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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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培養核心素養的學習模式：教育領域大學生

如何透過線上論證培養媒體素養能力(第3年)

報 告 類 別 ： 成果報告

計 畫 類 別 ： 整合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MOST 106-2511-S-003-013-MY3

執 行 期 間 ： 108年08月01日至109年07月31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林子斌

共同主持人： 林宗進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級-專任助理：羅仟雅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21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選取十二年國教課綱規劃之「三面九項」核心素養中的「科
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為主軸，並輔以「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期望能達到「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之全
球媒體素養。選擇這四個核心素養來進行研究是因為：首先，科技
資訊與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是身處在數位時代的學生所熟
悉的環境，而且在過去教改的進程中，資訊科技與數位學習一直是
臺灣教育的重點。一方面在相關研究上，臺灣的數位學習有相當之
基礎並居於全球領先地位；另一方面在學校中亦累積不少相關的教
學實踐。本三年期研究計畫，主要目的為發展出具整合性並以議題
為中心助於提升全球媒體素養的線上論證教學模式，研究結果顯示
以議題為中心之線上論證活動教學模式具有可行性，同時經由比較
三年間所使用的不同線上平台後，結果發現Knowledge Forum平台是
較為適合線上論證活動的學習環境。此外，研究團隊也根據前兩年
的研究資料發展新的教學策略，將論證活動作業任務化並搭配檢核
機制，結果亦顯示此項教學策略有助於大學生建立個人學習鷹架並
降低其學習焦慮。然而論證活動與教育領域大學生之媒體素養提升
之關係，根據問卷結果為未顯著，這也顯示此部分仍待後續研究深
入探討，而未來研究團隊也將進一步針對本三年期研究所討論之研
究結果與分析，進行新一輪的實踐研究設計，期以深入探究媒體素
養與線上論證活動之關係。

中文關鍵詞： 線上論證；媒體素養；Knowledge Forum平台

英 文 摘 要 ： Based on the key competences in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line, this 3-year study aims at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issue-centered teaching pattern of online
argumentation. After three-round of data-collection and
platform-trialing,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issue-centered
teaching pattern is feasible. Regarding the use of platform
Knowledge Forum is more suitable for online argumentation
activities than other online platforms. Moreover, a set of
new teaching strategies is developed based on task-oriented
and task verific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is teaching
strategy is contribute to enhance undergraduates to
establish their personal learning scaffold and reduce their
learning anxiety. However, the relevance between online
argumentation activities and media literacy is not
significa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 team will continue to execute a new round of
practical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literacy and
online argumentation activities.

英文關鍵詞： online argumentation learning；Media Literacy；Knowledg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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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選取十二年國教課綱規劃之「三面九項」核心素養中的「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為主

軸，並輔以「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期望能達到「多元文化與國際

理解」之全球媒體素養。選擇這四個核心素養來進行研究是因為：首先，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養（media literacy）是身處在數位時代的學生所熟悉的環境，而且在過去教改的進程中，資

訊科技與數位學習一直是臺灣教育的重點。一方面在相關研究上，臺灣的數位學習有相當之

基礎並居於全球領先地位；另一方面在學校中亦累積不少相關的教學實踐。本三年期研究計

畫，主要目的為發展出具整合性並以議題為中心助於提升全球媒體素養的線上論證教學模

式，研究結果顯示以議題為中心之線上論證活動教學模式具有可行性，同時經由比較三年間

所使用的不同線上平台後，結果發現 Knowledge Forum 平台是較為適合線上論證活動的學習

環境。此外，研究團隊也根據前兩年的研究資料發展新的教學策略，將論證活動作業任務化

並搭配檢核機制，結果亦顯示此項教學策略有助於大學生建立個人學習鷹架並降低其學習焦

慮。然而論證活動與教育領域大學生之媒體素養提升之關係，根據問卷結果為未顯著，這也

顯示此部分仍待後續研究深入探討，而未來研究團隊也將進一步針對本三年期研究所討論之

研究結果與分析，進行新一輪的實踐研究設計，期以深入探究媒體素養與線上論證活動之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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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key competences in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line, this 3-year study 

aims at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issue-centered teaching pattern of online argumentation. After three-

round of data-collection and platform-trialing,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issue-centered teaching pattern 

is feasible. Regarding the use of platform Knowledge Forum is more suitable for online argumentation 

activities than other online platforms. Moreover, a set of new teaching strategies is developed based 

on task-oriented and task verific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is teaching strategy is contribute to 

enhance undergraduates to establish their personal learning scaffold and reduce their learning anxiety. 

However, the relevance between online argumentation activities and media literacy is not significa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 team will continue to execute a new round 

o f  p r ac t i c a l  r es ea rch  to  ex p lo r e  t h e  re l a t i o ns h i p  b e t w een  m ed i a  l i t e r acy a n d  

online argumenta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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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 1980 年代末期開始，受到全球化與資訊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這兩個因素急速發展的交互作用下，傳統媒體（conventional media）及新興

電子媒體的影響力明顯地由公共空間（例如：政治、經濟等公共議題的範疇）延伸至個人私領

域的關係與互動上。 

素養是現今教育場域中常見的一個詞，從大型國際性組織，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到各國的教育改革論述皆可

見到素養一詞的身影。然而，在 21 世紀的新媒體時代，素養之內涵有很大變化，如 Jenkins, 

Purushotma, Weigel, Clinton, & Robison（2009）提出現今的學習文化與素養定義已經從上個世

紀重視個人的讀寫能力之表達轉型成強調社群的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參與式文化

（participatory culture）的出現正是對新媒體爆炸性發展及其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影響之回應。 

本研究的出發點有二，一是回應臺灣的素養導向課程發展，另一個則是針對 OECD 於今

年提出的全球素養概念。全球素養的提出正提供機會讓研究團隊對應到 108 年即將上路的「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稱十二年國教課綱），而延伸出對於素養導向、全球素

養等概念在臺灣的定位與實踐之研究興趣。 

綜上所述，本研究選取十二年國教課綱規劃之「三面九項」核心素養中的「科技資訊與媒

體素養」為主軸，並輔以「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期望能達到「多

元文化與國際理解」之全球媒體素養。選擇這四個核心素養來進行研究是因為：首先，科技資

訊與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是身處在數位時代的學生所熟悉的環境，而且在過去教改的進

程中，資訊科技與數位學習一直是臺灣教育的重點。一方面在相關研究上，臺灣的數位學習有

相當之基礎並居於全球領先地位；另一方面在學校中亦累積不少相關的教學實踐。 

媒體素養與其他核心素養中的「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與「多元

文化與國際理解」有密切相關，同時也回應臺灣目前由小學至高等教育階段重視國際化的趨勢，

因此會挑選具全球性的議題與媒體素養配合。然而，當前的時代，溝通的符號與媒介是多元的。

而在全球素養的界定中，如何達到對全球體系的互相依存、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這種狀況的瞭解，

這就非常需要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這項工具來達成綜觀全局並能見樹也見林的理解

（Senge, 2006）。達成具有全球系統觀的媒體素養最少需要有這四項核心素養為基礎。本研究

將採用線上論證（online argumentation）作為整個教學模組設置的策略，因為在不同的研究中

皆指出論證係為一種有效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能力並發展高層次與批判思考的方式（Cho & 

Jonassen, 2002；Ogan-Bekiroglu & Eskin, 2012；Richardson & Ice, 2010）。 



二、 研究目的與問題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最終目的在於：結合前述臺灣教育部提出的核心素養，發展出一套具

整合性並以議題為中心助於提升全球媒體素養的線上論證教學模式。此外，透過與總計畫及其

他子計畫間之合作，讓這個採用線上論證平台之教學具備跨領域之特性，以期能提供對素養教

學有興趣的研究團隊、大學與中學教師們參考並可進一步修改與推廣應用。 

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 如何產出議題中心之線上論證？及如何能發展出線上論證的流程？ 

二、 線上論證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哪些主要概念與有效之學習策略？ 

三、 透過設計思考的循環，尋找何種線上論證模式最適合教育領域之學生？ 

四、 線上論證如何有助於教育領域學生培養全球與媒體素養？ 

五、 透過何種學習鷹架，線上論證能達成更佳之效果？ 

 

貳、 文獻回顧 

一、 資訊時代中的媒體素養 

在進行本節之前，研究團隊先將使用之名詞進行釐清：媒體素養、媒體教育（media education）

與媒體素養教育（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在本研究中媒體教育是教授媒體素養的過程，換

言之媒體素養即是媒體教育的產出。而在臺灣的脈絡中，媒體素養教育一詞就包含了前述兩者，

因此本研究中會使用媒體素養教育代表教授媒體素養的過程，媒體素養則為其產出。 

媒體素養為一跨領域的研究範疇。Cappello, Felini 與 Hobbs （2011）指出媒體素養教育至

少有兩大面向：分別是對媒體之批判分析與媒體產製，這其實也回應通訊辦公室與媒體素養教

育協會所提出的媒體素養教育之定義。而英國媒體素養教育則被界定在下列四大面向與六項教

學策略（Buckingham, 2003）之下，四大面向包含媒體產製、媒體語言、媒體再現與閱聽人。

六項教學策略分別為文本分析、脈絡分析、個案研究、轉換、模擬與產製。透過這些教學策略，

課堂中的媒體素養教育多是朝向形成性的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經由專題式的媒體實作

過程來評量學生之媒體素養。 

為了反映新媒體時代的需求，本研究將採用 Lin, Li, Deng 與 Lee（2013）所提出的新媒體

素養之理論框架，將媒體素養區分為四個面向中的十種能力（請參見圖一）。新媒體素養含括

了傳統媒體素養的內涵，並且因應新科技影響後產生的改變所提出的一個理解媒體素養的理論

架構。 



 

圖一 新媒體素養的面向與能力（Lin et al., 2013） 

此一理論框架係採用一種連續的概念，不同於以往將媒體素養視為是一組獨立的能力組合，

在此四個象限的架構中，個人具備的媒體素養應該由第三象限的左下出發，往上與往右展開，

由功能性消費（左下角）往批判性產製（第一象限右上角）的方向發展。其中，功能性素養代

表消費媒體訊息或產製媒體訊息所需要基本能力，沒有批判性或反思性的成份。批判性素養代

表個人擁有較高端的能力，能夠對訊息分析與評價，進而創造有意義的媒體訊息。由此可見媒

體素養與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有密切相關，而這也在其他文獻中可得到呼應

（Buckingham, 2003; De Abreu & Mihailidis, 2014）。 

整體而言，從傳統媒體到新媒體的分界是表一上所標明之新入口（代表資訊與通訊科技的

進步使得更多、更方便的產製與社群媒體參與變成可能），這個分界採用 web1.0 到 web2.0 技

術的轉變。Web2.0 讓社群網路大放異彩，改變人們溝通的方式和媒體文化。研究團隊必須指

出在此一理論框架中，四個象限（功能性消費、批判性消費、功能性產製、批判性產製）不是

相互獨立的。媒體素養的發展與獲得應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從功能性消費素養開始，到批判性

產製素養結束，如果一個人擁有批判性產製素養，那麼他必定也具備其他三項素養，此時可以

認為這個人具備新媒體素養。而在本研究中，線上論證作為有助於發展高層次思考與批判思考

能力之學習取向與策略，正好回應新媒體素養中的這些部分，而線上論證與媒體素養之關連將

於下節敘明。 

二、 線上論證與媒體素養 

根據 Toulmin (1958)所指，論證（Argument）是提出論點（claims）並且提供證據為其提供



合理性與正當性的一種過程，這種過程是理性討論、良好決策與產出想法的關鍵部分之一

（Kuhn, 1991）。正如 Toulmin（1958）指出，論證作為一種邏輯概念的思考模式，具有不依場

域而改變（field-invariant）的作用力（Force）與依場域而改變（field-dependent）的標準（criteria）。

Cottrell（2011）便將論證視為是培養批判思考力的主要元素換言之，論證能夠協助學生培養這

些與素養有緊密關聯之核心能力。在媒體素相關研究中，學生在習得媒體相關知識、概念時，

幾乎都是透過小組討論、專題製作的形式來進行（McDougall, 2006），也因此論及媒體素養教

育時，透過社會建構進行意義建構並習得媒體素養之內容是最主要的方式（Buckingham, 2003），

社會建構論式的學習一直都是媒體素養教育中教學策略的理論依據。因此，學生在小組間如何

能透過良好論證模式彼此學習就成為媒體素養教學時的一個重點。 

論證的能力絕非與生俱來，學生要進行好的論證亦必須透過學習。Jonassen & Kim（2010）

論及論證學習（arguing to learn）與學習論證（learning to argue）兩者間的不同。論證學習代表

透過論證來學習知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裡學生不僅要能提供好的論證，亦必須能夠妥適地評

估他人提出的論證。同時，學習論證則是代表該如何為學生增能，使他們能夠具備更多技能以

便更好、更深度地透過論證過程來學習。 

關於論證的內涵與形式，Toulmin（1958）透過知識論與邏輯學的概念將論證分為分析性

論證（analytic argument）與實質性論證（substantial argument），前者是指一種在實踐中較少出

現的邏輯型態，唯有論證若且唯若滿足「確認理由的支持性依據包含能實際檢驗結論的真實與

虛假（頁 133）」時，才是一個分析性論證；而不是分析性論證的所有論證形式都是實質性論

證，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可能在不同領域常使用到的論證形式，換言之，由於本研究所探討的議

題是全球素養與媒體素養的範疇，我們聚焦的焦點也是屬於實質性論證的形式之內，幾乎不會

去涉及分析性論證的主題。值得注意的是，實質性論證並非不檢視結論的真實與虛假，而是涉

及到更多資料的整合、論述的建立與問題的假設，這類型的論證多數時候為能檢驗其主張的真

實性，而無論累積多少的證據資料與支持性依據，只要無法透過這些資料與依據驗證主張的真

偽，實質性論證永遠無法達成分析性的結果；而這樣的結果對於絕大多數使用實質性論證的人

們而言，Toulmin（1958）指出，也許是要我們了解到從資料到主張之間存在邏輯間隙是我們必

須承認與接受的東西。 

至於論證的形式，Toulmin（1958）先就蘇格拉底對話法與亞里斯多德的三段論式為概念

進行舉例，指出這兩種論證雖然都具備邏輯學上的貢獻，但都未能形成一個在不同領域與日常

人活中帶來實際用處的模型，因此，他透過比較不同狀況下的案例進行分析，並從中找尋一個

相似的模型，儘管這個模型在不同的領域與情境中會有許多變化，但大多數的狀態中這個模式

大致上會符合：一個主張（Claim）被陳述出來，提供證據（Ground）或資料（Data）來支持宣

稱，透過理由或論述（Warrant）去引道至合適的結論與判斷。這個論證的形式被稱之為「圖爾

敏論證模式（Toulmin’s Argument Pattern, TAP，如下圖二）」，這個模式論證的過程並不需要完



全依照特定的順序來達成最後的結論，此外，Toulmin（1958）也特別強調，這個論證模式的重

點並不特別關注於如何獲得結論，而是聚焦於論證的建立與主張的證成。Khun（1991）對

Toulmin 論證提出了更進一步的實證性研究與建議，尤其是在反駁的解釋上，更細緻的區分了

針對可信度與有效性等面向的不同反駁類型，本研究所使用的論證基礎，便是奠基在 Toulmin

與 Khun二人的研究基礎之上，所進行的實驗研究。 

 

圖二 Toulmin 論證模式（修改自 Toulmin，1958） 

此外，線上論證的相關研究發現，提供證據與論點之間的清楚連結是相當重要的

（Nussbaum, 2002; Osborne, Erduran, & Simon, 2004），而且能夠察覺到以足夠合理性之理由連

結證據與論點的學生，方能有效地搜尋證據支持自己的論點與選擇（Weinstock, Neuman, & 

Tabak, 2004）。然而，學生在進行論證活動時有可能會遇到困難，例如找不到適當的證據來支

持論點（Bell, 2004；Cavegnetto, Hand, & Norton-Meier, 2010）。而在線上論證的環境中，學生

有網路故可利用搜尋引擎找尋證據。換言之，網路上的線上搜尋行為與判斷資訊之決策變成為

線上論證活動中需要注意的議題。關於網路資訊評判標準（information commitment），Wu 與

Tsai（2005）提到學生在搜尋資訊過程中，可以透過各式搜尋策略來引導學生之搜尋行為，以

利他們網路上能夠獲得所需且合用之資訊，同時能夠評估資訊的可信度及可用度。 

三、 線上論證平台與鷹架建構 

前述對此類學生資訊判準行為的瞭解正符應新媒體素養架構中的功能性消費至批判性消

費中主要的能力（Lin et al., 2013），「Meta-Analyzer 網路搜尋系統」提供的資訊亦可以協助研

究團隊更有效地理解學生的媒體素養習得過程。而媒體素養理論架構中的功能性產製至批判性

產製則會在學生產出論證實受到檢證，因為透過線上論證平台產出的論證就是學生的媒體產出，

可以用 Lin 等人（2013）提出之理論框架中第一與第四象限內的指標作為評量的規準。換言之，

線上論證基本上就是一個媒體消費至產出的過程，而線上論證使用之教學媒介也正是該理論框

架中著重之新媒體平台。因此，線上論證可以作為形成性評量媒體素養之一種選擇，若能深入

探討，或許可以將其發展為素養評量的模式。 



此外，隨著科技資訊技術在教育上應用的面向越來越廣，許多研究團隊也越來越關注線上

學習與線上討論平台對學生學習的影響，例如 Knowledge Forum 即是一個專門為線上論證所設

計的一個平台。該平台的目的為幫助使用者進行知識建構（Knowledge Building）的教學、訓練

及研究，而它的特色在於提供一個促進學生進行多元觀點、文本識讀及討論的環境，於此環境

中透過團隊協作進行知識交流與反饋，藉以協助學生深化知識及提供新觀點（Scardamalia, 

2004）。其中 Knowledge Forum 所提供的鷹架功能，使教學者能透過此功能建立課程所需的鷹

架語句，方便學生較容易進行知識建構的訓練，相關研究例如 Caswell 與 Bielaczyc（2002）即

是使用 Knowledge Forum 探究學生如何看待科學知識及學習科學知識的意義。Scardamalia 與

Bereiter（2003）即透過 Knowledge Forum 驗證學生在線上知識建構與學習的環境。Van 與 Chan

（2007）探討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在 Knowledge Forum 中呈現的知識建構特性及作用，而 

Chan 與 Chan（2011）也透過問卷分析探究曾使用過 Knowledge Forum 的學生如何看待線上合

作學習以及他們在線上合作中的參與度，研究指出學生偏好深入學習的方法，更傾向於參與知

識建構的合作。關於線上論證平台的環境，在教學之設計、活動過程與媒體素養希冀培養的能

力非常類似，因此本研究主要將會採用 Lin 等人（2013）之新媒體素養理論作為檢視學生是否

經過線上論證後能習得媒體素養之判斷依據，搭配既有之線上論證學習概念、網路資訊判準等

相關研究發現，採用新的鷹架策略導入，希望能夠發展出一套適合教育領域大學生之線上論證

教學模組。 

由於相關研究已經利用問題提示法、專家模擬與概念構圖等方法進行線上論證的鷹架，因

此本研究中將採不同之取向，使用承繼系統動力學傳統的系統思考作為線上論證的鷹架內容。

此處的鷹架所指涉的是給學生進行學習活動過程中會提供的內容或活動，而可以協助學生更好

的方式發展其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達成所具備但需要透過引導與

協助才能發展的相關能力（Vygotsky, 1978；McKenzie, 1999）。而規劃以系統思考為內涵之鷹

架內容時，本研究將採用設計思考的流程加以應用，在設計思考發散、聚斂的循環中，以期設

計出有效的鷹架。而到整個線上論證課程模組的部分，會使用任務型教學法的原則及流程，將

每個鷹架當成一個任務，由不同的任務引導而最終將學生導向成功運用線上論證進行學習的目

標。 

參、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一、第一年度前導研究說明 

    第一年度前導研究目的為評估受試者操作線上論證的歷程與回饋，該年度研究主要使用

iArgue 線上論證平台，並招募 58 名教育領域之大學生針對「服儀解禁」、「學生納入課審會」

與「大學爭國際排名」三個教育相關論證議題進行討論。受試者根據隨機分組以及隨機分派正

反方立場進行線上論證活動，活動時間為一週，活動要求每位受試者須於平台上發表至少十則



有意義的言論。線上論證活動完成後，研究團隊優先挑選受試者使用到多種課程中所提及

Toulmin 論證形式、且該組針對同一主題具有深度對話與討論為篩選條件，篩選出 18 位具特

異性之受試者並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以理解受試者線上論證活動歷程中的體驗與心得回饋。

本研究對於第一次前導研究的參與者進行論證行為的評量與統計分析，其中，每位參與者對會

對自己所發布的貼文進行論證類別的分類（也就是說，主張、證據、理由、支持與反駁），研

究團隊依照線上論證行為評量規準，針對參與者的論證實際內容進行分類並評分，其中，研究

團隊對於論證行為分類的評分者間一致性檢驗如下圖三，Cohen’s Kappa 共變係數達 0.8 表示

評分者間具備高度一致性，兩評分分數的皮爾森相關係數達 0.94，顯示兩評分者進行論證品

質評分的趨勢高度一致。 

 

 

 

 

 

 

 

 

 

 

 

 

 

 

圖三 評分者一致性檢驗 

 

    在評分者對於參與者的線上論證行為進行評分時，有兩項發現值得討論。首先，在 489 則

有意義的發文中，僅有 327 則參與者的分類與評分者一致，意指作者對於自己原本的分類與

兩位評分者達成一致的情形僅有 66.87%，這樣的現象顯示參與者對於論證分類的準確度與各

分類實際的理解情形仍不夠準確，才會導致分類錯誤的情形頻繁發生。另一研究結果發現，在

深度訪談中受訪者對於 iArgue 線上平台系統有較多的回饋，尤其在使用上的困難、資料庫的

內容不清楚與介面操作上的複雜度等，這些因素也限制了受試者在線上論證學習的效果。同時，

其中一位受訪者提及線上活動前的實體課程效益，似乎比起實際操作線上論證活動更有顯著學

習效果。 

 

我覺得這個平台是一個工具，讓我們去訓練如何針對議題討論。只是我覺得這個平台有個缺點

是，我覺得它資料庫的功能很不好用，而且常常卡住出問題。而且它的資料庫也並沒有一個評

判標準，指出哪些資料是可信度比較高的，那既然沒有辦法做出這個審核，為什麼不去 google

找就好？但線上論證活動是有意義的，不過這個工具我覺得目前是有滿多問題的。  



 

我覺得這個平台不太方便，因為它的操作和一般大家熟悉的，例如 Word 的操作介面和按鍵反

應會不太一樣，導致會需要一點時間適應和熟悉它的運作。而且這個平台不怎麼好用，資料很

有限，基本上都是新聞居多。 

 

    整體而言，第一年度的研究主要的初步發現為參與者並未對論證模式的類型與結構有良好

的掌握，同時也發現 iArgue 線上平台在穩系統穩定度與介面設計較無法讓學生專注於論證活

動，因此學習成效亦有所限制。故第二年度依照第一次前導研究的研究發現，調整教學模組中，

對於不同分類更為精確的描述與示範，並提供參與者更長的操作時間以熟悉線上論證的模式與

系統的操作。此外，研究團隊亦決議使用目前大學生皆熟悉操作的社群軟體 Facebook，作為第

二年的線上論證活動實行平台。同時研究團隊也針對線上論證如何能準確應用在提升教育領域

大學對於教育議題的學習進行後續的訪談與分析，進一步深入探討線上論證如何提供好的素養

教學鷹架，並為第二年度聚焦於發展媒體素養之線上論證教學模組做準備。 

 

二、第二年度前導研究說明 

    第二年度前導研究目的為再次評估學生線上論證的操作歷程，並產出可行之素養導向線上

論證模組。考量到前一年度的施測情形，由於 iArgue 線上平台對於學生來說是陌生的平台，

導致他們花費許多時間在學習平台的操作而無法全然專注於論證活動的學習，同時亦限制他們

的學習成效。因此第二年度研究在經過六位對全球教育議題有關注的教育領域大學生進行焦點

團體訪談，並經由主持人會議討論後，擇定採用學生熟悉且頻繁使用的社群平台―Facebook，

作為線上論證活動的平台。第二年度前導研究總計招募 30 名教育領域之大學生，並針對高等

教育排名議題進行討論。本次活動將 30 位教育領域之大專院校學生分為六組，每組五人，並

在說明會與論證教學後，要求參與者在實作階段至少完成 20 則有意義的貼文或回覆，並針對

五種 Toulmin（1958）所指出的論證類型（主張、證據、理由、支持、反駁）進行至少四種以

上的使用，但每種的使用則數不予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開始前邀請受訪者填寫網路科學資訊判準問卷，並於研究結束之成果檢核與

回饋會議中邀請受訪者填寫網路科學資訊判準問卷後測以及新媒體素養問卷。有效問卷數共計

28 份，根據研究團隊分析，在網路科學資訊判準的表現上，研究參與者並未產生顯著的改變，

可能的原因為：在應用論證的過程中僅有一至兩種論證類型會使用到網路科學資訊（例如證據、

支持），但大多數研究參與者在論證實作期間使用到更多的是主張與反駁類型，這樣的現象顯

示雖然第二次前導研究的實作期程為一個月，但可能在這段時間歷程內仍不足以檢核參與者的

網路資訊判準能力。 

 

    最後，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第一年度參與者對於論證模式類型結構有更為良好的掌握，本

年度參與者使用理由、支持與證據三個論證類型共佔全體的 64.82%（詳見表一、表二），顯示

論證教學模組的設計實施對於參與者在論證歷程上的學習是有效的。 



表一 第一次前導研究論證類型描述統計 

項目 

類別 
則數(則) 百分比(%) 平均分數 標準差 

主張 107 21.88 2.05 0.82 

證據 97 19.84 2.03 0.88 

理由 59 12.07 1.89 0.87 

支持 44 9.00 2.00 0.70 

反駁 180 36.81 2.01 0.86 

無法分類 2 0.41 - - 

總數 489 100 - - 

 

表二 第二次前導研究論證類型描述統計 

項目 

類別 
則數(則) 百分比(%) 平均分數 標準差 

主張 89 15.42 2.02 0.83 

證據 240 41.60 2.14 0.86 

理由 113 19.58 1.96 0.89 

支持 21 3.64 1.91 0.94 

反駁 111 19.24 1.85 0.95 

無法分類 3 0.52 - - 

總數 577 100 - - 

 

    此外，第二年度的受試者亦針對論證活動平台給予相當多的回饋，同時研究團隊於研究過

程發現使用 Facebook 作為線上論證教學實作環境，並無法有效的提供參與者進行線上論證的

深度討論。研究團隊認為 Facebook 作為線上論證教學實作環境，雖然更為貼近學生平常使用

之習慣，但亦有兩點限制：（一）社群媒體平台無法有效提供好的論證鷹架，對剛開始接觸論

證概念的學生而言，在使用上不友善；（二）研究團隊無法有效的介入社群媒體平台的相關工

作，致使若遇上操作困難或平台端產生問題，研究團隊本身無法快速有效的控制情況，此外，

也致使在蒐集研究資料的過程更為困難。 

 
我覺得 FB 的文章順序導致閱讀的困難，而且同學的留言有時候會被吃掉。  

 

我覺得在社群軟體上看似很方便，看似可以形成一個討論，事實上我覺得是沒有的。因為許多就

是會形成同溫層，就是各個粉絲專頁或是權威人士，底下都是同溫層取暖這樣。所以其實社群網

站提供的論證的，好像有這個空間，可是事實上沒辦法發揮它的功能。 

 



    綜上所述，在第二年度前導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第一年度參與者對於論證模式類型結構

有更為良好的掌握，本年度參與者使用理由、支持與證據三個論證類型共佔全體的 64.82%，

顯示論證教學模組的設計實施對於參與者在論證歷程上的學習是有效的。第二個研究發現是在

研究過程中發現使用社群媒體平台作為線上論證教學實作環境，並無法有效的提供參與者進行

線上論證的深度討論，因此在第三年度的行動研究將改以使用知識建構為目的之 Knowledge 

Forum 平台。 

 

三、第三年度行動研究說明 

    第三年度研究為行動研究，研究設計主要根據前二年的前導研究結果進行線上論證活動設

計的修正，並且為解決學習鷹架不易搭設、研究團隊不易追蹤學生學習軌跡等問題，改以

Knowledge Forum 知識建構平台(以下簡稱 KF 平台)作為第三年度的線上論證活動平台。本研

究目的為透過線上論證活動，改善學生於教育研究法課程的學習困境，並提升其學習成效與教

育研究素養。本次論證活動主要讓學生自行選擇感興趣之教育研究議題(詳見附錄一)，並與同

儕相互回應。研究參與人數為 65 名大學生，經由研究態度量表進行集群分析後，根據量表結

果以及課堂觀察記錄挑選 13名具有特異性之學生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其中一研究結果發現 KF平台有助於學生明晰個人的思路歷程。根據學生過往參與的課堂經

驗中，課堂中所採用的數位平台以Moodle和 Facebook 為大宗，平台的使用多半是以課程事

項的公告、作業的繳交為主，而非線上討論和回饋之用。 

 

我覺得 KF(討論)跟 FB(討論)比較不同的地方，是比較有系統性，就是你可以比較快速的去看到

說大家完成的東西，然後感覺是更偏向學術，因為臉書娛樂性的東西還是滿多的，所以我覺得

KF 比較有規劃一點的。 

 

KF 整體看起來比較清楚，因為他可以自己排那個網狀圖，所以我覺得整體看起來的脈絡下來，

就是我要釐清自己到底什麼時候做了什麼。然後同學在什麼時候上傳麼，我的研究整個這樣子

順下來是要怎麼做，整個脈絡是比較清楚的。 

 

對於本次課程使用 KF 平台作為同學討論及回饋彼此研究的場域，學生普遍認為在 KF平台討

論，相較於其他平台更具正式感和系統性。同時他們也認為 KF平台以點線呈現貼文與回覆

的形式(如圖四)，更容易幫助他們釐清自己的思考脈絡，且亦能觀察同儕的回覆情形。 

 



 
圖四 KF平台以點線形式呈現貼文間的關係示意圖 

 

而本課程除了以 KF平台作為學生相互討論與回饋的場域以外，在期中考時也讓學生們進行

實體討論。對於線上和線下的方式，研究團隊請學生回饋他們認為自己較適合在哪個場域下

訓練論證能力。學生的反應分為三類，並彙整學生理由如表四：（一）認為 KF平台討論適

合自己；（二）認為面對面討論適合自己；（三）認為兩種方法都有其優點。 

 

表四 彙整學生自評適合訓練論證能力的環境與理由 

       理由 

1.KF 平台討論適合自己   (1) 自身較擅長以文字闡述，口頭表達容易斷斷續續較無 

     條理。 

  (2) 面對面討論時，通常只聚焦於反駁他人，而非用更 

          多證據去證明自己的論點。KF 平台討論則有充足時 

          間，可以查詢證據以支持自身論點。 

  (3) KF 平台上能讓自己有足夠的時間確認自己書寫的文字 

          是具有邏輯和完整性的。 

2.面對面討論適合自己  現場較可以即時回應同學和表達自己的想法，但 KF      

 平台受限於同學線上活動的活躍度，若同學沒有進一 

 步於線上回應，討論即中斷。 

3.兩種方法都有其優點 (1)  KF 平台優點在於有疑問可以立即查詢並佐證。當面 

           討論必須當場思考對方的話是否具有邏輯，可以訓練 

           自己的思考速度以及臨時反應。 

(2)  當面討論若有不懂之處可以立即詢問對方，對方也可 

           以給予立即回饋。KF 平台雖然沒有立即回饋，但自己 

           可將論點寫得更詳細並表達。 

 



從上述回饋可發現，線上平台討論的優點在於查找、搜尋資料時較為方便，同時也讓學生有

足夠充裕的時間整理歸納自己的論點，讓自己的論述更有邏輯和完整性。而缺點則是即時性

與互動性，若學生並未積極於線上平台回覆，學生間的討論則會中斷，因此如何提升學生互

動性將會是未來課程待解決的問題。此外，研究團隊進一步請學生分享本次線上平台回饋經

驗與過去回饋經驗的比較，學生表示過去的回饋經驗大多是於實體場域發生，而與線上回饋

的差別在於現場回饋的時間太短，比較沒有讓學生有足夠的思考空間，就要立即回應別人的

報告。但線上平台，除了思考時間充足以外，針對有疑問的地方也可以搜尋資料佐證後再行

回覆，讓論述能較嚴謹與完整。 

 

過去課堂上給回饋需要在很短的時間生出一則回饋，沒有給我們太多的思考空間。那 KF 就是

讓我們有一段時間可以去想說這邊可能有什麼缺點，我覺得這樣給出來的回饋也會比較真實，

就不會說你是臨時硬想出來的，而是你可以真的好好看完，然後再給他認真的回饋。 

 

不太一樣。因為以前大多數都是在課堂上，可能發表了他的報告之後，其他人就評分這樣子，

像我可能就是聽過之後就算了，我不會去說我哪時候改到應該要怎麼樣。可是像 KF 平台這

樣，讓我們有思考時間，然後有直接的電子紀錄，我可以去思考自己書寫的問題。我覺得它讓

我會想要去修正自己書寫上比較不好的地方。 

 

同時研究團隊亦發現學生透過在 KF平台給予回饋的過程中，他們的學習態度也因此產生變

化。部分學生表示過去多半沒有經過思考就逕自給予回饋，但本次課堂的要求是同儕相互給

予回饋，所以他知道收到有益的回饋，對研究作業是有幫助的，因此亦會較認真對待這份回

饋的作業。整體而言，KF平台的使用在同儕相互給予回饋是有助益的，尤其該平台以圖像呈

現貼文的方式，更使學生在明晰思路歷程上更加容易，相較於以往課堂上即時給予回饋，提

供一個平台讓學生擁有充裕時間進行縝密與完整的書寫，更能幫助他們產生有品質的回饋與

論述。 

 

以前可能我給別人評論的時候，我可能會用應付的態度去評價，就只是單純的給予他回饋而

已。可是用 KF 的時候，因為我知道這個建議，其實也對我很重要，所以我也會盡量去努力

想、然後看文獻，思考說到底哪一些是同學需要的回饋，我會想去努力認真的給他們回饋。 

 

我覺得回饋滿重要的是我真的有在思考說，同學的這個研究照他這樣規劃，那他可能會出現的

問題是什麼？我覺得給回饋不但讓我去思考別人的，有時候也會反思自己的研究是不是也有這

個問題？然後我覺得這個思考的過程滿重要的，不然就是會一直框在自己的研究裡面，會看不

太到問題在哪裡。 

 

    此外，根據前兩年的前導研究結果發現大部分的受試者在論證活動進行時皆不夠踴躍與

積極，故在第三年度研究中嘗試納入了作業檢核機制，每週度清楚羅列並請助教每週檢查學

生的完成進度，若學生如期完成作業，助教便會將檢核項目打勾，表示已完成（如圖五所



示）。 

 

圖五 第三年度研究納入作業檢核機制 

  

談及這次的檢核工具的介入，學生皆表示這對他們完成作業有很大的助益。我們亦可從學生

的回饋發現，檢核工具的介入不僅僅是協助學生確認自己作業的完成情形，同儕間亦因檢核

工具而自然產生彼此督促、相互關心的行為。而作業分派方式的修正除了減緩他們的壓力感

以外，也使學生的作業完成率有所提升。 

 

我覺得還不錯，因為選很多課的時候真的會有點混亂，忘記哪個作業有沒有確實繳交。我覺得

它(檢核工具)對於有些記憶力比較不好的同學滿有幫助的，如果是進度落掉的同學，也可以用

那個表單去看，回頭檢查哪些事情是需要補完成的。 

 

我滿喜歡分批進行的，就是按著老師的步調走就會做完。我覺得這蠻重要的，這是我對於課程

感到壓力沒有那麼大的原因，就是分週上傳，然後這週要完成什麼，只要妳有按照這樣的步調

來走的話就一定會完成。然後再搭配那個檢核工具，大家完成度就會很高。 

 

    綜上所述，第三年度研究結果主要有兩個發現，一是 Knowledge Forum 線上知識建構平

台的圖像化設計有助於學生釐清個人的論證思路歷程。二是以任務制規劃作業並納入檢核機

制，有助於協助學生搭建學習鷹架與提升作業完成率。整體而言，第三年度的行動研究根據

前兩年度的經驗進行研究設計調整與修正，擇定以知識建構為設計目的之 KF平台，並且納

入作業按時分配與檢核機制，其結果顯示此作法對於學生線上論證活動的順暢性，與學習鷹

架的搭建是具有助益的。 



肆、 結果與討論 

本三年期研究計畫，主要目的為發展出具整合性並以議題為中心助於提升全球媒體素養的

線上論證教學模式，此節將針對研究最初所提出之研究問題進行回答與討論，詳述如下： 

 

一、 如何產出議題中心之線上論證？及如何能發展出線上論證的流程？ 

    從第一年度由研究團隊與專家學者討論後擇定的三主題「服儀解禁」、「學生納入課審

會」與「大學爭國際排名」；第二年度經由教育領域大學生焦點團體訪談後選擇的「高等教育

排名議題」；第三年度則讓學生自行選擇感興趣的教育議題進行研究與討論，其選擇議題可分

作 8類，分別為「國際教育」、「教育政策、制度與經營」、「校園與社區議題」、「課程與教

學」、「學生學習與輔導」、「新興教育」、「資優教育」、以及「補習教育」，詳細題目名稱可參

閱附錄一。本研究三年來採用各種不同的教育議題讓學生進行討論，此亦顯示議題中心之線

上論證活動是可行的，而研究中所採用之教育議題亦可作為後續教育議題中心之研究者參考

之用。 

 

二、 線上論證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哪些主要概念與有效之學習策略？ 

    根據前兩年的前導研究經驗發現學生在學習成效方面並不彰，為協助學生更好的學習，第

三年研究中採用任務制以及訂定檢核機制進行作業規劃，從本研究結果亦可知將此舉不僅有助

於減緩學生於課程中感受到的心理壓力，同時也發現讓學生間可能產生相互督促與關心的現象，

進而提升整體的作業完成率。然而，雖然學生的作業完成率有所提升，但根據質性回饋可知，

學生在論證活動和課程作業時仍希望有教師與助教在旁協助指導，此亦顯示學生對於論證結構

的掌握仍不熟悉且有待加強，而這也將是未來研究需思考的部分。 

 

三、 透過設計思考的循環，尋找何種線上論證模式最適合教育領域之學生？ 

    本三年期研究計畫總共使用三種不同的線上平台作為學生的線上論證環境，整理學生對平

台的回饋如表五。 

表五 彙整本研究之學生針對線上平台使用回饋 

年度 研究類型 線上平台 學生使用回饋 

106 第一次前導研究 iArgue 1.介面操作複雜 

2.資料庫內容不清楚。 

107 第二次前導研究 Facebook 1.Facebook 無法提供良好論證鷹架。 

2.研究團隊無法有效的介入學生於 Facebook 的討

論，研究資料蒐集困難。 

3.若有操作困難或平台端問題發生，研究團隊無法

快速有效的控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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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 平台以圖像呈現貼文的方式，使學生容易掌握

個人的思路歷程，並產出有品質的論述。 

 

迄今為止，本研究使用之三個平台，分別為 iArgue、Facebook 和 Knowledge Forum。iArgue 平

台的困難點在於資料庫內容不足，以及學生對於該平台不熟悉且認為操作具有一定的複雜性。

Facebook 雖然解決學生對平台操作不熟悉的問題，但該平台本身並無法提供良好的論證鷹架，

以及研究團隊難以介入平台系統端之問題，以致資料蒐集上有所困難。根據研究結果，

Knowlegde Forum 平台相較於 iArgue 與 Facebook，是較為適合大學生進行線上論證活動的平

台，從學生回饋可知該平台使用點線呈現貼文之形式，使他們更易掌握自己的思路歷程，進而

提出更好的論證。而三個平台的比較結果亦顯示平台設計目的之重要性，學生熟悉的線上平台

並不完全適合用於學習，教學者仍必須考量課程活動內容的目的，方能選擇到合適的線上平台。 

本研究結果雖發現學生於KF平台較易進行線上論證活動，但該平台設計之目的為建立一個適

合知識建構的平台，意即一個能促使想法（ideas）不斷產生的合作環境（Scardamalia & 

Bereiter, 2003），然而本研究設計之論證活動則是針對一件事選定立場後進行討論，兩者概念

間的扣聯以及學生如何在KF平台透過其他學習鷹架的輔助，進行有意義的論證活動並針對單

一議題深度討論，或為未來研究團隊需再深入探究思考的問題。 

 

四、 線上論證如何有助於教育領域學生培養全球與媒體素養？ 

    關於線上論證活動是否有助於教育領域學生培養全球與媒體素養，根據第二年度之研究網

路科學資訊判準問卷以及新媒體素養問卷前後測結果分析，研究參與者的資訊判準表現未有顯

著改變，故此部分仍有待後續研究深入探究。研究團隊亦已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延續本研究之發現與結果，於 2020 年 9 月進行新一輪的研究，期以透過滾動式循環研究歷程

進一步探究線上論證活動與媒體素養之關係。 

 

五、 透過何種學習鷹架，線上論證能達成更佳之效果？ 

    如第一、二點之問題回應說明，本研究在第三年度透過選擇適合線上論證活動的平台，以

及規定每週作業並按時檢核，除解決前兩年學生回覆率不高的問題以外，亦讓學生更能按部就

班地搭建學習鷹架，並減緩他們的學習焦慮。然而如同第二點問題所敘，如何加強學生對論證

結構的熟悉度與掌握度，為未來研究設計須考量的重點。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顯示議題中心之線上論證活動之教學模式具可行性，並且在平台選

擇上以 Knowledge Forum 為較適宜線上論證活動進行的環境。研究團隊亦透過將論證活動的作

業任務化與檢核機制的搭配，使學生能按時完成論證活動，除此之外也協助他們建立個人學習

鷹架及降低作業的焦慮感。然而，如何透過線上論證培養教育領域學生媒體素養此部分於研究

結果中未見顯著性，以及論證活動與 KF 平台隱含之知識建構設計概念間是否有所關聯？KF

平台是否能發展出適合線上論證的學習鷹架?這些在研究歷程所發現之問題皆有待後續研究進



一步探討。 

    最後，本研究團隊感謝科技部與總計畫研究團隊的支持與協助，讓研究團隊在三年間透

過使用不同線上平台進而尋找出適合大學生進行線上論證活動之環境。根據研究結果顯示

Knowledge Forum 為目前較適合學生進行線上論證活動的平台。本研究團隊亦於 2020年 9月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延續本三年之結果進行研究設計，以 Knowledge Forum 作為線

上活動之場域，並採取作業任務化搭配檢核機制。未來研究將進一步針對本研究之結果與資

料，進行實踐、分析與討論，期以回應本研究未解之待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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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一 本三年期研究擇定之教育議題彙整 

年度 研究類型 線上平台 教育議題 

106 第一次前導研究 iArgue 經教育領域專家學者會議擇定 

1. 服儀解禁 

2. 學生納入課審會 

3. 大學爭國際排名 

107 第二次前導研究 Facebook 經過教育領域大學學生的焦點團體訪

談，擇定「高等教育國際排名」 

108 行動研究 Knowledge 

Forum 

教育領域大學學生學生自行選定感興

趣之教育議題，請見表二。 

 

 

表二 108年度研究學生自行選定之教育議題彙整 

國際教育(4) 

回顧「十」光：英語村的過去完成式—以桃園市十年發展歷程為例 英語教育 

「語眾新長」 臺灣雙語教育政策在國民小學階段實施之個案研究 雙語教育 

國際教育「西」起：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申請之個案研究 國際教育 

教育政策、制度與經營(7) 

國境之「難」—108課綱選修課程在屏東縣兩所高中的實施困境 108 課綱 

108 課綱對高中國語文教師教法的影響──以文白之爭為切入點 108 課綱 

素 per 科學人：新課綱實施前後國中二年級自然科教科書實驗部分改變的影

響  

108 課綱 

「清」梅「竹」馬？！臺灣大專校院併校問題探討──以國立清華大學和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為例  

大學整併 

 

懷「新」思「舊」臺北市學齡前教育之新舊政策探討—以 107學年度與 108

學年度爲例 

政策分析 

「星」球崛起？「星星」像籠？繁星推薦對公立高中協助學生升學策略之影

響－以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為例 

升學制度 

「失落的一客」客語生活學校政策對學生客語能力之影響—以苗栗縣 N 國小

為例 

語言政策 

校園與社區議題(2) 

「蚵」不「蚵」以陪陪我？  

探究偏鄉自發型社區組織對弱勢學童學習心態的影響  

學校與社

區的關係 

 

反霸「零」成效？國中生對現今校園霸凌防制措施理解之探究 校園霸凌 



 

課程與教學(7) 

寓「教」於樂－多元教學法對於學生學習動機之影響：以 S 大為例 教學方法 

教育的「動」「態」—教師教學態度與學生學習動機之探究：以新北市一所國

中為例 

教師教學 

「教」「學」與共—教學法對於學生學習動機之影響:以 H 大為例  教學研究

法 

眾心成城——學習共同體是否能作為社會重建課程的實踐取向？ 教學設計 

斜槓教師？遊戲化課程設計初探  課程設計 

「教」「教」OCEAN ＿高中教師人格特質與教學回饋之分析 教師教學 

 

欲「教」於「樂」----探討教師使用 KAHOOT 對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成

效之影響：以Ｔ大Ｐ教授的「金融法規與實務」課堂為例 

科技工具

融入課程 

學生學習與輔導(16) 

「一起開一扇窗」探討班級導師如何協助低學習成就的國中生適性發展──以

○○國中為例 

國中學生

學習動機 

求學歷程的失速／怠速？探討台灣大學生休學動機與面臨之困境 大學學生

學習動機 

學生你會不會回來？大學生缺席頻率之因素分析－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例 大學學生

學習動機 

走在單「性」道之「際」－單一性別高中學生升學後之人際關係探究 學生人際

互動 

原夢這條路：原資中心對原住民大學生學校適應影響之探討—以 F 大學為例 學生適應 

步步高「升」—探討升學主義下臺灣高中生的生涯選擇  生涯選擇 

似師而非－影響臺師大師資生投入教職不確定性因素之探討 生涯規劃 

學海「吾」涯學生在大學期間出國交換對未來生涯規劃之影響 

──以國立台灣大學學生為例 

生涯規劃 

An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on High School 

Desirability: Evidence from Taipei, Taiwan 

高中選校

因素 

落葉歸根-政府外派子女選擇在台就讀大學之原因探討 大學選校

因素 

自轉或公轉？以自我決定理論探究大學生轉學選擇之動機與影響—以 T 大為

例 

大學選校

因素 

華而不實？馬來西亞華文小學學生選擇獨立中學之原因探究——以柔佛州新

山寬柔中學學生爲例 

中學選校

因素 

傾聽陸「聲」：赴台陸生選擇校系因素之探究 

——以台灣北部地區大學大一陸生為例 

大學選校

因素 



選擇走在夢想道路上的你啊，你還「適」嗎？--- 大學生選填科系原因與大學

學校適應度關聯性之探究：以 N大學生為例 

大學選校

因素 

東南亞籍學生於臺師大就學的原因之探究 大學選校

因素 

升學的十字路口：台商學校畢業生選擇在中國求學之因素探究—以華東台商

子女學校為例 

大學選校

因素 

新興教育(5) 

「實」「在」好自由：台北市國中生家長選擇讓其子女在家自學原因探究 在家自學 

「生」聲不「息」何以言教：從臺灣北部高中音樂班合唱課程之比例分配與

術科影響探討合唱教育之現況 

高中藝術

教育 

藝種想思，兩處咸籌：美感教育在館校合作上的展現——以 M 館與 J 中為

例 

大學美感

教育 

必修的愛情學分？ 大學階段實施情感教育之方法與成效 以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學生為例  

大學情感

教育 

明「哲」保身——現⾏台灣中等教育應如何加強哲學教育 
高中哲學

教育 

資優教育(1) 

念「資」在「資」 

好的資優教育課程：以高中語文資優班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資優教育 

補習教育(2) 

「不無小補」還是「於事無補」?? 

高中生補習數學科對大學入學成績之影響 

補習教育 

「補」學吾「數」：探究臺中女中高一普通班學生補習數學科之原因 補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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