) 0.49 (0.26) 1.04 

社會資料  0.82 (0.15) 0.41 (0.23) 5.65* 

理由  0.49 (0.12) 0.41 (0.25) 0.18 

依據  0.28 (0.13) 0.51 (0.25) 2.61 

反例  0.27 (0.18) 0.51 (0.25) 2.09 

辯論策略  0.50 (0.31) 0.49 (0.24) 0.00 

表達能力  0.66 (0.15) 0.49 (0.32) 1.04 

整體平均值  0.42 (0.32) 0.37 (0.29) 0.34 

*代表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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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非神龍系成員的居位結果來看，非神龍系成員周世民和廖語晴居位非神龍

系與神龍系成員時，整體的平均值沒有達到顯著差異，而且各項重要能力的居位

只有提供社會資料的能力達顯著差異，顯示非神龍系成員認為非神龍系成員較能

在辯論時提供與議題相關的社會資料。而非神龍系成員居位其餘的兩項背景及六

項能力時，則預期兩群人的表現相當。由這個結果看來，對於非神龍系的成員來

說，除了對於自己在提供社會資料的能力上預期優於神龍系的成員之外，在其他

的向度的表現上，非神龍系的成員並不認為神龍系成員的表現會不如自己。因此

在不熟悉彼此的情況下，並不會刻意高估或低估其他成員。 

表 4-1-11 互動前甜甜組神龍系成員居位非神龍系與神龍系成員的地位平均值 

 非神龍系  

M (S.D.) 

神龍系  

M (S.D.) 
χ

2
 

系所  0.25 (0.18) 0.17 (0.15) 1.23 

年級  0.23 (0.19) 0.18 (0.15) 0.55 

科學資料  0.56 (0.30) 0.41 (0.22) 1.65 

社會資料  0.61 (0.30) 0.39 (0.19) 3.15 

理由  0.54 (0.15) 0.34 (0.20) 4.86* 

依據  0.49 (0.22) 0.37 (0.19) 1.50 

反例  0.48 (0.23) 0.37 (0.18) 1.50 

辯論策略  0.47 (0.23) 0.38 (0.19) 0.96 

表達能力  0.77 (0.16) 0.45 (0.29) 6.93** 

整體平均值  0.49 (0.26) 0.34 (0.22) 17.46** 

*代表 p<.05；**代表 p<.01。  

表 4-1-11 為互動前甜甜組神龍系成員居位非神龍系與神龍系成員的地位平

均值及檢定結果，從檢定結果可看出神龍系成員預期神龍系成員在提出支持論點

的理由及表達能力等二項能力不如非神龍系成員的表現，而非神龍系成員與非神

龍系成員整體的地位平均值達顯著差異。這表示甜甜組神龍系成員在尚未互動

前，預期自己在即將進行的小組討論中，有二項能力不如非神龍系成員，因此造

成整體的表現也不如非神龍系成員。 

由於神龍系成員熟識同樣就讀神龍系的成員，因此會依據對彼此的瞭解來居

位，地位平均值或許會有差異出現，但從上面兩群人的居位情形看來，在不熟識

非神龍系兩位成員的情況下，神龍系的成員仍然預期對方在二項能力的表現比自

己好，此一現象展露出甜甜組神龍系成員信心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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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 

圖 4-1-8為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結果，從圖中居位自己

與居位他人的圖形可以看出，互動前林文欽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

相當接近，但是居位自己的值仍略低於被他人居位的值，而甜甜組其他成員居位

自己的地位平均值也都小於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這顯示甜甜組所有成員在

互動前都將自己居位得較低。 

 

圖 4-1-8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結果 

以 K-W test 檢定比較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

值，所得的結果如表 4-1-12 所示。從檢定的結果可以看到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

與被他人居位的結果都未達顯著差異，顯示甜甜組成員對於自己的居位與其他成

員對彼此的居位差不多。 

表 4-1-12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 

 周世民 

M (S.D.) 

廖語晴 

M (S.D.) 

林文欽 

M (S.D.) 

王懷聿 

M (S.D.) 

陳凱翔 

M (S.D.) 

黃元皓 

M (S.D.) 

居位自己  0.42 (0.36) 0.35 (0.28) 0.46 (0.05) 0.32 (0.17) 0.22 (0.09) 0.15 (0.11) 

被他人居位  0.50 (0.30) 0.46 (0.25) 0.46 (0.28) 0.35 (0.24) 0.34 (0.24) 0.31 (0.23) 

χ
2
 0.31 1.27 0.01 0.13 2.78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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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互動前甜甜組成員的聚集地位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依據兩項背景及七項能力相互居位，而相互居位的結果則

形成互動前甜甜組成員的聚集地位。以下將呈現甜甜組成員聚集地位及重要背景

或能力地位平均值的比較，並探討重要背景或能力與聚集地位的關係。 

1.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聚集地位的比較 

表 4-1-13 為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在兩項背景及七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地位

平均值及聚集地位。兩項背景及七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代表該位成員在該項背景

或能力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的平均值；地位平均值是上述九項重要背景與能力

地位平均值的平均，以便進行聚集地位差異的比較；而聚集地位則是九項背景與

能力的總和，以表示每位成員的地位高低情形。從聚集地位的數值可以看出互動

前甜甜組成員中，周世民的聚集地位最高，其次為林文欽，接續為廖語晴、王懷

聿、陳凱翔及黃元皓。 

表 4-1-13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的分項與聚集地位平均值 

 周世民 

M (S.D.) 

廖語晴 

M (S.D.) 

林文欽 

M (S.D.) 

王懷聿 

M (S.D.) 

陳凱翔 

M (S.D.) 

黃元皓 

M (S.D.) 

系所 0.24 (0.21) 0.15 (0.14) 0.22 (0.21) 0.12 (0.13) 0.11 (0.10) 0.07 (0.07) 

年級 0.21 (0.23) 0.10 (0.13) 0.20 (0.22) 0.12 (0.15) 0.11 (0.12) 0.04 (0.04) 

科學資料 0.71 (0.36) 0.48 (0.18) 0.66 (0.21) 0.49 (0.13) 0.35 (0.17) 0.25 (0.22) 

社會資料 0.66 (0.28) 0.70 (0.29) 0.48 (0.18) 0.28 (0.06) 0.52 (0.25) 0.30 (0.18) 

理由 0.53 (0.17) 0.52 (0.12) 0.47 (0.22) 0.27 (0.24) 0.43 (0.22) 0.28 (0.12) 

依據 0.47 (0.25) 0.36 (0.18) 0.47 (0.15) 0.50 (0.30) 0.26 (0.11) 0.44 (0.22) 

反例 0.35 (0.23) 0.48 (0.24) 0.48 (0.10) 0.48 (0.21) 0.38 (0.30) 0.33 (0.22) 

辯論策略 0.43 (0.33) 0.53 (0.13) 0.39 (0.19) 0.40 (0.25) 0.39 (0.23) 0.48 (0.22) 

表達能力 0.79 (0.18) 0.68 (0.13) 0.81 (0.27) 0.40 (0.15) 0.30 (0.20) 0.36 (0.27) 

地位平均值 0.49 (0.31) 0.45 (0.26) 0.46 (0.26) 0.34 (0.23) 0.32 (0.23) 0.28 (0.22) 

聚集地位 4.37 4.00 4.16 3.06 2.85 2.55 

( )內的數字為標準差；地位平均值為該成員在九項背景能力的地位平均值。 

接著以 K-W test對互動前甜甜組成員的地位平均值進行檢定，得到 χ
2
(5, N = 

324) = 27.89 ,p < .01，表示互動前甜甜組成員的聚集地位有差異。接著逐一兩兩

進行比較，發現互動前甜甜組成員的聚集地位可以分成兩群，高聚集地位群為周

世民、林文欽及廖語晴三位成員，而低聚集地位群為王懷聿、陳凱翔及黃元皓三

位成員，而高聚集地位群的成員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低聚集地位群的三位成員。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75 

 

2.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重要背景或能力地位平均值的比較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的聚集地位區分成兩群，若進一步檢視到底是那些重要背

景與能力對高聚集地位的成員貢獻較大，則可以發現周世民在表達能力、提供科

學資料、社會資料及提出理由這四項能力得到較高的居位值；林文欽則是表達能

力及提供科學資料兩項能力對其聚集地位貢獻較大；而廖語晴則是在提供社會資

料、表達能力、熟悉辯論策略及提出支持論點的理由這四項能力上得到較高的居

位值，結果如圖 4-1-9所示。以下將逐一針對兩項背景與七項能力各別的地位平

均值進行比較。 

 

圖 4-1-9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的聚集地位 

(1) 互動前甜甜組兩項背景地位平均值的比較 

成員的就讀系所方面，以 K-W test 檢定互動前甜甜組成員的地位平均值，

其結果 χ
2
(5, N = 36) = 3.07 ,p > .05，顯示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對就讀系所的居位，

沒有差異。在就讀年級方面，K-W test檢定的結果 χ
2
(5, N = 36) = 2.12 ,p > .05，

顯示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對就讀年級的居位沒有差異。由此看來，互動前甜甜組成

員對兩項背景項目的居位情形，不是造成甜甜組成員聚集地位差異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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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動前甜甜組七項能力地位平均值的比較 

比較完兩項背景之後，接下來針對其餘的七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進行比較。

以 K-W test 逐一檢定七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發現七項能力中有三項能力達到

顯著差異，分別為提供科學資料的能力、提供社會資料的能力及表達能力。以下

將逐一呈現每項能力的比較結果。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在提供科學資料能力的地位平均值由高至低排列依序為

周世民、林文欽、王懷聿、廖語晴、陳凱翔、黃元皓。K-W test檢定的結果為 χ
2
(5, 

N = 36) = 12.45 ,p < .05，顯示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在提供科學資料能力的地位平均

值有差異，再逐一兩兩進行比較，發現周世民與林文欽在提供科學資料能力的居

位值顯著高於陳凱翔與黃元皓。 

在提供社會資料能力方面，互動前甜甜組的地位平均值由高至低排列依序為

廖語晴、周世民、陳凱翔、林文欽、黃元皓、王懷聿。K-W test檢定的結果 χ
2
(5, 

N = 36) = 13.09 ,p < .05，顯示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在提供社會資料能力的地位平均

值有差異，再逐一兩兩比較，發現廖語晴對周世民在提供社會資料能力的地位平

均值顯著高於黃元皓與王懷聿。 

在提出支持論點的理由、依據與反例上，K-W test的檢定結果依序為 χ
2
(5, N 

= 36) = 9.11 ,p > .05、χ
2
(5, N = 36) = 4.49 ,p > .05及 χ

2
(5, N = 36) = 4.08 ,p > .05，

皆未達顯著差異，顯示互動前甜甜組的成員在這三項能力的地位平均值沒有差

異。在熟悉辯論策略能力上，K-W test檢定結果為 χ
2
(5, N = 36) = 2.17 ,p > .05，

未達顯著差異，顯示互動前甜甜組成員在熟悉辯論策略的地位平均值沒有差異。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預期小組中表達能力最好的為林文欽，其餘依序為周世

民、廖語晴、王懷聿、黃元皓、陳凱翔。以 K-W test 檢定表達能力地位平均值

的差異，則發現 χ
2
(5, N = 36) = 19.49 ,p < .01，達顯著差異。再逐一兩兩比較，發

現林文欽、周世民與廖語晴三位成員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王懷聿、黃元皓與陳

凱翔三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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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動前甜甜組成員重要能力與聚集地位的關係 

從上述甜甜組成員各項重要背景與能力的地位平均值比較結果可以發現造

成甜甜組成員聚集地位差異的主要能力有三項，分別為提供科學資料的能力、提

供社會資料的能力及具備好的表達能力。表 4-1-14總結了上述比較的結果。 

表 4-1-14 互動前甜甜組每位成員重要背景能力地位平均值檢定結果 

 χ
2
 兩兩逐一比較  

系所  3.07 -- 

年級  2.12 -- 

科學資料  12.45* 
周世民>陳凱翔、黃元皓  

林文欽>陳凱翔、黃元皓  

社會資料  13.09* 
廖語晴>黃元皓、王懷聿  

周世民>黃元皓、王懷聿  

理由  9.11 -- 

依據  4.49 -- 

反例  4.08 -- 

辯論策略  2.17 -- 

表達能力  19.49** 

林文欽>王懷聿、黃元皓、陳凱翔  

周世民>王懷聿、黃元皓、陳凱翔  

廖語晴>王懷聿、黃元皓、陳凱翔  

從上表的結果可以看出，周世民在提供科學資料的能力上顯著高於陳凱翔與

黃元皓；在提供社會資料的能力上顯著高於黃元皓與王懷聿；在表達能力上顯著

高於王懷聿、黃元皓與陳凱翔三位成員，地位平均值合計高於其他成員七人次，

因此在互動前周世民的聚集地位最高。林文欽在提供科學資料的能力上顯著高於

陳凱翔與黃元皓；在表達能力上顯著高於王懷聿、黃元皓與陳凱翔三位成員，地

位平均值合計高於其他成員五人次，因此互動前林文欽的聚集地位第二高。而廖

語晴在在提供社會資料的能力上顯著高於黃元皓與王懷聿；在表達能力上顯著高

於王懷聿、黃元皓與陳凱翔三位成員，地位平均值合計高於其他成員五人次，因

此在互動前廖語晴的聚集地位第三高。 

總結來說，互動前甜甜組在提供社會資料、社會資料及表達能力這三項能力

被預期會有好的表現的成員，其聚集地位較高，而在這三項能力被預期表現不如

其他成員的人，其聚集地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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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飄香組與甜甜組互動前期望居位的異同 

前二小節分別說明飄香組與甜甜組成員在互動前的居位情形，由於飄香組與

甜甜組的成員都有六位，而且六位成員中有兩位成員來自非神龍系，而其餘四位

成員都來自神龍系。兩組非神龍系成員中，都各有一位碩士班的成員，並且各有

一位領袖系二年級的成員。兩組神龍系成員中，就讀年級的分佈都是四、三、三、

二。兩組成員的組成情形十分類似，因此瞭解兩組成員的居位情形的異同，將能

進一步瞭解小組居位的共通性及差異性。循此，以下將從兩組成員互動前預想的

故事情節、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時的刻板印象、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的情況及

聚集地位的形成等面向，簡單說明兩組成員互動前居位的異同。 

（一）互動前飄香組與甜甜組預想故事情節的異同 

互動前飄香組成員除了問卷所提供的背景與能力之外，有兩位成員提出了組

織架構這項能力，有一位成員提出了內容流暢的能力。而互動前甜甜組則未提出

其它的重要能力，顯示兩組成員在互動前預想的故事情節廣度有所不同。 

若比對飄香組與甜甜組成員對其餘的兩項背景及七項能力的重要性評估，則

發現兩組成員都認為就讀系所與年級這兩項背景的重要性都低於七項能力的重

要性。而在七項能力的重要性排名上，兩組成員都認為表達能力對於能源議題的

辯論是最重要的，其次為提供科學資料及社會資料。 

上述的結果說明雖然飄香組與甜甜組預想的故事情節在廣度上略有不同，但

對於要進行能源議題的辯論所預想的重要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相同的。 

（二）互動前飄香組與甜甜組成員次團體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刻板印象 

由於飄香組與甜甜組各有兩位非神龍系的成員，這兩位成員對於同組的其他

成員並不熟識，因此在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時，並不會預想自己與他人的表現會

有差異。 

而從飄香組與甜甜組神龍系次團體成員在互動前對非神龍系成員及神龍系

成員的居位結果可以看出，兩組神龍系次團的成員都預期提供社會資料、提出支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79 

 

持論點的理由及表達能力上不如非神龍系的成員，而且整體的表現也會不如非神

龍系的成員。然而甜甜組神龍系的成員卻不認為自己就讀的系所與年級不如非神

龍系的成員，顯示甜甜組神龍系成員對於自己就讀的系所與年級較有信心，不會

輸給就讀其他系所或年級，而飄香組成員相較之下對於自己就讀的系所與年級則

較沒信心。 

由於兩組神龍系的成員對於非神龍系的成員並不熟識，而在彼此不熟悉的情

況下，神龍系成員在互動前就已經先預期自己的表現將不如非神龍的成員，雖然

甜甜組的情況較不明顯，但仍然可以看出兩組神龍系成員仍持有預期自己表現不

如其他系所的刻板印象。 

（三）互動前飄香組與甜甜組成員傾向自謙的表現 

從飄香組與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與被他人居位的結果可以看出，所有成員在

互動前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皆低於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這個現象顯示兩

組的成員居位自己時，都表現出自謙的傾向。 

（四）互動前飄香組與甜甜組成員聚集地位差異的傾向 

飄香組成員的聚集地位可分成三群。高聚集地位群為許靜雯；中聚集地位群

為黃仕郁、何英倫、郭秀美三位成員；低聚集地位群為葉祝君和陳思妤。甜甜組

成員的聚集地位可分成兩群，高聚集地位群為周世民、林文欽及廖語晴三位成

員；而低聚集地位群為王懷聿、陳凱翔及黃元皓三位成員。兩組中高聚集地位的

成員，除了林文欽之外，其餘的三位成員都是非神龍系的成員。兩組中低聚集地

位的成員都是就讀神龍系且年級較低的成員。由此看來，在互動前兩組成員的聚

集地位會有差異，似乎與先前提及神龍系成員對於自己能力的信心不足，因此預

期自己在某些重要能力的表現上不如非神龍系的成員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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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內結識—互動歷程的居位 

本節主要呈現飄香組與甜甜組從不熟識到第一次小組討論、第二次小組討論

及第三次小組討論後的居位情形。從每次約一個小時的小組討論過程中，小組的

成員間藉由小組討論的互動而慢慢結識。隨著成員間慢慢熟識的過程中，小組所

共同建構的故事情節是否會有所變動？每位成員的居位情形是否會因為每位成

員的表現而有不同？每位成員的聚集地位是否會因為每位成員的表現而有差

異？以下將逐一呈現飄香組與甜甜組成員從不熟識到結識的居位歷程。 

一、互動後飄香組成員間居位的遞變 

由前一節飄香組成員互動前的居位情形可知飄香組有兩位成員自行提出了

兩項重要能力；而且飄香組中神龍系成員普遍預期自己在能源議題的討論上較不

如非神龍系的成員，因此將自己居位得比非神龍系成員要來得低，這造成了飄香

組成員神龍系成員聚集地位的低落。上述的情形是否會因為實際的互動而有所改

變？以下將分別呈飄香組成員互動前互動後的故事情節及居位情形。 

（一）飄香組互動後故事情節的微調 

飄香組成員在互動前有兩位成員提出了「組織架構」與「內容流暢」兩項能

力，但是在第一次互動之後，這兩項能力沒有再被提及，這算是飄香組互動前與

互動後故事情節的差異之一。 

表 4-2-1 飄香組互動前及三次互動後重要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平均值 

 互動前  

M (S.D.) 

第一次互動後  

M (S.D.) 

第二次互動後  

M (S.D.) 

第三次互動後  

M (S.D.) 
χ

2
 

系所  0.05 (0.03) 0.06 (0.05) 0.01 (0.02) 0.04 (0.05) 3.79 

年級  0.06 (0.06) 0.05 (0.04) 0.01 (0.02) 0.04 (0.06) 3.48 

科學資料  0.12 (0.02) 0.11 (0.03) 0.12 (0.03) 0.13 (0.01) 2.49 

社會資料  0.12 (0.02) 0.12 (0.02) 0.13 (0.01) 0.13 (0.01) 3.39 

理由  0.12 (0.03) 0.14 (0.01) 0.15 (0.01) 0.13 (0.01) 8.33* 

依據  0.11 (0.03) 0.14 (0.01) 0.15 (0.01) 0.13 (0.01) 8.33* 

反例  0.12 (0.03) 0.13 (0.02) 0.14 (0.01) 0.13 (0.02) 3.47 

辯論策略  0.12 (0.02) 0.13 (0.02) 0.15 (0.01) 0.13 (0.04) 5.23 

表達能力  0.13 (0.01) 0.13 (0.03) 0.14 (0.01) 0.13 (0.03) 1.06 

*代表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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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飄香組成員在第一次互動後都沒有再自行提出認為重要的能力，而互動

前提及的重要能力也未再被提及，因此表 4-2-1僅呈現互動前與互動後問卷中所

提及的兩項背景與七項能力的比較結果。從各項重要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來看，

就讀系所與年級的重要性仍然最低，第一次互動後各項背景或能力重要性評分的

K-W test檢定結果 χ
2
(8, N = 54) = 25.80 ,p < .01，兩兩逐一比較後發現就讀系所與

年級顯著低於其他能力。第二次互動後各項背景或能力重要性評分的 K-W test

檢定結果 χ
2
(8, N = 36) = 24.87 ,p < .01、兩兩逐一比較後發現，除了就讀系所與年

級顯著低於其他能力之外，科學資料也顯著低於提出支持議題的理由、依據及辯

論策略三項能力。若從飄香組第二次互動的話語資料來看，飄香組第二次互動時

將焦點置於發電成本及事故率(社會資料)、目前支持核能電廠的立場(理由)、建

核能電廠的依據(依據)、核能輻射問題(反例)及辯論時可使用那些資料進行攻防

(辯論策略)，較少提及科學資料的內容，因此提供科學資料的能力在第二次的討

論中，被認視為較不重要。以辯論策略為例： 

[20121022NU0645] 
許靜雯：你們覺得對方會攻擊我們那裡？我們最有名應該是車諾比跟…  

葉祝君：對呀！  

許靜雯：他們會用來攻擊我們吧！  

陳思妤：還有去年日本那一個，就這兩個點吧！  

… 

陳思妤：他們只會攻擊我們核廢料，我們就可以攻擊他們在開採，還有燃燒的地方。 

葉祝君：所以他們污染我們可以拿來當我們攻擊他們的地方。因為他們污染比較大。 

陳思妤：對對對，所以這邊可以加重  

葉祝君：打星星。然後防守就是那個核廢料。  

許靜雯：對啊!我們要防好核廢料，污染就是攻擊他們的重點，所以我覺得污染第一

個是火力的…  

陳思妤：火力的開採跟燃燒之後。  

第三次互動後各項背景或能力重要性評分的 K-W test檢定結果 χ
2
(8, N = 45) 

= 20.18 ,p < .01、兩兩逐一比較後發現就讀系所與年級顯著低於其他七項能力。

由這幾次各項能力的比較看來，就讀系所與年級從互動前就已經顯著低於其他七

項能力，而各項能力的重要性也與該次討論時的內容有關。 

比較完三次互動後各項能力的差異之後，接下來則比較同一種背景或能力互

動前與三次互動後重要性是否有差異。從表 4-2-1最右欄各項背景能力重要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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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檢定結果可以發現，除了提出支持議題的理由及依據兩項能力之外，其餘背

景或能力的重要性都沒有達到顯著性差異。經兩兩逐一比較結果發現提出支持理

由和依據這兩項能力在互動前的重要性顯著低於第一次和第二次互動後的重要

性，這顯示在互動前飄香組成員認為提出支持的理由和依據的重要性較低，但經

討論後，則發現提出支持議題理由及依據是重要的。從飄香組第一次互動的內容

可發現，從飄香組成員確立自己的組別是支持興建兩個機組的核能電廠時，一開

始成員的討論中就提及要找尋核能電廠的優點，以便作為支持核能電廠的理由。 

[20121015NU0315] 
何英倫：我們是第幾個？  

許靜雯與葉祝君：我們是三~ 

葉祝君：優點跟缺點嗎？  

許靜雯：兩機組的優點、兩機組的優點~核能的優點~這是 核能發電啊~這個啊~對  

許靜雯：優點是那裡啊？  

葉祝君：優點…優點就是不會造成空氣污染。  

由上述飄香組互動前與三次互動後重要背景或能力的比較結果可以歸納

出，在互動前有兩位成員自行提出了兩項重要能力，但在互動之後就不再提及這

兩項能力。在提出支持議題的理由能力的重要性上互動前與互動後有達顯著差

異，飄香組成員一旦經過互動之後，提出支持議題理由能力的重要性在三次的討

論後都沒有改變。若進一步檢視這些改變的時間點，都是發生在互動前的預想及

實際互動後兩者之間，這只有說明互動前的預想和實際互動之後飄香組成員對這

些背景與能力的重要性有落差。 

若以三次互動後這些背景與能力的重要性評分結果來看，則發現所有的背景

與能力的重要性都沒有達到顯著性差異，也就是說，對於飄香組的成員來說，經

過實際互動之後所評價這些背景與能力的重要性，在第一次的互動後就已經確

立，而往後的兩次互動結果，這些背景與能力的重要性都和第一次互動後所確立

的重要性相同。這顯示飄香組成員在要完成支持興建核能電廠辯論議題所共同建

構的故事情節在第一次的互動後就已經確定了，而往後的互動結果，這些故事情

節只有微調，而沒有劇烈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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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遞變 

在前述飄香組所建構的故事情節之下，飄香組的成員在每次互動時，都會對

自己與其他成員的表現進行居位，雖然居位的歷程是在互動中持續進行的，為了

瞭解每次互動後飄香組成員暫時居位的結果，在每次互動後都會以問卷探知參與

成員對彼此的居位情形。表 4-2-2為互動前、後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

的地位平均值。 

表 4-2-2 互動前、後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 

次數  居位者  

被居位者  

許靜雯  

M (S.D.) 

黃仕郁  

M (S.D.) 

郭秀美  

M (S.D.) 

何英倫  

M (S.D.) 

葉祝君  

M (S.D.) 

陳思妤  

M (S.D.) 

互動前 

許靜雯 0.34 (0.33) 0.33 (0.19) 0.51 (0.28) 0.42 (0.21) 0.48 (0.21) 0.52 (0.30) 

黃仕郁 0.34 (0.33) 0.31 (0.20) 0.41 (0.23) 0.31 (0.12) 0.40 (0.22) 0.33 (0.23) 

郭秀美 0.33 (0.33) 0.32 (0.19) 0.15 (0.10) 0.37 (0.26) 0.32 (0.18) 0.40 (0.23) 

何英倫 0.33 (0.31) 0.32 (0.19) 0.45 (0.24) 0.22 (0.11) 0.33 (0.27) 0.26 (0.25) 

葉祝君 0.30 (0.31) 0.32 (0.19) 0.19 (0.14) 0.32 (0.18) 0.19 (0.13) 0.26 (0.18) 

陳思妤 0.29 (0.33) 0.31 (0.20) 0.20 (0.14) 0.28 (0.19) 0.20 (0.14) 0.14 (0.12) 

第一次

互動後 

許靜雯 0.46 (0.34) 0.54 (0.20) 0.67 (0.20) 0.57 (0.16) 0.65 (0.38) 0.67 (0.17) 

黃仕郁 0.37 (0.33) 0.41 (0.11) 0.56 (0.17) 0.56 (0.15) 0.57 (0.34) 0.40 (0.12) 

郭秀美 0.35 (0.30) 0.35 (0.08) 0.28 (0.13) 0.55 (0.15) 0.33 (0.26) 0.56 (0.14) 

何英倫 0.46 (0.33) 0.35 (0.08) 0.12 (0.05) 0.18 (0.08) 0.16 (0.15) 0.24 (0.13) 

葉祝君 0.30 (0.26) 0.35 (0.08) 0.32 (0.14) 0.16 (0.06) 0.33 (0.22) 0.32 (0.13) 

陳思妤 0.40 (0.31) 0.35 (0.08) 0.38 (0.16) 0.33 (0.07) 0.28 (0.20) 0.15 (0.08) 

第二次

互動後 

許靜雯 0.38 (0.25) -- -- 0.37 (0.17) 0.51 (0.32) 0.62 (0.36) 

黃仕郁 -- -- -- -- -- -- 

郭秀美 -- -- -- -- -- -- 

何英倫 0.44 (0.34) -- -- 0.40 (0.33) 0.18 (0.12) 0.16 (0.09) 

葉祝君 0.33 (0.28) -- -- 0.51 (0.24) 0.38 (0.29) 0.47 (0.27) 

陳思妤 0.40 (0.32) -- -- 0.27 (0.20) 0.49 (0.30) 0.31 (0.18) 

第三次

互動後 

許靜雯 0.50 (0.31) 0.42 (0.18) -- 0.43 (0.17) 0.54 (0.35) 0.65 (0.37) 

黃仕郁 0.39 (0.30) 0.36 (0.18) -- 0.42 (0.16) 0.56 (0.35) 0.39 (0.22) 

郭秀美 -- -- -- -- -- -- 

何英倫 0.37 (0.33) 0.37 (0.20) -- 0.38 (0.29) 0.25 (0.22) 0.13 (0.07) 

葉祝君 0.34 (0.27) 0.39 (0.21) -- 0.42 (0.24) 0.32 (0.27) 0.52 (0.29) 

陳思妤 0.39 (0.29) 0.40 (0.20) -- 0.30 (0.22) 0.27 (0.21) 0.26 (0.15) 

表中 --的部份表示缺席成員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狀態；畫底線為該位成員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 

從表 4-2-2的結果可以看出，互動前及第一次互動時，飄香組成員都是全員

到齊的情況；第二次互動時則只有許靜雯、何英倫、葉祝君與陳思妤四位成員參

與討論，而黃仕郁與郭秀美則缺席；第三次互動時有許靜雯、黃仕郁、何英倫、

葉祝君和陳思妤五位成員參與討論，郭秀美缺席。每次進行地位平均值的比較

時，只計算出席成員的地位平均值，而缺席的成員則不列入計算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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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飄香組每位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逐次比較結果 

許靜雯不論互動前或任何一次的互動後，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

都沒有達顯著差異，這結果表示對許靜雯來說，飄香組每位成員的表現與自己的

表現並沒有差異，沒有那一位成員特別突出。黃仕郁在互動前居位自己與居位他

人的地位平均值未達顯著差異，經過第一次的互動之後，黃仕郁居位自己與居位

他人的地位平均值也未達顯著差異，顯示黃仕郁認為飄香組成員的表現都差不

多。第二次的互動黃仕郁缺席，而缺席後再次參與討論的黃仕郁則認為每個人的

表現都差不多，因此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未達顯著差異。 

郭秀美在互動前將組員居位成兩群，第一群為許靜雯、黃仕郁及何英倫，第

二群為自己、葉祝君和陳思妤，其中第一群的地位顯著高於第二群。經過第一次

互動之後，郭秀美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達顯著差異，χ
2
(5, N = 54) = 

32.54 ,p < .01，這次則將組員居位成三群，第一群為許靜雯與黃仕郁，其地位平

均值顯著大於其他成員，第二群為陳思妤、葉祝君及自己，地位平均值顯著大於

何英倫。郭秀美第一次互動後即缺席兩次。 

何英倫互動前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未達顯著差異。第一次互動

後則將組員居位成三群，χ
2
(5, N = 54) = 40.20 ,p < .01，第一群為許靜雯、郭秀美

與黃仕郁，第二群為陳思妤，第三群則是何英倫與葉祝君，其中第一群的地位平

均值顯著大於第二群和第三群，而第二群的地位平均值也顯著大於第三群。第二

次互動及第三次互動後，何英倫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沒有差異。 

葉祝君互動前將組內成員居位成三群，第一群是許靜雯與黃仕郁；第二群為

郭秀美與何英倫；第三群為自己和陳怡如，其中第一群成員的地位顯著高於第三

群。第一次互動後，葉祝君將組內成員居位成四群，χ
2
(5, N = 54) = 13.95 ,p < .05，

第一群為許靜雯，其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其他成員；第二群為黃仕郁，其地位平

均值顯著高於陳思妤與何英倫；第三群為自己和郭秀美；第四群為陳思妤與何英

倫。第二次互動及第三次互動後，葉祝君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居位情形沒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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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陳思妤互動前將組內成員區分成四群，第一群為許靜雯，第二群為郭秀美，

第三群為黃仕郁、何英倫和葉祝君，第四群為自己，其中第一群的地位平均值顯

著高於第三和第四群，第二群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第四群。第一次互動後，陳

思妤將組員區分成五群，χ
2
(5, N = 54) = 35.49 ,p < .01，第一群為許靜雯與郭秀

美，第二群為黃仕郁，第三群為葉祝君，第四群為何英倫，第五群為自己，其中

第一群顯著高於二、三、四、五群；第二群顯著高於第四、五群；第三群顯著高

於第五群。第二次互動後陳思妤將許靜雯居位得最高，χ
2
(3, N = 36) = 12.28 ,p  

< .01，顯著高於自己與何英倫，而把葉祝君居位於第二高，地位顯著高於何英倫，

將自己居位於第三高，而何英倫最低。第三次互動後，陳思妤仍然將許靜雯居位

得最高，χ
2
(4, N = 45) = 15.93 ,p < .01，顯著高於黃仕郁、陳思妤與何英倫；而將

葉祝君居位於第二高，顯著高於陳思妤與何英倫；將黃仕郁居位於第三高，顯著

高於何英倫。 

表 4-2-3 飄香組互動前、後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事後比較結果 

居位者  互動前  第一次互動後  第二次互動後  第三次互動後  

許靜雯 -- -- -- -- 

黃仕郁 -- -- 缺 -- 

郭秀美 許、黃、何>郭、葉、陳  許、黃>陳、葉、郭、何  

陳、葉、郭>何  
缺 缺 

何英倫 
-- 

許、郭、黃>陳、何、葉  

陳>何、葉  
-- -- 

葉祝君 
許、黃>葉、陳  

許>黃、葉、郭、陳、何  

黃>陳、何  
-- -- 

陳思妤 
許>黃、何、葉、陳  

郭>陳  

許、郭>黃、葉、何、陳 

黃>何、陳 

葉>陳  

許>陳、何  

葉>何  

許>黃、陳、何  

葉>陳、何  

黃>何  

--為未遠顯著差異；缺為缺席；>為顯著高於；許=許靜雯、黃=黃仕郁、郭=郭秀美、何=何英倫、

葉=葉祝君、陳=陳思妤；每個人出現的順序依據其地位平均值來排列。  

將上述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結果整理成表 4-2-3。從表的結果

可看出，許靜雯在互動前已經被居位得最高，而在第一次互動後被居位得更高。

何英倫互動前被郭秀美、葉祝君與陳思妤居位得較高，但是經過第一次互動後，

則被居位到最低的位階。而何英倫居位自己時，也將自己居位得較低。而葉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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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陳怡如在互動前、後居位自己的情況似乎也有變化，為了瞭解每位成員的居位

自己的情形，以下將進一步說明每位成員居位自己的遞變情形。 

2. 飄香組每位成員居位自己的遞變情形 

依據表 4-2-2 的結果可以看到，許靜雯居位自己的四次地位平均值分別為

0.34、0.46、0.38及 0.50，以 K-W test比較四次地位平均值的結果發現 χ
2
(3, N = 38) 

= 2.13 ,p > .05，顯示許靜雯四次居位自己沒有差異，這說明許靜雯認為自己在互

動前對自己的預期與三次的互動時的表現相同。黃仕郁由於第二次的討論時缺席

一次，因此只有三次居位自己的結果，黃仕郁居位自己三次的地位平均值分別為

0.31、0.41及 0.36，以 K-W test比較三次地位平均值的結果，發現 χ
2
(2, N = 29) = 

0.65 ,p > .05 沒有達到顯著差異，表示黃仕郁認為自己在互動前及第一次互動

時、第三次互動時的表現相當。 

郭秀美沒有出席第二次及第三次的討論，因此只有互動前及第一次互動後兩

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而兩次居位自己的結果分別為 0.15及 0.28，以 K-W test

比較兩次地位平均值的差異，結果發現 χ
2
(1, N = 20) = 6.56 ,p < .01，表示郭秀美

認為自己第一次互動後表現不如互動前的表現。何英倫居位自己四次的地位平均

值分別為 0.22、0.18、0.40及 0.38，以 K-W test比較這四次地位平均值的差異，

結果為 χ
2
(3, N = 38) = 3.31 ,p > .05，表示何英倫認為自己在互動前的預期及三次

互動後的表現沒有差異。 

葉祝君互動前與三次互動後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分別為 0.19、0.33、0.38

及 0.32，以 K-W test檢定這四次地位平均值的結果，發現 χ
2
(3, N = 38) = 3.45 ,p  

> .05，表示葉祝君四次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未達差異，顯示葉祝君認為自己在

互動前的預期及三次互動後的表現沒有差異。 

陳思妤互動前與三次互動後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分別為 0.14、0.15、0.31

及 0.26，從數值來看，互動前及第一次互動後居位自己的平均值較低，而第二次

互動後地位平均值則有提昇的現象，以 K-W test 檢定這四次的地位平均值，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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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發現 χ
2
(3, N = 38) = 9.30 ,p < .05，表示陳思妤這四次的地位平均值達顯著差

異，兩兩逐一比較後發現第二次互動及第三次互動後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互動

前及第一次互動後的地位平均值。這個結果顯示陳思妤在第二次互動後，認為自

己在能源議題討論的表現有變得較好，因此將自己居位於較高的位階。 

以飄香組第一次及第二次互動的話語資料來看，陳思妤在第一次的互動中主

要是簡單回應其他成員所提出的問題，例如： 

[20121015NU0400] 
許靜雯：我們是支持核能嗎？  

陳思妤：對！  

葉祝君：核能的優點是什麼？  

陳思妤：就是跟火力發電的比。  

葉祝君：我在寫便條紙。  

陳思妤：比較不會有空氣污染…跟火力比起來。  

[20121015NU0950] 

許靜雯：花費還有什麼樣的花費？  

陳思妤：核廢料。  

[20121015NU1200] 
葉祝君：就核能爆炸，感覺有危險  

陳思妤：對呀！就事故。  

雖然陳思妤有投入議題的討論中，但是由於都是回應簡單的問題，所以陳思

妤並不認為自己在第一次互動時的表現夠好，因此陳思妤第一次互動後居位自己

的值並沒有提昇。而在第二次互動時，陳思妤不只同樣投入議題的討論，而且開

始成為訊息提供者。 

 [20121022NU1030] 

許靜雯：因為其實是如果是火力的話，火力也要處理它的排放出來那個黑煙，那跟如

果以它處理那個價錢跟處理核廢料的價錢來比，這個應該要比進去。  

陳思妤：我有查到他們說處理那個二氧化碳那個成本太高。  

許靜雯：真的嗎？好！那攻擊重點。  

[20121022NU1030] 
許靜雯：(核能)使用年限呢？  

陳思妤：40 年。  

許靜雯：核能 40 年。  

陳思妤：然後核電廠已經用 33 年，然後行政院是因為有反核加入的關係想把它處理，

想要把它弄掉，可是後來又想到有儲存核廢料的問題，所以就又繼續用。  

許靜雯：對呀。可是一個核能廠應該有 2 個那個負責發電的機器啊！  

陳思妤：我這邊有國外的，就是德國跟美國他們的核電狀況，他們也都是核電的，就

是也是供電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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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思妤兩次的討論時的話語資料可以發現第一次互動時，只提供簡單的訊

息，而第二次互動時，因為事前準備了與議題相關的資料。這些資料包含在火力

發電廠所造成的污染上找到攻擊對方立場的訊息，並獲得許靜雯的肯定；也包含

了國內、外興建核能電廠的理由與改善核能發電的供電比資料。由於第二次互動

時提供許多資料來源，使得陳思妤認為自己在這次互動中的表現比互動前及第一

次互動時要來得更好，因此陳思妤提昇了第二次互動後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 

由上述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的遞變情形可以看出，許靜雯、黃仕郁、郭秀美、

何英倫及葉祝君互動前與互動後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並沒有改變，若從第一次

小組討論的話語資料與錄影檔可以看出除了許靜雯與葉祝君之外，其餘三位成員

參與討論的次數並不高，黃仕郁在第一次的討論中，並沒有發言，對照錄影檔則

發現黃仕郁在討論中對其他成員的反應只有肢體語言(點頭)以表示贊同，而在第

三次的討論中也只有一次發言，因此黃仕郁認為自己的表現和互動前的預期相

同。而郭秀美在第一次小組討論中，只有四次的發言，內容主要是提問核能的優

點「核能的優點是什麼？」、核能的污染「核能是什麼污染？」及提到火力發電廠也怕

天災等內容「如果地震，火力發電應該也是滿危險的。」，而在第二和第三次的討論中

缺席。因此郭秀美不認為自己在第一次的討論中的表現與互動前自己預期自己的

表現有差異。何英倫在第一次的討論中有四次發言，主要是確認飄香組的立場「我

們是第幾個？」，在後續的討論中，因為發言較接近開玩笑而被其他成員否定，從

此較少再發言。 

[20121015NU0800] 

郭秀美:核能的優點是什麼？  

何英倫:省錢省力省原料。  

葉祝君:沒有省原料吧。  

許靜雯:你是想壓韻吧。  

何英倫第二次互動沒有發言，第三次互動時發言了十一次，主要是許靜雯在

分配辯士時，何英倫在確定每位辯士的角色時發生，如「一(辯)是要幹嘛？」。由於

何英倫一開始居位自己的值就偏低，對照何英倫在小組討論時的表現，何英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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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居位自己，認為自己在三次的討論中的表現和互動前預期的相同。 

陳思妤在四次居位自己的結果達顯著差異，而且在第二次互動後居位自己的

地位平均值也有顯著提昇。陳思妤因為較積極地參與討論，並在討論中提供討論

議題所需的訊息及想法，因此對自己在小組討論中的表現居位得比互動前要來得

高。 

3. 飄香組神龍系成員刻板印象的弱化 

第一節第二小節內容中提及飄香組神龍系成員在互動前居位非神龍系成員

及神龍系成員時，會有刻板印象的存在，尤其是互動前神龍系成員在就讀系所與

年級這兩項背景時，將自己就讀的系所與年級居位得比非神龍系成員顯著較低。

這表示飄香組神龍系成員對自己就讀的系所與年級沒有信心，因此預期就讀別的

系所與年級的成員會表現得比自己好。經過三次的討論之後，飄香組的成員這時

會如何居位非神龍系的成員與神龍系的成員呢？表 4-2-4則呈現飄香組第三次互

動後神龍系成員居位非神龍系成員與神龍系成員的比較結果。 

表 4-2-4 飄香組第三次互動後神龍系成員居位非神龍系與神龍系成員之比較 

 非神龍系  

M (S.D.) 

神龍系  

M (S.D.) 
χ

2
 

系所  0.12 (0.19) 0.04 (0.08) 0.46 

年級  0.10 (0.16) 0.10 (0.21) 0.00 

科學資料  0.56 (0.20) 0.32 (0.29) 2.08 

社會資料  0.65 (0.15) 0.28 (0.26) 0.79 

理由  0.59 (0.19) 0.31 (0.28) 0.48 

依據  0.59 (0.19) 0.31 (0.28) 1.11 

反例  0.61 (0.16) 0.25 (0.23) 9.33** 

辯論策略  0.63 (0.26) 0.24 (0.22) 7.10** 

表達能力  0.61 (0.31) 0.30 (0.24) 0.11 

整體平均值  0.41 (0.32) 0.20 (0.24) 11.74** 

**代表 p<.01。  

從表 4-2-4的結果可看出，神龍系成員只在提出反例及辯論策略這兩項能力

上自認為不如非神龍系的成員，相較於互動前神龍系成員認為自己在七項能力都

不如非神龍系成員的情況有大幅的變化。這顯示藉由對能源議題的討論，飄香組

神龍系成員對就讀神龍系的刻板印象有被弱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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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動前、後飄香組成員被他人居位的遞變 

瞭解互動前、後飄香組成員居位自己的遞變之後，接下來則呈現飄香組成員

被他人居位的改變情形。表 4-2-5為互動前、後飄香組成員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

均值及比較結果。 

表 4-2-5 互動前、後飄香組成員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及比較結果 

被居位者  互動前  

M (S.D.) 

第一次互動後  

M (S.D.) 

第二次互動後  

M (S.D.) 

第三次互動後  

M (S.D.) 
χ

2
 

許靜雯 0.52 (0.18) 0.65 (0.19) 0.59 (0.23) 0.57 (0.23) 10.70** 

黃仕郁 0.43 (0.18) 0.54 (0.20) -- 0.53 (0.19) 7.72* 

郭秀美 0.41 (0.20) 0.47 (0.18) -- -- 3.11 

何英倫 0.42 (0.21) 0.29 (0.20) 0.33 (0.23) 0.34 (0.22) 2.33 

葉祝君 0.34 (0.18) 0.30 (0.15) 0.51 (0.21) 0.47 (0.22) 14.07** 

陳思妤 0.31 (0.19) 0.38 (0.15) 0.46 (0.25) 0.37 (0.21) 7.56* 

--為缺席；*代表 p<.05；**代表 p<.01。  

從表 4-2-5的結果可以看出，飄香組成員除了郭秀美與何英倫之外，其餘每

個人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都達到顯著差異。許靜雯被他人居位的平均值在互

動前最低，經第一次互動後達到最高，第二次互動及第三次互動後雖然有些許的

降低，但仍然是所有成員中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最高的人。兩兩逐一比較

後，發現許靜雯互動前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顯著低於第一次互動後的地位平

均值，其餘各次被他人居位的平均值未達顯著差異。 

黃仕郁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在互動前最低，而經第一次及第三次互動

後，則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有提昇的現象，兩兩逐一比較後，發現黃仕郁互

動前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顯著低於互動後的兩次地位平均值。由於郭秀美只

有互動前及第一次互動時有出席，因此只有兩次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以獨

立樣本 t檢定比較兩次被他人居位的差異，結果顯示沒有差異，表示互動前飄香

組成員對於郭秀美的預期表現與第一次互動時對郭秀美的表現之間沒有差異。 

葉祝君在第一次互動後，被他人居位的平均值最低，而到第二及第三次互動

後，葉祝君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就有提昇，兩兩逐一比較後，發現葉祝君第

二及第三次互動後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互動前及第一次互動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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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陳思妤第二次互動後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最高，其

餘三次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差不多，兩兩逐一比較後，發現第二次互動後陳

思妤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其他次的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 

從上述的結果可以看到，隨著每次小組討論的進行，每位成員在其他成員的

眼中會因為該次的表現而得到不同的居位。以第一次互動來說，小組討論完後，

組內成員認為許靜雯與黃仕郁的表現比互動前的預期高，因此這兩位成員被他人

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顯著提昇。 

而第二次互動時，其他成員認為葉祝君和陳思妤的表現比上一次的表現來得

好，因此兩位成員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也顯著提昇。若配合第二次互動時葉

祝君和陳怡如的話語資料，則會發現這兩位成員在第二次互動時，都有提供資料

的表現。例如： 

[20121022NU0900] 

許靜雯:…以成本來說呢？  

葉祝君:成本就是，因為我查到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台灣很多的礦產就是少一些，大部

份主要是依靠進口，進口光那些運輸火力就高出核能。就以煤礦來說，它們

需要 5 萬噸的運船，5 萬噸的運船就一個班次所以就要 300 萬次，然後以這

個數字來說核能比它們少吧！  

[20121022NU1230] 

許靜雯:可是一個核能廠應該有 2 個那個負責發電的機器啊。  

陳思妤:我這邊有國外的，就是德國跟美國他們的核電狀況，他們也都是核電的，就

是也是供電比提升。  

由於第一次互動時，飄香組並沒有人有查詢任何的資料，因此在第一次互動

後則希望每個人都查詢相關的資料，而在第二次互動時，葉祝君和陳思妤就提供

了相當多的資料以便討論，因此被他人的地位平均值就有顯著的提昇。 

（四）飄香組成員聚集地位的遞變 

由於飄香組互動前自行提出了兩項重要能力，而互動之後這兩項能力就沒有

再被提及，因此飄香組互動前與互動後聚集地位的成份並不相同，表 4-2-6所呈

現互動前的地位平均值是十一項背景與能力地位平均值的平均數，而第一次互動

後的地位平均值則是九項背景與能力地位平均值的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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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飄香組成員互動前及每次互動後的地位平均值 

 許靜雯  

M (S.D.) 

黃仕郁  

M (S.D.) 

郭秀美  

M (S.D.) 

何英倫  

M (S.D.) 

葉祝君  

M (S.D.) 

陳思妤  

M (S.D.) 

互動前  0.43 (0.26) 0.35 (0.22) 0.31 (0.23) 0.32 (0.24) 0.26 (0.20) 0.23 (0.20) 

第一次互動後  0.59 (0.26) 0.48 (0.23) 0.40 (0.21) 0.25 (0.19) 0.30 (0.17) 0.32 (0.18) 

第二次互動後  0.47 (0.29) -- -- 0.30 (0.27) 0.42 (0.27) 0.37 (0.26) 

第三次互動後  0.51 (0.29) 0.42 (0.25) -- 0.30 (0.25) 0.40 (0.25) 0.31 (0.21) 

1. 飄香組成員互動前及每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 

如第一節所述，互動前飄香組成員的聚集地位可區分成三群，高聚集地位群

為許靜雯，其聚集地位顯著高於其他成員；中聚集地位群為黃仕郁、何英倫、郭

秀美三位成員，其中黃仕郁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葉祝君和陳思妤，而何英倫與郭

秀美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陳思妤；低聚集地位群為葉祝君和陳思妤。詳如下圖。 

 

圖 4-2-1 飄香組互動前聚集地位分佈圖 

圖 4-2-1中，每位成員的長條圖上的為數字該位成員的地位平均值。數字上

則呈現該位成員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某幾位成員的檢定結果，例如「>黃、何、

郭、葉、陳」代表經事後比較後，該位成員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黃仕郁、何英

倫、郭秀美、葉祝君及陳思妤等成員。由飄香組互動前聚集地位的顯著情況可以

看到，以何英倫與郭秀美為基準值，許靜雯的地位最高，黃仕郁略高於基準值，

葉祝君略低於基準值，陳怡如最低。 

>黃、何、郭、葉、陳 

>葉、陳 

>陳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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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互動後，飄香組成員的地位平均值最高的仍為許靜雯，其次依序為黃

仕郁、郭秀美、陳思妤、葉祝君、何英倫，如圖 4-2-2所示。 

  

圖 4-2-2 飄香組第一次互動後聚集地位分佈圖 

以 K-W test 檢定飄香組第一次互動後每位成員聚集地位平均值的差異，結

果為 χ
2
(5, N = 324) = 75.51 ,p < .01，顯示飄香組第一次互動後成員間的聚集地位

平均值有差異，兩兩逐一比較，則發現第一次互動後，飄香組成員的聚集地位分

成三群，高聚集地位群許靜雯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其他五位成員；中聚集地位群

為黃仕郁與郭秀美，這兩位成員的聚集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陳思妤、葉祝君和何

英倫三位成員；低聚集地位群則是陳思妤、葉祝君和何英倫三位成員。和互動前

相較之下，互動前何英倫處於中聚集地位群，經第一次互動後則變成低聚集地位

群。 

從第一次小組討論時的話語資料可以發現，何英倫的發言次數並不多，只有

一開始確立小組的議題內容及一次類似半開玩笑的發言。 

[20121015NU0800] 
郭秀美:核能的優點是什麼？  

何英倫:省錢省力省原料。  

葉祝君:沒有省原料吧。  

許靜雯:你是想壓韻吧。  

>黃、郭、陳、葉、何 

>陳、葉、何 

>陳、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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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場景發生在小組成員討論核能的優點時，何英倫提出「省錢省力省原

料」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受到葉祝君及許靜雯的否定，此後，何英倫在第一次

的討論中就沒有再提出自己的想法。可能是這次的發言及後續的表現，讓何英倫

的聚集地位在第一次互動後降低到最低的地位。 

第二次互動時，由於黃仕郁與郭秀美兩位成員缺席，因此飄香組該次的討論

只有許靜雯、何英倫、葉祝君與陳思妤四位成員參與。 

 

圖 4-2-3 飄香組第二次互動後聚集地位分佈圖 

圖 4-2-3為飄香組第二次互動後聚集地位分佈圖，由圖的內容可以看到飄香

組成員的地位平均值最高的為許靜雯，其次依序為葉祝君、陳思妤、何英倫。以

K-W test比較飄香組成員第二次地位平均值的差異，結果 χ
2
(3, N = 144) = 8.08 ,p  

< .05，顯示飄香組第二次互動後成員間的地位平均值有差異，兩兩逐一比較後，

則發現許靜雯與葉祝君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何英倫。 

>陳、何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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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飄香組第三次互動後聚集地位分佈圖 

第三次互動時，郭秀美仍持續缺席，因此有五位成員參與互動。圖 4-2-4為

飄香組第三次互動後聚集地位分佈圖，由圖中可知飄香組第三次互動後聚集地位

由高至低依序為許靜雯、黃仕郁、葉祝君、陳思妤、何英倫。以 K-W test 比較

第三次地位平均值的差異，發現 χ
2
(4, N = 225) = 17.90 ,p < .01，兩兩逐一比較結

果發現許靜雯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葉祝君、陳思妤與何英倫三位成員；黃仕郁的

聚集地位顯著高於陳思妤與何英倫；葉祝君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何英倫。 

從互動前及三次互動後飄香組成員的聚集地位分佈來看，許靜雯的聚集地位

不論是互動前或是三次互動後都最高；黃仕郁在互動前及參與的兩次互動後，聚

集地位也保持組內第二高；何英倫的聚集地位在互動前較高，第一次互動之後則

降到小組成員中最低，在後續的互動中，何英倫的聚集地位維持全組最低；葉祝

君互動前及第一次互動後聚集地位低，但是在第二次互動後則開始提昇；陳怡如

互動前聚集地位最低，但第一次互動後，有些微提昇，在後續的互動中，大都維

持在第一次互動後的地位。以下呈現同一位成員跨次聚集地位的變化與比較。 

2. 飄香組同一位成員聚集地位的變化 

比較完飄香組成員間互動前及每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之後，接著以 K-W test

比較同一位成員在互動前及互動後聚集地位是否有變化。從上一小節的內容可以

>葉、陳、何 

>陳、何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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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許靜雯在飄香組的四次居位中，都是地位最高的成員，比較這四次聚集地

位的平均值，發現 χ
2
(3, N = 201) = 11.11 ,p < .01，兩兩逐一比較則發現許靜雯第

一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最高，顯著高於互動前與第二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也就

是說，飄香組的成員認為許靜雯在第一次互動時的表現比互動前預期許靜雯的表

現要來得好。從飄香組第一次互動的話語資料來看，許靜雯在第一次的互動中表

現出主導議題討論及發號施令的行為。 

[20121015NU0915] 
許靜雯:還是我們今天，因為我們資料也不太充足，要不要先把那個...考慮的點先寫一

寫，就是花費，然後我們再去找資料。  

郭秀美:還有污染問題，對吧！  

葉祝君:花費是指？  

許靜雯:花費劃個小分支好啦，就是燃料成本跟技術人員。  

由於飄香組第一次互動的時候，手邊並沒有足夠的資料，而為了下次能順利

討論，因此需要決定大約要找尋哪些面向的資料。許靜雯在上述的討論中提出了

花費的面向，並進一步指出花費指的就是燃料成本跟技術人員兩個分支。 

[20121015NU1130] 
許靜雯:空氣污染就是火力的，土地污染是核…  

郭秀美:核能是什麼污染？  

許靜雯:核事故之前不是那個日本…  

葉祝君:爆炸那一個。  

許靜雯:可以再查一下資料，先貼~ 

接下來則提及第二個面向污染，由於這時候飄香組的成員一邊討論一邊組織

小組的概念圖，在組織概念圖時，由葉祝君負責填寫個別的概念，在上述的對話

中，可以看到是由許靜雯告訴葉祝君先把污染這個面向先貼在概念圖上，展現出

命令其他成員的行為。 

[20121015NU1200] 
葉祝君:就核能爆炸，感覺有危險  

陳思妤:對呀！就事故。  

許靜雯:呀！事故率好啦！因為事故率可以再查一下我們可以歷年來火力發電跟核能

發電事故發生率是多少。事故率應該是另外一個，再開一個。事故率可以括

號那個影響範圍，就是它發生的事故的率，頻率是不是多高，然後影響範圍

是多大。  

第三個面向是葉祝君和陳思妤談論核能及火力的事故，然而許靜雯認為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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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成查火力和核能電廠的事故發生率，並定義事故率含影響範圍、發生的頻率等。 

[20121015NU1330] 

許靜雯:我們接下來可以討論什麼，我覺得可以探討效能，就是如果建火力的話他的

效率是多大，然後建核能是多大。然後後面可以括號投資成本跟產生的效能

的比率是多少。還有使用年限。還有什麼可以討論？事故率？  

葉祝君:舉例，事故就那什麼事故，就可以拿進來舉例。我意思是說，在講事故率的

時候，就是可以講，好像火力發電發生事故是那個事故，然後核能發電。  

許靜雯提出的第四個面向是效能，效能包含火力及核能發電的效率。接著並

試圖將先前提及的成本面向和效能做結合，以瞭解投資成本和產生的效能的比率

這種類似投資報酬率的概念。第五個面向則是有關防範核能發電廠發生事故的面

向，許靜雯將它命名為天災的影響。 

[20121015NU2030] 

許靜雯:核能有辦法改正它的缺點嗎？  

葉祝君:核能就只有爆炸這啊。就只要不要爆就好，就沒事啦，對不對？  

許靜雯:天災，會不會影響，地震？  

葉祝君:對啊，所以就是~ 

許靜雯:天災的影響...所以說天災影響的話，我們可能就是要說我要建核能要選在一個

比較良好的地點就沒事啦。  

葉祝君:就是地點的選擇。  

從上述節錄的話語資料可以發現，花費、污染、事故率、效能及天災的影響

五個面向中，只有污染這個面向是郭秀美提出，其餘四個面向都是由許靜雯提出

來的，而且提出這幾個面向之後，接著則進一步說明這個面向所含的內容應該包

含那些資料。此外，許靜雯將發電廠的事故轉換成事故率這個概念，在後續的討

論中，有提及為何要轉換的原因。 

[20121015NU1330] 
許靜雯:我原本想法是說因為核能發電，它的影響範圍其實是都滿大的，而且是不是

比較常聽到，那會不會…因為它是爭議比較大的東西，那其實火力發電會不

會它的事故其實比較頻繁的，只是比較沒有，能見度沒有那麼高。就這個方

面下手去比它的事故發生頻率，如果火力發電發生的頻率比較高的話，就可

以這一點為要點贊成(核能)，要不然核能發電廠會被攻擊他的影響範圍比較大

之類的，那我們可以去查看火力發電廠它的影響範圍有多大，然後發生頻率

有多高，是不是我們不知道而已，所以資料的話這個可以去找找看。  

從許靜雯說明為何要轉換成事故率的原因來看，許靜雯認為核能本身就是一

個較有爭議的發電方式，若再事故的影響範圍的角度來看的話，只會讓己方支持

的立場受到質疑，如果轉換成事故發生率的角度來看時，或許核能發電廠是比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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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電廠低的，這樣就能取得興建核能發電廠的優勢。由此看來，許靜雯面對要

查詢什麼樣的資料時，已經考量到要查詢什麼樣的資料會對己方的立場較有利。 

從上述許靜雯第一次互動時的可瞭解許靜雯在討論時展現出提供意見、發號

施令、組織想法的行為，因此其他成員對許靜雯的居位則大幅提昇，這就是許靜

雯第一次互動後聚集地位顯著提高的原因。 

黃仕郁缺席第二次互動，因此以 K-W test 比較互動前、第一次及第三次互

動三次聚集地位的差異，結果為 χ
2
(2, N = 165) = 8.94 ,p < .01，顯示黃仕郁這三次

的聚集地位有差異，兩兩逐一比較後，發現黃仕郁第一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顯著

高於互動前的聚集地位。郭秀美只參與了第一次互動，因此只有互動前及第一次

互動後的聚集地位，以 K-W test比較這兩次聚集地位的差異，得到 χ
2
(1, N = 120) 

= 5.06 ,p < .05，顯示第一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互動前的聚集地位，從飄

香組第一次互動時的口語資料可以發現郭秀美在討論要查詢的資料方向時，提出

了發電廠污染問題這個重要向度；接著在討論發電廠可能會受天災影響時，則提

及如果發生地震，無論是什麼發電廠應該都會很危險。郭秀美提出的發電廠污染

問題成為飄香組接下來要查詢的五大面向之一；而發電廠都怕天災的想法也影響

了飄香組接下來要查詢的比重，因此郭秀美第一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明顯提昇。 

[20121015NU0915] 
許靜雯:還是我們今天，因為我們資料也不太充足，要不要先把那個...考慮的點先寫一

寫，就是花費，然後我們再去找資料。  

郭秀美:還有污染問題，對吧！  

葉祝君:花費是指？  

許靜雯:花費劃個小分支好啦，就是燃料成本跟技術人員。  

[20121015NU2030] 

許靜雯:核能有辦法改正它的缺點嗎？  

葉祝君:核能就只有爆炸這啊。就只要不要爆就好，就沒事啦，對不對？  

許靜雯:天災，會不會影響，地震？  

葉祝君:對啊，所以就是~ 

許靜雯:天災的影響...所以說天災影響的話，我們可能就是要說我要建核能要選在一個

比較良好的地點就沒事啦。  

葉祝君:就是地點的選擇。  

郭秀美:如果地震，火力發電應該也是滿危險的。  

葉祝君:對啊，應該也滿危險的。  

何英倫的聚集地位在互動前最高，經第一次互動後聚集地位有下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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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K-W test比較何英倫四次聚集地位的差異，則發現 χ
2
(3, N = 201) = 2.28 ,p  

> .05，表示何英倫的聚集地位雖有下降的趨勢，但四次的聚集地位並沒有差異。 

在互動前及第一次互動後葉祝君的聚集地位都偏低，而在第二次互動之後則

有提昇的現象，以 K-W test檢定葉祝君四次聚集地位的差異，發現 χ
2
(3, N = 201) 

= 14.86 ,p < .01，表示葉祝君四次聚集地位有顯著差異，兩兩逐一比較，發現葉

祝君第二次與第三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互動前及第一次互動後的聚集

地位。從飄香組第二次互動的話語資料可以發現，葉祝君在討論時提供了許多面

向的資料。 

[20121022NU0200] 
許靜雯:其實他們比較能夠攻擊我們應該就是輻射問題，我覺得。  

葉祝君:可是，其實昨天我查資料輻射問題，其實煤的也很嚴重，火力發電也是，就

火力可能…嗯…  

[20121022NU0810] 
葉祝君:因為海中，然後我就查到台灣那個核能發電廠的那個防海效益，如果台灣發

生海嘯一般大概 4 公尺高那麼高吧，台灣的大概 1 公尺那麼高。然後我看到

這個他們是說，以非核家園跟低碳家園來說，很多外面的國家都是以低碳家

園為主要的那個，然後好像看瑞典他們的核能的供電量佔百分之四十三呢，

就是比台灣的整整多了很多，台灣好像是百分之十七至二十。  

[20121022NU0900] 
許靜雯:可是我覺得不算是擁核，可是我覺得就是目前看來核能算是暫時解決的到，

在沒有找到更好的代替能源之前，建核能比建火力發電的依據還要好一點。

以成本來說呢?  

葉祝君:成本就是，因為我查到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台灣很多的礦產就是少一些，大部

份主要是依靠進口，進口光那些運輸火力就高出核能。就以煤礦來說，它們

需要 5 萬噸的運船，5 萬噸的運船就一個班次所以就要 300 萬次，然後以這

個數字來說核能比它們少吧！  

[20121022NU1510] 

陳思妤:我覺得核廢料的問題，應該比較困難，要怎樣處理掉。  

許靜雯:還是我們先寫下，就是你們覺得比較難回答的。就是我們待解決問題。  

葉祝君:這邊有寫到就是核廢料處理是因為我們台灣地比較小，所以埋那些東西的埋

核廢料的地方可能不夠，可是如果在瑞典呀、中國大陸的話，其實它們都有

做一個滿好的核廢料淹埋的地方。就是在這有寫說他們埋在 500 米深度的岩

石裡面。  

從上述的話語資料可以看到葉祝君查詢的資料，包含火力發電廠與核能發電

廠的輻射問題、核能發電廠的防海效益、核能發電廠的供電量、火力發電的運輸、

核廢料的處理……等。這些資料涵蓋了第一次互動時提及五個重要面向中的三個

面向，包含花費、污染及效能。也由於葉祝君查詢資料的貢獻，使得葉祝君在第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100 

 

二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顯著提昇。 

互動前陳思妤的聚集地位是所有飄香組成員中最低的，而經過互動之後，陳

思妤的聚集地位似乎有提昇。以 K-W test 檢定陳思妤四次聚集地位的差異，結

果為 χ
2
(3, N = 201) = 10.48 ,p < .05，表示陳思妤四次聚集地位有顯著差異，兩兩

逐一比較，發現陳思妤互動前的聚集地位顯著低於互動後的三次聚集地位，而三

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間沒有差異。也就是說，第一次互動後，陳思妤的聚集地位

就顯著提昇，而且在後續的互動中維持相同的聚集地位。從陳思妤第一次互動時

的表現來看，陳思妤有事先查一些資料，但似乎不夠充份，所以提供的訊息大多

較簡短。 

[20121015NU0400] 
許靜雯：我們是支持核能嗎？  

陳思妤：對！  

葉祝君：核能的優點是什麼？  

陳思妤：就是跟火力發電的比。  

葉祝君：我在寫便條紙。  

陳思妤：比較不會有空氣污染…跟火力比起來。  

[20121015NU0950] 

許靜雯：花費還有什麼樣的花費？  

陳思妤：核廢料。  

[20121015NU1200] 

葉祝君：就核能爆炸，感覺有危險  

陳思妤：對呀！就事故。  

[20121015NU1600] 

許靜雯:還有什麼有力的方向？  

陳思妤:下面寫的就是新建的火力發電廠的土地，它上面有寫到，對呀。土地，興建

火力發電廠的需要的地方。  

雖然陳思妤在第一次互動時提供的訊息相對比較簡短，但是相較於互動前的

低地位來說，飄香組的成員仍然覺得陳思妤的表現比預期的好，因此陳思妤第一

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有提昇，第二次互動時，陳思妤也提供了許多查詢到的資料。 

[20121022NU1030] 

許靜雯：(核能)使用年限呢？  

陳思妤：40 年。  

許靜雯：核能 40 年。  

陳思妤：然後核電廠已經用 33 年，然後行政院是因為有反核加入的關係想把它處理，

想要把它弄掉，可是後來又想到有儲存核廢料的問題，所以就又繼續用。  

許靜雯：對呀。可是一個核能廠應該有 2 個那個負責發電的機器啊！  

陳思妤：我這邊有國外的，就是德國跟美國他們的核電狀況，他們也都是核電的，就

是也是供電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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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陳思妤在後續討論中的持續提供核能電廠的資料，使得陳思妤在第一次

互動後提昇的聚集地位得以維持。 

二、互動後甜甜組成員間的居位 

由前一小節飄香組互動前、後的居位情形來看，飄香組的成員的居位情形確

實因互動而有改變。以下則呈現甜甜組互動前、後故事情節及居位的改變情形。 

（一）甜甜組互動前、後故事情節的微調 

甜甜組成員互動前、後都沒有成員提出新的背景或能力，因此飄香組互動

前、後都只有九項背景與能力組成的故事背景，下表是各項背景或能力互動前及

三次互動後的重要性平均值及比較結果。 

表 4-2-7 甜甜組互動前及三次互動後重要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平均值 

 互動前  

M (S.D.) 

第一次互動後  

M (S.D.) 

第二次互動後  

M (S.D.) 

第三次互動後  

M (S.D.) 
χ

2
 

系所  0.04 (0.04) 0.01 (0.03) 0.00 (0.00) 0.01 (0.03) 7.15 

年級  0.04 (0.04) 0.01 (0.03) 0.00 (0.00) 0.01 (0.03) 4.65 

科學資料  0.14 (0.03) 0.14 (0.02) 0.16 (0.03) 0.15 (0.03) 1.34 

社會資料  0.14 (0.03) 0.14 (0.02) 0.16 (0.03) 0.14 (0.02) 1.56 

理由  0.12 (0.01) 0.14 (0.02) 0.15 (0.02) 0.13 (0.02) 6.70 

依據  0.12 (0.02) 0.14 (0.02) 0.15 (0.02) 0.15 (0.03) 6.09 

反例  0.12 (0.02) 0.15 (0.02) 0.16 (0.02) 0.16 (0.04) 6.12 

辯論策略  0.12 (0.01) 0.12 (0.02) 0.10 (0.04) 0.13 (0.03) 4.92 

表達能力  0.16 (0.02) 0.15 (0.03) 0.13 (0.06) 0.12 (0.06) 3.42 

從就讀系所與年級兩項背景來看，互動前就讀系所與年級的重要性平均值為

0.04，第一次互動後則降為 0.01，第二次互動後則重要性為零，第三次互動後為

0.01，若以每位成員對就讀系所與年級的重要性評分來看，互動前有四位成員認

為就讀系所是重要的，兩位成員認為不重要；而有三位成員認為就讀年級是重要

的，其餘三位成員認為不重要。第一次互動後則只剩陳凱翔一位成員認為就讀系

所與年級是重要的，而其餘成員認為不重要；第二次互動後，陳凱翔缺席，因此

就讀系所與年級的重要性平均值為零；第四次互動後就讀系所與年級的重要性評

分仍來自陳凱翔。由此現象看來，互動後除了陳凱翔之外的甜甜組成員，都認為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102 

 

就讀系所與年級這兩項背景不重要，雖然互動前及互動後這兩項背景的重要性平

均值檢定結果未達顯著差異，但從成員對這兩項背景的重要性評分結果來看，甜

甜組大多數成員認為進行能源議題辯論前的討論，這兩項背景是不重要的。 

從互動前、後提供科學資料、社會資料及提出支持的理由、依據及提出反例、

熟悉辯論策略及具備好的表達能力這七項能力的重要性平均值來看，互動前、後

這七項能力重要性平均值的檢定未達顯著差異，顯示互動前、後這些重要能力的

重要性沒有改變。 

若從互動前及每次互動後各項背景與能力重要性最高的幾項能力來看，互動

前甜甜組認為較重要的能力依序為好的表達能力、提供科學資料及社會資料這三

項。如第一節所示，甜甜組互動前背景與能力重要性的檢定結果顯示就讀系所與

年級的重要性平均值顯著低於其他七項能力的重要性平均值，七項能力的重要性

平均值之間沒有差異。 

第一次互動後背景與能力的重要性平均值依序為提出反例、好的表達能力、

提供科學資料、社會資料、提出理由、依據、熟悉辯論策略、就讀系所與年級，

以 K-W test檢定背景與能力重要性平均值的差異，結果 χ
2
(8, N = 54) = 31.46 ,p  

< .01，顯示這些背景與能力的重要性平均值達顯著差異，兩兩逐一比較，結果發

現就讀系所與年級兩項背景的重要性顯著低於其他七項能力的重要性，提出反例

的重要性顯著高於熟悉辯論策略的重要性。從甜甜組第一次互動的話語資料可以

看到，甜甜組成員一開始就決定要同時搜集核能與火力發電廠的利弊。 

[20121015FR0401] 

林文欽：然後…這次只有學長有搜集資料，然後我是想說如果下次看誰有筆電可以帶

來，然後就是現場找資料。不然今天就只有你找而已，那我們就不知道要討

論什麼！還是說大家回去後就開始搜集資料，然後下禮拜拿來，搜集多一點

資料。  

周世民：可以啊！  

廖語晴：學長，你要先講一下你搜到什麼(資料)？  

林文欽：然後，我覺得搜集資料不只是要搜集我們的，看要不要分組，一邊搜集我們

的、一邊搜集他們的。就是利弊都要講。  

黃元皓：對對對！  

林文欽：就是我們分兩組，然後一組搜集我們的，一組搜集它們的。  

同時搜集核能與火力發電廠的利弊，考量的就是核能和火力發電廠的理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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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例。首先是聚焦在核能發電廠的反例上，例如核能電廠事故所造成的核災、核

能發電所產生的核廢料…等污染。 

[20121015FR0600] 

林文欽：所以我們是建火力嘛！對不對！所以我們要針對他們的痛處一直打…  

廖語晴：對！他們的缺點。  

林文欽：像日本的核災那些的傷害。  

[20121015FR1501] 

陳凱翔：因為空氣物染的話，等於說比起輻射就比較輕。所以要多建廠。  

周世民：對啊！對對！  

陳凱翔：所以相對核能就是無法解決說廢料的問題！  

林文欽：核能核能的廢料！就不知道要放哪，就一直再埋一直再埋，對土壤也會有污

染。  

廖語晴：完全不能用？  

周世民：不能用啊，聽說很像要埋 50 年才會降、降低輻射。  

接著則是討論火力發電廠的缺點，包含火力發電的效能不高、台灣煤礦依靠

進口、挖煤礦會有礦災…等，這些內容屬於火力發電廠的反例。 

[20121015FR0902] 
周世民：因為火力發電他很像只有成功可以用只有 30%，可是核能…就是比較類似他

的功率比較高。所以他電比較少！電比較少就是可以抵掉火力電比較多。所

以其實火力比較浪費能源。只是說燃料取得比較方便而已！  

林文欽：沒有！現在不是說煤炭不是還是要從國外進口？台灣自己都沒有煤！  

[20121015FR2702] 

林文欽：而且啊！火力發電幾乎都佔台灣一半以上的。  

黃元皓：就是因為以前，以前他們幾乎都是用火力在發電。  

林文欽：幾乎都是用火力在發電！  

周世民：煤啊！就是挖挖，就是煤礦山挖啊，然後就是埋死人，就是埋一推死人！維

基百科就有提到就去挖礦然後死了很多人。  

林文欽：礦工都很可憐！  

周世民：真的唉！因為你知道挖礦還是有那樣的人事成本！  

[20121015FR1804] 

廖語晴：有人有打過辯論嗎？有打過辯論嗎? 

林文欽：可是我覺得辯論到後面就變吵架！對啊，到後面就有點針對那個人，就是有

點對人不對事這樣！就有點快人身攻擊。  

黃元皓：其實就可以先找出說，核能發電的所有的…就是所有的負面的東西，跟火力

發電廠負面的東西；然後跟有利…就是不可能只有這些…就是…只有效率

啊、或是成分的這些。  

從上述的話語資料可得知甜甜組成員第一次互動時，主要聚焦在討論核能及

火力電廠的反例上，就算有成員提出了與辯論活動相關的話題，但是接續的討論

話題仍然被拉回到討論兩種發電廠的反例上。由於第一次互動時的內容主要在兩

種發電廠的反例上，因此第一次互動後，反映在甜甜組成員對於背景與能力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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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評分，就是提出反例的重要性最高，並高於對辯論策略的熟悉這項能力上。 

第二次互動後背景與能力的重要性平均值依序為提供科學資料、社會資料、

提出反例、提出支持理由、依據、具備好的表達能力、熟悉辯論策略。以 K-W test

檢定甜甜組第二次互動後背景與能力重要性，χ
2
(6, N = 35) = 10.23 ,p > .05．結果

顯示上述七項能力的重要性平均值沒有差異。 

第三次互動背景與能力的重要性平均值依序為提出反例、提供科學資料、提

出支持議題的依據、提供社會資料、熟悉辯論策略、提出支持理由、好的表達能

力、就讀系所與年級。以 K-W test 檢定各項背景與能力重要性平均值的差異，

結果 χ
2
(8, N = 54) = 29.95 ,p < .01，顯示這些背景與能力的重要性平均值達顯著差

異，兩兩逐一比較，結果發現就讀系所與年級兩項背景的重要性顯著低於其他七

項能力的重要性。 

從互動前及每次互動後各項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平均值比較結果可以發現

兩項背景的重要性都是最低的，而其餘的七項能力，只有第一次互動後提出反例

的能力顯著高於熟悉辯論策略，其餘的各項能力之間的重要性並無差異。而從每

一項背景或能力四次重要性的比較結果來看，每項背景或能力的重要性並沒有因

為互動前、後而有所改變。上述的結果說明甜甜組互動前認為重要的背景或能力

在互動之後只有些微的改變，並沒有重大的變化，這顯示甜甜組進行能源議題辯

論前討論的故事情節只有微調，沒有劇烈的變化。 

（二）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遞變 

依據前述甜甜組成員所建構的故事情節中，甜甜組成員在互動前及三次互動

後都會對自己與其他成員的表現進行居位。表 4-2-8為互動前、後甜甜組成員居

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表中加底線的值為該位成員居位自己的地位平

均值，由於第二次互動時陳凱翔缺席，因此其地位平均值以--表示，並在計算其

他成員第二次互動後的地位平均值時，將陳凱翔排除。下表將呈現甜甜組成員居

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逐次比較及甜甜組每位成員居位自己的遞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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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互動前、後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 

次數 居位者 

被居位者 

周世民 

M (S.D.) 

廖語晴 

M (S.D.) 

林文欽 

M (S.D.) 

王懷聿 

M (S.D.) 

陳凱翔 

M (S.D.) 

黃元皓 

M (S.D.) 

互動前 

周世民 0.42 (0.36) 0.51 (0.35) 0.67 (0.13) 0.34 (0.26) 0.47 (0.29) 0.52 (0.36) 

廖語晴 0.40 (0.30) 0.35 (0.28) 0.51 (0.20) 0.37 (0.13) 0.48 (0.21) 0.57 (0.36) 

林文欽 0.43 (0.34) 0.39 (0.29) 0.46 (0.05) 0.44 (0.20) 0.51 (0.22) 0.54 (0.37) 

王懷聿 0.36 (0.25) 0.39 (0.35) 0.27 (0.10) 0.32 (0.17) 0.40 (0.21) 0.30 (0.25) 

陳凱翔 0.46 (0.33) 0.29 (0.29) 0.24 (0.09) 0.44 (0.21) 0.22 (0.09) 0.26 (0.18) 

黃元皓 0.27 (0.20) 0.41 (0.31) 0.19 (0.12) 0.42 (0.28) 0.26 (0.15) 0.15 (0.11) 

第一次

互動後 

周世民 0.48 (0.36) 0.53 (0.37) 0.61 (0.40) 0.67 (0.39) 0.49 (0.21) 0.59 (0.35) 

廖語晴 0.52 (0.32) 0.39 (0.30) 0.41 (0.26) 0.49 (0.29) 0.40 (0.27) 0.54 (0.32) 

林文欽 0.44 (0.37) 0.50 (0.32) 0.56 (0.33) 0.51 (0.31) 0.51 (0.29) 0.54 (0.33) 

王懷聿 0.34 (0.33) 0.24 (0.31) 0.11 (0.06) 0.11 (0.07) 0.35 (0.21) 0.11 (0.06) 

陳凱翔 0.32 (0.32) 0.37 (0.32) 0.25 (0.16) 0.29 (0.19) 0.33 (0.17) 0.27 (0.17) 

黃元皓 0.23 (0.16) 0.30 (0.24) 0.40 (0.26) 0.27 (0.16) 0.25 (0.10) 0.29 (0.18) 

第二次

互動後 

周世民 0.43 (0.30) 0.47 (0.32) 0.53 (0.38) 0.62 (0.36) -- 0.52 (0.43) 

廖語晴 0.50 (0.32) 0.43 (0.35) 0.49 (0.39) 0.31 (0.19) -- 0.55 (0.43) 

林文欽 0.52 (0.32) 0.43 (0.37) 0.53 (0.38) 0.55 (0.38) -- 0.43 (0.33) 

王懷聿 0.31 (0.29) 0.30 (0.27) 0.13 (0.09) 0.24 (0.24) -- 0.20 (0.13) 

陳凱翔 -- -- -- -- -- -- 

黃元皓 0.19 (0.13) 0.32 (0.26) 0.27 (0.18) 0.23 (0.17) -- 0.25 (0.20) 

第三次

互動後 

周世民 0.44 (0.32) 0.41 (0.39) 0.52 (0.33) 0.59 (0.35) 0.31 (0.20) 0.58 (0.41) 

廖語晴 0.40 (0.28) 0.40 (0.41) 0.48 (0.30) 0.54 (0.32) 0.37 (0.23) 0.49 (0.36) 

林文欽 0.43 (0.34) 0.47 (0.45) 0.49 (0.32) 0.54 (0.33) 0.47 (0.29) 0.41 (0.31) 

王懷聿 0.37 (0.26) 0.36 (0.43) 0.25 (0.25) 0.22 (0.16) 0.46 (0.23) 0.29 (0.26) 

陳凱翔 0.33 (0.30) 0.32 (0.36) 0.25 (0.26) 0.22 (0.16) 0.38 (0.22) 0.25 (0.22) 

黃元皓 0.37 (0.38) 0.38 (0.39) 0.33 (0.30) 0.22 (0.18) 0.34 (0.21) 0.31 (0.29) 

加底線的數值為甜甜組居位者居位自己在九項重要背景或能力的地位平均值；表中 --的部份表示缺席成員無居位自己

與居位他人的狀態。 

1. 甜甜組每位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逐次比較 

以 K-W test 檢定甜甜組每位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差異

時，發現周世民與廖語晴兩位成員不論是互動前或是任何一次的互動後，居位自

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都未達顯著差異，這結果表示對周世民與廖語晴來

說，甜甜組每位成員的表現與自己的表現相同，沒有那一位成員表現得特別突出。 

林文欽互動前將甜甜組的成員明顯地居位成三群，第一群為周世民、第二群

為廖語晴與自己、第三群為王懷聿、陳凱翔及黃元皓，第一群的地位平均值顯著

高於第二群和第三群；而第二群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第三群。經第一次互動

後，林文欽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由高至低依序為周世民、林文欽、

廖語晴、黃元皓、陳凱翔、王懷聿，以 K-W test檢定地位平均值的差異，發現 χ
2
(5, 

N = 54) = 15.18 ,p < .01，表示成員間的地位平均值有差異，兩兩逐一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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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周世民與林文欽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陳凱翔與王懷聿；廖語晴與黃元皓的

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王懷聿。第二次互動後，林文欽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

平均值由高至低依序為周世民、林文欽、廖語晴、黃元皓、王懷聿，以 K-W test

檢定地位平均值的差異，發現 χ
2
(4, N = 45) = 9.04 ,p > .05，表示成員間的地位平

均值未達顯著差異。第三次互動後，林文欽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由

高至低依序為周世民、林文欽、廖語晴、黃元皓、陳凱翔、王懷聿，以 K-W test

檢定地位平均值的差異，發現 χ
2
(5, N = 54) = 6.79 ,p > .05，表示成員間的地位平

均值未達顯著差異。 

王懷聿互動前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未達顯著差異，表示互動前

王懷聿預期每位成員的表現都差不多。第一次互動後，王懷聿居位自己與居位他

人的地位平均值由高至低依序為周世民、林文欽、廖語晴、陳凱翔、黃元皓、王

懷聿，以 K-W test檢定地位平均值的差異，發現 χ
2
(5, N = 54) = 17.52 ,p < .01，

表示成員間的地位平均值有差異，再兩兩逐一比較，結果發現周世民的地位平均

值顯著高於陳凱翔、黃元皓與王懷聿；林文欽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黃元皓與王

懷聿；廖語晴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王懷聿。第二次互動後，王懷聿居位自己與

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由高至低依序為周世民、林文欽、廖語晴、王懷聿、黃元

皓，以 K-W test檢定地位平均值的差異，發現 χ
2
(4, N = 45) = 10.82 ,p < .05，表

示成員間的地位平均值有差異，再兩兩逐一比較，結果發現周世民的地位平均值

顯著高於廖語晴、王懷聿與黃元皓；林文欽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王懷聿與黃元

皓。第三次互動後，王懷聿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由高至低依序為周

世民、林文欽、廖語晴、陳凱翔、黃元皓、王懷聿，接著以 K-W test 檢定地位

平均值的差異，發現 χ
2
(5, N = 54) = 15.04 ,p < .01，表示成員間的地位平均值有差

異，再兩兩逐一比較，結果發現周世民、林文欽與廖語晴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

陳凱翔、黃元皓與王懷聿。 

陳凱翔互動前將甜甜組的成員居位成三群，第一群為周世民、廖語晴與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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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第二群為王懷聿、第三群為陳凱翔自己與黃元皓，其中第一群成員的地位平

均值顯著高於第三群。第一次互動及第三次互動後，以 K-W test 檢定陳凱翔居

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發現未達顯著差異。這結果顯示陳凱翔一開始

將甜甜組的成員分成三群，但經過一次的互動之後，則認為組內成員的表現都差

不多，第三次互動的結果也是相同。 

黃元皓互動前將甜甜組成員居位成三群，第一群為廖語晴與林文欽、第二群

為周世民與王懷聿、第三群為陳凱翔對黃元皓，其中第一群的成員地位平均值顯

著高於第三群成員的地位平均值；而第二群周世民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黃元皓

自己。第一次互動後，黃元皓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的地位平均值由高至低依序為

周世民、林文欽、廖語晴、黃元皓、陳凱翔、王懷聿，以 K-W test 檢定地位平

均值的差異，發現 χ
2
(5, N = 54) = 16.71 ,p < .01，表示成員間的地位平均值有差

異，再兩兩逐一比較，結果發現周世民、林文欽與廖語晴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

黃元皓、陳凱翔與王懷聿。第二次互動及第三次互動後，黃元皓居位自己與居位

他人的地位平均值，以 K-W test 檢定後發現未達顯著差異，表示黃元皓認為參

與第二次互動的甜甜組成員的表現相當。表 4-2-9為上述甜甜組互動前、後居位

自己與居位他人事後比較結果的整理表。 

表 4-2-9 甜甜組互動前、後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事後比較結果 

居位者 互動前 第一次互動後 第二次互動後 第三次互動後 

周世民 -- -- -- -- 

廖語晴 -- -- -- -- 

林文欽 周>廖、林、王、陳、黃  

廖、林>王、陳、黃  

周、林>陳、王  

廖、黃>王  
-- -- 

王懷聿 

-- 

周>陳、黃、王  

林>黃、王  

廖>王  

周>廖、王、黃  

林>王、黃  

周、林、廖>陳、

黃、王  

陳凱翔 周、廖、林>陳、黃  -- 缺 -- 

黃元皓 廖、林>陳、黃  

周>黃  
周、林、廖>黃、陳、王  

-- -- 

--為未遠顯著差異；缺為缺席；>為顯著高於；周=周世民、廖=廖語晴、林=林文欽、王=王懷聿、

陳=陳凱翔、黃=黃元皓；每個人出現的順序依據其地位平均值來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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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 4-2-9 的內容來看，互動前與互動後，周世民與廖語晴居位自己與居

位他人的值都未達顯著差異；而林文欽互動前將自己居位得比周世民還要低，但

第一次互動後，則把自己居位得與周世民一樣；王懷聿在互動後傾向於將自己居

位得較低；陳凱翔及黃元皓於一開始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有差異，但是互動後則

傾向於將自己與他人居位得差不多。為瞭解每位成員居位自己的情形，以下將呈

現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的情形。 

2. 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的固著情形 

從表 4-2-8的內容可看出，周世民四次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介於 0.42~0.48

之間；廖語晴四次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介於 0.35~0.43之間；林文欽四次居位

自己的地位平均值介於 0.46~0.56之間；王懷聿四次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介於

0.11~0.32之間；陳凱翔三次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介於 0.22~0.38之間；黃元皓

四次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介於 0.15~0.31之間。雖然王懷聿、黃元皓居位自己

的地位平均值最高與最低差距達兩倍以上，但以 K-W test 檢定甜甜組六位成員

居位自己的地位平均值皆未達顯著差異。也就是說甜甜組成員不論在互動前或互

動後，對自己的表現看法相同。 

（三）互動前、後甜甜組成員被他人居位的固著與遞變 

接下來呈現每位成員的表現在其他成員的眼中互動前及互動後是否有改

變，也就是互動前、後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是否有差異。 

表 4-2-10互動前、後甜甜組成員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及比較結果 

被居位者 互動前 

M (S.D.) 

第一次互動後 

M (S.D.) 

第二次互動後 

M (S.D.) 

第三次互動後 

M (S.D.) 

χ
2
 

周世民 0.50 (0.30) 0.58 (0.34) 0.53 (0.36) 0.48 (0.34) 3.19 

廖語晴 0.46 (0.25) 0.47 (0.28) 0.46 (0.34) 0.46 (0.29) 0.28 

林文欽 0.46 (0.28) 0.50 (0.31) 0.48 (0.34) 0.46 (0.34) 0.66 

王懷聿 0.34 (0.24) 0.23 (0.24) 0.24 (0.22) 0.34 (0.29) 10.12* 

陳凱翔 0.34 (0.24) 0.30 (0.23) -- 0.28 (0.26) 1.80 

黃元皓 0.31 (0.23) 0.29 (0.19) 0.25 (0.19) 0.33 (0.29) 1.00 

--為缺席；*代表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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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2-10 的結果可看出甜甜組成員除了王懷聿之外，其餘成員被其他成

員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都未達顯著差異，顯示除了王懷聿之外，周世民、廖語晴、

林文欽、陳凱翔、黃元皓等五位成員在互動前被其他成員預期的表現與互動後這

些成員的表現相同。 

王懷聿在互動前被其他成員居位的居位值為 0.34，第一次互動及第二次互動

則降低到 0.23和 0.24，並在第三次互動後回復到 0.34。以 K-W test檢定的結果

發現互動前及第三次互動後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顯著高於第一及第二次互

動後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從甜甜組三次互動的話語資料中可知，王懷聿在

第一次及第二次的互動時，都沒有發言，只有點頭、笑……等肢體語言。而到第

三次互動時，則有談論到辯論時對方可能的表現及說明火力發電廠污染最少的發

電方式。 

[20121029FR0500] 

王懷聿：他們感覺會一直提問題、提問題。  

黃元皓：嗯！  

王懷聿：感覺你也很厲害。  

[20121029FR0700] 

廖語晴：在哪一個方式的火力發電是污染最少的？  

陳凱翔：火力嗎？天然氣吧！  

王懷聿：天然氣。  

廖語晴：那如果我們在應辯的時候…  

王懷聿：因為台灣自己就有天然氣的那個發電了，我們那個原料…  

廖語晴：那如果我們在一辯的時候說我們的火力不要討論煤礦，我們只要討論天然

氣，這樣可以這樣說嗎？因為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空氣污染的部份就會變

得很少了。  

從上述的情況來看，王懷聿由於前兩次的互動都沒有發言，而第三次互動

時，則會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及時回應其他組員的提問，由於這些發言，使得甜甜

組其他成員對王懷聿的居位提昇。 

（四）甜甜組成員聚集地位的微調 

瞭解甜甜組成員居位自己的固著情形及大多數成員被他人居位的固著情形

之後，大約可推論除了被他人居位時地位平均值有差異的王懷聿之外，甜甜組其

他成員聚集地位的變化不會太大。以下分別呈現甜甜組成員互動前及每次互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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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集地位及同一位成員聚集地位的變化情形。表 4-2-11 為甜甜組成員互動前

及每次互動後的地位平均值。 

表 4-2-11 甜甜組成員互動前及每次互動後的地位平均值 

 周世民 

M (S.D.) 

廖語晴 

M (S.D.) 

林文欽 

M (S.D.) 

王懷聿 

M (S.D.) 

陳凱翔 

M (S.D.) 

黃元皓 

M (S.D.) 

互動前  0.49 (0.31) 0.44 (0.26) 0.46 (0.26) 0.34 (0.23) 0.32 (0.23) 0.28 (0.22) 

第一次互動後  0.56 (0.34) 0.46 (0.29) 0.51 (0.31) 0.21 (0.23) 0.30 (0.22) 0.29 (0.19) 

第二次互動後  0.51 (0.35) 0.46 (0.34) 0.49 (0.34) 0.24 (0.22) -- 0.25 (0.19) 

第三次互動後  0.48 (0.34) 0.45 (0.31) 0.47 (0.33) 0.32 (0.27) 0.29 (0.25) 0.33 (0.29) 

1. 甜甜組成員互動前及每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 

如前所述，互動前甜甜組成員的聚集地位可以分成兩群，高聚集地位群為周

世民、林文欽及廖語晴三位成員，而低聚集地位群為王懷聿、陳凱翔及黃元皓三

位成員，而高聚集地位群的成員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低聚集地位群的三位成員。

如圖 4-2-5所示。 

  

圖 4-2-5 甜甜組互動前聚集地位分佈圖 

從圖 4-2-5 的內容看來，互動前甜甜組成員聚集地位由高至低依序為周世

民、林文欽、廖語晴、王懷聿、陳凱翔、黃元皓，而從地位平均值上方的數字可

以知道周世民、林文欽與廖語晴三位成員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王懷聿、陳凱翔對

黃元皓。 

>王、陳、黃 

>王、陳、黃 
>王、陳、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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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互動後，甜甜組成員的聚集地位由高至低依序為周世民、林文欽、廖

語晴、陳凱翔、黃元皓、王懷聿，如圖 4-2-6所示。 

 

圖 4-2-6 甜甜組第一次互動後聚集地位分佈圖 

以 K-W test檢定甜甜組成員第一次互動後地位平均值的差異，結果 χ
2
(5, N = 

324) = 57.95 ,p < .01，顯示第一次互動後甜甜組成員的地位平均值達顯著差異，

接著兩兩逐一比較，結果發現周世民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廖語晴、陳凱翔、黃元

皓與王懷聿四位成員；林文欽與廖語晴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陳凱翔、黃元皓與王

懷聿三位成員。從圖 4-2-6的結果可以看出周世民與林文欽的聚集地位有提昇的

現象，而王懷聿則有下降的現象。王懷聿聚集地位下降的原因如前一小節所述，

第一次互動後周世民聚集地位提昇的原因在於周世民是甜甜組唯一有事先查資

料的成員。 

[20121015FR0401] 
林文欽：我們不是要先畫圖，像剛剛 ppt 那樣畫出來。  

廖語晴：好啊！  

林文欽：然後…這次只有學長(指周世民)有搜集資料，然後我是想說如果下次看誰有

筆電可以帶來，然後就是現場找資料。不然今天就只有你找而已，那我們就

不知道要討論什麼！還是說大家回去後就開始搜集資料，然後下禮拜拿來，

搜集多一點資料。  

周世民：可以啊！  

廖語晴：學長，你要先講一下你蒐到什麼？  

林文欽：然後，我覺得搜集資料不只是要搜集我們的，看要不要分組，一邊搜集我們

的、一邊搜集他們的。就是利弊都要講。  

>廖、陳、黃、王 

>陳、黃、王 

>陳、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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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對話中可以知道甜甜組第一次互動時，只有周世民有事先搜集資

料，而其他成員並沒有事先準備資料。所以周世民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則負責提

供訊息給其他成員。 

[20121029FR0600] 

黃元皓：那我們的優點呢？  

周世民：嗯?  

黃元皓：優點！  

周世民：就是生產快啊！生產快速、能量取得方便。因為都是取一些煤炭、原料啊那

一類的。因為剛好這兩個議題都是有點互斥的，缺點優點是互斥的！  

[20121029FR0902] 

周世民：因為火力發電他很像只有成功可以用只有 30%，可是核能…就是比較類似他

的功率比較高。所以他電比較少！電比較少就是可以抵掉火力電比較多。所

以其實火力比較浪費能源。只是說燃料取得比較方便而已！  

林文欽：沒有！現在不是說煤炭不是還是要從國外進口？台灣自己都沒有煤！  

[20121029FR1159] 
陳凱翔：那火力發電廠最主要的缺點就是他的污染比較嚴重，跟成本比較高！  

周世民：成本低！他是建廠成本很高，可是很容易建廠。因為他很像技術沒有像核電

廠那麼高吧！  

由於周世民在第一次互動之前就已經準備了一些資料，加上這些資料有助於

甜甜組第一次互動時瞭解整個情況，因此周世民的地位平均值在第一次互動後提

昇了 0.07。 

林文欽在第一次互動時並沒有搜集相關的資料，但其地位平均值提昇了

0.05，從第一次互動的話語資料可以發現林文欽會對其他成員提出要求，例如下

次討論時要帶筆電或是先搜集資料，而這些要求也獲得另一位高地位的成員周世

民的認可。 

[20121015FR0401] 

林文欽：我們不是要先畫圖，像剛剛 ppt 那樣畫出來。  

廖語晴：好啊！  

林文欽：然後…這次只有學長(指周世民)有搜集資料，然後我是想說如果下次看誰有

筆電可以帶來，然後就是現場找資料。不然今天就只有你找而已，那我們就

不知道要討論什麼！還是說大家回去後就開始搜集資料，然後下禮拜拿來，

搜集多一點資料。  

周世民：可以啊！  

此外，林文欽在一邊討論的過程中，一邊繪製自己的概念圖，這個舉動被周

世民發現。之後有些討論的情節中，林文欽所繪製的概念圖也成為討論時的架

構，這些行為也使得林文欽在第一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有提昇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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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5FR0902] 

周世民：這是你做的 3D 圖！  

林文欽：對啊！  

[20121015FR1804] 
廖語晴：對啊，好像還是要查數據。  

林文欽：那我們要不要先從圖下手？先劃一個大概的圖。  

周世民：恩！  

林文欽：就一個然後越牽越多，然後看還要在加什麼！  

周世民：可是我覺得本身我們組的核心，就是建造火力發電廠！  

林文欽：呵呵！可是像我這樣寫就是建一個火力發電廠，然後他就會說因為…因為我

剛剛有看幾張沒有看到，閃太快我沒看到！就是他的圖好像就這樣慢慢地牽

過來、牽過來，然後就是越牽越多，比如說建廠容易可是你當地居民可能就

會…，他就會再拉一塊出來說可能當地居民抗議說土地的問題。然後就在拉

在拉…拉過來這樣子，然後就是它會排放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導致什麼空

氣污染，然後空氣污染就是溫室效應什麼什麼之類的。然後就越牽越多，然

後最後再回來。  

[20121015FR2101] 
周世民：我們就可以一張張的發展下去！  

廖語晴：嗯！  

陳凱翔：先貼一張主要的，然後分….，  

黃元皓：然後再貼貼貼，然後再分，再貼貼貼，越貼越多  

林文欽：把紙給我！  

周世民：所以你的…像他的那樣(指林文欽畫的概念圖 )，缺點往上面、優點往下面這

樣子排，缺點上面、然後優點下面。反正缺點到後面會變到解決之道。因為

會再找另外的解決方式啦！可是下面的優點也會慢慢地回到缺點來，像剛剛

講的那樣。  

第二次互動時陳凱翔缺席，只有五位成員參與討論，五位成員的聚集地位分

佈如下圖所示。 

 

圖 4-2-7 甜甜組第二次互動後聚集地位分佈圖 

>黃、王 

>黃、王 
>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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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4-2-7的內容來看，第二次互動後甜甜組成員聚集地位由高至低依序為

周世民、林文欽、廖語晴、黃元皓、王懷聿，以 K-W test 檢定甜甜組第二次互

動後地位平均值的差異，結果 χ
2
(4, N = 225) = 28.47 ,p < .01，顯示第二次互動後

甜甜組成員的地位平均值達顯著差異，接著兩兩逐一比較，結果發現周世民、林

文欽與廖語晴三位成員的地位顯著高於黃元皓與王懷聿。此一趨勢與互動前差不

多。 

 

圖 4-2-8 甜甜組第三次互動後聚集地位分佈圖 

從圖 4-2-8的內容來看，第三次互動後甜甜組成員聚集地位由高至低依序為

周世民、林文欽、廖語晴、黃元皓、王懷聿、陳凱翔，以 K-W test 檢定甜甜組

第三次互動後地位平均值的差異，結果 χ
2
(5, N = 324) = 17.95 ,p < .01，顯示第三

次互動後甜甜組成員的地位平均值達顯著差異，接著兩兩逐一比較，結果發現周

世民、林文欽與廖語晴三位成員的聚集地位顯著高於黃元皓、王懷聿與陳凱翔。

此一趨勢與互動前相似。 

從上述的結果看來，除了第一次互動後周世民地位平均值從顯著高於三位成

員提昇到顯著高於四位成員，且第二次互動時由於低聚集地位群的陳凱翔缺席，

使得高聚集地位群的地位平均值從顯著高於三位變成兩位成員之外，甜甜組高聚

集地位群的成員與低聚集地位群的成員組成並沒有隨著互動而有太大的改變，也

>黃、王、陳 

>黃、王、陳 
>黃、王、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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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互動前及每次互動後甜甜組成員間的聚集地位只有微調，沒有大的變動。 

2. 甜甜組同一位成員聚集地位的固著 

比較完互動前及每次互動後成員間聚集地位的差異之後，接著則比較同一位

成員在互動前及每次互動後的聚集地位，以瞭解每位成員的聚集地位是否有變

動。周世民四次地位平均值介於 0.48~0.56之間；廖語晴四次地位平均值介於 0.44 

~0.46之間；林文欽四次地位平均值介於 0.46~0.51之間；王懷聿四次地位平均值

介於 0.21~0.34之間；陳凱翔三次地位平均值介於 0.29~0.32之間；黃元皓四次地

位平均值介於 0.25~0.33之間。以 K-W test檢定甜甜組每位成員的地位平均值差

異，發現都未達顯著差異，顯示甜甜組每位成員互動前與三次互動後的地位相同。 

三、飄香組與甜甜組互動後居位的異同 

飄香組與甜甜組互動後的居位有些現象具相同的趨勢，有些則展現出小組經

過特有的互動歷程而形成特有的居位現象，以下簡單說明兩組成員互動前、後居

位的異同。 

（一）互動初期形成的故事情節在之後的討論中僅會微調 

飄香組與甜甜組第一次互動後對於進行討論能源議題所需要的背景與能力

之重要性評分結果雖然不盡相同，但兩組的組內成員在第一次互動後對這些背景

與能力的重要性評分，只會隨著每次的互動而微調，並不會大幅改變。 

（二）兩組成員因互動而弱化刻板印象 

飄香組有某些成員互動前認為自己就讀的系所與年級不如其他系所與年級

的表現，因此在互動前對於非自己系所成員的預期表現居位顯著高於就讀與自己

相同系所成員的表現，但經過互動後，則認為就讀與自己相同系所的成員的表現

與非就讀自己系所成員的表現相同。 

甜甜組有些成員互動前認為就讀系所與年級這兩項背景是重要的，但經過互

動之後，則認為就讀系所與年級這兩項背景完全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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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龍系成員的低信心因多元能力的課程設計而改善 

互動前兩組八位神龍系的成員中，只有一位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時，沒

有把自己居位得最低，其他七位神龍系成員，不論年級高低，居位自己的值都是

最低的。這個現象在經過科學社會議題的討論之後而改變，有的成員因為查詢資

料而提昇、有的成員因為參與繪製小組概念圖而提昇，原先居位自己時都是最低

的七位神龍系成員，經過互動之後居位自己都有提昇，就算是小組中地位最低的

成員，居位自己的值也不再是最低的。這表示說科學社會議題的課堂上，設計多

元能力的辯論活動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會提昇學生對自我的信心。 

（四）地位的高低與所提供資源的重要性有關 

有成員因為投入討論或提供討論時的資料而慢慢地提昇在小組中的地位，也

有成員因為較少投入議題的討論而地位降低。成員的地位之所以提昇，在於該位

成員提供了議題辯論前討論時所需要的重要資源，因此地位得以提昇；若該位成

員所提供的並非討論時所需要的重要資源或鮮少參與討論，地位則會降低。 

（五）提供資源的複雜度愈高，則地位愈高 

除了所提供資源的重要性之外，對地位提昇的成員來看，地位提昇的程度與

成員所做任務的複雜度有關，地位提昇最多的成員，並不是簡單提供訊息的成

員，而是把其他成員提供的訊息安排到論證架構中的成員。 

（六）飄香組成員的聚集地位因互動而有遞變 

飄香組成員互動前的聚集地位主要以就讀系所與年級來排序，但經過互動之

後，某些就讀年級較低的成員，因主動參與討論並提供重要的資源，而使得這些

成員的聚集地位提昇。 

（七）甜甜組成員的聚集地位的固著 

甜甜組成員互動前的聚集地位也是以就讀系所與年級來排序，經過互動後則

發現這些就讀年級較高的成員因帶領小組的討論，而維持較高的地位。這現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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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甜甜組成員聚集地位的高低仍然與提供資源的重要性、複雜度有關，但是在甜

甜組中提供重要資源的往往都是這些被預期地位高的成員，因此甜甜組成員的聚

集地位才會呈現固著的現象。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118 

 

第三節 整備階段—從個人論證到小組論證 

飄香組與甜甜組在辯論前總共各分別進行三次小組討論，這三次的小組討論

在本研究中具備兩種功能，第一種功能為人際功能，聚焦的是話語的內容如何讓

小組成員在互動的過程中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這部份的結果在上一節互動歷程

中的居位已經呈現；第二種功能則是概念功能，聚焦的是小組成員在討論中說了

什麼內容，這些內容如何逐漸形成小組的論證。以下將分別呈現飄香組與甜甜組

形成小組論證的過程，最後則呈現兩組形成小組論證歷程中的異同。 

一、飄香組個人論證到小組論證的歷程 

由於課程中議題是以兩案並陳且對立的方式來設計，飄香組抽中的是支持興

建一座兩機組的核能發電廠的立場，因此飄香組成員在討論時，為了達到上述小

組目標，小組成員所持的立場可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另一

方面則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以下第一部份將以飄香組討論時由小組成員自行繪

製的類概念圖來說明飄香組所形成的小組辯論架構；第二部份是以 Toulmin 的論

證架構來分析飄香組成員如何形成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論證架構；第三部份則

是以 Toulmin 的論證架構來分析飄香組成員如何形成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的論

證架構；最後則說明飄香組形成小組論證時的特點。 

（一） 飄香組小組討論時形成的小組辯論架構 

小組討論時，每個小組會分配到一張半開的大便利貼及一疉小便利貼，以大

便利貼作為小組辯論架構的底圖，而小便利貼可填寫小組成員面對社會科學議題

時所想到的各種想法，以便小組成員可以一邊討論一邊繪製出小組的辯論架構。

以上資源一方面提供小組討論的架構，另一方面可讓小組成員檢視是否有遺漏或

調整之處，是幫助小組成員進行系統思考的輔助工具。 

飄香組成員第一次互動時，主要由許靜雯提出想法，然後由葉祝君負責寫在

小便利貼上，最後則將其組織在大便利貼上。飄香組第一次互動後形成的小組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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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架構如圖 4-3-1所示。 

 

圖 4-3-1 飄香組成員第一次互動後所形成的小組辯論架構圖 

從上圖的內容可以看到飄香組成員第一次互動後，總共提及「花費」、「污

染」、「事故率」、「效能」及「天災的影響」五個面向。配合第一次互動時的話語

資料，發現這五個面向出現在討論中的順序剛好是由上而下排列。「花費」的內

容包括佔地大小的土地花費、投資成本、燃料成本(火力發電廠的運輸成本)。「污

染」的內容包括火力發電廠的空氣污染、核能發電廠的土地污染及可能兩種發電

廠都有的水污染。「事故率」的內容包含事故的影響範圍、事故發生後要投入多

少時間和人力的修復能力及事故發生的頻率高低。「效能」則包含兩種發電廠產

生效能的比率、供電穩定度及使用年限。在提出四個面向之後，許靜雯問及是否

有辨法改正核能發電廠的缺點時，又加入了第五個面向「天災的影響」。 

[20121015NU1950] 
許靜雯:所以總共是 4 大個，1、2、3、4。  

葉祝君:4 大個方向，我們去尋找我們有利的。  

許靜雯:核能有辦法改正它的缺點嗎？  

葉祝君:核能就只有爆炸這啊。就只要不要爆就好，就沒事啦，對不對？  

花費  土地花費  

污染  空氣污染  

(火力發電 ) 

事故率  影響範圍  

效能  產生效能  

比率  

天災的影響  地點選擇  

投資成本  燃料成本  

(運輸+成本) 

土地污染  

(核) 

水污染  

修復能力  頻率高低  

供電穩定度  使用年限  

事故率  

20121015 飄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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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靜雯:天災，會不會影響，地震？  

葉祝君:對啊，所以就是~ 

許靜雯:天災的影響...所以說天災影響的話，我們可能就是要說我要建核能要選在一個

比較良好的地點就沒事啦。  

葉祝君:就是地點的選擇。  

郭秀美:如果地震，火力發電應該也是滿危險的。  

葉祝君:對啊，應該也滿危險的。  

許靜雯:現在是不是順便寫一下事故率好啦，因為天災產生的事故率，說不定火力發

電還比較多。  

「天災的影響」面向內容包含建廠地點的選擇及兩種發電廠因天災所產生的

事故率。此時許靜雯又提及事故率這個概念，因此事故率這個概念同時出現在五

大面向的骨幹上及天災的影響的次面向中。上述的五個面向除了事故率之外，其

餘每個面向之間沒有交互連結。 

 

圖 4-3-2 飄香組成員第二次互動後所形成的小組辯論架構圖 

花費  土地花費  

(佔地) 

污染  空氣污染  

(火力發電 ) 

事故率  影響範圍  

效能  產生效能  

比率  

天災的影

響 

地點選擇  投資成本  燃料成本  

(運輸+成本) 

土地污染  

(核) 

水污染  

修復能力  頻率高低  

供電  

穩定度  

使用年限  

待解決：  

Q1：核廢料處理，確切數據，各重大事件的反擊。  

Q2：火力&核能：  

(1) 燃料費各多少？運輸成本。  

(2) 關聯到 Q1。  

(3) 土地建廠費 (機器費 )。  

(4) 理賠金(補助金 )。  

Q3：污染(發電過程中所有污染細項)，例如 a.開採時有什麼污染；b.發電時有

什麼污染。  

Ps.污染部份要守好核廢料，a.相較之下的少污染；b.如何處理核廢料。  

Q4：a.(守 )事件檢視&比較 (從以上 3 方面來探討 )。  

b.(攻)火力開採過程的失事頻率(火力發電的重大失事事件，找出數據) 

20121022 飄香組 

相關  

I.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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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4-3-2可以看出飄香組成員第二次互動後所形成的小組辯論架構只剩下

三大面向，其中「花費與效能」因為彼此相關而合併成一個面向，「天災的影響」

這個大面向則併入「事故率」中，原先「天災的影響」的次面向「地點選擇」則

是併到花費當中。對照飄香組第二次互動時的話語資料可以發現，經過資料的搜

集及討論後，由於飄香組成員認為核能和火力發電廠的效能似乎沒有辨法進行比

較，因此決定將原先「效能」和「花費」兩個面向合併在一起，而「天災的影響」

則和「事故率」一起討論。 

[20121022NU3900] 
許靜雯:好! 效能。  

陳思妤:效能這個能比嗎？  

葉祝君:效能好像沒什麼。  

許靜雯:效能我覺得要跟花費一起。就像我剛剛問的。  

葉祝君:天災可以跟事故率一起。  

陳思妤:地點選擇。  

許靜雯:使用年限、供電穩定度跟產生效能比率一起，這個也滿重要的。  

陳思妤:這是不是說兩個比較兩個能夠供應比例多的電？  

許靜雯:那產生效能比率應該是要花費。使用年限也是花費。  

葉祝君:效能跟花費可以放一起。  

除了原先的五大面向合併成三大面向之外，飄香組成員在辯論架構圖中也提

出了四個待解決的問題，第一個待解決問題是核廢料的處理，希望將兩種發電廠

花費成本的數據查出來，接著找出兩種發電廠所發生的重大事故以便反擊。 

[20121022NU2030] 

許靜雯:更細節的發問題這樣子。第一個問題是核廢料問題嗎？  

陳思妤:處理。  

葉祝君:核廢料處理。  

許靜雯:那以花費來講呢?我們要找出解答的問題，細問題是?因為我們都大概查過資料

都稍為掃過嘛，那關於花費我們有什麼問題？  

葉祝君:我覺得因為就是…  

許靜雯:現在有燃料成本數據要寫出來，就是各項目的數據要清楚，你說…  

葉祝君:就像之前雙方的比對的數據呀！  

陳思妤:就是火力呀跟核能的那個。  

第二個待解決的問題與「花費」這個面向比較有關，並著重在火力和核能發

電廠的比較，內容包含燃料費各多少？運輸成本各多少？核費料處理的成本是多

少？土地、建廠費及機器維修費各是多少？理賠金或補助金各是多少？並強調上

述的這些內容最好都要有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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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2NU2030] 
許靜雯:1 燃料費，然後呢？  

陳思妤:是要各部份的花費都要出來嗎？就是包括它建廠的費用跟事後處理。  

許靜雯:嗯！第二個問題就是火力發電跟核能發電的燃料費各多少，然後還有什麼費

用？燃料處理費嗎？第三個呢？燃料費要包含於成本嗎？  

陳思妤:要。  

許靜雯:第三個是…你們覺得費用還需要清楚的是什麼？燃料費跟運輸處理費？然後

還有核廢料處理跟…？  

葉祝君:跟…就是一開始查到是核能的土地成本比較高，開始建造。  

陳思妤:建廠，土地跟建廠費  

葉祝君:然後再把所有的數據能夠加起來然後 2 個相比，總花費 2 個大項目。  

陳思妤:機器維修。土地跟建廠費要包含機器回收嗎？  

葉祝君:建廠就應該包含機器  

許靜雯:你們覺得人事費重要嗎？我覺得還好呢。  

葉祝君:其實應該就差不多，因為我查的時候其實大部份在講的都是燃料有很大的問

題。  

許靜雯:那第四個問題是？花費，土地花費，建造成本…。我覺得我們適度的砍掉一

些，不然資料找下來會很辛苦。所以燃料跟核廢料還有廠地等土地費，是三

大想要辯的重點嗎？還有一個是什麼？我覺得…你們覺得有個東西要不要放

進去看？就是那個理賠金，可是理賠金跟事故率也有關係。  

陳思妤:有一個就是那個火力發電在運送的途中，那些礦工們死掉那些理賠金也要算

在成本裡面，所以~我寫理賠金囉!可是核能發電廠爆炸的話理賠金應該也很

嚇人。  

葉祝君:沒有，就是跟你說核能附近家園都有津貼嗎？就是蓋核。  

許靜雯:因為旁邊都有輻射呀。  

葉祝君:對對，所以政府都有給統一…，所以可以用這個  

許靜雯:所以理賠金的話…  

陳思妤:其實火力跟核能都會有。  

許靜雯:價錢會一樣嗎？  

陳思妤:應該不一樣。  

第三個待解決的問題是和「污染」這個面向有關，包含了針對火力發電廠的

原料開採時會有什麼污染、發電時又會有什麼污染？並希望在污染的部份能夠守

好核廢料的污染及如何處理核廢料。 

[20121022NU2900] 
許靜雯:那我們就寫說開採過程當中會有的污染，然後或者什麼下場。比如說火力發

電一開始開採就會有事故、污染，然後就運輸又會有什麼污染，就是到了最

後要燃燒時候就會有什麼污染，然後這些污染又會變成全球暖化的原兇。那

核能相對來說就…  

……  

葉祝君:應該是兩個大部份，一個是開採污染，一個是燃燒時候沉澱之後產生。  

……  

葉祝君:所以他們污染我們可以拿來當我們攻擊他們的地方。因為他們污染比較大。  

陳思妤:對對對，所以這邊可以加重  

葉祝君:打星星。然後防守就是那個核廢料。  

許靜雯:對啊!我們要防好核廢料，污染就是攻擊他們的重點，所以我覺得污染第一個

是火力的…  

……  

許靜雯:…就是找資料的人可能比較辛苦，發電過程中所有污染現象，就是盡量把它

數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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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待解決的問題則是和事故率有關，主要是查火力開採過程中失事頻

率，找出火力發電廠的重大失事事件，並要有確切的數據。 

[20121022NU3400] 

許靜雯:那事故率。  

陳思妤:所以他們能攻擊我們的就是去年的日本，那個報告。  

許靜雯:影響範圍，修復能力跟頻率高低。  

葉祝君:頻率高低我覺得火力會比較高吧，因為火力在運輸方面的事故率很大。  

……  

許靜雯:那我覺得，我們在講重大事故率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提出這種事故率一定不會

發生在台灣的，因為那個時候的情況是怎樣怎樣才會有這樣的事故，所以事

故率來說核能是要比火力還要低的。  

陳思妤:然後修復能力也要一直在監控，像是說日本這一次也滿利害的。  

許靜雯:對!疏散其實也算是，所以也可以拿日本的這次修復速度跟車諾比去比，因為

車諾比他的修復速度其實滿慢的，因為它好像是發生事情之後隔了一天，他

才去處理，發佈訊息。所以我們要分成…我們這個部份可以開始分成…  

……  

許靜雯:這是第一個層次，要檢視事件的，就是重大事件。那第二個呢，我記得覺得

重大事件有點難查到火力發電的，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比較想是守。那第一

方面就攻囉 !那攻的話…  

……  

許靜雯:那我們攻的說他們頻率高，開採過程的失事頻率。這個也是要找出數據，所

以，這個應該不好找吧。  

葉祝君:就找找看，能不能找幾個事件來。  

許靜雯:火力發電的事件。  

飄香組第二次互動之後就沒有再更改小組論證架構圖，從第一次互動到第二

次互動的小組論證架構圖可看出有幾點不同。首先，原先的五個面向只有「事故

率」與「天災的影響」兩者之間有連結，其餘都沒有橫向連結。第二次互動後則

將「花費」與「效能」兩個面向連結，而天災的影響成為事故率的次面向，增強

了面向間的連結。其次，第二次互動後提出四個待解決的問題，要查詢這些問題

時，都提到要找出數據、加總數據、比對數據，並把一些污染的現象數據化……

等，顯示第二次互動時，飄香組的成員認為數據很重要性。最後，第二次互動時，

更聚焦於核能與火力發電廠之間的比較與攻防策略。討論「花費」面向時，強調

雙方比對的數據；討論「污染」面向時，則提及要攻擊火力發電廠有較多的污染，

並防守好核廢料的問題；討論「事故率」面向時，則攻擊火力發電廠的事故率較

高，並防守核能發電廠的事故發生條件在台灣不易成立。由此看來，這種類概念

圖的工具對於飄香組的成員來說，確實有助其形成較完整辯論架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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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飄香組支持核能發電廠小組論證的形成 

飄香組的立場是支持興建兩個機組的核能發電廠，一旦成員瞭解自己的立場

之後，雖然在後續討論時不一定會經常出現上述的宣稱，但所討論的內容在立場

上都是以符合「支持興建兩機組核能發電廠」這個宣稱為出發點的。圖 4-3-3是

依據飄香組第一次互動時的話語資料所繪製的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小組論證架

構圖。圖中「--」符號代表無相關資料；上標的 R代表成員間提及該項論證因子

時，成員間有彼此反駁的現象；論證因子前的姓氏標示出在討論中第一位提及該

論點的成員。 

 

圖 4-3-3 飄香組第一次互動後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 

由於飄香組第一次互動時，每位成員手邊並沒有足夠的資料，因此在討論如

何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時，只能憑每位成員對於核能發電廠的瞭解來建構支持興

建核能發電廠的理由，並無任何確切的數據或資料來支持。因此，圖 4-3-3中資

料的方框中的內容為「--」以表示沒有任何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相關資料。在

理由部份，飄香組的成員提出三項支持的理由，包含核能發電不會有空氣污染、

核能成本較低及核能事故率較低。其中在討論核能發電廠的成本是否比火力發電

廠的成本低的時候，組內成員間出現意見相左而彼此反駁的現象。 

理由 

葉：核能不會空氣污染  

許
R
：核能成本較低  

許：核能事故率較低  

反例 

許：核廢料會污染土地  

許：核能事故影響範圍大  

許：核能爭議性較大  

依據 

污染愈少愈好  

發電成本愈低愈好  

事故率愈低愈好  

發電效能愈高愈好  

佔地愈小愈好  

限制 

許：只要興建在好的地點，

核能就不會發生事故  

資料 

-- 

宣稱 

支持興建兩機

組核能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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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5NU0455] 
許靜雯:所以…可是我覺得就污染環境呀！2 個都滿污染，核廢料會污染…，可是…核

能的成本比較沒那麼高…  

葉祝君:核能成本比較高吧？  

陳思妤:比較沒那麼高吧？  

葉祝君:沒那麼高喔，我不知道，抱歉。哈哈哈  

許靜雯:那一個成本比較高，因為說如果說火力的話還有運輸。  

葉祝君:對  

許靜雯:然後我們…  

陳思妤:還有會消耗。  

許靜雯:對啊！我們國家燃料比較…資源比較少，所以可能火力比較話成本上會比較

高，核能~可是建核電廠也滿麻煩的。可是我們是核電廠喔。  

葉祝君:對，我笨蛋。  

最後則選擇將燃料及運輸的費用計算到火力發電廠的成本中，達成核能成本

較低的共識。支持的依據這一項目是屬於較內隱的形式，通常不會明講出來，因

此以虛線方框表示。飄香組第一次互動時提及「花費」、「污染」、「事故率」、「效

能」及「天災的影響」五個面向，前四個面向的依據就是污染愈少愈好、發電成

本愈低愈好、事故率愈低愈好及發電效能愈高愈好，而天災的影響則成為興建核

能發電廠選擇時的限制條件。除了核能的支持理由之外，核能也有一些缺點，這

些缺點就成為興建核能發電廠的反例，包含核廢料會污染土地、核能事故影響範

圍大及核能爭議性較大這三項。 

從飄香組第一次互動後話語資料所整理出的論證架構可看出，雖然飄香組成

員提出了三項理由，但是卻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支持這些理由，而兩種發電廠的

發電效能及佔地的確切數據也尚未確認，因此無法成為支持論點的理由，於是在

第一次互動的最後，飄香組成員認為應該先分頭去找到相關的資料，才有辨法更

完整地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立場。整體來看，第一次互動時，支持理由、反例

及限制等因子大都由許靜雯所提出，葉祝君則提供了一項支持理由。 

依據第二次互動時的話語資料，飄香組成員所建構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論

證架構如圖 4-3-4所示。從圖的內容可以看出飄香組成員第二次互動時，提及四

項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資料，其中三筆是由葉祝君所提出，包含抗海嘯設施、

核能發電原料及核廢料的處理，許靜雯則提出核災死亡人數這一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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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飄香組第二次互動後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 

由於蒐尋到相關數據，因此飄香組第二次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理由則多了

「核災死亡率較低」。第二次提出的反例包含核能輻射問題、核能形象差、核廢

料處理問題及核能土地成本較高四項。面對這四項核能的問題時，許靜雯提出了

三項支持興建核能電廠時的限制條件。在核廢料方面，她認為隨著科技愈來愈發

達，核廢料的問題應該可以被解決。而在核災方面，則是認為發生在福島與車諾

比的核災事件不可能會在台灣發生，就算真的在台灣發生了，台灣也有較好的核

災應變措施及完善的醫療，可以減少核災所帶來的傷害。上述的限制條件只解決

了核廢料及核災的發生問題，對於核能的形象比較差及核能土地成本較高的問

題，飄香組成員在第二次互動之後，目前仍無法處理這兩個問題。 

整體而言，由於搜集到比較豐富的資料，飄香組成員在第二次互動時確立第

一次互動時的支持理由，例如核能不會造成空氣污染、在考量燃料成本之後核能

的成本較低、核能的事故發生率及死亡率較低。由於支持核能時仍然存在一些反

理由 

許：核能不會造成污染  

陳：核能成本低  

許：核災死亡率較低  

許：核災事故發生率低  

反例 

許：核能輻射問題  

葉：核能形象差  

許：核廢料處置問題  

葉：核能土地成本較高  

依據 

發電成本愈低愈好  

污染愈少愈好  

事故死亡人數愈低愈好  

發電效能愈高愈好  

事故發生率愈低愈好  

限制 

許：台灣有好的核災應變措

施及完善的醫療  

許：科技發達，應可解決核

廢料問題  

許：福島與車諾比的核災情

形不可能在台灣重演  

資料 

許：車諾比核災死亡人數 31 人  

葉：海嘯平均 4 公尺，抗海嘯

高十幾公尺  

葉：核能一年需 1950 噸鈾礦  

葉：核廢料可埋在中國 500 米

深的岩石裡  

宣稱 

支持興建兩機

組核能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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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面對這些反例，飄香組更具體的提出一些限制條件，在這些限制條件之下，

目前飄香組成員面對較大的反例則是在核能的形象較差這個問題上。 

 

圖 4-3-5 飄香組第三次互動後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 

圖 4-3-5為飄香組第三次互動後所形成的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

圖，從圖上可看到有一筆被提及的資料，而這項資料包含了新、舊兩種訊息，這

顯示飄香組成員除了搜集資料之外，也注意到訊息的時效性，尤其是兩份資料有

衝突的時候。 

[20121029NU0130] 

許靜雯：可是你這個有說時間嗎?這個資料的時效性可能要標註一下。就是它什麼時

候出來的資料。  

葉祝君：好！  

飄香組第三次互動後提出五項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理由，分別為核災只會

影響某塊區域、鈾礦的含量很充足、台灣的火力發電廠已經太多了、核能對環境

的污染最少及核災是可以預防的，其中台灣火力發電廠的數量太多是在能源政策

應均衡發展的限制條件下成立的。核災只影響某塊區域是與全球的溫室效應影響

理由 

陳：核災只影響某區域  

許：鈾礦的含量很充足  

葉：火力電廠已經太多了  

葉：核能對環境最好  

許：核災可預防  

反例 

許：核廢料處置問題  

依據 

發電方式愈均衡愈好  

發電原料愈多愈好  

發電成本愈低愈好  

事故影響範圍愈小愈好  

事故發生率愈低愈好  

限制 

許：興建核能電廠不是擁

核，而是目前暫緩溫室

效應較好的解決方案  

葉：能源政策應均衡發展，

不能都是火力發電廠  

資料 

許：舊資料顯示全球鈾的含量

只可再用 70 年，新資料則顯

示海裡發現藏有大量鈾礦  

宣稱 

支持興建兩機

組核能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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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來做比較。核災是可預防的支持理由，則與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氣候變遷的不

可預期性來做比較。 

許靜雯在第三次互動時提及了目前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限制條件，並試圖

與第二次互動時反例中提到的「核能形象差」來進行區隔。這項限制條件就是「飄

香組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不是擁核，而是目前為了暫緩溫室效應而選擇較好的解

決方案」，以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方式來減少核能形象差對飄香組立場的影響。由

於限制條件的提出，使得第三次互動後，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剩下一直存在的「核

廢料處理問題」這項反例。 

綜合上述三次互動飄香組成員在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相關話語資料中，總

共提出了五項資料、九項支持的理由、六項限制條件、六項反例，其中除了「核

廢料處理問題」之外，面對其餘的五項反例飄香組成員都有提出相對應的限制條

件來弱化反例所帶來的衝擊。由此看來，飄香組成員經歷三次互動後，對於支持

興建核能發電廠的這項宣稱，只需要再找到相對應的措施或說法來對抗「核廢料

處理」這個反例。 

（三）飄香組反對火力發電廠小組論證的形成 

飄香組成員除了持有「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立場之外，同時也持有「反

對興建火力發電廠」的立場。將飄香組成員三次互動後所持有反對火力發電廠立

場的話語資料以 Toulmin論證架構來進行分析，會得到飄香組成員三次互動時的

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的論證架構圖。 

圖 4-3-6為飄香組第一次互動後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相同

地，由於第一次互動時，飄香組成員並沒有針對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的立場搜集

到足夠的資料，因此在話語中並沒有提及任何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的資料。在反

對興建火力發電廠的理由方面，則提出了三點理由，分別為「火力發電會造成空

氣污染」、「火力發電加入燃料及運輸費之後，發電成本較高」及「火力發電事故

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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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飄香組第一次互動後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 

由於飄香組成員在討論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時，只提及反對火力發電廠的理

由，並沒有提出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的反例，因此，圖 4-3-6的論證架構就少了

反例及限制條件這兩個論證因子。 

 

圖 4-3-7 飄香組第二次互動後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 

從上圖的內容可以看出，第二次互動時，飄香組成員找到了四筆反對興建火

理由 

許：火力事故死亡率高  

陳：火力燃料成本高  

葉：火力發電效益低  

陳：處理污染成本高  

許：排放 C O2，造成全球暖化  

許：火力燃料開採有事故及污染  

資料 

許：每次火力電廠事故死亡人數

200 人  

葉：煤需五萬噸運船運 300 萬次  

葉：火力發電效益只有 30% 

陳：處理 C O2 成本高  

宣稱 

反對興建五機

組火力發電廠  

依據 

發電成本愈低愈好  

污染愈少愈好  

事故死亡人數愈低愈好  

發電效能愈高愈好  

事故發生率愈低愈好  

理由 

葉：火力發電會造成空氣污染  

許：火力發電加入燃料及運輸費

之後，發電成本較高  

許：火力發電事故率較高  

依據 

發電成本愈低愈好  

污染愈少愈好  

事故率愈低愈好  

發電效能愈高愈好  

佔地愈小愈好  

 

資料 

-- 

宣稱 

反對興建五機

組火力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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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電廠的資料，包含「每次火力發電廠發生事故時，平均死亡人數會高達 200

人」、「以媒作為火力發電的燃料的話，每年需要五萬噸運煤船運 300萬次」、「火

力發電的效益只有 30%」及「處理火力發電廠排放的 CO2所花的成本很高」，而

基於這四筆資料，飄香組成員提出了六項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的理由，分別為「火

力發電事故死亡率高」、「火力燃料成本高」、「火力發電效益低」、「處理 CO2 污

染成本高」、「排放 CO2 造成全球暖化」及「火力燃料開採時，會發生礦坑事故

及污染」。和第一次互動時相同，第二次互動時並沒有提及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

的反例及限制條件兩項論證因子。 

 

圖 4-3-8 飄香組第三次互動後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 

依據圖 4-3-8的內容，飄香組第三次互動後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小組的論證

架構只提及一筆資料，就是火力發電燃料的缺乏，由於發電燃料的缺乏，使得火

力發電的成本會變高。此外，飄香組成員在第三次互動時，則強化了對火力發電

排放 CO2的缺點進行攻擊，認為由於 CO2的排放造成溫室效應，而溫室效應會

造成全球暖化，影響範圍廣，而且溫室效應所造成的全球氣候變遷無法預防。 

從上述飄香組三次互動後所形成的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可

看到反對的理由大都圍繞在火力發電的成本較高、空氣污染嚴重且影響範圍較大

及事故率較高這三個面向，與飄香組成員討論時所畫的小組辯論架構圖相呼應。 

理由 

許：排放 C O2，造成溫室效應  

許：溫室效應影響全球  

葉：燃料變少花費變高  

許：全球暖化造成的氣候變遷無

法預防  

資料 

葉：煤、天然氣幾乎已耗盡  

 

宣稱 

反對興建五機

組火力發電廠  

依據 

污染愈少愈好  

發電成本愈低愈好  

事故影響範圍愈小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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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飄香組形成小組論證時的特點 

針對上述飄香組成員形成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及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的小

組論歷程，可歸納成以下幾點特點。 

1. 把電廠事故的發生情形轉換成事故的發生率/死亡率 

由於飄香組成員知道核災的影響範圍較廣，而且核能的爭議較大，但相對來

說核能電廠的事故發生率可能較低，因此當組員討論兩種發電廠的事故時，就有

成員認為應該把「事故」轉換成「事故發生率」，如此才能從核災事故的爭議性

及影響範圍的劣勢中轉換成優勢。 

[20121015NU1200] 
葉祝君：就核能爆炸，感覺有危險  

陳思妤：對呀！就事故。  

許靜雯：呀！事故率好啦，因為事故率可以再查一下我們可以歷年來火力發電跟核能

發電事故發生率是多少。事故率應該是另外一個，再開一個。事故率可以括

號那個影響範圍，就是它發生的事故的率，頻率是不是多高，然後影響範圍

是多大。  

[20121015NU1430] 

許靜雯:我原本想法是說因為核能發電，它的影響範圍其實是都滿大的，而且是不是

比較常聽到，那會不會…因為它是爭議比較大的東西，那其實火力發電會不

會它的事故其實比較頻繁的，只是比較沒有，能見度沒有那麼高。就這個方

面下手去比它的事故發生頻率，如果火力發電發生的頻率比較高的話，就可

以這一點為要點贊成，要不然核能發電廠會被攻擊他的影響範圍比較大之類

的，那我們可以去查看火力發電廠它的影響範圍有多大，然後發生頻率有多

高，是不是我們不知道而已，所以資料的話這個可以去找找看。  

除了將事故轉換成事故發生率之外，飄香組因為搜集到相關的資料，因此又

將事故發生率擴展到事故死亡率，以提高核能發電廠的優勢。 

[20121022NU0725] 

許靜雯:可是好像在日本就去年那個日本輻射之前的話，煤，就是火力發電死亡人數

好像都有 200 人。差不多，就是有數據就是…在輻射以前還沒有數據之前，

啊就那個車諾比的話就是唯一就這一個死亡 31 個人。  

2.數據的重要性被突顯 

第一次互動時，飄香組並沒有搜集到足夠的資料，因此在規畫往後應該搜集

那些資料的同時，飄香組成員認為搜集到的資料最好要有數據或是實徵的研究，

以便進行兩種發電廠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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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5NU2830] 
許靜雯:我們查到的資料盡量要有底子，就是要有實徵，或者是有一些真實的數據。  

[20121022NU1230] 
許靜雯:我們這次大概已經有一點概念了，所以我們現在要深入查詢的資料應該是確實的數字，

確實的數據應該是產生效能的地方。  

飄香組三次的討論中，總共提及 9 次搜集的資料要有確實的數據/數字等內

容，顯示飄香組成員相當重視數據的重要性。 

3. 善用論證的限制條件來替己方設定有利立場 

由於飄香組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時，遭遇到「核能事故影響範圍大」、「核能

爭議性較大」、「核能形象差」、「核廢料處理問題」、「核廢料污染土地」及「核能

土地成本較高」等反例，面對這些反例，飄香組成員提出了四項限制條件來解決

兩項反例，首先提出「只要慎選建廠地點，核能發電廠就不會發生事故」、「台灣

有好的核災應變措施及完善的醫療」及「福島與車諾比的核災情形不可能在台灣

重演」來解決「核能事故影響範圍大」及「核能爭議性較大」的反例。面對「核

能形象差」的反例，則提出「興建核能電廠不是不是擁核，而是目前暫緩溫室效

應較好的解決方案」來解套。面對「核能土地成本較高」的反例時，則是以核能

整體成本比較低這項理由來解決。在上述的限制條件及理由之下，飄香組支持興

建核能發電廠的反例只剩下核廢料的污染及核廢料如何處置的問題。 

4. 將事故的影響範圍轉換成污染的影響範圍 

飄香組成員瞭解到核能事故的影響範圍較大之後，面對這項反例除了以上述

提出限制條件來解套之外，也把將事故的影響範圍轉換成污染的影響範圍來解

釋。相對於火力發電廠災害影響的範圍來說，核災影響範圍相對而言是較廣泛

的，而飄香組在第三次討論時，則將災害的影響範圍界定成污染的影響範圍，也

就是說，飄香組成員將核能災害影響範圍界定在當地的居民及土地，但是溫室效

應所造成的影響則是全球性的，會造成全球性的氣候變遷。經過這個轉變之後，

首先，排放 CO2 所造成的溫室效應被飄香組成員定位成全球性災難的尺度，而

核災則變成相對而言較區域性的災難。其次則是呼應先前的限制條件，用來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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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發電廠只要慎選建廠地點及注意相關的配對措施，則核災的發生是可避免及

可控制的，而火力發電廠因為排放 CO2 所造成的溫室效應屬於影響全球氣候變

遷的一環，而全球氣候會如何變遷相對而言則是較不可預期的。經由事故的影響

範圍轉換到污染的影響範圍之後，飄香組在組內的討論期間，將核能災害發生的

不確定性成功地轉移成全球氣候變遷的不確定性之上。 

由上述幾點看來，飄香組成員對於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論證，不論是將事

故轉換成事故發生率/死亡率，或是善用限制條件來設立有利的立場，抑或是將

事故的影響範圍轉變成污染的影響範圍，這些方式都展現出飄香組成員試圖在核

能的形象與爭議、核能事故的影響範圍、核能事故的不確定性……等面向，轉換

成對己方立場有效的解釋方法，至於這些嘗試是否可以在雙方辯論時奏效，將在

下一節兩軍攻防中呈現。 

二、甜甜組個人論證到小組論證的歷程 

甜甜組抽中的是支持興建一座五機組的火力發電廠，因此甜甜組成員所持立

場可再細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是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第二部份則是反對興建

核能發電廠。以下將分別呈現甜甜組在討論時以類概念圖的方式呈現的小組辯論

架構，接著以 Toulmin 的論證架構來分析甜甜組成員所形成的支持興建火力發電

廠論證架構及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的論證架構，最後則說明甜甜組形成小組論證

時的特點。 

（一）甜甜組討論時形成的小組類概念圖 

甜甜組第一次互動時並未將小組成員討論的內容填寫到大、小便利貼中，因

此第一次互動後甜甜組繳回的大便利貼上只有寫上小組名稱，並無其他內容。直

到第二次互動時甜甜組才將小組討論的內容填寫到便利貼中，並將內容整理成類

似概念圖的形式，如圖 4-3-9所示。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134 

 

 

圖 4-3-9 甜甜組成員第二次互動後所形成的火力發電類概念圖 

雖然甜甜組成員第二次互動後才畫出火力發電廠的類概念圖，但是在第一次

互動時就已經有討論到相關的內容。而且甜甜組的成員林文欽第一次互動時，一

邊討論的過程中就在他自己的筆記中先畫了一個草圖，最後被周世民發現。而林

文欽當時所畫的草圖就成為甜甜組第二次互動時火力發電廠類概念圖的基礎。 

[20121015FR0902] 
周世民：這是你做的 3D 圖！  

林文欽：對啊！  

[20121022FR0902] 
林文欽：那我們要不要先搞一下那個！(指大便利貼)因為我們好像都沒有寫！  

廖語晴：好！來寫一下！  

周世民：像上次…  

黃元皓：你的那個不是有畫一個圖！  

周世民：就直接填那個！  

廖語晴：那個學長有畫 (指林文欽 ) 

林文欽：可是…可是問題是…問題是這個圖不知道這樣是不是正確！  

溫室效應  

肺部健康  

生產能源

方便  

空氣污染  

民眾反彈  

建廠容易  

沒有輻射

污染問題  

效率不足  

火力成本↑  

煤、天然氣、石油  

尋求更佳

發電方式  

五機組火

力發電廠  

排放 CO2 

(溫室氣體 ) 

電力需求  土地難求  

尋找替代

能源  

天然資源

減少  

尋求其他

發電管道  

20121022 甜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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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欽：所以是要照這樣子寫喔？  

周世民：不知道，因為我上次是有想到是不是要這樣子畫啦！  

林文欽：就是形成一個循環！  

周世民：對！我是先畫一個循環，那後來我又想到可以再從兩個循環再接過來！  

……  

林文欽：像…像…像這個地方應該就可以連到民眾的反彈這個地方。其實是可以這樣連過去，對

啊！因為民眾也就是建地問題然後跟周圍…就是住在他附近會不會空氣污染會影響我

們的生活。  

……  

周世民：那成本太高，就都不要。尋找替代能源…我想說就降低煤炭使用，然後提高天然氣使用。

不然我們就先照這樣子寫好了。  

從圖 4-3-9的內容與配合甜甜組第一次互動時的話語資料來看，甜甜組的成

員所畫內容是以五個機組火力發電廠為核心，所連結的內容是對火力發電廠的優

缺點進行分析，在五機組火力發電廠上方往上推展的是火力發電廠的缺點，缺點

就是會排放 CO2，而 CO2 是一種溫室氣體會造成空氣污染及溫室效應，進而影

響肺部健康。由於火力發電排放的 CO2 會造成空氣污染及溫室效應，所以當地

居民會反彈，導致土地難求。然而人們又有電力的需求，只好先尋求其他發電管

道，但是其他發電管道的效率不足，於是又開始尋找更佳的發電方式，最後又回

到火力發電。 

 [20121015FR1159] 
廖語晴：還是我們第一張寫台灣為什麼供電量不足的原因！不然他上面有…可是我可以自己寫一

些原因，然後再想辦法。因為我剛看他們的圖很像都有寫為什麼會產生這件事情！然後

另外一張我就不知道要寫什麼？  

周世民：可能就是一個輪迴，因為需要電所以電力、核電廠、火力發電廠，然後因為電力太多會

影響到人的居住，所以就開始去抗議。然後就會尋求另外一種電力的那個…發電廠的方

式。可是又回過頭來會發現像是水力發電廠、風力發電廠就覺得功率沒有火力好。所以

就回頭去找火力。他差不多就這樣一直巡迴一直巡迴，因為我剛剛有看到…差不多。因

為到頭來還是需要電力啊！因為台灣人需要電，因為各種方式營業的或者是家電之類的

都需要電，比較起來比以往來說就是需要更多的電。可能我們就可以先從以前的觀念來

說，因為經濟的發展，就變成一個輪迴。  

[20121015FR1804] 
林文欽：那我們要不要先從圖下手？先劃一個大概的圖。  

周世民：恩！  

林文欽：就一個然後越牽越多，然後看還要在加什麼！  

周世民：可是我覺得本身我們組的核心，就是建造火力發電廠！  

林文欽：呵呵！可是像我這樣寫就是建一個火力發電廠，然後他就會說因為…因為我剛剛有看幾

張沒有看到，閃太快我沒看到！就是他的圖好像就這樣慢慢地牽過來、牽過來，然後就

是越牽越多，比如說建廠容易可是你當地居民可能就會…，他就會再拉一塊出來說可能

當地居民抗議說土地的問題。然後就在拉在拉…拉過來這樣子，然後就是它會排放出二

氧化碳！二氧化碳導致什麼空氣污染，然後空氣污染就是溫室效應什麼什麼之類的。然

後就越牽越多，然後最後再回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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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民：所以你的…像他的那樣(指林文欽畫的概念圖)，缺點往上面、優點往下面這樣子排，缺

點上面、然後優點下面。反正缺點到後面會變到解決之道。因為會再找另外的解決方式

啦！可是下面的優點也會慢慢地回到缺點來，像剛剛講的那樣。  

從圖 4-3-9中五機組火力發電廠往左推展則是火力發電廠的優點，火力發電

的優點是生產能源方便、沒有輻射問題，且建廠容易。但是建廠時也會因為火力

發電排放的 CO2而使民眾反彈，又回到缺點所延伸出來的線路上。 

[20121015FR0600] 

黃元皓：那我們的優點呢？  

……  

周世民：就是生產快啊！生產快速、能量取得方便。因為都是取一些煤炭、原料啊那一類的。因

為剛好這兩個議題都是有點互斥的，缺點優點是互斥的！  

黃元皓：就是他有他就沒有這樣。  

周世民：對對對！因為像火力的話，優點就是沒有輻射跟污染。可是他會排放一些空氣污染。然

後核能就是…優點就是沒有排放那些 C O2。 

林文欽：你說那個…產生能源很方便？  

周世民：對對對！你就把他登記上去就好了！  

火力發電廠還有一項限制就是天然資源減少，使得火力發電成本升高，於是

希望降低煤的使用而改用天然氣，或尋找其他替代的能源。 

從甜甜組所畫的圖來看，甜甜組成員共同完成的是火力發電廠的類概念圖，

這個圖的草圖是林文欽看到授課教師在 PPT 上秀出來的樣式後畫出來的，並經

由甜甜組成員共同討論之後所形成。對於甜甜組的成員來說，課堂上所提供的類

概念圖工具可用來分析發電廠的優缺點及限制。 

（二）甜甜組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小組論證的形成 

甜甜組成員面對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的立場時，所繪製的圖形是類似分析火

力發電廠優缺點的概念圖，這個模式也代表著甜甜組成員面對能源議題時論證的

特色。從上一小節甜甜組所繪製的類概念圖可以發現，甜甜組所羅列出的 15個

項目中，有七項火力發電廠的缺點，而優點只有三項，其餘的五項則是其他替代

能源的問題，由此看來，甜甜組的成員重視火力發電廠的缺點比重視優點多些，

以下將從甜甜組三次互動的話語資料所繪製而成的論證架構來檢視上述的想法

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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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0 甜甜組第一次互動後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 

圖 4-3-10 的結果是依據甜甜組第一次互動後的話語資料所繪製而成的支持

興建火力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從圖的內容可以看出甜甜組第一次互動時並沒

有提出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的資料，並不是甜甜組沒有準備資料，而是甜甜組第

一次互動時所找的資料大多是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的反例。而在支持的理由方

面，甜甜組成員提出了四項支持理由，包含「燃料取得方便」、「沒有輻射污染」、

「火力成本較低」及「空氣污染所造成的後果相較於輻射污染較不嚴重」。與飄

香組相同的是甜甜組成員也為了火力發電廠的成本比核能高或是低有一些爭議。 

[20121015FR1159] 
陳凱翔：那火力發電廠最主要的缺點就是他的污染比較嚴重，跟成本比較高！  

周世民：成本低！他是建廠成本很高，可是很容易建廠。因為他很像技術沒有像核電

廠那麼高吧！  

造成兩組成員都對發電廠成本高低有爭議的現象，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成本的

涵蓋範圍，飄香組成員將建廠成本及燃料成本計算在內，所以得到火力發電廠的

成本較高；而甜甜組成員則是將建廠成本及技術人員計算到核電廠的成本當中，

所以得到核能發電廠所需的成本較高的結論。 

理由 

民：燃料取得方便  

民：沒有輻射污染  

民
R
：火力成本比較低  

陳：空氣污染比輻射污染的

後果較不嚴重  

反例 

民：排放 C O2 造成空氣污染  

民：火力發電功率不如核能  

欽：排放 C O2 造成溫室效應  

欽：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氣候變遷  

欽：煤和天然氣無論是民生或發

電都會用到，會相互競爭  

民：煤礦礦坑容易發生事故  

民：煤礦事故會增加人事成本  

依據 

污染影響愈小愈好  

發電成本愈低愈好  

燃料取得愈方便愈好  

事故發生率愈低愈好  

發電效能愈高愈好  

燃料用愈少愈好  

限制 

民：溫室效應不能全怪

CO2，氟氯碳化物才是

主因  

資料 

-- 

宣稱 

支持興建五機

組火力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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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甜甜組第一次互動時就提出了七項反例，包含「排放 CO2 造

成空氣污染」、「火力發電功率不如核能」、「排放 CO2 造成溫室效應」、「溫室效

應造成全球氣候變遷」、「煤和天然氣無論是民生或發電都會用到，會相互競爭」、

「煤礦礦坑容易發生事故」、「煤礦事故會增加人事成本」。這七項反例涵蓋了火

力發電的燃料與民生使用的燃料會有競爭的效應、燃料取得會發生事故並增加成

本、發電期間排放的 CO2 會造成一連串的影響及發電的效能不如核能發電廠等

層面，從原料取得到發電期間再到發電效果的缺點都在第一次互動時就被提及。

從甜甜組的話語資料可以看出甜甜組成員的策略就是先把缺點提出來，然後再去

找尋可解決的方法。 

[20121015FR1159] 
黃元皓：想到甚麼就寫！  

林文欽：我想到缺點比較多！  

周世民：對啊！一定是缺點比較多！  

廖語晴：就是缺點比較多！  

周世民：都一樣多！不是就是我們要去找出類似我們的優點！然後去找尋可以解決我

們的缺點啊！  

而面對火力發電廠排放 CO2 的問題，甜甜組成員提出了限制條件，認為溫

室效應不能全部都責怪 CO2 所造成的效應，其實真正造成溫室效應的主因是氟

氯碳化物才對。 

 

圖 4-3-11 甜甜組第二次互動後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 

理由 

欽：火力發電較沒有輻射

污染  
反例 

民：火力發電有空氣污染  

民：火力發電效率不如核能  

欽：排放 C O2 造成溫室效應  

 

依據 

空氣污染愈少愈好  

發電效率愈高愈好  

輻射污染愈低愈好  

限制 

民：減少碳排放可以從機爐

上改進  

民：以天然氣取代煤礦，比

較不會造成空氣污染  

資料 

民：天然氣發電比較不會

污染空氣  

宣稱 

支持興建五機

組火力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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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互動時，甜甜組成員的討論較聚焦在第一次互動時提及的火力發電廠

反例如何改善之上，配合所找尋到的「天然氣發電比煤礦發電較不會造成空氣污

染」資料，因此將甜甜組所支持的火力發電廠形式定位成天然氣火力發電廠，如

此一來，空氣污染的情形就能改善。 

[20121022FR1507] 
周世民：對對對！只是說現在台灣，現在是未來比較希望是天然氣去取代煤炭！比較

不會造成空氣污染。  

林文欽：嗯嗯嗯！  

廖語晴：那其實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可以在一辯就跟他說，我們想跟你確認我們現在

說的火力發電是以天然氣為主的火力發電，而不是污染比較高的煤炭火力發

電。就你先跟他確認我們是在同一個平面講。他就不會一直講你那個污染多，

那個污染多。這樣子。就打亂我們。  

林文欽：那我們可以說，天然氣用來火力發電相較於煤炭發電，其實是天然氣是污染

比較低的。  

廖語晴：對！我們的主張，所以你不一直說我是用煤炭，我們要討論的是天然氣。這

樣子。  

甜甜組提及的另一項限制條件是改進機爐的設計，就能夠減少碳排放的量，

然而這項限制條件也只是減少 CO2的排放，尚不算有效地解決碳排放的問題。 

 

圖 4-3-12 甜甜組第三次互動後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 

理由 

廖：火力建廠成本較低  

廖：火力除役成本較低  

廖：處理 C O2 污染的成本

較低  

民：火力發電廠排放的污染

可解決  

反例 

陳：火力發電廠排放 C O2 

陳：排放 C O2 造成溫室效應  

依據 

發電成本愈低愈好  

污染處理成本愈低愈好  

污染能被處理掉最好  

發電效率愈高愈好  

限制 

民：藻類可減少 C O2 排放量  

民：用靜電集塵器來吸附排

放的煙塵  

廖：改良發電機組提昇效率  

 

資料 

廖：火力建廠成本及除役成本較低  

民：生物科技可減少 C O2 排放量  

民：煙塵可用靜電集塵器來吸附，

減少煙塵排放  

廖：用來處理 CO2 的錢比處理核廢

料還便宜  

宣稱 

支持興建五機

組火力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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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2 為甜甜組第三次互動後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從

圖的內容可以看到在成本的計算上，甜甜組成員搜集到了兩種發電廠建廠成本及

除役成本的比較數據，並把對污染或廢料的處理加到成本的計算當中。此外，針

對火力發電廠所排放的 CO2及煙塵，也找到了利用生物科技(養藻類)及使用靜電

集塵器的資料來減少火力發電廠所造成的污染。在這些資料的支持之下，甜甜組

成員提出了火力發電廠建廠成本、除役成本及處理廢棄物的花費都比核能發電廠

要來得低，同時也解決了火力發電廠的污染問題的四個支持理由。 

因此甜甜組認為在興建火力發電廠時，要使用改良後的機組來發電、蓋養藻

類的水池來吸收排放的 CO2、並以靜電集塵器來吸附火力發電時所排放的煙塵這

三項限制條件。 

綜合上述三次甜甜組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小組論證的架構圖來看，甜甜組所

形成的論證架構總共提及了五筆資料、六項理由、七項反例及六項限制條件。其

中支持論點的資料隨著互動次數的增加而增加，資料的內容也愈來愈細節，由於

這些資料的支援，甜甜組成員提出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的理由也愈來愈具體。 

反例的項目數則呈現相反的趨勢，第一次互動時甜甜組成員就提出了七項反

例，而第一次只針對 CO2對溫室效應的影響提出限制條件，而第二次的互動中，

則決定將火力發電廠的燃料限定在天然氣而非煤礦，這個立場確立的同時，甜甜

組先前提出來與煤礦有關的反例「煤礦礦坑容易發生事故」、「煤礦事故會增加人

事成本」就不成立了。而第三次互動時，在面對「火力發電廠排放 CO2，造成空

氣污染」、「加速溫室效應」進而「影響全球氣候變遷」的三項反例，則是提出結

合生物科技的發展，以養藻類的方式來減少碳排放量的限制條件。提出上述幾項

限制條件之後，甜甜組成員所列出來的反例剩下「火力發電功率不如核能」及「天

然氣無論是民生或是發電都會用到，會有資源競爭的問題」這兩項反例沒有辨法

解決。由此看來，甜甜組用來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的論證方式是先將缺點羅列出

來，再經由後續資料的搜集，逐一地解決火力發電廠的缺點，以穩固自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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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甜甜組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小組論證的形成 

甜甜組成員除了持有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的立場之外，也同時持有反對興建

核能發電廠的立場，因此將甜甜組成員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的話語資料整理成甜

甜組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的小組論證架構。 

 

圖 4-3-13 甜甜組第一次互動後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 

從上圖的內容可以看到，甜甜組討論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時，提出「核廢料

半衰期長」一筆資料，由於核廢料半衰期長，核廢料的儲存與儲存時所造成的污

染就容易成為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的理由。甜甜組成員第一次互動時提出「核災

有輻射污染」、「核廢料儲存空間問題」、「核廢料會污染土壤」、「核能發生事故的

風險高」、「核災影響範圍大」、「核污染較持久」、「台灣地質不適合建核電廠」、「輻

射污染會致癌及造成基因突變」等八項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的理由。歸納來看，

上述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的理由涵蓋了核廢料的儲存與儲存時可能造成的污

染；在台灣的地質條件下，核災發生的風險高及核災發生後的輻射污染、影響範

圍及造成病變或突變。 

理由 

欽：核災有輻射污染  

陳：核廢料儲存空間問題  

欽：核廢料會污染土壤  

陳：核能風險高  

元：核災影響範圍大  

元：核污染較持久  

廖：台灣地質不適合建核電廠  

欽：輻射污染會致癌及造成基因突變  

 

依據 

事故發生風險愈低愈好  

污染影響範圍愈小愈好  

事故影響時間愈低愈好  

污染影響效果愈小愈好  

資料 

民：核廢料半衰期長  

宣稱 

反對興建兩機

組核能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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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4 甜甜組第二次互動後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 

從圖 4-3-14 甜甜組第二次互動後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的小組論證架構圖來

看，甜甜組成員提出了一筆日本福島核災後對當地觀光的影響資料。由於福島核

災的發生與地震後所形成的海嘯有關，因此甜甜組成員第二次討論時，反對的理

由就聚焦在台灣是一個多地震的島國，並不適合興建核能發電廠，加上民眾也害

怕核能發電廠發生事故的不確定性。若真的發生核災的話，對於當地居民生活及

觀光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就算沒有發生核災，核廢料到底要儲存在什麼地方也是

核能發電廠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 

圖 4-3-15 為甜甜組第三次互動後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從

圖中可以看到甜甜組的成員提出「核能電廠全關也不會影響台灣用電」及「鈾燃

料開採及興建核能電廠時，也會排放 CO2」兩筆資料來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第

一筆資料是以台灣目前的電力結構來看的，由於目前台灣的電力結構主要是依靠

火力發電，核能發電佔的比例很少，因此甜甜組的成員才會引用「核能電廠全關

也不會影響台灣用電」這筆資料，以說明「核能發電廠的興建沒有必要性」這項

理由。採用「鈾燃料開採及興建核能電廠時，也會排放 CO2」這筆資料主要是用

來弱化火力發電廠排放 CO2 的嚴重性，以說明「鈾礦開採及興建核電廠都會排

放大量 CO2」這項理由。 

理由 

民：核廢料儲存爭議  

欽：日本核災影響觀光  

欽：民眾害怕核能發電廠事故  

元：台灣多地震，不適合核電廠  

依據 

核廢料無法適當處理  

對觀光產業影響愈小愈好  

對當地居民影響愈小愈好  

事故發生機率愈小愈好  

資料 

欽：日本核災後影響當地觀光  

宣稱 

反對興建兩機

組核能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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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5 甜甜組第三次互動後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小組論證架構圖 

此外，前兩次互動時都有提及的核廢料儲存與處理問題和核災發生的不確定

性等理由，仍然出現甜甜組在第三次互動時提出來的理由中。 

歸納上述甜甜組三次互動後所形成的論證架構所提及的論證因子，甜甜組成

員提及了四筆資料、十三項理由來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反對的理由主要是核廢

料儲存、處理、污染問題；核災發生的不確定性；核能發生後造成長遠的經濟及

生理影響；台灣地質不適合不確定性高的發電方式及核能發電廠除了核輻射之

外，也有排放 CO2的問題……等。 

（四）飄香組形成小組論證時的特點 

1. 強調多元的資料來源 

由於有一位甜甜組成員第一次互動前事先搜集資料時，發現網路上所搜尋到

的資料大部份都大同小異，因此建議其他成員如果還要搜尋更深入的資料時，可

以尋找相關的學術論文。 

理由 

民：核能發電廠沒有必要性  

欽：核廢料仍然會輻射到外面  

廖：鈾礦開採及興建核電廠都會

排放大量 C O2 

欽：核災發生的不確定性  

廖：處理核廢料花費較高  

欽：核廢料如何處理仍是問題  

依據 

電廠發電量比率低代表重要性低  

輻射污染愈少愈好  

排放 CO2 愈少愈好  

事故發生的不確定性愈小愈好  

廢料處理花費愈低愈好  

居民不歡迎核廢料場  

資料 

民：核能電廠全關也不會影

響台灣用電  

廖：鈾燃料開採及興建電廠

也會排放 C O2 

宣稱 

反對興建兩機

組核能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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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5FR0600] 

林文欽：就是我們分兩組，然後一組蒐集我們的，一組蒐集它們的。  

周世民：是可以啦！不過一般像網路去搜尋到的，就是大部分是講他的原理跟他的優

缺點或是都有。所以其實就是要再找更深的話，可能就是要去找論文！對，

要去找論文。因為像他上面有提到什麼社會性的影響啊。這可能要去找論文，

因為一般你去 google，找到的一般都是大同小異啊，都是找一些…一些像是

他們自備的，火力的優缺點、然後核能的優缺點。  

廖語晴：應該也可以翻一下雜誌吧！如果日本的核災過後像商周那些應該都有做他們

的資料。那我回去找雜誌！  

周世民：好好！  

由於上課的前一年發生了福島核災事件，許多報章雜誌也都報導了相關的新

聞，因此有成員提議可以去找雜誌作為資料來源。也有一位成員因為有朋友在荒

野保護協會工作，因此也試圖從環保團體中找一些資料。 

[20121015FR0600] 
林文欽：因為我有叫那個…我有朋友是在那個甚麼荒野保護協會工作，然後我有跟他

講說，叫他幫我查一下核能跟火力有關的一些資料。  

廖語晴：嗯嗯嗯，感覺是很厲害。  

林文欽：可是我也不知道他查不查得到。但是他們是做那個行業應該是都會多多少

少…  

廖語晴：應該都會有接觸吧！  

由上述甜甜組成員的話語資料可以看出甜甜組成員由於知道網路上搜尋的

資料大都差不多，因此將搜尋的範圍擴展到學術論文、報章雜誌甚至是非官方環

保團體的資料，顯示甜甜組在搜尋資料時，強調多元的資料來源。 

2.數據的重要性被突顯 

甜甜組成員在討論辯論策略時會強調數據在質訊時的重要性。 

[20121015FR1804] 
廖語晴：好像主要還是查數據對不對！對啊，因為剛剛說對方辯友如果您說核能發電

效率比我們高！那請問是高多少？這樣子啊，那如果他沒有查數據這樣子他

就沒辦法…  

林文欽：回答出來！  

廖語晴：對啊，好像還是要查數據。  

[20121029FR3045] 
林文欽：就是找他們的漏…漏洞是不是？  

周世民：就是要用理由，可能二辯是講說大概的東西吧！三辯的話就講說詳細的數

據。就你講詳細的內容。他講大概的東西，然後他是講概念上的…那我覺得

是自己要先想一下說如果人問你的話，要回什麼。然後問大概問兩個問題，

30 秒之類的。  

不論是扮演質詢的角色或是被質詢的角色，甜甜組成員都認為詢問對方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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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字或將一些資料的數據清楚地說出來，將會有助於辯論時的說服力。 

3. 改善缺點成為興建火力發電廠的限制條件 

甜甜組成員在提及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的立場時，除了提及火力發電廠的優

點之外，對於火力發電廠的缺點也大力著墨，在第一次的互動時，就將火力發電

廠的缺點幾乎羅列完畢，在之後的兩次互動中，則是逐一地針對提及的缺點找到

改善的方法，這些改善的方法最後就成為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的限制條件。 

 [20121015FR1159] 
黃元皓：想到甚麼就寫！  

林文欽：我想到缺點比較多！  

周世民：對啊！一定是缺點比較多！  

廖語晴：就是缺點比較多！  

周世民：都一樣多！不是就是我們要去找出類似我們的優點！然後去找尋可以解決我

們的缺點啊！  

在第二次的互動時，甜甜組成員決定將火力發電廠的燃料限定在天然氣而非

煤礦，因此與煤礦有關的反例「煤礦礦坑容易發生事故」、「煤礦事故會增加人事

成本」就不成立了。而第三次互動時，在面對「火力發電廠排放 CO2，造成空氣

污染」、「加速溫室效應」進而「影響全球氣候變遷」的三項反例，則是提出結合

生物科技的發展，以養藻類的方式來減少碳排放量的限制條件。 

4. 經由比對而質疑資料中數據的正確性 

由於甜甜組成員強調多元的資料來源，而這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所提供的數據

有很大的差異，例如甜甜組成員發現民間對於核能發電廠建廠成本的估算與官方

所公佈的結果差異很大，因此認為這些資料有問題，並以此推想辯論時的運用。 

[20121029FR0500] 
林文欽：那建一個核電廠的成本咧？  

廖語晴：核電廠的成本喔？核電能夠考慮到。而且核電到時候…就是核電會變成一個

是民間在乎的建廠成本，跟官方的。然後差異程度會非常的大。官方會想說

很便宜，可是民間就會變成很貴。所以就不知道說哪個會比較好。他們應該

是拿…都拿官方的，因為官方的對他們比較有利。他們應該會拿那個…核四

建廠…核四的研究報告那個什麼的，我在猜，然後火力的部份好像比較少看

到。你呢？我再把資料都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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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攻防階段—組間論證的攻防與居位 

上一節呈現的是飄香組及甜甜組成員經過三次的小組互動之後，所建構而成

的小組論證架構。飄香組所持的立場是支持興建一座兩機組核能發電廠；而甜甜

組所持的立場則是支持興建一座五機組火力發電廠。由於兩組的辯士在申辯與質

詢時都可能論及兩種發電廠不同面向的優缺點，並以這些優缺點進行攻防，因此

以下第一部份將從各個面向來呈現飄香組與甜甜組辯士之間的攻防，第二部份則

是呈現兩組論證攻防時的異同。 

一、兩組辯士在兩發電廠各面向優缺點的攻防與居位 

兩組辯士為了支持自己所持的論點，在申辯時都會提出支持論點的資料及理

由，而對方辯士交互質詢時，則會針對這些資料或理由提出疑慮，這就形成兩組

的論證攻防，有些支持論點的攻防甚至會延續好幾個辯士，將兩組的論證攻防歸

納成以下五個面向。 

（一）成本的攻防與居位 

由於兩組成員對於興建發電廠成本的定義不同，因此兩組辯士在辯論時經常

出現是否納入其他經費的計算問題，以下將興建發電廠成本的攻防再分成建廠成

本、燃料成本、處理污染/廢料成本三方面來呈現。 

1. 建廠成本的攻防與居位 

甜甜組一辯認為建廠成本應該包含建廠、廢廠及最後處理的成本，因此計算

之後核能發電廠的建廠成本是火力發電廠建廠成本的五倍。面對甜甜組所提的這

項資料，飄香組成員並沒有進一步反駁。 

[20121112VS] 
甜甜組一辯：第二，他們提到經濟方面的問題，我方認為建核電廠並沒有比較便宜，

因為他們忽略了核電廠有高昂的廢廠成本跟終端處理的成本，他們都沒

有算進去，而且據我們查到的資料顯示，核電廠的建廠成本是天然氣建

廠成本的五倍之多，這樣你覺得核電廠還是經濟的嗎？  

甜甜組一辯使用「高昂」、「五倍之多」等詞彙來展現被飄香組所忽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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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容忽視的，並將廢廠和終端處理成本居位高於其他建廠成本。甜甜組一辯也

認為飄香組所提的建廠成本沒有計算到廢廠及終端處理成本，使用「忽略」、「都

沒有算進去」等詞彙將飄香組對於建廠成本的處理態度居位於輕忽事實的地位。

甜甜組一辯一方面將廢廠成本佔建廠成本的重要性居位得較高，另一方面則將飄

香組對於這些較高的成本忽略，這將降低飄香組的說服力。 

此外，甜甜組的結辯則提到台灣興建核四所花的成本很高，幾乎可以再蓋一

條高鐵的經費，並舉核四的反應爐從不同公司購買，花了很多錢但卻是買了一部

拼裝車。 

[20121112VS] 
甜甜組結辯：再看看我們的核四，核四他的經費和建廠的難度，以建廠成本來說，他

幾乎是我們可以再蓋一條高鐵，他各個基礎上都是使用各個公司所產生

的材料，像一號爐是使用日本東芝公司做的，二號爐是用日本日立做的，

氣渦輪機是用日本三菱做的，至於基礎工程又是日本另一家做的，換句

話說也就是，我們台灣花了兩億四千萬元，其實是跟他們買了一部核能

拼裝車，這樣我們要思考說我們日後的維修跟技術上的協調會不會造成

一些問題。  

面對甜甜組結辯所提到的核四建廠成本很高，而且買的是拼裝車的說法，飄

香組結辯則做了釐清，認為議題設定的範圍是興建一座核能發電廠或是火力發電

廠，並不是在討論台灣核四的問題做為反駁。 

[20121112VS] 
飄香組結辯：首先我要回應的一點是，我今天探討的主題是，火電廠和核電廠我們要

擇一興建的話，該選哪一個，並不是在探討核四問題。所以對方一直離

題，我不知道為什麼。  

從居位的角度來看，甜甜組結辯以「拼裝車」來形容核四，並用「可再蓋一

條高鐵」來形容核四建廠成本，將核四居位成高成本但是卻是一台拼裝的車，認

為核四的興建相當不合宜。而面對甜甜組結辯的居位，飄香組結辯則是以議題的

限制條件來回應，說明討論議題的內容不是在談論核四，如此一來，飄香組結辯

則將甜甜組對於核四的低評價結果居位於不在議題之中，使得核四的例子變得不

在討論範圍內。 

從上述甜甜組與飄香組辯士對建廠成本的攻防來看，飄香組在台灣核四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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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議題上雖然做了澄清，但對於甜甜組一辯所提出來的「如果考量到核能發電廠

後續廢廠及終端處理的話，核能發電廠的建廠成本是火力發電廠的五倍」之論點

似乎無法回應。 

2. 燃料成本的攻防與居位 

針對燃料成本問題，飄香組一辯在論及核能發電廠經濟層面的優勢時，以每

單位原料所能產電的效能來說明核能發電效率比火力發電效率好，進而提出核能

的燃料相對便宜的論點。 

[20121112VS] 

飄香組一辯：第二點經濟層面：台灣天然資源有限，取得穩定便宜的燃料應列入考量，

核能相對便宜，且一公克的鈾能產生的效能相當於兩噸的石油或三噸的

煤所產生的能量。  

接著飄香組三辯在質詢甜甜組一辯時，先重申鈾的發電效益遠高於石油及天

然氣的發電效益，並進一步以鈾礦和石油或天然氣從以前到現在價格上漲的幅度

來說明核能與火力發電成本增加的差距。 

[20121112VS] 
飄香組三辯：你剛說到的核能原料的採礦不環保，但是，雖然鈾跟石油都是需要進口

的，鈾的發電效益跟石油和天然氣相較之下是高太多的，而且整個核電

成本只增加百分之五，假如天然氣價格再提高兩倍，建廠成本增加百分

之六十。若核電廠一年要用掉八十噸的核燃料，如果要使用天然氣的話，

就需要一百四十三萬噸。  

面對飄香組提出核能的燃料效益高及燃料成本低的說法，甜甜組一辯只能以

閃躲的方式說甜甜組並不是要討論燃料的問題。 

[20121112VS] 
甜甜組一辯：我們認為剛剛提出了很多燃料運送的問題，我方沒有想要討論燃料的問

題。  

然而飄香組並不打算停止討論這項對核能有利的燃料成本問題，因此飄香組

二辯談論到核能發電廠的經濟效益時，提出核能發電外部成本最低的論點。 

[20121112VS] 
飄香組二辯：再來是經濟的部份，台灣的天然資源有限，所以要取得穩定而且便宜的

燃料也是考量之一，瑞士的一個報告顯示說，核能主要外部成本最低，

燃油和燃煤是核能的十倍以上，正確的數據是核能零點三七，燃煤是三

點九八，燃油是四點六三，所以燃煤和燃油的成本是核能的十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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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核能燃料效益高於火力燃料的問題，後來甜甜組的辯士如甜甜組一辯所

說，甜甜組並沒有想要討論燃料的問題，因此沒有再針對燃料成本的部分提出反

駁或說明。由此看來，由於飄香組知道鈾的發電效能遠高於石油或天然氣的發電

效能，所以核能燃料的成本比火力發電廠低，因此飄香組從一辯到三辯的辯士都

重複提及這項優勢，但是甜甜組則是選擇避談燃料的成本問題。顯示兩組辯士都

同意核能發電廠的燃料成本低於火力發電廠的燃料成本。 

從居位的角度來看，飄香組辯士首先以「台灣天然資源有限」等話語，將台

灣能源資源不足的故事情節點了出來，接著使用「穩定便宜的燃料」、「效能高」、

「燃煤和燃油的成本是核能的十倍以上」等內容，強調核能燃料的穩定、便宜及

高效能，將燃煤和燃油居位於相反的位置，雖然甜甜組一辯提及「我方沒有想要

討論燃料的問題」，試圖將燃料問題排除在成本的攻防之外，但飄香組辯士卻重

覆提及核能燃料，將燃料在建廠成本的的重要性居位於較高的位階，以爭取優勢。 

3. 處理污染/廢料成本的攻防與居位 

甜甜組一辯在討論兩個電廠的污染成本時提及，要處理核能發電廠的污染所

需投資的金額是處理火力發電廠污染的六倍。 

[20121112VS] 

甜甜組一辯：英國學者指出，開發核電廠減少污染物及二氧化碳所需投資為減少等量

污染物所需投資的六倍之多，換句話說，你把錢直接拿去消滅二氧化碳

的幫助其實是比較大的。  

除了一辯之外，甜甜組二辯也接著從核能發電廠所排放的熱污染來說明核能

發電的成本較高。 

[20121112VS] 
甜甜組二辯：對於核能發電的熱效比火力發電為低，故核能發電的熱污染比火力發電

嚴重，提高機組的熱效益需增加相對多的設備，所以核能發電他的成本

是非常高的。  

面對污染處理的成本問題，飄香組並沒有回應此一問題。但飄香組辯士在質

詢甜甜組二辯時，進一步詢問火力發電廠處理這些污染問題時，所需花費的成本

為何時，甜甜組二辯辯士並沒有辨法回答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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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2VS] 
飄香組一辯：我現在有個問題要請問你們，火力具體改進的證據或措施？  

甜甜組二辯：解決方案有很多種，更新他的零件以及廢水的處理和零件的整合就可以

讓排放量變比之前還要低。  

飄香組一辯：請問一下要多少錢？  

甜甜組二辯：請問一下你知道多少錢嗎？  

飄香組一辯：如果我知道的話這就不叫問題。我是有問題要問你。  

甜甜組二辯：請你問下一個問題。  

由上述對處理污染/廢料的成本的攻防來看，甜甜組辯士提出處理核能發電

廠廢料所需的成本比火力發電廠處理空氣污染的成本高，飄香組辯士並沒有針對

這項論點進行反駁，只有進一步詢問火力發電廠處理空氣污染的成本確切數據，

但甜甜組辯士並沒有辨法回答。由此看來兩組的辯士都同意核能發電廠處理廢料

所需的成本高於火力發電廠處理污染的成本。 

從居位的角度來看，甜甜組辯士提出核能污染的處理是火力污染處理成本的

「六倍」，使用明確的數據將污染的成本量化，這使得飄香組成員面對甜甜組辯

士將核能污染成本居位於高成本的立場無法啟動第二階居位進行反駁。 

從上述三種成本的攻防可以看出，在考量建廠、廢廠及終端處理的情況下，

核能發電廠的建廠成本高於火力發電廠的建廠成本五倍；在燃料成本方面，火力

發電的燃料成本是核能發電燃料的十倍；在污染的處理方面，核能廢料的處理成

本高於火力污染處理成本六倍。由此看來，兩種發電廠在建廠、燃料、污染或廢

料處理這三種成本中各有優勢，但由於兩組的辯士都沒有提及上述的三種成本佔

整體成本的比例為何，因此無法瞭解兩種發電廠整體成本到底是那一種發電廠成

本較低。此外，由於兩組考量成本面向的問題時，由不同的角度切入，因此兩組

間相互反駁彼此論點的情況較少發生。 

（二）發電燃料蘊藏量的攻防與居位 

由於兩種發電廠所需的燃料不同，因此飄香組與甜甜組在辯論時都針對彼此

燃料的蘊藏量提出論點。以下呈現兩組在發電燃料蘊藏量的論證攻防歷程。 

目前核能發電廠所需的燃料為鈾，而火力發電廠主要的燃料為天然氣、煤礦

及石油，因此兩組辯士在辯論時，都提及這四項燃料的蘊藏量。甜甜組一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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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顯示天然氣及鈾礦都會在六、七十年後用盡，因此推論不管是支持核能或

是火力發電，都會面臨燃料用盡的問題，試圖將燃料蘊藏量不足的問題變成兩種

發電方式都會面臨的難題。 

[20121112VS] 

甜甜組一辯：天然氣現在可以用六十到七十年，煤礦是兩百到三百年會耗盡，可是核

能所需的鈾礦會在六十到七十年用盡，所以他們也是會用完的。  

面對甜甜組辯士提出燃料蘊藏量的問題，飄香組二辯也在申論中提及由世界

能源協會的分析，因為全球能源需求量會增加，因此火力發電廠燃料的可供的使

用年限還會縮短。 

[20121112VS] 
飄香組二辯：經由世界能源協會分析，未來二十年全球能源需求成長率為百分之二，

天然氣只能再用三十八年，煤炭只能再用八十年，石油只能再用二十八

年。  

針對飄香組二辯的說法，甜甜組三辯在提問時則提及，若加上核能發電廠興

建的時間，核能發電廠興建好時，鈾礦的就會沒了。 

[20121112VS] 

甜甜組三辯：我先問你，核能發電的原料是什麼你知道嗎？  

飄香組二辯：鈾和釷。  

甜甜組三辯：好，鈾和釷。那剛剛前面有提到說鈾只能再挖七十年，那你知道建一個

核電廠要多久嗎？  

飄香組二辯：不知道。  

甜甜組三辯：我告訴你，外國，每一國，世界各國建一個核電廠大概七年，我們台灣

蓋一個核四蓋到現在蓋十幾年還沒有蓋完，那你蓋完的時候，鈾只能用

七十年，那蓋完的時候那些鈾要怎麼來？你家有鈾嗎？  

面對甜甜組三辯的質詢，雖然飄香組二辯沒有辨法回應，但飄香組三辯接著

則提出由於科技的進步，核能發電所需的鈾已經可以從海水中提煉出來，因此蘊

藏量相當豐富。 

[20121112VS] 
飄香組三辯：我們現在談到原料的問題，火力發電所需要的燃料包括煤、石油跟天然

氣都慢慢地在減少，但是核能所需要的燃料像是鈾和釷都是依然足夠

的，而現在從海水提煉鈾的新技術已經慢慢的在運作，所以資源是非常

豐富的。…  

除了原先的原料「鈾」之外，飄香組還找到核能發電的新能源「釷」，因此

飄香組的四位辯士都有提及這項新能源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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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2VS] 
飄香組一辯：第三點發展潛力，科技的發展成熟，核廢料降低，研發新的反應爐並找

到新的燃料，現今都已有解決的方法，然而火力發電，燃料的問題還是

被制約，相較於火力，核能較有發展潛力。  

飄香組三辯：…釷原料的技術已經慢慢的在成熟，若是採用釷原料，只要關閉刺激光

束便可以停機，核電廠事故率便可以大幅下降。…  

飄香組結辯：已經有新的元素、新的燃料已經出現，叫釷原料，釷原料除了價格低廉，

台灣本身就已經有產之外，釷原料的燃燒的過程、運作的過程當中，因

為不是採用連鎖反應，所以在相較之下它非常的安全。  

此外，飄香組在火力發電廠的燃料部份，進一步提出火力發電廠所使用的天

然氣、煤礦及石油在其他產業也需要使用，這會造成能源排擠的問題。 

[20121112VS] 
飄香組二辯：下一個問題是，火力是受限燃料，且會造成能源排擠問題，例如像車子

要石油。  

飄香組結辯：…石油、煤、天然氣都是很快在百年之內就會消耗完的東西，如果要用

這個的話必須要想到他的成本，而且會產生能源排擠的問題，車子也是

要吃石油。…  

從上述針對發電燃料蘊藏量的攻防結果來看，一開始甜甜組以鈾礦的蘊藏量

與火力發電燃料蘊藏量都會面臨燃料不足的問題，但飄香組在後來的申論及質詢

中，首先提出由於科技進步，能從海水中提煉出鈾，因此鈾的含量相對豐富；接

著則再進一步提出除了鈾之外，釷也可以作為核能發電的原料，除了價格低廉之

外，台灣本身就有產，此舉大幅擴展了核能原料的蘊藏量；最後由於天然氣、煤

礦及石油在其他產業也是相當重要的原料，因此提出火力發電的燃料和其他產業

所需要原料會有能源排擠的問題。 

從居位的角度來看，原先甜甜組辯士提出數據將核能燃料鈾礦與火力燃料的

天然氣、煤礦居位於即將「耗盡」的消耗性資源，並以核能電廠建廠時間與資源

耗盡的時間差來突顯興建核能電廠不如火力電廠來得有經濟效益的狀況。然而飄

香組辯士則提及「可以從海水提煉出來」的話語，將核能燃料如鈾及釷居位成產

量豐富且台灣本身就有產量的能源。此外，飄香組辯士不只將天然氣、煤礦、石

油等火力發電的燃料居位於即將耗盡的能源，更將這些燃料進一步居位成「造成

能源排擠」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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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上述兩組的攻防與居位，不難看出兩種發電廠在燃料蘊藏量的面向上，

火力發電廠的燃料蘊藏量不如核能發電廠所需原料的蘊藏量。 

（三）廢料/污染的攻防與居位 

由於核能發電廠發電後會產生核廢料及熱污染，而火力發電廠因燃燒發電也

會產生大量的 CO2，CO2會促進溫室效應，進而造成全球氣候變遷，因此飄香組

與甜甜組辯士在兩種發電廠發電時所產生的廢料或污染問題上會互有攻防，以下

依核廢料及空氣污染的順序呈現兩組的論證攻防。 

1. 核廢料處理的攻防與居位 

飄香組一辯在申論時就提及運用科技研發新的反應爐及新的燃料，可降低核

廢料的產生，試圖為核廢料的問題解套。 

[20121112VS] 
飄香組一辯：第三點發展潛力，科技的發展成熟，核廢料降低，研發新的反應爐並找

到新的燃料，現今都已有解決的方法，然而火力發電，燃料的問題還是

被制約，相較於火力，核能較有發展潛力。  

甜甜組的一辯也從花費成本的角度來申論，提出資料佐證處理核能發電廠的

污染物所花的成本比火力發電廠排放的 CO2還高。 

[20121112VS] 
甜甜組一辯：英國學者指出，開發核電廠減少污染物及二氧化碳所需投資為減少等量

污染物所需投資的六倍之多，換句話說，你把錢直接拿去消滅二氧化碳

的幫助其實是比較大的。  

甜甜組二辯則在申論中提及核廢料中因為含有鈾和鈽等元素，可能會對環境

造成污染，並認為核廢料是無法處理的。 

[20121112VS] 

甜甜組二辯：但是核電廠正在運轉時，仍然不可避免的會將極微量的放射物質排放到

外界，而且核能發電時產生中低階的放射性廢料，以及高強度的放射性

廢料，或核燃料中尚有許多可以回收利用的鈾跟鈽元素，可見未來有可

能發展污染的來源。…火力發電的優點是燃料取得方便，建廠容易，相

較核能比較無危險性以及沒有無法處理的廢核料。  

面對甜甜組一辯與二辯提出對於核廢料處理成本及安全性的質疑，飄香組三

辯則認為上述甜甜組辯士所提出的問題都可以被改善。因此提出「隨著科技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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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灣核能電廠所產生的核廢料量正逐年遞減」、「新研發出來的第四代反應爐

可大幅減少核廢料的產生」、「若再配合新能源釷的使用，則核廢料將不再是核能

發電的問題」等論點。 

[20121112VS] 

飄香組三辯：說到核廢料的問題，以前確實不是處理得很好，但是在現今的科技中，

已經慢慢的在降低核廢料的量，例如在七十二年的時候，有一萬兩千七

百桶的核廢料量，但是到了九十九年的時候，已經降低到八百三十三桶，

所以這代表我們現今的科技已經慢慢的在進步。而現在新研發的第四代

反應爐，核廢料更可以大幅的減少。但是若採用釷燃料的機組，運作過

程不會產生製造核子武器的元素鈽，核武威脅不是問題。  

聽完飄香組三辯所提出的核廢料正在逐年減量的資料之後，甜甜組三辯則提

出核廢料存放的地點及安全問題。而後續兩組的辯士則未在核廢料的問題上有相

關的發言。 

[20121112VS] 
甜甜組三辯：最後在問各位，一個最敏感的問題，核廢料，每一年核電廠排放出五百

桶的核廢料，核電廠設置一個存放核廢料的地方可以存放四十年，核廢

料出來一分鐘可以使人致命，那台灣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放一個未爆的

定時炸彈在台灣嗎？  

由於核廢料的處理是屬於核能發電廠所特有的問題，因此從上述兩組針對核

廢料處理的攻防上可以看到飄香組大多處於較被動的一方，只能將核廢料的處理

寄望在科技的進步上，但就算科技再怎麼進步，核能發電會產生核廢料這個事實

也無法改變，因此甜甜組辯士提出核廢料的存放地點及存放安全疑慮時，飄香組

成員似乎也無法再多說些什麼。 

從居位的角度來看，飄香組辯士將核能技術居位於持續在進步與發展的發電

方式；而甜甜組辯士則將核廢料居位成「無法處理」的地位上，這樣的居位使得

飄香組辯士就將核能技術持續進步的地位再提昇，也無法避免核廢料產生的此一

事實，因此只能接受甜甜組辯士的對核廢料的定位。 

2. 空氣污染處理的攻防與居位 

空氣污染是火力發電廠最大的污染問題，包含了及煙塵污染。飄香組二辯在

分析兩種發電廠的空氣污染問題時，除了說明核能發電不會有碳排放的問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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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同時也羅列出火力發電廠空氣污染的影響。 

[20121112VS] 
飄香組二辯：我要講的是環境層面的問題，核能沒有碳排放量的問題，還減少百分之

十三的二氧化碳排放，相當於每年可以替社會減少三千九百四十億的碳

稅，而火力發電不但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之外，也造成生態環境的影響，

有許多研究已經顯示，懸浮物質會對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造成傷害導

致氣喘、肺癌和心血管疾病等症狀。  

針對飄香組二辯的申論，甜甜組三辯對飄香組二辯進行交叉質詢時先承認核

能發電廠在發電期間確實有節能減碳，但提出在開採、運輸原料及建廠期間也會

排放大量的 CO2，因此詢問飄香組二辯核能發電廠真的節能減碳嗎？雖然飄香組

二辯有回答「有啊！」，但沒有進一步提出相關的數據，因此甜甜組三辯認為飄

香組二辯並沒有回答問題。 

[20121112VS] 

甜甜組三辯：你說減少碳，減少百分之十三，那我的資料顯示說，其實核能發電廠他

說節能減碳是不成立的。沒有錯，他產生能量的時候可以節能減碳，可

是你有沒有去想過，他建廠的時候，運輸、建廠，包含製造、運送那些

原料的時候，他有沒有二氧化碳，我這邊有一個資料，運送二氧化碳，

他建廠的時候所用的二氧化碳比平常沒有建廠時候多出六倍，那要怎麼

解釋？你們說核能發電廠節能減碳，有節能嗎？有減到碳嗎？  

飄香組二辯：有啊！  

甜甜組三辯：如果沒有要回答，我接著問下一個問題。  

接著甜甜組三辯則談到如何針對火力發電廠所排放的空氣污染進行預防措

施，以減少空氣污染的危害，其中包含使用靜電集塵器及養綠藻的方式來吸收煙

塵及 CO2。 

[20121112VS] 
甜甜組三辯：…那我們台灣現在也正在做那些缺點的防範，還有預防措施。包含電廠

公園化，種樹，節能減碳。…至於最多的從煙囪排放的廢氣，他有煙囪

排放的防治方法，是利用靜電集塵器，將所有燃燒出來的煤灰，用靜電

集塵器吸收。…我們(火力)台灣也已經發展出一個節能減碳的方法，就是

發展藻類，為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台電的大林廠用排放的廢氣養

綠藻，一公頃的綠藻可以減少五十八到九十八公頃的二氧化碳，效能是

種樹的二到四倍，這顯示我們 (火力 )台灣一直有在做節能減碳的防治措

施。  

聽完甜甜組三辯所提的預防措施之後，飄香組二辯對甜甜組三辯進行質詢，

質詢的內容集中在靜電集塵器與綠藻的效率。 

[20121112VS] 
飄香組二辯：碳排放量還是重點，你剛說什麼靜電吸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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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組三辯：靜電集塵器。  

飄香組二辯：那可以吸多少，有正確的數據嗎？你說養…  

甜甜組三辯：綠藻  

飄香組二辯：那要養多少才可以解決掉你們的問題？  

甜甜組三辯：…第二個問題，靜電集塵器依據我的資料，每一年可以吸收兩百八十公

噸的二氧化碳。  

甲方二辯郭秀美：你的資料是?  

乙方三辯林文欽：我的資料是參考全球環境保護協會。下一個問題是綠藻，那我想請

問你，我們一定要限制它種多少嗎？你會限制種樹嗎？如果你今天種一

百棵樹就可以讓我們很健康，那樹有害嗎，你會不會希望它種一百棵就

好？所以我覺得你的問題是說要種多少，如果說這個東西對我們人體有

益的，那為什麼你不繼續種，而是來追究說它要種多少？  

從甜甜組三辯的回答中可以知道在面對火力發電廠的空氣污染時，甜甜組三

辯對於靜電集塵器的數據較瞭解，因此可以清楚地回應飄香組二辯的質詢，但面

對要養多少綠藻才足夠的問題時，則反問「一定要限制它種多少嗎？」的方式來

回應，並沒有正面回答。而甜甜組辯士在結辯時，也總結了火力發電廠空氣污染

的改善情況。 

[20121112VS] 
甜甜組結辯：雖然說火力可能會造成空氣污染，近幾年都在發展所謂的零污染的方

式，像是我們剛才有提到的，使用靜電集塵器，也有提到用綠藻來吸收

二氧化碳，其實也可以將氣體分解成氫氣和二氧化碳，再將二氧化碳儲

存在岩石或地層的深處，也包含不用的油井，或深海礦坑裡面。此外，

如果說火力發電廠會影響到當地居民的觀感，其實也可以發展成公園型

態，不只說為那邊帶來一些觀光產業，也可以讓當地居民增加一些就業

管道。  

不過，面對甜甜組對於空氣污染，尤其是 CO2 的污染時，飄香組的結辯仍

然覺得無論怎麼改進，還是會有 CO2的排放，並進一步再強調 CO2對於溫室效

應的影響，並把影響的層級拉高，認為天災的發生都與溫室效應相關。 

[20121112VS] 
飄香組結辯：第一個，從環境層面來看，核電廠是不會有碳排放的問題，火力發電廠

在這點就非常的吃虧，因為他受限於燃料的限制，他只能燃燒石油、煤

和天然氣，這三樣不管是怎樣的燃燒，都一定會有二氧化碳，所以不管

做再怎樣的改進，還是會有二氧化碳，那二氧化碳影響的層面廣不廣？

當然廣。他是影響天氣主要的來源，所以所有的天災基本上都跟溫室效

應、溫室氣體是有相關的。  

從上述兩組辯士對於火力發電廠空氣污染的論證攻防可看到飄香組辯士在

強調核能發電無碳排放的問題時，也同時會攻擊火力發電的空氣污染問題，而面

對飄香組辯士提出的攻擊點，甜甜組採用了兩個策略，一個是將核能發電廠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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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物、運輸及建廠時的碳排放也拉進來討論，以減少空氣污染是火力發電廠特有

的污染之形象；第二個則是針對火力發電時所產生的煙塵及 CO2 的防治方法及

相關數據說明清楚，以增加火力發電廠有辨法處理空氣污染問題的印象。雖然飄

香組結辯認為就算有改進，也無法完全做到無排放 CO2 的地步。但相較於飄香

組對於核廢料處理時，只提及隨著科技的發展及使用新能源會降低核廢料量的處

理方式，甜甜組對於火力發電廠所造成的空氣污染防治措施是相對多元且具體可

行的。 

從居位的角度來看，首先飄香組辯士將 CO2 排放居位成造成生態環境污染

及人類疾病來源的因素，面對這樣的居位結果，甜甜組則是說明核能發電廠也有

排放 CO2 的現象，試圖將核能電廠和火力發電廠的碳排放居位到相近的位階。

接著甜甜組則提及火力發電廠的各種減碳措施，將火力發電廠的位階往上提昇，

而飄香組結辯則提出不論是怎麼樣的改進，都會有 CO2 的排放，試圖將火力發

電廠的優勢向下拉。 

（四）電廠事故的攻防與居位 

由於上課期間的前一年，日本福島核電廠才因地震造成的海嘯侵襲而造成重

大的核能發電廠事故，對於這個事故的記憶尚新，面對這樣的處境，飄香組試圖

在一辯時就打算把核能去標籤化。 

[20121112VS] 
飄香組一辯：我們的理念首先是把核能發電去標籤化，核能在過去因為發展技術不夠

成熟造成新聞媒體的抹黑，但現在已經不比過去了。  

飄香組二辯以事故發生率和死亡率來說明火力發電發生事故的比率與死亡

人數都比核能發電廠來得高，用來說明火力發電廠不如想像中的安全。 

[20121112VS] 
飄香組二辯：火力發電比核能發電的事故率和死亡率來得高，也就是說，火力發電沒

有想像中的安全。世界能源協會有統計說，從一九七零到一九九零年的

事故，核能只發生了兩件，死亡人數只有三十一人；燃煤部分就有一百

三十三個案例，死亡人數是六千四百一十八人；燃油發電是兩百九十五

個案例，死亡人數是一萬兩千零七十三人。所以照這些數據來看，核能

發電的事故率和死亡率比火力發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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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甜甜組三辯則針對飄香組二辯所提及的事故率及死亡率提出質疑，並認

為核災事故死亡人數是以當場死亡的人數來計算的，並不符合真實情況。而飄香

組二辯在答辯時，則回應「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啊！」，間接證實上述數字只是針

對當場死亡人數來計算。 

[20121112VS] 
甜甜組三辯：接下來最敏感的死亡人數問題，你說火力發電廠死很多人，你說核能發

電廠目前只有死三十一人，那是當場死掉的人數哦！可是，你覺得說那

些輻射照出來之後，以後會只有三十一人嗎？  

飄香組二辯：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啊！  

甜甜組三辯：那你的意思是說，別人的孩子死不完就是了。那你知道引發核災的話會

影響國際的趨勢嗎？你知道上次福島核災之後，國際股市整個崩盤？  

飄香組二辯：是。  

甜甜組三辯：如果你是日本的邦交國，你敢進口他的東西嗎？  

甜甜組三辯除了利用質詢的機會間接證實核災死亡人數在計算上有問題之

外，並進一步將原先討論的事故率及死亡率的主軸拉到核災會影響國際金融及該

國的進出口貿易。接著飄香組三辯則試圖從新原料的使用來降低核災的事故發生

率，因此提及如果使用新的核能原料釷來發電的話，只要發生天災就可以停機，

核能事故的發生率就會下降。 

[20121112VS] 

飄香組三辯：那剛所提到的日本福島事件，這災害是因為天災所引起的，那會造成這

麼大的傷害，是因為鈾原料的連鎖反應難以停止機器的運作，但是釷原

料的技術已經慢慢的在成熟，若是採用釷原料，只要關閉刺激光束便可

以停機，核電廠事故率便可以大幅下降。  

面對飄香組三辯的說法，甜甜組一辯則認為只要天災無法預知及避免，核電

廠發生像日本或美國核災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接著飄香組三辯則提出台電在

日本核災後進行了八項核安強化措施，應該是有辨法對天災發生時核能電廠的安

危做出防護。這時甜甜組一辯則提出飄香組三辯的資料來源可能有誤的疑慮。 

[20121112VS] 
甜甜組一辯：日本的核災是天災引起的，請問你們能夠預測或避免天災嗎？  

飄香組三辯：天災怎麼可以避免跟預測呢？  

甜甜組一辯：對，所以沒有辦法預測跟避免所謂的天災，所以你們建的核電廠可能還

是會發生像日本核災甚至美國三浬島那種危險對吧？你沒辦法否認。  

飄香組三辯：台灣在三一日本福島災害發生後，已經進行了八項核能安全強化措施，

在這些措施裡面也包括發生時的因應措施，所以應該是可以的。  

甜甜組一辯：請問你們的資料大部分是來自台電的數據嗎？關於台電那部份，你剛剛

提到的維護和維修的措施是來自台電的報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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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香組三辯：是。  

甜甜組一辯：我這邊有一個報告是來自民間和很多朋友寫出來的，台電他在做核四評

估的時候，蓋核四廠的建廠成本只有只有美國建廠成本的百分之六十，

還有其他的維護費用，核能的維護費用竟然低於煤的維護費用，全世界

沒有一個地方的核能運轉維護費可以低於燃煤，可是台電卻做到了。台

電如果那麼厲害，那他就可以去承攡全世界核能運轉的業務了。我是想

要說，其實台電有時候提供的資料不見得是那麼正確的，我方查到一些

資料是他們有一些捏造的事實。  

飄香組三辯：可是目前台灣就靠台電在發電，所以也只能相信他。  

甜甜組一辯在談論到台電的資料時，援用了台電核能維護費低於燃煤的維護

費，而這個比對數據獨步全球，並提出如果台電誠如數據所呈現的那樣厲害，那

麼台電應該可以靠這項技術承攬全世界核能電廠的業務了。這項質疑使得台電提

供的數據的可靠性受到很大的質疑。而面對甜甜組一辯對於台電資料可能捏造的

說法，飄香組三辯也只能說目前台灣只靠台電在發電，所以只能選擇相信他所提

供的數據。 

甜甜組一辯對飄香組三辯質詢時引出在台灣仍然可能因天災而發生核災及

台電提供的資料可能有誤，這兩種現象都是在「可能」的層次。接著甜甜組三辯

則在申論時提及日本福島核災發生時的真實情況，來強化核災發生的可怕。 

[20121112VS] 

甜甜組三辯：接下來講到國外，最有名的三一一福島核電，發生在二零一一年三月十

一號下午兩點四十六分，當初他裡面有六組發電機組，其中有四組已經

造成故障，造成了他們正門口進入測量的輻射量，而是已經經過一天了

哦！測量的輻射量竟然比一般安全值多出了七十倍，他們最主要的中央

研究室，就是操控核能發電的中央研究室，核能的輻射量竟然比平常多

出一千倍，這是會死人的。  

面對核災問題，飄香組結辯與一辯所提及的將核能電廠去標籤化相呼應，在

最後總結時將大眾對於核災的關注定位成這是核能發電被抹黑後的結果，而火力

發電的事故則經常被忽略。 

[20121112VS] 
飄香組結辯：在公安的問題方面，我想要大家想一下，核能事故為什麼一直被放大？

那是因為以前，核能還不那麼進步的時候，大家一直去抹黑它，但是它

真的是如此嗎？真的已經有很多很多的進步了，那火力呢？火力難道都

沒有事故嗎？那都是因為大家都一直把焦點放在核能上面。  

從兩組辯士對發電廠事故的攻防過程來看，飄香組從開始到最後一直將核能

事故之所以被放大檢視定位成被抹黑，並提出數據說明火力發電廠的事故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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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死亡率比核災還要高。甜甜組辯士則針對飄香組所提出的論點進行反擊。 

首先是對核災與火力發電廠事故死亡人數的計算方式提出質疑，認為核災時

死亡人數的計算只包含了當場死亡的人數，而核能輻射對人體造成的傷害通常不

是及時的，因此兩種電廠事故的死亡人數比較立基點不同，因此該項數據並不可

信，這項質疑也獲得飄香組辯士的間接證實。 

其次則是核災發生的可能性及嚴重性面向，甜甜組一辯點出天災無法預知及

避免，因此火力與核能發電廠都可能發生由天災所引起的事故。接著甜甜組三辯

又指出核災發生時除了會造成人員的傷亡之外，輻射影響範圍內的區域也會有輻

射問題，並且對經濟造成影響。而甜甜組三辯也不忘以口頭重現日本核災發生時

輻射外洩的嚴重性。這使得核災發生的不確定性及嚴重性被強化。 

最後則是參考資料來源可靠性的問題，在甜甜組一辯與飄香組三辯的質詢過

程中，甜甜組辯士援引了台電資料可能有誤的現象，使得飄香組辯士所引用的數

據受到懷疑。而飄香組辯士對於這個現象，也只有消極地回應台灣只有台電在發

電，因此只能相信台電。 

從居位的角度來看，甜甜組將飄香組所提出的事故事亡人數居位成「當場死

亡人數」不足以說明所有死亡人數的處境，並以「別人的孩子死不完」來形容飄

香組辯士面對核災死亡率的態度；接著則以核災發生的「不可預知性」、「嚴重性」

及「影響範圍」的說法，將核災置於一種極度不安全的處境；最後則從飄香組所

引用的證據來居位飄香組辯士論點的可信度，經過這三個層次的居位之後，飄香

組辯士所引用的資料、所持的態度及支持的理由，都似乎被甜甜組辯士居於不可

信及不具同理心的位階上。 

綜合上述飄香組與甜甜組辯士對於電廠事故的攻防來看，飄香組辯士提出的

死亡率及八大強化防護措施等數據、對於核災發生機率低的保證，都遭受到甜甜

組辯士的反駁。雖然飄香組結辯提出這是因為核能發電廠被抹黑的論點，但也無

法提出核能發電廠是何處受到抹黑的證據。由此可知，在電廠事故的攻防上，甜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161 

 

甜組比較佔上風。 

（五）資料來源與正確性的攻防與居位 

上面提及電廠事故的攻防時，出現甜甜組辯士質疑飄香組辯士資料來源有問

題的現象，其實早在兩組辯士談論燃料的蘊藏量時就已出現，只是兩組的辯士當

時並沒有針對這兩組數據的差異進一步的確認。 

[20121112VS] 
甜甜組一辯：天然氣現在可以用六十到七十年，煤礦是兩百到三百年會耗盡，可是核

能所需的鈾礦會在六十到七十年用盡，所以他們也是會用完的。  

飄香組二辯：經由世界能源協會分析，未來二十年全球能源需求成長率為百分之二，

天然氣只能再用三十八年，煤炭只能再用八十年，石油只能再用二十八

年。  

甜甜組一辯提出的數據是否是以現今能源需求來計算並無法得知，而飄香組

二辯所提及的資料，除了清楚說明資料來源，也說明計算這些能源蘊藏量的條件

為能源需要成長率百分之二。不過，兩組辯士並沒有在這兩組不同的數據上有論

證攻防的表現。真正針對資料來源或正確性進行攻防的是有關火力發電廠事故及

核災事故死亡率資料正確性的攻防上，場景是甜甜組三辯對飄香組二辯的質詢。 

[20121112VS] 

甜甜組三辯：接下來最敏感的死亡人數問題，你說火力發電廠死很多人，你說核能發

電廠目前只有死三十一人，那是當場死掉的人數哦！可是，你覺得說那

些輻射照出來之後，以後會只有三十一人嗎？  

飄香組二辯：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啊！  

甜甜組三辯：那你的意思是說，別人的孩子死不完就是了。那你知道引發核災的話會

影響國際的趨勢嗎？你知道上次福島核災之後，國際股市整個崩盤？  

飄香組二辯：是。  

甜甜組三辯：如果你是日本的邦交國，你敢進口他的東西嗎？  

甜甜組三辯質疑飄香組二辯在申論時提及核災事故的死亡人數，認為該項數

值是指核災當場死亡的人數，而核災時輻射外洩後續所造成的死亡人數並未納入

統計，面對這項質疑，飄香組二辯的回應為「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啊！」，這項回

應除了間接承認上述的死亡人數是核災當場死亡人數之外，也容易讓人對於飄香

組辯士所提出的數據是否都有所保留而產生疑慮。 

第二次針對資料來源與正確性的攻防，則是發生是甜甜組一辯質詢飄香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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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有關台電在福島核災後的八項安全強化措施的攻防中。 

[20121112VS] 
飄香組三辯：台灣在三一日本福島災害發生後，已經進行了八項核能安全強化措施，

在這些措施裡面也包括發生時的因應措施，所以應該是可以(預防)的。  

甜甜組一辯：請問你們的資料大部分是來自台電的數據嗎？關於台電那部份，你剛剛

提到的維護和維修的措施是來自台電的報告嗎？  

飄香組三辯：是。  

甜甜組一辯：我這邊有一個報告是來自民間和很多朋友寫出來的，台電他在做核四評

估的時候，蓋核四廠的建廠成本只有只有美國建廠成本的百分之六十，

還有其他的維護費用，核能的維護費用竟然低於煤的維護費用，全世界

沒有一個地方的核能運轉維護費可以低於燃煤，可是台電卻做到了。台

電如果那麼厲害，那他就可以去承攡全世界核能運轉的業務了。我是想

要說，其實台電有時候提供的資料不見得是那麼正確的，我方查到一些

資料是他們有一些捏造的事實。  

飄香組三辯：可是目前台灣就靠台電在發電，所以也只能相信他。  

面對甜甜組一辯的質詢與針對台電的數據可能是捏造的指控，飄香組三辯只

能消極地說明台灣電力結構是由台電在掌握，因此對於台電所提供的數據只能選

擇相信的立場。 

經歷前面兩次來自甜甜組辯士對於自己所提供的資料來源與正確性的攻擊

之後，飄香組成員也開始重視資料來源與正確性的重要性，因此在甜甜組三辯完

成申論之後的質詢中，飄香組二辯則問及甜甜組三辯在申辯時所提及的相關資料

來源。 

[20121112VS] 
甜甜組三辯：針對你的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不是問題，因為我剛剛沒有扯到其他的

發電方式。第二個問題，靜電集塵器依據我的資料，每一年可以吸收兩

百八十公噸的二氧化碳。  

飄香組二辯：你的資料是? 

甜甜組三辯：我的資料是參考全球環境保護協會。下一個問題是綠藻，那我想請問你，

我們一定要限制它種多少嗎？…  

由於飄香組二辯質詢甜甜組三辯後所得到的回答是「我的資料是參考全球環

境保護協會」，這項資料來源先不論是否真的有此一協會存在，但至少說明甜甜

組參考的資料不是大部份來自台電，也因此消減了飄香組對於甜甜組資料來源是

否多元的反撲。由此看來，甜甜組在資料來源與正確性的攻防上，處於優勢。 

在資料來源的居位上，甜甜組首先將飄香組所提出的資料來源都來自於台電

的印象先連結起來，接著則將台電所提供的數據可信程度居於相對低的位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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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飄香組成員在辯論過程中所提及的資料、數據的可信程度同時被居於相對低

的位階，而讓飄香組辯士的宣稱可信程度降低。 

綜合上述兩軍論證攻防的結果來看，飄香組與甜甜組在成本的攻防上由於兩

組對於成本涵蓋的細項定義不同，因此攻防過程大多屬於單向陳述事實，較少針

對同一項成本細項進行攻防。在發電燃料蘊藏量的攻防上，甜甜組提出不論是供

火力發電廠使用的天然氣、石油或煤礦，或是供核能發電廠的鈾礦的蘊含量都會

在六、七十年後用盡的論點；飄香組則進一步指出目前已經能夠從海水中提煉出

鈾，同時也有新的原料「釷」可利用，因此蘊含量將大幅提昇。此外，飄香組還

提出火力發電廠使用的燃料在其它產業也需要使用，因此會產生能源排擠的問

題，面對飄香組提出的資料及問題，甜甜組並無法加以反駁，因此在發電燃料蘊

含量的攻防上，飄香組較居上風。 

在廢料/污染的攻防上，面對甜甜組對於核能廢料的處理的質疑，飄香組的

成員提出核廢料逐年遞減及新原料「釷」的使用可再降低核廢料量作為反駁，但

仍然無法解決一定會產生核廢料及核廢料存放地點等問題，因此居於下風。飄香

組對火力發電廠提出火力發電會產生 CO2 造成溫室效應及全球氣候變遷的質

疑，面對此一質疑，甜甜組一方面提出核能發電廠在建廠及運輸原料的過程中也

會產生 CO2 作為反駁之外，另一方面也進一步提出以靜電集塵器及養綠藻的方

式來改善燃燒時所產生的煙塵及 CO2，飄香組對於甜甜組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最

後也只能說火力發電廠還是會排放 CO2 來做為總結，無法否定甜甜組提出的解

決方案有其成效。由此看來，在廢料/污染的攻防上，飄香組無法完全解決廢料

的處理問題，也無法對甜甜組的污染防治方案進行有效的反駁，因此飄香組在廢

料/污染的攻防上處於下風。 

在電廠事故的攻防上，飄香組首先以事故的發生率及死亡率來說明火力發電

廠的危險，甜甜組則是質疑飄香組提出的事故死亡率只計算事故當場死亡的人

數，並不包含事後死亡的人數，因此這項支持火力發電廠較危險的數據並沒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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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果。接著飄香組又以台電的數據提出在日本三一一核災後，台電對台灣的核

能發電廠已經做了相對應的安全強化措施，以保證核能發電廠的安全，甜甜組此

時則質疑台電的資料來源可能造假，這使得飄香組對於發電廠事故的保證也受到

了懷疑。兩相比較之下，在電廠事故的攻防上，甜甜組較佔上風。 

在資料來源與正確性的攻防上，甜甜組利用質詢的時間，針對飄香組辯士所

提供的資料提出兩次的質疑，一次是火力發電廠死亡人數的計算方式，另一次是

飄香組援用台電的資料來源被懷疑造假，這兩次質疑影響了飄香組辯士所提出的

數據可靠性。面對此一劣勢，飄香組在後續的辯論過程也詢問了甜甜組辯士所援

用的資料是否也同樣來自台電，但甜甜組辯士卻回答是來自全球環境保護協會。

由此看來，在資料來源與正確性的攻防上，甜甜組較佔上風。 

綜合上述的攻防結果，飄香組辯士只有在發電燃料蘊藏量的攻防上取得上

風，在污染/廢料的攻防、電廠事故的攻防及資料來源與正確性的攻防上都是甜

甜組辯士取得上風。由此看來，甜甜組辯士在能源議題的辯論活動的整體表現

上，略優於飄香組辯士。 

二、飄香組與甜甜組對彼此論證攻防的相互居位 

由於飄香組與甜甜組是論證攻防的組別，飄香組與甜甜組成員在論證攻防過

程中是如何居位我組與居位他組的表現呢？以下分述之。 

組間居位的向度有六個，分別為「針對電能源議題提出科學面向的資料」、「針

對電能源議題提出社會面向的資料」、「提出支持己方對電能源議題立場的理

由」、「提出支持己方對電能源議題立場的依據」、「針對對方的立場提出反例」及

「針對對方提出的反例加以反駁」。以下簡稱為科學資料、社會資料、理由、依

據、反例及反駁。表 4-5-1為飄香組與甜甜組在上述六個面向上居位我組與居位

他組的地位平均值。以下呈現兩組成員居位我組與居位他組的比較及居位我組與

被他組居位的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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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飄香組與甜甜組居位我組與他組的地位平均值 

 居位者 

被居位者 

飄香組 

M (S.D.) 

甜甜組 

M (S.D.) 

科學資料 
飄香組 5.00 (0.00) 3.17 (1.47) 

甜甜組 3.50 (0.55) 4.33 (0.52) 

社會資料 
飄香組 4.83 (0.41) 3.17 (0.98) 

甜甜組 3.83 (0.75) 4.50 (0.55) 

理由 
飄香組 4.67 (0.82) 3.67 (0.82) 

甜甜組 3.33 (1.03) 4.33 (0.52) 

依據 
飄香組 4.83 (0.41) 3.33 (0.82) 

甜甜組 3.17 (0.41) 4.50 (0.55) 

反例 
飄香組 4.67 (0.82) 3.50 (1.05) 

甜甜組 4.00 (0.89) 4.67 (0.52) 

反駁 
飄香組 4.67 (0.82) 3.17 (1.17) 

甜甜組 4.17 (0.75) 4.50 (0.55) 

總分 
飄香組 28.67 (3.27) 20.00 (5.97) 

甜甜組 22.00 (3.03) 26.83 (2.86) 

加底線為居位我組的地位平均值。 

（一）兩組成員居位我組與居位他組的比較 

表 4-5-1中加底線的數值代表兩組居位我組的地位平均值，從表中的數值可

知兩組成員居位我組的數值介於 4.33~5.00 之間；居位他組的數值則是介於

4.17~3.17之間。 

比較飄香組成員居位我組與居位他組的地位平均值差異，結果發現飄香組成

員提出科學資料、提出支持理由及提出支持依據三個面向上達顯著差異，以無母

數分析的 Wilcoxon法檢定的結果分別為 Z = 2.25, p < .05；Z = 2.07, p < .05；Z = 

2.27, p < .05，顯示飄香組成員認為飄香組辯士在提出科學資料、提出支持理由及

提出支持依據三個面向上的表現顯著優於甜甜組辯士的表現。也由於上述三個面

向較優的表現，使得飄香組成員認為飄香組辯士的整體表現顯著優於甜甜組辯士

的表現，Z = 2.21, p < .05。 

甜甜組的成員又是如何看待兩組辯士的表現呢？比較甜甜組居位我組與居

位他組的地位平均值的差異可以發現，甜甜組成員認為甜甜組辯士在提出社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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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提出支持依據、提出反例及提出反駁這四個向度的表現上顯著優於飄香組辯

士的表現，Wilcoxon法檢定的結果分別為 Z = 2.06, p < .05；Z = 2.12, p < .05；Z = 

2.12, p < .05；Z = 2.12, p < .05。而從甜甜組成員居位我組與居位他組的總分比較

結果來看，Z = 2.03, p < .05，甜甜組成員認為甜甜組辯士的整體表現比飄香組成

員來得好。 

從上述的結果看來，飄香組成員認為飄香組辯士在科學資料、理由及依據三

個向度及整體的表現比甜甜組辯士來得好；甜甜組成員則認為飄香組辯士在社會

資料、依據及反例及整體的表現不如甜甜組辯士的表現。此一結果形成兩組成員

都認為自己組別辯士的表現優於對方組別辯士的表現，有組內偏坦的效應出現。 

（二）兩組成員居位我組與被他組居位的比較 

比較完兩組成員居位我組與居位他組的結果之後，接著以 Wilcoxon 法檢定

比較兩組居位我組與被他組居位的結果。 

比較飄香組居位我組與被甜甜組居位的結果，發現在科學資料、社會資料、

依據、反例及反駁五個向度及整體表現達到顯著差異，檢定結果分別為 Z = 2.68, 

p < .01；Z = 2.80, p < .01；Z = 2.80, p < .01；Z = 1.99, p < .05；Z = 2.36, p < .05；Z 

= 2.49, p < .01。由此一結果看來，飄香組成員認為飄香組辯士在科學資料、社會

資料、依據、反例、反駁及整體的表現與甜甜組成員認為飄香組辯士在這五個向

度上的表現具有分歧，飄香組成員認為自己組別的辯士在上述五個向度的表現較

好，但甜甜組成員卻不認同。 

將甜甜組居位我組的地位平均值與被飄香組居位的地位平均值進行比較，發

現在科學資料及依據兩個向度及整體表現上達到顯著差異，檢定結果依序為 Z = 

2.17, p < .05；Z = 2.82, p < .01；Z = 2.41, p < .05。此一結果顯示甜甜組成員認為

甜甜組辯士在科學資料及依據兩個向度的表現與飄香組成員認為甜甜組辯士在

這兩個向度的表現有歧異，甜甜組成員認為甜甜組辯士在這兩個向度的表現較

好，但飄香組成員卻不如此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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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結果來看，飄香組成員認為飄香組辯士的表現與甜甜組成員認為這些

辯士的表現在科學資料、社會資料、依據及反駁四個向度上有差異；甜甜組成員

認為甜甜組辯士的表現與飄香組成員認為這些辯士的表現在科學資料及依據兩

個向度上有差異。此外，在整體表現上，兩組成員都認為己方辯士的整體表現較

好，但對方成員卻有不同看法。 

綜合上述兩組成員居位我組與居位他組的比較及居位我組與被他組居位的

比較結果可以看出，兩組成員在居位我組時，都傾向於居位得較高，而居位他組

時則傾向於居位得較低，出現因認同而產生組內偏坦的現象。 

三、兩組論證攻防與居位策略的異同 

飄香組與甜甜組辯士論證的攻防過程中，兩組辯士採用的攻防策略不盡相

同，以下將分別呈現兩組相同及特有的策略。 

（一）兩組相同的攻防與居位策略 

1. 靈活的缺點攻防與居位策略 

由於核能發電廠會有核廢料問題，火力發電廠則會有空氣污染問題，因此兩

組辯士都要面對支持興建某種發電廠時所附帶的缺點。兩組辯士面對興建某種發

電廠的缺點時，所採用的策略是先找尋改善方法，試圖將缺點消弭；若缺點無法

完全改善，則提出對立方也會有同樣或類似的問題，以降低缺點被攻擊的力道。

舉例來說，飄香組面對核能廢料的處理時，一方面提出隨著科技發展而核廢料減

少，加上新原料「釷」的使用，更可大幅降低核廢料的問題，但核能發電仍然會

有核廢料的產生，因此另一方面結辯時又提出火力發電廠不論怎麼改善，只要是

燃燒就一定會排放 CO2，以減少核廢料被攻擊的力道。而甜甜組面對火力發電廠

的空氣污染時，一方面提出使用靜電集塵器與養綠藻來減少煙塵及碳排放，但火

力發電仍然會有碳排放的問題，因此另一方面則提及核能發電廠在興建與運輸原

料的過程也會有碳排放的問題。由此看來，兩組辯士面對缺點進行攻防的策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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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靈活。 

2. 以比較的方式呈現數據 

由於兩組辯士分別支持核能及火力發電廠，因此在比較兩種發電廠的優劣

時，呈現兩種發電廠的各種數據是最簡單、直接且易懂的方式。因此兩組辯士在

辯論時，經常提出兩種發電廠比較的數據來支持論點。飄香組在提及燃料效能、

燃料成本、事故率、事故死亡率、燃料蘊含量……等，都以比較的方式呈現數據。

甜甜組則是在提及建廠成本、污染防治、碳排放……等問題時，也以比較的方式

呈現數據。這說明兩組辯士除了提出單一種電廠的數據之外，已經提升到兩種電

廠各項數據的比較層次上。 

3. 動之以情的論述方式 

除了提供比較的數據來呈現兩種發電廠的比對結果之外，兩組辯士在提及對

方發電廠所具有的危險性時，都出現了較為感性的話語，以試圖強化自己的論

述。甜甜組辯士在提及日本核災所造成的傷害及核廢料時，以反問及強調「這是

會死人的」等方式來強化核能電廠的危險性。 

[20121112VS] 
他們最主要的中央研究室，就是操控核能發電的中央研究室，核能的輻射量竟然比平

常多出一千倍，這是會死人的。  

核廢料出來一分鐘可以使人致命，那台灣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放一個未爆的定時炸彈

在台灣嗎？  

而飄香組辯士則是提出「你要非核家園還是沒有家園？」的說法來強化火力

發電廠的危害。 

[20121112VS] 
那二氧化碳影響的層面廣不廣？當然廣。他是影響天氣主要的來源，所以所有的天災

基本上都跟溫室效應、溫室氣體是有相關的。所以你要非核家園還是沒有家園？這是

值得深思的問題  

由此看來，兩組辯士在攻防時，除了重視數據之外，也瞭解適當的感性話語

可強化論點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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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組特有的攻防與居位策略 

1. 多元資料來源的攻防與居位策略 

甜甜組由於在小組論證的形成階段就很重視多元資料來源，因此在兩組進行

論證攻防時，也以多元資料來源作為攻防的策略。在甜甜組辯士質詢飄香組辯士

時，就詢問其資料來源是否是來自台電的數據，在飄香組辯士回答「是」之後，

甜甜組辯士則提出先前台電所提供的數據有捏造之嫌，並說明甜甜組的資料來自

於許多管道。而在後續的辯論中，飄香組辯士也藉機詢問了甜甜組的資料來源為

何，甜甜組成員則秀出其資料來源是全球環境保護協會。由於甜甜組的資料來源

是多元的，因此相較之下也較具有說服力。 

2. 善用總結機會的攻防與居位策略 

由於甜甜組辯士提及核四、台灣備用電量及核能發電廠的管理問題作為反對

興建核能發電廠的理由。飄香組的結辯利用最後總結的機會進行問題的澄清，以

消弭這些反對的理由。在核四問題方面，飄香組結辯提及辯論的議題是兩種電廠

擇一選擇興建，而不是討論核四的問題。在備用電量方面，飄香組結辯提及議題

設定在台灣處於缺電危機中，所以台灣是處於沒有備用電量的狀態。而有關核能

發電廠管理的問題，飄香組結辯則提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管理問題，核能有

管理問題，火力發電廠也會有管理問題。由於上述三點的澄清，使得上述甜甜組

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的質疑都變得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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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攻防後—外評組對兩組論證攻防表現的評價 

前一節呈現的是飄香組與甜甜組兩組論證的攻防與居位歷程，在兩組辯士進

行論證的攻防時，飄香組與甜甜組兩組成員進行論證攻防時，台下其餘修課的成

員(外評組)則針對兩組論證攻防的結果進行評分，並寫下感知兩組辯士所提出的

重要論點。以下分別呈現外評組所感知兩組論證攻防時所提出的重要論點、外評

組對飄香組與甜甜組辯士論證攻防的表現評價及外評組在飄香組與甜甜組論證

攻防前後立場的改變情形和理由。 

一、外評組感知飄香組與甜甜組論證攻防時的重要論點 

飄香組與甜甜組辯士在論證攻防時，會提出支持己方立場及反對對方立場的

論點，外評組成員聽到這些論點之後，會認為那些論點是重要的？以下將分別呈

現外評組感知兩組辯士在問卷中所寫的重要論點。 

(1) 外評組感知飄香組辯士所提出的重要論點 

外評組感知飄香組辯士所提出的重要論點可以整理成十七項，最後再歸納成

經濟、污染、安全、能源及發展性五大類，整理如下表。 

表 4-5-2 外評組感知飄香組辯士提出之重要論點 

類 別 論 點(132) 

經濟(22) 核能成本較低(13)；核能發電效能較高(9)  

污染(40) 
核能無碳排放的問題(14)；核能無空污問題(13)；火力發電造成

空污(10)；火力發電有碳排放問題(3) 

安全(28) 

核能電廠事故率低(8)；火力發電事故率高(6)；火力發電事故死

亡率高(4)；核災事故死亡率低(3)；核能電廠幅射量在安全範圍

之內(3)；天災無法預測(2)；核能安全遭抹黑(2) 

能源(22) 
核能原料蘊藏量多(14)；發現新核能原料—釷(6)；核能不會有能

源排擠問題(2) 

發展性(20) 核能發展出減少核廢料的技術(20) 

類別與論點後方數字為該類別或論點被提及的次數；加雙底線的論點為攻擊對方立場的論點。 

外評組的成員總共有 36位，總共提及的重要論點有 132項次，每位成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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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3~4項重要論點，若同一位外評組成員提出某項重要論點兩次以上，則計次

一次，因此每個論點後方括號內的數字，可視為提及該論點的人數。 

在五大類別中，被提及最多次的是污染，其次是安全、經濟、能源及發展性，

顯示外評組認為飄香組辯士所提到的論點中較重要的論點大多集中在污染方

面，包含「核能無碳排放的問題」、「核能無空污問題」、「火力發電造成空污」及

「火力發電有碳排放問題」，顯示外評組成員感知飄香組辯士的主要訴求集中在

核能無污染但火力發電有較大的污染上。在重要論點方面，被提及最多的為「核

能發展出減少核廢料的技術」，36 位外評組的成員中有 20 位成員提及，表示有

五成六的外評組成員都認為飄香組辯士對於「核能發展出減少核廢料的技術」的

論點相當強調。而「核能無碳排放的問題」、「核能原料蘊藏量多」、「核能成

本較低」及「核能無空污問題」等四項論點，也有超過三成以上的外評組成員認

為是飄香組辯士提出的重要論點，顯示外評組成員認為飄香組辯士也相當強調上

述的四項論點。 

此外，從外評組成員感知的重要論點立場來看，十七項論點中有十三項屬於

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論點，共被提及 109次；有四項屬於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

的論點，共被提及 23次。亦即外評組成員感知飄香組辯士每提出五項論點時，

大約有四項重要論點在於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有一項論點屬於反對興建火力發

電廠的重要論點。而有關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的論點，主要集中在火力發電廠的

污染問題及火力發電廠的安全問題，分別被提及 13次及 10次。 

(2) 外評組感知甜甜組辯士所提出的重要論點 

瞭解外評組感知飄香組辯士提出的重要論點之後，接著則呈現外評組感知甜

甜組辯士所提出的重要論點。表 4-5-3為外評組感知甜甜組辯士提出的重要論點

整理結果。從表的內容可以看到，外評組感知甜甜組辯士所提出的重要論點共有

二十五項，這二十五項重要論點可歸納到經濟、污染、安全、能源及發展性五個

類別中，以便與外評組感知飄香組重要論點進行比對。由表中的數據可看出，外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172 

 

評組 36位成員中感知甜甜組辯士提出 138項次的重要論點，比外評組感知飄香

組辯士提及的重要論點多 6項。 

表 4-5-3 外評組感知甜甜組辯士提出之重要論點 

類 別 論 點(138) 

經濟(25) 
興建核電廠成本高(12)；火力電廠成本較低(6)；火力電廠建廠較

快(5)；核電廠建廠面積大(2) 

污染(28) 

核能輻射污染高(10)；核能有熱污染(7)；核能污染較高(5)；兩種

電廠都會破壞生態(2)；核能有核廢料問題(2)；鈾的開採污染高

(1)；核能不如想像中節能減碳(1) 

安全(16) 
核能電廠安全疑慮較大(6)；火力發電維修容易(5)；火力發電安

全疑慮較小(3)；核能管理有問題(2) 

能源(10) 鈾礦不充足(4)；火力燃料取得方便(4)；火力燃料使用較久(2) 

發展性(59) 

火力發電有許多防護措施(21)；火力發電廠能永續發展(13)；養

綠藻吸收 CO2(12)；火力發電熱污染防範(5)；利用靜電集塵器吸

附煙塵(4)；用隔音板防止噪音(3)；火力發電效率有提昇(1) 

類別與論點後方數字為該類別或論點被提及的次數；加雙底線的論點為攻擊對方立場的論點。 

在五大類別中，被提及最多的是發展性，其次是污染、經濟、安全及能源，

顯示外評組認為飄香組辯士所提到的論點中，較重要的論點大多集中在火力發電

廠的發展性上，包含「火力發電廠有許多防護措施」、「火力發電廠能永續發展」…

等七項重要論點。 

在重要論點方面，被提及最多的重要論點為「火力發電廠有許多防護措施」，

36位外評組的成員中有 21位成員提及，表示有五成八的外評組成員認為甜甜組

辯士相當強調「火力發電廠有許多防護措施」的重要性。而超過三成外評組成員

所感知的重要論點還包含「火力發電廠能永續發展」、「興建核電廠成本高」及

「養綠藻吸收 CO2」三項論點。由上述被提及最多的重要論點的內容來看，除了

「興建核電廠成本高」屬於經濟方面的論點之外，其餘的三項重要論點都集中在

火力發電廠的發展性上，而火力發電廠的發展性主要是針對火力發電廠的缺點進

行改進的論點。由此可知，外評組成員感知甜甜組辯士對於火力發電廠缺點改進

的論點相當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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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外評組成員感知的重要論點立場來看，二十五項重要論點中有十四

項屬於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的論點，共被提及 86次；二十五重要論點中有十一

項屬於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的論點，共被提及 52次。也就是說外評組成員感知

甜甜組辯士每提出五項重要論點時，大約有三項重要論點在支持興建火力發電

廠，有二項論點在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 

進一步來看，可以發現外評組感知甜甜組辯士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的論點，

在經濟、污染、安全及能源四個類別中都有提及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的論點，尤

其是污染方面，除了「兩種電廠都會破壞生態」這項較為中立的論點之外，外評

組感知到甜甜組辯士所提及的污染問題，都是以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的立場出發

來論述的。這顯示外評組感知甜甜組辯士對於反對興建核能發電廠的重要論點涵

蓋層面較廣，而且在論及污染的面向時，全力攻擊核能發電廠的污染問題。 

二、外評組對飄香組與甜甜組辯士表現之評價 

分析完外評組感知飄香組與甜甜組辯士所提出的重要論點之後，接著呈現外

評組對於兩組辯士提出這些重要論點時的表現，以瞭解外評組對飄香組與甜甜組

辯士論證攻防時表現的評價。外評組對飄香組與甜甜組辯士表現之評價如表

4-5-4所示。 

表 4-5-4 外評組對飄香組與甜甜組辯士表現之評價 

 飄香組 M (S.D.) 甜甜組  M (S.D.) t值 

科學資料 2.92 (0.77) 4.00 (0.68) 5.88** 

社會資料 2.72 (0.78) 3.92 (0.60) 6.57** 

理由 2.97 (0.94) 3.67 (0.86) 3.14** 

依據 2.89 (0.98) 4.03 (0.85) 4.89** 

反例 2.75 (1.00) 4.31 (0.82) 7.45** 

反駁 2.72 (1.00) 4.39 (0.69) 8.20** 

總分 16.97 (4.43) 24.31 (2.98) 7.55** 

**代表 p<.01  

從上表的內容可以看出外評組對飄香組辯士在「針對電能源議題提出科學面

向的資料」、「針對電能源議題提出社會面向的資料」、「提出支持己方對電能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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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立場的理由」、「提出支持己方對電能源議題立場的依據」、「針對對方的立場提

出反例」及「針對對方提出的反例加以反駁」六項表現和總分的評價都顯著低於

對甜甜組辯士的評價，顯示外評組成員認為飄香組辯士的表現整體不如甜甜組辯

士的表現。 

參照前一節兩組論證攻防的結果，飄香組辯士只有在發電燃料蘊藏量的攻防

上取得上風，而甜甜組辯士則是在污染/廢料的攻防、電廠事故的攻防及資料來

源與正確性的攻防上取得上風。結合上一小節外評組感知兩組辯士所提的重要論

點來看，飄香組辯士讓外評組感知到的重要論點大多屬於說明支持興建核能發電

廠的論點，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的論點只佔約五分之一；而甜甜組辯士則是有五

分之三的論點用來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有五分之二的論點用來反對興建核能發

電廠，而反對的論點分佈較廣且火力集中在核能的污染上。由此看來，由於飄香

組辯士只有一項論證攻防取得上風，且對於反對興建火力發電廠的論點較少；而

甜甜組則是在三項論證攻防上取得優勢，加上有比較多的論點用來反對興建核能

發電廠，因此外評組認為甜甜組的辯士表現得比飄香組辯士來得好。 

三、論證攻防前、後外評組立場的改變情形 

瞭解外評組感知兩組辯士所提出的重要論點與外評組對兩組辯士表現的評

價之後，接著將呈現論證攻防前、後外評組成員支持興建何種發電廠的立場是否

改變及改變原因。表 4-5-5為外評組支持立場的改變情形。 

表 4-5-5 外評組支持立場的改變情形 

  起始立場 
總人數 

  核能(飄香) 火力(甜甜) 

辯後立場 
核能(飄香) 8 1 9 

火力(甜甜) 9 18 27 

總人數  17 19 36 

從表 4-5-5的結果可看到，論證攻防前有十七位外評組成員支持興建核能發

電廠；十九位成員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論證攻防後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外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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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員減少為九位；而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的成員則增加到二十七位。其中有九

位原先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成員在論證攻防後轉而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只有

一位原先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的成員在論證攻防後轉變為支持興建核能發電

廠。其餘的二十六位成員在論證攻防前、後沒有改變支持立場。以 McNemar 檢

定外評組立場改變情形，所得的結果χ2
=8.36，p=.02<.05，顯示外評組成員論證

攻防前、後的立場改變達顯著差異。 

有九位外評組成員原先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在論證攻防後轉為支持興建火

力發電廠，表 4-5-6進一步呈現這九位外評組成員論證攻防前的支持理由。 

表 4-5-6 外評組支持興建核能立場理由的改變情形 

編號 論證攻防前支持核電理由 論證攻防後支持火力理由 

4 因為覺得火力發電廠對地球環境的破壞是

直接的，且核電廠所帶來的污染問題若有好

好控制，對地球的破壞相對會較小，再者，

核電廠的發電效果是較火力發電廠好的  

因為有詳細的比較和完整的資料呈現  

5 歷史上發生兩次核災，都是人禍為主因，但

是人為疏失可被制度修正  

核災的代價太高了，而且整體發電成本來說，

核能不一定比火力發電低  

11 我認為核能比較好，雖然有風險，可並不會

常發生，機率很小  

飄香組完全準備不足，所以聽完後認為甜甜組

的方案是比較可行的，完全被說服  

12 我相信政府可以控管的  飄香組立場不一  

13 雖然兩者都會造成生態的破壞，以及傷害人

民的安全健康，但是火力發電的資源耗費得

太高，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會受到環保人士的

責難  

因為核能發電廠辯論無法提供有利的方案，而

火力發電卻給我們很多資源，雖然二者都是會

造成傷害，但是甜甜組的論點讓我更懷疑核能

造成的傷害是否給我們更大傷害，只是我們不

清楚而已，火力的缺點已有明確的在改善  

33 我認為兩種都不好，但是火力發電需用很多

資源，目前台灣資源又減少，所以若核能發

電廢料的存放能夠有完善的措施，應該會比

較好  

資料完整，反駁有力且清楚。雖然兩方都有強

化自己的優點  

40 感覺少了兩個機組比較環保  因飄香組辯論較不清楚  

47 效率高，只需解決地區問題即可  飄香組太弱了  

48 雖有安全風險，但並不大；效益較高；造成

的污染較低  

火力發電歷史悠久，且已逐漸進步，核能發電

尚有較大安全疑慮  

在論證攻防前，這九位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成員的理由，大致上可歸納為「核

能發電效率高(3)」、「核能污染問題若能好好控制，則對地球破壞相對較小(3)」、

「核災是可控的(2)」、「核能雖然有風險，但發生機率小(2)」、「火力耗費太多資

源(2)」、「核能污染少(1)」、「少三個機組比較環保(1)」、「火力發電廠對地球的破

壞是直接的(1)」及「火力排放 CO2(1)」等九項理由，其中認為核能發電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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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控制好核污染的話，則對地球破壞相對小這兩個理由佔大宗，其次則是核災是

可控的、核災發生機率小及火力耗費太多資源這三個理由。而論證攻防後，這九

位外評組成員轉變為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的理由大致可歸納為「飄香組準備不足

(5)」、「甜甜組資料完整，反駁有力且清楚可行(4)」、「火力發電廠有缺點改善計

畫(2)」、「核災代價太大(1)」、「核能成本不一定低(1)」及「核能發電有較大安全

疑慮(1)」等六項。其中有五位成員都認為飄香組辯士的準備不足，其次則有四

位成員認為甜甜組辯士提出的資料完整，反駁有力，且所提的改善方案清楚可

行。其餘的理由也與甜甜組辯士在論證攻防時提出的論點相關。 

原先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而在論證攻防後轉為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外評

組成員，原先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的理由是「感覺火力發電比較環保」，而在論

證攻防後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的理由則為「產電量較高，科技的進步令核能的污

染有明顯的減少」，顯示該位成員認同飄香組提出的核能發電效能較高及核能發

展出減少核廢料的技術的兩項支持論點。 

由上述支持立場改變的外評組成員的改變理由來看，除了論證攻防時辯士的

準備是否充足會造成支持立場的改變之外，辯士所提供的資料是否完整、而且可

以反駁對方，並針對缺點提出清楚可行的改善方案，這些都是與提供資料、提出

反例及限制因子等論證因子相關的內容。這說明如果愈能提供完整的資料、提出

有力的反例，並提出清楚可行的限制因子，則愈具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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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整理第四章之研究發現，並與相關理論與研究之間作整合論述，最後則

針對課程設計、教學及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大學生小組討論社會科學議題時，從初識到結識的過程

中如何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並瞭解持對立立場的兩組成員進行論證攻時的論證

歷程及攻防後的組間居位和外評情形。因此本節將分別呈現小組討論階段的初識

居位歷程、結識後的居位歷程、小組論證的形成歷程、小組論證攻防歷程及小組

論證攻防後的組間居位與外評等五部份的結論。 

一、組內成員初識時的居位 

兩組成員初識時，由於對即將進行討論議題所需的能力不清楚，也對其他成

員不熟識，在這情況下，小組成員對即將面對的任務與其他成員進行預測與掂量

就成了初識時的故事情節與居位。以下呈現組內成員初識時的故事情節與居位結

果。 

（一）初識時的故事情節 

初識時，兩組小組成員為了要進行能源議題的討論，會評估某些重要背景與

能力的重要性，有關這些背景與能力重要性的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1. 背景的重要性顯著低於其他能力的重要性 

問卷中提供了就讀系所與年級這兩項背景讓小組成員評估其重要性，結果發

現兩組成員都認為這兩項背景雖然有些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不如提供科學資料、

社會資料、提出支持理由……等能力。從居位理論的角度來看，要完成某一特定

課題時，所需的背景和能力與完成其他課題時會有所差異(Harré & Langenhove, 

1999)。對於兩組成員來說，為了要完成社會科學議題組間辯論而進行的小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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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活動，就讀系所與年級的重要性低於其他能力。 

2. 論證因子的重要性被突顯 

兩個小組認為要進行社會科學議題的辯論前的小組討論時，各項能力的重要

性雖然不完全相同，但是整體而言，兩組成員都認為「提供資料的能力」、「提出

支持論點的理由」、「提出支持論點的依據」及「提出反例」這些論證因子是重要

的。而許多學者進行論證相關的實徵研究時，通常傾向選擇社會科學議題或科學

理論作為論證活動的背景(黃柏鴻、林樹聲，2007)。對照兩組成員對要完成社會

科學議題的辯論前的小組活動時對各項能力重要性的評估，與學者選擇採用社會

科學議題作為活動的情形吻合。 

3. 自行提出其他的重要能力 

除了問卷所提供的背景與能力之外，飄香組有兩位成員提出「要有組識架構」

及「整體內容要流暢」兩項能力，而另一組成員並沒有提出額外的重要能力，顯

示就算相對相同的議題，不同成員所形成的小組故事情節並不相同。這與居位理

論中提及不同的成員組成會形成不同的故事情節的情況相似(Harré & van 

Langenhove, 1999)。 

（二）初識時的居位 

1. 由社會基模所啟動的居位差異 

互動前兩組神龍系成員在進行能源議題辯論活動的情境下，會預期自己的表

現不如非神龍系的成員，這是神龍系成員依據對於自己就讀系所與年級的社會基

模所進行的居位結果導致。 

2. 對不熟識成員的居位與對熟識的居位情形不同 

在一開始不認識彼此的情況下，不熟識的成員之間的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不

會有差異。而對於組內已經相互熟識的神龍系次團體成員，居位情況分成兩部

份，對於不熟識的非神龍系成員的居位較高；對於已經熟識的神龍系成員的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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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年級愈高被居位得愈高。上述的兩種居位情況和Augoustinos與Walker(1995)

所提及的個人基模與自我基模的比照有關，在資訊有限的情況下，對自己與他人

的評價或類別化通常是個人基模和自我基模進行比較之後所得的結果。 

3. 互動前成員傾向自謙的表現 

互動前每位成員對於自己的地位平均值都比被他人居位的地位平均值要來

得低。不論是組內被預期地位較高或較低的成員都有相同的現象，顯示互動前每

位成員都有自謙的傾向。 

二、組內成員結識後居位的遞變 

當組內成員因互動而開始相互結識時，對完成議題的故事情節及對其他成員

的居位，會與互動前有所不同，以下分別說明結識後故事情節的微調與居位的遞

變現象。 

（一）結識後故事情節的微調 

兩組成員在互動初期形成的故事情節，與在互動後的故事情節僅有微調的現

象。這些背景與能力的重要性只會隨著小組的討論而微調，並不會大幅改變，也

就是說小組互動初期形成的小組故事情節，對該組成員來說，並不會有重大改

變。這與居位理論中談及的小組的故事情節有時候會成為小組的道德規範一般，

較不易在同一課題情境下改變(van Langenhove & Harré, 1999)。 

（二）結識後的居位遞變與固著 

1. 因互動而有信心增加的現象 

有成員一開始因為自己對辯論議題的不瞭解，因此對自己的發言較沒信心，

會出現一些自我否定的話語，在後續的討論中，藉由提問而漸漸地瞭解議題，最

後則變成提供意見的角色。這個現象反映在該位成員居位自己的變化過程中。 

2. 互動前神龍系成員持有刻板印象，互動後則會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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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前兩組神龍系成員在進行能源議題辯論活動的情境下，會預期自己的表

現不如非神龍系的成員，這是神龍系成員對於自己就讀系所與年級的刻板印象。

這種刻板印象會隨著科學社會議題的討論而慢慢弱化，這表示說在科學社會議題

的課堂上，設計辯論活動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會弱化學生原本的刻板印象。非

神龍系成員則不會預期神龍系成員的表現會不如自己。 

3. 神龍系成員的低信心因互動而改善 

互動前兩組八位神龍系的成員中，只有一位成員居位自己與居位他人時，沒

有把自己居位得最低，其他七位神龍系成員，不論年級高低，居位自己的值都是

最低的。這個現象在經過科學社會議題的討論而改變，這七位神龍系成員居位自

己都有提昇，就算是小組中地位最低的成員，居位自己的值也不再是最低的。這

表示說科學社會議題的課堂上，設計辯論活動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會提昇學生

對自我的信心。 

4. 地位的高低與所提供資源的重要性有關 

有成員因為投入討論或提供討論時的資料而慢慢地提昇在小組中的地位，也

有成員因為較少投入議題的討論而地位降低。這些現象很鮮明地展示了居位理論

的適用性。成員的地位之所以提昇，在於該位成員提供了議題辯論前討論時所需

要的重要資源，因此地位得以提昇；若該位成員所提供的並非討論時所需要的重

要資源，地位則會降低。 

5. 提供資源的複雜度愈高，則地位愈高 

以地位提昇的成員來看，地位提昇的程度與成員所做任務的複雜度有關，地

位提昇最多的成員，並不是簡單提供訊息的成員，而是把其他成員提供的訊息安

排到論證架構中的成員。 

三、小組論證的形成 

兩組的小組成員針對社會科學議題進行討論時，討論的內容涉及了語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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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及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展現出來的就是小組成員間的相互居位歷程，而概念功

能則是指小組成員逐漸形成小組論證的內涵。以下說明兩組小組論證形成時的主

要發現。 

（一）視覺化輔具的輔助效果 

視覺化的輔具對於飄香組的成員來說，是一種組織辯論策略的工具，並確實

有助其形成較完整辯論架構的功能。對甜甜組來說則像是一種分析優缺點的工

具，因此所畫出來的圖類似概念圖。這顯示同一種視覺化輔具對於不同組別來

說，有著不同的工具性。 

（二）相同的論證資料，因立場互異而有不同的解讀 

同一份資料的不同解讀，同樣用來描述發電廠事故的資料，對支持核能的小

組來說，就會「事故」轉換成「事故率」，用來說明核能發電廠發生事故的比率

較低，死亡人數較少；而對支持火力的小組來說，就會強調「事故發生後影響的

範圍及時間」。雙方都針對同一筆資料進行不同的轉化來支持自己的論點。Rieke

與 Sillars(1997)認為，針對相同的訊息，但是用不同的說法來呈現，代表的是說

話者的風格(style)所導致。然而上述的情況則是在立場不同的情況下，對相同的

資料有不同的解讀，較像 Laudon(1977)提出的解決問題進步模式，只要能夠解決

小組目前所遭遇的問題，就是一種好的解決模式。 

（三）數據在論證中的重要性被突顯 

兩組的討論中都有成員提及提供的資料最好要有數據，表示兩組都有成員認

為數據是相當重要的，有了數據就有說服力，甚至有人還提及提供的數據最好有

辨法變成讓別人易懂的呈現方式。而提出數據重要性的成員，在飄香組與甜甜組

都是就讀研究所的成員，這顯示有學術研究經驗的學生，在組織說服對方的資料

時，相當重視是否有相關數據及數據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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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調多元資料來源 

甜甜組有成員認為現在網路上對於火力與核能的討論大都大同小異，可以的

話可從研究論文來查詢，而組內其他成員也有人認為不能只使用台電給的資料。

這與(Oulton et al., 2004)強調多元資料的收集與判斷是重要的論證能力相呼應。 

四、組間論證的攻防 

組間論證的攻防即為兩組辯士的辯論活動，辯論活動採奧瑞岡式辯論規則，

在每位辯士進行三分鐘的申論之後，接受三分鐘的質詢過程中，兩組論證的攻防

有以下幾點結論。 

（一）靈活的缺點攻防策略 

兩組辯士面對興建某種發電廠的缺點時，所採用的策略是先找尋改善方法，

試圖將缺點消弭；若缺點無法完全改善，則提出對方也會有同樣或類似的問題，

以降低缺點被攻擊的力道。這種將缺點轉換成限制條件或針對對方的缺點加以反

擊的現象，屬於論證中的高階能力。 

（二）以比較的方式呈現數據 

兩組辯士除了呈現單方的數據之外，有許多論證攻防的歷程中，使用了兩種

發電廠相互比較的數據來支持己方所持的論點。這說明兩組辯士除了提出單一種

電廠的數據之外，已經提升到兩種電廠各項數據的比較層次上。這與科學素養有

關。 

（三）動之以情的論述方式 

除了提供比較的數據來呈現兩種發電廠的比對結果之外，兩組辯士在提及對

方發電廠所具有的危險性時，都出現了較為感性的話語，以試圖強化自己的論

述。這顯示論證的歷程中除了有理性的資料來強化己方的論點之外，也含有善用

感性的話語。這是先前對於論證的相關研究中較少被提及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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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間居位及外評 

兩組的論證攻防之後，兩組成員對於我組與他組進行組間的居位，而外評組

也針對兩組辯士在論證攻防時的表現進行評估。以下呈現組間居位及外評的重要

發現。 

（一）組內偏坦現象 

兩組成員在論證攻防後，不論這些辯士實際的表現為何，都傾向於將己方辯

士的表現居位得高於對方辯士的表現。這顯示兩組成員對於己方的小組已經具有

認同感與歸屬感，因此對於其他組成員則會傾向於不認同或貶低的現象。 

（二）論證架構愈完整愈能影響外評組立場 

當兩組進行論證攻防時，兩組辯士所提供的資料愈完整、支持的理由愈充

分、對於反例(缺點)的防範愈可行，則愈容易影響外評組成員原本的立場。也就

是說，當兩組辯士共同建構的論證架構愈完整，則愈具說服力。 

第二節 建議 

依據上一節的結論，本節從課程設計與教學及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一、課程設計與教學的建議 

本研究在社會科學議題課程架構下，加入了 Cohen(1997a)的 Big Idea想法，

並在討論過程中提供視覺化輔具來協助小組成員形成共識或架構，從上一節的結

果中可以看到這些課程設計所加入的元素對於提昇不同能力學生信心的效果。若

能夠再配合相對應的資訊硬體，應能更提昇學習效果。以下針對課程設計與教學

提出兩點建議。 

（一）多元能力的課題設計 

多元能力的課題提供了多元能力發揮的空間，不同能力的學生參與到多元能

力的課題中時，就能依據其能力在課題中發揮所長。由於社會科學議題原本就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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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多學科的課題，就算是多學科的課題，也大多集中在智育的範圍之內，若能再

以其他輔具如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視覺化輔具，則可增加除了智育之外的其他能

力。 

（二）多媒體融入的可行性 

進行社會科學議題的討論時，經常需要上網搜尋相關的資訊，以作為討論時

的題材，雖然有些學生擁有某些行動上網器材，但若能配合相關計畫，在課堂中

使用公發的多媒體輔具的話，除了可以避免因貧富差距造成討論起點的不公平之

外，尚可運用相關軟體記錄學生搜尋相關資訊時的歷程。如此一來，則更能瞭解

小組成員如何逐漸形成小組論證的過程。 

二、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結合了傳統地位研究所使用的量化工具及居位理論所強調的話語資

料兩種方析取向，試圖從量化與質性資料的整合中，對小組成員間的居位與小組

間的居位歷程作出說明。但此一歷程尚有許多面向值得往後的研究再改進與更深

入的瞭解，以下對未來研究提出三點建議。 

（一）故事情節問卷設計的再改進 

本研究探查小組成員所建構的故事情節問卷中，提供了兩項背景與七項能

力，雖然有兩位成員提出問卷中沒有的兩項重要能力，但整體比例來說，仍然還

是不如預期，若在探查小組故事情節的問卷中，只提供樣本讓小組成員參考，並

讓小組成員自行填寫重要的背景或能力，最後再針對同一小組成員提出的重要背

景或能力進行整併，或許更能貼近小組成員真實的故事情節。 

（二）善用各種網路溝通平台 

兩組成員各別進行小組討論時，都有在目前流行的網路溝通平台 facebook

上進行訊息分享、成員聯絡及議題討論，由於本研究聚焦於小組成員在課室上的

討論內容，因此該部份的內容並沒有納入分析的範圍。但若能進一步取得該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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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平台上的內容，對於小組成員之間如何形成小組論證的歷程應能有更深的瞭

解。 

（三）細緻化小組論證的分析 

由個人論證到小組論證的歷程是複雜而多層次的，許多暫時提出的論點，可

能遭到組內成員的反駁、認同、補充……等，而這些反駁、認同、補充……的過

程也是另一個小型論證，由於本研究關心的尺度是組間論證的攻防，因此尚未能

將個人論證到小組論證的歷程清楚呈現，若未來的研究能細緻化小組論證形成的

過程，對於目前論證研究較集中於個人論證的層次，應能提供論證研究不同的洞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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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小組地位問卷 

這份問卷主要是想瞭解在進行小組活動前你個人的想法，請依據自己的想法

填寫這份問卷，儘量不要受到其他組員的影響。這份問卷分成兩部份： 

第一部份請你預想如果要討論電能源議題時，那一種背景或能力對於今天討

論電能源議題時是重要的，圈選 5為最重要，1為最不重要，並接著填答第二部

份。如果你認為該背景或能力和討論電能源議題一點關係也沒有，則圈選 0，對

於該背景或能力則不需要進行第二部份的填答。如果你覺得還有其他能力或背景

是重要的，但是沒有被列在項目中，請在「其他：」之後加以補充。 

第二部份請你預測你自己及小組成員在第一部份中重要的背景或能力重要

性的表現。請你從 6~1中依序預測組內成員在討論電能源議題時可能的表現，表

現最突出給 6分，表現最不突出給 1分，分數不能重複。以下是參考範例 

項         目 重要程度 

姓名 

廖

柏

銘 

張

瑋

揚 

李

名

璋 

李

君

儒 

林

駿

宇 

王

宸

佾 

1. 就讀系所 5 4 3 ○2  1 0 3 1 4 5 2 6 

2. 就讀年級 5 4 3 2 1 ○0        

3. 對美麗灣議題提出科學面向的資料 ○5  4 3 2 1 0 6 2 5 1 3 4 

4. 對美麗灣議題提出社會面向的資料 5 ○4  3 2 1 0 2 6 3 5 4 1 

5. 提出支持我方對美麗灣議題立場的理由 ○5  4 3 2 1 0 3 5 2 1 6 4 

6. 提出支持我方對美麗灣議題立場的依據 5 4 ○3  2 1 0 1 3 5 2 6 4 

7. 提出與我方對美麗灣議題立場的反例 5 4 3 2 1 ○0        

8. 對辯論策略的熟悉 5 4 ○3  2 1 0 6 3 4 1 2 5 

9. 具備好的語言表達能力 5 4 3 2 1 ○0        

10. 其他：能夠調解不同組員的意見 ○5  4 3 2 1 0 1 6 5 3 2 4 

11. 其他： 5 4 3 2 1 0       

12. 其他： 5 4 3 2 1 0       

13. 其他： 5 4 3 2 1 0       

14. 其他： 5 4 3 2 1 0       

15. 其他：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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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電能源議題辯論前立場問卷 

填寫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議題：一座兩機組的核能發電廠 vs. 一座五機組的火力發電廠 

甲方（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 乙方（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 

你支持那一方的立場？請說明原因。 

 

 

 

 

 

冷媒議題辯論前立場問卷 

議題：氫氟氯碳化合物(HCFCs) vs. 氟氫碳化物(HFCs) 

甲方（支持使用 HCFCs 冷媒） 乙方（支持使用 HFCs 冷媒） 

你支持那一方的立場？請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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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電能源議題辯論評分表 

評分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議題：一座兩機組的核能發電廠 vs. 一座五機組的火力發電廠 

甲方（支持興建核能發電廠） 乙方（支持興建火力發電廠） 

5 4 3 2 1 針對電能源議題提出科學面向的資料 5 4 3 2 1 

5 4 3 2 1 針對電能源議題提出社會面向的資料 5 4 3 2 1 

5 4 3 2 1 提出支持己方對電能源議題立場的理由 5 4 3 2 1 

5 4 3 2 1 提出支持己方對電能源議題立場的依據 5 4 3 2 1 

5 4 3 2 1 針對對方的立場提出反例 5 4 3 2 1 

5 4 3 2 1 針對對方提出的反例加以反駁 5 4 3 2 1 

請列出甲方提出的三個重要論點？ 請列出乙方提出的三個重要論點？ 

1 1 

  

  

2 2 

  

  

3 3 

  

  

你支持那一方的立場？請說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