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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於第一年度所開發的線上論證與搜尋平台i-Argue中，包含的
功能有討論功能、搜尋功能以及書籤功能。在初探研究階段，共有
58名大學生參與此線上論證活動，其知識觀信念也一併收集。結果
顯示學生科學知識觀點中的知識評判性與其線上論證行為中的支持
呈現正相關。以論證結構(Toulmin’s Argument Pattern, TAP)為
基礎，本研究進一步了解不同組別(正方與反方)在線上論證活動中
其線上行為上的差異。兩組在主畫面搜尋行為、搜尋-檢視儲存書籤
行為以及搜尋URL/標題行為中具有差異性。計畫第二年則繼續使用
iArgue擴大收案並透過審美判斷風格量表(Aesthetic Judgment
Style Scale, AJSS)與網路特定知識觀信念(Internet-Specific
Epistemic Beliefs, ISEB)量表來檢驗學生全球素養能力上的效果
，共有145名大學生參與此論證活動。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在AJSS中
的符號判斷風格沒有顯著效果外，其餘皆有顯著成長；而控制組透
過一般的線上論證方式，結果皆無顯著成長。第三年因有國際加值
經費補助，特邀請美國紐約州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SUNY陳美華教授
一同參與並加入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讓學生進行線上小組討論
活動。共有98位修習通識課程”疾病醫學與文明”大一到大四的學
生參與討論。透過Knowledge forum，學生組成小組進行開放性問題
的討論，整個討論過程及結果皆記錄在平台上。此階段研究工具為
醫學知識觀點問卷Medical Epistemic Beliefs與知識建構環境感受
量表Knowledge Building Environment Scale。經由迴歸分析，我
們把學生的醫學知識觀點維度，包括多重來源 Multisource、不確
定性Uncertainty、發展Development 及證明Justification當作預
測因子；而將知識建構環境感受量表維度，包括想法是小組活動的
重要依據Working with idea、先行假設立場Assuming agency以及
促進小組Fostering community當作是依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學生醫
學知識觀中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在其知識建構環境感受中扮演最
重要的角色，同時可以預測所有學生的知識建構環境感受維度。

中文關鍵詞： 論證、線上討論、知識論、搜尋行為

英 文 摘 要 ：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developed the online
argumentation system – iArgue and collected some pilot
study data. The platform iArgue allows participants to
perform search, discuss, exchange ideas and bookmark
relevant information. We also collected 58 college
students’ responses for their epistemic belief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students’ epistemic beliefs about
“sources”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ir data used for
argumentation. The “development” epistemic beliefs were
also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ir claims in argumentation
activity. However, “justificat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backing” in the activity. Based on Toulmin’s
Argument Pattern (TAP), this study further compared the
students’ argumentation behaviors between those in
affirmative perspective and those in negation perspective.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for bookmarking
behaviors, searching/storing behaviors and searching titles



behaviors. Those in the negation perspective had more
frequency than those in the affirmative perspective in
these behaviors. During the second year, a total of 145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through
iArgue.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N=66) and two control groups (N=79). The surveys
used were Aesthetic Judgment Style Scale (AJSS) and
Internet-Specific Epistemic Beliefs (ISEB). The results
revealed significant growth in all AJSS factors except for
the symbolist judgement style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growth in all AJSS factors for the
control groups. With the Add-On budget during the third
year, we were able to invited Dr. Mei-Hwa Chen from
University at Albany – SUNY to join us to incorporate
Knowledge Forum as our online discussion platform for our
research. Ninety-eight college students who enrolled in the
medical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Disease medicine and
modern”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online discussion
through Knowledge Forum. Th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to answer open-ended questions, all discussions were
recorded on knowledge forum platform. Survey instruments
were Medical Epistemic Beliefs Survey and Knowledge
Building Environment Scale. Using the factors (multisource,
uncertainty, development, justification) in MEB as
predictors and the dimensions (working with ideas, assuming
agency, fostering community) in KBES as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uncertainty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and it can predict all
dimensions in KBES.

英文關鍵詞： argumentation, online discussion, epistemic belief, search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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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於第一年度所開發的線上論證與搜尋平台 i-Argue中，包含的功能有討論功能、搜尋功能以

及書籤功能。在初探研究階段，共有 58名大學生參與此線上論證活動，其知識觀信念也一併收集。結

果顯示學生科學知識觀點中的知識評判性與其線上論證行為中的支持呈現正相關。以論證結構

(Toulmin’s Argument Pattern, TAP)為基礎，本研究進一步了解不同組別(正方與反方)在線上論證活動中

其線上行為上的差異。兩組在主畫面搜尋行為、搜尋-檢視儲存書籤行為以及搜尋 URL/標題行為中具

有差異性。計畫第二年則繼續使用 iArgue擴大收案並透過審美判斷風格量表(Aesthetic Judgment Style 

Scale, AJSS)與網路特定知識觀信念(Internet-Specific Epistemic Beliefs, ISEB)量表來檢驗學生全球素養

能力上的效果，共有 145名大學生參與此論證活動。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在 AJSS中的符號判斷風格沒

有顯著效果外，其餘皆有顯著成長；而控制組透過一般的線上論證方式，結果皆無顯著成長。第三年

因有國際加值經費補助，特邀請美國紐約州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 SUNY陳美華教授一同參與並加入知

識論壇 Knowledge forum讓學生進行線上小組討論活動。共有 98位修習通識課程”疾病醫學與文明”大

一到大四的學生參與討論。透過 Knowledge forum，學生組成小組進行開放性問題的討論，整個討論過

程及結果皆記錄在平台上。此階段研究工具為醫學知識觀點問卷Medical Epistemic Beliefs與知識建構

環境感受量表 Knowledge Building Environment Scale。經由迴歸分析，我們把學生的醫學知識觀點維

度，包括多重來源 Multisource、不確定性 Uncertainty、發展 Development 及證明 Justification 當作預

測因子；而將知識建構環境感受量表維度，包括想法是小組活動的重要依據Working with idea、先行假

設立場 Assuming agency以及促進小組 Fostering community當作是依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學生醫學知識

觀中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在其知識建構環境感受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同時可以預測所有學生的知

識建構環境感受維度。 

 

關鍵字：論證、線上討論、知識論、搜尋行為 

 

 

Abstract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developed the online argumentation system – iArgue and collected some pilot 

study data. The platform iArgue allows participants to perform search, discuss, exchange ideas and bookmark 

relevant information. We also collected 58 college students’ responses for their epistemic belief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students’ epistemic beliefs about “sources”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ir data used for 

argumentation. The “development” epistemic beliefs were also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ir claims in 

argumentation activity. However, “justificat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backing” in the activity. Based 

on Toulmin’s Argument Pattern (TAP), this study further compared the students’ argumentation behaviors 

between those in affirmative perspective and those in negation perspective.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for bookmarking behaviors, searching/storing behaviors and searching titles behaviors. Those in 

the negation perspective had more frequency than those in the affirmative perspective in these behaviors. 

During the second year, a total of 145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through iArgue.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N=66) and two control groups (N=79). The surveys 

used were Aesthetic Judgment Style Scale (AJSS) and Internet-Specific Epistemic Beliefs (ISEB). The results 

revealed significant growth in all AJSS factors except for the symbolist judgement style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growth in all AJSS factors for the control groups. With the Add-On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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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third year, we were able to invited Dr. Mei-Hwa Chen from University at Albany – SUNY to join 

us to incorporate Knowledge Forum as our online discussion platform for our research. Ninety-eight college 

students who enrolled in the medical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Disease medicine and modern”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online discussion through Knowledge Forum. Th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to 

answer open-ended questions, all discussions were recorded on knowledge forum platform. Survey 

instruments were Medical Epistemic Beliefs Survey and Knowledge Building Environment Scale. Using the 

factors (multisource, uncertainty, development, justification) in MEB as predictors and the dimensions 

(working with ideas, assuming agency, fostering community) in KBES as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uncertainty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and it can predict all dimensions in KBES.  

 

Keywords: argumentation, online discussion, epistemic belief, search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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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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畫暨子計畫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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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壹、 前言 

本計畫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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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畫暨子計畫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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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本計畫於第一年建置

一個線上論證平台-iArgue，而第二乃運用並修正此線上論證平台。於第三年階段，因有國際加值經費，

特加入知識論壇 Knowledge Forum讓學生進行線上討論，更透過大規模的跨領域議題，檢驗其對於全

球素養能力上效果。 

近年來全球教育熱門議題-STEAM，其橫跨領域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等聚斂式知識，以及人文

藝術等發散式知識，形成一培育學習者能力之重點教育模式（Oner, Nite, Capraro, & Capraro, 2016; 

Yakman, 2008; Zimmerman, 2017）。其中被強調之美感素養，已成為全球素養中的重點探討項目。像是

Harvard University（2007）將其列為通識教育改革方案中八大核心必修之一，而臺灣教育部（2011）亦

將美感素養列入公民素養陶塑計畫之公民五大核心素養之一，並且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中，涵

蓋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教育部，2014）。美感素養可以促進人們開始欣賞藝術與日常生活中的人事物，

並且進而提升創造力（Greene, 2001），因此係為因應當代社會的重要素養能力，尤其是正在學習階段

的學生們（Chitturi, 2015）。因此，本計劃透過跨領域 STEAM議題之探討，並且從中觀察學生美感素

養的改變，進而檢視本計畫建構之平台 iArgue及相關論證平台對於全球素養能力提升之效果。 

論證是一種可以讓學習者透過與同儕互動，並共同去制定決策、解決問題時，使用、搜尋、辯論

與批判知識與資訊的方法（Jimenez-Aleixandre, 2002; Toulmin, 2003）。Loll 與 Pinkwart （2013）指出

透過論證係為一種能提升學習者知識、技能與態度的「求知式辯論（arguing to learn）」方式；過往許

多透過論證有效提升學生能力與素養的文獻便是最佳的證明（Hsu, Chiu, Lin, & Wang, 2015; Oh & 

Jonassen, 2007; Tsai, 2018; Tsai & Tsai, 2013; Yeh & She, 2010）。而且，論證亦是被運用於美育裡的藝術

批評（art criticism）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方式（Lavender, 2004）；因此透過 STEAM議題，加上運用論證

的方式去進行審美判斷、溝通、並進行辯解，不斷強化辨識能利外，同步亦涵蓋美育領域中又稱為美

學論證之學習概念 （Smith, 1973）。因此，論證亦可作為一種提升學生美感素養的方式。 

過往學者提及透過線上學習的方式能有創造一個意義且有效的合作學習環境（Yeh & She, 2010），

甚至對於學生的論證學習有利（Oh & Jonassen, 2007）。Scardamalia (2004)說明在線上討論社群環境裡，

所有的學生皆可一同合作建構知識並提出意見及進行討論，相關的線上討論平台如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即可提供給學生一個可探究、搜索資料及提出原創意見的環境。Loll與 Pinkwart（2013）的研究

也指出線上論證平台不只能透過文字，亦能更廣泛透過視覺圖像傳遞其表達的意見與想法。圖像視覺

的傳遞，本就是跨領域議題中，非常值得注重的環節之一，而且適當的使用視覺化圖表傳遞資訊，亦

是近幾年的時代趨勢以及能夠提昇人們使用符號與譬喻的能力（Judelman, 2004）。因此，學生透過線

上論證平台能有更豐富與多元傳遞自己主張、提交證據、講述理由、並給予他人支持及反駁的方式，

對於跨領域的STEAM議題，亦能幫助自我於學習中充分地發揮創意。 

Hofer 與 Pintrich（1997）指出知識觀會影響學生的理解力與認知，透過知識觀可以了解學習者在

學習過程與成效上對於知識與求知的想法與信念，對於學習者學習過程扮演重要角色。而且，許多研

究亦已指出線上學習與知識觀間密切的關係（Chiu, Liang, & Tsai, 2016; Hsu, Tsai, Hou, & Tsai, 2014; 

Mason, Ariasi, Boldrin, & Instruction, 2011）。Chiu、Liang與 Tsai （2013）運用 Hofer 與 Pintrich （1997）

發展的知識觀架構，發展出網路特定知識觀（internet context and developed the Internet-specific epistemic 

beliefs, ISEB），包括四大構面網路知識確定性（certainty of Internet-based knowledge）、網路知識簡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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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city of Internet-based knowledge）、網路知識來源（source of Internet-based knowledge）、網路知

識的區辨性（justification for Internet-based knowing），對於瞭解當代習慣與頻繁透過網路獲取知識資訊

的學習者來說，係為一更貼近其學習環境脈絡之知識觀探詢之取逕。由上述討論中可以發現，知識觀

對於知識求取時的重要性，而跨領域議題涵蓋廣泛的知識與領域，加上過往對於知識觀與美育間的相

關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透過線上論證的學習方式提升美感素養同時，亦融入網路特定知識觀以了解

其所扮演之角色。本研究目的係為透過教學介入了解以 STEAM 議題進行線上論證活動，並且探討其

對大學生素養提升之成效，並且進一步了解知識觀於美感素養提升所扮演之角色，以驗證本線上論證

平台對於素養提升之成效。 

貳、 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與研究流程 

第一年度旨在開發相關線上論證平台— i-Argue，並進行初探研究。在所開發的線上論證與搜尋平

台中，包含的功能有討論功能、搜尋功能以及書籤等功能。共有 58名大學生參與此線上論證活動，其

知識觀信念也一併收集。共有 58 名來自不同系別之大學生參與此線上論證活動 (女 27 名以及男 31

名)，平均年齡為 20.8歲。此次論證活動中，分成正方 30名與反方 28名。結果顯示學生科學知識觀點

中的知識評判性與其線上論證行為中的支持呈現正相關。本研究進一步了解不同組別(正方與反方)在線

上論證活動中其線上行為上的差異。兩組在主畫面搜尋行為、搜尋-檢視儲存書籤行為以及搜尋 URL/

標題行為中具有差異性。 

第二年度則邀請四個班級 145名大學生參與此線上論證活動，隨機分派二班計 66人為實驗組、二

班計 79人為控制組。四個班級皆由同一位教師授課，授課內容亦相同。實驗組則是加入線上論證活動，

而控制組則是討論相同議題，但無使用線上論證的平台。研究參與者中，女生佔 66.6%、男生則站

33.3%；95%為二年級學生，剩下為三年級學生；年齡則介於 20-21歲之間。 

本研究實驗設計共計 6週時間，並於於施測前一週到各實驗組班級講解 iArgue的使用方法，並且

實行前測；後測則於第六週線上論證活動結束後施行。本研究以 STEAM 議題內容規劃，從美學基礎

議題開始，並且延伸至與科技及科學相關的內容。六週 STEAM 議題線上論證議題活動，題目與說明

分別如下表 1.1：  

表 1.1、 STEAM議題線上論證週次、議題與內容 

週次 線上論證題目與說明 

第一週 

題目：美學為何?  

說明：廣告裡有美學、課堂裡有美學；到底大家常掛在嘴邊的美學是甚麼?到底是討論我

覺得美不美，還是背後有更深刻的意涵存在呢? 

第二週 

題目：人事物的審美應該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 

說明：新聞上常見某某單位製作的吉祥物、花燈、廣告等，被公眾人物、媒體、人民等

批評醜死了，美感有問題。審美其中一種分類為主觀與客觀，前者對於客體的評判以個

人偏好為主；後者則會思考過往相關學經歷與文化脈絡內涵。 

第三週 

題目：您覺得以功能性考量比較重要?還是美學性考量比較重要?  

說明：功能性考量就是以夏天的衣服要能快速排汗、冬天的衣服要能保暖為重；美學性

考量就是顧及色彩、造型、整體設計感等因素為主 

第四週 
題目：科技可否改變藝術？ 

說明：近年科技與藝術結合進行創作，受到世界各地藝術家的關注。眾多以數位藝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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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藝術，相比傳統藝術展會更加新奇有趣，絢爛效果往往吸引許多民眾的目光；不過，

融合科技後的藝術，減少藝術原始傳遞情感、文化、故事、意義及促進人類反思、情緒

感受的的本質效果。 

第五週 

題目：3D食物列印技術是否仍能算是廚藝? 

說明：廚藝牽扯到廚師製作餐食時，繁複的流程、工序、搭配、創意等，透過藝術的思

維與技術產出美食；但隨著 3D食物列印技術的發明，彷彿其能取代廚師烹調出美食。 

第六週 

題目：美感是否受到跨感官的影響?  

說明：當你在使用味覺品嘗食物時，是否會受到聆聽美妙與適合的音樂，而使得食物吃

起來更好吃呢?例如英國航空曾經推出搭配音樂的飛機餐，透過聽覺來調味；科學家也曾

研究出紅光照射的飲料喝起來會感覺較甜；觀展時，若出現不同的聲音或味道，將造成

觀賞者對於同一幅畫作的不同的感受與想法 

 

運用前一年發展的 iArgue線上論證平台，導入本次 STEAM議題之內容模式包括討論題目、論證

組員、正反方代表、以及論證主軸中的主張、理由、證據、反駁、支持等功能皆能充分被使用。再者

配合議題所設定之鷹架結構亦能充分配合進行討論，因此可見其彈性適應跨領域議題探討之應用性（示

意圖如圖 1.1所示）。學生也可於討論區尋找相關主題(如圖 1.2所示)或在搜尋功能中使用關鍵字找尋網

際網路上的資源(如圖 1.3所示)。 

 

圖 1.1、 STEAM議題之線上論證平台討論區的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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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STEAM議題之線上論證發言區的介面圖 

 

圖 1.3、線上論證與搜尋環境平台的搜尋畫面 

二、研究工具與研究方法 

美感素養量表部分，本研究採用審美判斷風格量表（Aesthetic Judgment Style Scale, AJSS），涵蓋

符號判斷風格、情緒判斷風格、具象判斷風格、分析判斷風格等四大構面、32題，Cronbach’s ⍺ 值介

於 .70 至 .81之間（Bahrami-Ehsan等人，2015）。另外，本研究採用網路特定知識觀信念 ISEB量表，

涵蓋等四大構面網路知識確定性（certainty of Internet-based knowledge）、網路知識簡單性（simplicity of 

Internet-based knowledge）、網路知識來源（source of Internet-based knowledge）、網路知識的區辨性

（justification for Internet-based knowing）、合計共 12題，Cronbach’s ⍺值介於.79至.91之間（BrÅ ten, 

StrØ msØ , & Samuelstuen, 2005; Chiu 等人, 2013; Hofer & Pintrich, 1997）。本計畫研究工具採用 Likert 7 

點度量表，從 1（非常不同意）至 7（非常同意），並且設計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題項，包括性別、

年級與年齡等。 

資料收集完成後，本研究使用 SPSS統計軟體進行分析，透過包括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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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變數分析（ANCOVA）、以及成對樣本 t檢定（Paired Sample t test）等，分析檢測線上論證對於美感

素養提升有效性。另外，透過 Pearson相關係數分析與迴歸分析檢測網路特定知識觀與美感素養提升之

間的關係。 

參、 研究結果 

本研究想了解學生之科學知識觀點與其線上論證行為的關聯性。學生的科學知識觀點各項度分數

介於 3.73-4.39，學生最認同的是科學知識知識觀點是科學知識是具有發展性的。各項度的題數為 5-9

題，信度 alpha 值介於.85-.91，顯示具有良好的信度。科學知識觀點各項度之描述性統計如表 2.1所示。 

表 2.1、學生科學知識觀點各項度之描述性統計 

科學知識觀點 平均數 標準差 範圍 題目數 
信度 

(Cronbach’s alpha) 

知識來源 3.73 0.81 1.80-5.00 5 .91 

知識確定性 4.19 0.60 2.17-5.00 6 .85 

知識發展 4.39 0.55 2.50-5.00 8 .93 

知識評判 4.25 0.52 2.80-5.00 5 .78 

  

 根據 Toulmin (1958)的論證結構（Toulmin’s Argument Pattern, TAP），論證(argument)品質的依據應

包含幾個組成因素，分別是「支持（backing）」、「反駁（rebuttal）」 、 「主張（claim）」、「理由（warrant）」、 

「證據（ground）」。而論證活動有助於學生提升認知與概念學習，也可以發展高層次思考能力（如後

設認知、批判思考、推理能力），增進科學素養與探究能力等等（e.g., Driver, Newton, & Osborne, 2000；

Jimenez-Aleixandre & Erduran, 2007；Ogan-Bekiroglu & Eskin, 2012；Richardson & Ice, 2010）。因此本

研究將 Toulmin(1958) 的論證結構 TAP 加入讓學生進行討論。經分析，學生的線上行為平均次數介

於.72~21.64。在討論區中，學生進到主畫面的「討論區」的平均次數最多，而在討論區內的「點選修

改文章」的平均次數最少。在線上論證行為平均最多的是「證據 Grounds」，「支持 Backing」則為最

少，各項線上論證行為描述統計如表 2.2所示。 

  表 2.2、學生之線上論證行為描述性次數統計 

網路辯證行為 平均數 標準差 範圍 

主畫面-討論區 21.64 12.99 0-62 

主畫面-搜尋 10.57 16.02 0-73 

搜尋-檢視儲存書籤 11.93 19.35 0-83 

討論區-點選新增文章 3.66 3.40 0-130 

討論區-點選修改文章 .72 1.44 0-6 

討論區-點選心情回覆 2.29 2.99 0-15 

討論區-選擇發文類別問題 21.19 20.86 0-96 

搜尋 URL/標題 5.86 10.45 0-50 

新增修改文章 6.86 4.18 0-14 

支持 backing .38 .6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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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 rebuttal 1.45 1.78 0-7 

主張 claim 1.64 2.01 0-8 

理由 warrant 1.72 2.28 0-10 

證據 grounds 1.91 2.11 0-7 

 

  學生科學知識觀點中的來源性，與其使用論證的證據呈現負相關 (r = -.36**)。學生科學知識觀點

中的知識確定性與其線上論證行為無關。學生科學知識觀點中的知識發展性與其線上論證行為中的主

張呈現負相關 (r = -.34**)。而學生科學知識觀點中的知識評判性與其線上論證行為中的支持呈現正相

關 (r = .34**)，相關分析如表 2.3所示。 

  表 2.3、學生科學知識觀點與其線上論證行為的相關分析 

  
支持 

BACKING 

反駁 

REBUTTAL 

主張 

CLAIM 

理由 

WARRANT 

證據 

GROUND 

知識來源 -.11 .21 -.13 -.03 -.36** 

知識確定性 .14 .08 -.20 -.02 -.06 

知識發展 .16 .09 -.34** .08 .19 

知識評判 .34** -.12 -.19 .08 .16 

    *p < 0.1; **p < 0.05        

  經由 T檢定差異性分析發現兩組在主畫面搜尋行為 (t = -1.75, p&lt;.1, Cohen’s d = .46)、搜尋-檢視

儲存書籤行為(t = -1.98, p&lt;.1, Cohen’s d = .52)以及搜尋 URL/標題行為 (t = -2.58, p&lt;.05, Cohen’s d 

= .67)中具有差異性，且都是反方在這些行為的平均次數顯著性的多於正方。效果量介於中到大的效果

量。此次討論中，正方立場為要支持基因改造食物的生產 (n=30)；反方的立場則是我們不要有基因改

造食物在生活中出現 (n=28)。各項分析如表 2.4所示。 

表 2.4、線上論證活動中正方與反方之線上行為差異性分析 

  
主畫面-討

論區 

主畫面-搜

尋 

搜尋-檢視

儲存書籤 

討論區-

點選新

增文章 

討論區-

點選修

改文章 

討論區-

點選心

情回覆 

討論區-選

擇發文類

別問題 

搜尋URL/

標題 

新增修

改文章 

正方 

(n=30) 

20.10 

(10.57) 

7.07 

(11.02) 

7.20 

(14.11) 

3.77 

(3.87) 

.87 

(1.61) 

2.07 

(2.50) 

18.40 

(15.78) 

2.60 

(4.50) 

6.77 

(3.99) 

反方 

(n=28) 

23.29 

(15.19) 

14.32 

(19.58) 

17.00 

(22.91) 

3.54 

(2.89) 

.57 

(1.23) 

2.54 

(3.47) 

24.18 

(25.17) 

9.36 

(13.58) 

6.96 

(4.45) 

t-test -.93 -1.75* -1.98* .26 .79 -.59 -1.04 -2.58** -.18 

Cohen’s d .24 .46 .52 .07 .21 .16 .28 .67 .05 

 *p < 0.1; **p < 0.05          

 

  經由 T 檢定差異性分析可以了解不同組別(正方與反方)在線上論證活動中論證行為上的差異。經

由表 2.5結果發現，兩組在反駁行為 (t = -2.04, p&lt;.05, Cohen’s d = .53)中具有差異性，反方在反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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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平均次數顯著性的多於正方。效果量為中的效果量。 

  表 2.5、線上論證活動中正方與反方之論證行為差異性分析 

  支持 

BACKING 

反駁 

REBUTTAL 

主張 

CLAIM 

理由 

WARRANT 

證據 

GROUND 

正方 (n=30) 
.40 

(.62) 

1.00 

(1.08) 

1.77 

(2.28) 

2.17 

(2.84) 

1.80 

(1.95) 

反方 (n=28) 
.36 

(.68) 

1.93 

(2.23) 

1.50 

(1.69) 

1.25 

(1.40) 

2.04 

(2.28) 

t-test .25 -2.04** .51 1.55 -.42 

Cohen’s d .06 .53 .13 .41 .11 

 

本研究除透過 iArgue線上論證平台進行提升 STEAM議題之論證活動，參與的學生充分運用此一

線上數位平台的功能與自身的創意。因此本研究也使用審美判斷風格量表（Aesthetic Judgment Style 

Scale, AJSS），AJSS有四大面向（符號判斷風格 Symbolist Judgement Style；情緒判斷風格 Emotional 

Judgement Style；具象判斷風格 Concrete Judgement Style；分析判斷風格 Analytical Judgement Style），

共計 32題(審美判斷風格量表例題如表 2.6)。另也使用網路特定知識觀信念 ISEB量表有四大面向（網

路知識確定性 certainty of Internet-based knowledge、網路知識簡單性 simplicity of Internet-based 

knowledge、網路知識來源 source of Internet-based knowledge、網路知識的區辨性 justification for 

Internet-based knowing），共計 12題。 

表 2.6、審美判斷風格量表例題（Aesthetic Judgment Style Scale, AJSS） 

面向 例題 

符號判斷風格 

Symbolist Judgement Style 
我喜歡針對畫作中潛藏的符號進行推理。  

情緒判斷風格 

Emotional Judgement Style 
每次看到我最喜歡藝術家的作品時，我都會感覺更接近他們。  

具象判斷風格 

Concrete Judgement Style 
我比較喜歡觀察藝術品，而不是討論它們。  

分析判斷風格 

Analytical Judgement Style 
我認為每件藝術品的價值應該透過邏輯來進行分析評估。 

學生透過各式各樣不同的手法傳遞自己的想法與認知，例如透過圖片方式來強調自己的主張（如

圖 2.1）、或是運用線上論證平台，還能延伸探討聽覺感受，分享音樂連結分享作為支持自己主張的證

據，或用不同底色的文字（如圖 2.2），讓此一教學主題更符合其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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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學生於 iArgue上透過圖片表達自己的見解與想法 

 

 
圖 2.2、學生運用線上論證平台延伸運用聽覺以及使用文字底色作為論證內容 

 

分析結果部分，首先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確認實驗組與控制組間的同質性關係，結果發現兩組間

的所有美感素養相關變數皆無顯著差異。接續，透過 ANCOVA分析了解在前測控制之下，實驗組與控

制組達到顯著差異（F-33.57, p<.001），可見線上論證之教學介入對於美感素養的提升成效。最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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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樣本 t 檢定檢驗兩組前後側結果呈現於表 3.1。由表中可以發現實驗組在 AJSS 中的符號判斷風格

上沒有顯著效果外，其餘皆有顯著成長。另外，控制組透過一般的線上論證方式，皆無顯著成長。 

表 3.1、美感素養量表相依樣本 t檢定結果 

另外，為了解網路特定知識觀對透過線上論證活動，提升美感素養上所扮演的腳色。首先，本研

究以實際參與線上論證之參與者的資料，透過使用美感素養旗下各量表構面前後測的差異與網路特定

知識觀各構面進行 Pearson相關係數分析，結果顯示 AJSS所有構面皆與網路特定知識觀旗下構面分別

有所顯著相關（詳細結果如表 3.2所示），因此進一步進行迴歸分析。回歸分析結果發現，網路特定知

識觀 AJSS 旗下各構面皆有所影響，網路知識來源對於情緒判斷風格有顯著負向影響（r=-.511**），而

整體網路特定知識觀對於符號判斷風格解釋力為 15%；網路知識來源對同樣對於情緒判斷風格有顯著

負向影響（r=-.305*），整體網路特定知識觀對情緒判斷風格的解釋力為 33%；網路知識來源對於具象

判斷風格也是具有顯著負向影響（r=-.414*），整體網路特定知識觀對情緒判斷風格的解釋力為 9%；最

後，網路知識的區辨性對於分析判斷風格具有顯著正向影響（r=-.414*），整體網路特定知識觀對分析

判斷風格的解釋力為 37%（詳細結果如表 3.3所示）。 

表 3.2、 美感素養成效與網路特定知識觀之相關係數矩陣量 

 JU SO SP CE D_AJSS

_sym 

D_AJSS

_emo 

D_AJSS

_con 

D_AJSS

_ana 

JU 
網路知識的區辨性 

1.00  .804** .836** -.707** -.677** .421** .581** .312* 

SO 
網路知識來源 

 1.00  .821** -.697** -.714** .426** .595** 0.21  

SP 
網路知識簡單性 

  1.00  -.704** -.619** .345** .548** .319** 

CE 
網路知識確定性 

   1.00  .630** -.321** -.569** -0.10  

D_AJSS_sym 
符號判斷風格 

    1.00  -.331** -.700** -0.23  

D_AJSS_emo 
情緒判斷風格 

     1.00  .609** 0.20  

D_AJSS_con 
具象判斷風格 

      1.00  .502** 

D_AJSS_ana 

分析判斷風格 

       1.00  

備註:*p < .05; **p < .01; ***p < .001; D_: 前後測相差之數值  

表、3.3 美感素養成效與網路特定知識觀之回歸結果 

構面 組別 N 前測 後測 學習成效 t p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AJSS_sym 實驗組 66 4.12 1.40 4.30 1.54 0.18 1.63 0.89 0.38 

符號判斷風格 控制組 79 4.17 1.34 4.19 1.54 0.02 1.94 0.06 0.953 

AJSS_emo 實驗組 66 3.81 0.89 5.02 1.04 1.21 1.22 8.07 0.00 

情緒判斷風格 控制組 79 3.66 0.98 3.92 1.26 0.26 1.30 1.32 0.101 

AJSS_con 實驗組 66 4.41 0.90 3.27 0.96 -1.14 1.15 -8.00 0.00 

具象判斷風格 控制組 79 3.98 1.32 4.45 1.17 0.46 1.53 1.90 0.125 

AJSS_ana 實驗組 66 4.24 1.45 4.46 1.10 0.22 1.02 1.77 0.08 

分析判斷風格 控制組 79 4.08 1.20 4.11 1.19 0.03 1.23 0.16 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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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_AJSS_sym 
符號判斷風格 

D_AJSS_emo 
情緒判斷風格 

D_AJSS_con 
具象判斷風格 

D_AJSS_ana 
分析判斷風格 

JU 
網路知識的區辨性 

.007 -.349 .219 .371* 

SO 
網路知識來源 

-.511** -.305* -.414* -.301 

SP 
網路知識簡單性 

.134 .022 -.180 -.137 

CE 
網路知識確定性 

.108 -.014 .004 .182 

     

Adjusted R2 .15 .33 .09 .37 

備註:*p < .05; **p < .01; ***p < .001; D_: 前後測相差之數值  

 

本研究於第三年因加入國際加值經費, 特邀請美國紐約州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 SUNY 大學陳美華

教授一同討論知識論壇 Knowledge forum 並讓學生於 KF上進行線上討論。邀請通識課程”疾病醫學與

文明”大一到大四的學生參與討論，該班學生人數為 98 人，最後有效問卷為 80 人。女生 48 人，男生

32人，平均年齡為 20.29歲。透過知識論壇平台 (Knowledge forum; http://kf6.rit.albany.edu)，讓該班級

學生組成小組進行開放性問題的討論，整個討論過程及結果皆記錄在知識論壇 KF平台上。學生可以隨

時進行討論以及修改。此階段研究工具修改自科學知識觀點問卷 Science Epistemic Beliefs Survey(Conley, 

Pintrich, Vekiri & Harrison, 2004)成為醫學知識觀點問卷(Medical Epistemic Beliefs)與知識建構環境感受

量表 Knowledge Building Environment Scale (Lin, Hong & Chai, 2014)。醫學知識觀點問卷MEB共有四個

維度：包括有關醫學知識之多重來源 Multisource，不確定性 Uncertainty，發展 Development 以及證明

Justification。而知識建構環境感受量表 KBES共有三個維度：包括想法是小組活動的重要依據Working 

with idea，先行假設立場 Assuming agency以及促進小組 Fostering community。 

  

課程詳述如下: 

1. 名稱：疾病醫學與文明 

2. 課程目標：讓非醫學院學生了解疾病以及醫學的發展在人類歷史的脈絡和影響，並藉由各醫事

專家的專業以及親身體驗，協助學生了解醫病之間的關係，以及文明對醫療的影響。 

3. 本課程除了配合醫事專家依據不同醫學主題的專業解說之外，並配合知識論壇平台 (Knowledge 

forum; http://kf6.rit.albany.edu)，讓學生組成小組進行開放性問題的討論，整個討論過程及結果

可以記錄在平台上。學生可以隨時進行討論以及修改。 

4. 教師在學期開始時會與學生進行知識論壇的功能介紹 (如圖 3.1)，並教導小組進行知識論壇討

論時的原則，包括： 

 希望是小組能共同承擔任務，協助小組知識的無限擴建 (教師需要協助建立協作學習的群

體，成員協助群體的進步，共同對學習負責，共享學習成果)。 

 對於新知識的建構，每位小組成員都可以一起參與知識建構的過程 (照顧所有學生的學習

需要，每個學生都有公平的機會參與知識建構和知識的提升)。 

 建議個人可以參考更多元觀點，從不同面相來看及學習新知識 (運用多角度思考，從多元

化的觀點中學習)。 

5. 共進行 14次的知識論壇小組討論活動。課程主題舉例包括日常藥物使用、外科醫師的進化史、

自食惡果的文明病：糖尿病百年戰爭、從皮膚疾病看社會問題、針進奧運：中醫進入頂尖運動

賽事的殿堂、醫學與科技結合的創新、敘事醫學等。 

 

http://kf6.rit.albany.edu/
http://kf6.rit.alban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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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知識論壇討論頁面及功能介紹 

 

 

               

圖 3.2、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介面 

學生經由此論壇介面(如圖 3.2)可以組成 32 小組，每一小組三人，有兩個小組為四

人。每一次上課完畢後，會有幾個上課教師事先設定好的開放性題目讓小組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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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顯示討論度較為活躍形成討論串且投入的小組討論情形 

 

              

圖 3.4、顯示討論度為一般且無法形成結構性討論串的小組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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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顯示已經離題內容的小組討論情形 

 

 

圖 3.6、顯示小組討論投入度不足的小組討論情形 

研究結果 

Table 4.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the factors in the Medical Epistemic Beliefs (MEB)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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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Building Environment Scale (KBES) (n = 80) 

 Min Max Mean S.D. 

Medical Epistemic Beliefs 

(MEB) 

    

Multisource 2.00 4.60 3.34 .56 

Uncertain 1.83 5.00 3.63 .61 

Development 3.00 5.00 4.23 .54 

Justification 2.78 5.00 4.03 .45 

Knowledge Building 

Environment Scale (KBES) 

    

Working with idea 3.00 5.00 4.30 .48 

Assuming agency 3.00 5.00 4.27 .52 

Fostering community 3.00 5.00 4.37 .58 

 

在課程的最後，共使用兩個問卷，分別是醫學知識觀點問卷Medical Epistemic Beliefs (MEB)以及

知識建構環境感受量表 Knowledge Building Environment Scale (KBES)進行課後的測量。經由表 4.1呈現

基本的問卷維度描述性統計，研究發現在醫學知識觀點問卷中，平均最高分為發展 Development (4.23 ± 

0.54)，平均最低分為醫學知識多重資訊來源 Multisource (3.34 ± 0.56)。此研究發現過此課程後，學生

大致上比較傾向認為醫學知識是會隨著時間發展的，而對於醫學知識來自多重資訊來源感受度較低。

研究另外發現在知識建構環境感受量表中，平均最高分為促進小組 Fostering community (4.37 ± 0.58)，

平均較低分為假設立場 Assuming agency (4.27 ± 0.52)。此研究發現經過此課程後，學生較傾向認同在

知識建構環境中主要的任務是促進小組的進步，而對於自己立場的先行設定感受度較低。 

 

Table 4.2 Correlations among the factors between the Medical Epistemic Beliefs (MEB) and Knowledge 

Building Environment Scale (KBES) (n = 80) 

 Multisource Uncertainty Development Justification 

Working with 

idea 
0.10 0.34*** 0.29*** 0.28** 

Assuming 

agency 
0.21* 0.30*** 0.34*** 0.27** 

Fostering 

community 
0.14 0.35*** 0.34*** 0.22** 

*p < 0.1; **p < 0.05; ***p < 0.01 

 

經由 Pearson’s correlation 來檢測兩個問卷中各個為度的相關情形。如表 4.2所示結果發現，依據

知識建構環境感受量表順序，想法是小組活動的重要依據Working with idea 與醫學知識觀點中的不確

定性 Uncertainty，發展 Development 以及證明 Justification 呈現正相關性 (r = 0.28 – 0.34, p < 0.05 - 

0.01)；先行假設立場 Assuming agency 與醫學知識觀中所有的維度都呈現正相關性 (r = 0.21 – 0.34, p < 

0.1 - 0.01)；而促進小組 Fostering community 與醫學知識觀點中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發展

Development 以及證明 Justification 呈現正相關性 (r = 0.22 – 0.35, p < 0.05 - 0.01)。以上結果顯示兩個

問卷的所有維度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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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3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predicting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knowledge building 

environment (n = 80) 

 KBES 
Predictor(s): 

MEB 
B S.E. Beta t Adjusted R² 

Working with 

idea 

Uncertainty 0.25 0.08 0.31 2.96*** 0.15 

Justification 0.25 0.11 0.25 2.38**  

Constant 2.40 0.50  4.82***  

       

Assuming 

agency 

Development 0.25 0.10 0.28 2.53** 0.14 

Uncertainty 0.19 0.09 0.22 2.06**  

Constant 2.54 0.46  5.52***  

       

Fostering 

community 

Uncertainty 0.26 0.10 0.27 2.54** 0.17 

Development 0.27 0.11 0.27 2.49**  

Constant 2.31 0.51  4.55***  
**p < 0.05; ***p < 0.01 

 

依據表二 Pearson’s correlation的結果，進行迴歸分析。我們將學生的醫學知識觀點維度，包括「多

重來源 Multisource」、「不確定性 Uncertainty」、「發展 Development」 以及「證明 Justification」當作預

測因子，而將知識建構環境感受量表維度，包括想法是小組活動的重要依據Working with idea，先行假

設立場 Assuming agency以及促進小組 Fostering community當作是依變項。結果顯示在表 4.3，結果發

現，學生的醫學知識觀中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以及證明 Justification可以預測其想法是小組活動的重

要依據 Working with idea (adjusted R2 = 0.15)；學生醫學知識觀中的發展 Development 及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可以預測其先行假設立場 Assuming agency (adjusted R2 = 0.14)以及促進小組 Fostering 

community (adjusted R2 = 0.15)。此結果呈現學生醫學知識觀中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在其知識建構環

境感受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同時可以預測所有學生的知識建構環境感受維度。 

肆、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所開發之線上論證平台 iArgue，修正為首年度施測主軸 STEAM 議題之內容與架構，並且

透過預測來修正此平台。於第二年也經由實驗設計導入六週教學，並檢測其美感素養作爲全球素養之

預試，並進一步探討網路特定知識觀於其中扮演的腳色。結果發現透過研究參與者透過線上論證進行

美學相關議題之討論，除了研究參與者對線上論證平台的使用結果中可以發現，學生不只使用文字，

甚至會透過更多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同時亦可以提供更多視聽覺化的方式提出證據，傳遞更

清晰的資訊（Loll & Pinkwart, 2013）外，確實能有效提升素養能力。此結果呼應美感提升模式中，美

感累加的各方面的刺激與影響（Leder等人，2004），亦是透過本研究予以最佳的實際證明。 

另外，知識觀於線上論證取徑的美感素養培養過程中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尤其以認知為主的美

感素養構面，像是 AJSS下的分析判斷風格等構面，解釋力皆達到 33-37%左右。這樣的結果剛好也是

回應了過往提及美感具備客觀認知層面的研究（Hager等人，2012; Housen, 2001; Leder等人，2004），

與知識觀對於學生認知層面學習的重要作用（Hofer & Pintrich, 1997）。 

本計畫第三年度則延伸並拓展至醫學相關課程，讓學生使用知識論壇 Knowledge Forum進行線上

小組討論活動。藉由不同的醫學主題引導學生進行線上討論並加入醫學知識觀點問卷Medical Epist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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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s (MEB)以及知識建構環境感受量表 Knowledge Building Environment Scale (KBES)進行課後的測

量與分析。研究結果經分析後發現，學生大致上比較傾向認為醫學知識是會隨著時間發展的，而對於

醫學知識來自多重資訊來源感受度較低。透過知識建構環境感受量表的分析，學生較傾向認同在知識

建構環境中主要的任務是促進小組的進步，而對於自己立場的先行設定感受度較低。而學生醫學知識

觀中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在其知識建構環境感受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同時可以預測所有學生的知

識建構環境感受維度。 

針對未來相關研究，本研究建議可以拓展不同範疇 STEAM議題延伸相關之素養能力之實驗測量，

或是不同面向之美感素養提升，例如聽覺感官方面、甚至嗅味觸覺，以獲得更全方面的素養培養方針

（Saito, 2010; 陳玲璋，2013）；本團隊接下來也會針對學生的美感與知識觀的觀點及知識論壇

Knowledge forum上的相關數據持續進行分析並完成更詳盡的結果報告。另外，本次研究僅抽樣北部大

專院校，接續可透過更廣泛的樣本取得，獲得更加全面的結果。最後，由本次驗證本計畫所使用之線

上論證平台於 STEAM 議題教學培養之實驗可知，運用於跨領域議題的具有高度適切程度，接續亦可

延伸使用於其他全球素養培育之子項目中，藉此透過線上論證的手段，提升臺灣大學生全球素養能力，

並進一步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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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8年 12月 10 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本計畫加值國際合作的重點在於導入 Knowledge Forum 平台於計畫之實驗課程使

用及資料收集。而此次出國主要是與加值計畫合作對象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

(University at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陳美華(Mei-Hwa Chen)教授進行研

究討論。陳教授專長在於電腦科學及 knowledge building 相關之研究，也為多倫多大學

IKIT 團隊之核心成員。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IKIT 為 Knowledge building 理論發起人所在

單位，而以 Knowledge building 理論為基礎創建之 Knowledge Forum 則為本計畫加值

導入之研究平台。其中，本計畫合作對象 Mei-Hwa Chen 教授為 Knowledge forum 的

主要負責人，掌握 Knowledge Forum 平台的核心及功能開發，此次交流除可針對研究

所需之部分進行平台調整，且進一步討論 knowledge forum 之資料蒐集與分析的過程

細節，並擬定後續研究規劃。本次出國交流的重點包含：(1) 實地參觀陳美華教授研

究團隊之相關設施；(2) 與其團隊成員進行研究討論；(3) 規劃後續研究執行的細節及

計畫編號 MOST 106-2511-S-003 -058 -MY3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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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畫暨子計畫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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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國人員

姓名 
蔡今中、梁至中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

學位學程教授 

出國時間 
108 年 10 月 10 日至 
108 年 10 月 13 日 出國地點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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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提未來國際合作研究案的可能性。 

 

交流參訪行程: 

 October 9: flight from Taipei 

 October 9 PM: arrival at New York city  

 October 10: Visit of the University at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Short workshop for 

introducing team members from both sides 

 October 11: Meetings with members of Prof. Chen’s lab and discuss the research data of Knowledge 

forum. 

 October 12: Meetings with members of Prof. Chen’s lab and discuss the research collaboration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ctober 13AM: Meetings with members of Prof. Chen’s lab and discuss future collaboration plans 

 

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University at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行程: 

    此次受陳美華教授邀請至該校討論交流與訪問，除參訪實驗室及與其團隊進行研究

討論外，雙方更就計畫所使用之 Knowledge Forum (KF)平台、課程規畫及資料收集進行

討論。此外，此行更與該校教育科技學者張建偉 (Jianwei Zhang) 教授交流，張教授本

身為學習分析專家且長期使用 Knowledge Forum 平台進行研究，此次與張教授就

Knowledge Forum 之進階功能與資料分析進行討論。會中，張教授分享其發展之 Idea 

Thread Mapper，此為 Knowledge Forum 上之擴增功能可進一步協助師生收集及觀察想法

協作之過程，有助於本研究之資料分析。此外，此次出國交流雙方更進一步討論以

Learning analytics 技術進行之 KF 平台之資料分析方法，並就雙方未來合作計畫的議題

做進一步規劃，預計 109 年邀請陳美華教授回訪台灣就我方研究資料進一步討論。以下

是與本次至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研究交流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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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成果 

   本次出訪成果主要為就台灣團隊開發之 Knowledge Forum 課程進行簡報及討論，並

提出修正建議以進行後續實驗課程進行。此外，研究資料分析方面，美國團隊引薦學

習分析專家張建偉 (Jianwei Zhang) 教授並提供其所發展之 Idea Thread Mapper 及其學

習分析技術，有助於本研究資料後續分析。此外，雙方更討論美國團隊後續來台交流

時間，預定於 2019 年 12 月來台進行修正後之課程實施及研究資料進行討論，更答應

來台舉辦演講或工作坊協助台灣團隊進行 Knowledge Forum 課程發展及使用之人才訓

練及培育，並討論後續共提國際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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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項次 內  容 
採納情形 
（請勾選） 

已採行 未採行 研議中 

1 
與陳美華教授進行 Knowledge Forum 之相

關研究。 
＊   

2 邀請陳美華教授與團隊成員訪問本校。 ＊   

3 
進行台灣及美國線上論證之 KF 研究之跨

國比較。 
  ＊ 

4 
與陳美華教授一同提有關於 KF 平台論證

活動的研究合作案。 
＊   

此次能夠前往紐約進行訪問，並與 SUNY-Albany 進行密切且深入的交流，讓我們獲

得許多能讓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順利運作及研究資料進階分析方法的寶貴經驗，實屬難

得。此次行程，我們也與 SUNY-Albany 陳美華教授與張建偉教授洽談未來共提國際合作

計畫，進行更進一步研究交流的規劃，這將對於本研究及我國在知識建構領域社群發展

有相當大的助益，亦能夠開拓跨國際合作運作的相關實務經驗。最後，非常感謝科技部

提供相關經費，讓此次訪問能順利成行。此類國際交流的經驗非常寶貴。誠心希望能挹

注更多相關的預算與經費，讓有潛力與相關優秀學者更有意願開拓國際合作與交流的機

會，共同為提昇台灣在國際上的學術聲望與國際影響力而邁進。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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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加值國際合作成果彙整表 

一、 對臺灣國際學術能見度之提昇 

項目 人/次 重要國際學術成就 補充資訊 

參與國際學會  擔任國際學會指導委員

會委員 

 

 擔任國際學會重要委員  

參與國際學術

期刊重要職務 

 擔任國際學術期刊審查

委員 

 

1人/13

人次 

擔任國際學術期刊編輯

委員 

見附表 1 

參與國際學術

會議籌備 

1 擔任國際會議召集人 學習科學研究趨勢

工作坊與國際研討

會(109年 8月 3日至

5日，台北) 

 擔任國際會議籌備委員  

2 擔任國際會議專題演講

人(invited speaker) 

 

Tsai, C.-C. (2020 

November). How to 

maximize your 

chances of 

publication success 

[Conference 

keynote]. Elsevier 

L.L.C. Virtual 

Meeting. 

Tsai, C.-C. (2020 

September). Massive 

Distance Education 

in Formal Schooling: 

Barriers,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Conference 

keynote]. IROPINE 

Seminar Series on 

“Innovative and 

Effective Teaching 

during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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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Meeting. 

參與大型國際

計畫 

 成功參與歐盟計畫  

 成功參與美國 NSF 計

畫 

 

2 成功參與其他大型國際

計畫 

見附表 2 

參與國際研究

中心 

 擔任國際研究中心審查

委員 

 

邀請國際重要

學者來訪 

 諾貝爾獎級得主  

 國家院士  

 世界百大大學校長  

註 1.補充資訊請述明參與學會、期刊、會議、計畫、中心之名稱；或邀請

學者之資訊。 

 

附表 1、參與國際學術期刊重要職務 

  名字 期刊名 工作 

1 蔡今中 Computers & Education 主編 

2 蔡今中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主編 

3 蔡今中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4 蔡今中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Member of Advisory Board 

5 蔡今中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Member of Advisory Board 

6 蔡今中 Euras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7 蔡今中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Editorial Board Member 

8 蔡今中 Journal of Computers in Education Honorary Advisors 

9 蔡今中 Journal of Biological Education Member of Advisory Board 

10 蔡今中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nline Pedagogy and Course 

Design (IJOPCD)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Member 

12 蔡今中 SN Social Sciences Board member 

13 蔡今中 Learn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member 

附表 2、參與大型國際計畫 

序號 跨國科研合作計畫名稱 計畫起日 計畫迄日 
本校參與人員 

(含教研人員、學生) 
跨國合作國家/機構 

1 
Using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to enhance students’ science 
1080101 1101231 

蔡今中教授 澳洲/科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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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跨國科研合作計畫名稱 計畫起日 計畫迄日 
本校參與人員 

(含教研人員、學生) 
跨國合作國家/機構 

visualisation 

2 

Developing pedagogic strategies 

for incorporating interactive 

learner-immersed video-based 

virtual reality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physical geography 

1080701 1091231 

蔡今中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二、執行國際合作加值之雙邊交流 

項目 人/次 雙邊交流互訪 補充資訊 

計畫主持人互訪 1 國外學者訪台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

巴尼分校 

2 臺灣學者出訪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

巴尼分校 

年輕學者交流  國外博士後來

台研修 

 

 臺灣博士後出

國研修 

 

 國外博士生來

台研修 

 

 臺灣博士生出

國研修 

 

註 2.補充資訊請述明來訪學者之國家、單位，以及出訪國家、單位等資

訊。 

三、學術研究及技術發展表現 

項目 篇數 成果類型 補充資訊 

共同論文  學術期刊論文  

 學術研討會論文  

 專書論文  

 專書  

技術開發  共同申請專利  

 技術移轉  

註 3.補充資訊請述明學術期刊、研討會及專書名稱；或專利申請國家、申

請案號；或技術移轉廠商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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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研究成果之國際影響力綜述 

    本研究國際加值合作主要與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

校陳美華(Mei-Hwa Chen)教授進行合作。陳教授專長在於電腦

科學及 knowledge building 相關之研究，也為多倫多大學 IKIT

團隊之核心成員。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IKIT為國際知名研究中

心也為 Knowledge building 理論發起人Marlene Scardamalia 及

Carl Bereiter所在單位，而以 Knowledge building 理論為基礎創

建之 Knowledge Forum則為本計畫加值導入之研究平台。本加

值計畫除了使 Knowledge building 理論的應用擴及線上論證之

相關研究，更加深論證研究之深度，也確實藉由本次合作機會

推升台灣在國際 Knowledge Building研究社群的能見度及影響

力。 

    Mei-Hwa Chen教授為 Scardamalia與 Bereiter的長期合作

團隊成員，也因此次與 Chen教授合作機會而與多倫多大學

(Toronto University)IKIT 研究中心的 Professor Carl Bereiter 和

Professor Marlene Scardamalia 及其研究團隊建立合作關係，三

方多次就 Knowledge Forum在台灣的推廣及研究做未來合作規

劃，也進一步與 IKIT團隊分享台灣在 Knowledge building 研究

及 Knowledge Forum使用成果。IKIT中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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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建構(knowledge building)核心所在，每年固定舉辦「知識建

構暑期論壇(Knowledge Building Summer Institute, KBSI)」，皆

吸引國際上主要的知識建構研究者共同參與。2019年更受邀參

與在法國舉辦之 KBSI進行研究分享與交流，更受邀與 Carl 

Bereiter合辦在法國里昂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SCL）2019研討

會合辦主題為‘The Roles of Knowledge in Knowledge Creation’的

大型 Symposium進行研究分享與討論。也因此建立台灣在

Knowledge Building 國際研究社群的影響力。 

註 4.本表將做為日後複審或再申請計畫核定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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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加值國際合作成果報告 

                                     

日期：2021 年 1月 15 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研究過程 

    本研究計畫加值執行國際合作主要工作為導入

Knowledge Building 理論及 Knowledge Forum平台原計畫

計畫編

號 

MOST 106-2511-S-003 -058 -MY3 

計畫名

稱 

中文：知識論壇輔助大學生STEAM相關議題線上論證

及全球素養之研究：跨領域整合與比較 

英文： Improving Undergraduates' Online 

Argumentation performance and Global Competency 

through Knowledge Forum with STEAM-related issues 

and projec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Comparison 

計畫主

持人姓

名 

蔡今中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

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外國合

作對象

姓名 

陳美華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University at Albany – 

SUNY副教授 

合作研

究期間 

108年 5月 1

日至 

109年 7月

31日 

合作國

家 

美國 

合作研

究性質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
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
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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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議題論證研究中，合作對象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

爾巴尼分校陳美華(Mei-Hwa Chen)教授。陳教授專長在於電

腦科學及 knowledge building相關之研究，也為多倫多大學

IKIT團隊之核心成員及 Knowledge forum平台的主要負責

人，掌握 Knowledge Forum平台的核心及功能開發。執行國

際合作研究過程前期主要為實驗課程活動發展討論、中期經

由互訪進行課程活動修正及平台功能調整以及研究資料討論

與交流，後期則檢視研究資料，舉辦工作坊及演講協助台灣

團隊人才培育及訓練，並規劃未來共提跨國合作案。本研究

團隊於 2019年 10月至紐約拜訪陳美華教授，除參訪實驗室

及與其團隊進行研究討論外，雙方更就計畫所使用之

Knowledge Forum (KF)平台使用功能進一步溝通，美國研究

團隊協助台灣使用者狀況調整研究平台，而也針對實驗課程

規畫及實作經驗、資料收集及分析方法進行意見交換及討

論。2019年 12月邀請陳教授來台進行討論及協助台灣團隊

研究人員 Knowledge Forum平台課程規劃及使用訓練，雙方

就研究資料分析及後續規劃共提國際合作案就進一步討論。

2020年 8月於台師大舉辦之 Knowledge building工作坊，因

疫情關係陳教授改由視訊與會分享 Knowledge Build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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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Forum 研究與實務。雙方進一步討論後提出 110

年度科技部國際合作研究計劃案，本人則是擔任該計畫案之

共同主持人。 

二、 主要研究成果 

 本研究計畫加值執行國際合作主要成果包含：(1) 

Knowledge Forum教學課程開發、(2) 舉辦 workshop協助台

灣研究人員進行 Knowledge Forum課程規畫及研究、(3) 提

出跨國合作研究計畫。說明如下： 

(1) Knowledge Forum教學課程開發：本計畫國際合作加值部

分主要以導入知識創新理論於線上論證並以 STEAM為主

題，以提升大學生論證及全球素養能力。本計畫在執行期

間已導入知識論壇 Knowledge forum平台，並建立結合

STEAM 相關議題論證活動，共發展超過 10個相關論證

主題及活動。其中包括 STEAM相關之醫學科技、醫學人

文、工業發展、生物科技、能源使用，也結合時事議題發

展活動。下圖為使用 Knowledge building 作為鷹架，引導

同學在知識論壇 Knowledge Forum進行議題討論的畫面截

圖。整體使用及參與學生人數超過 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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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舉辦 workshop協助台灣研究人員進行 Knowledge Forum

課程規畫及研究： 109年 8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

分校 (University at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陳美華教授受邀視訊分享 Knowledge Building and 

Knowledge Forum 研究與實務，活動參與人數大約 100

人。 

(3) 提出跨國合作研究計畫：在本次加值國際合作案結束後，

為延續合作關係及進行後續跨國比較研究，已與陳教授合

作提出 110年度科技部國際合作研究案(申請編號：

110WFA0310175)：知識論壇論證活動之大學生科學知識

觀、線上資訊溯源觀點、線上資訊焦慮、線上資訊的信賴

程度及其決策模式之跨國比較研究，本人擔任該計畫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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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人。計畫目的為延續本計畫研究成果，進一步就

學生使用 Knowledge Forum平台進行資料溯源的跨國比較

研究。 

 

三、 雙邊研究人員交流成果 

(一) 外國學者來台研究： 

學者

姓名 
陳美華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University at Albany – 

SUNY副教授 

國籍 中華民國 

來臺時

間 

108年 12月 16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 

來訪

目的 

(可複

選) 

■技術指導 □實驗設備設立 ■計畫諮詢/顧問 ■學術演講  

□國際會議主講員 □其他       

成果

說明 

陳美華教授於 108年 12/16-31受邀來台與本研究團隊進

行訪問交流，主要目的為研究資料討論及協助台灣團隊

研究人員 Knowledge Forum平台課程規劃及使用訓練，

雙方並就研究資料分析及後續規劃共提國際合作案就進

一步討論。下圖為雙方討論過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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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博士生或博士後赴國外： 

 

(三) 外國博士生或博士後來台： 

 

此外，此次行程陳教授更答應後續來台舉辦工作坊，協

助 Knowledge Forum研究與實務推廣。 

姓 名 （可複數）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前往國

家 

 
出國時

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出國目

的 

(可複

選) 

□短期研習 □發表會議論文 □出席國際會議 □參訪 

□其他       

成果說

明 

 

姓 名 （可複數）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國 籍 

 
來臺時

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來台目 □短期研習 □發表會議論文 □出席雙邊會議 □參訪 



13 
 

 

四、 本項加值國際合作對原專題計畫產生之影響及貢獻 

本項加值國際合作對原專題計畫產生之影響及貢獻主要有提

升原計畫研究深度及論證教學實務、提升計畫成果之國際能

見度及衍生新興研究議題進行後續跨國合作等三個部分： 

(1) 導入 Knowledge building 理論及 Knowledge Forum平台進

行論證課程活動設計，使 Knowledge building 理論及論證

的研究整合推升本計畫之研究深度及影響力。論證與素養

研究是教育領域之重要議題，本計畫結合當代電腦輔助合

作學習(computer suppor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SCL) 的

重要理論 Knowledge building 與論證來探究素養議題，使

本計畫成果之後續論文發表對於論證與素養研究將有不

同理論角度應用之貢獻。Knowledge Forum也提供本研究

針對論證過程的知識分享過程及學習者互動模式有更進

一步的分析方法。而因本次合作發展使用 Knowledge 

forum 之論證活動與教學實務，也使得國內許多老師開始

的 

(可複

選) 

□其他       

成果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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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Knowledge forum平台進行學生討論活動。 

(2) 與陳教授之合作推升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因與陳教授合

作的關係，2019年受邀參與在法國舉辦之 KBSI進行研究

分享與交流，更與 Knowledge building 理論發起人 Carl 

Bereiter合辦在法國里昂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SCL）

2019 研討會合辦主題為 ‘The Roles of Knowledge in 

Knowledge Creation’的大型 Symposium 進行研究分享與

討論，推升了國際能見度及影響力。 

(3) 針對在 Knowledge forum上之論證過程所使用之線上資訊

溯源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在本次加值國際合作過程中，

發現學生使用 Knowledge Forum 進行論證過程中所使用

及分享的線上資訊其溯源標準及策略有其研究及提升之

必要性。由於本計畫導入之 Knowledge forum平台可以記

錄使用者知識分享與互動流程，而其知識分享的主要來源

除個人先備知識外，最重要的來源即是網路資訊，也因此

若與提升知識建構 Knowledge building 成效，有必要檢視

其線上資訊溯源相關變項，也因此進一步規劃共提跨國合

作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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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際合作具體成效（如共同發表論文、技術創新、社會經

濟效益及人才培育等） 

國際合作具體成效主要有 (1) 於國際大型研討會辦理

Symposium (2) 辦理知識論壇平台導入線上論證與專題活動

課程工作坊一場 (3) 共提跨國研究合作案 

(1) 於國際大型研討會辦理 Symposium一場： 

     主持人於 2019 年受邀參與在法國舉辦之 KBSI 進行研究分

享與交流，更與 Knowledge building 理論發起人 Carl Bereiter 合

辦在法國里昂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SCL）2019研討會合辦主題

為 ‘The Roles of Knowledge in Knowledge Creation’ 的大型 

Symposium進行研究分享與討論。活動照片如下： 

 

(2) 辦理 Knowledge Building與 Knowledge Forum平台的理論

與實務工作坊一場： 

    本計畫於 2020/8/5 舉辦 Knowledge Building 與 Knowledge 

Forum平台的理論與實務工作坊，因武漢肺炎關係邀請本計畫合

作之陳美華教授以視訊方式進行分享，並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Knowledge Building 專家及國內運用知識論

壇平台之專家學者一起分享。活動參與人數大約 100人，活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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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如下： 

 

 (3) 針對論證過程所使用之線上資訊溯源提出進一步的跨

國研究案：在本次加值國際合作過程中，發現學生使用

Knowledge Forum過程所使用及分享的線上資訊其溯源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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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策略有其研究及提升之必要性，更為本研究所提之素養提

升作法之一，因此已與陳教授合作提出 110年度科技部國際

合作研究案(申請編號：110WFA0310175)：知識論壇論證活

動之大學生科學知識觀、線上資訊溯源觀點、線上資訊焦慮、

線上資訊的信賴程度及其決策模式之跨國比較研究，本人擔

任該計畫案之共同主持人。計畫目的為延續本計畫研究成果，

進一步就學生使用 Knowledge Forum 平台進行資料溯源的

跨國比較研究。 

六、 建議 

此次計畫加值國際合作確實加強本計畫的研究深度及廣

度，更因此次國際合作的對象關係擴大合作對象，也推升

了國際能見度及影響力，更因此延伸後續國際研究合作計

畫。期望科技部後續能繼續支持此類能附加於原計畫之國

際合作加值案，提升我國研究人員之國際合作連結及影響

力。 

 

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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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機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一、對臺灣國際學術能見度之提昇
項目 人/次 重要國際學術成就 補充資料

參與國際學會

擔任國際學會指導委員會委
員

擔任國際學會重要委員

參與國際學術
期刊重要職務

擔任國際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13 擔任國際學術期刊編輯委員 見附表1

參與國際學術
會議籌備

1 擔任國際學術會議召集人
學習科學研究趨勢工作坊與國際研討會(109年

8月3日至5日，台北)

擔任國際學術會議籌備委員

2
擔任國際會議專題演講人

(invited speaker)

Tsai, C.-C. (2020 November). How to
maximize your chances of publication
success [Conference keynote]. Elsevier

L.L.C. Virtual Meeting.
Tsai, C.-C. (2020 September). Massive
Distance Education in Formal Schooling:

Barriers,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Conference keynote]. IROPINE Seminar
Series on “Innovative and Effective
Teaching during COVID-19”, Virtual

Meeting.

參與大型國際
計畫

成功參與歐盟計畫

成功參與 NSF 計畫

2 成功參與其他大型國際計畫 見附表2

參與國際研究
中心

擔任國際研究中心審查委員

邀請國際重要
學者來訪

諾貝爾獎級得主

國家院士

世界百大大學校長

註1.補充資訊請述明參與學會、期刊、會議、計畫、中心之名稱；或邀請學者之資訊。

二、執行國際合作加值之雙邊交流
項目 人/次 雙邊交流互訪 補充資料

計畫主持人互
訪

1 國外學者訪台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2 臺灣學者出訪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年輕學者交流

國外博士後來台研修

臺灣博士後出國研修

國外博士生來台研修

臺灣博士生出國研修

註2.補充資訊請述明來訪學者之國家、單位，以及出訪國家、單位等資訊。

三、學術研究及技術發展表現
項目 人/次 成果類型 補充資料

共同發表

學術期刊論文

學術研討會論文

專書論文

專書

技術開發
共同申請專利

技術移轉

註3.補充資訊請述明學術期刊、研討會及專書名稱；或專利申請國家、申請案號；或技術移轉廠商等資訊。

四、合作研究成果之國際影響力綜述
本研究國際加值合作主要與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陳美華(Mei-Hwa Chen)教授進行合作。陳
教授專長在於電腦科學及knowledge building相關之研究，也為多倫多大學IKIT團隊之核心成員。加
拿大多倫多大學IKIT為國際知名研究中心也為Knowledge building理論發起人Marlene
Scardamalia及Carl Bereiter所在單位，而以Knowledge building理論為基礎創建之Knowledge
Forum則為本計畫加值導入之研究平台。本加值計畫除了使Knowledge building理論的應用擴及線上
論證之相關研究，更加深論證研究之深度，也確實藉由本次合作機會推升台灣在國際Knowledge
Building研究社群的能見度及影響力。
    Mei-Hwa Chen教授為Scardamalia與Bereiter的長期合作團隊成員，也因此次與Chen教授合作機
會而與多倫多大學(Toronto University)IKIT研究中心的Professor Carl Bereiter 和Professor
Marlene Scardamalia 及其研究團隊建立合作關係，三方多次就Knowledge Forum在台灣的推廣及研
究做未來合作規劃，也進一步與IKIT團隊分享台灣在Knowledge building研究及Knowledge Forum使
用成果。IKIT中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知識建構(knowledge building)核心所在，每年固定舉辦「知識
建構暑期論壇(Knowledge Building Summer Institute, KBSI)」，皆吸引國際上主要的知識建構研
究者共同參與。2019年更受邀參與在法國舉辦之KBSI進行研究分享與交流，更受邀與 Carl
Bereiter合辦在法國里昂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SCL）2019研討會合辦主題為‘The Roles of Knowledge in Knowledge
Creation’的大型 Symposium進行研究分享與討論。也因此建立台灣在Knowledge Building國際研究
社群的影響力。

註4.本表將做為日後複審或再申請計畫核定時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