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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智模型為個體對於外在環境的內化表徵，用以解釋、說明甚至預測相似情境現象的發

生。文獻分析發現在心智棋型類型的研究中主要以唔談法以及二階段診斷測驗為主。不同於

文獻方法，本研究基於Ioannides和Vosniadou (2001) 對力概念心智棋型的分類，嘗試利用

凱利方格技術進行9年級學生力概念心智棋型的診斷。研究結果發現:(l)經由專家與差異

分析效度的槍驗，凱利方格技術可以作為心智模型的判準工具;(2) 受試學生具有不同於

Ioannides和 Vosniadou研究的心智模型類型;以及(3)受試學生在不同問題情境使用不同力

概念模型作答。研究意涵顯示電腦工具的引介可以協助研究者判斷學習者的心智模型作為大

型量化施測的基礎。

關鍵詞:凱利方格技術、心智棋型、二階層試題、唔談、概念改變

March,2013 Secondary Education 103



學術論文

Manuscript received: Sep 24, 2012 Modified: Dec 24, 2012 Accepted: Dec 28, 2012

Preliminary study on using repertory
grid technology to diagnose the mental

model of Force concept

Jing-Ping John Teacher

。 New Taipei Municipal Jinhe High School

Abstract

Individua l' s mental model is an inner representation for explaining and predicting similar

situations phenomenon occurred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 t. Vosniadou (1 994) proposed the

framework theory to explain the difficulty of the conceptual change. The learner' s mental model

progressively changes from initial model to scientific mode l.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literature, there

are two methods to diagnose mental model that is interview and two-tier diagnostic assessmen t.

This study adopts Kelly' s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 to diagnose mental model basing on the results

of Ioannides and Vosniadou (2001). The findings are (1) Kelly' s repert。可 grid technique could

differentiate different mental model from students' responses with valid through expert validity

and discriminant analysis; (2) There are different modes of mental models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Ioannides and Vosniadou; (3)The learner' s responses are related to what question contexts are.

Finally, this study implicat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computer tools can help researchers determine

the mental model of the learners as the basis of a large-scal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 t.

Keywords: Kelly' s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 mental model , two-tier diagnosis test, interview,
conceptu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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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學生在進入課室正式學習之前，即不

斷透過身體與心智與外在環境互動，而使學

生在學習科學概念之前即已存在某些想法以

作為解釋自然現象的解釋。力是屬於較為

抽象性的概念，研究發現即使是大學生對

於物體受力的情形仍有許多迷思概念存在

(McClosk句， 1983) 0 Vosniadou及其同儕

(Vosniadou , 1994, Vosniadou , Vamvakoussi,

貳、文獻探討與分析

一、 10智模型

目前認為心智模型的相關概念最早是

Kenneth Craik於 1943年提出，當時Craik主

張人們會自動轉換外在事件成為內在模式，

並藉由操弄產生的符號表徵來進行推理、產

生行動或覺察這些符號與外在世界的一致性

(Johnson-Laird , 1989) 0 Johnson-Laird認為

& Skopeliti, 2008) 認為學童對於外在世界現 心智模型代表著事物的狀態，扮演著直接表

象的解釋是受到本體論( ontology) 與認識 徵或類比的角色，其結構上反應了世上事物

論( epistemology)預設 (presupposition) 的

影響，使其對於科學現象的解釋真有一套理

論架構的一致性解釋。Ioannides和Vosniadou

(2001 )透過唔談的方式，訪談 4至 16歲不

同年齡之學生對力概念的解釋模式，提出/

種力概念的心智模型以作為學童對力概念的

解釋型態，並進一步對於學童力概念的預設

做出說明。雖然唔談是研究上不可或缺的研

究法之一，然而其所必須耗費的精力以至於

訪談對象人數的受限，往往也是研究者所煩

心的，因此，建立一種快速而能夠偵測學童

之心智模型的工真是不可或缺，本研究欲基

於Ioannides和Vosniadou經由訪談所建立力概

念的心智模型類型為基礎，利用凱利方格技

術設計問卷，以不同問題組以及不同構念表

徵力概念之心智模型的分類架構，嘗試以量

化的方式，探討九年級學童對於力概念心智

模型的類型分佈。有鑑於此，本研究待答問

題為已經學習完力概念的 9年級學生對於力

概念的心智模型為何?

的相關狀態。 Vosniadou和Brewer (1992) 認

為心智模型是一種動態結構，可在心智上進

行操作以對外在自然現象做出解釋與預測，

用以回答或是處理某種狀況，其源自於學習

者本身的概念結構，並受其限制。

心智模型具有可變動性，可隨著情境

產生變化。 Vosniadou和Brewer (1992) 依

據唔談結果區分六種見童對地球概念的心智

模型，分別是四方形地球模型( rectangular

earth mental model) 、盤子狀地球模型(disc

earth mental model) 、雙地球模型(dual

earth mental model) 、中空地球模型(hollow

sphere earth mental model) 、洩氣氣球模

型 (flattened sphere mental model) 以及太

空模型 (sphere mental model) 0 Vosniadou

( 1994)依據結果將其區分為下列數種模

式.

(一)初始模式 (initial model) 一是一種基於

日常生活經驗所觀察現象的模式，是由

基礎的信念所組成，而且不受成人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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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模式所影響，為前述之四方形地球模

則以及盤子狀地球模刑。

(二)綜合模式 (synthetic model) 一基於觀察

的經驗中，依文化背景及科學的解釋，

所做的調和表徵，為前述之雙地球模

蚓、中空地球模型以及洩氣氣球模型。

(三)科學模式 (scientific model) 與科學觀

點一致的模式，為前述之太空模型，但

是不意昧著兒童具有科學概念時，其他

模式就會消失或被取代，兒童可以察覺

兩種模式同時存在，依情境的不同而調

和使用。

Vosnjadou (1994) 認為學童的心智模型

會隨著年齡與文化薰陶的影響，使其對地球

的心智模型逐漸加以轉變，其中有些學生具

有綜合模式階段的心智表徵，更能證質要從

原先預設想法的初始模式直接轉換成科學模

式是不容易的，過程中往往會追留學童本體

論與認識論預設的痕跡，因此提出架構理論

(framework theory) ，如圖l所示，用以解

釋學童受到本體論以及認識論預設的影響，

並且在文化黨陶下所產生的初始心智模型與

外在科學模式相互矛盾時的轉變情形。

先 文化情境與

驗 外在訊息

預

JO又.JL 全0，刃立S 章o、uabf。t"仿b

圖 l 心智模型的產生是受到預設以及信念的影響 (Vosniadou， 1994)

除了地球概念之外，loannides和

Vosniadou (2001 )亦針對力的概念訪談

4~16歲之學童，以4種主要力的意義，包

括( 1)內在力 (internal force) 、 (2)

獲得力 (acquired force) 、(3)推/拉力

(push/pull force) 以及 (4) 重力(gravi句

force) ，依據學童實際做答情形，區分出8

宜。6 中等教育第64卷第 l 期

種心智模型，分別是(J)內在力、 (2) 被

移動所影響的內在力 (internal force affected

by movement) 、(3)內在力與獲得力

(internal and acquired force) 、 (4) 獲得

力、 (5) 獲得力與推拉力 (acquired force

and force of push/pull) 、 (6) 推/拉力、

(7)重力與其他力 (gravitational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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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s) 以及 (8) 混合 (mixed) ，共8種類 與獲得力4種次類型(見表2) ，並認為學童

型(見表1 )。其中重力與其他力再細分為 所真有的心智模型乃是受其本體論與認識論

重力與獲得力l種次類型以及重力、推拉力 預設以及特殊理論的影響而產生。

表 1 Ioannides和Vosniadou (2001) 將薇童對力的意義分類表

類型 力的意義 圖形表徵

I.內在力 內在力只受重量/大小的影響

2.受運動影響物體內部;有一種內在力，受重量/大小/及位置/移動

的內在力 影響

3. 內在與獲得物體內部;有一種內在力，受重量/大小/及位

力 置，而且，唯運動中的物種有一種獲得力

4.獲得力 只有運動中的物種有一種獲得力 «(~
5.獲得力與j佳 運動中的物種有一種獲得力，不論運動與否，都有

拉力 推/拉力施在所有物體上

6.推拉力 不論運動與否，只有推/拉力施在所有物體上

7. 重力與其他 重力、當物種被推/拉時，有推拉力、當物艘運動時，

力 有獲得力

8.混合 內在具有不一致的解釋 無圖

第四是且

物體被拋

重力+獲得力

重力+獲得力

重力+獲得力

重力+獲得力

重力+獲得力

重力

重力+重量

重力+~革才尋力

重力

落下有較大的重力
j雀/才立力

推/拉力

重力+捨/拉力

推/拉力+/-重力

重力

重力

重力

沒有力

表2 Ioannides和Vosniadol1 (2001) 所製「重力與其他力」的次類別

重力與其他力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的次類別 靜止物體 人推靜物 自由落體

重力與獲得力 沒有力 沒有力 重力

重力，推/拉與

獲得力(a)

重力，推/拉與

獲得力(b)

重力，推/拉與

獲得力(c)

重力，推/拉與

獲得力(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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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偵測心智模型

目前使用偵測心智模型的方法有兩大

類:首先質性訪談分析，研究者設計訪談

問題，依次詢問受試者，期望依據受試者

的回答找出不同的反應類型，並以此作為

心智模型的分類型態，例如 Vosniadou和

Brewer (1992) 曾針對地球的形狀設計不同

的訪問試題，再依據學童回答的反應歸類出

相似的反應型態，以作為學童與情境問題動

態互動而產生的心智模型類型。 Vosniadou

( 1994) 同樣利用相似的質性訪談方法，再

針對力、日/夜循環、熱等概念設計適當情境

問題，找出不同概念下，學童不同型態的心

智模型類型。如表3所示，施宗翰 (2008 )

利用Ioannides和Vosniadou (200 I )所設計

之力概念測驗，同時採用其心智模型分類

標準'針對82位八年級學生進行問答試題測

驗，並選取其中30位學生實際進行訪談，獲

得8年級學生力概念意義的心智模型主要為

綜合模式，並且區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內在

力+獲得力+推拉力+重力，另一種是獲得力+

推拉力+重力。

54 (65.9)

28(34.1)

人數(%)圖示

們悔，

戶已今

(synthetic meaning of force)

表3 施宗翰 (2008) 8年級學童對力的意義分類表(引自施宗翰， 2008 ' P.51)

綜合模式

2

1.內在力+獲得力+推拉力+重力

另外一種偵測心智模型的方法是以

Treagust (1988) 所設計之二階層診斷測驗

為藍圖，修改試題類型形成選擇題的型態，

第一階層先詢問受試者問題的答案，第二階

層再詢問第一層答案的合理解釋，而兩階層

中的誘答選項可以是已經確認的迷思概念。

若受試者在相類似情境中，皆是以相同的反

應型態解釋問題，則可以歸類為受試者真有

某種型類的心智模型。國內研究生余秀麗

(2003)利用二階段診斷測驗分析國三學生

學習完重力概念之後具有心智模型種類，而

鍾曉蘭 (2006)透過二階段診斷測驗，找出

學生心智模型種類以及在前後測不同階段，心

智模型之演變途徑。雖然二階診斷測驗可以

孟化方式統計心智模型的類型，並經由學生

的試題反應作出判斷，但是仍然欠缺學生試

題反應的整體圖像(邱美虹、鐘建坪、張志

康和白勝安， 2011 )。因此，本研究欲以凱

利方格技術作為新的診斷心智模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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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或交換方格法可以進行單一個案構念系統

的改變或是多個案構念系統的分析(李瓊

慧， 2002) 。凱利方格初始目的是在探索個

人認知結構的構念關係，而後在電腦計算

輔助工真的發展下，更擴展其應用領域的

範圍。目前利用 RGT技術在科學教育的實徵

研究面向包含科學本質理解 (Bezzi ， 1999 ;

楊榮祥和林陳滴， 1998) 、學生對不同學

科的知覺 (Middleton， 1992) 、科學知識建

構 (Bezzi ， 1996) 、學生的科學概念理解

三、凱利方格技術( Kelly'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
s

臨床心理學家G. Kelly依據其個人建構

理論 (Personal Construct Th叩門)創造以誘

導特定構念系統的研究方法，稱為凱利方格

法 (RGT) 0 RTG可由元素 (elements) 與

構念( constructs) 為經緯，交錯形成單一

個案的凱利方格並組合成個人的構念系統，

如圖2所示，其中中間數字方格部份為評價 ( Fethersto曲augh， 1994 ; Winer & Vazquez,

1995 ;陳雅芬， 2001 ;李瓊慧， 2002) 、多

重類比(黃炎峰， 2000 ;陳可恭， 2004)

小組互動歷程機制(楊文金，2000 ;藍偉

瑩， 2001) 等。

方格，左右兩側為構念組，而橫排之問題則

為元素，形成一組有經緯的資料陣列。透過

聚類分析 (cluster analysis) 以及主成分分

析 (principal component) 可以探索單一個

案的構念系統及其概念空間;而透過比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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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力的意義

歷史上力的觀點具有幾次的轉變

( Ioannides和Vosniadou ， 2001 )。首先，在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之前的希臘哲學家

認為力是物質本身所具有的性質，例如:石

頭是冰冷的、堅硬的等，而亞里斯多德則

認為真有兩種力的型態存在，一種是自然

型態 (natural motion) ，例如:物體掉落或

是煙往上升，而另一種則是外部介入而產

生的力 (violent motion) ，其意義與中世紀

Buridan所提之衝力理論 (impetus theory)

念架構是受到某些預設以及日常生活觀察而

生成的信念所限制而造成。由於學童受其本

體論與認識論預設以及日常生活觀察的信念

限制造成其對自然現象會以其所形成的心智

模型提出解釋。

綜合文獻分析，本研究欲以凱利方格技

術作為新的診斷心智模型方法，以Ioaooide

和Vosn iadou (2001) 的研究為基礎，修改

其訪談的問答試題並透過凱利方格技術為設

計工真轉譯成選擇題形式，將學童做答情形

透過電腦軟體 (Repgrid IV) 加以分析，試

圖以量化型態尋找學童力概念的心智模型類

一、研究對象與情境

參、研究設計

研究者透過立意取樣的方式，以新北市

立某完全中學九年級一個班級共31位學生為

施測對象。該班級從七年級至九年級皆屬於

常態編班。問卷施測時為九年級上學期即將

結束，授課進度已將力概念課程範圍之直線

運動、力與運動以及功與能教授完畢。

二、研究工具與發展

的發展實際上是受到兩個觀點的限制或突

破:首先，力是物質本身特性之一，若學生

認為力是物質內在的特性，學生受其限制而

將力解釋成物體內部原本的性質，其次則是

有運動的物體才真有力的生成，忽略等速度

運動的物體仍受外力作用，只是合力為零。

類似，表示物體運動前受力輸入，其衝力會 劑。

暫時維持而逐漸消失直到物體停止不動。

伽利略 (Galileo) 則提出慣性定律解釋當

物體不受外力作用時，必須要維持原來運

動狀態，而物體會停止則是受到摩擦力作

用的因素。牛頓 (Newton) 更進一步提出

三大運動定律解釋物體運動狀態的改變。

Vosniadou和Ioanoides (2001) 認為力概念

Ioaonides和Vosniadou雖然認同Nerssessiao和 欲達到前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依據

Resnick (1989; ij I 自 Ioannides和Vosniadou， Ioannides和Vosniadou ( 200 I )所設計之力概

2001) 提出學生的觀點和中世紀的理論是相 念問答試題，將其部份試題轉譯成中文，以

似，但其解釋原因卻不盡相同。 Ioaonides和 凱利方格問卷設計方式重新規創以完成所編

Vosoiadou認為學童具有與中世紀相類似的概 制之新試題。如附錄l所示，其中元素部份

念必須以架構理論加以解釋，其中學童的概 區分出4大題組共 l蚓、題，分別探討輕重、

重量。中等教育第64卷第 l 期



大小不同之石頭或氣球在( 1)靜止、 (2)

推、(3)空中掉落以及 (4) 物體拋出， 4

種不同情境中是否存在力作用或受力的可

能情形(見表4) 。而構念部分如表5所示區

分5種類別，先探求學生認為在該情境中物

體(I)是否具有力作用，再探討 (2) 若有

力的存在是來自外界或是物體本身，接著

(3)探求此力是屬於人為因素或非人為因

初探凱利方格按術診斷力概念之IG智模型

Preliminary studγon using repe什ory grid technology to
diagnose the mental model of Forc己豆豆nc空pt

素造成、 (4) 接觸或非接觸因素以及(5)

力的來源是與地球作用有無關係。學生作

答時會依照順序回答80個小測試的問題，

每1個小試題均有3個選項，選項l為表5之左

構念，選項2為不確定，選項3為表5之右構

念，學生全部回答試題所需時間約15-20分

鐘。

表4 力概念與測驗題號一覽表

主要概念 情境 題號 題數

靜止物體受力情形
輕重、大小不同的石頭

Q1 、 Q2 、 Q3 、 Q4
或氣球，靜止於地面

4

人j食物鐘時，物體受力 人推輕重、大小不同的
Q5 、 Q6 、 Q7 、 Q8 4

情形 石頭或氣球

自由落質量，物體本身受 輕重、大小不同的石頭 Q9 、 Q lO、 Q11 、 QI2
4

力情形 或氣球自由落下

人拋出物妞，物體受力 人拋 山山 f眉z 重 太 不 向 Q 司J、 o、 斗4 , 0、 J、戶 o、 6
情形

4
的石頭或氣球

表5 構念內容與編號一覽表

構念;編號 左構念

Al 沒有力存在此石頭(氣球)

A2 比力是石頭本身的

A3 比力是人為因素造成的

A4 此力是接觸而造成的

AS 與地球作用無闊的

附錄 l完成之問卷商請一位科教所教授

以及兩位年資分別超過五年以上物理背景之

理化教師進行專家審查，提供意見修訂不適

當之試題表達方式，形成最後問卷形式。以

最後施測之 31位學生作答內容取得內在一致

性係數Cronbachα 為0.92 。

右構念

有力存在此石頭(氣球)

此力是外來的，非石頭本身的

比力是非人為因素造成的

此力是非接觸而造成的

與地球作用有關的

三、 It>智模型的判別

學生作答之力概念心智模型的類型判

斷以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以電腦軟體

RepGrid IV針對學生作答型態進行 FOCUS分

析，以初步判別可能之心智模型，經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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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之後再以第二階段判準做分類，以期準 題組有出現某一種力的意義，表示該學生即

確獲得學生力概念之心智模型。首先，第一 具有此力的意義，按照此原則，將所有的學

階段判準的依據是將學生之可能作答結果 生分類與統計，唯有不同的是將Ioannides和

依據Ioannides和Vosniadou (200 I)心智模 Vosniadou 4種次類型的重力、推拉力與獲得

型分類架構，預先完成不同之FOCUS反應 力合{并為一種類型計算。最後商請一位科教

類型(見附錄2) ，以此FOCUS類型分佈先 所博士班學生與研究者一同進行學生作答

行判別學生之不同型態之力概念心智模型。 之FOCUS類型判別評比，全部31位學生，

若學生實際作答類型與第一階段判準有些微 2位判別有差異，求得評分者一致性係數為

差異時，則以第二階段判準繼續進行分類， 0.94' 而差異在討論之後已獲得一致之共

分類判準如表6所示，其中只要學生在某一 識。

表6 學生可能路徑選項及其對應之心智棋型

E各徑選項

只要任意一組問題在構念-AI 和A2填寫 2 個以上一致性的無力存在說l

或者有力存在且比力存在於石頭本身，貝IJ 皇帝額為內在力。

在物種拋出的四小題中，學童在構念-A3 、 A4以及AS ，填寫2個以上

一致性的人為因素、此力是接觸的以及與地球無關的，貝IJ 歸類為獲得力。

在椎動物體的四小題中，學童在構念-A3 、 A4以及AS '填寫2個以上

一致性的人為因素、此力是接觸的以及與地球無蹋的，貝IJ 皇帝類為推/拉

力。

只要任意一組問題在構念-AI 、 A2' A3 、 A4 以及與 AS '填寫 2 個以

上一致性的有力存在、非石頭本身、非人為因素、非接觸造成以及與地

球作用有關的，則歸類為重力，或者在獲得力與推拉力的型態下一致地

選擇 2 個以上與地球作用有關，同樣也歸類為重力。

心智模型種類

內在力(力是物體內

在的性質)

獲得力(力是物體獲

得的性質，可解釋其

移動)

推/拉力(力是人與物

之間的交互作用)

地心引力(力是物質量

與地球間的交互作

用)

四、資料收集與分析

(一)資料收集

問卷工具進行專家效度審查完畢之後，於

民國九十八年一月進行正式施測，同時

將所得結果直接登錄在RepGrid IV I.IIp

版之軟體中以利分析。

註I loannides和Vosniadous (200 I)所作研究中，針對學金認為情役中沒有力的存在有多種討翁﹒首先，在靜止或者

是無法椎動的物艘中，學童會認為沒有存在核物艘中，作者將其皇帝盟員為內在力，其次，透過訪談也發現沒有力存

在於物趣的因索是由於推不動物體而造成，作者將其歸類為推/拉力。本研究將學童在不同問題情沒組，選擇2個

以上沒有力存在則歸類為內在力，走去為格不動因素，頁。l被童應在推拉力中顯現其作答型態﹒

112 中等教育第64卷第 l 期



(二)資料分析

所獲得之量化資料，以電腦軟體RepGrid

IV 1. 11p版本，進行數據分析，透過聚類分

析的FOCUS方法分析31位學生的作答分佈情

形。 FOCUS分類的基礎是將各元素或是各構

念間相似和不相似的關係透過特徵向量來度

量，計算各類別之間距離以作區分，並將類

別問距離最小的兩類別合併成一個新類別，

再計算新類別與其他類別之距離，再將距離

近之兩類別合併，依次，每次減少一類別直

到所有元素或是構念併成一類為止(陳可

恭， 2004) 。學生個案之心智模型分析是基

於Ioannides和Vosniadou ( 2001 )對於學童力

概念心智模型之類型反應，對照學生據此心

智模型可能作答型態，將預設之學生FOCUS

可能作答型態，與學生真實之類型做比較，

進行第一階段分析，以判別學生屬於何種心

智模型，若與預設之FOCUS圓形有差異時，

再依據題目類型以及學生作答之構念型態再

做第二階段之心智模型區分。

(三)效化心智模型

本研究除了以專家確認經由凱利方

格技術輸出心智模型的效度之外，仍嘗試

使用McKeithan 、 Reitm蚓、 Ruete卅日Hirtle

(1981) 所提出之差異分析法確認凱利方格

技術所輸出的心智模型效度。其關係式為

D=1 . (In (a-I) lin (b-l) ) ，其中D為與

理想模型圖樣的差異值，最大差異為 1 '而

最小差異為0 ，而a為兩個FOCUS圓形中元素

一致的個數，而b為FOCUS圓形中元素的總

數。若獲得之差異值 (D) 愈小，顯示學生

輸出之FOCUS與理想之FOCUS{;、智模型差異

初探凱利方格拉術診斷力概念之I t;-智模型

Preliminary study on using repe什ory grid technolog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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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愈小。

五、研究限制

本研究對象透過立意取樣方式獲得，為

新北市立完全中學之 9年級學生，主要探討

在學習完力的課程內容之後學生所具有之力

概念的心智模型，因此，本研究結果不可過

度推論至其他不同背景對象、教學時段或其

他概念。

肆、研究結果

一、學生心智模型類型

Ioannides和Vosniadou (2001) 對於不同

年齡學童力概念之心智模型的分類架構主要

區分為4種核心意義，分別是內在力、獲得

力、推/拉力與重力。他們隨後依據學童實際

反應類型再細分為內在力、被移動所影響的

內在力、內在力與獲得力、獲得力、獲得力

與推拉力、推拉力、重力與其他力以及混合

共8種類型，其中重力與其他力再細分為重

力與獲得力 l種次類型以及重力、推拉力與

獲得力4種次類型。本文作者採用 Ioannides

菲日Vosniadou 的分類標準，設計凱利方格問

卷，按照 5種不同構念組以及四種不同力概

念問題類型，試圖將具有不同心智模型之學

生進行偵測與分類，其中只要學生在某一題

組有出現某一種力的意義，表示該學生即真

有此力的意義，按照此原則，將所有的學

生分類與統計，唯有不同的是將 Ioannidesf 口

Vosniadou 4種次類型的重力、推拉力與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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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併為一種類型計算。

分析過程可分成二個階段，首先是先將

學童作答之反應類型透過RepGrid IV軟體分

析出FOCUS圓形，與判準圓形做比較，以初

步歸類學童之心智模型，如果學童FOCUS圖

形複雜，則進行第二階段分析，主要透過4

個問題類型與5個構念選項的組合以歸類出

學生之心智模型再逐一分析，以做最後歸

類。舉例來說，如果學生力概念之心智模型

為Ioannides和Vosniadou (2001 )分類之重力

+推拉力+獲得力，問卷回答型態、經由FOCUS

分析之後呈現如圖3所示，其中學生32202實

際作答型態(圓的與此相符，則歸類為此

Focus 勵。積四JJ+.祖JJ

閻

明

咱 可也~O

_....1 句句句句句句句 1 3 3 3 3 3 3 3 31 _ft. ,
人祖國-I 句句句 1 句句句句 3 3 • • 3 3 3 31_人祖國-r-\

..1 呵呵句句句句句句 3 3 3 3 3 3 3 31_圈. J 、、、

.JJiI在 13 3 3 3 3 3 3 3 3 3 33 3 3 3 31*身，在，---
耳聽戳， 1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a 3 訓，石E歌且「

日1Z

G叩

Q1
QZ

Q可

ω
QS

Q15

Ql
申

曲

明

白川4

Q可e

圖 3 依據Ioannides和Vosniadou (2001) 分

類之重力+推拉力+獲得力，心智棋型作

答型態之FOCUS圓形

類型之心智模型。若有些微差異時，再透過

問題與構念組合判準分析之，例如﹒學生

32205 (國5 )與重力+獲得力+推/拉力心智

模型之FOCUS圓形相似度

Q12在構念A4及A5選擇接觸以及與地球無關

之構念，可以從該問題組(Q9-Q12)獲知學

童選擇的考量因素應該是臨的物體受到空z

浮力的影響而真有接觸力性質，因此，同樣

將32205的心智模型歸類為重力+獲得力+推

/拉力;然而若當FOCUS分析圓形顯現問題

類別組完全沒有2題以上的作答在構念上有

相同意義時，則完全無法分析其心智模型，

則歸類為無一致性血。

1«...立~

o 旬F
凶

圖4 學生實際作答所獲得之FOCUS圓形

2吉主 此處所拘無一致性是指學生作答類型無一致性，使得在分析歸皺眉寄無法找出具適當之心智棋型，與loannides 和

Vosniadous (200 I)所提出之內在具有不一致性解釋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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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5 學生32205實際作答所獲得之 FOCUS

圖形

依據上述分析步驟，獲得全部施測之 31

位九年級學生之 FOCUS圓形以及依據判準歸

類出所有學生之心智模型種類，結果如附錄

3所示。而 31位九年級學生之心智模型類現 I)

統計見表 7 。根據31位學生四種力作用持有

的情形，在本研究分析架構之中，共區分出

8種型態，其中包括:內在力+獲得力、內在

力+重力、重力、重力+獲得力、重力+推拉

力以及無一致性六種類型都只有一位學生真

有，大多數學生的心智模型落在重力+獲得

力+推/拉力與重力+獲得力+推/拉力+內在力

兩種類型，分別具有之百分比為 32.3%以及

48.4%。

表7 本研究所獲得之心智棋型類型

綜合模式

(synthetic meaning offorce)

L內在力+獲得力

2 內在力+重力

3 重力

4.重力+獲得力

5. 重力+推拉力

6.重力+獲得力+推/拉力

7. 重力+獲得力+推/拉力+內在力

8.無一致性

人數(%)

1 (3 .2%)

1 (3 .2%)

1 (3 .2%)

1 (3 .2%)

1 (3 .2%)

10 (32.3%)

的 (48.4% )

1 (3 .2%)

平均
差異值 l

0.006

0.040

O

O

O

0.007

0.030

註l 以McKeithan 等人 (1981) 提出之差異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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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二階段分類歸納出本研究31位學生 是在Ioannides和Vosniadou ( 200 1)研究中所

之心智模型種類，扣除作答無一致性，共真 未提及的心智模型類型。

有7種類型酌，其中與Ioannides和Vosniadou

(2001) 相同之型態為內在力+獲得力、重

力+獲得力以及重力+獲得力+推/拉力3種，

然而也具有該研究中所未提及之心智模型，

包括:內在力+重力、重力、重力+推拉力

以及重力+獲得力+推/拉力+內在力4種新的

心智模型類型。以下逐一說明在Ioal1nides和

Vosniadou (200 I )研究中所未提及的心智模

型類型。

內在力+重力、重力、重力+推拉力3種

新類型皆只有 l位學生真有。首先，分析具

有內在力+重力此心智模型之同學 (32232 )

作答，由於其在靜止問題組以及推物體問題

組所提供的訊息有限，只能透過能夠明確確

認之訊息、加以歸類，因而歸類為內在力+重

力，該生若再透過實際訪談應可確認真正之

心智模型。其次，真有重力心智模型之學

生 (32222 )其作答型態完全單以重力為考

罩。最後，真有重力+推/拉力之心智模型學

生 (32224 )表示其只有在推物體問題組與

構念以推/拉力形式作答，而其他類組皆以

重力觀點作答。除了一位學生因為作答訊息

有限而歸類為內在力+重力類型之外，其餘

兩位學生的分析，皆是在本研究架構充足的

訊息下所判別之心智模型類型，因此，的確

二、效化凱利方格技術

研究雖然進行以專家確認經由凱利

方格技術輸出心智模型效度的判準，然而

仍會真有部分的主觀性，因此，接著嘗試

使用McKeithan 、 Reitman 、 Rueter和Hirtle

( 1981 )所提出之差異分析法確認凱利方格

技術所輸出的心智模型效度。以Ioannides和

Vosniadou (2001) 所提出之力概念心智模

型之FUCUS圓形作為參照的標準(見附錄

2) ，結果顯示(見表7)真備單一類型力概

念的心智模型其差異性愈小。亦顯示當學

生真備多種複合的力概念心智模型時，其

所涵蓋內容的複雜性。科學模型(重力)

差異值為0 ，綜合模型(包括重力+獲得力

以及重力+推/拉力)差異值為0 ，而重力+獲

得力+推/拉力平均差異值為0.0074 (S D =

0.011) ，而重力+獲得力+推/拉力+內在力

平均差真值為0.030 (S D = 0.025) ，若以

交叉表(crosstable) 與完全相異值做分析比

較，重力+獲得力+推/拉力(χ2= 18.000,

df=4, p = .001 < .05) 以及重力+獲得力+推

/拉力+內在力平均差異值 (χ2=30.000， df

=8 , p = .000<.05) 均達顯著差異。

吉主3 本研究主要以loannjdes和 Vosniadou (200 I)所提出之力概念心智模型作為凱利方格法判定心智棋型的依據﹒分類

時以內在力、推/拉力、獲得力以及重力因素作為心智模型內舍的分類標主事，而可能具備的心智模型類型總數為

(C4取 I+C4取2+C4取3+C4取4) .所以除 710annides和 Vosniadou所提出的類型之外.ft.f，尚有其餘類型，而本研

究亦發現此類型的分布，而部分類型人數分布較少的因素應是研究調查期間為圈中學習克力概念，宜。呆將調金時

間往前移，ft.f，可看見部分心智模型人數增加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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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研究討論

一、學生依據不同情境問題

以不同力概念作答

本研究所真有較多Ioannides和Vosniadou

(2001 )未提及之心智模型類型為重力+

獲得力+推/拉力+內在力，共15位百分比為

48.4%。依據判準規則只要學生在某一題組

有出現某一種力的意義，表示該學生即具有

此力的意義，按照此原則，顯示歸類為此，心

智模型的學生其在任意一組問題與構念一有

力存在與無力存在、石頭本身與非石頭本

身，填寫2個以上一致性的無力存在或者有

力存在且此力存在於石頭本身，則歸類為內

在力，再透過第二階段之分析獲得其餘心智

模型而得，顯示學生確質真有將力概念的

意義詮釋為內在力的意義。結果與施宗翰

(2008)依據開放式問卷所獲得之心智模刑

類型重力+獲得力+推/拉力+內在力相似。

與施宗翰 (2008)所得結果相似，本研

究獲得最多之兩種類型之心智模型分別為重

力+獲得力+推/拉力與重力+獲得力+推/拉力

+內在力。亦可從結果中判斷80.7%的受試者

真備3種以上的力概念形態，而具備多種力

概念形態的原因推測主要來自於不同情境試

題的影響，代表即使學習完國中力概念課程

之後，受試者對於不同的情境仍會誘導不同

類型的力概念作為解釋問題的主要依據。

二、多數受試學生仍屬於綜

合模式

分析本研究全體學生之心智模型，依據

初提凱利方格拉術診斷力概念之心智模型

Preliminary study on using repe什ory grid technology to
diagnose the mental model of Force concept

Vosniadou (1994) 心智模型的演變類型，除

了一位學生具有純重力的科學模式之外，其

餘學生仍屬於初始模式與科學模式調和的綜

合模式類型，推測學生在學習完力的概念之

後，仍會受其本體論以及認識論預設以及對

日常生活現象解釋的影響而依然保有初始模

式遺跡的綜合模式，例如:學生會回答物體

內部存在力。因此，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

本研究的受試者面對不同情況的問題，所持

有「力的意義」的心智模型類型與施宗翰

(2008)的研究結果類似，呈現多樣性的反

應類刑。

三、試題內容提及與地球作

用有關並不影響重力類

型的判斷

上述的研究結果學生的心智模型都牽涉

到重力的概念，然而在問卷中的第五個構念

選項為該力「是否與地球作用有關J '是否

會誘發學生的作答而引起重力類型的心智模

型呢?在本研究中此項的擔心是多餘的，主

要的原因有兩項:一項是本問卷施測對象是

九年級已經學習完力概念的學生，其對「地

球作用」一詞的意義已經學習過牛頓力學的

科學解釋，因此「地球作用」有無關係至於

構念中是依據力概念的內容規劃。再者，

以學生32230為例，在構念AS完全沒有選擇

「與地球作用有關」之選項，而幾乎選擇

「不確定J '同時依據學生作答順序從第一

題之Al構念至A5構念完成之後再從第二題

Al構念做答至A5構念，其回答情況必須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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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構念產生互動聯繫的情形，而非只單獨出

現「與地球作用有關」選項，即判別學生具

有重力概念的心智模劑。

四、學生具備特定力概念即

具特定力模型

雖然以McKeithan等人( 1981 )所提之

差異法計算心智模型會受到力概念類別數量

或是人數的增加而與理論FOCUS圖形的差

異性會擴大，但本研究所獲得之差異值仍在

極小範圍。然而若不考慮理想狀態，而只以

實際學生作答內容做心智模型的判別依據，

亦即若學生試題反應具備重力、獲得力、推

/拉力以及內在力，即可將學生類歸為重力+

獲得力+推/拉力+內在力模型，因此只要具

備特定力概念即可歸依為該心智模型，這樣

來即無差異值存在 (D=O) ，但是仍可從

FOCUS結果看出歸類為相同模型的學生其內

部概念結構的分布是不相同。

五、凱利方格技術診斷心智

模型與其他方法的比較

如表8所示，比較唔談法、二階層診斷

測驗以及凱利方格問卷，獲得學童心智模型

之使用時機、問卷設計型態、施測對象、施

測時間以及解釋程度做出討論。首先訪談法

在使用時機層面，只要擬定訪談問題之後可

以直接進行訪談，但是訪談工作以及後續需

將訪談轉譯成文字稿，相當耗時，因此，受

試對象受限於人力因素，通常難做大量施

測，但其獲得之結果卻是最直接的證據顯示

且生所具有的心智模型;其次，二階層診斷

測驗以及凱利方格法，這兩種方法在使用時

機、問卷設計型態、施測對象、施測時間相

當類似，都必須基於訪談所獲得之研究結

果，以作為其誘答選項或構念選項，相同的

缺失都為在回答時容易受限於題目所提供的

選項，無法依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地回答，然

而，在心智模型的判別上，凱利方格問卷不

同於二階層診斷測驗之處主要是凱利方格問

卷可以透過作答型態的聚類分析以及比較方

格法，以相似程度的差異協助判別心智模型

的種類。

使用時機

問卷設計

草包測時間

施測對象

解釋理由

表8 唔談法、二階層測驗與凱利方格問卷的比較(本文作者自行整理)

日吾談法 二階層診斷問卷 凱利方格問卷

問答題 選擇題 選擇題

長短 短

少多 多

直接訪談獲得 透過二階層，第一階層先試 基於問題組以及構念還項，

探其答案的正確性，第二階 透過眾類分析以及比較方格

層再確認其解釋的原因 法，可以解釋作答的意涵

理論初探 基於初探結果加以應用 基於初探結采加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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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意繭

一、結論

(一)心智模型判別程度高

本研究以凱利方格技術開發新的診斷

心智模型方法，以Ioannides和Vosniadou

(2001) 的研究為基礎，修改其訪談的問答

試題，並透過凱利方格技術為設計工真轉譯

成選擇題形式，將學童做答情形透過電腦軟

體 (Repgrid IV) 加以分析，以量化型態專

找學童力概念的心智模型類型。在全體31位

學生中，只有一位因為其作答型態無一致

性，因此無法判別其心智模型類型，因此判

別率達到94% 。

(二)新的力概念心智模型類型

初探凱利方格拉術診斷力概念之心智模型

Preliminary study on using repe什ory grid technology to
diagnose the mental model of Force cone電pt

以及日常生活解釋的影響而形成。同時也顯

示多數的學生，會受到情境的改變選擇使用

不同的力概念作答。

二、研究意涵

(一)研究上可透過電腦軟體協助診斷

學生心智模型

以往研究心智模型的方式，主要利用

質性唔談或是量化二階層試題診斷出學生的

心智模型類型。雖然質性唔談可以協助研究

者知悉、學生對於概念細微的想法，缺點是所

花費的時間較長不利於班級大量施測，而二

階層試題為基於質'/生唔談的基礎，將學生特

定心智模型作為誘答選項，並從學生試題

應中歸類心智模型。而本研究從凱利方格技

術以聚類分析以及比較方格法，從匯出的

依據 研究架構分析 體31位九年級學
FOCUS圓形，以相似程度的差異協助判別心

生，獲得3種Ioannides和Vosniadou (2001 )
智模型的種類。

研究中並未提及之心智模型類型，分別是

重力+獲得力+推/拉力+內在力、內在力+

力、重力+推拉力3種類型，其中內在力+重

力以及重力+推拉力只有 l位學生真有，而

力+獲得力+推/拉力+內在力，共 15位學生具

有占全體百分比為48.4%。

(三)不同問題情境使用不同力概念作

~
CJ

本研究之受試者為已經學習完課程力概

念之九年級學生，除了一位具有科學之純重

力模式之外，其餘學生之心智模型分類仍屬

於綜合模式，顯示學生在學習完力概念之後

仍保有原先對力概念的本體論與認識論預設

(二)教學上應該致力於獲得力的移除

本研究對象是已經學習完園中力概念

課程的九年級學生，但是多數的受試者其心

智模型類型是屬於綜合模式。雖然學生具備

重力的概念，但是多數學生仍會以物體獲得

外在的推力使物體持續運動，顯示學生學習

完「直線運動」、「力與運動」以及「功與

能」單元之後，仍會以「衝量理論」解釋物

體運動的情形。

三、研究價值與未來工作

本研究主要價值在於提出新的判別心智

模型的方式，有別於傳統唔談以及二階層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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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測驗，而唔談法雖可深入了解學生心智圓

形，但是無法量化推廣;二階層試題雖可做

量化推廣，但是仍需要以學生在不同試題的

答題分布情形做群集分析，而凱利方格法即

是將學生的答題反應做類別分析，找出可能

的心智模型。雖然本研究使用專家效度與差

異性分析作為凱利方格FOCUS結果的效度，

但是尚未針對不同心智模型之對象進行訪

談，確認其是否確質具有分類之心智模型，

以更增加利用凱利方格偵測心智模型的效

附錄1 本研究設計之試題

度。未來則在訪談效度的工作完成後將考量

教學因素，探討使用凱利方格技術設計之間

卷所形成之心智模型演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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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i盒
Q2

L
Q3

in問題

題鬥 λ:-0血ttl.世在地筒 'M1ff行力 小石頭放前在地俑，是否打 JJ λ;氣球ttl.置在地而，是否有力

還項 存.{f1j令此大石頭 存在於此小石頭 存.(t於此大氣球

I.沒if力存在

AI 2.-1三權定

3.有)]{正在

I.此力是石頭本身的

A2 2.不確定

3.此)J娃外來的， JI，，(j國本身的

I.此)]是人為因正在-造成的

A3 2.不確定

3.此力是非人為因來造成的

I.此力是鐘燭而造成的

A4 2.不權定

3.此力是非接觸而造成的

I.與地球作用無闋的

AS 2.不確定

3固與地球作 JIJ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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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 udy on using repertory grid technology to
一一 diagnose the mental model of Fo巴金~onceQ!

Q4

L
Q5

位
Q6

但問題

題目 小氣球放值在地面，是否有)) 人JE在推大石頭，是否有)) 人正在推小白頭，是否有力

選項 存在於此小氣球 存在於大石頭 存在)圳、石頭

l 沒有力存在

Al 2.不確定

3.有力存在

l 此力是石頭木身的

A2 2.不確定

3.此力是外來的， ~I:而頭本身的

I.此力是人為因素造成的

A3 2.不確定

3 此力是非人為因素造成的

l 此力是接觸而造成的

A4 2.不催定

3.此力是非接觸而造成的

l.與地球作用無關的

AS 2.不確定

3.與地球作用有關的

Q7

位
Q8

但
Q9

jJ空問題

題日 人正在推大氣球，是否有力 人正在推小氣球，是否有力 大石頭正墜落到地面，是否

選項 存的?大氣球 有品投小氣球 布力存在於大石頭

l按有)J存在

Al 2.不確定

3有力存在

l此力是石頭本身的

A2 2 不確定

3.此力是外來的，非石頭本身的

l.tc力是人為因素造成的

A3 2.不確定

3.此力是非人為閃素造成的

1.此力是拉觸而造成的

A4 2.不確定

3.此力是非接觸而造成的

l.與地球作用無關的

AS 2.不確定

3.與地球作用有關的

March,2013 Secondary Education 12重



學術論文

Q10

仁
Q1I

一的八
Ql2

主二問題

題目 小石頭正l墮落到地面，是有 大氣球正墜落到地面，是否 小氣球正墜落到地面，是否

選項 有力存的蚓、石頭 有力存在於大氣球 有力存在於小l氣球

l 沒有力存在

Al 2.不確定

3.有力存在

I.此力是石頭本身的

A2 2 不確定

3.此力是外來的，非石頭本身的

I.此力是人為因素造成的

A3 2.不確定

3.此力是非人為囡素造成的

I.此力是接觸而造成的

A4 2.不確定

3.肚力是非接觸而造成的

I.與地球作用無關的

AS 2.不確定

3.與地球作用有關的

重22 中

Q13

P
Q14

工:
QI5

主三問題

題目 人正在丟此大石頭，是否 人正在丟l吐小石頭，是否 人正在丟此大氣球，是否

選項 有力存在於此大石頭 有力存在於此小石頭 有力存在於此大氣球

l沒有力存在

Al 2.不確定

3.有力存在

I.此力是石頭本身的

A2 2.不確定

3.此力是外來的，非石頭本身的

I.此力是人為因素造成的

A3 2.不確定

3 此力是非人為因素造成的

I.此力是接觸而造成的

A4 2.不確定

3 此力是非接觸而造成的

I.與地球作用無閥的

AS 2.不確定

3.與地球作用有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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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Ql6 主
題目 人正在丟此小氣球，是否

選項 有力存在於此小氣球

I.沒有力存在

Al 2.不確定

3.有力存在

I.此力是石頭本身的

A2 2.不確定

3.此力是外來的，非石頭本身的

l 此力是人為因素造成的

A3 2 不確定

3.此力是非人為因素造成的

I.此力是接觸而造成的

A4 2.不確定

3.此力是非接觸而造成的

I.與地球作用無關的

AS 2.不確定

3.與地球作用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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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依據loannides和Vosniadou (2001) 分類標準所獲得之心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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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全部 31個學生按照題組所持有力的意義FOCUS-覽表

學生

編號
FOCUS圖

學生

編號
FOCUS圖

""'"單獨l ",,,.,,,,.

32201 32202

'。"

類型﹒重力+獲得力+推/拉力+內在力 類型:重力+獲得力 +4/1'-/拉力

"".""，局

""'"范..

類型 重力+獲得力+捨/拉力

32204

32206

I'，，，.萬"'"

--
類型 受力+獲得力 +4/1'-/拉力+內在力

=當蓋章
32203

32205

類型﹒重力+獲得力+推/拉力 類型﹒重力+獲得力+推/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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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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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J JZZ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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