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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可透過科學解釋架構加以解釋，主要包括參與此現象
的實體、其特性與所造成的活動等三要素。本研究想探討大學生閱讀靜電學科
學文本並進行自我解釋時，透過科學解釋架構輔助，對靜電學科學文本的學習
情況之影響以及受試者使用科學解釋架構中實體、特性與活動的情況。本研究
的自變項為「科學解釋架構」，實驗分成兩個組別，兩組皆閱讀相同的科學文
本「生活中的靜電現象」，並且透過自我解釋任務來進行學習活動，差異在於
其中一組受試者的文本中有標示科學解釋架構中的實體、特性與活動（簡稱科
學解釋組）
，另一組受試者的文本中則未標示（簡稱對照組）
。受試者透過科學
解釋架構的輔助，將會影響到受試者對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進而影響其自
我解釋任務表現。最後，也會對科學解釋能力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的應變項
為「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自我解釋任務表現」以及「科學解釋能力」。
本研究透過網路招募 40 位非理工科系的大學生做為研究對象，在實驗前先依
照學測自然科成績，平均分配到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以利進行後續的實驗。
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後測解釋表現，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未達顯著，僅
在應用題有達顯著差異，並且是對照組表現比科學解釋組好。實體、特性與活
動的完整辨識比例上，可以看出辨識實體、特性與活動間的難易程度，實體最
容易被辨識，活動次之，最後是特性，對學生而言特性是最難辨識的。
自我解釋任務表現中，科學解釋組的表現較不理想，較難將文本內容的因
果關係連結，由後續訪談得知，部分科學解釋組的學生對科學解釋架構感到疑
惑，學生在進行任務的過程中，發現自己主觀判斷與文本內容標示不符時，會
造成學生缺乏信心，顯示科學解釋架構是有一定的門檻，學生沒辦法短時間內
理解或接受此架構的拆解。對於科學解釋架構的掌握程度，受試者間也存有一
定的落差，將近一半的受試者能夠掌握三要素以及要素間的連結，但也有約四
分之一的受試者面臨到障礙。
本研究建議在進行科學解釋架構的教學時，透過一系列的課程來發展，經
過長時間的教學與適應，使學生熟悉科學解釋架構並產生認同，期望學生能自
主使用科學解釋架構並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關鍵字：自我解釋、科學解釋架構、靜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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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natural phenomena could be explained through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ree components,
namely, the entities involved in the phenomenon, the properties of these entities and
the resulting activi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elfexplanation with the aid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on college students’
comprehension of texts about electrostatic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of this study
was "the aid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with two conditions. Both groups
of the students read the same scientific text "Electrostatics in Daily Life" and
conducted learning activities through self-explanation task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that one group (referred to as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group)
read the scientific text with marks for entities, properties and activities, while the
other group (referred to as the control group) read the unmarked versio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degrees of students’ mastery of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would be affected, thereby affect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lf-explaining task. It would also have an impact on the ability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Therefore,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of this study were
"degrees of mastery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performance on selfexplanation tasks", and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bility". In this study, 40 non-science
or engineering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as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They were evenly assigned to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ir scores on the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GSA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for the post-test explanation performanc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only observed in application questions, in which the control group
outperformed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group. From the proportion of entities,
properties and activities mentioned in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tests, it was found
that entities were the easiest component, followed by activities, and properties were
the most difficult component. During the self-explaining task,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group was less than satisfactory, and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m
to connec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text content. From the follow-up
interviews, we learned that some students in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group were
confused about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Students’ confidence reduced
iii

when they found their subjective judgments did not match the marks of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components in the text. This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is difficult to some extent. Students could not fully
understand or accept this framework in a short time. Regarding the degrees of
mastery of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although nearly half of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master the three components and the connections among them, about a
quarter of the subjects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instruction of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should be developed through a series of course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students w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It
is expected that students can use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independently
and spontaneously apply it in their daily life.
Keywords：Self-explanation,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Electrost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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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在物理學科的學習中，為了理解某些物理現象，我們常會試著以自身所學
的知識內容去作出解釋，進而設法找出答案，這時「科學解釋」能幫我們連結
因果關係，釐清自己的概念與想法，建立出正確的科學知識架構，並解釋生活
中的現象。
本研究想探討大學生在閱讀靜電學科學文本並進行自我解釋時，有無科學
解釋架構輔助，對於靜電學科學現象學習之影響。以及受試者在科學解釋中所
使用的科學解釋要素差異。，以下分成三個小節分別為：一、研究動機，二、
研究問題，以及三、名詞解釋，做簡單的介紹與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當我們嘗試理解某些物理現象時，會對物理現象做出解釋，以便我們了
解它。而在物理這門學科的學習上，能利用解釋去將物理觀念釐清，可以在物
理科的學習上有更大的幫助，培養學生科學解釋能力尤其重要，也有助於提升
他們的核心素養，讓學生在面對未來的挑戰能有足夠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來面
對，並能夠將所學應用於生活當中。
科學解釋的研究非常廣泛，本研究採用並簡化 Russ、Scherr、Hammer 和
Mikeska （2008）所提出的科學解釋架構，將科學解釋拆解成實體（Entity）
、
特性（Property）與活動（Activity）
。Russ 等人認為一個科學解釋應是由實體、
特性、活動以及起始條件與規則組成，實體為解釋中最關心的主體，特性就是
實體的特徵，而這些特徵是產生後續活動的關鍵；實體彼此在整個系統中因其
特性所產生的交互作用就是活動，是系統的行為及特性的展現。此科學解釋架
構已有多位學者研究，但在物理學科中大多為利用此架構進行分析及評鑑
（Keiner & Graulich, 2020; Moreira et al., 2018; Russ et al., 2008），少有看到關
於科學解釋架構應用於教學上的研究，由於實際上要做解釋或討論到某事件發
生背後的機制或原因就會牽涉到實體、特性與活動等要素，科學解釋架構與科
學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密切相關的，如何幫助學生學習科學概念是教師一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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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在努力的方向，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此科學解釋架構發展一套教學輔助來增
進學生科學解釋能力，進而提升學生對科學內容的概念理解。
學生在科學文本的學習上，自我解釋的研究已經相當成熟，自我解釋是企
圖理解新訊息的一種理解策略，而且自我解釋對於知識理解的效果有多篇研究
支持，表明自我解釋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活動（Chi, de Leeuw, Chiu & LaVancher,
1994; Chi & Van Lehen, 1991; Webb, 1989），我們希望可以透過科學解釋架構輔
助學生進行自我解釋，來提醒學生忽略的科學概念，以增進其學習狀況與科學
解釋能力。自我解釋任務所使用的科學文本的單元為靜電學，原因為靜電學中
有許多生活化的例子能貼近學生日常生活，供學生思考與解釋，故此研究選定
靜電學當作研究材料，欲探討學生透過科學解釋架構輔助自我解釋對學生本身
的概念理解及科學解釋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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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探討一般大學以上文科學生在自我解釋過程中，透過科學解釋架構
輔助對於其理解科學文本的成效及影響，因此關注於學生的解釋中包含或缺少
哪些科學解釋的要素以及其自我解釋任務狀況，產生以下研究問題：

1. 有無科學解釋架構輔助，對學生在後測解釋上的表現是否有差異?
1-1. 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在後測成績上的特性與活動之表現，在理解題
與應用題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1-2. 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在科學解釋各項要素的評分表現是否有顯著差
異?
1-3. 在科學解釋中各項要素在前、中、後測是否有進步?

2. 有無科學解釋架構輔助，對於學生進行自我解釋任務的表現上是否有差異?

3. 在科學解釋組中，學生對於科學解釋架構之掌握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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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主要為分析學生進行自我解釋時，有無科學解釋架構輔
助對於靜電學學習之影響，因此在本節對於自我解釋、科學解釋與科學解釋架
構進行名詞解釋。

一、自我解釋（Self-explanation）
自我解釋就是學習者在接收訊息的同時，主動建構自己知識的理解策略，
自我解釋的學習活動只需要解釋給自己了解，而不需要將任何知識訊息傳遞給
其他人，自我解釋是學習者透過自身對文本的理解，對自己做出解釋所提出的
推論而獲得新知識，而不論這些推論的完整程度以及正確與否，都算是自我解
釋的一部份。使用自我解釋可以讓學習者以自己能夠理解的語言向自己解釋文
本內容，透過更淺白的語言來說明，也更有效地避免教學者與學習者間知識傳
遞的隔閡發生。比起被動的知識接收，自我解釋更是一個主動的學習過程，為
了解釋學習材料，並使自己理解，能確保學習者能有意義的建構知識。

二、科學解釋（Scientific explanation）
科學解釋是基於其他科學事實來理解一種現象，解釋本質上就是對「為什
麼」的回答，就像通過描述某事件是如何形成的來解釋（Ohlsson, 2002）
。解釋
由描述性的陳述組成，其中新的說明被引入以提供因果關係。例如恐龍滅絕是
因為一顆巨大的隕石將大量的塵埃和灰燼拋入大氣層，導致地球表面溫度突然
下降，就是透過兩段描述性陳述來對恐龍滅絕的事實提供因果關係（Osborne,
2011）。

三、科學解釋架構（Scient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最早由 Machamer、Darden 與 Craver（2000）對科學解釋做出描述，並將
科學解釋拆解成實體（Entity）
、特性（Property）與活動（Activity）
，Russ（2008）
將上述各項稱作科學解釋要素（component）
，代表著可由科學解釋要素來組成
科學解釋。當中核心實體為解釋中最關心的主體，此實體產生的活動以及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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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環境中的空間結構，是一個系統的行為及特性的展現，也就是說活動以及
空間結構的變化，會是解釋中某個特性的展現。以摩擦起電的現象為例，實體
為有接觸的兩物體，特性則為兩物體的電子束縛力差異，活動就是電荷轉移。
兩物體是參與活動的物件，故為實體；因兩物體之電子束縛力差異，兩物體的
此特質能造成後續活動的發生，故為特性；電荷的轉移為最後改變的過程，故
為活動。

5

6

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主要為分析學生進行自我解釋時，有無科學解釋架構輔
助對於靜電學學習之影響。因此本章將針對相關文獻進行回顧，本章內容分為
三節，分別對於自我解釋相關研究、科學解釋架構的討論與靜電學的迷思概念
三個部分。第一節主要先了解自我解釋對於學習理解的成效，並回顧過去研究
是如何促進自我解釋之形成；第二節則討論科學解釋架構，我們會利用
Machamer、Darden 和 Craver（2000）所發展的架構來做為學生自我解釋時之
輔助；第三節整理各文獻在靜電學上的迷思概念之研究，來了解學生進行自我
解釋任務時可能遇到的迷思概念。

第一節 自我解釋相關研究
自我解釋被定義為學習者在閱讀文章過程中，學習者根據自身理解向自己
做出解釋所提出的推論，企圖理解新訊息的一種理解策略，而不論這些推論的
完整程度以及正確與否，都算是自我解釋的一部份（Chi & VanLehen, 1991）。
自我解釋的學習活動只需要解釋給自己了解，不需要將任何知識訊息傳遞給其
他人，因此自我解釋的目的是能讓自己對文章能有進一步的理解。
根據 Chi、Bassok、Lewis、Reimann 和 Glaser（1989）的說法，當人們在
閱讀一段艱深的文章時，腦中處理的資訊可能會使用自己原先已經思考過的方
法將文章內容重新解釋給自己聽，他們認為當人們在閱讀該文章的過程中，自
己嘗試去解釋並了解文章中那些艱深的部份，為了解決文章中不理解的問題所
產生的知識建構活動，就是所謂的自我解釋。
自我解釋可以幫助學習者發覺文本內容與自身理解的差距，並填補教學材
料中缺失的資訊（Chi, 2008; Chiu & Chi, 2014）
。此為自我解釋為一個有效的學
習策略中的特點，因為即使是最好的教學材料也不可能包含每個學習者在特定
主題上所需的所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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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我解釋對學習上的幫助
Webb（1989）發現進行詳盡的解釋與個人成就成正相關，而接受詳盡的解
釋與成就幾乎沒有顯著的正相關，可說明向自己解釋此種自發性建構知識的學
習方式所獲得的知識是比被動式的學習更多。自我解釋是一種建設性的活動，
要求學生積極參與他們的學習過程，主動參與比被動參與學習更好（Chi, 2008;
Chiu & Chi, 2014）。解釋可以達到使學生對科學知識理解的增強，並且使學生
對科學理論的理解更完整，表明解釋在學習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增強和完成學
生對原則的理解（Chi, 2018）。
Chi 等人（1989）探討大學生在學習力學範例時所產生的自我解釋，他們
將學生的成績分為優良學習者與差的學習者，研究發現他們自我解釋的種類與
數量有所差異，優良學習者能夠對於範例的解題原理及步驟有更多的解釋外，
也能夠正確的判斷自己是否理解範例；而差的學習者則無法說明範例中意義的
不同或關聯性。因此發現優良學習者比差的學習者在範例步驟的解釋與監控的
表現比較好，就如同是專家與生手的對比。至於產生大量自我解釋比其他較少
的學生了解的更多，顯然生成大量的自我解釋推論都有助於學習，進行自我解
釋可以增進對新知識的學習和理解。Chi 與 VanLehen（1991）發現優良學習者
在參考範例時，通常是有目的的，但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優良學習者比較不
會一直參考範例，並在解題的過程中，優良學習者能產生較多自我解釋來幫助
他們建構解題方法，優良學習者也相對容易產生正確的自我監控。
Chi、de Leeuw、Chiu 和 LaVancher（1994）認為學習者在進行自我解釋活
動的過程中，會有三個主要特徵。
1.

自我解釋是一個知識建構的過程

2.

自我解釋可以促進新舊知識之間的整合

3.

自我解釋是以連續和零散的方式進行，因此常常導致不完整和零散的

自我解釋，自我解釋是消除認知衝突的有效機制。

自我解釋的三個處理特徵可以闡明為什麼自我解釋是一種特別有效的學
習活動，能有助於提高其作為學習技能的有效性。在自我解釋中，產生大量自
我解釋的學生對知識的理解高於產生少量自我解釋的學生（Chi，1994）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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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自我解釋任務時，多會要求學生產生微小和不完整的自我解釋取代要求學
生產生理論做為基礎的完整解釋，關於自我解釋已有多年的研究，自我解釋對
於知識理解的效果有多篇研究支持，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活動。

二、 促進自我解釋的方法
自我解釋確實是個有效的學習活動，但是並非每一個學習者都可以產生自
發性的自我解釋（Chi & VanLehen, 1991），表示促進自我解釋的方法為使用自
我解釋學習的重點之一。
Chi 等人在 1994 年使用提示引發八年級學生在人體循環系統的自我解釋，
實驗對象分為對照組與控制組，對照組中有 14 位八年級學生，控制組中有 10
位八年級學生。研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要求學生說明他們對循環系統中，
如心臟、肺部、肺動脈…等的了解，再請學生畫出血液在人體中流動的方向。
第二階段為閱讀階段，自我解釋之提示由閱讀階段給出說明，要求學生解釋每
個句子的含義，並且一次只顯示一個句子的文字，並且在某些特定段落中給予
學生進行自我解釋的提示。第三階段，閱讀後進行後測，後測時學生可以回頭
看文本內容或筆記，目的除了為了減輕學生的壓力之外，更重要地希望強調理
解而不是記憶，以此幫助學生解釋後測中的任何術語或回答任何問題。結果發
現，有提示的學生比沒提示的學生更容易產生出最準確的雙循環模型。當中 14
名有提示學生中有 8 位（57％）產生了最準確的雙循環模型，而 9 名沒提示學
生中只有 2 位（22％）解釋的模型達到了這樣的水平，顯示提示會對學生的自
我解釋產生幫助。
Kirsten , Tessa 和 Alexander （2009）對大學生在數學方面的自我解釋做
相關研究，研究中將學生分為開放式提示組、協助式提示組以及無提示組，結
果也發現提示組的自我解釋比未提示組的自我解釋較好。研究發現提示確實是
促進學生自我解釋的方式之一，在他們的研究當中，發現協助式提示更可以加
強學生在表徵間轉換的能力。

Schworm 與 Renkl（2007）整理出在自我解釋中使用提示的特點：
1.

每個學生所需要的提示是不同的，因此給予適當的提示是相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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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的提示會有不同的效應，最後都可以反應在學生的自我解釋

2.

上
3.

過度的給予提示對學生不一定有所幫助

4.

給予學生的提示必須符合近側發展區（ZPD），如此才是學生的能力

所及

因為提示對於自我解釋的幫助，在自我解釋任務中常使用提示的方法引導
學習者，使學習者去思考問題進而解決問題，如此更可以提升自我解釋的效益，
但合適的提示在此顯得更加重要，未必有提示就能達到效果。

三、 自我解釋評量
Chi（1989）認為自我解釋是學習者透過自身對文本的理解，對自己做出
解釋所提出的推論而獲得新知識的理解策略，他將學習者在自我解釋的過程中，
所產出的解釋類型進行分類。主要分成以下三類：
1.

解釋（explanations）：在自我解釋中，能將因果關係作出連結，將相
關的概念說明出來，或是產出結論。

2.

監控陳述（monitoring statement）
：也就是所謂的理解監控，學習者在
閱讀文本的過程中，能夠對自己的理解狀態有監控的描述，也能察覺
文本中矛盾的地方，或是能夠知悉自己對文本內容的理解程度。

3.

其他：主要包含換句話說、數學上的精緻化及後設策略。此類皆為學
習者僅對文本字句的表面進行解釋，或可能僅是使用另一個同義詞解
釋，因此在對於整個理解來說，此類型的解釋並沒有提供幫助，被 Chi
視為較低品質的自我解釋。

在本研究中自我解釋編碼依據 Chi（1989）的研究，設計出一套評分標準，
區分為完整解釋、部分解釋、未解釋、換句話說與重讀五項標準，其中完整解
釋與部分解釋對應到「解釋」
，
「其他」則包括未解釋、換句話說與重讀，詳細
內容呈現於表 3-4-2，作為受試者自我解釋表現的評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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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總而言之，自我解釋就是任何學習者本身向自己做出解釋，企圖理解新訊
息的一種理解策略，自我解釋除了對文本的推論外，也表現在解決問題時促進
知識建構以及統整的機制。自我解釋的學習活動只需要解釋給自己了解，而不
需要將任何知識訊息傳遞給其他人。使用自我解釋可以讓學習者以自己能夠理
解的語言像自己解釋文本內容，透過更淺白的語言來說明，也更有效地避免教
學者與學習者間知識傳遞的隔閡發生。Chi 等人（1994）的研究中表示，自我
解釋的數據大約四分之一的自我解釋是不正確的，但生成不正確的自我解釋對
學習是無害的，因為若將不正確的結果分開時，整體結果的模式保持不變，表
示自我解釋產生的幫助仍然存在，並且發現在自我解釋中，產生大量自我解釋
的學生對知識的理解高於產生少量自我解釋的學生，因此在本篇研究當中，同
樣積極鼓勵學生產生大量的自我解釋。Chi 與 VanLehen（1991）表示透過「提
示」確實可以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活動，本篇研究的文本設計也會藉由提示來讓
受試者在實驗中達成自我解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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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科學解釋
科學解釋是基於其他科學事實來理解一種現象，解釋本質上就是對問題的
回答，就像通過描述某事件是如何形成的來解釋（Ohlsson, 2002）
。在我們的生
活中常會遇到一些現象，我們或許會對這些現象做出解釋，我們解釋的動力是
對特定事實渴望回答「為什麼」的問題（Horwood, 1988）
，例如為什麼恐龍滅
絕了。解釋由描述性的陳述組成，其中新的說明被引入以提供因果關係。例如
恐龍滅絕是因為一顆巨大的隕石將大量的塵埃和灰燼拋入大氣層，導致地球表
面溫度突然下降，就是透過兩段描述性陳述來對恐龍滅絕的事實提供因果關係
（Osborne, 2011）。
Wu 和 Hsieh（2006）整理出三種科學解釋類型：第一種類型被訂定成一
種演繹論證，科學解釋包含科學理論以及特定的先行條件，由科學理論演繹至
事件結果，兩者間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係（D-N Model）
（Hempel, 1965）
。第二
種解釋類型是有目的而且有功能性的（Hempel & Oppenheim, 1988）
，例如為什
麼植物含有葉綠素?其中常見的解釋為植物含有葉綠素以進行光合作用。第三
種解釋類型為因果機制的解釋，例如物理事件中的碰撞運動，物理過程中物體
的時空位置不斷變化，涉及多個因果關係。本研究為第三種解釋類型，物理現
象的特色是時間與空間變化非常複雜，且時常有著先後影響的因果關係存在，
後續文本內容之設計也存在多個因果關係的解釋。
本研究採用並簡化 Russ、Scherr、Hammer 和 Mikeska（2008）所提出的科
學解釋架構，本研究僅以科學解釋架構中的實體（Entity）
、特性（Property）與
活動（Activity）來做討論。科學解釋應是由實體、特性、活動以及起始條件與
規則組成，其中實體為解釋中最關心的主體，特性就是實體的特徵，而這些特
徵是產生後續活動的關鍵，活動是實體彼此在整個系統中因其特性所產生的交
互作用，是系統的行為及特性的展現。以摩擦起電的現象為例，實體為有接觸
的兩物體，特性則為兩物體的電子束縛力差異，活動就是電荷轉移。兩物體是
參與活動的物件，故為實體；因兩物體之電子束縛力差異，兩物體的此特質能
造成後續活動的發生，故為特性；電荷的轉移為最後改變的過程，故為活動。
此科學解釋架構已有多位學者研究，但在物理學科中大多為利用此架構進
行分析及評鑑，少有看到關於科學解釋架構應用於教學上的研究，由於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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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解釋或討論到某事件發生背後的機制或原因就會牽涉到實體、特性與活動
等要素，科學解釋架構與科學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密切相關的，如何幫助學生
學習科學概念是教師一直不斷在努力的方向，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此科學解釋
架構發展一套教學輔助來增進學生科學解釋能力，進而提升學生對科學內容的
概念理解。
以下會對 Russ 等人（2008）的科學解釋架構以及如何對科學解釋做評量
詳細說明。

一、 科學解釋的定義
最早由 Machamer 等人（2000）對科學解釋做出描述，當中核心實體為解
釋中最關心的主體，認為此實體產生的活動以及整個解釋環境中的空間結構，
是一個系統的行為及特性的展現，也就是說活動以及空間結構的變化，會是解
釋中某個特性的展現。
而後 Russ 等人（2008）將其科學解釋架構推廣，讓學生比較書本及紙張
落下的自由落體運動，學生對書本或紙張哪樣東西會掉落到地面進行討論及解
釋，以及有皺摺的紙張和平整的紙張會有怎樣的不同，來對學生的科學解釋內
涵做出評量，此框架中包含了總共七個條件，我們將可以利用此標準來分析學
生的科學解釋。
1. 描述目標現象 （Describing the Target Phenomenon）
學生清楚地描述一個他們想解釋的現象或結果。例如：書本及紙張受重力
影響向下做等加速度運動，而最終掉落到地面。
2. 辨別設置條件 （Identifying Setup Conditions）
學生了解哪些特定條件或環境為機制或理論可以應用的範圍。例如：因為
萬有引力的作用，書本和紙與地球間有吸引力，使他們會往彼此的共同質心運
動。
3. 識別實體 （Identifying Entities）
當學生識別到何者會影響物體的結果。例如：書本與紙和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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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識別活動 （Identifying Activities）
學生可以描述事物間的交互作用。例如：書本和紙皆與地球相互吸引，往
彼此的共同質心靠近。
5. 識別實體性質 （Identifying Properties of Entities）
辨別或區分與結果相關之實體的屬性，這些屬性是科學解釋中重要的組成
成分。例如：書本和紙擁有質量，紙張有皺摺與不皺摺的差異。
6. 識別實體組織 （Identifying Organization of Entities）
學生將實體的空間組織方式或實體結構描述出來。例如：書本與紙在空中
與地球表面有一段距離。
7. 鏈結 （Chaining）
利用因果關係結構來對先前發生的事情提出主張（backward）或在確定的
實體及活動下說明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forward）。例如：書本和紙在空中，
因為擁有質量而受到地球的萬有引力影響，往地球表面做加速運動，當中又受
到空氣阻力影響，最終掉落到地面。
Moreira、Marzabal 和 Talanquer（2019）也透過此科學解釋架構進行分析
與研究，他們對實體（Entities）的定義為，組成系統的物質，包含巨觀或微觀
的成分。特性（Properties）定義為解釋當中的實體角色的特徵。活動（Activities）
為導致實體或整個系統發生變化的交互作用，這些活動也建立了明確的因果關
係。組織（Organization）定義為實體在確定的活動中的時空 關係。表徵
（Representations）定義為繪圖在多大程度上為學生的推理提供了額外的見解。
科學解釋架構與物理概念學習之間的關係在於，物理學當中要解釋的內容
就是一個現象，現象發生的機制原理就由科學解釋架構的要素組成，因此我們
希望透過科學解釋架構幫助學生做自我解釋，期望能使學生更理解某個物理現
象。

二、 科學解釋的評量
本研究評量分析的構想來自 Russ 等人（2008）在課堂上所進行的實驗，
在學生的討論中發現學生有能力去辨識出紙張的特性也就是重量的不同，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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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學生的每一句對話來編碼成提到了多少種的科學解釋要素，發現在每一次
老師的提問後都能夠對學生的解釋層次有顯著性的提升。
科學解釋架構之推理解釋類型
Moreira、Marzabal 與 Talanquer （2018）的研究討論為什麼水和酒精的混
合液可以當作凝固劑分析學生對水溶液冰點降低的解釋，探討學生對所分析現
象的解釋體現了哪些不同類型的推理。研究學生對冰點降低的解釋的分析時，
確定了學生推理中的 15 種不同模式，依照共同的核心特徵的模式主要分為四
種類別，這四種代表性推理反應出學生推理的不同複雜程度，如圖 2-2-1。
第一級：描述性（Descriptive）
描述性的解釋可能暗示不同的解釋要素，但並未提及導致所研究現象的這
些實體的任何特定屬性。學生在這個級別的描述是有意的暗示了混合物的目的，
但沒有解釋為什麼該解決方案以這種方式起作用。
第二級：關係（Relational）
指透過特定實體與特性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以理解這種現象。關係中的
解釋依賴於系統中主要實體其特性之間的簡單關聯。
第三級：簡單的因果關係（Simple Causal）
將系統的一個或多個活動作為其基本原理的一部分，這些活動涉及一個實
體對另一個實體的直接作用，或者通過其中的特性進行連結。這些解釋包括更
多細節和更明確的因果關係，從單向關係到相互因果關係的情況。
第四級：突現機制（Emerging Mechnistic）
這類型解釋暗指參與活動的實體的時空組織，透過實體和活動在空間和時
間上的組織以理解現象，為最複雜級別的推理類型。解釋中對實體的時空組織
的引用通常由學生繪畫中的視覺表現來補充。

15

圖 2-2-1 代表性推理之解釋類型（Moreira et al., 2018）

Moreira（2018）等人分析表明同一教育水平的學生對同一現象構建了各式
各樣的解釋，這些解釋表明從描述性到相關性到簡單因果到新興機制的不同推
理模式，樣本中超過一半的學生產生了非因果解釋，這可能表明知識整合水平
低，這將限制他們將科學知識應用於日常現象的能力（Millar, 2006），也說明
雖然使用的模型很簡單，但適當的機制解釋卻相當複雜。
Moreira（2018）等人認為識別系統中的主要實體並識別它們的相關屬性是
學習解釋過程中的第一步也是必要的步驟。實體和屬性之間的簡單關聯的構建
可能會隨著進程而發生，然後轉移到識別由實體與其發生的活動之間的相互作
用所導致的因果關係，最後時空組織的識別將有助於詳細闡述目標現象的機制
解釋。
以高中水平的單個班級中一組學生找到廣泛的推理模式，這種多樣性突顯
了教師在科學和化學課堂中促進學生思維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在學習層面
上不同的任務提示可能會觸發需要識別附加特徵（例如，鏈結）來表徵推理。
代表性推理的分析可以幫助教師對學生表達的推理類型進行推斷。如果沒有正
式的編碼，教師可以通過關注學生解釋中存在的特定推理特徵（即實體、屬性、
活動或組織）、解釋要素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使用的因果關係模型（例如線性
因果關係或相互因果關係）來對學生表達的推理類型進行評斷（Moreira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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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解釋架構要素之間的連結以及巨觀與微觀表徵間的過渡
Keiner 和 Graulich（2020）將微觀與巨觀的化學現象概念化，將實體、特
性、活動及組織再以巨觀、微觀的尺度做劃分。研究中要求學生做三項解釋任
務，情境為化學實驗中處理分離和純化之過程，並且要求學生畫圖來支持他們
的解釋。第一個任務是要求學生對胺基酸在不同 ph 值的環境中，胺基酸結構
的變化進行推理（從實體的巨觀特性出發），另外兩個任務是溶液純化的過程
（牽涉到實體的表徵及巨觀的組織與活動）。過程中給予一些明確的提示，讓
學生去觀察巨觀現象。任務預期學生的解釋能過渡到不同的表徵層級（實體、
特性和活動），並且在巨觀中討論像微觀一樣的特徵。
分析學生的解釋時有三個步驟，第一步從學生的解釋中，編碼出實體、特
性、活動與組織等四種要素；第二步分析要素之間的連結（巨觀和微觀表徵間
的連結、以及同一表徵中要素間的連結）；第三步，形成特定解釋類型。。描
述學生提出的機制特徵，對其中辨識實體、特性、活動與組織的情況進行編碼，
第二段說明學生解釋各個層級間（實體、特性、活動與組織）的連結，以及在
學生的圖畫與解釋中找出差異，第三段討論學生的解釋方法，並且在因果推理
中忽略而沒辨識出的部分。第三步分析如圖 2-2-2 所示，分析學生的解釋在哪
些微觀與巨觀的表徵上轉換，可以發現學生的解釋會提到不同的科學解釋要素
且會在巨觀與微觀間不停的過渡（Keiner & Graulich, 2020）。

實體
(Entity)

實體
(Entity)

特性
(Property)

特性
(Property)

活動
(Activity)

巨觀

微觀

圖 2-2-2 Keiner 所採用的分析方式

更進一步比較學生的解釋中缺了哪些要素，發現因為實體為討論事情的主
體，學生對於實體的辨識是相對容易的，但在解釋中使用活動或特性較少，並
且他們很難進一步描述產生這些實體的活動或 影響後續反應步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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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ner & Graulich, 2020）。有多數學生是沒有提及特性的，或者是當提到實
體的特性時，卻忽略了後續發生的活動，這些結果與 Moreira 等人（2018）的
發現一致，他們指出學生在學習環境中的解釋通常沒有提及實體的活動。
研究表明儘管學生的解釋在巨觀與微觀表徵間過渡，他們的口語表達通常
是模糊的，並且可能缺乏機制原理間的因果關係。在某些任務中學生可能更頻
繁地將活動與其他特徵聯繫起來，但與其他過渡相比仍然很少（Keiner &
Graulich, 2020）。他們的結論是只有在更高級別的解釋中才會包含系統的一個
或多個特性的活動，以及從靜態視角到更動態視角的變化。在較低層次上進行
推理或解釋的學生更多地關注靜態目標現象的描述，例如，陳述實體或特性，
而不提及活動的動態部分（Keiner & Graulich, 2020; Moreira et al., 2018）。因此
學生的解釋通常是靜態的，著重於起始條件和結果，而不是反應的過程，並且
解釋之間的因果關係往往是缺失的（Keiner & Graulich, 2020），這也說明學生
獨自建立解釋的困難及因果關係是學生容易忽略的。
在 Keiner 和 Graulich（2020）的研究中發現其實學生在了解有機化學的過
程中，每位學生中並不是用相同的方式去理解，而是每個學生都建構了不同的
解釋方法。因此我們如果可以了解學生如何連結巨觀與微觀層面間的思考，這
對教學或學生的學習及機制原理的解釋都有很大的幫助。
科學解釋架構在 Moreira、Marzabal 與 Talanquer（2019）研究發現學生在
科學解釋的使用上是有困難的，有很大一部分學生在課前和課後解釋中維持原
本的推理類型。也因為物理事件中多個連續因果關係串聯對於文組的同學來說，
構成這樣的解釋可能有一定困難，所以在本研究中讓科學解釋架構先呈現在文
本當中，學生們只需專注於接受以及理解科學解釋要素，再去策畫如何連結事
件的因果關係。

小結
Moreira（2018）等人的研究，發展出代表性推理之解釋類型，將每位學生
不同的解釋方式依照共同的核心特徵的模式主要分為四種類別，這四種代表性
推理反應出學生推理的不同複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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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ner 和 Graulich（2020）的研究中更進一步比較學生的解釋中缺了哪些
要素，是我們較感興趣的問題，透過從學生的解釋中，編碼出實體、特性、活
動與組織等四種要素；進而分析要素之間的連結（巨觀和微觀表徵間的連結、
以及同一表徵中要素間的連結），因此我們選擇以 Keiner 和 Graulich（2020）
的研究分析方式，作為本研究的分析方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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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靜電學的迷思概念
一、何謂迷思概念
大多數學生對自然現象抱持的想法或信念，而此信念與課本或專家的原則
不同，便稱為學生的迷思概念（Gilbert & Watts, 1983）。所謂迷思概念是指學
生的概念，隱含著錯誤的概念，有時候是因為學生接受了正式的科學教育課程
後，同化不當產生的誤解。
迷思概念也可以說是對某個現象最初始的錯誤想像，迷思概念存在我們日
常生活當中，學生可能因為邏輯思考中的判斷不夠完整和精確，因此產生錯誤
的科學概念，若學生本身將迷思概念視為真理，意即學生本身更難判斷其概念
是否有偏差，無法辨別迷思概念。

（一）迷思概念的特性
迷思概念是一個小眾所認同的定義或想法，其想法可能主流、可能非主流，
迷思概念主要存在於非主流概念裡面，但不排除主流想法中暗藏著迷思概念。
而因迷思概念存在於一個群體當中，有一群人是相信著這些迷思概念，因此迷
思概念會是教師非常棘手的問題之一，主要原因就是學生存在著部分經驗的支
持、與同儕和自身的信念。迷思概念對於學生來說並不是謹慎就能避免的，有
時在無意間的過程中就進入學生的思考環境中，因此對於迷思概念的出現，我
們只能更小心面對及處理，後續接著討論迷思概念的來源。

（二）迷思概念的來源
迷思概念的來源非常廣泛，從日常生活、教科書、教師，或同儕影響…等。
在我們生活中的學習上相當常見，除了外在影響自身學科知識的不足等，內在
知識建構也可能在其中產生迷思概念。
Sutton 和 West（1982）整理出迷思概念的產生主要有以下 4 種類型：

一、

從日常的經驗與觀察：學生或大眾時時刻刻都會從日常生活中，透
過邏輯思考學習到一些知識內容，但這些內容卻不一定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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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類比產生混淆：例如以水流類比電流，其有些概念接近卻又完全
不同，因此學生很容易在學習此概念中，利用類比而產生迷思。

三、

從同儕文化：一般的學生容易在同儕文化影響下加強錯誤的觀念，
在同儕的互相學習下，不小心產生迷思概念就有可能像病毒一樣傳
染出去，而這也是加深迷思概念的關鍵。

四、

來自一些天賦的觀念：學生可能依靠自身的天賦想像，而卻沒有經
過完整的邏輯思考處理過程，則會更加信任其在日常生活經驗觀察
產生的迷思概念。

從上述研究統整出迷思概念的來源其實是無所不在的，從日常生活中、教
學環境、同儕與社會文化或是學習者本身，我們都可以看見迷思概念的產生。
我們的研究將會讓學生閱讀靜電學文本，因此我們接下來要統整關於靜電學當
中有哪些迷思概念的類型，在文本及研究設計當中避免學生產生相關的迷思概
念。

二、靜電學迷思概念整理
回顧先前關於電磁學中所討論的種種迷思概念，其中僅收集靜電學相關，
排除磁學、電磁交互作用…等無關本研究之內容。回顧的重點是學生對電荷和
電流之間的相似性、差異和關係（即它們的來源、效應等）。
Hekkenberg（2012）認為學習者需要區分關於電場和磁場中的多個關鍵方
面，若對此缺乏足夠的理解，可能會引起某些誤解，大多數概念上的困難涉及
電場和磁場的來源以及電荷和材料的影響，本篇研究整理先前研究中發掘學生
靜電學的迷思概念，用以評估科學文本之設計與調整。迷思概念可以讓教師了
解更多有關於學生在未接受正式教學之前的信念與想法，若教師都能清楚地知
道每位學生的迷思概念，就能知道學生在學習時可能遇到的困難，在準備課程
前就可以針對學生可能產生的混淆來做預防。
整理靜電學之迷思概念關於下列的四種主題：電荷、電位差、電流、電阻，
列表如下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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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之迷思概念與文本間的關係，文本當中有針對「電流造成電位差」的
部分做出說明，文本中有強調是「因為電位差而形成電流」，並且關於「學生
會以為正電與負電均會移動」的迷思概念，文本中以圖像來表示，避免使用大
量的正電荷與負電荷的文字說明來強調，以減輕學生的閱讀負擔，關於靜電現
象的迷思概念，學生會誤以為「累積電荷的過程到產生放電現象就是靜電現象」
，
其中這項迷思概念也有在本研究中發現，此迷思概念為多數學生進行實驗前表
達出的迷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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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靜電學迷思概念統整
電荷

陳姿津（2006）
學生會以為正電與負
電均會移動
以為累積電荷的過程
到產生放電現象就是
靜電現象（本篇實驗
也有發現）
摩擦起電的帶電過程
是負電荷傳遞過來，
正電荷傳遞過去
感應起電的過程中，
學生無法理解手接觸
導體，可能會使電荷
流失或增加。

Hekkenberg（2012）
電場的產生僅因為有
移動的電荷
帶電的物體不會對穩
定的電荷產生作用力

電位差

電流

電阻

穩定的電流會引起另
一個外部電流的產生
變化的電流會導致另
一個外部電流的產生
載流導線周圍會產生
電場
認為導體比起絕緣體
較適合摩擦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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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Niekerk（2012）
電子攜帶正電荷

電位，電位差，電動
勢，電壓是相同的東
西
平行的電路中，並聯
的電壓，電壓值會不
同
電流造成電位差
電壓和電流是一樣的
電流的大小在同一條
電路中會改變
電流會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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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在閱讀靜電學科學文本並進行自我解釋時，有無科學解
釋架構輔助，對於靜電學科學現象學習之影響。本研究收集受試者閱讀文本前
後的解釋內容與閱讀時的任務表現，最後進行訪談，以便後續分析研究。
本章針對研究方法分為五節，分別為「第一節，研究設計」
、
「第二節，研
究對象」
、
「第三節，研究流程」
、
「第四節，研究工具」與「第五節，資料分析」
。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閱讀靜電學科學文本並進行自我解釋時，透過科學解釋
架構輔助，對靜電學科學文本的學習情況之影響以及受試者在科學解釋中所使
用的實體、特性與活動等三項科學解釋要素之差異，以此延伸出三項研究問題。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科學解釋架構，依照有無科學解釋架構分成兩個組別，應變
項為「科學解釋能力」、「自我解釋任務表現」和「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
研究問題與自變項、應變項之關係圖呈現於圖 3-1-1。

圖 3-1-1 研究問題與自變項、應變項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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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任務
受試者任務：閱讀科學文本「生活中的靜電現象」，嘗試理解文本內容並
形成自我解釋，文本分成七個段落，每個段落結束後都有一個提示問句，受試
者可以透過回答該提示問句來完成自我解釋，將受試者的回答錄音並進行編碼。

二、自變項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科學解釋架構，依照有無科學解釋架構分成兩個組別，
兩組皆閱讀相同的「生活中的靜電現象」科學文本，同時進行自我解釋，差異
在於其中一組受試者的文本中有標示實體、特性與活動等三項科學解釋要素
（簡稱科學解釋組）
，受試者必須解釋每個現象的參與者（即實體）
、特性與活
動，另一組受試者的文本未標示科學解釋要素，僅進行自我解釋（簡稱對照組）
。
科學解釋架構
綜合多位學者（Keiner & Graulich, 2020; Machamer et al., 2000; Moreira et
al., 2018; Russ et al., 2008）對科學解釋架構的研究，整理出科學解釋架構中最
核心的三個要素為實體、特性與活動，本研究依照其中的實體、特性與活動，
當作研究材料之輔助依據，並參考各學者對此科學解釋架構的定義，統整如下。
1. 實體（Entity）
實體是一個現象所牽涉到的主體，最主要的參與者，是系統中的重要組成
部分。有微觀與巨觀之分別，微觀像是一個粒子，巨觀則為某種物質。在我們
了解各個運動現象時，運動學中的物體就是主要的參與者，我們可以透過觀察
這個物體的特性以及它和其他參與者間的交互作用來了解一個運動現象。例如：
蘋果掉下後的自由落體運動中，蘋果和地球就是實體，是整個事件最主要的參
與者。
2. 特性（Property）
特性用來描述實體的特性或特徵，這些特徵讓解釋的實體概念更加完整，
這些特徵也是產生後續活動的關鍵。例如：質量，就是描述一個實體所需要的
特性，也因為蘋果擁有質量的特性才會產生自由落體的運動發生。

26

3. 活動（Activity）
活動是實體彼此在整個系統中，因為其特性所產生的交互作用，這些活動
建立了明確的因果關係。例如：蘋果受到地球的重力吸引以等加速度的運動落
下。從整個實體、特性到活動，我們可以了解整個現象發生的原理及互動的過
程。

三、應變項
本研究的應變項為「科學解釋能力」
、
「自我解釋任務表現」和「科學解釋
架構掌握程度」，以下會簡單介紹各項能力的檢測方式。

（一）科學解釋能力
科學解釋能力透過科學解釋能力測驗試題分析，依照科學解釋架構的拆解，
各別分析學生解釋中實體、特性與活動的表現。在前測、中測以及後測階段皆
為科學解釋能力的檢驗，前測會在受試者未進行任何實驗之前施測，作為受試
者先備知識之依據；中測在補充先備知識並請受試者練習任務操作模式後進行，
以確保受試者的先備知識足夠；至於後測是實驗最後的能力檢驗，在受試者完
成所有任務後會進行後測，透過後測分析受試者的學習成果。後測的設計有題
型上的不同，區分為理解題與應用題，其中理解題的概念較為基本屬於仔細閱
讀完文本後就能回答之題目，應用題是需要比較兩種情況的差異、提出反面例
子，或有延伸思考的概念。依照學生解釋的內容將解釋品質分成 3、2、1、0 分
四種分數類別，分別為完整辨識、隱含概念、部分正確與錯誤回答（評分類別
可參考第四節研究工具之表 3-4-5），作為科學解釋能力分數。

（二）自我解釋任務表現
自我解釋任務表現依照學生閱讀科學文本並進行自我解釋任務時的解釋
表現進行評分。本研究將學生的自我解釋任務表現分為 3、2、1 三種評分標準，
3 分為完整解釋，表示能夠將機制說明清楚，並做出正確的因果關係推論；2 分
為部分解釋，代表只有解釋部分概念，或有些許因果關係推論有誤；1 分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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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類型，學生僅重讀、換句話說或沒有針對文本主要概念解釋，評分標準整
理於表 3-4-2，以自我解釋任務中的段落三為例。

（三）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
科學解釋架構的掌握程度為我們另外一個關心的應變項，在文本閱讀階段，
依照學生自我解釋的內容，分析其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也是一個能顯示科
學解釋組學習狀況的指標，能代表一般大學受試者對科學解釋架構的接受程度
及使用狀況。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評分標準，主要重視特性與活動為何，以
及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因為特性與活動直接牽涉到整個事件發生的因果關聯。
將受試者之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表現分為 3、2、1 等三種評分標準，3 分為
完整掌握類型，能辨識出特性與活動，並清楚描述活動以及影響後續反應的特
性，清楚建立特性與活動間的連結關係；2 分為部分掌握類型，僅能辨識出特
性或活動，部分描述活動以及影響後續反應的特性，特性與活動間的連結未完
全；1 分為未能掌握類型，對於科學解釋架構僅照唸或完全沒有提及，科學解
釋架構掌握程度之評分標準整理於表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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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學生閱讀科學文本並進行自我解釋時，有無科學解釋架
構輔助對於科學文本理解的影響。文本內容為生活中的靜電現象，文本的難易
度為高中程度，受試者需要透過閱讀理解後對後測問題做出解釋，因避免參與
的受試者在閱讀前就已經知道整個靜電學現象，因此招募非理工學院之大學生
及研究生成為本研究的受試者。受試者以網路招募，共 40 人。
在實驗進行前，先依照學測自然科五標作為分組依據，分配至科學解釋組
與對照組（受試者編號分別以 M 和 S 為開頭）
，以利進行後續的實驗。兩組別
分別各 20 位，共 40 位，其中男生 11 位，女生 29 位。

表 3-2-1 學測自然科成績分布
學測自然科成績
頂標
前標
均標
後標
底標
總人數

科學解釋組
1人
4人
7人
5人
3人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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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
1人
6人
6人
4人
3人
20 人

總和
2人
10 人
13 人
9人
6人
40 人

第三節 研究流程
在此小節將會介紹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如表 3-3-1，本研究分為六個階段，
依序為前測、自我解釋練習、中測、科學文本閱讀與自我解釋任務、後測與訪
談。
前測的目的為了解受試者在進行實驗前所具備的靜電學知識程度，題型為
簡答題（中、後測亦同），受試者需要對生活中的靜電現象做出解釋，前測共
兩題。接著進入自我解釋練習階段，介紹受試者之任務，並使受試者熟悉任務
之操作，同時補足後續進行任務時所需之先備知識，此階段已有實驗操弄介入，
文本區分成兩個版本，分為含有科學解釋架構的科學解釋版本與無科學解釋架
構的對照版本，閱讀文本過程中皆要求科學解釋組學生參考文本中的科學解釋
架構來形成自我解釋，無科學解釋架構之對照組學生依靠自身理解進行自我解
釋。練習階段後進行中測，其目的為確保受試者之先備知識足夠，同為簡答題
型，中測共兩題。在科學文本閱讀與自我解釋階段，為本實驗主要操弄階段，
其中科學文本共有兩個版本，分為科學解釋版本與對照版本，受試者依照文本
中給予的提示盡可能理解文本內容同時進行自我解釋，任務形式與自我解釋練
習階段相同。接著進行後測，其目的為檢驗受試者閱讀科學文本之學習成效，
後測共六題，前、中、後測題目詳見附錄四。最後的訪談階段，訪談全體受試
者共 40 人，以了解學生在整個實驗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及想法並且適當給
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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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實驗流程與研究工具對照表
實驗階段

目的
了解受試者進行科學解
前測
釋任務前所擁有的靜電
學知識。
使受試者在正式任務
前，可以熟悉自我解釋
自我解釋練習
的進行方式，並補足所
需之先備知識。
確保受試者之先備知識
中測
足夠。
使受試者在有、無科學
解釋架構輔助的情況
科學文本閱讀 下，透過自我解釋來學
習物理中靜電學的生活
現象。
受試者針對所給予的靜
電學問題進行解釋，以
後測
確認學生對靜電學現象
的認知與理解。
了解受試者在進行自我
訪談
解釋時遇到的困難及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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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
科學解釋能力前測試題（2 題）
範例與練習文本（起電的方式）
1. 科學解釋架構版
2. 自我解釋版
科學解釋能力中測試題（2 題）
正式文本（生活中的靜電現象）
1. 科學解釋架構版
2. 自我解釋版

科學解釋能力後測試題（6 題）

訪談稿

形成初步的研究方向
大量的文獻回顧與探索
思考研究目的與問題
設計科學解釋能力測驗試題
發展靜電學文本
持續進行文獻回顧
將靜電學文本建立科學解釋架構
選定研究對象
與指導教授持續修正科學解釋架構

評估學生起點行為
將科學解釋能力測驗試題修改
進行預試，調整與修改
介入
教學活動的施測：
前測→科學文本閱讀→後測→訪談
整理、分類、編碼與統計各項資料
分析質性與量化資料
討論結果、產生結論
回應文獻與提出建議
圖 3-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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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自行開發設計的靜電學科學文本、靜電學現象之科學
解釋能力測驗試題及訪談稿。其中自行設計的靜電學科學文本及科學解釋能力
測驗試題皆經過 1 位物理系教授及 1 位資深高中物理老師進行專家審查後修
改完成。

一、 靜電學科學文本
（一） 設計原則
文本設計主要分成兩部分，分別是範例與練習文本「起電的方式」與正式
文本「生活中的靜電現象」，其中文本內容以日常生活中能觀察到的生活現象
做為題材。文本內容改編自 101 學年度康熹版高中物理課本，以及王耀輝老師
在個人網站「科學的家庭教師」
（https://www.phyworld.idv.tw/）中提供的教材，
並請一位科學教育專長的教授以及一位擁有多年資歷的高中教師幫忙審查。受
試者的任務是在閱讀的過程中盡可能理解文本內容並同時進行自我解釋，練習
文本與正式文本皆以現象或概念切分成數個段落，受試者以一個段落為單位進
行自我解釋，每一段落結尾以數字符號、、等標示，並於註解處提供提
示問句，受試者可以透過回答該提示問句來完成自我解釋任務。科學解釋組與
對照組的科學文本如圖 3-4-1 與圖 3-4-2 所示，完整文本內容見附錄二與附錄
三。
第一部分為範例與練習文本「起電的方式」，共分成四個段落，首段作為
範例，會由研究者本身向受試者做出自我解釋的示範，待受試者理解其任務形
式後，接續文本中的第二至第四段落將給受試者做自我解釋練習。第一部分是
為了在正式文本前能夠先對任務熟悉並且確保受試者有一定的先備知識，避免
受試者的起點行為不同，事先介紹兩種起電的方式，分為「摩擦起電」與「接
觸起電」，會簡單說明起電的原理及累積電荷的方式。而未提及「感應起電」
是因後續文本未牽涉到感應起電的現象，考慮不希望徒增受試者的認知負荷，
因此未將「感應起電」納入文本中。後續設計測驗以檢視受試者理解摩擦起電
及接觸起電的發生條件及生活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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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為正式文本「生活中的靜電現象」，為本實驗主要操弄部分，文
本共分成七個段落，文本內容是關於脫毛衣所產生的霹啪聲的原因與過程，每
個段落表達靜電學的特定現象，文本內容呈現於下表 3-4-1。其中在第五段落
的文本內容中，我們做了一個埋錯的測試，確保受試者確實理解文本內容的每
個字句，科學解釋版本的設計將原本在文本中標示好的特性跟活動對調，原本
標示的特性改成活動，活動改成特性，對照版本的設計為「電阻大造成電流小
的關係」更改成「電阻小造成電流小」
。更改的埋錯內容都屬於較簡易的錯誤，
設計難度為受試者僅需仔細閱讀文本內容即可發現的錯誤，此埋錯設計確保受
試者確實理解文本內容，同時也確保受試者理解實體、特性和活動為何。在範
例與練習文本的第四段也有埋錯的練習，對照版是將文本中「異性電會相互吸
引」改成「相互排斥」，科學解釋版是將特性與活動的標示對調，在練習前已
告知受試者文本中可能有錯誤以及埋錯的目的，在受試者偵測到錯誤後也給予
適當的回饋。
範例與練習文本以及正式文本皆分成兩個版本，其中一版為有標示科學解
釋要素的科學解釋版本，我們參考 Russ 等人（2008）對科學解釋要素的定義，
將文本內容透過科學解釋架構進行拆解，並將分析出來的實體、特性及活動，
標註在文本當中使受試者能夠參考並試著活用，請受試者透過科學解釋架構進
行自我解釋；另一版為未標示科學解釋要素之對照版本，其文本將所有科學解
釋架構移除，受試者單純以自我解釋的方式來理解文本內容。

圖 3-4-1 科學解釋組之文本與提示問句（右側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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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對照組之文本與提示問句（右側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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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自我解釋任務之文本內容
主題

細項
概念
電荷
轉移

電子
束縛力

水氣

靜電
現象
程度

電荷
流逝

電位
差

電流

電阻

疼痛
感

統整

放電
現象

任務段落

主要概念

段落一

電子束縛力
差異造成電
荷轉移

段落二

比較電子束
縛力差異多
寡影響靜電
現象發生的
難易程度

段落三

段落四

水氣對電荷
的影響

電位差與電
流的關係

段落五
（埋錯）

電阻與電流
的關係

段落六

帶電量與電
流的關係、
電流與疼痛
感的連結

段落七

發出霹啪聲
響的過程

內文摘錄

提示問句

當我們人體在活動時，毛衣與皮
膚之間互相摩擦，會因為材質束
縛電子的能力不同而產生電荷的
轉移
冬天脫去毛衣時，比脫去其他棉
製的衣服容易有靜電現象的產
生，這主要是因為布料材質的不
同，不同材質的布料對於電子的
束縛能力也不同
因為冬天的空氣較為乾燥，空氣
中含有的水氣較少就難將毛衣與
人體身上產生的靜電荷帶離，所
以我們很容易在空氣較乾燥的冬
天環境下活動後，不知不覺地累
積出一定量的電荷
當身體上累積了一些電荷之後，
如果我們非常靠近一個金屬物
體，會因電位差而形成電流，人
體就有被電到的感覺
因此我們在接觸門把或水龍頭等
金屬導體前，可以先接觸牆壁，
牆壁的電阻較大，使得電荷傳遞
出去時，僅有小電流通過人體
對照版：電阻大→電阻小
科學解釋版：將特性與活動的編
碼標示對調
電荷傳遞出去後，留在人體內的
電荷減少。因人體所帶的電荷減
少了，觸碰到金屬門把時，所流
經的電流也會比較小，也較不會
有被電到的疼痛感
脫毛衣時，因累積的正負電荷距
離較近，有較大的靜電力，使正
負電荷結合後釋放能量（圖一
左），旁邊的空氣吸收能量後瞬
間膨脹，空氣膨脹後在極短的時
間內向外推擠周圍的空氣 （圖
一右），造成大振幅的聲波傳遞
出去、發出霹啪的聲響讓我們聽
見（圖二）

Q：當人體在
活動時，衣服
間是如何產生
電荷的轉移?
Q：為什麼是
毛衣，毛衣與
棉製衣服的差
別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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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為什麼冬
天的靜電荷較
容易累積?

Q：為什麼會
有被電到的感
覺?
Q：相較於金
屬導體為什麼
接觸牆壁時的
電流較小?

Q：為什麼會
建議在觸摸金
屬導體前先觸
摸牆壁?
Q：想一想霹
啪聲是怎麼產
生的?

（二） 自我解釋任務評分標準
本研究的自我解釋任務評分標準，參考 Chi（1989）對自我解釋的評分標
準與薛夙芬（2015）將學生的自我解釋區分成十大類別的分析方式，十大類別
為因果關係推論、提取背景知識、預測、提取字義、舉例、換句話說、精緻化、
摘要、錯誤的推論與重讀。本研究將受試者的自我解釋任務表現透過此類別進
行分類，本研究主要重視因果關係連結以及理論背景知識的提取，將受試者之
自我解釋表現分為 3、2、1 等三種評分標準，3 分為完整解釋，表示能夠將機
制說明清楚，並做出正確的因果關係推論；2 分為部分解釋，代表只有解釋部
分概念，或有些許因果關係推論有誤；1 分為未解釋類型，說明受試者僅重讀、
換句話說或沒有針對文本主要概念解釋，評分標準整理於表 3-4-2，以任務三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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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自我解釋任務評分標準
類型
完整解釋

評分標準
將此概念的機
制完整或近乎
完整地說明，
並適當對事件
所需概念做出
比較。

部分解釋

只有解釋部分
概念，而無對
此概念背後的
意義多做說
明，或缺乏對
事件所需概念
做出比較。

未解釋

沒有針對文本
的主要概念解
釋。

換句話說

對文本內容做
出修飾。

重讀

完全照著文本
所提供的解釋
內容進行發
表。

得分 受試者表現範例
3
而在冬天的時候，為什麼會比較穿毛衣的時
候會比較容易有靜電現象產生，是因為冬天
的空氣它比較乾燥，那如果在夏天的時候，
空氣中含有的水氣比較多，就比較容易可以
將毛衣和人體身上所摩擦產生的靜電帶離開
人體。可是，如果在冬天比較乾燥的空氣
中，他水氣含量比較少，就比較難將人體身
上的靜電荷帶離所以在空氣乾燥的冬天環境
下活動之後，我們身上就會累積出一定量的
電荷。（S06-任務段落三）
2
空氣中的水，其實是可以將毛衣和人身上的
靜電荷帶走。可是因為冬天的空氣比較乾
燥，所以就比較不會有水氣。人跟毛衣在摩
擦過後產生的靜電荷就比較不會被帶走，所
以在活動過後，摩擦產生的那些靜電，就只
會一直不斷的累積在自己的身上。因為冬天
的空氣較為乾燥。所以如果是在乾燥的天氣
一下，因為水氣太少，所以就很難把毛衣和
人身上摩擦產生的靜電帶走，所以在冬天的
環境下活動，毛衣跟人體就會累積出一定量
的電荷。（S08-任務段落三）
註：缺乏對夏天與冬天的環境做出比較
1
冬天的空氣，他有著比較乾燥這樣的特性。
所以他就比較不容易離開，這個特性就是因
為乾燥特性會導致冬天容易累積出一定量的
電荷。（M18-任務段落三）
1
冬天的空氣就是這一段的實體，因為他就是
主要參與的這個主角，然後因為它的特性就
會乾燥，冬天會乾燥就是活動的特徵，然後
累積出一定量的電荷的話，就是因為前面乾
燥的特性所以造成這樣空氣會累積出這樣一
定這樣一定的電荷的交互作用。（M22-任務段
落三）
1
冬天的空氣就是參與靜電現象的主要參與
者，它的特性就是他較為乾燥，所以靜電荷
較少有機會附著在水分子上，所以乾燥的天
氣不知不覺地會累積出一定量的電荷。那這
段在講乾燥的天氣的特性，比較容易累積出
一定量的電荷的影響。（M20-任務段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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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評分標準
科學解釋架構的掌握程度是一個能顯示科學解釋組學習狀況的指標，能代
表一般大學受試者對科學解釋架構的接受程度及使用狀況。科學解釋架構掌握
程度評分標準，主要重視特性與活動為何，以及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因為特性
與活動直接牽涉到整個事件發生的因果關聯。將受試者之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
度表現分為 3、2、1 等三種評分標準，3 分為完整掌握類型，能辨識出特性與
活動，並清楚描述活動以及影響後續反應的特性，清楚建立特性與活動間的連
結關係；2 分為部分掌握類型，僅能辨識出特性或活動，部分描述活動以及影
響後續反應的特性，特性與活動間的連結未完全；1 分為未能掌握類型，對於
科學解釋架構僅照唸或完全沒有提及，評分標準整理於表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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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評分標準
類型
完整
掌握

評分標準
能辨識出特性與活
動，並清楚描述活
動以及影響後續反
應的特性，清楚建
立特性與活動間的
連結關係。

評分 受試者回應範例
3 分 衣服和皮膚摩擦起電之後產生的電荷在夏天
的空氣中，夏天的空氣比較潮溼，夏天的空
氣摩擦起電所產生的電荷也會流失，也會傳
導到空氣中的水氣，這個傳導活動中空氣是
實體，夏天的空氣也是實體的話，他有比較
潮濕，代表多水的特性，所以就會產生摩擦
起電的電荷，傳導到空氣中水氣的活動。所
以這樣比起來，冬天的空氣這個實體有比較
乾燥，沒有水分子這個特性。所以我們摩擦
起電累積的電荷就比較不會傳導到空氣中，
所以摩擦起電產生的電荷，就會傳導到我們
皮膚這裡這個活動。（M31-段落三）

部分
掌握

僅能辨識出特性或
活動，對特性與活
動間的連結未完
全，未能描述特性
如何影響後續反
應。

2分

冬天的空氣是實體，然後因為冬天的空氣就
是比較乾燥，就是它的特性就是沒有水分
子，所以電荷會因為沒有水分的就沒有機
會，附著在水分子上的離開，當他沒有辦法
離開的時候，人體中很容易累積一定量的電
荷，然後就會累積出一定量的電荷。（M14-段
落三）

未能
掌握

對於科學解釋架構
僅照唸或完全沒有
提及。

1分

為什麼冬天的靜電荷容易累積呢？是因為就
是冬天的這個空氣，空氣就是這個活動的實
體，因為這個空氣十分的乾燥，導致呢電荷
就會有很少機會就附著在這個水分子上，所
以呢很少有機會附著那些分子上而離開，所
以我們很容易在空氣乾燥中，就會累積更多
更多的一定量的電荷，所以在冬天可以累積
出，一定量的電荷是因為冬天天氣十分的乾
燥。（M27-段落三）

二、 科學解釋能力測驗試題
本研究希望透過此科學解釋能力測驗試題對學生的科學解釋能力做區分，
為了檢驗學生的認知程度，檢驗目標除了理解層次的能力外，還有應用層次。
題目的設計皆為簡答題，要求學生針對問題做出回答並解釋某個靜電學中的生
活現象，試卷分成三個階段，分為前測、中測及後測，前測的目的主要確認先
備知識能力不高，會在受試者未進行任何實驗之前施測，作為受試者先備知識
之依據；中測在受試者閱讀完起電的原理，同時練習完任務操作模式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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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受試者的先備知識足夠；至於後測是實驗最後的能力檢驗，在受試者完
成所有任務後會進行後測，透過後測分析受試者的學習成果。
（一） 設計原則
1.前測
前測題目共有 2 題，題目分別為「為什麼冬天脫毛衣時容易發生霹啪的聲
響」
，以及「日常生活中被某個物體電到時，為什麼通常都是被金屬電到」
，檢
視受試者對於生活中的靜電現象的理解程度為何，以日常常見的靜電現象做為
例子更貼近受試者的生活，透過前測了解受試者在實驗前對整個事件的理解程
度，以及科學解釋能力，前測是對受試者的科學解釋能力的最初診斷。
2.中測
中測題目共有 2 題，題目設計根據練習文本中的接觸起電與摩擦起電，請
受試者對摩擦起電的原理進行說明，並比較接觸起電與摩擦起電的差異，透過
中測了解受試者在閱讀練習文本後所具備的先備知識是否足夠，中測階段允許
受試者在作答同時參考練習文本的內容，在中測結束後才會進入到正式文本閱
讀階段。
3.後測
後測題目共有 6 題，分別對應文本中的概念與任務，對應關係呈現於表 34-4，分別依序以電子束縛力、水氣、電流及統整之概念呈現。在後測中設計理
解題與應用題兩種題型，其中理解題概念較為基本屬於仔細閱讀完文本後就能
回答之題目，應用題是需要比較兩種情況的差異、提出反面例子，或有延伸思
考的概念。例如：後測一、三、四為理解題，後測一（電子束縛力）、後測三
（先摸牆壁較安全）、後測四（冬天容易被電到）皆可透過文本內容來回應這
些題目；後測二、五、六為應用題，後測二需要去比較兩種不同的情況，毛衣
與皮膚的組合比上棉衣與皮膚的組合，並且推論比較出何者電子束縛力較大，
屬於應用題；後測五為概念的延伸，文本討論到先摸牆壁較安全，但此題考的
觀念是先將電荷傳遞出去，人體才不會因為累積太多電荷而導致與汽油放電產
生火花燃燒，並不能夠直接提取文本內容來作答；後測六則討論整個霹啪聲響
的發生原因及過程，要將整個文本融會貫通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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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文本中主要概念與後測題目對應（含理解題與應用題）
主題

細項概念

文本
段落

題型

題號

電荷轉移

1

理解

1

靜電現象
程度

2

應用

2

電荷流逝

3

理解

4

電阻

5

理解

3

電位差

4
應用

5

應用

6

電子束縛力

水氣

電流

統整

疼痛感

6

放電現象

7

題目
皮膚與衣服之間相互摩擦是
因為材質的什麼特性，而導
致電荷的轉移?
脫去毛衣時，比脫去其他棉
製的衣服容易有靜電現象的
產生，根據此現象判斷，毛
衣和棉製衣服的電子束縛力
何者較大? 為什麼?
（hint：皮膚相對容易失去電
子而帶正電）
相較於夏天，為什麼冬天比
較容易被電到?
為什麼會建議在觸摸金屬導
體前先觸摸牆壁?而非相反順
序?
避免因為身上累積的電荷在
加油時會產生火花，自助加
油前要先觸碰金屬球，其原
因為何?
請你完整的解釋一遍，脫毛
衣時產生霹啪聲響的原因與
過程。
（可以從下面 9 個關鍵字當
中，選擇出正確的來加以解
釋，但也不限制在這幾個關
鍵字）
註：關鍵字請見附錄四

（二） 評分方式
將 Russ 等人（2008）所提出的科學解釋架構賦予評分標準，主要分析實
體、特性與活動三大科學解釋的要素，實體的評分標準較簡易，僅區分受試者
有或無提到參與在其中的主體，若有提出且正確回答則給予 1 分，若無或錯誤
回答則給予 0 分。而特性與活動則區分較多的層級，分為完整辨識、隱含概念、
部分正確、錯誤回答，此四種層級，分數區間分布最高由 3 分到最低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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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評分標準如下表 3-4-5。將受試者的科學解釋要素透過此評分表進行評分
後，再將該體的實體、特性與活動細項加總進行後續分析研究。

表 3-4-5 科學解釋能力評分標準
類型
完整辨識

評分標準
對於現象解
釋非常完整
且因果關係
清楚說明。
現象解釋概
念很完整且
有明確因果
關係，但缺
少一些概念
沒有明確的
說明清楚。

評分
3分

部分正確

對於現象僅
作出部分的
解釋，或有
部分錯誤。

1分

錯誤回答

對於現象的
解釋完全錯
誤、產生迷
思概念或未
說明主要概
念。

0分

隱含概念

2分

受試者回應範例
兩者空氣中的水氣含量不同，冬天的水氣量較
夏天少。水氣可以將電荷帶離物體，而當水氣
較少時，物體容易累積電荷，因而容易形成電
位差，人體較也較容易被電到。（S19-問題四）
因為空氣中所含有的水分較少，乾燥的空氣相
較於濕潤的空氣導電性較差，所以比較難以將
身上所產生的多餘的電荷傳導出去，在觸碰或
摩擦物體時，身上會因此有更多的電荷去產生
靜電作用。（S16-問題四）
註：未說明電荷未傳遞出去時，身上會比一般
狀況「更容易」累積電荷，進而產生靜電現
象。
一般而言，電荷可經由水分子發散到空氣中，
但是冬天的空氣較為乾燥，所以水分子較少的
情況下，容易使電荷累積。（M15-問題四）
因為冬天很乾燥又冷，所以人體的水較難排
出，電荷留在人體內，在觸摸金屬導體的話就
會被電到，夏天會流汗水分會被排掉，所以有
時候還要喝舒跑補充電解質。（M12-問題四）

關於前、中及後測內含科學解釋要素總數列表於表 3-4-6。後測問題一，
僅詢問受試者皮膚與衣服之間相互摩擦是因為材質的什麼特性，而導致電荷的
轉移，僅有單一標準答案，為封閉式題型並無讓學生做出解釋，題型與其他試
題不同且所有受試者皆答對，因此沒有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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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6 前、中、後測各題科學解釋要素個數表

前測

問題一
問題二
前測總合

實體
4
2
6

特性
4
1
5

活動
4
1
5

中測

問題一
問題二
中測總合

2
2
4

1
2
3

1
2
3

問題二
問題三
問題四
問題五
問題六
後測總和

2
3
2
2
4
13

1
2
1
1
4
9

1
2
1
1
4
9

後測

（三） 專家審查與評分者信度
從前測、中測到後測，共 10 題科學解釋能力測驗試題，皆請一位科學教
育專長的教授以及一位擁有多年資歷的高中教師幫忙審查，經審查試題測驗內
容後，再經過多次來回討論修改完成，主要修改內容為後測問題二中加入棉衣、
毛衣與皮膚之電子束縛力關係的提示，後測問題六修改成有事件選項提供受試
者參考，受試者可對事件發生先後順序做出排列，即作為實驗材料並進行實驗。
所有受試者的答案，另請一位科教所碩士生幫忙評分。評分後與研究者所
評分數進行相關分析，以求評分者間信度，呈現於表 3-4-7。前、中、後測各別
的相關係數 r 值皆接近 1，代表兩評分者所評分數呈現高度正相關，評分者間
有高度一致性，若不一致，則一同討論不一致的科學解釋答案之分數。

表 3-4-7 科學解釋能力測驗之評分者信度（以相關係數表示）
科學解釋能力測驗
前測
中測
後測

相關係數
.94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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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稿
設計原則
透過訪談釐清受試者在進行實驗中所面臨之困難（包含閱讀文本及測驗階
段）
，以了解其學習狀況及策略，總共含有八題訪談問題，其中兩題訪談問題
針對任務進行之困難、負擔以及教學任務對受試者本身之閱讀理解有無幫助做
詢問，其中困難表示進行自我解釋任務時所面臨的問題，負擔則表示受試者在
閱讀理解時對自我解釋任務感到疲憊，此兩項為我們最感興趣的主要問題。訪
談對象為全體受試者共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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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想了解一般大學生在自我解釋的過程中，透過科學解釋架構輔助，
對其理解科學文本的成效及影響，本研究將所有受試者區分成兩大組別，一組
為科學解釋組，其中已有標好的實體、特性與活動在文本當中提供學生幫助；
另一組為對照組，文本無科學解釋架構，受試者以自我解釋的方式來理解文本
內容，兩組別的文本旁皆有問題引導輔助受試者完成自我解釋。本研究主要透
過分析受試者的「科學解釋能力」
、
「自我解釋任務表現」和「科學解釋架構掌
握程度」以及訪談回答以了解科學解釋架構的輔助效果以及受試者遇到的困難。
在本研究中受試者解釋的部分會依照該解釋有沒有提及實體、特性及活動
等科學解釋的關鍵要素進行編碼，分析兩組受試者在後測解釋的得分是否有顯
著的差異，來了解各組受試者的表現。本節就所收集的資料與數據，對應研究
問題說明所使用的分析方式。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一：有無科學解釋架構輔助，對學生在後測解釋上的表
現是否有差異?
1-1. 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在後測成績上的特性與活動之表現，在理解題與應用
題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採用雙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ANOVA）分析組別、題型對特性及活
動的後測成績之效果，其中組別為受試者間變項，題型為受試者內變項。
1-2. 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在科學解釋各項要素的評分表現是否有顯著差異?
收集受試者於後測解釋中每一題的回答分數，並進行以獨立樣本 T 檢定，
以了解「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在後測解釋及各項科學解釋要素表現的情
況是否有顯著差異，其中後測第一題因只詢問其中特性的概念，且全數受試者
皆能答對，因此不列入統計分析。
1-3. 在科學解釋中各項要素在前、中、後測是否有進步?
將受試者在各題中，從前測、中測到後測，所提到科學解釋內實體、特性
與活動的整體分布，呈現於表格中做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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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回答研究問題二：有無科學解釋架構輔助，對學生在進行自我解釋任
務的表現上是否有差異?
記錄受試者於閱讀文本時的自我解釋回答過程，將回答過程進行評分，以
了解「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在閱讀靜電學文本的學習過程。
其中段落四與段落七沒有進行分析，主要由於段落四的內容都不太容易解
釋，例如：電荷因電位差而流動形成電流。受試者理解擁有電位差後會造成電
流產生的概念後，至於什麼是電位差?如何造成電位差等問題，不在此任務的
要求中受試者亦無法回答，僅能盡可能地理解電位差與電流兩者間的關係。相
對於段落五與段落六（段落五牽涉到電流與電阻間的關係，段落六為電荷傳遞
出去後對周遭環境的影響）是被分的很細的零碎概念；段落七則是設計上過於
困難，有許多連續的小事件快速地發生，許多受試者皆無法負荷其中的概念，
故段落四與段落七皆未納入分析。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三：在科學解釋組中，學生對於科學解釋架構之掌握程
度為何?

記錄科學解釋組之受試者閱讀文本時進行自我解釋的過程，將受試者的自
我解釋內容依照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評分標準進行編碼，以了解「科學解釋
組」在閱讀靜電學文本的學習過程中，其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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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想探討大學生在閱讀靜電學科學文本時，透過科學解釋架構輔助進
行自我解釋，所使用的科學解釋要素有何差異。因此實驗中收集受試者閱讀前
後的解釋內容與閱讀時的任務表現，最後進行訪談，以便後續分析研究。本研
究的自變項為科學解釋架構輔助，其中一組受試者閱讀標示科學解釋要素的文
本並透過科學解釋架構進行自我解釋（簡稱科學解釋組），另一組閱讀未標示
的文本僅進行自我解釋（簡稱對照組）。
由於自我解釋的成效已由多位專家學者證實（Chi et al., 1994 ; Chiu, 1996；
McNamara, 2017），然而科學解釋架構能將科學解釋拆解，幫助了解事件發生
的機制，因此若在進行自我解釋時加上科學解釋架構的鷹架輔助，預期學生能
有更好知識理解，但也擔憂學生可能會對科學解釋架構不夠熟悉，反而造成認
知負荷而遇到困難。本論文將透過初探的研究瞭解透過科學解釋架構進行自我
解釋，會有什麼樣的幫助及學生可能遇到的困難。
本章依據研究問題分成四個小節進行探討，分別為：第一節「科學解釋能
力」，第二節「自我解釋任務表現」、第三節「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第四
節「訪談資料分析」。

第一節 科學解釋能力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一：有無科學解釋架構輔助，對學生在後測解釋上的表
現是否有差異?
根據先前眾多學者對科學解釋的研究，通常是用以評量，科學解釋架構應
用於教學上的研究頗為稀少，在本研究中探討以科學解釋架構作為受試者在科
學解釋上的輔助，是否能提升受試者在後測解釋的表現，而科學解釋架構的不
熟悉、任務量增大，也或許會給受試者帶來困難。本研究收集受試者在在閱讀
後的後測解釋，透過評分表進行評分後，進行三項分析，第一項透過雙因子變
異數分析理解題與應用題在兩個組別表現之差異，第二項分析收集受試者於後
測解釋中每一題的回答分數，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了解「科學解釋組」與「對
照組」在後測解釋及各項科學解釋要素表現的情況是否有顯著差異，第三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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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之受試者在各題中，從前測、中測到後測，受試者所提
到科學解釋架構中實體、特性與活動的整體分布，呈現於表格中做分析比較。
科學解釋能力後測試題依照文本內容主要概念對應設計，文本概念與後測
題目對應見表 3-4-4，依照概念順序做後續分析討論。後測解釋的評分方式，
會以科學解釋內容中的實體、特性及活動個別的表現給予一個分數，主要區分
為完整辨識、隱含概念、部分正確、錯誤回答，四種評分標準，詳細編碼標準
見表 3-4-5。

一、 兩組別在科學解釋能力測驗題型上的差異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一中的第一個子問題：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在後測成績
上的特性與活動之表現，在理解題與應用題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以雙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ANOVA）分析組別、題型對後測中特性
及活動的成績之效果，其中組別為受試者間變項，題型為受試者內變項，結果
如表 4-1-1 及表 4-1-3，各細格描述統計如表 4-1-2 與表 4-1-4。
結果發現組別對特性的後測成績有邊緣顯著效果，F（1, 38） = 3.01，p
= .091，科學解釋組得分（M = 1.19, SD = 0.14）顯著低於對照組（M = 1.53, SD
= 0.14）。題型對特性的後測成績有顯著效果，F（1, 38） = 50.05，p < .001。
理解題得分（M = 1.90, SD = 0.11）顯著低於應用題（M = 0.83, SD = 0.13），顯
示於表 4-1-1。至於組別與題型對活動的後測成績皆沒有顯著效果。
組別與題型在特性的後測成績上沒有顯著交互作用效果，F（1,38）= 1.96，
p > .17。雖然沒有顯著的交互作用，但本研究欲探討在不同題型上組別的差異，
故進行簡單主要效果檢定。
在理解題兩種組別的得分差距為 0.08 分，在應用題兩組得分差距為 0.55
分（p < .000）
，皆是對照組表現較優，在應用題兩個組別有顯著差異，表示在
應用題當中，對照組的表現明顯優於科學解釋組。
理解題與應用題兩題型在科學解釋組的差距為 1.29 分，在對照組的差距
為 0.86 分，呈現於表 4-1-2，兩者沒有顯著差異，表示兩題型在特性的後測成
績得分差距在兩組別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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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與題型在活動的後測成績上沒有顯著交互作用效果，F（1,38）= 0.53，
p > .47，顯示於表 4-1-3。在理解題兩種組別的得分差距為 0.08 分，在應用題
兩組得分差距為 0.32 分，皆是對照組表現較優，但兩者沒有顯著差異，表示兩
組別在特性的後測成績得分上在兩題型有相似的模式。
在活動的後測成績中理解題與應用題兩題型在科學解釋組的表現，理解題
高於應用題 0.05 分，在對照組當中應用題高於理解題 0.19 分，見表 4-1-4，但
兩者沒有顯著差異，表示兩題型在活動的後測成績得分差距在兩組別相似。

表 4-1-1 組別類型、題型對特性的後測成績的推論性統計表
SS

df

MS

F

p

組別
誤差（組內）

2.28
28.77

1
38

2.28
0.76

3.01

.091

題型
誤差（組內）

23.11
17.50

1
38

23.11
0.46

50.05

變異來源

題型  組別
0.90
1
0.90
誤差（組間）
17.50
38
0.46
註：*表示 p < .05，**表示 p < .01，***表示 p < .001

1.96

.000＊＊＊

.170

表 4-1-2 組別類型、題型對特性的後測成績的描述性統計表
理解題

應用題

平均值 M （SD）

科學解釋組

1.84（0.16）

0.55（0.19）

1.19（0.14）

對照組

1.96（0.16）

1.10（0.19）

1.53（0.14）

平均值
M （SD）

1.90（0.11）

0.8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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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組別類型、題型對活動的後測成績的推論性統計表
SS

df

MS

F

p

組別
誤差（組內）

0.85
19.80

1
38

0.85
0.52

1.63

.209

題型
誤差（組內）

0.10
20.16

1
38

0.10
0.53

0.18

.675

0.53

.470

變異來源

題型  組別
0.28
1
0.28
誤差（組間）
20.16
38
0.53
註：*表示 p < .05，**表示 p < .01，***表示 p < .001

表 4-1-4 組別類型、題型對活動的後測成績的描述性統計表
理解題

應用題

平均值 M （SD）

科學解釋組

1.23（0.18）

1.18（0.15）

1.20（0.11）

對照組

1.31（0.18）

1.50（0.15）

1.41（0.11）

平均值
M （SD）

1.27（0.13）

1.34（0.10）

二、 科學解釋表現評分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一的第二個子問題：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在科學解釋各
項要素的評分表現是否有顯著差異?
應用題當中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有差異，因此針對各題的表現分析，以獨
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後測解釋表現的情況是否有顯著差異，我們將科學文本分
成三段，第一段從電子束縛力的概念出發討論電子束縛力的差異造成電荷轉移
產生靜電現象，以及補充水氣對靜電現象的影響，第二段討論先碰金屬門把與
先碰牆壁的差異（減少疼痛感的建議），第三段為統整把整個放電現象前因後
果串接起來。對後測分析結果按照文本任務的概念順序排列，分別為電子束縛
力（問題二）
、水氣（問題四）
、電流（問題三與問題五）及統整（問題六）之
概念討論，其中應用題為後測問題二、問題五與問題六，文本段落與後測題型
詳細對應關係呈現於表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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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問題二：電子束縛力（應用題）
問題二分析結果如表 4-1-5。分析結果顯示，「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
在辨識實體的表現中無顯著的差異（t = -0.572, p = 0.571）
。在特性的表現中「科
學解釋組」與「對照組」有顯著的差異（t = -2.128, p = 0.040），其中「科學解
釋組」的表現（M = 0.65, SD = 0.21）低於「對照組」的表現（M = 1.35, SD =
0.25）
。在活動的表現中「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無顯著的差異（t = 0.194,
p = 0.848）
。分析整體實體、特性與活動表現的加總，在組別中也無顯著的差異
（t = -1.080, p = 0.287）。
在問題二中「科學解釋組」的受試者在面對到解釋時，相較於「對照組」
較不容易把其中的特性說明清楚，表現略差於對照組，其中特性的編碼標準為
受試者需完整說明電子束縛力差異越大，與後續活動的關係（電子轉移），並
對於電子束縛力大小判斷正確則給予 3 分，電子束縛力差異與後續活動的關係
未說明清楚，電子束縛力大小判斷正確則給予 2 分，僅電子束縛力大小判斷正
確給予 1 分，錯誤或存有迷思概念為 0 分。
表 4-1-5 後測問題二解釋表現與組別之獨立樣本分析
後測問題二
實體
特性
活動
實體+特性+活動

科學解釋組

對照組

1.20（0.23）
0.65（0.21）
0.65（0.18）
2.50（0.54）

1.40（0.32）
1.35（0.25）
0.60（0.18）
3.37（0.60）

t

p

-0.572
-2.128
-0.194
-1.080

0.571
0.040*
0.848
0.287

註：*p < .05, **p < .01, ***p < .001

後測問題四：水氣（理解題）
問題四分析結果如表 4-1-6。分析結果顯示，組別在實體的表現中無顯著
的差異（t = 0.650, p = 0.520）。組別對特性的表現中無顯著的差異（t = -0.147,
p = 0.884）。組別在活動的表現中無顯著的差異（t = 0.507, p = 0.615）。整體實
體、特性與活動的表現加總也無顯著的差異（t = 0.403, p = 0.689）。在實體、
特性與活動的評分中皆無顯著差異，代表科學解釋組對學生在解釋帶來的差異
跟自我解釋的差異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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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後測問題四解釋表現與組別之獨立樣本分析
後測問題四
實體
特性
活動
實體+特性+活動
註：＊p < .05.

＊＊

p < .01.

科學解釋組

對照組

2.55（0.16）
2.25（0.24）
1.35（0.25）
6.15（0.51）

2.40（0.17）
2.30（0.24）
1.15（0.30）
5.85（0.55）

＊＊＊

t

p

0.650
-0.1470.507
0.403

0.520
0.884
0.615
0.689

p < .001

後測問題三：電阻 （理解題）
問題三分析結果如表 4-1-7。分析結果顯示，組別在實體的表現中無顯著
的差異（t = 0.466, p = 0.644）。組別對特性的表現中無顯著的差異（t = -0.723,
p = 0.474）。組別在活動的表現中無顯著的差異（t = -1.419, p = 0.164）。整體實
體、特性與活動的表現加總也無顯著的差異（t = -0.834, p = 0.409）。在實體、
特性與活動的評分中皆無顯著差異，代表科學解釋組對學生在解釋帶來的效果
跟對照組的效果是相同的。
表 4-1-7 後測問題三解釋表現與組別之獨立樣本分析
後測問題三
實體
特性
活動
實體+特性+活動

科學解釋組

對照組

2.45（0.17）
1.43（0.21）
1.10（0.17）
4.98（1.71）

2.35（0.13）
1.63（0.18）
1.48（0.20）
5.45（1.88）

t

p

-0.466
-0.723
-1.419
-0.834

0.644
0.474
0.164
0.409

註：*p < .05, **p < .01, ***p < .001

後測問題五：電流 （應用題）
問題五分析結果如表 4-1-8。分析結果顯示，組別在實體的表現中無顯著
的差異（t = 0.000, p = 1.000）。組別對特性的表現中無顯著的差異（t = -1.108 p
= 0.275）
，組別在活動的表現中有顯著的差異（t = -2.131 p = 0.040）
，在科學解
釋組的表現（M = 1.70, SD = 0.24）低於對照組的表現（M = 2.40, SD = 0.22）。
整體實體、特性與活動的表現加總也無顯著的差異（t = -1.904, p = 0.065）。表
示在問題五中，科學解釋組的受試者在面對到解釋時，較不容易把其中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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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清楚，表現略差於對照組，其中活動的編碼標準為受試者需完整說明避免
後續產生的放電現象，如起火燃燒等危險則給予 3 分，能說明身體將呈現電中
性的狀態（接地、中和）則給予 2 分，僅說明能將身體累積的電荷傳遞出去給
予 1 分，錯誤或存有迷思概念為 0 分。
表 4-1-8 後測問題五解釋表現與組別之獨立樣本分析
後測問題五
實體
特性
活動
實體+特性+活動
註：＊p < .05.

＊＊

p < .01.

科學解釋組

對照組

2.78（0.13）
0.45（0.21）
1.70（0.24）
4.93（0.34）

2.78（0.16）
0.85（0.29）
2.40（0.22）
6.03（0.47）

＊＊＊

t

p

-0.000
-1.108
-2.131
-1.904

1.000
0.275
0.040*
0.065

p < .001

後測問題六：放電過程（應用題）
問題六分析結果如表 4-1-9。分析結果顯示，組別在實體的表現中無顯著
的差異（t = -1.233, p = 0.225）。組別對特性的表現中無顯著的差異（t = 0.480,
p = 0.750），組別在活動的表現中有邊緣顯著的差異（t = -1.963 p = 0.057），在
科學解釋組的表現（M = 1.68, SD = 0.15）低於對照組的表現（M = 2.08, SD =
0.13）
。整體實體、特性與活動的表現加總也無顯著的差異（t = -1.344, p = 0.187）
。
表示在問題六中，科學解釋組的受試者在面對到解釋時，較不容易把其中的活
動說明清楚，表現略差於對照組，其中活動的編碼標準為受試者需完整說明電
荷轉移後產生帶電的狀態，並且說明累積電荷後，後續放電的現象、電荷結合
放電後，產生的大量熱能以及熱膨脹後擾動周圍空氣，則給予 3 分，後續產生
的放電現象，如起火燃燒等危險則給予 3 分，能說明大部分活動，但缺少與後
續事件發生的連結。則給予 2 分，僅題及電荷發生轉移、累積電荷、結合放電
以及熱膨脹產生則給予 1 分，錯誤或存有迷思概念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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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後測問題六解釋表現與組別之獨立樣本分析
後測問題六
實體
特性
活動
實體+特性+活動
註：＊p < .05.

＊＊

p < .01.

科學解釋組

對照組

2.70（0.10）
1.13（0.09）
1.68（0.15）
5.50（0.26）

2.85（0.06）
1.05（0.13）
2.08（0.13）
5.98（0.24）

＊＊＊

t

p

-1.233
-0.480
-1.963
-1.344

0.225
0.750
0.057
0.187

p < .001

綜觀後測解釋的表現，在理解題中的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在的其他科學解
釋要素細項沒有顯著差異，僅有在問題二、五、六此三題應用題顯示出對照組
優於科學解釋組，問題二為特性有差，問題五和六則差在活動。

三、 科學解釋要素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一的第三個子問題：在科學解釋中各項要素在前、中、
後測是否有進步?
我們將學生在各題中提到科學解釋內實體的整體分布呈現於以下表 4-110，表中的數字代表全部受試者在各題中辨識出實體的次數，可以看得出受試
者在實體上的表現除了前測外，中測與後測都能有 80%以上的內容能夠正確回
答，表示辨識出科學解釋中的實體對於學生來說並不是太困難的任務，尤其是
經過練習後，學生在中測與後測的表現也有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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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學生辨識實體的完整性
前測

中測

後測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正確回答

99

41.3%

151

94.4%

419

80.6%

錯誤回答

141

58.8%

9

5.6%

101

19.4%

總數

240

100.0%

160

100.0%

520

100.0%

註：科學解釋能力測驗中前測有兩題，共出現實體 6 次，作答人數 40 人，因此前測
次數應為 240 次；中測有兩題，共出現實體 4 次，作答人數 40 人，因此中測次數應
為 160 次；後測有五題，共出現實體 13 次，作答人數有 40 人，因此後測次數應為
250 次。

在各題中提到科學解釋內特性的整體分布，呈現於表 4-1-11，會發現學生
錯誤回答的比例相對高，我們可以得知學生在進行科學解釋時，較難將其中的
特性給辨識出來，從前測、中測再到後測的表現中，也可以看到學生完整辨識
的比例有上升的趨勢，表示學生的解釋品質有進步的趨勢。但在整體表現中能
達到完整辨識的比例佔少數，可見得特性是學生較難以辨別的科學解釋要素。
表 4-1-11 學生辨識特性的完整性
前測

中測

後測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完整辨識

14

7.0%

43

20.0%

125

34.7%

部分正確

30

15.0%

45

37.5%

99

27.5%

錯誤回答

156

78.0%

32

26.7%

136

37.8%

總數

200

100.0%

120

100.0%

360

100.0%

註：科學解釋能力測驗中前測有兩題，共出現特性 5 次，作答人數 40 人，因此前測
次數應為 200 次；中測有兩題，共出現特性 3 次，作答人數 40 人，因此中測次數應
為 120 次；後測有五題，共出現實體 9 次，作答人數有 40 人，因此後測次數應為 36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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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題中提到科學解釋內活動的整體分布，呈現於表 4-1-12，發現在前測
的表現，學生難以將活動辨識出來，但在中測及後測的表現，活動的辨識明顯
地往高層次的趨勢，可以得知經過練習後，活動的辨識在科學解釋要素中是相
對較好去掌握的，在練習前大部分學生沒有信心將整個科學現象所產生的活動
連結，經過練習後學生也更注重活動發生等機制。

表 4-1-12 學生辨識活動的完整性
前測

中測

後測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完整辨識

1

0.5%

76

66.3%

178

49.4%

部分正確

30

15.0%

28

23.3%

51

14.2%

錯誤回答

169

84.5%

16

13.3%

131

36.4%

總數

200

100.0%

120

100.0%

360

100.0%

註：科學解釋能力測驗中前測有兩題，共出現活動 5 次，作答人數 40 人，因此前測
次數應為 200 次；中測有兩題，共出現活動 3 次，作答人數 40 人，因此中測次數應
為 120 次；後測有五題，共出現活動 9 次，作答人數有 40 人，因此後測次數應為 360
次。

因前、中、後測的題目不同，難易度也有差異，從前後測變化討論，僅能
粗略描述進步的趨勢。若從實體、特性與活動完整辨識的比例來看，我們也可
以粗略看出辨識實體、特性與活動間的難易程度，實體為最容易被辨識的項目，
活動又略易於特性，特性對學生而言最難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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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我解釋任務表現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二：有無科學解釋架構輔助，對於學生進行自我解釋任
務的表現上是否有差異?

本節整理受試者進行自我解釋任務時發表之內容，將受試者在解釋科學文
本「生活中的靜電現象」的發表內容進行評分。評分依據為受試者對於該任務
理解程度，分成 3、2、1 分三種分數，評分標準見表 3-4-2。3 分為完整解釋，
表示能夠將機制說明清楚，並做出正確的因果關係推論；2 分為部分解釋，代
表只有解釋部分概念，或有些許因果關係推論有誤；1 分為未解釋類型，學生
僅重讀、換句話說或沒有針對文本主要概念解釋。其中段落四與段落七沒有進
行分析，由於段落七設計上過於困難，內容提及靜電荷靠近放電後放熱，產生
熱膨脹造成聲音的過程，有許多連續的小事件快速地發生，許多受試者皆無法
負荷其中的概念，故不分析此任務；段落四則討論電位差造成電流產生被電到
的感覺，當中電位差的產生或被電到的感覺等，都是不需多做解釋的內容，因
此不進行分析。
分析整體的任務表現，將統計結果呈現於表 4-2-1 中，表現最好的是段落
六，有 25 人（62.5%）到達完整理解的標準是各個任務當中完整理解比例最高，
且僅有 10 人（25%）為未解釋類型，為各個任務中比例最低；段落三與段落五
表現較為平均，學生的表現分散在三個區間中，各個解釋等級皆有累積一定人
數；段落一與段落二中未解釋類型比較多，其中段落一有 23 人（57.5%）為未
解釋類型，段落二有 30 人（75%）為未解釋類型，是表現最差的兩項任務，其
中又以段落二最難，段落二當中僅有 4 人（10%）能夠完整理解，對學生來說
段落二屬於相對困難的科學內容，許多學生在訪談中也有提到對於段落二的理
解程度較沒信心，詳細內容於第四節訪談部分分析討論，接著將深入探討各任
務之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表現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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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任務表現人數分佈
段落一

段落二

段落三

段落五

段落六

（電子束縛
力差異造成
電荷轉移）

（比較電子
束縛力差異
多寡影響靜
電現象發生
的難易性）

（水氣對電
荷造成的影
響）

（電阻與電
流的關係）

（帶電量、電
流與疼痛感
的連結）

因果關係推論

12
(30.0%)

4
(10.0%)

8
(20.0%)

10
(25.0%)

25
(62.5%)

部分解釋

5
(12.5%)

6
(15.0%)

17
(42.5%)

11
(27.5%)

5
(12.5%)

未解釋類型

23
(57.5%)

30
(75.0%)

15
(37.5%)

19
(47.5%)

10
(25.0%)

註：總人數為 40 人

接下來將進一步分析各個任務中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的表現，從段落一到
段落六依序比較學生解釋能達到的層級在因果關係連結、部分解釋或未解釋類
型之人數多寡，以比較其概念完整性。

一、 段落一與段落二：電子束縛力
段落一：電子束縛力差異造成電荷轉移，段落二：比較電子束縛力差異多
寡影響靜電現象發生的難易性。兩任務概念相近，皆以電子束縛力為關鍵討論
因此一同分析討論。以下表 4-2-2 與表 4-2-3 為段落一與段落二的內容：

段落一：
在冬天的時候，我們脫毛衣時偶爾會產生霹啪的聲響，這種情況在冬天尤
其天氣乾燥的情況下較常發生。當我們人體在活動時，毛衣與皮膚（實體）
之間互相摩擦，會因為材質束縛電子的能力不同（特性）而產生電荷的轉
移（活動）
。

段落二：
冬天脫去毛衣（實體）
，比脫去其他棉製的衣服（實體）容易有靜電現象（活
動）的產生，這主要是因為布料材質的不同（特性）
，不同材質的布料對於
電子的束縛能力（特性）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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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段落一表現人數分佈
科學解釋組
因果關係推論
部分解釋
未解釋類型

2
(10.0%)
1
(5.0%)
17
(85.0%)

對照組

總計

10
(50.0%)
4
(20.0%)
6
(30.0%)

12
(30.0%)
5
(12.5%)
23
(57.5%)

對照組

總計

3
(15.0%)
5
(25.0%)
12
(60.0%)

4
(10.0%)
6
(15.0%)
30
(75.0%)

表 4-2-3 段落二表現人數分佈
科學解釋組
因果關係推論
部分解釋
未解釋類型

1
(5.0%)
1
(5.0%)
18
(90.0%)

如表 4-2-2 所示，段落一中科學解釋組能達到因果關係推論僅有 2 人
（10%）
，
對照組有 10 人（50%）
，科學解釋組比對照組少 8 人，而且科學解釋組停留在
未解釋類型有 17 人（85%）
，對照組留在未解釋類型為 6 人（30%）
，科學解釋
組比對照組多 11 人，顯示對照組的表現明顯優於科學解釋組。
段落二統計結果呈現於表 4-2-3，段落二中科學解釋組能達到因果關係推
論僅有 1 人（5%）
，對照組有 3 人（15%）
，科學解釋組比對照組少 2 人，而且
科學解釋組停留在未解釋類型有 18 人（90%），對照組留在未解釋類型為 12
人（60%），科學解釋組比對照組多 6 人，顯示對照組的表現明顯優於科學解
釋組。
段落二內容為比較不同組合的衣服，容易與不容易產生電荷轉移的差別，
段落二整體能達到因果關係推論的受試者僅 4 位（10%），是所有任務表現中
最差的。相較於段落一僅討論毛衣與皮膚產生電荷轉移的過程，段落二是基於
電荷轉移的概念，去比較兩組不同情況的靜電現象，在段落二本身的內容就是
以段落一為基礎，再延伸出比較的概念，從認知層次上來說段落二是比段落一
更高的層次，在統計結果上也得知學生在進行段落二時的表現略差於段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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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本本身難度外段落二差於段落一的原因為，部分受試者將段落一與段落
二視為類似的知識概念，忽略了段落二中所討論的知識內容。

二、 段落三：水氣的影響
段落三主要在解釋水氣對電荷造成的影響，以及後續會發生的現象，任務
的概念與文本內容較淺顯易懂，是一般任務題型，各個概念理解層級皆有一定
人數能達成，表現較為平均。段落三的文本內容為：

段落三：
一般而言，電荷可附著於空氣中的水氣而離開人體或衣服，因為冬天的空
氣（實體）較為乾燥（特性）
，電荷較少有機會附著在水分子上而離開，所
以我們很容易在空氣較乾燥的冬天環境下活動後，不知不覺地累積出一定
量的電荷（活動）
。

表 4-2-4 段落三表現人數分佈
科學解釋組
因果關係推論
部分解釋
未解釋類型

2
(10.0%)
8
(40.0%)
10
(50.0%)

對照組

總計

6
(30.0%)
9
(45.0%)
5
(25.0%)

8
(20.0%)
17
(42.5%)
15
(37.5%)

註：
（段落三：水氣對電荷的影響）

如表 4-2-4 所示，段落三整體表現較為平均，各個解釋等級皆有一定人數，
段落三中科學解釋組能達到因果關係推論僅有 2 人（10%），對照組有 6 人
（30%），科學解釋組比對照組少 4 人，而且科學解釋組停留在未解釋類型有
10 人（50%）
，對照組留在未解釋類型為 5 人（25%）
，科學解釋組比對照組多
5 人，顯示對照組的表現明顯優於科學解釋組。
受試者在面對段落三時，雖然減少了未解釋類型的部份，但對於到達因果
關係推論層級的人數還不夠普遍，相對其他任務而言，段落三屬於難易適中的
任務類型。段落三的部分解釋與因果關係推論的差異在於未產生比較的概念，

62

缺少正反兩面論述將天氣乾燥與天氣潮濕的靜電現象說明清楚，於編碼上屬於
部分解釋的層級。

三、 段落五與段落六：電流、電阻與疼痛感的關係
段落五與段落六的內容主要在討論電阻、電流與觸電疼痛感的關係，因為
段落五（電阻與電流的關係）與段落六（帶電量、電流與疼痛感的連結）概念
相近，是較連續的概念，因此一同分析討論。以下為段落五與段落六的內容：

段落五：
因此我們在接觸門把或水龍頭等金屬導體前，可以先接觸牆壁，牆壁（實
體）的電阻較大（特性）
，使得電荷傳遞出去時，僅有小電流通過人體（活
動）
。

段落六：
電荷傳遞出去後，留在人體內的電荷減少（活動）
。因人體所帶的電荷（實
體）較少（特性）
，觸碰到金屬門把（實體）時，所流經的電流也會比較小
（特性）
，也較不會有被電到的疼痛感（活動）。

表 4-2-5 段落五表現人數分佈
科學解釋組
因果關係推論
部分解釋
未解釋類型

2
(10.0%)
4
(20.0%)
14
(70.0%)

對照組

總計

8
(40.0%)
7
(35.0%)
5
(25.0%)

10
(25.0%)
11
(27.5%)
19
(47.5%)

註：
（段落五：電阻與電流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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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段落六表現人數分佈
科學解釋組
因果關係推論
部分解釋
未解釋類型

11
(55.0%)
2
(10.0%)
7
(35.0%)

對照組

總計

14
(70.0%)
3
(15.0%)
3
(15.0%)

25
(62.5%)
5
(12.5%)
10
(25.0%)

註：
（段落六：帶電量與電流的關係、電流與疼痛感的連結）

如表 4-2-5 與表 4-2-6 所示，段落五整體表現平均分散在各解釋類型中，
段落六則集中在因果關係推論，有超過一半的學生都能達成因果關係推論，是
所有任務當中較為簡單的任務類型。段落五中科學解釋組能達到因果關係推論
僅有 2 人（10%），對照組有 8 人（40%），科學解釋組比對照組少 6 人，而且
科學解釋組僅留在未解釋類型有 14 人（70%）
，對照組留在未解釋類型為 5 人
（25%），科學解釋組比對照組多 9 人，顯示對照組的表現明顯優於科學解釋
組。
段落六統計結果呈現於表 4-2-6 中，段落六之科學解釋組能達到因果關係
推論有 11 人（55%），對照組有 14 人（70%），科學解釋組比對照組少 3 人，
而且科學解釋組停留在未解釋類型有 7 人（35%），對照組留在未解釋類型為
3 人（15%）
，科學解釋組比對照組多 4 人，顯示對照組的表現明顯優於科學解
釋組。
整體來說段落六學生的表現較好，共有 25 人（62.5%）能夠完整理解是各
個任務當中完整理解比例最高，且僅有 10 人（25%）為未解釋類型，為各個任
務中比例最低。段落六當中能達到 3 分的學生超過一半，推測段落六有好表現
應為段落六主要的概念為理解電荷傳遞出去後，實體電荷減少的改變，以及後
續電流與疼痛感的連結。文本所需概念為身上有無電荷的原因比較容易理解，
因此段落六的主要概念為電荷量減少後，所產生的電流與疼痛感的影響，而文
本當中對於電荷量減少的前後關係做出詳細說明。學生在進行自我解釋任務時，
較有機會完整理解；也推測另一原因為，段落六已經是整個任務最後段，學生
已累積許多練習，可能對任務表現也有增強。相較於段落二的重點在於比較電
子束縛力差異的多寡，文本中卻缺少比較的方向以及相差地多與相差地少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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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說明。段落六文本提供關鍵內容，電荷傳遞造成帶電量減少及電流小造成的
疼痛感也小，鷹架概念較為完整。文本內容的說明對電荷量改變導致電流大小
進而影響疼痛感之概念已經相當清楚，此任務概念最重要的是理解「電荷傳遞
出去造成帶電量減少」，文本也有講到這句，代表文本內容是完整的。
相對於其他任務而言，學生較容易透過文本內容輔助，將段落六的概念說
明清楚，並且段落六為統整段落五的概念，其中電阻大小對應電流大小的概念
在段落四中已有提及，段落五再說明一遍，到段落六時學生對於此概念就比較
熟悉。段落五的任務表現：
M14：然後因為電荷已經有一部分傳遞出去了，留在人體內的電荷會減少，
有先跑到牆壁了，然後因為人這個實體，留在人體的電荷已經比較少，所
以在觸碰金屬門把這個實體時，本來會因為金屬門把的電阻小，所以電流
大碰到會比較痛，但是因為剛剛已經有先把一部分電，就是傳出去了，所
以再碰金屬門把是它流經的電流也會比較小，然後也會變得比較小的特性，
所以碰到金屬門把時，也不會有電到的疼痛感。
M17：我的理解應該是因為牆壁他本來電阻比較大。所以當我們先去 touch
牆壁的時候，我們大部分電流是都已經有到那邊，所以留在我們人體身上
就比較少。阿當我們下一個階段，我們再去碰金屬門把的時候，因為我們
身體身上有比較少。所以我們接觸到的電流萬一產生靜電現象，我就比較
不會這麼強烈的，應該是這樣子的邏輯，對不對。

從上述學生在段落五的自我解釋任務情況來看，段落六當中的部分概念學
生已在段落五時完成，進而討論段落六時，學生的表現就相對較好。
從整體表現來看，對照組的表現優於科學解釋組，至於產生這樣的原因，
我們仍需做後續討論，因此接著分析科學解釋組在進行任務時，科學解釋架構
的掌握程度如何，預期能找到科學解釋架構的使用困難，並提出學習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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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三：在科學解釋組中，學生對於科學解釋架構之掌握程
度為何?
本節整理受試者進行自我解釋任務時發表之內容，針對受試者使用科學解
釋架構時的掌握程度進行評分。評分依據為受試者對於該架構之特性與活動間
的連結程度，分成完整掌握、部分掌握與未能掌握三種層級，評分標準見表 34-3。將其中段落四與段落五排除僅分析其中一、二、三與六此四項任務，排除
段落四原因為段落四討論電位差造成電流產生被電到的感覺，當中電位差的產
生或被電到的感覺等，都是不需多做解釋的內容。排除段落五則是因為段落五
的文本內容中，我們做了一個埋錯的測試，確保受試者仔細讀過文本內容的每
個字句，並確保受試者有了解實體、特性和活動是什麼，但此設計使部分受試
者表示對文本內容之科學解釋架構存疑，擔心段落五埋錯的舉動影響到受試者
之科學解釋掌握程度，因而排除後分析剩下四項任務。後續分析分成三部分進
行，首先，討論各項任務的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欲了解整體受試者進行任
務之科學解釋架構掌握表現趨勢；接著分析每位受試者之掌握程度差異，欲分
析各個受試者掌握情況分布；最後討論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與任務表現之關
聯。

一、各項任務之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
將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整理於下表 4-3-1，科學解釋組共有 20 位學生，
四項任務總共 80 個回應，當中有 38 個回應可以到達完整掌握的標準，任務文
本的設計概念難易度由簡入深，在後續任務表現上可看出完整掌握的比例保持
穩定，未能掌握的比例有下降的趨勢，可以說明在任務進行其中受試者對於科
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有進步的趨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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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各項任務之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人數分佈表

完整掌握
部分掌握
未能掌握
總和

段落一

段落二

段落三

段落六

（電子束縛力
差異造成電荷
轉移）

（棉衣毛衣的
差異）

（水氣對電荷
造成的影響）

（帶電量、電流
與疼痛感的連
結）

7
6
7
20

10
3
7
20

11
7
2
20

10
8
2
20

總和

38
24
18
80

二、受試者之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差異
科學解釋架構從學生的表現來說，普遍沒有想像中使學生得到理想的幫助，
推測學生對於科學解釋架構的使用存有某些障礙，導致學生在透過科學解釋架
構輔助後表現沒有對照組的學生更好，因此從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來看，分
析科學解釋組的學生對於科學解釋架構的掌握情況，如下表 4-3-2 呈現。
20 位受試者內有 6 人可以在其中三項任務中皆達到完整掌握，5 人在三項
任務中皆沒有辦法達到完整掌握，僅能留在部分掌握或未能掌握，表明科學解
釋架構的使用上，受試者間存有一定的落差，部分的受試者能掌握得很好，同
時也有另一部分的受試者在使用科學解釋架構上有些許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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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表

受試者編號

段落一

段落二

段落三

段落六

（電子束縛
力）

（棉衣毛衣）

（水氣）

（電荷傳遞出
去後）

3
3
3
3
3
3
2
2
1
3
2
1
2
2
1
1
2
1
1
1

3
3
3
3
3
1
3
1
2
3
3
2
3
1
3
2
1
1
1
1

3
3
3
3
3
3
3
3
3
2
1
3
3
2
1
2
2
2
2
2

3
3
3
2
2
3
2
3
3
1
3
3
1
3
3
2
2
2
2
2

M17
M25
M29
M12
M31
M22
M15
M09
M20
M21
M23
M28
M30
M24
M27
M14
M19
M13
M16
M18

總和

12
12
12
11
11
10
10
9
9
9
9
9
9
8
8
7
7
6
6
6

三、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與任務表現之相關分析
欲探討關於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對於任務表現有何影響，將受試者在科
學解釋架構掌握與任務表現的對應關係進行整理，統計表呈現於表 4-3-3 中，
總共有 80 個回應。
表 4-3-3 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與任務表現
任務表現

完整掌握
部分掌握
未能掌握
總和

未解釋類型

部分解釋

因果關係推論

總和

9
(11.25%)
4
(5.00%)
3
(3.75%)
16
(20.00%)

6
(7.50%)
6
(7.50%)
0
(0.00%)
12
(15.00%)

23
(28.75%)
14
(17.50%)
15
(18.75%)
52
(65.00%)

38
(47.50%)
24
(30.00%)
18
(22.50%)
80
(100.00%)

註：共分析 4 項任務，其中有 20 位受試者，共 80 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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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發現各個掌握程度都有受試者能達到因果關係推論，未能掌握的回應
中大部分是倚賴自我解釋來理解文本，另一部分的回應將科學解釋的架構以照
念的方式帶過，因此也被編碼為未能掌握。完整掌握的學生中，有約 60%（23/38）
的比例能達到因果關係推論，我們很樂見於這樣的結果，代表科學解釋架構掌
握的越好，就越有機會將因果關係完整連結，但是在於完整掌握的類型中，有
約 23%（9/38）卻表現為未解釋類型，發現這些類型的回應大部分是屬於類似
照念的類型，對於任務的評分標準來說，必需產生出新的概念或是因果關係的
連結，若為照念的類型會被評分成為未解釋類型，而這些未解釋類型的回應是
專注於科學解釋架構的邏輯當中，注重於實體、特性與活動間的連結，因掌握
程度的評分標準來說，必需將科學解釋要素是什麼對應清楚，並將其中的關係
完整說明，有可能因為花費心思在了解科學解釋架構，無力再對概念內容深入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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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訪談資料分析
本節整理受試者訪談內容，總共含有八題訪談問題，主要分析其中兩項訪
談問題，此兩題針對任務進行之困難、負擔以及教學任務對受試者本身之閱讀
理解有無幫助做詢問，為我們最感興趣的主要問題，其中困難表示進行自我解
釋任務時所面臨的問題，負擔則表示受試者在閱讀理解時對自我解釋任務感到
疲憊。題目敘述會因兩個組別之差異做些許調整，但本質概念相同，後續依照
問題進行討論：

訪談一：進行任務之困難與負擔
（一）科學解釋組
科學解釋組之訪談問題為：在使用科學解釋架構時，有沒有什麼困難? 對
閱讀理解有負擔嗎?

以下針對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做個別分析，在科學解釋組中受試者的回應
情況統計於表 4-4-1 中，大部分學生（80%）對於科學解釋使用上表示沒有負
擔，表示有負擔的僅佔少數（20%）
，但在困難與否的回答中，表示有困難的學
生將近一半（45%）
，這些學生當中表示有困難的主因分成四種類型，呈現於表
4-4-2，9 名學生中有 2 位表示困難主因為文本內容本身難度，僅 1 位表示困難
為使用口語表達出來，有 3 位對於科學解釋要素產生認知衝突，對文本標記的
內容產生質疑（受試者認為是活動但實際上是特性）
，3 位對於實體、特性與活
動連續的出現感到困難。由統計結果可以說明確實科學解釋架構在使用上有一
定的難度存在，部分受試者皆對科學解釋要素感到困擾，但同時有科學解釋架
構的存在也造成大部分的學生在於使用口語表達方面，有較少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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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困難 v.s 負擔訪談一受試者答案統計表
科學解釋組

有困難

沒困難

總和

有負擔

3(15%)

1(5%)

4(20%)

沒負擔

6(30%)

10(50%)

16(80%)

總和

9(45%)

11(55%)

20(100%)

表 4-4-2 困難類型統計表（科學解釋組）
答案

人數

a. 文本內容艱深難懂

2

b. 需要說出來的障礙

1

c. 對科學解釋要素的認知衝突

3

d. 特性活動連續出現

3

對於科學解釋架構感到困難之受試者回應如下，受試者編號前的英文小標
代表對應前表 4-4-2 之困難類型。

a M12：
困 難 應 該 是 可 能 電 流 電 阻 這 些 詞 ， 已 經 忘 記 他 們 的 意 思 ， 但 又 隱約
還知道他們是什麼，所以就盡量的解釋看看。
b M22：
就是如果要自我解釋的話，就是要再花一點時間，然後把他敘述出來。
c M09：
對於連續發生的事件，一個一個不斷的實體影響後續活動，會比較不好消
化。
c M20：
有困難，因為我不確定他有沒有讓我更容易去懂這個文本的內容。
c M23：
我覺得蠻有負擔的，因為有許多特性，我覺得看起來是蠻抽象的東西，在
腦中建構或是在腦中想像的時候會比較有困難，實體跟活動比較能理解，
比較能想像，特性的話就會覺得很抽象，平常不會遇到，所以看到特性的
時候會覺得，為什麼會有這個活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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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27：
像第七段有很多特性跟活動，有可能這個特性是前一個活動的因素，他有
可能是一個特性又是另一個活動，他身兼兩個身分，就會比較不知道，但
是如果他是在純屬比較簡短的例子的話就會比較好理解。在相對困難的文
本當中就會比較有困難。
d M31：
困難應該是在於要把它們（科學解釋要素）串在一起。

科學解釋組的學習困難除了文本本身知識內容之外，受試者主要對於特性
活動間反覆出現的複雜現象感到困難，同時也反應科學解釋架構的使用上需要
投入更大量的練習。

（二）對照組
對照組之訪談問題為：在形成自我解釋時，有沒有什麼困難? 對閱讀理解
有負擔嗎?

分析困難與負擔與否問題，在對照組中受試者的回應情況統計於表 4-4-4
中，大部分學生（85%）表示對於進行自我解釋上沒有負擔，表示有負擔的僅
佔少數（15%）
，在困難與否的回答中，表示進行自我解釋有困難的學生佔 40%。
與科學解釋組的差異在於，這些學生當中表示有困難的主因僅分成兩種類型，
少了特性、活動連續出現的困難以及科學解釋要素造成的認知衝突，結果呈現
於表 4-4-5，4 位學生表示進行自我解釋任務的困難主因為文本內容本身難度，
另外 4 位表示困難在於使用口語表達出來。對照組與科學解釋組的差異在於科
學解釋組的學生認為相對文本難易度而已，科學解釋架構也有一定的難度，但
對照組的學生，主要的困難點除了文本難易度外，就只剩下能不能使用口語表
達而已，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兩種學習模式都有其優點，若能將兩邊的優點保留
或許能發展出一套更完善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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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對照組訪談問題一受試者答案統計
對照組

有困難

沒困難

總和

有負擔

2(10%)

1(5%)

3(15%)

沒負擔

6(30%)

11(55%)

17(85%)

總和

8(40%)

12(60%)

20(100%)

表 4-4-5 困難類型統計表（對照組）
答案

人數

a. 文本內容艱深難懂

4

b. 要說明出來的困難

4

對於自我解釋任務感到困難之受試者回應如下，受試者編號前的英文小標
代表對應前表 4-4-5 之困難類型，對照組的學習困難僅在於文本本身知識內容
以及口語表達上的困難。

a S05：
困難的點在領域比較不熟悉的關係，就是不是平常生活中會接觸到的原理，
所以在閱讀上會比較吃力一點。會比較辛苦，但是會比較更了解。
a S07：
有些詞我可能看不懂，我就沒辦法自己沒辦法繼續下去，他的負擔就是如
果我前面不懂，我後面就不懂了，所以後面看到一些名詞就會覺得這是什
麼，就會覺得看不下去。
a S15：
困難就是會遇到比較多不懂的事情，會比較沒有辦法的第一時間去形成自
圓其說的解釋。如果是在讀不懂的事情的話就會有一些負擔。不是本科生
會比較困難一點。
b S03：
我是那種沒有辦法一邊念一邊理解的人，所以如果要求要唸出來的話，就
會比較沒有效率… 但有些會比較沒有信心。
b S06：
自我解釋的困難是有時候會不知道要用什麼詞彙來去解釋自己已經理解
的東西，理解過程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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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兩種組別的差異，發現有困難的受試者，在對照組當中，可能在任務
進行有困難但概念理解上較沒有問題，如 b S06：
「自我解釋的困難是有時候會
不知道要用什麼詞彙來去解釋自己已經理解的東西，理解過程基本上沒有什麼
問題。」，在科學解釋組當中，多會糾結於特性與活動的關係，且短時間內無
法負荷，如 d M23：「我覺得蠻有負擔的，因為有許多特性，我覺得看起來是
蠻抽象的東西，在腦中建構或是在腦中想像的時候會比較有困難，實體跟活動
比較能理解，比較能想像，特性的話就會覺得很抽象，平常不會遇到，所以看
到特性的時候會覺得，為什麼會有這個活動產生。」，兩組間的差異，遇到困
難時所看到的面向也不同，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也可以在往後研究中進行修
改與調整。

訪談二：進行任務對於閱讀理解之幫助
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之任務是否對於受試者閱讀理解有幫助，下列依序列
出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的訪談二題目：

科學解釋組：透過拆解實體、特性與活動來進行科學解釋，你認為它是否
能幫助你更加理解這個科學現象? 為什麼?

對照組：透過自我解釋，你認為它是否能幫助你更加理解這個科學現象?
為什麼?

對於訪談問題二來說，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相同，幾乎所有的受試者皆表
示能幫助理解，僅少數受試者表示沒有幫助，將統計結果呈現於表 4-4-6，其
中科學解釋組認為能幫助理解的主要原因在於有把關鍵特點抓出來，更容易看
見其中的因果關係。認為不能幫助的則表示並沒有因為科學解釋而比較容易讀
懂靜電現象，理解上還是會有困難。
對照組認為能幫助理解的主要原因在於概念整合，閱讀完文本後要進行自
我解釋前，必需將知識概念組織後重新理解，接著才說明為什麼會發生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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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認為不能幫助的則表示不覺得需要花那麼多時間解釋，並沒有因此幫助理
解。
表 4-4-6 訪談問題二受試者答案統計

能幫助理解
不能幫助理解

科學解釋組

對照組

18（90％）

18（90％）

2（1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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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想探討大學生在閱讀靜電學科學文本並進行自我解釋時，透過科學
解釋架構輔助，其後測解釋在所使用的科學解釋要素有何差異。因此實驗中收
集受試者閱讀前後的解釋內容與閱讀時的任務表現，最後進行訪談。
本章第一節為摘要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第二節則討論研究限制，並根據研
究結果提出對未來研究與教學上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
研究問題一：有無科學解釋架構輔助，對學生在後測解釋上的表現是否有
差異?

大部分後測解釋表現上，科學解釋組與對照組沒有差異，僅在後測第二題
的特性、後測第五題與第六題的活動有差異，並且是對照組表現比科學解釋組
好，與原研究預期相互矛盾。透過訪談資料及實驗記錄分析發現，有部分高先
備知識的受試者在使用科學解釋架構時，短時間內會產生排斥現象，對於科學
解釋架構的拆解方式產生質疑，導致科學解釋組之受試者在完成自我解釋任務
時有一定的障礙。
辨識實體、特性與活動間的難易程度，分析結果顯示實體最容易被辨識，
活動次之，最後是特性，對學生而言特性是最難辨識的。

研究問題二：有無科學解釋架構輔助，對於學生進行自我解釋任務的表現
上是否有差異?

任務表現上，科學解釋組能達到完整解釋的比例在各個任務中皆低於對照
組，能達到部分解釋的比例仍皆低於對照組，從結果來看可以清楚知道，科學
解釋組透過科學解釋架構閱讀科學文本進行自我解釋的學習情況，差於對照組。

研究問題三：在科學解釋組中，學生對於科學解釋架構之掌握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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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科學解釋架構的掌握程度，受試者間也存有一定的落差，將近一半的
受試者能夠完整掌握，但也有約四分之一的受試者面臨到障礙，在各項任務中
皆沒有辦法達到完整掌握。各個掌握程度都有受試者在自我解釋任務表現中達
到完整解釋：能夠將科學解釋架構完整掌握的學生中有超過一半的比例都能在
自我解釋任務表現中達到完整解釋；在科學解釋架構掌握程度處於部分掌握的
受試者，也有超過一半的比例達到自我解釋任務表現中的完整解釋；至於未能
掌握的受試者則是單純透過自我解釋的方式來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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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次實驗中，有大部分學生對科學解釋架構感到疑惑或缺乏信心，少部分
則會排斥，受試者未能順利使用科學解釋架構，因本研究是將科學解釋架構標
註在文本中，或許此作法使得受試者的認知歷程變得被動，以及產生認知衝突
後造成信心低落。在任務的表現上，科學解釋組較不理想的原因也可能在於他
們必須先完成科學解釋的架構後才能再完成知識概念，造成科學解釋組的負擔
較重。可能原因為對科學解釋架構的練習不夠，導致受試者不夠熟悉，也推測
有另一原因為物理的部分現象前因後果發生的過於迅速，其中細節繁雜。以段
落六為例：
電荷傳遞出去後，留在人體內的電荷減少（活動）。因人體所帶的電荷（實體）較
少（特性）
，觸碰到金屬門把（實體）時，所流經的電流也會比較小（特性）
，也較
不會有被電到的疼痛感（活動）
。

段落六是相當複雜的，前一事件產生的活動，如「電荷傳遞出去，導致人
體帶電荷減少」，這個活動將變成下一個事件的特性，如「電荷較少，電流將
會比較小」，導致最後的活動產生，「被電到的疼痛感小」。推測段落六的連續
事件可能也會使科學解釋組產生相當大的負擔，進而造成表現不佳，顯示科學
解釋架構是有一定的門檻。
建議要有更簡單、更完整的練習，讓學生熟悉科學解釋的完整架構，以及
對科學解釋架構能更加地接受與認同。對於學生而言，學生沒辦法短時間內理
解並相信此架構的拆解，有部分高先備知識學生產生排斥現象造成任務困難，
由此看得出科學解釋架構的學習經過一次的學習是不夠的，需要經過一定時長
的教學與適應，關鍵在於學生能不能接受此架構的拆解，若學生未能接受科學
解釋架構而執意使用的話會造成反效果。
本實驗中將科學解釋架構標示在每個段落及每個句子間，結果顯示科學解
釋架構的學習可能不適合搭配整個文本使用，應該循序漸進，文本中最關鍵的
段落再搭配使用，以小段落的方式讓學生學習，本實驗中讓學生短時間練習科
學解釋架構，接著就進入正式的自我解釋任務階段，著實過於倉促，應慢慢的
使學生熟悉，切勿急躁，Wu 與 Hsieh（2006）也表明這樣的過程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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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需要理解科學的原理原則，還需要學習與練習。因此認為科學解釋架構
的教學，需慢慢長期訓練，待學生對於科學解釋架構熟練時，期許學生可以有
好的能力去拆解科學解釋架構，甚至能應用在概念遷移上。
此外，Schworm 與 Renkl（2007）整理出在自我解釋中使用提示的特點，
提到每個學生所需要的提示是不同的，因此給予適當的提示相對重要。但在此
初探性研究中，我們選擇讓每位受試者接受相同的提示，對應 Schworm 與
Renkl 的建議，也許是因此造成了自我解釋的效果不如預期。
雖然在此初探研究中，科學解釋組的表現不盡理想，但由於 Russ 等人
（2008）整理的科學解釋架構要素仍是解釋自然現象為何發生的重要因素，因
此建議在設計文本的過程中，可以透過科學解釋架構作為檢驗文本之工具，以
確保科學文本當中的科學解釋要素完善，透過科學解釋架構分析，能夠確保把
每個科學解釋要素補上，成就一篇完整的科學解釋文本。
本研究建議在進行科學解釋架構的教學時，可以透過一系列的課程來發展，
從最完整的架構，慢慢地幫學生拆解，利用課堂多次的練習使學生熟悉此種學
習方法並產生認同，而內化成學生未來解釋自然現象時的思考工具，到最後學
生可以面對一篇無標示的文章，自己將科學解釋架構搭建好並分析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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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指導語
科學解釋組
你的任務是透過閱讀科學文本想辦法去理解他，並思考為什麼此內容為什
麼成立?你認同他成立的理由是什麼?為什麼前面的訊息會影響到後面的另外
一件事情發生?他們中間有什麼關聯性?你可以去思考各個小問題，嘗試去理解
並解釋給自己聽，但記得不需要用太艱深的專有名詞，我們反而更希望你可以
使用更淺白的語言來向你自己說明，解釋給自己聽。如果不知道怎麼解釋也可
以透過旁邊的問題提示來形成自我解釋。
比較不一樣的是在自我解釋的過程中，我們希望你可以透過此科學解釋架
構，去分析何為實體、特性與活動，並思考為何其為實體、特性與活動，嘗試
解釋給自己聽，當中的過程可能會比較繁雜一些，但就請你盡量嘗試看看，若
可以的話可以試著將實體、特性與活動，三者串聯在一起，說明一個完整的科
學現象解釋。

對照組
你的任務是透過閱讀科學文本想辦法去理解他，並思考此內容為什麼成立?
你認同他成立的理由是什麼?為什麼前面的訊息會影響到後面的另外一件事情
發生?他們中間有什麼關聯性?你可以去思考各個小問題，嘗試去理解並解釋給
自己聽，但記得不需要用太艱深的專有名詞，我們反而更希望你可以使用更淺
白的語言來向你自己說明，解釋給自己聽。如果不知道怎麼解釋也可以透過旁
邊的問題提示來形成自我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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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範例與練習文本
起電的方式（科學解釋版本）
要讓物體帶電有三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共分為接觸起電(範例)、摩擦起電
(練習)與感應起電(此實驗未提及)。其中摩擦起電主要適用於絕緣體，而接觸
起電與感應起電主要適用於導體。
區分是否為絕緣體一般而言是由我們日常生活中，某材料容不容易導電來
做區分的，擁有較多自由電子的物質較容易導電，我們會稱作導體，不容易導
電的物質則稱作不良導體或絕緣體，其中導體與絕緣體沒有明顯的界線，當電
子獲得的能量夠大時，電子就有機會脫離材料表面，此時絕緣體就有機會可以
導電。
範例文本：接觸起電
接觸起電是將一帶電物體 A(實體)與另一不帶電導體 B(實體)相互接觸，接觸導體
(具可導電性(特性))後可形成通路(活動)，電荷因物體間擁有電位差(特性)就產生電荷
的流動(活動)，整體而言電荷由帶電物體 A 傳至該不帶電物體 B，使得物體 B 擁
1 。接觸起電時，電荷由帶電物體 A 所提供及
有淨電荷而帶電，稱為接觸起電○
分配，會因為兩物體（物體Ａ與物體Ｂ(實體)）間存在電位差(特性)而流動(活動)，物
2 。
體 A 與物體 B(實體)所帶有的電荷是同性電(特性)，彼此會相互排斥(活動)○

練習文本：摩擦起電
摩擦起電的方式是將不帶電的兩個絕緣物體 A 和 B(實體)互相摩擦後，因為他們
接觸面的材質不同(特性)，對電子的束縛力也不同(特性)，在有摩擦的情況下讓電
子獲得能量，微量的電子由一物體 A 轉移到另一物體 B 上(活動)，造成淨電荷的
3 。過程中對電子
累積(活動)，而使 A 與 B 兩物體均帶電的方法，稱為摩擦起電○
束縛力較小(實體)的物體(特性)會失去電子(活動)而另一個物體(實體)則得到電子(活動)，
4 。
因此摩擦起電後兩物體帶異性電(特性)，彼此會相互吸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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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電的方式（對照版本）
要讓物體帶電有三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共分為接觸起電(範例)、摩擦起電
(練習)與感應起電(此實驗未提及)。其中摩擦起電主要適用於絕緣體，而接觸
起電與感應起電主要適用於導體。
區分是否為絕緣體一般而言是由我們日常生活中，某材料容不容易導電來
做區分的，擁有較多自由電子的物質較容易導電，我們會稱作導體，不容易導
電的物質則稱作不良導體或絕緣體，其中導體與絕緣體沒有明顯的界線，當電
子獲得的能量夠大時，電子就有機會脫離材料表面，此時絕緣體就有機會可以
導電。
範例文本：接觸起電
接觸起電是將一帶電物體 A 與另一不帶電導體 B 相互接觸，接觸導體(具
可導電性)後可形成通路，電荷因物體間擁有電位差就產生電荷的流動，整體
而言電荷由帶電物體 A 傳至該不帶電物體 B，使得物體 B 擁有淨電荷而帶電，
1 。接觸起電時，電荷由帶電物體 A 所提供及分配，直到兩物體
稱為接觸起電○
（物體Ａ與物體Ｂ）間電位差為零的時刻停止，物體 A 與物體 B 所帶有的電
2 。
荷是同性電，彼此會相互排斥○

自我解釋練習：摩擦起電
摩擦起電的方式是將不帶電的兩個絕緣物體 A 和 B 互相摩擦後，因為他
們接觸面的材質不同，對電子的束縛力也不同，在有摩擦的情況下讓電子獲得
能量，微量的電子由一物體 A 轉移到另一物體 B 上，造成淨電荷的累積，而
3 ，過程中對電子束縛力較小
使 A 與 B 兩物體均帶電的方法，稱為摩擦起電○
的物體會失去電子而另一個物體則得到電子，因此摩擦起電後兩物體帶異性電，
4 。
彼此會相互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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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科學解釋文本
生活中的靜電現象（科學解釋版本）
在冬天的時候，我們脫毛衣時偶爾會產生霹啪的聲響，這種情況在冬天尤
x 。當我們人體在活動時，毛衣與皮膚(實體)之間
其天氣乾燥的情況下較常發生○
1 。冬
互相摩擦，會因為材質束縛電子的能力不同(特性)而產生電荷的轉移(活動)○
(實體)
(實體)
(活動)
天脫去毛衣
，比脫去其他棉製的衣服
容易有靜電現象
的產生，這
(特性)
主要是因為布料材質的不同
，不同材質的布料對於電子的束縛能力(特性)也
2 。一般而言，電荷可附著於空氣中的水氣而離開人體或衣服，因為冬天
不同○
的空氣(實體)較為乾燥(特性)，電荷較少有機會附著在水分子上而離開，所以我們
很容易在空氣較乾燥的冬天環境下活動後，不知不覺地累積出一定量的電荷(活
動) 3
○。
當身體上累積了一些電荷之後，如果我們(實體)非常靠近一個金屬物體(實體)，
4 。這種被電到的感
會因電位差(特性)而形成電流(活動)，人體就有被電到的感覺○
覺取決於電流的大小，較大的電流流經人體時，感受到的疼痛感較為強烈，而
電流大小與電阻成反比(電阻小時電流會比較大或反之)，所以接觸導體時人體
x 。因此我
所感受到的疼痛感，比接觸到導電性較差的不良導體時大且較強烈○
們在接觸門把或水龍頭等金屬導體前，可以先接觸牆壁，牆壁(實體)的電阻較大
(活動)
5 ，電荷傳遞出去後，
，使得電荷傳遞出去時，僅有小電流通過人體(特性) ○
留在人體內的電荷減少(活動)。因人體所帶的電荷(實體)較少(特性)，觸碰到金屬門
6。
把(實體)時，所流經的電流也會比較小(特性)，也較不會有被電到的疼痛感(活動)○
脫毛衣時，因累積的正負電荷(實體)距離較近，有較大的靜電力(特性)，使正
負電荷結合(活動)後釋放能量(活動) (圖一左)，旁邊的空氣(實體)吸收能量後瞬間膨
脹(活動)，空氣膨脹後在極短的時間內(特性)向外推擠(活動)周圍的空氣(實體) (圖一右)，
7。
造成大振幅(特性)的聲波(實體)傳遞出去、發出霹啪的聲響(活動)讓我們聽見(圖二)○
空氣分子

釋放能量

圖一、正負電荷結合後放出大量的熱，空氣瞬間熱膨脹向外推擠
擠壓周圍空氣

圖二、擾動周圍的空氣產生聲波，藉由空氣將聲波傳遞
到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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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靜電現象（對照版本）
在冬天的時候，我們脫毛衣時偶爾會產生霹啪的聲響，這種情況在冬天尤
x 。當我們人體在活動時，毛衣與皮膚之間互相
其天氣乾燥的情況下較常發生○
1 。冬天脫去毛衣時，
摩擦，會因為材質束縛電子的能力不同而產生電荷的轉移○
比脫去其他棉製的衣服容易有靜電現象的產生，這主要是因為布料材質的不同，
2 。也因為冬天的空氣較為乾燥，
不同材質的布料對於電子的束縛能力也不同○
空氣中含有的水氣較少就難將毛衣與人體身上產生的靜電荷帶離，所以我們很
3。
容易在空氣較乾燥的冬天環境下活動後，不知不覺地累積出一定量的電荷○
當身體上累積了一些電荷之後，如果我們非常靠近一個金屬物體，會因電
4 。這種被電到的感覺取決於電流的
位差而形成電流，人體就有被電到的感覺○
大小，而電流大小與電阻成反比(電阻小時電流會比較大或反之)，所以接觸導
x 。因此我們在
體時人體所感受到的電流比接觸到導電性較差的不良導體時大○
接觸門把或水龍頭等金屬導體前，可以先接觸牆壁，牆壁的電阻較小，使得電
5 ，電荷傳遞出去後，留在人體內的電荷
荷傳遞出去時，僅有小電流通過人體○
減少。因人體所帶的電荷減少了，觸碰到金屬門把時，所流經的電流也會比較
6 。
小，也較不會有被電到的疼痛感○
脫毛衣時，因累積的正負電荷距離較近，有較大的靜電力，使正負電荷結
合後釋放能量 (圖一左)，旁邊的空氣吸收能量後瞬間膨脹，空氣膨脹後在極短
的時間內向外推擠周圍的空氣 (圖一右)，造成大振幅的聲波傳遞出去、發出霹
7 。
啪的聲響讓我們聽見(圖二)○

空氣分子

釋放能量

圖一、正負電荷結合後放出大量的熱，空氣瞬間熱膨脹向外推擠
擠壓周圍空氣

圖二、擾動周圍的空氣產生聲波，藉由空氣將聲波傳遞到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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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科學解釋能力測驗試題
前測：
（一） 請你解釋一下，在冬天脫毛衣時有霹啪的聲響，為什麼會發生這樣
的現象?

（二） 在我們的日常活動當中有可能會因為碰觸到某個物體而被電到，
為什麼通常都是碰觸金屬導體時被電到呢?

中測：
（一） 請你說明一下你理解的摩擦起電?

（二） 接觸起電後兩物體帶同性電，摩擦起電後兩物體帶異性電，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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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
（一） 皮膚與衣服之間相互摩擦是因為材質的什麼特性，而導致電荷的
轉移?

（二） 脫去毛衣時，比脫去其他棉製的衣服容易有靜電現象的產生，根據
此現象判斷，毛衣和棉製衣服的電子束縛力何者較大? 為什麼?
（hint：皮膚相對容易失去電子而帶正電）

（三） 為什麼會建議在觸摸金屬導體前先觸摸牆壁?而非相反順序?

（四） 相較於夏天，為什麼冬天比較容易被電到?

（五） 避免因為身上累積的電荷在加油時會產生火花，自助加油前要先
觸碰金屬球，其原因為何?

（六） 請你完整的解釋一遍，脫毛衣時產生霹啪聲響的原因與過程。
（可以從下面 9 個關鍵字當中，選擇出正確的來加以解釋，但也不
限制在這幾個關鍵字）
（1）靜電荷累積
（2）擾動周圍空氣
（3）碰到金屬門把後放電
（4）聽見霹啪的聲響
（5）正負電結合放電產生能量
（6）瞬間熱膨脹
（7）毛衣與衛生衣帶同性電
（8）潮濕的空氣
（9）毛衣與衛生衣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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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訪談稿
一、科學解釋組
0. 在正式文本的第 5 小段，僅有小電流通過人體（活動）
，第 6 小段電流也會
比較小（特性），你有辦法說明為什麼一個是活動、一個是特性嗎?
1. 在進行實驗之前，你有沒有關於這個科學解釋架構相似的經驗?
（1a：平常念書的時候是怎麼標重點，與此科學解釋架構的重點有什麼相
似之處?）
2. 透過此架構進行自我解釋時，當中的過程你是怎麼進行的? 相比以往閱讀
習慣有什麼差異? 你有特別注意什麼嗎?
3. 在使用科學解釋架構時，有沒有什麼困難? 對閱讀理解有負擔嗎?
4. 透過拆解實體、特性與活動來進行科學解釋，你認為它是否能幫助你更加
理解這個科學現象? 為什麼?
5. 你認為未來面對一些現象的解釋時，你會運用到此架構來幫助你思考與解
釋嗎?
6. 如果可以回到過去，你會希望在你國/高中的科學課堂中，有科學解釋架構
來輔助你學習嗎?
7. 無
8. 你在進行知識後測的時候對於某幾個題目的解釋信心特別低，想確認你是
不是因為哪些觀念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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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照組
0. 正式文本的第 5 段，你有沒有辦法說明為什麼是電阻大的牆壁造成小電流，
而不是電阻小的牆壁造成大電流?
1. 在進行實驗之前，你有沒有關於自我解釋相似的經驗?
2. 在進行自我解釋時，當中的過程你是怎麼進行的? 相比以往閱讀習慣有什
麼差異? 你有特別注意什麼嗎?
3. 在形成自我解釋時，有沒有什麼困難? 對閱讀理解有負擔嗎?
4. 透過自我解釋，你認為它是否能幫助你更加理解這個科學現象? 為什麼?
5. 你認為在未來面對一些現象的解釋時，你會運用自我解釋來幫助你思考與
理解嗎? 為什麼?
6. 如果可以回到過去，你會希望在你國/高中的科學課堂中，有自我解釋來輔
助你學習嗎?
7. （給科學解釋指引）
學者們將科學解釋分成實體、特性、活動，之前有沒有聽過類似的拆解方
式?
（7a：平常念書的時候是怎麼標重點，與此科學解釋架構的重點有什麼相
似之處）
8. 你在進行知識後測的時候對於某幾個題目的解釋信心特別低，想確認你是
不是因為哪些觀念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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