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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在考試領導教學的制度下，有許多學生因應生活實際問題的能力不

足，並非他們對科學知識的獲取不足，而是欠缺科學知識與生活問題關係的聯

結，因此造成許多中小學生沒有解決生活問題的基本能力。舉例來說：許多中小

學生在課堂上學過熱脹冷縮的概念，但是當遇到乒乓球不慎被壓扁時卻束手無

策；或是雖然學過酸鹼中和的概念，卻不知道剛刷完牙為何吃水果索然無味的原

因，這些生活小常識的不足，顯示出傳統的學校教育，偏重分析性邏輯思考之訓

練，而忽略了解決問題與創造思考之啟發。甚至許多學校為了提升學生的升學

率，所採用的教學內容多以死背性的知識為主，因此，學校教師在教學上也大多

採用「講述式」的教學策略，經由填鴨的方式灌輸知識，不斷地實施平常測驗，

最終目標就是希望學生能夠進入一流高中或大學。但是，學生長期依賴老師傳授

知識所造成的結果，卻會使學生缺乏主動思考及學習的精神，等到真正遇到問題

時，並不知道如何收集資料與應用知識來解決。 

再者，為了順應這幾年來社會變遷之快速，以及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來

臨，不難發現政府不管是對於國家的教育目標、社會的競爭力到個人的學習活

動，許多政策的執行與頒佈都顯示出「創造力」的培養已成為二十一世紀最重要

的推動工作。舉例來說，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開宗明義就指出：創新思考、批

判思考或解決問題之能力，皆是未來世界公民的重要基礎能力；其後頒佈的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中（教育部，2003），強調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

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 — 包含培養欣賞、表現、

審美及創作能力，以及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可見目前各級學校的教

學目標均重視創意思考、問題解決的學習與養成，以增進學生適應未來生活與終

生學習的重要指標。 

 有鑒於此，經由文獻的研究，發現自1980年起，便有了 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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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Technology-Society)教育的改革，而Yager（1993）提出 STS 是主張科學

教育的教與學應建立在個人的生活經驗與社會脈絡中（魏明通，1997），也可以

說 STS 的教學是為了培養了解科學、技學、社會三者互動的一種教學模式，希

望學生能認識科技對社會的貢獻與影響，能使用相關知能於生活中，能對社會議

題做明智的抉擇及解決問題等，也就是說將科學、技學與社會相結合，讓學生從

日常生活中的相關議題為學習的起點，進而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過去已有許多研究證實， STS 課程教學下的學生在許多方面，例如在應用、

創造、態度、科學過程技能及世界觀等方面的表現，都優於接受傳統教學的學生

（Iskandar, 1991；Mackinnu, 1991；Liu, 1992；Kumano, 1993；Lu, 1993）。因此，

若能以「STS教學法」結合資訊教育、網際網路，讓電腦與網路的使用者透過 STS 

的學習，不但可以修正一些網路學習的缺點，更可能是目前網路化教學的新思維

方向。 

而在教材內容方面，本研究選擇「水的化學」做為教學主題，因為人的生活

離不開水。當然，也會遇到許多水的相關問題，如：乾旱、水災和水污染的問題，

這些議題常常在報紙、新聞和生活中不停地被熱烈討論著。因此設計課程的時

候，若能選擇與生活結合的單元對學生來說是較親近的，也最易找到教材，因為

教材就在生活中。學生面對的是每天需要遇到的問題，盡管以前可能沒有認真想

過，但是，只要一上網學習，許多舊經驗自然就會一湧而上，課程和生活的緊密

度就更高了。 

二、研究目的 

（一）運用STS教學環境提高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使學生對科學、技學、

社會關係有明確的認知。 

（二）以量化方式探討STS網路學習環境在「水的化學」單元學習成效之有

效性。 

（三）瞭解學生特質，如認知型態、院別、性別等因素對學習成效的差異。 

三、研究問題 

（一）STS網路學習與一般網路學習在學習成效上是否有達統計之顯著差異

水準？  

（二）不同學習特質的學生在不同學習模式下學習，其學習成效是否有達統

計之顯著差異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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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STS的基本理念 

STS 教育在歐美地區經歷1960年代的萌芽，1970年代的發展，到1980年代

成為科學教育改革的主流之一，並漸漸由歐美地區逐漸擴散到其他國家，成為世

界性的科學教育課程改革浪潮。 

美國國家科學教師協會 NSTA 將 STS 定義為在人類生活經驗脈絡下

（content of human experience）的科學「教」與「學」，亦稱 STS 為「科學教育

生活化」（王澄霞，1995b），如圖1所示： 

 

圖1  STS 教育的本質（引自Aikenhead, 1994, p48） 

 

由圖1中可以了解 STS 著重於科學、技學、社會三者間的互動，在學習上

是以學生為主體，著重在生活中（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與人工建構環境）的學習。

Aikenhead（1994）認為 STS 的科學教學係指以融入學生的技學與社會環境之方

式，來教授自然的現象。因此，STS 的科學教學最大的功用源自於真實的人對於

真實世界的真實議題之處理（Yager & Lutz, 1995）。 

Yager（1992 a, b）主張 STS 教學應採取建構學習模式（Constructivist Learning 

Model），認為對科學的真正學習是個人在解決其所面對之問題的過程中，對事

物的意義所產生主動建構的結果。換言之，真正學習是產生於當個人建構他們本

身所遭遇的事物，是無法單獨經由外界傳授而得的。因此 STS 的教學理念與建

構學習模式在學習上的主張是相似的，皆以讓學生主動學習為主，所以 STS 教

學應採用建構主義學習模式。 

近年來，由於愈來愈多的科學教育相關學者受到建構主義思潮的影響以及社

會時代趨勢的需要，漸漸質疑以學科知識邏輯來鋪陳學生學習順序或學習材料的

科學 

社會 技學 

學生 

自然環境

社會環境人工建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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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科學教育取向；而強調以「學習是為了解決問題」、「人無法不生存在其所

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中」、「科學的問題與陳述並非獨立於價值領域之外」等觀點

為主的 STS 科學教育理念。因此 STS 課程的設計應重視社會議題，考慮到科

技與社會生活之關聯。其教育目標在於增進個人生活能力、關心科技運用、社會

生態演變及對事件作抉擇時能做價值判斷，並經由這種科學探究的過程增進相關

知識（Yager, 1994）。而 STS 專題式學習的精神就是在強調讓學生從他們所關

心的生活議題中（例如：自然環境的觀察、社會議題），去學習科學與技學的內

涵（劉聖忠，2001）。 

綜合言之，STS 學習是將學習者安置於有意義的學習情境裡，以解決真實情

境（Authentic Context）中的問題為導向，在提供解決問題的必要資源、指引與探

索機會下，使學習者能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主動建構知識與發展問題解決的技能

（Mayo, Donnelly, Nash, & Schwartz, 1993）。在 STS的學習情境，學習者嘗試驗

證各種問題可能的解決途徑，以避免惰性知識（Inert Knowledge）的產生。與傳

統的講述式教學相比較， STS 學習較注重高層次的科學規則歸納與問題解決技

能之培養，因此可以有效促進學習者有意義的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進而

獲致更佳的學習效益。Myers（1988）的研究指出以 STS 理念的教學與傳統教科

書的教學，在九年級自然科學教學上分析比較，發現學生經由 STS 理念之教學，

在科學概念、科學過程、科學態度、創造力以及應用到社會等方面，確實比傳統

之教學有更好的成績。 

由以上所列出的 STS 課程方案特性，可以了解到 STS 課程並非預設式的

特定教材內容，在其實施的過程中，可能會因為學生對探討議題的選擇、學習資

源的運用或解決問題策略的考量，而在學習教材上有較大的彈性。因此，課程的

設計非常重視教師專業自主的考量，就如同黃光雄與蔡清田（1999）的研究發現，

所謂「課程即研究假設」，課程乃在強調教學與學習之動態歷程，而不只是教材

內容，而且教學也不只是事實與資訊的累積與灌輸，而是引導學生認知發展，幫

助學生學習探究促成類化遷移，活用所學於現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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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水的化學」單元為網路學習研究主體。研究對象為靜宜大學學生，

來自三所學院：分別是理學院、管理學院及文學院的學生，有效樣本共計兩百三

十名；其中實驗組學生為一百一十四名，控制組學生為一百一十六名，整理如表

1： 

表1 研究對象人數表 

研究單元 實驗組別 性別及人數 合計 

實驗組 
男生（ 50 人） 

女生（ 64 人） 
114人 

水的化學 

控制組 
男生（ 55 人） 

女生（ 61 人） 
116人 

 

肆、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是在全球資訊網上建構一個 STS 學習環境，讓學習者在

社會脈絡之下，從現實生活經驗中觀察水化學現象，逐步引導學習至抽象的水化

學概念。 

一、分析階段 

研究者發現國內有關化學的網站資源，多針對化學系同學設計，對於非主修

化學相關科系同學學習稍嫌艱難。另外有一些自然科學網站雖淺顯易懂，但多只

是提供教材呈現在網路上，缺乏教學設計理念。此外，研究者並對非化學系同學

進行調查，了解同學對水化學的認知，以作為本網站應提供那些教材作為參考。 

二、STS 課程設計原則（Yager, Tweed , 1991） 

（一）以問題為中心的、彈性的，在文化上、科學上是有效的。 

（二）以人類為中心。 

（三）多層面的，即包含地方與區域性的問題和議題。 

（四）把自然環境、社區事物及學生本身作為學習的焦點。 

（五）視資訊的學習是把學生置於實際文化及社會情境的實況之中，即是資

訊的學習不應脫離日常生活。 

（六）把科學和社會以及科學研究串連在一起而孕育出更正確的科學本質。

然而要進行有效的 STS 教學，必須要有一套較廣泛範疇的教學策略(魏明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七年  四十卷  第八期 

 69

通，1994)： 

（一）STS課程不僅只使用一般教科書，需要在本土環境中找出適當的題材

為教材。 

（二）不單從事教科書的學習實驗活動，而且運用地方資源和資訊來進行探

討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尋找有價值的資訊。 

（三）STS教學不限於教室或實驗室，可超越特定的時空或課表的限制，從

事自由而自主的學習活動。 

（四）以學生為中心的討論、辯論，並解決問題和下決定。 

（五）STS教學過程中，不但要讓學生選擇他們認為重要且與社會相關的主

體來組織教材，考慮配合科學過程技能的學習和運用，由學生進行調

查、評估、討論來解決問題。 

而Heath提出考慮STS議題選擇時，必須考慮五項準則(王澄霞，1995)： 

（一）和學生生活的相關性和應用性。 

（二）考慮社會的成熟度和學生的認知發展程度。 

（三）STS議題對今日的世界和學生個人具有同樣的重要性。 

（四）具有移轉事務到課外事務的需要。 

（五）使學生感興趣。 

三、網站的建置 

在瞭解STS教學理論與教學策略之後，本研究以「水的化學」為主題，設

計一個教學時間為期四週的STS教學活動。而教材內容的難易度，是依據國中

自然與生活科技、高中化學中有關水的化學概念為主，並搭配社會時事來教學，

希冀學生能從週遭生活環境結合社會脈動去學習水的化學，並讓學生瞭解社

會、科學與科技的關係。如表2所示為「 STS 網路學習」內容腳本設計。 

表2 「 STS 網路學習」內容腳本設計 

單元主題 議題 引導學習知識 

水的組成 能源危機 水的電解 

水的組成元素 

水的性質 油輪沉沒 

環境的溫度 

水的浮力與密度 

水的比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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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三態 水的循環 水的三態變化 

水的純化 鍋爐爆炸 

外島水資源缺乏 

硬水與軟水 

海水淡化處理 

 

在腳本的設計上，教材首先以社會議題，來引發學生的好奇，再藉由生活經

驗互相討論。接著對議題進行探索與說明，逐步的引導學習者獲得學習主題的概

念，經由一連串的引導而組成較完整的水化學知識。 

四、教學網頁呈現方式 

如何利用網路的特質與優勢使學生了解日常生活中有關水的化學概念，且能

感受到學習的樂趣，這是此次網路教學中值得重視的部分。因此，主選單中每個

單元主題的介紹，分別以社會及生活上所關心的相關水議題作為引言，藉此引發

學生對此議題的注意與好奇。而各單元開頭的網頁內容，也藉由圖片、動畫或影

片模擬出議題的情境，藉此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請參考圖2。並在

引發學生動機後，讓學生進入「討論群組」，由生活的角度互相討論所關切的話

題，請參考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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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STS 網路學習融入水的化學之網頁內容 

 

圖3  討論群組網頁內容 

 

伍、研究實施流程 

本研究藉由網站的不斷修改與試用，並參考試用者的建議與需求，修正並擴

充本網站的功能，發展出一個符合使用者需求的「 STS –水的化學網路學習網

站」，本研究之研究實施流程茲分別詳述如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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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本研究之實施流程圖 

一、登入網站 

當使用者透過瀏覽器連接至本網站時，於「生活化學」課程首頁中鍵入其帳

號與密碼，並進行個人基本資料的登錄，以便取得受測樣本的人口變項資料及聯

絡資訊，而且本系統具有基本的身分認證制度，所以正式進入課程前，由系統以

隨機的方式分配樣本於『STS』及『非STS』兩種網路教學實驗中，來進行「水

化學」單元的學習。 

二、課前分析（前測） 

為了瞭解認知型態，所以在學習者進入本網站時會做藏圖測驗（藏圖測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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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Witkin, Oltman and Karpy於1971年提出，經吳裕益（1987）修訂之測驗版本，信

度係數為0.82），以了解學習者的認知型態為場地獨立或場地依賴。進入水化學

單元學習之前，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均做水化學概念之前測。題目以教學網頁內

容相關觀念為主，命題取材自美國「ACS Test Item Bank for High School 

Chemistry」，其ACS 測驗試題的信度係數為0.90（I. Dwaine Eubanks；Lucy Pryde 

Eubanks, 1993）及參考國內國中、大學基本學力測驗題庫，以具備「水化學」基

本概念之代表性題目為主。 

三、學習模式分組 

分成兩組，控制組學生進入"非STS學習網站"；實驗組學生進入"STS學習網

站"。 

(一) 控制組：非STS學習 

內容分成四部份，分別為組成、性質、三態、純化，茲說明如下： 

1. 水的組成：內容介紹水的基本組成元素，並以電解水後產生氫氣及氧氣

來證明。 

2. 水的三態：介紹水的浮力、密度與比熱的概念，並說明水的密度與溫度

變化之關係。 

3. 水的循環：介紹水的三種形態，並說明三態之變化。 

4. 水的純化：介紹硬水與軟水之差異，說明硬水如何軟化。介紹海水純

化的方法。 

(二) 實驗組：STS學習 

教學內容與控制組相同，但以生活經驗、社會議題為主軸。內容如下： 

1. 水的組成：石油危機 

科學家預計石油在未來五十年內將會用完，全球將會發生能源危機，此

時汽車生產商積極開發新的能源來取代石油，因此發展了燃料電池，而

燃料電池所使用的原料為氫氣，而氫氣的來源是由水經由電解產生而

來。 

2. 水的性質：油輪沉沒、環境的溫度 

經常在電視新聞上看到油輪沉沒的事件，然而為什麼那麼大的油輪可以

行使在海面上呢？這與水的浮力與密度有關的。而在台灣為什麼氣候四

季如春呢？這是因為水有調節氣候的功能，而為什麼水有這種功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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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歸功於水的比熱。 

3. 水的三態：水的循環  

水的三種形態是怎麼樣的呢？而它們的變化是如何呢？汽化、凝結、凝

固、溶化及汽化又是如何的轉變呢？ 

4. 水的純化：鍋爐爆炸、外島水資源缺乏 

為何鍋爐會發生爆炸呢？水怎麼分硬水與軟水，其中差異在哪呢？該如

何把硬水變軟呢？外島缺乏淡水怎麼辦？他們的民生用水該如何解決

呢？如果要利用海水有哪些方法呢？ 

四、總結性測驗（後測） 

本研究學習成就評量試題依據「ACS Test Item Bank for High School 

Chemistry」，後測與前測題目都一樣，僅順序不同。旨在測試經由「STS」與「非

STS」網站學習後，學習者對於水的化學認知的進步情形。 

五、資料處理分析 

在量的研究部分，以SPSS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為分析工具，資料分析方

法採平均數、標準差和獨立樣本t考驗等，所有資料處理過後，將各項資料加以

解釋並完成書面資料。 

 

陸、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節主要在說明「 STS 網路教學環境」對於學習者學習成效分析。首先針

對學生在學習成效測驗的結果進行統計分析，並進一步探討個人變因對學習成效

的影響。 

一、實驗組與控制組基本能力之比較 

為了解實驗組（STS）與控制組（非STS）學生的基本能力是否有差異，乃

以兩組學生的前測成績做獨立樣本的t檢定，由表3之t檢定結果顯示：實驗組

與控制組學生在學前測驗無顯著差異，亦即表示兩組學生的基本能力並無差別。 

表3 實驗組與控制組前測成績之t檢定結果 

組別 個數 平均分數 標準差 df t p 

實驗組 114 55.44 21.46 228 .969 .795 

控制組 116 58.28 22.93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七年  四十卷  第八期 

 75

p＜.05達顯著差異 

二、實驗組與控制組之學習成效分析 

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學生在成績進步幅度方面，實驗組成績進步幅度的平均

數比控制組高（表4）。所以，以兩組的後測成績作獨立樣本的t檢定，由表4

的分析結果顯示，p值為 .031＜ .05，達顯著差異。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於學

習成效有顯著差異，即表示 STS 教學對學習者有較大幫助。 

表4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習成效之t檢定結果 

組別 人數 平均進步分數 標準差 df t P 

實驗組 114 37.37 20.00 228 -2.068 .031* 

控制組 116 31.55 22.56    

*p＜.05 達顯著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優於控制組，由此可知在不同學習環境下， STS

網路教學環境的學習成效比傳統網路學習環境表現得好，此結果與Kumano, 

1993；Lu, 1993；Yager, 1996的研究結果相符。因為 STS 網路教學設計，由生活

中的相關議題為學習的起點，藉由週遭經驗引導學生學習科學知識與技學的課

題，另外 STS 網路教學亦具有影片解說、動畫說明等輔助工具，能提升學習者

在 STS 環境中學習的成效。 

三、探討個人相關變因對網路學習成效之影響 

（一）依認知型態比較實驗、控制組的學習成效分析 

在網路學習環境下，學生認知型態在不同學習模式的學習成效差異情形，以

獨立樣本t檢定考驗，如表5所示：在場地依賴學生方面，實驗組學習成效（平

均進步分數41.94）高於控制組學習成效（平均進步分數28.89）；而在場地獨立

學生方面，實驗組學習成效（平均進步分數34.67）也高於控制組學習成效（平

均進步分數34.38）。整體而言，無論是場地依賴或是場地獨立學生，實驗組學

生的進步分數均高於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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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依認知型態比較實驗、控制組的學習成效表 

認知型態 組別 
平均進步

分數 
標準差 df t p 

場地獨立 實驗組(N=30) 34.67 19.61 60 -.059 .831 

 控制組(N=32) 34.38 19.17    

場地依賴 實驗組(N=31) 41.94 18.15 56 -2.259 .039* 

 控制組(N=27) 28.89 25.62    

*p＜.05 達顯著差異 

由以上結果，可歸納出下列幾點主要的研究發現：場地獨立學生在網路環境

中不同學習模式的學習成效未達統計之顯著差異，亦即場地獨立學生在STS教學

之網路環境學習上與一般網路學習上無明顯差異。而場地依賴學生在網路環境中

不同學習模式的學習成效達統計之顯著差異，亦即場地依賴學生在STS教學之網

路環境學習中優於一般網路學習。因為場地依賴者處於結構性的情境時，會受到

該結構影響，並將情境及各部分視為整體；若處於缺乏結構的情境時，則其經驗

的刺激是渙散的（Witkin & Goodenough, 1977）。這主要是因為場地依賴者常藉著

現成結構以整體方式獲得經驗，需要外在增強和提示目標，依賴外來提供之組織

和結構，傾向以整體方式獲取經驗或知覺事物（吳知賢，1989；郭重吉，1987）。

因此場地依賴者在高度結構化之學習環境中，學習之成效將較好（Witkin, 1971）。 

而本研究 STS 的網路學習具有影片說明、動畫模擬等輔助工具，藉由這些

外在輔助工具的增強，加上將日常生活相關的議題融入教學中，利用簡單的問題

引導，將生活的化學現象逐步解說，並導引至學習內容，這種具有提示學習目標

的設計，更能提升場地依賴學生的學習成效。 

在Shymansky（1980）的研究中，曾推測場地依賴的大學生，在學習物理與

化學時，比場地獨立者更能適應結構較為嚴謹的教學模式。另外 Hooper（1982）

的研究結果亦顯示，當提供較結構化之學習環境，場地依賴者有較好的學習成

效。顯示本研究運用社會議題與生活經驗的結構來學習水的化學單元，更能幫助

場地依賴者有較好的學習成效。 

（二）依學院比較實驗、控制組的學習成效分析 

在網路學習環境下，不同學院學生在不同學習模式的學習成效差異情形，以

獨立樣本t檢定考驗，如表6所示：在理學院方面，實驗組學習成效（平均進步

分數36.88）明顯高於控制組學習成效（平均進步分數35.74）；在非理學院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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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學習成效（平均進步分數33.66）顯然高於控制組（平均進步分數33.33）。

由此結果顯示可知，理學院學生在實驗組之學習成效明顯優於控制組，且達顯著

性。就整體而言，無論是理學院或是非理學院，實驗組學生的進步分數均明顯高

於控制組。 

表6 依學院比較實驗、控制組的學習成效表 

學院 組別 
平均進步

分數 
標準差 df t P 

理學院 實驗組(N=32) 36.88 15.33 77 -.275 .042* 

 控制組(N=47) 35.74 21.24    

非理學院 實驗組(N=82) 33.66 20.09 149 -.096 .389 

 控制組(N=69) 33.33 21.60    

* p＜.05 達顯著差異 

由表6之統計分析結果，可歸納出下列幾點主要的研究發現：非理學院學生

在網路環境中不同學習模式的學習成效未達統計之顯著差異，亦即非理學院學生

在 STS 網路學習與一般網路學習上無明顯差異。而理學院學生在網路環境中不

同學習模式的學習成效達統計之顯著差異，亦即理學院學生在 STS 網路學習明

顯優於一般網路學習。就學院而言，理學院學生在實驗組之學習成效明顯優於控

制組。主要原因是理學院學生原本已具有較多之科學知識背景，但有些觀念未充

分理解；加上過往的學習多只是侷限在抽象觀念，而未輔以實驗操作的證明以及

與生活中化學現象的連結（所學知識太過抽象）。所以理學院學生對該課程較為

熟悉且具有該課程的相關基礎，故在課程內容上較為清楚，且對該教學網站上的

內容及問題較能理解與進行，或是較容易知道在網站的何處找到需要的相關資

料，才促使此類學習背景的學習者具有較好的學習成效。再者，實驗組之課程安

排是配合社會上生活週遭所發生的事件連結到科學知識並加以解說，且加上多媒

體之示範，故可加強抽象觀念的理解又可彌補實作能力之不足，因此理學院學生

在STS網站中學習後成效更為顯著。 

（三）依性別比較實驗、控制組的學習成效分析 

在網路學習環境下，學生性別在不同學習模式的學習成效差異情形，以獨立

樣本t檢定考驗，如表7所示：在男生方面，實驗組學習成效（平均進步分數33.20）

明顯高於控制組學習成效（平均進步分數31.64）；在女生方面，實驗組學習成

效（平均進步分數40.63）顯然高於控制組學習成效（平均進步分數31.48）。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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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可知，男生在實驗組之學習成效明顯優於控制組，且達顯著性。就整體

而言，無論是男生或是女生，實驗組學生的進步分數均明顯高於控制組。 

表7 依性別比較實驗、控制組的學習成效表 

性別 組別 
平均進步

分數 
標準差 df t P 

男生 實驗組(N=50) 33.20 16.47 103 -1.912 .015* 

 控制組(N=55) 31.64 22.01    

女生 實驗組(N=64) 40.63 21.96 123 -2.264 .315 

 控制組(N=61) 31.48 23.23    

*P＜.05 達顯著差異 

由表7之統計分析結果，可歸納出下列幾點主要的研究發現：女生在網路環

境中不同學習模式的學習成效未達統計之顯著差異，亦即女生在 STS 網路學習

與一般網路學習上無明顯差異。而男生在網路環境中不同學習模式的學習成效達

統計之顯著差異，亦即男生在 STS 網路學習明顯優於一般網路學習。國內學者

廖焜熙（1999）在立體化學成就影響因素中發現，無論在一般化學知識及專業化

學知識中，男生組學習成績皆有較優異之表現。綜合上述，男生對於學習電腦的

動機似乎在程度上比女生略勝一疇，此一現象亦相對反應於學習成效上，如：

Hativa與Shorer（1989）的研究指出男生的電腦學習成就較好；Fletcher與Atkinson

（1972）曾研究電腦輔助學習對於閱讀成效的影響，研究也發現男生在電腦輔助

學習中獲益較多。此與本研究結果極為相似。主要原因是男生有較高的電腦自我

效能及對於電腦具較正向的喜愛，且在化學知識的吸收及理解能力較好，若再配

合網路教材生活化的學習，更能充分理解及吸收水化學的知識，突顯學習成效。

所以就性別而言，本研究發現男生對 STS 網路學習明顯優於傳統式網路學習。 

 

柒、結論 

本節將根據研究發現，歸納出以下之結論。茲分述如下： 

一、STS 網路學習與一般網路學習在學習成效上有顯著差異。 

二、相關變因對網路學習之學習成效的影響： 

（一）不同認知型態的學生對網路學習模式之學習成效差異如下： 

1.場地依賴學生對 STS 網路學習明顯優於一般網路學習，且達顯著差異。 

2.場地獨立學生在 STS 網路學習與一般網路學習上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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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學院的學生對網路學習模式之學習成效差異如下： 

1.理學院學生對 STS 網路學習明顯優於一般網路學習，且達顯著差異。 

2.文、管學院學生在 STS 網路學習與一般網路學習上無明顯差異。 

（三）不同性別的學生對網路學習模式之學習成效差異如下： 

1.男生對 STS 網路學習明顯優於一般網路學習，且達顯著差異。 

2.女生在 STS 網路學習與一般網路學習上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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