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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融合以知識整合為設計原則的數位科學課程於正式課程中，檢視該課程能否促進

學生於化學反應單元相關的科學素養，比較同校不同班級之學生分別接受知識整合數位科學

課程與傳統教學方法後，在化學反應單元所展現的科學素養。研究對象為高雄市某國中八年

級兩個班級的學生，每班共計四節課教學活動。教學前，學生先進行「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

測」，在教學結束後，再進行「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後測」與該校段考成就測驗，並在教學結

束後 1 個月進行「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延宕後測」。研究結果指出，該知識整合數位科學課程

可以提升學生於化學反應單元相關的科學素養，而延宕測驗結果顯示，相較於傳統教科書教

學，該課程對參與學生於化學反應單元相關科學素養具有長期效應。然而，接受知識整合數

位科學課程教學後之學生所表現出的科學素養與其之後的學校理化段考表現存在斷裂，本研

究據以反思現行課程與評量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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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我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經由引導學生探討與處

理問題的過程中，培養學生「主動探索與研究」、「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教育部，

2003）以增進公民科學素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之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將科學素養定義為學生能：一、運用科學概念，對自然現象進行科學解釋

的能力；二、進行科學探究以解決問題的能力；三、解讀科學數據並運用證據產生結論的能

力（OECD, 2015）。培養學生於此三面向的能力，呼應九年一貫課程目標所揭示十大「基本能

力」之「主動探索與研究」、「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等能力的培養，滿足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的重要課程目標，即「學習科學與技術的探究方法和基本知能，並能應用所學於當前和未來

的生活」（教育部，2003）。PISA依據上述面向設計評量題目且針對 15歲學童進行跨國評量，

以瞭解各國學生於科學素養之表現。雖然臺灣學生在 2006年時科學素養在全球排名第四名，

但在 2009 年卻下跌至 12 名（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09），而在 2012 年為第 13 名

（OECD, 2013）。有鑑於此，如何透過教學以提升學生科學素養為一重要課題。 

本研究課程採用知識整合（knowledge integration）觀點（Davis, 2004; Davis & Krajcik, 

2005; Linn, 2006; Linn, Davis, & Bell, 2004; Linn & Eylon, 2006）為課程設計基礎，強調教學由

學生的先備概念著手，並應用知識整合設計模式以透過一連串的教學活動，誘發學生知識整

合，進而促進學生科學概念的深度理解。學生對於科學概念的深度理解，即包含了能連結個

人知識與科學概念，以產生整合的、一致的與精緻化的概念架構，且能運用其概念進行科學

活動，例如：產生科學解釋、進行科學探究與建模、運用科學證據進行推理等。換句話說，

依循知識整合觀點所發展之科學課程，應能促進學生的科學素養。本研究即針對此一假說進

行調查。 

本研究透過電腦與網路進行的數位課程聚焦於國中階段之化學反應概念。研究指出，多

數學生學習化學反應時，無法利用分子或原子觀對化學現象進行解釋與推理（Frailich, Kesner, 

& Hofstein, 2009; Krajcik, 1991; Tasker & Dalton, 2008），此一學習困難與化學反應的抽象概念

有關。透過電腦模擬，可以將抽象的分子與原子視覺化，學生可利用電腦模擬進行化學反應

的建模活動。另外，網路的即時互動科技，如網路論壇，可用於學生的建模活動中，引導學

生觀看與評論他人與自己的模型，以及運用模型對化學現象進行推理等。本研究依據上述科

技優勢發展數位課程並將此課程融入於八年級之正式課程中實施。研究目的為調查該課程對

促進學生科學素養之成效，探討的問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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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受知識整合數位課程教學後的學生，在化學反應單元相關科學素養的表現是否提

升？ 

二、比較接受知識整合數位課程教學後的學生，與接受一般講述教學的學生在化學反應

單元科學素養的表現是否有差異？ 

三、接受知識整合數位課程教學的學生，於化學反應單元科學素養的表現，能否預測學

生於化學反應單元之後的三次學校段考表現？ 

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可於非正規或課外補充教學，亦應落實於正規課程，才得以實踐

教育改革。本研究提出學生學習重要科學概念，如：化學反應概念所應具備的科學素養之面

向與內容，並據以設計數位科學課程，以期學生經由學習化學反應單元、培養相關的科學素

養。此外，亦依據科學素養之面向與內容，發展評量工具與評分標準以測量學生於化學反應

單元所展現的科學素養。前述研究問題一與研究問題二即透過比較課程實施前、後，以及比

較接受本研究課程與傳統教科書課程之學生於化學反應單元科學素養的表現，以瞭解本研究

所發展之課程於促進學生科學素養之成效。過去相關研究已證實本研究實施的課程於促進學

生知識整合具有良好成效（Chang, Zhang, & Chang, 2014; Zhang & Linn, 2011, 2013），本研究

進一步探討該課程對於促進科學素養的成效。此外，過去這些研究僅比較學生於前、後測的

差異，本研究納入延宕測驗以考驗課程是否具備長期成效。更重要的是，本研究亦欲瞭解接

受本研究課程教學的學生於科學素養評量的表現、能否預測學生於化學反應單元之後、回歸

學校傳統教科書教學後的三次理化段考表現，即研究問題三。與前兩個研究問題不同的是，

研究問題三的依變項為學生理化段考表現，由於學校理化段考題型皆為選擇題，內容受限於

題型多為記憶、公式應用或機械式解題，此類評量非以評量科學素養為目的，因此本研究認

為參與本研究課程的學生於科學素養的表現可能無法預測其之後理化段考表現。研究問題三

即考驗此想法，結果可提供對學校現行常見評量的批判與反思。本研究所發展之聚焦於科學

素養的課程與評量，為於正規課程中促進學生科學素養提供案例，期能以挹注多元化、創新

式的科學課程與評量，培養 21世紀公民之科學素養。 

貳、文獻探討 

一、知識整合觀點 

知識整合觀點係對於促進學生科學理解所提出之社會－認知架構（socio-cognitive 

framework）（Davis, 2004; Davis & Krajcik, 2005; Gerard, Spitulnik, & Linn, 2010; Linn, 2006; 

Linn et al., 2004; Linn & Eylon, 2006）。Davis（2004）認為知識整合是一種學生如何學習的觀

點，而知識整合就是一種概念理解，包括對主題的綜合想法與新增概念，將新舊想法進行連

結，並挑選有用的想法加以反思及重構概念，形成更高整合程度知識的過程（Linn & H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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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學習過程中，學生所形成的個人概念，可能來自同學或教師的講述，而形成各種類型

的想法，包括短暫或持久的、一致或矛盾的、有因果關係的、直觀或抽象的想法。學生的想

法常是片斷的、不一致的、由日常生活直接的感官經驗或想法而來的。而教學應幫助學生整

合其支離片斷之想法、連結學生的先備知識與科學概念，以及應用教室中的學習經驗於日常

生活經驗。 

知識整合架構提出四個促進學生知識整合的過程（Linn, 2006; Linn & Eylon, 2006; Slotta 

& Linn, 2009）（圖 1）。第一個過程為引出學生現有想法（elicit ideas），強調學生現有知識

與概念是發展科學概念的基礎；第二個過程為擴增新想法（add ideas），強調教學需給予學生

機會去擴增有關於對科學現象的想法與概念；第三個過程為區分想法（distinguish ideas），強

調幫助學生區分新的想法與既有想法，以及發展標準以分辨哪些想法較能預測或解釋科學現

象；第四個過程為連結與反思（build links among ideas and reflection），以幫助學生形成一致

的、完整的概念架構。知識整合架構認為教學應發展學生經歷完整的四個過程，才能促進知

識整合與深度理解。此外，如圖 1 所示，初次的知識整合過程或有先後或線性，但隨後的知

識整合過程應重複進行、為環狀或網狀的過程，不限定哪個過程應先或後出現。 

 

 

 

 

圖1. 知識整合過程 

知識整合的四種過程需要具體的設計模式（design patterns）加以實現於課程設計與發展。

Linn與 Eylon（2006）提出九個知識整合設計模式（見表 1）。設計模式指的是教師與學生於

課室中所遵循的一系列教學活動，雖有建議的方式但無固定流程與順序（Linn, 2006）。課程

設計者可依據需求選擇一個或組合數個以上的設計模式。例如：課程起始階段可以「起始、

診斷、引導」，以及「預測、觀察、解釋」之模式進行設計，目的為引出學生想法；課程中

間階段之活動則可利用實驗、探究電腦模擬、產出學習作品、建構科學論證等教學模式進行

設計，以擴增學生之想法；課程最後階段則可以評論、合作、反思等教學模式進行設計，以

幫助學生區分想法及進行連結與反思，促進知識整合。本研究實驗組課程即採用了「預測、

觀察、解釋」、「探究電腦模擬」、「產出學習作品」與「評論」等設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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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促進學生知識整合的設計模式 

   知識整合過程 

 

設計模式 

 

引出想法 

 

擴增新想法 

 

區分想法 

 

連結與反思 

起始、診斷、引導  引導學生針對科

學現象或概念產

生想法。 

利用小型演講、

影片或實物示範

作為引導課題。 

診斷出弱點並提

供相似的案例。 

 

從另有想法、證據

及 標 準 的 基 礎

上，重新思考不同

的想法。 

預測、觀察、解釋 引導學生針對科

學現象進行預測。 

引導學生從科學

預測的角度去觀

察科學現象，並

擴增新想法。 

引導學生評估預

測與觀察之間的

關聯。 

引導學生解釋預

測與實際結果之

間的關聯。 

實驗 引出學生問題並

引導其設計研究。 

引導學生建構或

使用科學方法去

蒐集證據。 

引導學生採用與

研究方法一致的

標準去評估結

果。 

引導學生將實驗

的結果與個人的

想法作連結。 

探究電腦模擬 建構一個活動、遊

戲或問題以引出

學生想法。 

引導學生利用模

擬或遊戲以測試

其臆測並分析電

腦之回饋。 

引導學生使用電

腦模擬所提供的

標準以評估所產

生的想法。 

引導學生根據電

腦模擬或遊戲的

互動去修正想法。 

產出學習作品 引出學生想法及

擬進行作品設計

的問題。 

引導學生利用科

技或其他資源以

建構其學習作

品。 

引導學生利用個

人或團體的標準

以評估並修正其

學習作品。 

引導學生利用結

果以修改對科學

現象及其作品角

色的觀點。 

建構科學論證 引導學生指出對

於科學現象的想

法與證據。 

引導學生使用科

學證據以建構觀

點。 

引導學生利用個

人或團體的標準

以評估其觀點。 

引導學生根據新

的證據或標準以 

修正觀點。 

評論 引出學生對於科

學現象的想法與

標準。 

引導學生尋找並

檢視新的觀點。 

引導學生使用標

準去評估新的觀

點。 

引導學生利用結

果去修正想法或

標準。 

合作 透過全班或線上

討論幫助學生產

生想法。 

引導學生檢視同

儕的想法。 

引導學生使用個

人或團體的標準

去評估想法。 

引導學生建立團

體共識與連結。 

反思 引導學生指出問

題或難題。 

引導學生建構、

閱讀、傾聽或觀

察想法。 

引導學生區分個

人適當的、不確

定的或不適當的

想法。 

引導學生修正想

法並尋求所需資

訊。 

註：灰色區域的深淺代表該教學模式於知識整合面向的強調程度，顏色愈深代表愈強調該知識整合

面向。譯自“Science education: Integrating views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pp. 511-544), by M. C. 

Linn and B. S. Eylon, 2006. In P. A. Alexander and P. H. Winne (Eds.),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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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學反應概念學習困難 

「化學反應」（chemical reaction）是化學學習的重點概念之一，其學習的延續性橫跨國中

與高中。化學反應定義是指反應物的原子重新排列組合過程，經過重排後產生新的物質，其

生成物的物理與化學性質已經和原來的反應物完全不同，這是科學家對於「化學反應」的解

釋（Ahtee & Varjola, 1998），然而，常見的學習困難即是學生對化學反應的解釋難以微觀的

角度出發。例如：學生僅會背誦化學反應方程式，但並不瞭解其表徵的是原子重新排列與鍵

結（謝志仁，1991；Chandrasegaran, Treagust, & Mocerino, 2009; Gabel & Sherwood, 1983; Tasker 

& Dalton, 2008）。 

研究指出，學生通常會使用「化學變化」科學詞彙，表示物理狀態的改變或其他物理現

象的轉換，特別是物體顏色變化（Driver, Squires, Rushworth, & Wood-Robinson, 1994）；學生

會以反應是否為可逆反應或是反應物數量作為判斷是物理或化學變化的準則，也就是學生認

為物理變化是非根本、可逆的反應，而化學變化則是根本、不可逆的反應（Stavridou & 

Solomonidou, 1989; Van Driel, De Vos, Verloop, & Dekkers, 1998）。Hesse與 Anderson（1992）研

究指出，學生因為誤解化學反應的本質，常做出不正確的結論，例如生鏽的發生是因為鐵的

狀態改變，並沒有得到或失去任何物質。 

研究發現，學生會依賴用代數方法解決化學問題，因為學生不瞭解化學題目所需要的概

念（Gabel, Samuel, & Hunn, 1987），也不瞭解科學家最先使用符號所表示的意義，無法瞭解巨

觀和分子之間的關係。學生在學習化學時，對於瞭解分子層次的化學現象常感覺到困難

（Johnstone, 1993）。Al-Kunifed、Good與Wandersee（1993）的研究則發現，學生無法靈活地

使用化學反應式，可能因為學生的化學先備知識不足，例如不懂元素符號與化學式，對於理

解化學反應式有困難，但學生每天都在使用符號，因此學生會將以前的符號知識遷移到化學

符號概念上，使他們將化學符號與數學符號、每天接觸的符號產生混淆。如何讓學生可以克

服學習困難，並建構出整合性化學反應概念且能應用概念進行科學探究或解決問題，是本研

究的重要目標。 

三、聚焦於科學素養之化學反應課程 

OECD將科學素養聚焦於「解釋科學現象」、「進行科學探究」及「運用證據產生結論」

的能力。科學素養之中，過去研究進一步區分不同學科的專門素養，例如：生物素養、化學

素養或地球科學素養（李文旗、張俊彥，2005；Shwartz, Ben-Zvi, & Hofstein, 2006）。將 OECD

科學素養架構應用於化學反應概念的學習上，本研究認為包括：（一）運用知識與概念解釋化

學反應現象的能力；（二）進行化學反應過程視覺化與建模的能力；（三）以化學反應模型作

為證據，進行推理的能力。其中，「運用知識與概念解釋化學反應現象的能力」係對應一般科

學素養中「解釋科學現象的能力」，在學生學習化學反應概念時，注重發展學生由「分子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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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觀點」解釋化學現象，以瞭解形成現象的機制，為重要的化學素養（Chemical literacy）（Bond, 

1989; Shwartz et al., 2006）。「進行化學反應過程視覺化與建模的能力」則可歸類為科學素養

「進行科學探究」之下的一項重要能力，此項歸類符合研究指出科學建模為科學探究的一項

重要實務（Harrison & Treagust, 2000; Lynch, 1990）。所謂視覺化，指的是使表徵有意義化的過

程（Gilbert, 2008），在化學以及其他科學領域，模型通常有三種不同層次：巨觀、微觀與符號，

進行科學學習時必須具有在層次間轉換的能力，將概念或想法視覺化，透過外在表徵方式建

立化學反應模型，此一過程即為建模。我們認為在化學反應的學習時，應注重發展學生建立

化學反應模型以及於三種視覺化層次之間轉換的能力，並將之定義為化學反應建模之能力，

為一重要的化學視覺化能力（Linenberger & Holme, 2015）。最後，「運用化學反應模型作為證

據，進行推理的能力」則呼應一般科學素養中「運用證據產生結論的能力」，強調學生能理解

化學反應概念中符號與粒子模型所代表之意義，並能適當地運用模型中符號與數字（例如：

莫耳數）作為證據，進行對化學現象的推理，亦有文獻強調此為一重要化學素養（Witte & 

Beers, 2003）。基於上述三項科學素養於化學反應概念學習的面向（以下簡稱為「化學反應素

養」），以及知識整合理論，本研究利用電腦的動態模擬、數位課程的嵌入式評量，以及網路

的即時評論等功能，發展學生於化學反應現象解釋能力、模型建立能力，以及運用模型進行

推理的能力。 

過去，在 Tversky、Morrison與 Betrancourt（2002）的研究中發現，學生無法連結分子、

符號與巨觀層次的概念，對於化學概念無法產生深入的瞭解，而動態模擬提供學生機會可以

克服分子層次的挑戰。有研究顯示，使用電腦科技軟體“eChem”的輔助，讓學生可以從不同的

化學符號表徵，如：分子式（molecular formula）與結構式（structure）、二維結構（wireframe）

與三維結構（space fill）等各種表徵之間來回轉換、操作，強化化學符號的概念學習（Wu, 

Krajcik, & Soloway, 2001）。 

Linn、Chang、Chiu、Zhang與McElhaney（2011）提出動態模擬有兩種功能：（一）讓看

不見的過程可被看見：提升科學現象與圖像或符號表徵的連結；（二）支持探究：可讓學習者

改變系統與觀察結果，利用動態模擬擴展實驗的範圍，進行實體實驗室無法實現的探究實驗，

如：分子觀的、複雜的、大規模或危險的實驗。另外，動態模擬可以針對不同層次，呈現動

態式教學（分子、巨觀和符號層次），促成學生化學學習之整合性思考（Ardac & Akaygun, 2004; 

Greenbowe, 1994; Levy & Tinker, 2008; Xie & Tinker, 2006）。例如，同時呈現出粒子數與分子運

動的改變，比利用靜態式的圖片更能讓學生瞭解化學平衡式的概念（Chiu & Linn, 2014）。 

科技也可以輔助學生於科學建模過程中擬訂計畫、做出解釋與進行反思等。例如建模軟

體“Model-it”，可提供學生設計、建立各種科學解釋模型，可將思考過程視覺化，有助於學生

反思其解釋模型，軟體並提供測試解釋模型的可行性，允許學習者透過反覆的設計修改與測

試、修正其解釋模型，加深理解（Krajcik, Czerniak, & Berger, 1999）。Zhang與 Lin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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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利用電腦繪圖工具 WISE Draw，引導學生對於化學反應前先進行預測，並畫出化學反應各

階段的分子模型圖，以及解釋自己的圖與進行反思。而教學者可以透過學生所繪製的化學反

應前、中、後三個階段之模型圖，瞭解學生對於化學反應的想法。Chang、Quintana與 Krajcik

（2010）開發“Chemation”動畫軟體，引導學生利用建構化學現象的分子模擬動畫，並進一步

引導學生針對所建構的動畫進行同儕評論，以完整學生的建模過程。研究結果發現，同儕評

論有效地提高學生於化學反應的概念理解，學生經由思考並區別自己與他人不同的想法，經

由課程引導進行模型評論活動，獲得科學實務的經驗且進一步加深概念理解。網路學習環境

可經由網路論壇與即時回饋等提供學生接觸多元與豐富的想法，此類環境結合有效設計的動

態模擬，可以促進學生對科學議題與爭議的評論（Linn et al., 2011）。 

國內於新興科技發展促進科學素養之課程研究尚屬少數，例如：張俊彥與董家莒（2000）

的研究以「呈現問題、計畫解決途徑、資料與資訊的蒐集儲存整理、執行計畫」四個問題解

決步驟發展教學軟體；Wu、Hsu與 Hwang（2010）發展一科技建模軟體幫助學生針對空氣污

染主題進行科學建模，並設計學習活動與嵌入專家導引，引導學生逐步應用科學知識與過程

技能進行科學建模。本研究則聚焦於化學反應概念，並應用知識整合理論及融入動態模擬、

模型建立與評論，以及嵌入式評量等科技優勢，期能促進學生科學素養於化學反應單元的三

個子面向。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情境：「氫燃料車內的化學」數位課程 

本研究中實驗組所使用之「氫燃料車內的化學」發展自網路科學探究平台（Web-based 

Inquiry Science Environment, WISE）中的“Will Gasoline Powered Vehicles Become a Thing of 

the Past?”單元（Zhang & Linn, 2011）。本研究修改該課程（http://twise.nknu.edu.tw:8888/webapp 

vle/preview.html?projectId=128，需使用火狐瀏覽器）。課程實施於電腦教室，學生以兩人一組，

使用一臺桌上型電腦方式進行。 

本課程教學時間（不包含前、後測驗的時間）共四堂課，每堂課進行約 45分鐘，課程教

學前以額外一堂課先進行前測，教學後再另以額外一堂課進行後測。本課程實施期間為學期

中的正式課堂，取代原傳統教科書與考試導向教學。表 2 列出「氫燃料車內的化學」課程之

活動與內容，以及各項活動所對應之知識整合過程、化學反應素養面向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教材內容細目。 

在運用科技優勢的部分，本課程嵌入氫氣燃燒電腦模擬（見圖 2），提供微觀表徵幫助學

生理解化學反應進行時分子與原子的運動狀態與重新排列組合的方式，接著引導學生畫出其

所理解的化學反應過程，進行化學反應建模活動（見圖 3），最後引導學生對於同儕所繪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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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氫燃料車內的化學」活動摘要、所對應的知識整合過程、化學反應素養面向與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 

活動 內容 
知識 

整合過程 

化學反應 

素養面向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

活科技」領域中教材內容細目 

1. 汽油燃

料車或

氫燃料

車？ 

 網頁導入問題情境：選

擇以汽油或液態氫作為

燃料的汽車 

 介紹汽油燃燒之化學反

應 

引出想法 

擴增新想法

解釋化學反應 218a化學反應 

3a. 認識生活中一些物質本

質變化事例 

2. 氫氣作

為燃料 

 以氫氣與氧氣引入微觀

粒子（原子與分子）的

概念，並引導學生繪圖

讓學生對於粒子模型有

初步的瞭解 

擴增新想法 化學反應建模 218化學反應 

4a. 能說明化學反應式中各

符號的意義 

4b. 能運用簡單的化學符

號，說明化學變化 

3. 氫氣燃

燒 

 以氫氣氣球燃燒的影片

引起學生興趣，介紹氫

氣燃燒的化學反應式 

 透過不同的模型與圖像

表達方式，引導學生瞭

解化學反應式的書寫方

式與平衡（質量守恆定

律） 

擴增新想法 解釋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建模 

219化學平衡 

4b. 能瞭解化學反應式中各

係數之間關係 

120物質的組成與功用 

4i. 經由實驗或模型瞭解化

學反應（例如分解、結

合、置換等）是原子重新

排列的概念 

4c. 知道化學反應的質量守恆 

4. 探索氫

氣燃燒

動畫 

 利用氫氣燃燒電腦模擬

（見圖2）讓學生瞭解化

學反應的過程 

 讓學生動手畫出氫氣燃

燒的反應過程（見圖

3），並評論泰瑞的圖（見

圖4），最後再修正自己

的概念 

區分想法 

連結與反思

化學反應建模 

運用模型推理 

130物質的構造與功用 

4h. 瞭解元素與化合物之間

的組成關係（如可利用積

木堆成不同形狀的類比

式例），進而經由實驗或

模型瞭解化學反應（例如

分解、化合、置換等）以

及原子重新排列的概念 

5. 我要選

擇什麼

車？ 

 針對主題－氫燃料車內

的化學的內部與發展作

說明，並提供汽油燃料

車與氫燃料車的延伸資

料，引導學生做出選擇

連結與反思 運用模型推理 520科學的發展 

4a. 由閱讀與資料蒐集，瞭解

科學上重要的發現及其

過程 

a【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教材內容細目編碼說明】百位數、十位數與個位

數等三個數字分別表示「課題」、「主題」與「次主題」，下方教材內容細目編碼：1 代表國小一至

二年級、2 代表國小三至四年級、3 代表國小五至六年級、4 代表國中七至九年級。a、b……為流

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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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氫氣燃燒電腦模擬 

 

圖3. 畫出氫氣燃燒化學反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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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反應過程圖進行線上評論，以幫助學生區分不同想法，並針對個人想法進行反思與連結，

例如：同學除針對同儕所繪之化學反應過程圖進行互評之外，課程亦引導學生針對課程所提

供之一系列化學反應過程圖（見圖 4 泰瑞的圖）進行評論，期能藉由評論化學反應圖幫助學

生反思與區分適當的化學反應過程圖，以習得相關科學概念。 

 

圖4. 評論泰瑞畫的圖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高雄市一所公立中學八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實驗組與對照組各一個班級，人

數為 28 與 30 人；學校採常態 S 型編班，此兩個班級間學生程度差異不大，依據兩個班級學

生八年級上學期三次理化科的段考平均進行獨立樣本 t考驗（兩班級的分數分布均通過常態分

布檢測，為常態分布），結果兩班學生的三次段考平均未達顯著差異（t＝-.01, p＝ .99），表示

兩個班級在理化科學習成就無明顯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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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學生對於化學反應的認識，為八年級上學期所學習過的「原子與莫耳」概念。於

八年級下學期，實驗組學生接受「氫燃料車內的化學」知識整合數位課程，共計四堂課，取

代八年級下學期化學反應單元，課程中兩人一組方式進行活動，而對照組學生則是接受八年

級下學期化學反應單元教學，亦共計四堂課，包括一般講述教學與傳統課堂複習與小考。 

授課教師方面，實驗組教學者為本研究第二作者，教學年資 5 年，畢業於某國立師範大

學化學系，曾參與推動 E 化電子白板計畫獲得優等，平時授課也常使用科技融入教學，並參

與「氫燃料車內的化學」課程翻譯與修改。對照組授課教師的選擇，為與實驗組教師服務於

同校，教學年資為 4 年，某國立大學理工研究所畢業，具備使用科技融入教學與推動電子白

板計畫的經驗，也曾參與推動 E化電子白板計畫獲得優等，平時授課也會使用科技融入教學，

以一般講述方式配合課本進行化學反應單元教學。兩位授課教師的年資與專業背景相當，平

時對於運用科技融入教學皆有教學經驗。 

相較於實驗組採用「氫燃料車內的化學」數位課程，本研究對照組則採用傳統課本內容

之教學順序，所需時間同樣為四堂課。課程在一般教室進行，主要透過教師講述教學，利用

講解課本文字定義，引導學生瞭解何謂化學反應式（見圖 5），並以條列式的陳述方式，讓學

生明瞭如何寫出化學反應式，搭配利用粒子模型圖（見圖 6）增強學生理解於化學反應中，粒

子在變化過程鍵結的改變情形，但為靜態圖片，搭配教師的講解，課堂中無播放任何相關動

畫。學生活動的部分以課本所提供的練習，以及教師補充計算題目（見圖 7），無小組討論活

動。 

 

圖5. 課本文字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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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課本粒子模型圖 

 

圖7. 課本的動腦時間與例題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共有三項測驗工具：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測與後測、該校段考有關化學反應單元

之成就測驗與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延宕後測。教學前，兩班學生先進行「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

測」，在教學結束後，再進行「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後測」，教學結束後約 3 週進行該校段考成

就測驗，教學結束後 1個月進行「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延宕後測」。本研究除發展並實施該三項

測驗工具，並蒐集學生於化學反應單元教學前三次與教學後非包含化學反應單元之後三次的

理化科段考成績。表 3 摘要本研究前、後測、段考試題與延宕測驗於化學反應素養三面向的

題數。以下小節討論三項測驗工具的內容與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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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測量化學反應素養三面向之試題分析 

化學反應素養面向 前、後測 段考 延宕測驗 

運用知識與概念解釋化學反應現象 1.2, 1.3 2 1, 4.2  

進行化學反應過程視覺化與建模 1.1, 2.2 1 3, 4.1 

以化學反應模型作為證據進行推理 2.1, 3.1, 3.2, 3.3 3, 4, 5 2, 4.3 

註：數字表題號。 

（一）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後測 

本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後測題目相同，共計三大題組及其中包含的八小題，題型有一

題問答題、兩題選擇加解釋題、五題繪圖題，最高可能得分為 31分。題目來源係修改自 Zhang

與 Linn（2008），以測量學生於化學反應單元所展現的科學素養。例如：題組 1的題目（詳見

表 4）提供化學反應式、反應物的種類與個數，要求學生畫出反應前、反應中與反應後的分子

與原子圖形，並增加某一反應物數量，要求學生推理需要增加另一反應物與生成物的數量。

本題組在於評量學生是否能夠運用化學反應與反應前、後原子種類與數目不變的科學知識與

概念進行化學反應過程視覺化與建模，並運用化學反應式中反應物的消耗量，推理生成物的

生成量。本測驗試題設計完成後經科教專家與化學教師的審視與數次編修，評估測驗內容之

適切性，以建立內容及建構效度。 

本測驗的信度分析採用評分者間同意度（Lombard, Snyder-Duch, & Bracken, 2002），再算

出 Cohen’s Kappa（Cohen, 1960）。本測驗評分者為兩人，其同意度前測為 82%、後測為 85%，

不一致的評分經由討論達成最後給分的共識，而在 Cohen’s Kappa 值，前測為 0.80，後測為

0.83，屬適當。 

（二）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延宕後測 

延宕後測題目共分為四個題組，其中包含六小題，題型有選擇加解釋題、簡答題與繪圖

題，最高可能得分為 27分。題目修改自WISE題組（Zhang & Linn, 2011），並增加與前、後

測類似題目。各題目與科學素養之分析如表 3 所示。例如：題組 4 含括了化學反應素養的三

個面向，共有三個小題，題目要求學生畫出氧氣與氮氣反應過程中與反應完成後的分子與原

子圖形，並以其圖形解釋該化學反應，且利用自己的繪圖結果推理化學反應式係數。延宕後

測經由科教學者與化學教師審查與建議，經過十餘次修正建立內容效度。信度方面亦採用評

分者間同意度，本測驗評分者為兩人，同意度為 89%，Cohen’s Kappa值為 0.87，屬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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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化學反應素養面向－「進行化學反應過程視覺化與建模」評分標準（以前、後測題目 2.1 為例） 

一氧化碳（CO）和氧氣（O2）反應產生二氧化碳（CO2），以下為其反應式： 

2CO＋O2 � 2CO2 

問題1.1）動手畫：請在圖1畫出一開始的「反應物」，在圖2中畫出反應發生中的過程，在圖3畫

出最後的「生成物」。 

（請以 代表碳原子， 代表氧原子） 

圖1. 反應物 圖2. 當反應開始時 圖3. 完全反應後的生成物 

   

 得分 評分標準 

空白無作答 0 沒有畫出任何有意義的圖 

不適當之建模 1 不正確或不相關的圖形表徵 

部分建模 2 圖形表徵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 只有鍵結的破壞或鍵結的形成 

(2) 正確的畫出鍵結的破壞（只有破壞的觀點） 

(3) 正確的畫出鍵結的形成（只有形成的觀點） 

(4) 畫出部分鍵結破壞或鍵結形成的觀念，但沒有完全正確（如錯誤的

鍵結破壞＋正確的鍵結形成，或正確的鍵結破壞＋錯誤的鍵結形成）

(5) 沒有畫出鍵結的破壞或形成，但所有圖片內包含相同數量原子 

簡單建模 3 圖形表徵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 完整地畫出鍵結的破壞以及鍵結的形成 

(2) 完整地畫出鍵結的破壞或形成，而且所有圖片內包含相同數量原子 

複雜建模 4 畫出完整的鍵結破壞＋鍵結形成，而且所有圖片內包含相同數量原子 

 

（三）化學反應段考試題 

在學校段考有關化學反應部分的題目係由本研究授課教師參考理化科試題題庫與本研究

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後測，設計三個題組（共五題選擇題）的段考試題。受限於段考的題

型與廣度，本研究僅能於該校段考中加入五題選擇題。其中有三題評量「以化學反應模型作

為證據進行推理」面向，偏傳統試題，如：第 3 題給予某一化學反應分子結構式，要求學生

推理生成物的化學式；或是第 5 題列出未平衡之化學反應方程式，要求學生推理化學反應方

程式之正確係數。在內容效度部分，測驗試題完成設計後，經由一位科教專家學者審視後，

評估測驗內容之適切性，以建立內容及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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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依據化學反應素養三面向及各測驗工具中的各題，訂定詳細的評分標準。整體而言，

選擇題答對一題為一分、答錯為零分。解釋題、問答題與繪圖題，則依據所制定的評分標準進

行評分。舉例來說，在「進行化學反應過程視覺化與建模」的面向，前、後測題組一的評分標

準列於表 4。評分標準中的類別係整合科學素養面向與知識整合理論，並分析所有學生作答而產

生，所有評分標準邀請科學教育專家、化學教師與評量專家經過多次會議討論修改而成。 

為比較學生在接受知識整合數位課程前、後於化學反應單元所展現的科學素養之變化，

本研究採用相依樣本 t考驗進行前、後測的分析。為比較接受知識整合數位課程與一般講述課

程的學生，在教學後於化學反應單元所展現的科學素養表現，本研究採用單因子多變量共變

數分析（MANCOVA），以化學反應素養後測、段考與延宕後測分數為依變項，以教學方法為

自變項，並以學生八年級上學期三次理化段考平均（即化學反應單元教學前三次段考）為共

變項，以排除教學前學生理化成就可能造成的影響。本研究沒有採用化學反應素養前測作為

共變項原因，受限於本研究接受一般講述教學的對照組學生在前測大多為空白無作答，屬於

無效資料部分太多，恐影響結果的分析，因此本研究採用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八年級上學期

三次理化科段考平均成績作為共變項，排除學生起點行為對於教學結果影響。此外，亦分別

計算前、後測以及兩組之間的效果量（Cohen, 1988），以瞭解平均數差異的大小。 

為觀察與持續追蹤實驗組學生於之後回歸傳統課程的其他理化單元之學習，本研究採多

元迴歸分析，將實驗組學生接受知識整合數位課程後的三次段考平均為依變項（Y），以實驗

組學生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測（X1）、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後測（X2）、化學反應段考試題得分

（X3）與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延宕後測（X4）為預測變項，使用逐步多元迴歸方法（Stepwise 

Regression Procedure）進行分析。此四個預測變項通過 VIF共線性檢驗，即 VIF值小於 10，

無共線性問題。 

五、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並非關注於推論WISE「氫燃料車內的化學」課程中的某項特色（如：電腦動畫探

究或建模活動）為確切造成學生學習成效差異的來源，此類研究問題為設計本位研究中較早

階段之研究問題（The Design-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 2003），該類研究問題已於WISE「氫

燃料車內的化學」課程發展早期的幾個研究中獲得證實（Zhang & Linn, 2011, 2013）。本研究

係比較實驗組進行WISE「氫燃料車內的化學」教學與對照組進行傳統教科書教學於促進學生

科學素養的學習成效，係屬設計本位研究中最終研究階段，即比較一創新課程與傳統課程的

成效，目標為提出實徵證據作為未來大規模推廣（scaling-up）之依據（Brown, 1992）。此類研

究設計雖於推論時需考量較多的另有解釋，但對於常見課室教學有著較高的外在效度。另外，

兩組之授課教師非為同一位教師，乃受限於學校行政，實驗組教師僅分配到一個八年級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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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取之因應措施為仔細評估與選擇對照組教師與班級，以求兩組教師與班級較為同

質，儘管如此，在研究結果的討論上亦不排除教師教學的影響。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實驗組學生接受知識整合數位課程教學後，能提升化學反應素養 

如表 5 所列，接受知識整合數位課程的學生在前測的平均數為 9.07（為常態分布，

W＝ .95, p＝ .21），後測平均數為 15.32（為常態分布，W＝ .96, p＝ .26），經過知識整合

數位化學反應課程教學的班級學生之後測成績較前測成績有所進步（t(27)＝6, p ＜ .01），且

效果量為 .43（Cohen, 1988），顯示進步幅度達到中度效果。本研究發展之知識整合課程，強

調先引出學生的想法，再加入新的概念，並引導學生建構科學模型且發展評估科學模型與概

念的標準，進行反思，形成整合的知識，另於課程中應用科學知識進行科學活動，包括：產

生科學解釋、進行科學探究與建模、運用科學證據進行推理。過去研究指出，依據知識整合

觀點所設計的課程可以促進學生知識整合（Chiu & Linn, 2014），本研究結果則進一步指出依

循知識整合觀點所發展之化學反應課程，能促進學生於化學反應單元的科學素養。舉例來說，

表 6 列出學生於進行化學反應過程視覺化與建模的回答案例，圖 8 顯示在教學前、後，由較

多比例的學生為空白無作答、不適當建模，進展到有較多比例的學生能進行簡單與複雜建模。 

表 5 

接受知識整合數位化學反應課程學生於化學反應素養前、後測平均數、標準差與效果量摘要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效果量 

前測 28  9.07 6.82 

後測 28 15.32 6.15 
.43 

表 6 

接受知識整合數位化學反應課程學生於「進行化學反應過程視覺化與建模」回答案例 

評分標準 學生回答案例 

空白無作答 N/A 

不適當之建模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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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接受知識整合數位化學反應課程學生於「進行化學反應過程視覺化與建模」回答案例（續） 

評分標準 學生回答案例 

部分建模 

 

簡單建模 

 

複雜建模 

 

 

 

 

 

 

 

 

 

 

 

 

 

圖8. 教學前、後學生「進行化學反應過程視覺化與建模」表現 

前測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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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使用的測驗題型如繪圖題，要求學生繪出圖形表徵以解釋某一科學現象，學生

對於此等題型較不熟悉，多數在前測的表現上不盡理想，但是在後測，因課程強調的視覺化

與建模活動，提供學生以繪圖作答的經驗，因此於後測表現明顯進步，但整體而言約有一半

比例的學生仍有進步空間。儘管如此，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經過教學與引導後，可以於

非傳統測驗題型中有顯著進步的表現。建議中學課程與評量納入多元形式，以提供機會引導

學生發展多元潛能。 

二、 比較接受知識整合數位課程教學後的學生，與接受一般講述教學的學生

在化學反應素養的表現 

（一）知識整合組學生於化學反應素養後測表現優於一般講述組學生 

首先，以後測的學生得分為依變項，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結果為 F(1, 54)＝0.01，p

＝ .91 ＞ .05，顯示為同質。再由共變數分析得知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後測

的分數上達到顯著差異（F(1, 54)＝69.67, p ＜ .01）。實驗組於化學反應素養之後測表現顯著

優於對照組（平均數與標準差列於表 7），效果量為 1.42，屬大的效果量（Cohen, 1988）。造

成此一結果的可能原因包括：1.學生接受不同的課程教學：實驗組接受探究建模課程，在課程

中使用多種視覺化方法進行化學反應教學，例如繪圖、影片、模型，所以學生在教學後的作

答情況較接受一般講述教學的學生豐富且正確；而接受一般講述教學的學生，接受的教學方

式以書面講義搭配教師講解為主，通常無法表現出動態的視覺化。2.授課教師的影響：實驗組

的授課教師亦為研究者，可能對化學反應單元的教學付出更多的注意力，以達到最大的教學

效果，因此實驗組比對照組產生更大的學習效應。3.測驗的題型：學生通常慣於回答選擇題，

而本研究測驗為評量科學素養，運用數種題型，例如繪圖與解釋題，著重評量學生知識整合

程度與科學素養，實驗組課程引導學生進行繪圖建構知識與電子筆記解釋意見，對於非選擇

式題型較為熟悉，但是對照組則因為採用一般講述教學，課堂上沒有類似的練習機會，所以

作答的情形較不理想。 

表 7 

實驗組與對照組於後測、段考、延宕後測表現之平均數、標準差與組間效果量  

 樣本數 後測 段考 延宕後測 

實驗組 28 15.32（6.15） 2.75（1.60） 15.96（11.19） 

對照組 30  5.77（7.22） 2.07（1.39）  9.80（ 7.08） 

 效果量  1.42（7.22） 0.45（7.22）  0.66（ 7.08） 

註：括號中之數值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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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整合組學生於段考化學反應試題表現優於一般講述組學生 

以段考化學反應部分的學生得分為依變項，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結果為 F(1, 54)＝

0.57，p＝ .46 ＞ .05，顯示為同質。由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兩組學生在「化學反應段考得

分」達顯著差異（F(1, 54)＝5.40, p＝ .02 ＜ .05）。顯示即使於學生熟悉的選擇題型，實驗

組仍較對照組表現為佳（平均數與標準差列於表 7），但效果量減低為 0.45，屬中的效果量

（Cohen, 1988）。前述因題型熟悉程度而造成表現差異的另有解釋或可排除。不過，雖同為

選擇題型，本研究所施測的選擇題於內容上與傳統段考選擇題不全然相同，例如其中一題評

量學生的化學反應建模能力，提供圖形選項要求學生選擇代表某化學反應過程的最佳表徵，

相較之下，與一般理化測驗題庫中常見題目內容為化學反應係數的判斷與平衡等的內容有所

不同。另本研究之段考題目數量有所限制。雖然如此，本研究結果顯示於全體參與學生皆熟

悉的題型之情況下，實驗組仍較對照組表現為佳。 

（三）知識整合組學生於延宕後測表現優於一般講述組學生 

由延宕後測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顯示，F(1, 54)＝1.48，p＝ .23 ＞ .05，顯示為同質。

由共變數分析得知兩組學生教學後 1 個月的延宕後測分數，達顯著差異（F(1, 54)＝7.77, p

＝ .01 ＜ .05），效果量為 0.66，屬中至大的效果量（Cohen, 1988）。知識整合的科學課程

強調引導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以形成整合性概念為目標。本研究結果顯示，即使是學校段

考已經施測完畢，實驗組在延宕後測中的表現，仍較一般講述教學的學生更佳，顯示學生建

構較具系統性的整合概念，有別於一般記憶背誦的知識。 

三、 接受知識整合數位課程教學的學生，在化學反應素養的表現，與教學後

的三次學校段考表現之關係 

經多元迴歸方法的逐步迴歸法，分析結果如表 8 所示，四個預測變項進入迴歸方程式的

顯著變項僅有兩個，分別為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測與化學反應段考得分，多元相關係數

為 .91，解釋變異量為 82.8%，亦即表 8中的兩個變項能聯合預測教學後三次段考平均 82.8%

的變異量。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測」的預測力最佳，其解釋

量為 71%，而增加「化學反應段考得分」的解釋量則再增加 11.7%的解釋量。 

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測的 β係數為 .53（t＝4.72, p ＜ .01），化

學反應段考得分的 β係數為 .46（t＝4.13, p ＜ .01）。兩個變項的 β係數均為正，表示二個預

測變項與教學後三次段考平均的關係均為正向，顯示若學生於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測表現得

分愈高，以及其於化學反應段考得分愈高，學生在教學後三次段考平均表現愈佳。 

由多元迴歸模式的整體考驗可發現，整體迴歸模式之 F值為 60.12，p ＜ .01，表示本多

元迴歸模式是適合的。另外，在殘差檢驗的部分，顯示殘差接近常態分配，殘差值與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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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預測學生教學後三次段考平均的逐步多元迴歸模式摘要 

選出的 

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係數R 

決定係數

R
2 

增加解釋

量ΔR 
F值 淨F值 

原始化 

迴歸係數 

標準化 

迴歸係數 

截距      13.01  

化學反應 

素養前測 

.84 .71 .71 63.79 63.79  1.21 .53 

化學反應 

段考得分 

.91 .83 .12 60.12 17.06  3.44 .46 

 

的交叉散布圖大致隨機分布在 0 附近，並且呈水平的散布，符合等分散性之假設，由殘差的

檢驗再度顯示本多元迴歸模式為適合。 

預測學生教學後三次理化段考得分的迴歸方程式如下： 

「教學後三次理化段考平均」 

＝13.01＋1.21×「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測」＋3.44×「化學反應段考得分」 

上述方程式顯示，在控制對化學反應段考得分之變項時（也就是排除學生在化學反應段

考得分的不同而可能造成的干擾），學生在「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測」每增加 1分，其「教學

後三次段考平均」就會增加 1.21 分；而在控制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測之變項時（也就是排除

學生在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測的不同而可能造成的干擾），當學生在「化學反應段考得分」每

增加 1分，其「教學後三次段考平均」就會增加 3.44分。 

經由本研究多元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學生經過知識整合數位課程的教學之後，以化學

反應素養測驗前測對教學後三次段考平均的預測力最佳（71%）。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前測評量

的是學生在教學前個人已具備的、於化學反應單元的科學素養。此結果表示學生在教學前、

已具備的、於化學反應單元相關的科學素養，可預測這些學生在一般段考表現。至於化學反

應段考得分預測力則是次之（11.7%），此部分的化學反應段考得分與依變項的「教學後三次

段考平均」皆為段考選擇題型試題，推論因此具有預測的效果。 

然而，學生於教學後的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後測與延宕後測，卻無法預測教學後的三次段

考平均，換句話說，本研究實驗組於教學後在化學反應素養後測與延宕後測的表現與其之後

的三次段考表現沒有顯著相關。後測與延宕後測成績，代表的是學生接受本研究之課程教學

後、所具備的、於化學反應單元的科學素養。此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採用之課程，提升了平

日段考成績不一定高的學生於化學反應單元之科學素養，然而，這些學生回歸傳統教室教學

與傳統評量內容，即以教科書為主的教學與以選擇題為主、非特定強調科學素養的評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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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在本化學反應單元所習得的化學反應素養不一定能幫助這些學生在其他單元的段考中

得到好成績。也就是說，本研究之課程所提升的學生能力與一般傳統課室教學所提升的學生

能力沒有顯著關係、存在著斷裂。此外，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氫燃料車內的化學」課程係

經過專家審查（包括科學專家、科教專家與科學教師），以及多次教室實施與修改至現有的版

本，經研究證實，對於不論是國外或國內學生之概念理解與知識整合成效良好（Chang et al., 

2014; Zhang & Linn, 2011, 2013），應可以排除教材設計不當問題。 

不過化學反應段考得分一樣是教學後所實施的評量，結果卻具有預測學生之後段考成績

的效果，為何後測、延宕後測與化學反應段考試題三變項之間會有不同的結果？三種測驗的

題型來看，學校段考皆為單選題題型，學生較易出現猜測的機會或使用單選題解題策略，且

段考題目常偏重在概念背誦與機械式解題，學生可能不具有整合性概念，但是因為反覆地練

習與測驗，可以利用強記或套用公式的方式得到所需的答案。相較之下，後測與延宕後測強

調評量科學素養，題型變化多，包括繪圖、解釋或評論，學生必須透過文字或圖像表示想法，

無法只以猜測選項回答，且題目與一般教科書或參考書的習題較不同，需要學生進行概念的

連結而非單一概念的選擇，因此較無法透過練習得到學習成效，而是必須達到知識的整合。 

另外，本研究的化學反應素養評分標準，給予不同表現的學生多種分數，而在段考的選

擇題中，學生的作答只有兩種分數的可能：「對或錯」，學生得分為零，即據以判斷其不具有

該題目的相關概念，但學生的真實程度可能無法被像段考這樣的題型測量出來，此或可解釋

為何在化學反應素養測驗後測與延宕後測中，無法以學生的化學反應素養程度預測學生的段

考成績結果。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依據科學素養的面向（OECD, 2013）以及知識整合觀點（Davis, 2004; Davis & 

Krajcik, 2005; Linn, 2006; Linn et al., 2004; Linn & Eylon, 2006），於國中階段化學反應單元，發

展數位科學課程與評量工具，期能為促進科學素養的科學課程與評量提供一具體案例。本研

究所聚焦的化學反應單元，包含科學領域中重要科學概念，傳統課室教學於此單元以定義講

解與機械式解題為主，相較之下，本研究發展之課程嘗試以培養科學素養為目標，提出化學

反應單元內的科學素養三個面向。由此課程與評量的發展案例，我們認為對學生科學素養的

培養，可以經由教育研究者結合實務教師對傳統的科學課程的再思考與設計，而融入於正規

科學課程中。本研究所實施的知識整合數位課程取代原傳統式教學，課程中引導學生藉由解

釋、繪圖與評論等活動，進行其想法與科學概念的區分、反思、連結與整合，以這些知識整

合活動，取代傳統科學課室的教科書內容講述、重點複習與課堂小考活動。 

受限於本研究係探索一新設計課程的成效，以及考量課程實施的教學效度，本研究僅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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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一個班級進行課程實施並比較另一個以傳統講述式教學之班級，因此研究結果在推論至其

他情境將有所限制。雖然如此，以本研究之個案班級的評量結果證實研究最初之假設，即以

知識整合觀點並融合科技而發展的數位化學反應課程可以提升學生於化學反應概念相關的科

學素養。研究結果顯示，接受該知識整合數位課程的學生，於化學反應單元科學素養的表現，

不論於短期的後測或是長期的段考與延宕後測，都比接受傳統教學的學生表現為佳。研究指

出，具有中度效果量以上的課程即具有推廣的價值（洪振方、林志能，2011），本研究課程的

成效不論於實驗組學生自身的進步、或是相較於對照組學生均有中或大的效果量。其中，知

識整合數位課程相較於傳統教科書課程對學生學習化學反應概念的效果，以化學反應素養後

測與延宕後測的效果較佳、於化學反應段考的效果最低，其中化學反應段考試題為選擇題之

題型，較難以測量出科學素養的差異。 

然而，將學生於本化學反應單元之後的一學期之理化學習表現納入考量後，發現能預測

學生之後理化成績的變項，為學生原先即具備的化學反應素養（化學反應素養前測），以及教

學後的化學反應段考成績，而學生經由知識整合數位課程後所建立的化學反應素養（化學反

應素養後測與延宕後測），並無法預測學生在之後一學期的理化成績。此一結果對於科學教學

與學習的意義包括以下三點：一、相較於學生先備素養，由課程促進之素養無法預測學生在

之後一學期的理化成績。此結果顯示，學生需要更多促進科學素養的課程，以維持與強化並

促進科學素養的內化。也就是說，學生需要長期發展科學素養，而本研究證實，依據知識整

合觀點與科學素養面向所設計的化學課程，可以提升學生於化學反應單元的科學素養。但就

整體表現而言，學生於該化學反應單元的科學素養仍有進步與內化的空間。二、本研究藉以

呼籲學校教學需要增加更多幫助學生提升科學素養的明確教學策略與活動，另外，學校的評

量系統也需要多元化，單一的評量格式與內容（如強調概念背誦與機械式解題），僅增強某些

特定能力（如背誦或解題能力），而經過本研究強調化學反應素養的課程教學後，學生可以發

展化學反應素養。科學素養為當前與未來公民所需具備的重要知能（OECD, 2013），建議更多

的教學與研究者投入促進科學素養之課程與評量之發展。三、本研究可提供不同於現行測驗

的另一種測驗格式與內容，也同時顯現在現有教育系統下，教師融入提升科學素養教學於正

式課程中的困難與挑戰。這些困難與挑戰建議從學校的測驗、評量方式，以及教師專業成長

的改變著手，為未來研究可進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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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implemented a digital science curriculum design based on the knowledge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to replace the conventional textbook-based curriculum, focusing on the topic 

of chemical reactions. We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urriculum on the eighth-grade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relating to the concepts of chemical reactions. The participants were two classes 

consisting of 58 students: one class received instructions by using the knowledge-integration-based 

digital curriculum and the other class received instructions by using conventional textbooks. Data 

collected included pretest, posttest, midterm exam, and delayed posttest results, consisting of items 

that measured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relating to the concepts of chemical reac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knowledge-integration-based digital curriculum has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n facilitating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However, 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scientific 

literacy after the instruction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their performances in traditional school exams. 

Concerns of school tests and instructions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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