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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發展學生科學解釋能力是科學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然而，過去研究顯示，
學習科學解釋的能力對國小學生是困難的，因此，探討有效的教學策略與模式
協助學生學習科學解釋有其必要性。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檢測一個融入寫作活
動及概念圖的教學模式,能否有效提昇國小四年級學生的科學解釋及科學概念的
學習。此模式依描述性寫作(descriptive explanation)、概念圖(concept mapping)
及詮釋性寫作(interpretive explanation)活動之順序進行，簡稱為 DCI 教學模式。
本研究教學單元以「自然與生活科技」小學四年級光單元為主，以準實驗研究
設計，25 位實驗組學生接受 DCI 教學模式，24 位對照組學生則接受一般講述式
教學，以選擇題為主的單元成就評量單進行教學前後測，並以 t 檢定及共變數
分析來檢測二組學生在光單元上科學概念學習的差異，同時發展科學解釋評量
準則，以檢測學生科學解釋在主張、證據及推理各面向的質性資料。結果顯示，
實驗組的學生在光單元中科學概念學習及科學解釋上成績均顯著高於對照組學
生。本研究也針對如何利用這個 DCI 教學模式於科學課堂中提出建議。
關鍵詞：科學概念、科學解釋、DCI 教學模式
1

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季刊第六十八期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科學的目的在於解釋現象(Stefani & Tsaparlis, 2009)，而科學教育的主要目
標則在培養學生的高層次的科學素質(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1996)。
基於此目的，幫助學生發展科學概念的理解，並以科學知識解釋生活中的現象
是相當重要的(Nieswandt & Bellomo, 2009)。解釋是科學的中心表達方式，是科
學本質的一環，同時也是學生學習科學上較困難的部分 (Berland & Reiser,
2008)。由此可知，培養學生理解並應用科學解釋對學生的學習有所幫助，是科
學教育工作中不可忽視的重要項目。
科學教育的首要課題之一就是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在美國教育改革課程
標準中，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 (1993)和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1996)建議可以以科學課室中的閱讀及寫作活
動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過去許多關於科學寫作的研究，也說明了寫作足以提
昇學生的概念知識、發展其科學素養、有助於學生達成所需的推理技巧，同時
也會導致對於科學有正向態度(Hand & Prain, 2002; Patterson, 2000; Rivard &
Straw, 2000)。過去有許多的研究著重於科學寫作，然卻較少有研究著重於年幼
學生的科學解釋。而過去國內在科學解釋的研究上也多著重於國小高年級以上
的學生(毛松霖, 1995; 吳佳蓮, 2006; 許素芬, 2008)，較少研究著重於國小中年級
的學生，此也正是本研究想補足的部分。事實上寫作比閱讀更困難(Flower &
Hayes, 1981)，尤其是年幼的學生，因為缺乏寫作技巧，需要更多的引導才能完
成任務(McNeill, 2011)。Braaten 和 Windschitl(2011)認為教師需要知道如何將科
學解釋融入現有教材中，才能引導學生進行科學解釋。
以台灣目前國小自然科教學現況及教材編排方面，並未特別強調科學解釋
的能力。同樣在美國的教育政策中也開始強調國小階段的學生，應提供他們適
當的鷹架，以協助學生發展科學解釋(Songer & Gotwals, 2012)。而學生需要整合
概念才能理解其關係，概念圖被視為是概念整合的良好工具(Novak, Mintzes &
Wandersee, 2000; Derbentseva, Safayeni & Canas, 2007)。因此，本研究希冀能補
足目前國小教材中缺乏的部分，並鑑於缺乏完整的教學模式而困擾科學教師進
行科學解釋，因而結合概念圖及寫作活動發展科學解釋引導模式進行教學。此
教 學 模 式 稱 為 DCI 教 學 模 式 (descriptive explanation, concept mapping and
interpretive explanation)，主要由描述性寫作、概念圖及詮釋性寫作所組成的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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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性活動，以引導學生完成科學解釋，而此教學模式已被證實為有效促進學生
學習科學解釋的方式(Yang & Wang, 2013)。但不同於 Yang 和 Wang(2013)的研
究結果顯示了此教學模式有助於學生在月亮單元的科學概念理解及科學解釋的
學習，而本研究目的即探討此教學模式在學生光單元概念的科學學習及科學解
釋之成效。

貳、文獻探討
融入語言活動的科學學習在近幾年逐漸受到重視，最主要的原因是科學概
念的學習無法獨立於語言之外，科學文字本身增加了概念的深度，它是理解特
定高層次概念的來源(Brown & Ryoo, 2008)。尤其是科學的寫作語言有其獨特
性，包含了訊息密度(informational density)、抽象(abstraction)、學術專門性
(technicality)和權威性(authoritativeness)(Fang, 2006; Halliday & Martin, 1993)。因
為科學語言有此高訊息密度及特定學術用語的複雜意涵，因此在學生學習科學
的過程中，容易產生科學概念的混淆及不理解，而影響其學習結果。因此在科
學的教學與學習上，幫助學生清楚地表達他們的想法與理解是很重要的
(Patterson, 2000)，可以澄清學生的科學概念。因而語言活動不再只是語文教學
的重要成分，在科學教學中，科學解釋及寫作也是科學課室中需融入語言的活
動。

一、科學解釋
解釋(explanation)是指證據間關係及邏輯論證的建立，以及說明現象為何會
發生及如何發生的(Berland et al. 2008; McNeill, & Krajcik, 2008)。而科學中的解
釋之所以重要，仍因為解釋是科學的中心表達方式，是科學本質之一( Berland et
al., 2008)，科學性的工作著重於理解，接著是解釋現象(Smolkin, McTigue,
Donovan, & Coleman, 2009) 。 有 些 研 究 者 認 為 有 必 要 區 分 解 釋 與 論 證
(argumentation)的不同，論證比解釋更為複雜，解釋是為現象提出說明，而論證
則是評判解釋的合理性(McNeill, 2011; Osborne & Patterson, 2011)。
簡單來說，科學解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學生在學習科學的同時，也需理
解如何進行科學解釋。根據過去學者的分析，科學解釋的成分包含了三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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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claim)、證據(evidence)、推理(reasoning)(Berland et al., 2008; McNeill,
2009)。主張是為問題提供答案。而證據是支持主張的資料和資訊，證據的來源
可以是多數的資料、觀察到的現象以及可閱讀或討論到的事實等。最後，推理
是指連結主張與證據的關係(Berland et al., 2008)。而學生參與科學解釋的主要目
標為：理解意涵(sensemaking)、清楚表達(articulating)，並說服他人(persuading)
(Berland et al., 2008)。
科學解釋雖重要，但對學生而言卻很困難。學生學習科學的普遍困難在於，
無法透過解釋自然現象，形成科學主題的整合性概念知識(Hamza & Wickman,
2009)，以及無法轉移多元形式解釋及表徵，以對科學議題的概念有充分理解
(Hand, Gunel & Ulu, 2009)。由此可知，科學解釋對學生而言，並不是如此輕而
易舉的事，學生需要參與科學解釋的相關學習活動，並透過不斷地學習及引導，
才能理解。

二、科學中的寫作活動
教授學生科學解釋是科學教育中的一環，而科學的讀寫活動則讓學生有更
多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及對科學概念的理解。因此 Patterson(2000)建議科學中的
寫作活動可以用來協助學生詮釋自己的想法，並檢視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 1970 年代就有人提出透過寫作來學習(Wallace, Hand & Prain,
2007)。最早提倡寫作的學者是 Janet Emig，她在 1977 年，首先提出寫作為學習
的良好工具，而寫作不是口語的紀錄，其功能是完全不同於口語，她認為寫作
和概念知識間的認知關係非常密切(Hand, 2007)。也因此，開啟了寫作成為學習
策略的各種研究，而這樣的觀點至今仍持續受到認同。Flower 和 Hayes(1981)
認為寫作的過程是一系列的決定和選擇，同時更加清楚地說明寫作是認知的歷
程。他們提出了寫作的概念是一種問題解決的歷程，藉此說明寫作得以用來幫
助學習，乃因為寫作本身是目標導向的思考過程，而寫作過程便是作思緒整合
的工作。
過去許多相關的研究指出，科學寫作活動能發展學生的科學素養、促進其
概念理解、推理技巧，以及對科學的正向態度(Hand & Prain, 2002; Patterson, 2000;
Rivard & Straw, 2000)。早期的寫作模式多以配合實驗室活動之寫作為主，如
Hand 和 Wallace(2004)的研究。而後幾年的研究中，多數的寫作模式則以科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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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內容為主的寫作，並不一定配合實驗活動來進行，而以多元的寫作形式來融
入，作為引導學生完成寫作的鷹架式寫作模式，例如：Patterson(2000)以脈絡圖
為寫作鷹架，幫助學生學習，而 Warwick, Stephenson 和 Webster(2003)則以寫作
架構來引導學生完成寫作，但比較缺乏著重於科學解釋的寫作模式。
科學寫作之類型多，本研究考量到不同的寫作任務有不同的功用(Prain &
Hand, 1996)，且難易程度也不同，本研究採以科學解釋面向為主的寫作任務，
包含了描述性解釋(descriptive explanation)和詮釋性解釋(interpretive explanation)
之寫作任務。描述性解釋主要藉由描述過程或結構來解釋，而詮釋性解釋則以
澄清意涵，定義名詞或主張，給予、發展或擴展意涵為主(Norris, Guilbert, & Smith,
2005)。因此本研究主要由簡單的描述性解釋寫作到困難的詮釋性解釋寫作任務
安排，引導學生學會科學解釋。

三、概念圖
除了寫作活動外，為協助學生整合概念，本研究在二個寫作任務中融入概
念圖活動。概念圖是一種包含二個概念及概念關係的命題，而這概念間（節點
間）的關係是最獨特的(Derbentseva, Safayeni & Canas, 2007)。更進一步地說明，
概念圖是一個包含節點（概念或詞語）、連接線和連接詞語的網絡。擁有連接
詞的連接線稱為標記線(labeled lines)，而二個節點之間用標記線所連接起來，則
稱為命題(proposition) (Yin & Shavelson, 2008)。最早提出概念圖的 Novak 等人說
明了，因為學生的學習不是得到片斷的知識，將它儲存起來，他們會試著連結
概念間的關係，形成命題(Novak, Mintzes & Wandersee, 2000)。因此，概念圖是
符合學生學習的方式。學習者會將新的概念與命題，和之前的舊概念相連結，
並整合到其認知系統中，而概念圖是將囫圇吞棗的學習轉化成有意義學習的橋
樑(Novak et al., 2000)。
畫概念圖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在科學教學中是一個持續進行以獲得概念理
解的歷程(Liu, 2004)。它可以是在教學過程中的任何時間，進行教學前，概念圖
可以幫助老師理解學生的先備概念，以進行合適的概念改變活動設計；教學當
中，概念圖可以幫助學生整合他們的科學概念；教學後，概念圖可以幫助學生
反省並檢視概念的理解(Liu, 2004)。因此概念圖是教學及評量學生概念理解的良
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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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準實驗研究法中實驗組及對照組的設計進行研究，以國小四年
級的學生為探討對象，從研究架構圖中(圖 1)可以看出，二組學生所接受的教學
方式不同，實驗組學生實施本研究之 DCI 教學模式，而對照組學生則採一般教
學進行，DCI 教學模式是指由描述性寫作(descriptive explanation)、概念圖
(concept mapping)及詮釋性寫作(interpretive explanation)所組成的順序性活動，而
此一般教學模式則包含實驗活動及講述教學，本研究主要分析比較實驗組及對
照組學生，在科學解釋能力及科學學習上表現的學習成效差異。
圖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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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與情境
實驗組及對照組為同校的國小四年級學生，這學校屬於鄉下學校，每年級
約二到三班，家長的社經地位並不高，對於學校教學的關心程度也不特別熱心。
這二班學生分別為二十五及二十四人，以常態編班方式形成，二班在三年級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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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及期末考各科平均是相當的，未達顯著差異。二班學生從三年級開始自
然科科任教師為同一人，所接收到的教學方式皆是以講述教學及實驗為主的方
式進行學習，而二班學生在整體課業表現上相近。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實驗
組的那班學生在三年級時曾經繪製過概念圖的經驗，在繪製的過程中教師以逐
步引導的方式，先讓學生排概念區塊，再加以討論出小組的概念圖，最後形成
個別學生的概念圖，接著，學生也在後續二個單元結束後，分別畫了概念圖。
因此對概念圖有初步的了解，而對照組的學生則沒有繪製過概念圖的經驗。而
在本研究中，二組學生所接受的教學模式最大的差異是，實驗組的學生除一般
教學外，又融入科學寫作任務及概念圖的教學模式，本研究教學模式的實施程
序為：描述性寫作單→概念圖→詮釋性寫作單，此三種寫作活動的順序性編排。
首先，在單元教學中安排學生完成描述性寫作單的任務，單元教學結束後，教
師引導學生完成該單元的概念圖，最後在概念圖結束後，教師引導學生完成詮
釋性寫作單的任務，學生在詮釋性寫作單結束後，可以再修改其概念圖。至於
對照組的學生則接受一般教法而已，並未融入概念圖或寫作單等寫作活動。

二、教學模式規劃與設計
本研究以奇妙的光單元為主進行教學設計，該單元的教學時間約是一個月
左右，每週三節課，共約八個小時的課程。在該單元的設計流程，主要以(1)分
析並繪製出概念圖為起始，在教學進行前之所以先分析單元概念，主要是理解
在該單元所欲呈現的主要概念為何，以及學生所需要理解到的概念內容及層次
為何，才得以進行寫作單的規劃。這單元內容當中，主要以光的性質及色光等
二大概念為主（康軒，2012），也是教學的主要二個活動，在光的性質中，著
重於光的直線進行、光的反射及光的折射等概念，每個概念有其相關活動以了
解生活中的相關例子，而本研究並不指定學生之概念圖結果與研究者相同，只
是鼓勵學生可以舉出多種例子來說明，並呈現於概念圖中。而過去研究中也顯
示國小中高年級的多數學生能夠分辨日常現象中光的「反射」與「折射」，但
是仍有少數的學生會將二者混淆的現情形（張靜儀、李采褱，2004）。接著進
行(2)寫作單的區分與設計，在此先區分概念的層次，屬於大方向性，或是觀察
狀態的描述，讓學生得到初步概念的層次，皆屬於描述性解釋的寫作單內容，
此部分主要讓學生描述其所觀察到的現象，或是學生個人針對一般現象的想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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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或者描述其實驗操作的過程，偏向於回憶和紀錄的活動。而詮釋性解釋
之寫作單的內容則為概念圖中再深入探討的層面，例如：歸納出整體現象的結
論或規則、說明因果關係等，比較屬於分析及層面。這些初步的教學設計 (3)
經過討論修改及專家審核後定稿，因為初步的教學設計主要是研究者對研究進
行的期望所構思的，其中有些許不妥之處，因此在教學設計初步完成之後，研
究者與協同研究之二至三位諮詢者討論，並進行修正，再送專家審核。最後，
定案後的教學設計才正式實施於課室當中。
圖2

奇妙的光之概念圖及寫作單規劃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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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寫作單

有

性質
有
有
直線前進 反射 折射
有

觀察
雷 影
射 子
筆
是
光遇到不
透明的物
體被阻擋
所形成

詮釋性寫作單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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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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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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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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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燈

所
有
光
混
合
成
白
色
光

在本教學模式進行時，實驗組學生先接受描述性寫作單的任務，配合學生
的觀察活動及實驗活動來完成，此階段約二個半星期的時間，共五個小時。在
單元內容結束後，教師引導學生參照描述性寫作單及課本內容以完成該單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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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圖，約一個小時的課程，在此階段結束後，學生參照概念圖內容來完成詮
釋性寫作單任務，此詮譯性寫作單任務以問題為導向，需要學生完成問題的回
答，並提出證據，加以說明清楚，此活動進行一個星期的時間，約二個小時的
課程，以完成整體教學模式。

三、資料收集與分析
為了比較融入科學寫作任務及概念圖活動的教學模式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
響，本研究從科學概念理解及科學解釋的表現來探討學生的學習成效，並依此
作資料收集。在單元之教學進行前及教學完後，則針對實驗組班級及對照組班
級實施單元評量單之前後測，以及二組班級在教學完後皆實施科學解釋評量單
測驗。
(一)單元成效評量單
實驗組及對照組學生在單元教學前後各施測一次，成效單內容與課程配
合，以選擇題為主，主要評量學生該單元概念之理解情形，為確認題目之可行
性，以專家效度及內部一致性考量，十八題的成效評量單 Alpha 值為 0.85。二
組學生的前後測資料主要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paired t test)的分析，採雙尾檢
定，主要理解實驗組及對照組學生在教學前後之評量單測驗中的平均數差異及
差異之顯著性。此外，也探討前後測差異的效果量(effect size)，以理解前後測間，
學生進步的效果為何。Effect size 主要為總平均差除以前測標準差，其結果 effect
size 0.2 為影響力小，0.5 為影響力中等，0.8 為影響力大(Cohen, 1988)。除此之
外，在實驗組及對照組學生前測成績無顯著差異下，進而分析二組學生的共變
數分析(ANCOVA)，以理解接受此教學模式後之實驗組學生與對照組學生在學
習結果上的差異程度為何，以突顯此教學模式之成效。
(二)科學解釋評量單
為了理解學生在科學解釋方面的表現，本研究發展科學解釋評量單作為評
量工具，此科學解釋評量單中的問題（如表 1），主要詢問學生，其所認為的「當
光源照到物體時，會有影子產生，請問這說明了光的什麼特性呢？」在問題中，
又分為三大部分讓學生回答，每一部分給予適度的問題提示，在主張部分，詢
問學生「你認為這是光的什麼特性？」；在證據部分，則要求學生舉出實際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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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來說明；在推理部分，則提示「我認為根據上面的例子可以證明（從你的舉
例中說明光的行進是如何造成這樣現象的呢？）」以此方式引導學生完成科學
解釋評量單。在學生原始資料呈現上編碼主要分為三部分，先呈現寫作單類型，
再呈現學生班別，最後呈現學生編號，例如：（E2-B-S18），其中 E 代表詮釋
性寫作單，B 代表對照組學生，而 S18 則是第十八位學生。而（D2-A-S8）則代
表描述性寫作單(D)在實驗組(A)學生編號 8 的寫作內容。
表1

科學解釋評量單－奇妙的光

問題：當光源照到物體時，會有影子產生，請問這說明了光的什麼特性呢？
主張： 我覺得這是：
證據： 除了這個例子，我還可以舉出實際觀察到的情形和實例來說明這樣的特
性（例如：在你實驗時的什麼情形下，或是你觀察到的經過和結果等）：
推理： 我認為根據上面的例子可以證明（從你的舉例中說明光的行進是如何造
成這樣現象的呢？）：
為了評量學生的科學解釋表現，本研究參考 McNeill (2009)所提出的評量準
則，再依本單元內容發展出合適於本研究中，針對學生科學解釋的寫作結果進
行評分的評量準則（如表 2），為確定評量準則的客觀性，以評分者的一致認同
信度為主，本研究由三位評分者依據此表格進行評分，分別針對主張、證據、
及推理各部分給分，剛開始總體評分一致性為 84%，再加以討論修正，以取得
三人的共識達成評分的一致性結果為 92%。研究者各個編碼及分析後，必須與
其他研究者討論及重複編碼分析，直到評分者一致性(inter-rater agreement)達
95%為止(Nieswandt et al., 2009)。在評分一致性確認後，三位評分者所給予的分
數之平均數，則為此該生之得分。此過程為質性資料分析，但其結果以量化數
據呈現，再進行二組學生總分上的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t test)，以比較二
組學生在接受不同教學模式後，科學解釋方面表現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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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科學解釋評量準則

問題：當光源照到物
層次（分數）
體時，會有影子產
生，說明了光的什麼
1或2
0
特性呢？
針對原始問題所 沒有提出 提及光的直線進行（給 1
回答的陳述或結 光的特性 分），提出光的直線進行，
主
論
或錯誤者 但說明不完整的，或未說
張
明的（給 2 分）
用來支持主張之
合適且足以佐證
的科學資料或例
證 證
據

不能舉出
例子來說
明，或是
例子不是
光直線進
行的特性

能舉出一項正確且合適光
直線行進的例子或二個例
子但有錯誤者（給 2 分），
只舉出一個符合光直線前
進的例子，但說明不清楚
者（給 1 分）。

連結資料和主張
的有力辯解，必
須說明為何這些
推 資料足以為證據
理

無任何說
明，或是
說明與主
張無關。

只重複光的直線進行，未
說明舉例的關係（給 1
分），說明雷射光是一直
線或其他例子，所以光是
直線前進，但未連結到如
果光不是一直線，則就可
以繞過物體，不會產生影
子。（給 2 分）

3
提出光的直線進
行特性，遇到物體
時無法穿透行進
才形成與物體形
狀相似的影子
能舉出二個以上
合適的光直線行
進的例子。例如：
排桌椅時對齊時
看到一條線、雷射
光是一直線，或是
燈光被擋到會形
成影子等例子。
從實驗的例子中
看到雷射光射出
是一條線，可以知
道光是直線進行
的，如果光不是直
線進行，可以繞過
物體的話，就不會
有影子產生了。

除了量化分析外，本研究也針對學生所書寫的科學解釋評量單中的內容作
質性資料分析。內容分析主要依據科學解釋三大面向，再進行每個面向的細部
分析，這些細部分析從三方面進行，首先是特定概念分析方面，主要分析學生
在科學解釋寫作中所提到的特定概念作分析，在主張、證據、及推理三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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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有不同的編碼，在主張中分為四類：(1)提及並說明光的直徑特性、(2)只提
及光的直徑特性、(3)只說明影子的產生、(4)無效的主張。在證據部分，則分為
以下四類：(1)實驗操作舉例、(2)個人經驗舉例、(3)未舉例，只重複特性、(4)
錯誤的舉例。在推理部分，則分為以下四類：(1)關連證據並強調主張、(2)反向
假設，強化主張、(3)無關的推理、(4)錯誤概念或無推理。
在此主要先分析，學生在主張、證據、及推理三部分中分別提到某些特定
概念的百分比，再比較評分者理想的回答範圍，以理解哪些概念是學生較能理
解及運用的，而哪些是學生不易注意到的，也判斷以這些概念來回答的合適性
等。此外，針對個別學生的寫作內容比較分析也是本研究所著重的，主要理解
學生對於此問題的理解程度及回答的合適性。這些細部項仍屬於編碼步驟，接
著進行類別化及概念化分析，再發展模式及主張，以理解學生的科學解釋表現。

肆、結果與討論
在學生的學習成效方面，本研究主要從二方面來呈現，一是學生科學概念
的理解，二是學生的科學解釋表現。

一、科學概念的理解
針對學生科學概念理解的結果，主要分析來自於教學結束前後，二組學生
所填寫之單元成效問卷，此問卷分析主要分為二部分，首先比較實驗組與對照
組學生在教學前後的結果差異，因此採用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
了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後測成績均高於前測成績，而且提昇的程度均已達顯著性
（表 3），可知經過教學後，學生對於該單元的概念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在此也
看出不論是實驗組的科學解釋引導模式的教學或是對照組的教學，對於學生的
概念理解都有所助益。為了更進一步了解教學前後學生在單元成效單的得分差
距，本研究以效果量來評估，在效果量的部分，實驗組的 0.87 高於對照組的
0.51，且實驗組效果量高於 0.8，故為影響效果大，而對照組的效果量高於 0.5
但未達 0.8，因此顯示為影響效果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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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二組學生在單元成效評量單之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

實驗組
奇妙的光
對照組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前測

10.24

25

3.50

後測

13.28

25

3.48

前測

9.83

24

4.00

後測

11.87

24

3.80

t值
(顯著性)

效果量
(effect size)

4.22***

0.87

4.29***

0.51

***p<.001
結果發現實驗學生在前測及後測的成績，通常是高於對照組的學生，這樣
的現象可能隱含著二組學生原先程度的落差，因此本研究接著比較了二組學生
的共變數分析（表 4），以前測成績為共變項，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實驗組學
生的前後測成績均高於對照組，且這二組學生在共變數分析結果有達到顯著性
差異，也因此說明，實驗組的教學方式有助於學生的科學概念學習，且效果顯
著高於對照組的教學方式，也有助於學生的概念理解。
表4

奇妙的光

二組學生在單元成效評量之共變數分析結果

變異來源

SS

d.f.

MS

組間(處理)

142.37

2

71.19

組內(誤差)

505.46

46

10.99

總數

647.83

48

F
6.48**

**p<.01

二、科學解釋的表現
除了該單元的概念理解分析外，本研究之教學模式最主要的目的是引導學
生進行科學解釋，因此更著重於學生在科學解釋結果上的分析。在單元結束後，
二組學生除了完成單元成效評量單外，還需要完成科學解釋評量單，以一個主
要的問題，要求學生寫下其科學解釋的主張、證據及推理等三部分，以回答此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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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依據每單元的評量準則，每個項目均為零到三分的評分等級，因此總分
最高為九分，由三位研究者進行分析，並取得評分一致性及共識後，呈現出每
位學生在各項目的平均得分。為了理解實驗組學生與對照組學生在科學解釋評
量單中的得分差異，本研究進行二組學生得分之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實
驗組學生的總得分均高於對照組學生的總得分，且其差異均達顯著性（表 5），
此結果說明了融入科學解釋引導模式之實驗組學生，在科學解釋的結果顯著高
於對照組的學生，而突顯此教學模式對於學生科學解釋的表現，確實有顯著提
昇的效果。
表5

二組學生在科學解釋評量單之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個

奇妙的光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驗組

25

4.60

1.96

對照組

24

2.63

2.01

t 值(顯著性)
3.48***

***p<.001
為了更一進步理解二組學生在科學解釋方面的表現，本研究將其得分結果
區分為主張、證據及推理等三部分，並呈現各部分的平均數。從表 6 當中，可
以看出實驗組學生在科學解釋的三部分分項得分，均高於對照組學生的得分，
顯示實驗組經由本研究之教學模式後，在科學解釋的表現能有明顯的提昇，且
效果較未融入此教學模式的對照組學生好。
表6

學生在科學解釋評量單各面向之平均分數
主

奇妙的光

張

證

據

推

理

總

分

實驗組

1.91

1.62

1.07

4.6

對照組

0.97

0.99

0.67

2.63

從得分上的差異，可以看出實驗組學生在科學解釋的成績表現顯著高於對
照組學生，然而這二組學生表現的差異內容為何，則無法由數據中得知，因此
本研究再次進行深入的解釋內容分析，主要分每位學生在評量單中的寫作內
容，以及內容所包含之概念，來說明二組學生在科學解釋表現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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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組學生比較能在主張中解說光的直徑特性
在這單元中，本研究所詢問的科學解釋評量單問題為：當光源照到物體時，
會有影子產生，說明了光的什麼特性呢？在主張中，研究者期望學生能回答出
光的直線前進特性，並稍加說此特性的現象；在證據中，研究者期望學生能以
實驗時或生活經驗中與光的直線前進相關的例子為主；在推理部分，研究者期
望學生能說明到，從舉例中可以看出光是直線前進的，如果光不是走直線而是
可以繞過物體，則就不會產生影子。由於主張、證據及推理三部分，學生需要
回答的面向都不太相同，因此這三部分分別有不同的編碼依據。在主張的部分，
研究者發現大多數學生都能夠提到影子的現象是光的直線前進特性造成的，這
樣的回答符合問題所需之面向。然而在實驗組當中，學生除了指出光的直進特
性外，也會稍加說明到光遇到不透明物體會產生影子，例如：實驗組學生 S1 及
S5，都能針對特性加以說明。而這樣的回答除了說出特性也能對此特性在某情
境下產生之現象加以描述，能更清楚地說明並理解此概念，實驗組的學生超過
一半以上的人數比例能作此回答。而相對於對照組中的學生，大多只回答到光
的直進，並有再作後續的說明，例如：對照組 S18 及 S19 學生在回答中僅以短
短的：「光的直線前進」回答，沒有進一步的說明。此外，對照組也有三位學
生在主張中回答了反射或是空白等屬於無效的主張。

實驗組：光的直進，太陽光遇到不透明的東西就會產生影子（E2-A-S1）
光的直進，當光照到物體就會產生影子（E2-A-S5）
對照組：光的直線前進的特性（E2-B-S18）
光的直線前進（E2-B-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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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學生在奇妙的光單元科學解釋評量中主張部分所提到的面向

從整體回答的分析看來，在主張的部分，實驗組學生大多能完整回答，且
所有學生回答的面向皆是吻合問題面向的光的直進特性，然而對照組的學生，
雖然大多數也能回答到光的直進特性的面向，但是多僅此回答，並沒有更進一
步的說明光的直進特性在何種情形下會產生什麼樣的現象，有進一步說明的學
生對於概念的傳達較完整，也可見其理解程度是較高的，因為從學生的回答中，
可以看出「光的直進特性」對學生來說不只是一個名詞，而是富含科學現象及
原理的科學概念。因此，透過二個單元的分析結果，可以理解在主張部分，實
驗組學生均比對照組學生更能檢視並理解問題，而提出合於問題所需的主張，
同時他們的回答是較正確且說明完整的。
(二)實驗組學生較能舉出實驗及經驗相關例證
此單元的證據部分，依學生的回答內容，研究者區分為幾個面向加以探討，
分別為：實驗操作舉例、個人經驗舉例、未舉例只重複特性，及錯誤舉例等四
部分。實驗操作舉例是指學生能舉出在實驗時或實際操作的例子來說明光的直
進特性；個人經驗舉例則是學生能舉出生活中關於光的直進特性的例子來加以
說明；而未舉例只重複特性所指的是學生只說明了光是走直線的，或是說明光
遇到不透明物體會產生影子，但未舉出相關例子加以解說；錯誤舉例則是學生
所舉的例子與光的直進特性無關，而其他概念的例子，此顯示學生的概念連結
錯誤，故為錯誤舉例。如同過去研究所顯示學生在光的反射及折射容易出現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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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概念（陳均伊、張惠博和郭重吉，2004）。從圖 4 的結果中可以看出，實驗
組學生在實驗操作舉例及個人經驗舉例上的人數比例皆高於對照組學生，而這
二個面向也是研究者所期望學生能回答的面向，研究者希望學生的舉例是有依
據的，不論是實驗時曾操作過的例子或是生活中常經驗到的例子都是有所依據
及來源的。以實驗組的 S2 和對照組學生 S4 所舉的例子為例，這二位學生所舉
的都是屬於實驗操作的例子，是他們曾經在上自然課時，實驗操作過的，而這
樣的例子對照組學生僅有一人舉出此類型例證，而實驗組學生則有十一位舉出
了這樣的例子。若以生活經驗舉例來看，實驗組學生 S18 及對照組學生 S17，
二人所舉的皆是生活經驗中的例子，而實驗組學生有十二位能符合這樣的舉
例，對照組學生則有九位，這樣以生活常見現象及相關經驗的舉例對學生而言
似乎比較容易。若綜合這二類的舉例來看，實驗組學生僅有二人是不屬於此，
其他二十三人皆能舉出符合主張的合理例證，反觀對照組學生有十人能作經驗
及實驗方面的舉例，並不到一半的學生，而有高達十二位的學生，其所舉的例
子不符合光的直線前進，而是其他光特性的例子，例如：學生 S22 舉出反射的
例子，並不符合主張所提光直進的特性，也因此可以看出實驗組學生的舉例大
多能符合主張，同時有合理依據的例證。
圖4

學生在奇妙的光單元科學解釋評量中證據部分所提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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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
老師用電射筆，射在有煙的盒子，會看到電射光的直線（E2-A-S2）
在黑暗的房間裡，我一打開手電筒，都會發現光源是直直的照射
（E2-A-S18）
對照組：
在自然教室我還發現紅外線和手電筒的光都是直線前進（E2-B-S4）
我們去有太陽的地方，太陽照到我們身上，面向太陽影子在後面，背向
太陽影子在前面，影子形狀和物體一樣（E2-B-S17）
我們在玩陽光接力賽的時候，就會用到反射（E2-B-S22）
(三)實驗組學生比較能藉由推理來強化主張
推理的部分，研究者希望學生能夠連結證據間的關係以強化他們的主張，
因此學生能藉由所提的例子說明光的直進特性，同時也能夠運用反向推理，提
出如果光不是直線前線，而是可以轉彎，那就不會在物體背後形成影子，如此
利用反向假設來強化主張所提的光的直進。在分析學生的評量單結果發現，能
夠提出合理性推理及說明的學生並不多，有少數學生提到：「這些例子能夠說
明光的直進特性」還屬於能夠用例子強化主張的陳述，只是沒有詳細的說明，
實驗組及對照組各約有一人呈現此類型的推理。此外，有些學生能夠用反向假
設來說明及推理，例如：實驗組學生 S27 提到的：「如果光不是直線前進,而是
從旁邊走,那就沒有影子了」，運用反向假設的思考，如果不是主張所提的直線
前進，就不會產生這樣的結果，更加說明就是因為直線前進才造成影子，以此
強化其主張。屬於這類型推理的學生人數，實驗組約九人，對照組約三人，明
顯可見能夠表達出這二類屬於較合理性推理的學生人數不到一半，確實是不好
掌握的部分，但實驗組能達到合理推理的人數仍是優於對照組的。

主張：光是直線前進的，因為光源照到物體，而形成了影子
證據：老師用雷射筆照射裝滿煙霧的盒子（透明），發現光是直線前進的
推理：因為光遇到不透明的物體會產生影子，如果光不是直線前進，而是
從旁邊走，那就沒有影子了
（E2-A-S27）
推理的表達對學生而言是困難的，也因此產生了無關的推理或是錯誤的概
念，有很多學生重複了光是直線前進的，沒有任何的推理，只是重複陳述主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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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有學生提到：「如果沒有陽光就不能產生影子」，這只說明了影子的現象，
況且重點不是沒有陽光，而是陽光的直進特性造成的，這樣的回答如同對照組
學生 S8 所提到的“光是照到物品，所以才看到影子＂，同樣只描述了影子產生
的現象，卻無法進一步說明這個現象何以是光直進特性造成的。有此可見，學
生在回答時，常無法仔細分辨因果關係，也常忽略他們在主張中所提到的，導
致前後的回答無法一致性，並相互呼應。此外，更有學生所提到的概念是與光
直進不相關的，例如：光的前進慢慢的走、反射等說明，均無法說明到造成影
子形成的現象，是光直徑特性的理由。

推理：因為光是直線前進的（E2-A-S3）
推理：如果沒有陽光就不能產生影子（E2-A-S5）
推理：光的前進慢慢的走（E2-B-S6）
推理：光是照到物品，所以才看到影子（E2-B-S8）
圖5

學生在奇妙的光單元科學解釋評量中推理部分所提到的面向

總觀二組學生在推理部分的表現（如圖 5），對照組學生在無關推理或是錯
誤概念的比例仍是偏高的，在二十四人當中，就有二十人在推理上呈現無關及
錯誤推理，僅有少數人能夠有合理的說明。雖然大多數學生無法呈現合理的推
理，但是實驗組學生表現較理想的人數仍是高於對照組學生。
由本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所採用的教學模式確實有利於學生學習科學解
釋，如同 She 和 Liao(2010)提到的學生的科學推理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提昇，只是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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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良好設計的教學模式。而這樣的觀點也與 McNeill(2011)的研究結果吻合，
認為學生經由良好的引導可以學習科學解釋。而這良好的引導模式就是本研究
所採用的 DCI 教學模式。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質性及量的資料分析，來呈現學生在科學概念及科學解釋上的表
現差異。由結果可看出，接受本 DCI 教學模式之實驗組學生在科學學習的成效
上顯著高於對照組學生，尤其是科學解釋的表現，實驗組學生較能理解問題、
能回答到符合問題所需的面向，也較能作合理的解釋，此與教學模式的安排有
關，因為此 DCI 教學模式以引導學生進行科學解釋為目標，因此能確實提昇學
生在科學解釋上的表現。也顯示了良好的教學模式確實可以引導年幼的學生進
行較困難的科學解釋任務，不過在研究進行中，本研究透過晤談理解學生的感
受，也發現太多的寫作單會影響學生書寫的情緒，在意願低落的情形下，容易
影響其結果，因此研究過程中，本研究也精減寫作單的數量，以提高學生的寫
作意願。而本教學模式主要希望能融入一般課程中各個單元來設計活動，不需
額外的時間來進行科學解釋的教學。因此本研究建議，在國小中年級學生的科
學教學中，融入適量的寫作活動及概念圖，有益於學生整合科學概念，並增強
其科學解釋的表現。在不同的寫作活動中具有不同的功用，因此建議實施時能
以融入不同單元的教學中，以此順序性進行，在不影響課室教學進度下，搭配
課程教學進行設計及落實。而未來研究也建議值得再以質性個案研究方式，深
入探討各活動如何影響學生科學解釋的表現，更能全面性地理解學生學習科學
解釋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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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student’s ability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is one of main goals of science
education.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indicated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refore, developing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help students learn scientific explanation becomes necessar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a model, named the DCI teaching model,
on 4th grade students’ learning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The DCI model, which
integrating descriptive explanation writing activity, concept mapping, and
interpretive explanation writing activity, is anticipated to be introduced in formal
science classes to assist students in learning scientific explanation. The teaching unit
is “Light” in elementary science course of Taiwan.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adopted for this study. An experimental group of 25 students accepted the DCI
teaching model, while a comparison group of 24 students received a lecture teaching.
Data collection instruments include pre- and post achievement tests on light concept,
and a working sheet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The paired t test analysis and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were used to measure difference in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 rubric and content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students’
scientific explanation which including claim, evidence and reason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tudents in the comparison group, both in scientific concept understanding of light
and scientific explanation. Suggestions for using the DCI teaching model in science
classes were also reported in this study.
Keywords: Multi-group Analysis, Science Languag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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