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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目的在發展議題式線上論證與決策課程活動，且進一步探討
學生的科學知識觀、STEM知識效能、線上資訊溯源觀點、資訊焦慮
、資訊信賴程度及其決策模式。本計畫研究內容分為三個系列研究
，共5個子研究。第一個系列研究為以iArgue系統為平台發展「北極
航道開發」之線上論證課程活動，並結合系統思考之線上論證活動
。結果顯示「北極航道開發議題」為一適合學生進行線上論證活動
之地球環境議題，且規劃之系統性思考為進行論證活動前之議題審
視，引導學生對此複雜議題進行系統分析，藉以理解及分析各系統
間的關係後，再進行立場的提出。第二個系列研究主要工作為工具
發展，包含線上資訊溯源(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問卷
及STEM知識效能問卷的發展，並深入探討大學生進行線上論證活動
時的相關影響因素，以及探討大學生面對地球環境議題時需要的
STEM知識效能與其科學知識觀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發展之
線上資訊溯源問卷及STEM知識效能問卷具有良好信效度，且大學生
之線上資訊溯源與他們的線上資訊焦慮及信賴程度有關，其中透過
個人理解的知識與多重來源的知識進行資訊判準的學生傾向重視後
設認知及過程的訊息溯源策略，此外，以權威知識為資訊判準基礎
的學生透過重視行為表徵的訊息溯源策略傾向具有較低的線上資訊
焦慮及較高的資訊信賴度。另外，本研究已發現大學生之科學知識
觀與其STEM知識效能有關，特別是對知識的評判(justification)面
向具有成熟信念的學生會有較高之STEM知識效能及態度。第三個系
列研究為以設計研究法結合Knowledge Forum為主進行社會性科學議
題之線上論證及決策活動，並探討學生於Knowledge Forum之線上論
證與決策活動前後，其活動歷程與科學知識觀、線上資訊溯源觀點
、線上資訊焦慮、其對線上資訊的信賴程度、及其決策模式的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以設計研究法發展於Knowledge Forum上之
線上論證與決策課程活動能提升學生理性決策模式。此外，本研究
以PLS-SEM分析結果也發現學生在進行知識論壇論證與決策課程活動
前，大學生之個人先備知識在資訊溯源及決策上扮演重要角色且大
學生若運用較高層次的資訊搜尋策略反而升高資訊焦慮及降低資訊
信賴程度。而學生在經歷一學期知識論壇論證與決策課程活動後最
大的改變是，持有Justification信念的學生除傾向依據多元的來源
及個人之先備知識進行判准外，也會傾向依據專家的權威來源來進
行線上資訊判准，且學生不再依賴個人先備知識的資訊來源來進行
理性決策，而是依據多元及專家資訊來源。此外，在經歷論證及決
策課程活動後，已不存在如前測之較高層次的資訊搜尋策略反而升
高資訊焦慮及降低資訊信賴程度現象，且進一步發現具有較高線上
資訊焦慮程度的學生傾向迴避做決策。研究結果將可做為台灣資訊
及科學教育上的實踐參考。

中文關鍵詞： 線上論證、決策模式、知識論壇、科學知識觀、STEM知識效能、線
上資訊溯源、線上資訊焦慮、線上資訊信賴程度、社會性科學議題
、PLS-SEM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online argument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on
Taiwanese undergraduate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thinking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versial issues.



This research project included three series of studies and
five sub studies.
    Series Study 1: “Developing the online argumentation
activities which focus on the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versial issues (i.e., opening the arctic sea
rout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issue
about “opening the arctic sea routes” is an appropriate
topic for undergraduates’ online argumentation activity.
    Series Study 2: the sub-study “The Relations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ourcing, Anxiety, and 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had established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SEM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ir anxiety and 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More specially, students who justified online
information by their personal understanding and multiple
sources tend to embrace the metacognitive and searching
strategies. Moreover,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at students
who justified the online sources by authority through the
behavioral searching strategies seem to have less anxiety
and much more 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The other sub-stud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ndergraduates’ 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 and perceived self-effica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knowledge” indicated
tha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perceived self-efficacy
for STEM knowledge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STEM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students who emphasized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science knowledge tended to express
advanced self-efficacy for STEM knowledge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STEM education. In addition, students who
viewed science knowledge as uncertainty may perceived less
self-efficacy for STEM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oward STEM
education. In addition, students who viewed science
knowledge as uncertainty may perceived less self-efficacy
for STEM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oward STEM education.
    Series Study 3: The sub-studies included “Developed a
series of online argument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activities on the Knowledge Forum through a design-based
research” and “Investigat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Knowledge Forum activities and the relations with decision
making and sourcing, anxiety, and 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design-based research
method, the online argument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course
activities on the Knowledge Forum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can enhance the students'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style.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before the semester, students’
personal prior knowled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However, students of higher-level online information search
strategies will increase information anxiety and reduce
information. The biggest change after students experience a
semester Knowledge Forum argument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course activities is that students with Justification
beliefs tend to judge information based on multiple sources
and personal prior knowledge, but also tend to make online
information judgments based on the authority of expert’s
sources, and students not rely on information sources based
on their own prior knowledge to make rational decisions,
but rely on multiple and expert information sources.

英文關鍵詞： Online argumentation, Decision Making, Knowledge Forum,
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 perceived self-efficacy for
STEM knowledge,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Anxiety of
online information, Trustworthin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Socio-Scientific issue, PLS-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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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生線上論證之研究：提昇全球素養能力之跨領域整合與比較－子計畫一：提升科學

主修大學生之地球環境議題資訊素養及思辨：導入系統思考鷹架之線上論證活動與決策模式

研究 

 

摘要 

 

    本計畫「臺灣大學生線上論證之研究：提昇全球素養能力之跨領域整合與比較－子計畫

一：提升科學主修大學生之地球環境議題資訊素養及思辨：導入系統思考鷹架之線上論證活

動與決策模式研究」為三年期研究，目的在發展議題式線上論證與決策課程活動，且進一步

探討學生的科學知識觀、STEM 知識效能、線上資訊溯源觀點、資訊焦慮、資訊信賴程度及

其決策模式。本計畫研究內容分為三個系列研究，共 5 個子研究。第一個系列研究為以

iArgue 系統為平台發展「北極航道開發」之線上論證課程活動，並結合系統思考之線上論證

活動。結果顯示「北極航道開發議題」為一適合學生進行線上論證活動之地球環境議題，且

規劃之系統性思考為進行論證活動前之議題審視，引導學生對此複雜議題進行系統分析，藉

以理解及分析各系統間的關係後，再進行立場的提出。第二個系列研究主要工作為工具發

展，包含線上資訊溯源(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問卷及 STEM 知識效能問卷的發展，並

深入探討大學生進行線上論證活動時的相關影響因素，以及探討大學生面對地球環境議題時

需要的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STEM)知識效能與其科學知識觀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本研

究發展之線上溯源問卷及 STEM 知識效能問卷具有良好信效度，且大學生之線上資訊溯源與

他們的線上資訊焦慮及信賴程度有關，其中透過個人理解的知識與多重來源的知識進行資訊

判準的學生傾向重視後設認知及過程的訊息溯源策略，此外，以權威知識為資訊判準基礎的

學生透過重視行為表徵的訊息溯源策略傾向具有較低的線上資訊焦慮及較高的資訊信賴度。

另外，本研究已發現大學生之科學知識觀與其 STEM 知識效能有關，特別是對知識的評判

(justification)面向具有成熟信念的學生會有較高之 STEM 知識效能及態度。第三個系列研究

為以設計研究法結合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為主進行地球環境及社會性科學議題之線上

論證及決策活動，並探討學生於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上之線上論證與決策活動前後，

其活動歷程與科學知識觀(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線上資訊溯源觀點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線上資訊焦慮(Anxiety)、其對線上資訊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及其決策

模式(decision making style)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以設計研究法發展於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上之線上論證與決策課程活動能提升學生理性決策模式。此外，本研究以

PLS-SEM 分析也發現學生在進行知識論壇論證與決策課程活動前，大學生之個人先備知識在

資訊溯源及決策上扮演重要角色且大學生若運用較高層次的資訊搜尋策略反而升高資訊焦慮

及降低資訊信賴程度。而學生在經歷一學期知識論壇論證與決策課程活動後最大的改變是，

持有 Justification 信念的學生除傾向依據多元的來源(Multiple source)及個人之先備知識

(Personal)進行判准外，也會傾向依據專家的權威(Authority)來源來進行線上資訊判准，且學

生不再依賴個人先備知識的資訊來源來進行理性決策，而是依據多元及專家資訊來源。此

外，在經歷論證及決策課程活動後，已不存在如前測之較高層次的資訊搜尋策略反而升高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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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焦慮及降低資訊信賴程度現象，且進一步發現具有較高線上資訊焦慮程度(Anxiety)的學生

傾向迴避做決策(Avoid)。研究結果將可做為台灣資訊及科學教育上的實踐參考。 

 

中文關鍵字：線上論證、決策模式、知識論壇、科學知識觀、STEM 知識效能、線上資訊溯

源、線上資訊焦慮、線上資訊信賴程度、社會性科學議題、PLS-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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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在地球環境與社會快速變遷的今日，資訊素養及科學思辨能力為因應 21 世紀社會重要關

鍵能力之一(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1989;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 2008; Wagner, 2008)。而在學校教育當中，特別是大學生已具有參與民主及

決策的機會，其在面對大量網路資訊以及各種複雜議題時，更需要有厚實的資訊素養及深度

的思辨能力，才能在資訊搜尋、檢索及評鑑各項知識證據並權衡各種觀點，針對個人或公共

議題做出決策(Decision making)。科學相關主修大學生在其教育階段有較多獲得建立對全球議

題(例如：地球環境相關議題)及面對複雜系統的認知與態度的機會，且在各項科學專門課程

也有豐富的資訊科技素養養成機會。而他們未來進入職場之後接觸科技資訊以及各類地球環

境議題、複雜系統之議題決策機會也較多。因此，探討科學主修大學生在面對地球環境議題

時的相關資訊素養、思辨、系統思考能力及決策模式，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因此本計畫

以三年為期程針對「提升科學主修大學生之地球環境議題資訊素養及思辨：導入系統思考鷹

架之線上論證活動與決策模式研究」進行為期三年之研究。 

本計畫成果的主要內容共包含三個系列研究，共 5 個子研究。第一個系列研究為以

iArgue 系統為平台發展「北極航道開發」之線上論證課程活動，並結合系統思考之線上論證

活動分析。第二個系列研究主要工作為工具發展，包含線上溯源(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問卷及 STEM 知識效能問卷的發展，並深入探討大學生進行線上論證活動時的相

關影響因素，以及探討大學生面對地球環境議題時需要的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STEM)知

識效能與其科學知識觀之關係。第三個系列研究為以設計研究法結合 Knowledge Forum 知識

論壇為主進行地球環境及社會性科學議題之線上論證及決策活動，並探討學生於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上之線上論證與決策活動前後，其活動歷程與科學知識觀(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線上資訊溯源觀點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線上資訊焦慮(Anxiety)、其對線

上資訊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及其決策模式(decision making style)，茲逐項分述如後。 

在此研究計畫支持下，已發表之 SSCI 期刊論文共計 4 篇，國際研討會論文 4 篇，並擔

任一次 SSCI 期刊的特刊主編工作。目前正持續將上述主要研究結果投稿至 SSCI 期刊當中。 

 

系列研究一： 

    系列研究一主要在計畫執行第一年完成，主要工作為地球環境議題之線上資訊搜尋任

務、研究工具發展與線上論證活動前導研究，主要研究目的為: 發展地球環境議題及結合系

統思考之線上論證活動 

 

Study 1-1:發展地球環境議題之線上論證活動 

     本研究發展以「北極航道開發」之線上論證活動。「北極航道的開發」所包含之面向涵

蓋全球關注之商業、能源、環境、永續經營、地球系統之水圈、岩石圈、大氣圈等系統，並

對台灣本地也將有利害關係之複雜系統議題，議題介紹如下。 

北極航道的開闢是目前國際間還在探討的議題，因為目前研究顯示全球氣

候變遷的影響造成北極融冰加劇可能性，使得北極海域有了新的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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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以減短其原有航線的時間和距離，不僅節省時間也節省燃料。但是其

延伸出許多可能性的原因，造成國際間支持與反對的聲音出現。如其北極

地權的爭議性以及戰略位置的重要性，使得各國間爭論不斷；亦或是航運

經過北極時，伴隨著可能性的生態環境污染疑慮。同時，未知的融冰層可

能會造成如當年撞冰山的鐵達尼號事件等疑慮。 

 

    議題結合 Tsai and Tsai (2013) 所發展的線上論證系統 iArgue 進行活動，此系統為採用問

題提示法作為認知支持鷹架(scaffolding)來輔助學生進行論證。本研究以 98 位大學生為樣

本，在論證活動前先以學習單詢問其對北極航道開發之立場，再根據立場以四人一組為分組

原則共分 24 組，每組內均有正反方立場之學生於 iArgue 平台進行線上論證活動。後進行為

期三周之線上論證活動，學生可自行上網進行活動。研究結果主要進行內容分析以得知其線

上論證之品質。結果顯示本計畫發展之「北極航道開發議題」為一適合學生進行線上論證活

動之地球環境議題，並可進行後續研究分析。 

 

Study 1-2: 探討結合系統思考之線上論證活動 

    本研究工作為結合系統思考能力進行線上論證活動，系統思考能力鷹架為以概念圖

(concept map)為基礎，其中本研究規劃之系統性思考為進行論證活動前之議題審視，引導學

生對此複雜議題進行系統分析，藉以理解及分析各系統間的關係後，再進行立場的提出。 

    研究樣本為便利取樣，包含 55 位大學生。線上論證活動進行前後分別進行前後測，前

測部分設計在表達北極航道開發議題之立場及理由前，先針對議題本身進行系統思考分析。

之後針對其回答之立場進行分組，每組以四人為原則均包含正反立場之學生，共分成 14 組進

行為期三周之 iArgue 平台線上論證活動，活動截止後在進行後測。後測除詢問其立場是否有

改變，並再次製作針對議題之系統思考概念圖。研究結果持續進行分析中。 

 

系列研究二： 

   系列研究二主要於計畫執行第二年完成，主要工作為工具發展，包含線上溯源(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問卷及 STEM 知識效能問卷的發展，並深入探討大學生進行線上論證活動

時的相關影響因素，以及探討大學生面對地球環境議題時需要的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

(STEM)知識效能與其科學知識觀之關係，主要研究目的為: 

1. 發展線上資訊溯源(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觀點量表及探討其與線上資訊焦慮

(Anxiety)及其對線上資訊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 的關係 

2. 發展大學生 STEM 知識效能問卷並探討其與科學知識觀之關係 

 

Study 2: The Relations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ourcing, Anxiety, and 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Prior studies have invested a lot of efforts in investigation of students’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which includes evaluating and using available or accessi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ources on the Internet. As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knowledge resource fo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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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Tsai (2004) proposed that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could be referred as epistemic, 

metacognitive, and cognitive learning tool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students’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from the above three-level (i.e., epistemic, metacognitive,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 simultaneously. To fill this gap, the pro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nd 

validate a new questionnaire based on the three-leve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students’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Besides, researchers suggested that how student’ evaluate and search 

information may relate to their anxiety (e.g., Erfanmanesh, Abrizah, & Karim, 2014) and 

trustworthin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This study also intend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udents’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and their perceived anxiety, and trustworthin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A total of 378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average age of 19.93 participa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dapted the Internet-Specific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Inventory (Bråten, Brandmo, & Kammerer, 2018) which measured the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of online information (i.e., three factors as personal justification, justification by 

multiple sources, and justification by authority) and the Online Information Searching Strategy 

Inventory (Tsai, 2009) which measures the metacognitive and cognitive level of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i.e., metacognitive, procedural, and behavioral searching strategies). Besides, five items 

adapted from the Information Seeking Anxiety Scale by Erfanmanesh et al. (2014) was used to 

understand students’ anxiety of online information. Three items were created to explore students’ 

perceived self-efficacy toward the trustworthin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Both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can be 

accepted as a valid and reliable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students’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from the three-level perspective. And,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e measurements for anxiety and 

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has adequat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ir anxiety and 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More 

specially, students who justified online information by their personal understanding and multiple 

sources tend to embrace the metacognitive and searching strategies. Moreover,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at students who justified the online sources by authority through the behavioral searching strategies 

seem to have less anxiety and much more 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Study 3: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ndergraduates’ 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 and 

perceived self-effica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knowledg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undergraduates’ 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 

perceived self-effica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knowledge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STEM education. A total of 432 undergraduates (229 males) in Taiwan 

participating in this study completed two surveys, 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 (SEV)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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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ived STEM Knowledge survey. The Perceived STEM Knowledge survey consisted of six 

factors: Scientific Inquiry, Technology Use, Engineering Design,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Synthesized Knowledge of STEM, as well as Attitudes toward STEM education. The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for two surveys showed adequate reliabilities in assessing undergraduates’ 

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 perceived self-efficacy for STEM knowledge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STEM education. The results of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in general, indicated that th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perceived self-

efficacy for STEM knowledge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STEM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students 

who emphasized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science knowledge tended to express advanced self-efficacy 

for STEM knowledge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STEM education. In addition, students who viewed 

science knowledge as uncertainty may perceived less self-efficacy for STEM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oward STEM education. 

 

系列研究三： 

   系列研究三主要於計畫執行第二年中及第三年完成，此階段為採用設計研究法，結合知識

創新(Knowledge building)理論基礎之線上論證活動來了解其對科學主修大學生線上論證及決

策之影響。知識創新(Knowledge Building) 為加拿大學者 Scardamalia 與 Bereiter 提出，是電

腦輔助合作學習(computer suppor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SCL) 的重要理論，強調學習者主動

建構創意想法、可透過多元討論進而自覺提升討論層次、持續改進概念與想法、集體對共同

建構之知識做出貢獻及負責，整體概念為以建構出新想法或知識為目標。本計畫主軸為學生

之線上論證活動及決策，探討學生透過高品質的論證後形成決策，結合知識創新理論的應用

可加深本計畫論證及決策的研究之深度。而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KF)則是以知識創新

的原則發展，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知識創新與科技研究中心 IKIT 中心創設，可讓學生進行知

識創新的論證活動。因此在本系列研究中，本計畫研究改以 Knowledge Forum 平台為基礎，

輔助線上論證及決策活動及其資料收集與分析，並探討學習者如何共同協商形成對問題之共

識。主要研究目的為: 

1. 以設計研究法發展於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上之線上論證與決策活動 

2. 探討學生於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上之線上論證與決策活動中，其活動歷程與科學

知識觀(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線上資訊溯源觀點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線

上資訊焦慮(Anxiety)、其對線上資訊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及其決策模式(decision 

making style)  

 

Study 4: 以設計研究法發展於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上之線上論證與決策活動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設計研究法發展一系列社會性科學議題為主之課程活動，進行總共三學期(107-

2, 108-1, 108-2)的疊代，每次課程時間為兩小時，由研究者進行議題介紹，爾後由學生進行議

題論證及決策活動，議題討論活動持續一周。本研究共計發展九個論證討論議題課程活動 

(包含：工業發展、科技發展、地球環境、醫學科技、生物科技、人類健康、能源使用及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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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等)。 

    三個學期的議題及課程內容一致，第一個學期(107-2)為使用 Toulmin 的論證鷹架引導討

論及決策，並採用分組討論並分贊成方及反對方的論證方式進行。 第二個學期(108-1)的課程

活動與第一個學期一致，但議題討論活動取消分組，由全班同學一起進行論證及決策活動，

並且論證議題引導不設選擇立場，採開放式討論及決策。第三個學期(108-2)的課程規劃與前

兩個學期一致，惟因新冠肺炎影響課程改為遠距進行，研究者錄製課程解說影片，連同影片

及議題介紹投影片放置於 Moodel 及 Knowledge Forum 平台上，議題討論活動與第二學期一

致，不設定立場，議題採開放式討論及決策，並於議題討論畫面提示鷹架及標示他人貼文有

潛力的想法(Promising ideas)。 

  本研究三個疊代總共收集 124 位有效大學生樣本，平均年齡為 19.78 歲，其中第一個學期

(Group 1)共計 53 位樣本(男生 29 人)，第二個學期(Group 2)共計 42 位樣本(男生 29 人)，第三

個學期(Group 3)共計 29 位樣本(男生 16 人)。124 位有效樣本均完成整學期知識論壇線上論證

及決策活動，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活動流程中，會記錄其閱讀貼文(read)次數、貼文次

數(Create)次數及修改貼文次數(Modified)及相關歷程，目前僅完成初步分析，因此以上述三

指標為主進行報告。 

    結果顯示，三組學生在整體活動(Total)次數上有所差異， 108-2 學期之 Group 3 為遠距教

學，其活動次數高於其他兩組。經由 ANOVA 分析，僅在閱讀次數 Group3 顯著高於

Group1，其原因可能來自於 Group3 為全遠距教學且不進行分組以及在討論區提示標示他人

貼文中具有潛力的想法(Promising ideas)，所以閱讀次數較 Group1 分組討論高。各組貼文之

內容分析則持續進行中。 

 

Study 5: 學生於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之線上論證與決策活動中，其活動歷程與科學知

識觀(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線上資訊溯源觀點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線上

資訊焦慮(Anxiety)、其對線上資訊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及其決策模式(decision 

making style)之探究 

 

    本研究為進一步分析 124 位有效樣本於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之線上論證與決策活

動前後，其科學知識觀(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線上資訊溯源觀點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線上資訊焦慮(Anxiety)、其對線上資訊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及其決策

模式(decision making style)之關係探究。依據計畫書文獻探討之研究假設模式如圖 1 所示。

學生之科學知識觀點會影響其線上資訊溯源觀點，其中本研究之線上資訊溯源觀點包含

Justification beliefs 及 Searching Strategy，而科學知識觀會影響同為信念層次的 Justification 

beliefs。而 Justification beliefs 為其評判資訊之信念，會影響其決策模式。此外，在 Study 2 已

發現線上資訊溯源觀點中，Justification beliefs 會影響其 Searching Strategy，且搜尋策略會影

響其對於線上資訊的焦慮及信賴程度，進而影響其決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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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ypothesized model 

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1. 學生於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之線上論證與決策活動前，其科學知識觀

(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線上資訊溯源觀點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線上

資訊焦慮(Anxiety)、其對線上資訊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及其決策模式

(decision making style)之關係 

2. 學生於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之線上論證與決策活動後，其科學知識觀

(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線上資訊溯源觀點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線上

資訊焦慮(Anxiety)、其對線上資訊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及其決策模式

(decision making style)之關係 

3. 學生於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之線上論證活動次數與前後測之科學知識觀

(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線上資訊溯源觀點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線上

資訊焦慮(Anxiety)、其對線上資訊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及其決策模式

(decision making style)之關係 

4. 學生經歷一學期之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之線上論證與決策活動後，其科學知識

觀(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線上資訊溯源觀點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線

上資訊焦慮(Anxiety)、其對線上資訊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及其決策模式

(decision making style)是否有差異 

 

研究流程 

    124 位大學生樣本均完成一學期知識論壇線上論證及決策之課程活動，並於學期初(前測)

及學期末(後測)參與問卷資料收集。其中問卷包含科學知識觀(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

SEVs)問卷、線上資訊溯源(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線上資訊焦慮(Anxiety)及其對線上

資訊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問卷、決策模式(Decision Making Style: DMS)問卷。 

 

分析方法 

    本研究之樣本共計 124 人，屬於小樣本。因此，問卷的信效度檢定、構念間之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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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討均使用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technique, a variance based latent variabl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echnique (Kim and Jang 2015)。而學生於知識論壇活動前後之科學知

識觀(Scientific epistemic views)、線上資訊溯源觀點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線上資

訊焦慮(Anxiety)、其對線上資訊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及其決策模式(decision making 

style)將與其在知識論壇活動之閱讀貼文(read)次數、貼文次數(Create)次數及修改貼文次數

(Modified)進行相關分析，並檢視前後測之差異。 

    整體而言，本研究之主要發現整理如下： 

1. 本研究使用之研究工具 (e.g., SEVs, 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 Anxiety, trustworthiness, 

and Decision making style)具有良好之信效度。 

2. 本研究以 PLS-SEM 驗證了本研究之假設模型：學生之科學知識觀會影響其線上資訊判準

且影響其決策模式。而線上資訊判準會影響其搜尋策略，且搜尋策略會影響其資訊焦慮

及資訊信賴程度，進而影響其決策模式。 

3. 學生在進行知識論壇論證與決策課程活動前，持有 Justification 信念的學生傾向依據多元

的來源(Multiple source)及個人之先備知識(Personal)來進行線上資訊判准，且依據個人先

備知識的判準影響其理性決策。顯示大學生之個人先備知識在資訊溯源及決策上扮演重

要角色。此外，學生之資訊搜尋策略並無法預測其決策模式，以後設認知策略

(Metacognitive)來進行資訊搜尋之學生具有較高之線上資訊焦慮(Anxiety)，而以 trial & 

error 及問題解決之程序(Procedural)來進行資訊搜尋之學生對其所搜尋之線上資訊信賴程

度(Trustworthiness)較低。此外，以基本的網路搜尋技巧(Behavioral) 進行資訊搜尋的學生

對其搜尋之線上資訊具有較高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且具有較低之線上資訊焦慮

(Anxiety)。此結果顯示大學生若運用較高層次的資訊搜尋策略反而升高資訊焦慮及降低

資訊信賴程度，因此，有必要提升大學生之資訊素養。 

4. 學生經歷一學期知識論壇論證與決策課程活動後，與前測最大的改變是，持有

Justification 信念的學生除傾向依據多元的來源(Multiple source)及個人之先備知識

(Personal)進行判准外，也會傾向依據專家的權威(Authority)來源來進行線上資訊判准。

但與前測最大的不同是理性決策模式可由多元的來源(Multiple source)及專家的資訊來源

(Authority)線上判準來預測。此結果顯示，在經歷一學期知識論壇論證與決策課程活動

後，學生不再依賴個人先備知識的資訊來源來進行理性決策，而是依據多元及專家資訊

來源。此外，在經歷論證及決策課程活動後，已不存在如前測之較高層次的資訊搜尋策

略反而升高資訊焦慮及降低資訊信賴程度現象，且進一步發現具有較高線上資訊焦慮程

度(Anxiety)的學生傾向迴避做決策(Avoid)。 

5. 學生在知識論壇的活動次數上，本研究發現學生之線上資訊溯源觀點(Sourcing of online 

information)與其在 KF 論壇上的閱讀貼文次數(Read)、貼文次數(Create)次數及修改貼文

次數(Modified)有正相關。 

6. 本研究也發現學生在經歷一學期之知識論壇論證與決策課堂活動後，比起學期初時，學

生在學期末時的理性決策模式傾向有所提升。顯示本研究設計之課程應可以提升其理性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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