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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為探討科學和技術發展
在真實生活的正反面影響，需關注正反面的論點和證據方能加以評
估做出知情決策（informed decision），然而人們有偏好己方資訊
的證己偏誤傾向（myside bias）。為了減少證己偏誤傾向，本研究
請大學以上學生在「扮演對方」或「同理對方並整合雙方立場」的
推理思考情境下，閱讀呈現在台灣使用核能發電的正反面意見之文
本，閱讀後評估文本中己方和對方論點的說服力，以及透過非形式
推理問卷闡述論點。閱讀前填寫批判思考意向量表（葉玉珠
，1999）、主動開放思維量表（Actively Open-minded Thinking
scale）及審慎思考量表（Deliberative Thinking
scale）（Stanovich等人，2016）以做為個人思維傾向之指標（這
三份量表在第一年研究中進行信度的確認）。共有60位大學以上學
生參與第二年的實驗，平均分配至「扮演對方」與「同理整合」兩
組，由於同理整合組需要同理對方的疑慮並形成整合雙方論點的方
案，任務難度較高，故以發表方案之內容能否同理對方再分為成功
和失敗兩組（人數各半）。結果發現扮演對方組，花費較多時間閱
讀對方論點，認為對方論點有較高的說服力，寫出較多的另有論點
；同理成功組的表現接近於扮演對方組，但閱讀時間差異較小，也
認為己方論點的說服力較高；同理失敗組則在閱讀時間上沒有差異
，其他表現則與另兩組相反；顯示推理思考情境對論點閱讀、評估
、和產出的三個階段皆有影響。個人思維傾向的影響在同理失敗組
發現，能提高受試者從對方的立場提出另有論點再加以反駁，而非
僅鎖定己方論點探討的面向提出反論點再加以反駁的可能性。

中文關鍵詞： 社會性科學議題、推理思考情境、思維傾向、證己偏誤、非形式推
理、閱讀歷程、論點評估

英 文 摘 要 ： Socioscientific issues concer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real life. People should consider the supporting and
opposing arguments and evidence, compare and evaluate them
in order to make informed decision. However, people tend to
prefer myside information (the so-called myside bias). In
order to reduce myside bias,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asked
to "role-play other-side people" or "empathize other-side
people and integrate both positions."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read texts presenting both supporting and opposing
information concerning using nuclear power in Taiwan under
one of the reasoning contexts mentioned above. After
reading, they were asked to evaluate the convincingness of
arguments in texts and express their opinions through
informal reasoning questionnaire. Before reading, they
filled in "The Inventory of Critical-thinking Dispositions"
(Yeh, 1999), "Actively Open-minded Thinking scale" and
"Deliberative Thinking scale" (Stanovich et al., 2016) as
indices for personal thinking dispositi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se three questionnaires was evaluated in the first
year). Sixty university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in the second year.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to "role-playing" and "empathy and integration" groups.
Because the latter task was more demanding than the former
task, participants were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groups (with half of participants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could empathize
people with opposing pos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ole-playing" group spent more than reading other-side
than myside arguments, considered other-side arguments more
convincing, and generated more alternative arguments
(considering different aspects from myside arguments). The
performance of "successful empathy" group was similar to
the "role-playing"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 in reading
time was smaller, and they considered myside arguments more
convincing. The reading time on myside and other-side
arguments were not different in the "unsuccessful empathy"
group and their performance was opposite to the other two
group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asoning context
(tasks) influenced the stages of reading, evaluating and
generating arguments. Person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fluenced the "unsuccessful empathy" group in that as
participants tended to think more deliberately, they could
generate more alternative argument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the aspects of their own arguments for rebuttal.

英文關鍵詞： Socioscientific issue, reasoning context, thinking
disposition, myside bias, informal reasoning, reading
process, argumen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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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為探討科學和技術發展在真實生活的

正反面影響，需關注正反面的論點和證據方能加以評估做出知情決策（informed 
decision），然而人們有偏好己方資訊的證己偏誤傾向（myside bias）。為了減少證

己偏誤傾向，本研究請大學以上學生在「扮演對方」或「同理對方並整合雙方立

場」的推理思考情境下，閱讀呈現在台灣使用核能發電的正反面意見之文本，閱

讀後評估文本中己方和對方論點的說服力，以及透過非形式推理問卷闡述論點。

閱讀前填寫批判思考意向量表（葉玉珠，1999）、主動開放思維量表（Actively 
Open-minded Thinking scale）及審慎思考量表（Deliberative Thinking scale）
（Stanovich 等人，2016）以做為個人思維傾向之指標（這三份量表在第一年研究

中進行信度的確認）。共有 60 位大學以上學生參與第二年的實驗，平均分配至

「扮演對方」與「同理整合」兩組，由於同理整合組需要同理對方的疑慮並形成

整合雙方論點的方案，任務難度較高，故以發表方案之內容能否同理對方再分為

成功和失敗兩組（人數各半）。結果發現扮演對方組，花費較多時間閱讀對方論

點，認為對方論點有較高的說服力，寫出較多的另有論點；同理成功組的表現接

近於扮演對方組，但閱讀時間差異較小，也認為己方論點的說服力較高；同理失

敗組則在閱讀時間上沒有差異，其他表現則與另兩組相反；顯示推理思考情境對

論點閱讀、評估、和產出的三個階段皆有影響。個人思維傾向的影響在同理失敗

組發現，能提高受試者從對方的立場提出另有論點再加以反駁，而非僅鎖定己方

論點探討的面向提出反論點再加以反駁的可能性。 
 

關鍵字：社會性科學議題、推理思考情境、思維傾向、證己偏誤、非形式推理、

閱讀歷程、論點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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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思考情境與個人思維傾向對大學生社會性科學議題文本的 

閱讀歷程與推理品質之影響 

（一）前言與研究目的 

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SSI）係探討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人

類生活的影響，除了科學的面向，亦需從社會文化、經濟、環境生態、倫理道德、

政策等面向進行探討（Chang-Rundgren & Rundgren, 2010）。同時，各個面向都可

能有正反面的論點和證據，因此屬於具爭議性且沒有單一絕對答案的議題。在探

討社會性科學議題時，需多方考量不同的論點，方能做出知情的決定（informed 
decision）。然而，文獻中發現，人們傾向只選擇自己贊成的資訊（簡稱為己方資

訊）加以閱讀（詳見 Frey, 1986 與 Hart et al., 2009 的回顧）、批判對方資訊卻輕

易接受己方資訊（Edwards & Smith, 1996; Lord, Ross, & Lepper, 1979; Taber & 
Lodge, 2006）、以及只提及己方論點而忽略對方論點（Kuhn, 1991; Perkins, Farady, 
& Bushey, 1991），這樣不平衡的訊息處理（bias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傾向會

強化人們對議題的態度（Lord et al., 1979; Taber & Lodge, 2006），造成意見分歧

的群眾不願意聆聽並理解對方想法的現象。 
Stanovich、West 與同事（Stanovich & West, 2007, 2008; Stanovich, West, & 

Toplak, 2013）指出思維傾向（thinking disposition）相較於認知能力，是更會影響

「證己偏誤」（myside bias, Perkins et al., 1991）傾向的重要因素。在 Stanovich
（2009）提出的三歷程模式（tri-process theory）中，反思性心智（reflective mind）
例如開放性的思維傾向將能啟動算則性心智（algorithmic mind，即邏輯推理能力）

來抑制自發性心智（autonomous mind）所造成的偏誤。 
本研究為兩年期計畫，主要探討個人思維傾向和推理思考情境對於閱讀社會

性科學議題文本時的注意力分配與論點評估的影響，在第一年的研究中，首先確

認數份量測思維傾向的量表之信度和可用性，以做為第二年研究中「個人思維傾

向」自變項的量測工具，第二年研究則探討「扮演反方」與「同理整合」兩種推

理思考情境如何影響大學以上學生在閱讀己方和對方論點時的注意力分配、評估

和表達兩方論點之差異。 

（二）文獻探討 

社會性科學議題與非形式推理： 
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 SSI）涉及不同面向的正反面觀點，沒

有單一必然的解答，且當有新的資訊加入會影響結論，這種推理方式稱為非形式

推理（informal reasoning；Sadler, 2004）。Sadler 與 Zeidler（2005）曾發展非形式

推理的評量判準，包括產出反論點（counterargument）和針對反論點加以反駁

（rebuttal）的能力。前者是針對己方論點提出不同的看法，後者則是針對對方論

點提出反駁，可知反論點的產出較為困難。Kuhn（1991）的研究將對方論點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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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針對己方論點提出質疑的反論點，以及從不同面向提出論點的另有論點

（alternative argument），在 Kuhn 的研究中，只有一半的大學生能提出反論點，

而有六成左右的大學生能提出另有論點，可見提出對方論點有其困難度。在本研

究中將遵循 Kuhn 的分析架構來分析受試者的非形式推理表現。 

證己偏誤與思維傾向 
如前言所述，在處理爭議性問題時，人們常選擇性地接觸自己支持的論點、

輕易接受己方論點而批評對方論點、只產出己方論點的證己偏誤傾向。Stanovich、
West 與同事（Stanovich & West, 2007, 2008; Stanovich et al., 2013）指出如開放思

維（open-minded thinking）等思維傾向（thinking disposition）相較於認知能力，

是更會影響證己偏誤傾向的重要因素。本計畫的目的之一係探討受試者本身的思

維傾向對閱讀社會性科學議題文本時的注意力分配和後續的論點評估與非形式

推理表現之影響。 
受試者的個人思維傾向將透過問卷來測量。Stanovich、West、及 Toplak（2016）

統整了該團隊及文獻中所採用的數十份問卷而開發了理性商數（rationality 
quotient）的測驗，其中關於思維傾向有四份量表，分別為主動開放思維量表

（Actively Open-minded Thinking scale）、審慎思考量表（Deliberative Thinking 
scale）、未來導向量表（Future Orientation scale）、及區隔情緒量表（Differentiation 
of Emotions），本研究採用最相關的前兩份量表進行探討。此外，葉玉珠（1999）
發展了批判思考意向量表，內含「系統性與分析力」、「心胸開放」、「智識好奇心」、

與「整體與反省思考」四個因素，尤其是後三者與本研究較為相關。 

推理思考情境 
本研究擬探討可促進反思性心智並降低證己偏誤的推理思考情境，Garcia‐

Mila、Gilabert、Erduran、及 Felton（2013）比較辯論（disputation）和商討（deliberation）
兩種討論模式，辯論是為了說服別人，在說服的過程中除了提出支持自己的論點，

也可能會提出攻擊別人的論點，其目的是為了「贏」；商討模式則是比較不同的

觀點，綜合出最後的結論，目的是為了「達成共識」。Garcia-Mila 等人曾在七年

級的班級中，將意見相反的兩人配成一組，且操弄討論的模式，結果發現辯論模

式組的學生對話中較常出現證據的元素，而商討模式組的對話中較常出現對各自

論點的反駁（即反論點），顯示後者較能檢討己方論點不足之處。本研究進一步

延伸商討模式，加入了同理心的元素，請受試者在提出整合兩方立場的方案時，

嘗試為對方的立場著想，並盡可能的解決對方的疑慮，後續稱之為「同理整合」

任務。然而，此任務除了理解對方的立場外還要盡可能同理並解決對方的疑慮，

任務較為困難，受試者有可能無法完全掌握，故另一組只需執行「扮演對方」的

任務，減輕負擔。Simonneaux（2001）曾發現透過角色扮演相較於參加辯論活動，

有較多的學生改變立場。但該研究是由教師分配學生的角色（漁夫、消費者、養

殖業者、罐頭工廠業者等）來討論是否要開發某種基因改造魚類的養殖場，分配

到的角色與學生原本的立場沒有直接關係，故「扮演對方」任務對降低證己偏誤

的成效仍有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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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量表信度之確認 
（三）研究方法 

第一年度的研究重心為確認葉玉珠（1999）的批判思考意向量表、及

Stanovich 等人（2016）的主動開放思維量表（Actively Open-minded Thinking scale）
及審慎思考量表（Deliberative Thinking scale）的信度。 

受試者 於網路和課堂招募北部的大學生填寫問卷，共 147 名 （98 名女性、

49 名男性），受試者就讀的系所涵蓋文、社會、理、工、管理等學院。 

實驗任務與程序 受試者簽署同意書後，依序填寫批判思考意向量表、主動

開放思維量表、審慎思考量表、及性別系級等基本資料。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的量表分述如下。 

批判思考意向量表 
此量表係經政大葉玉珠教授同意後使用，共分為「系統性與分析力」、「心胸

開放」、「智識好奇心」、與「整體與反省思考」四個因素，各有 9、4、3、4 題，

共 20 題，每題請受試者從「(1)不曾」到「(6)總是」間選取符合自己實際狀況的

頻率，例題如下： 
10. 在解決問題時，我設法使自己保有最新與最完整的相關訊息 
03. 在討論的情境中，我試著去尊重他人的觀點 
02. 我嘗試去應用一些新的觀點或概念 
09. 我嘗試藉由自我質疑的方式，來決定自己的觀點是否具有足夠的信服力 
原量表經 1343 名大學生與研究生施測的結果，各因素的 Cronbach’s α值

為 .53 ~ .76（詳見 p.5 表 1），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為 .86。量表的分析方式

為將各因素的回答取平均值。 

主動開放思維量表 
此量表經 Stanovich 團隊授權並翻譯使用，共 30 題（含 16 題反向題），每題

請受試者從「(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間選取同意程度，依該團隊指示，

與審慎思考量表的 16 題混和呈現，例題如下： 
26. 在我下決定之前，我喜歡蒐集不同型式的證據。 
07. 人應該漠視與你已確立的信念相衝突的證據。（反向題） 
原量表經 238 和 377 名大學生施測的結果，Cronbach’s α值為 .78 和 .72。

量表的分析方式為將反向題的回答反轉後加總所有題目之回答。 

審慎思考量表 
此量表經 Stanovich 團隊授權並翻譯使用，共 16 題（含 8 題反向題），每題

請受試者從「(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間選取同意程度，依該團隊指示，

與主動開放思維量表的 30 題混和呈現，例題如下： 
15. 找到一種以上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是有趣的。 
05. 我避免需要認真思考的任務。（反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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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量表經 238 和 377 名大學生施測的結果，Cronbach’s α值為 .92 和 .91。
量表的分析方式為將反向題的回答反轉後加總所有題目之回答。 

資料分析 本研究進行兩項資料分析：(1)分析各量表的信度，並與原量表進

行比較；(2)分析各量表間的相關性。 

（四）結果與討論 

信度與描述性統計 表 1 呈現本研究所採用的四份量表之信度、回答之平均

值與標準差，並與原量表之資料進行比較。結果顯示除了主動開放思維量表的信

度低於原量表的信度外，其餘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皆與原量表相近，顯示此次

研究的可信度。 

表 1 各量表之信度、平均值與標準差 

 
批判思考意向量表 

 主動開放 
思維量表 

 審慎思考 
量表 

分量表 系統

性與

分析

力 

心胸

開放 
智識

好奇

心 

整體

與 
反省

思考 

總 
量表 

      

題數 9 4 3 4 20  30   16  

            
受試者人數 1343 1343 1343 1343 1343  238 377  238 377 

Cronbach’s  
α值 

0.76 0.53 0.61 0.66 0.86  0.78 0.72  0.92 0.91 

平均值 4.72 4.97 4.62 4.63 4.74  122.3 123.4  63.3 62.8 
標準差 0.48 0.49 0.63 0.61 0.43  12.9 11.7  12.7 12.3 

 本研究 

Cronbach’s  
α值 

0.78 0.64 0.68 0.58 0.88  0.59   0.91  

平均值 4.69 4.94 4.73 4.61 4.73  115.84   65.29  
標準差 0.49 0.55 0.59 0.59 0.45  8.95   11.14  

量表間的相關性 表 2 呈現各量表之間的相關係數。批判思考意向量表的各

因素與總量表間皆呈現 .341 以上的中高度相關；主動開放思維量表與審慎思考

量表呈中高度相關（r = .644）。此外，審慎思考量表與批判思考意向量表中的整

體與反省思考向度有相關性（r = .164）。除此之外，主動開放思維量表和審慎思

考量表與批判思考意向量表的相關性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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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量表間的相關係數 

 1 2 3 4 5 6 7 
批判思考意向量表        

1. 系統性與分析力 1       

2. 心胸開放 .566** 1      

3. 智識好奇心 .639** .341** 1     

4. 整體與反省思考 .667** .472** .611** 1    

5. 總量表 .932** .716** .756** .826** 1   

        

6. 主動開放思維量表 0.03 0.089 0.125 0.092 0.085 1  

7. 審慎思考量表 0.05 0.069 0.146 .164* 0.113 .644** 1 

註：* p < .05, ** p < .01 

研究二：推理思考情境與個人思維傾向 
對閱讀歷程、論點評估及非形式推理表現之影響 

（三）研究方法 

在確認上述思維傾向量表的信度之後，第二年度的研究探討推理思考情境與

個人思維傾向對閱讀歷程、論點評估及非形式推理表現之影響。 

實驗任務與程序 實驗中以「是否在台灣使用核能發電」為主題，受試者閱

讀實驗者準備之文本（以安全、環保、經濟等面向呈現正反方之意見），閱讀的

目的為「扮演對方」來發表表對方論點或「同理」對方並「整合」雙方論點，以

操弄閱讀時的任務做為不同的推理思考情境。受試者在閱讀文本前後填寫非形式

推理問卷、在閱讀文本前填寫思維傾向問卷、在閱讀文本時同時記錄眼動軌跡、

以及在閱讀文本後對文本中的論點進行評估，以了解推理思考情境與個人思維傾

向對閱讀歷程、論點評估及非形式推理表現之影響。 

受試者 於網路招募北部的大學以上學生參與實驗，共 60 名（34 名女性、

26 名男性），受試者就讀的系所涵蓋文、社會、理、工、管理等學院。贊成在台

灣使用核電者共 39 名、反對者 21 名。各有 30 名受試者分別參與「扮演對方」

和「同理整合」任務，各組受試者的性別、科系（理工與非理工）、立場盡可能

平衡。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工具分述如下。 

非形式推理能力問卷 
此問卷係改編自 Wu 與 Tsai（2011）之非形式推理問卷，共四題，題目與量

測的表現詳述如下： 

(1) 你是否同意「在台灣使用核電」？     [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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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的程度為 1-10 （1: 非常不同意，10: 非常同意）。 [同意程度]  

(2) 你會提出哪一些論點來支持你的立場？    [己方論點] 

(3) 如果有人在這個議題與你的立場不同，你認為他會提出哪一些論點？  

[對方論點] 

(4) 根據你在問題 3 的回答中所提到的那一些論點，你會分別提出哪一些論

點加以回應？         [反駁] 
依照 Kuhn（1991）的分析架構將第(3)題的回應區分為反駁己方論點的反論

點、以及從別的面向提出的另有論點，再分析第(4)題的回應係針對反論點或另有

論點進行反駁，加上第(2)題的己方論點總計有五項非形式推理表現指標。 

社會性科學議題文本 

為了模擬一般民眾係由網路上獲得關於社會性科學議題的資訊，本研究使用

的社會性科學議題文本，係以虛擬網頁型式呈現於電腦上，共有五個頁面（如圖

1-b），受試者可自行點選欲閱讀之頁面。頁面內容由計畫人員參考真實網路資料

編寫而成，從安全、環保（碳排放、核廢料）、經濟、替代能源等面向呈現正反

面的意見。文本的內容在正反面意見的字數、論點個數、及論點型式（陳述性質、

數據、資料來源）盡可能相近。同一面向的正反面意見左右並陳於同一頁面上，

共有兩個版本，分別為贊成的意見先呈現（於左側）或反對的意見先呈現，依照

受試者在前測時表達的立場（為己方），使用對方資訊（即與受試者立場相反，

若受試者反對某議題，則將贊成的意見先呈現）先呈現的文本。受試者接觸到的

起始頁面係類似網路搜尋的結果列表（如圖 1-a），摘錄了各個頁面的重要資訊。

受試者可點選任一連結前往閱讀對應頁面，閱讀完任一頁面亦可點選下方頁籤閱

讀其他頁面，不限閱讀的時間和順序、亦可重覆點選。 

眼動儀與眼動指標分析 本研究採用 SR Research 公司生產之 EyeLink 1000
眼動追蹤儀，取樣頻率為 1000 Hz，實驗材料呈現於 22 吋螢幕上，解析度為 1024 
× 768，受試者與螢幕的距離約為 70 公分。實驗材料由受試者電腦（subject PC）
呈現，以 SR Research 公司開發的 Experiment Builder 軟體撰寫實驗程式控制實

驗程序（包括校正、呈現閱讀材料、接收受試者以滑鼠點選位置以利更換頁面），

實驗者則透過主試者電腦（Host PC）監控和記錄眼動軌跡。 

眼動數據係透過 SR Research 公司開發之 Data Viewer 軟體產出 excel 報表，

以每個頁面中的論點為興趣區域（Area of Interest, AOI），計算在該論點上的第一

次佇留時間（first-pass dwell time）與第二次佇留時間（second-pass dwell time）
做為閱讀時的眼動指標。第一次佇留時間為頁面呈現後開始凝視該論點直到離開

之前的凝視時間加總，第二次佇留時間為離開該論點之後再次凝視該論點的所有

凝視時間加總，區分兩種佇留時間可探討初次處理和重讀兩個階段，後者主要反

映了論點間的整合和比較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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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 實驗中採用的社會性科學議題文本，(a)起始頁面，呈現後續五個頁面的部

分摘錄資訊，受試者可點選任一連結（畫底線處）閱讀對應頁面；(b)主要頁面，

此例顯示受試者點選「經濟」頁面加以閱讀，閱讀完畢後可點選下方任一頁籤前

往閱讀對應頁面或點選結束完成此作業。 

論點評估問卷 

論點評估為本研究之應變項之一，在問卷中呈現核能文本中數個論點（每頁

大約 2 至 6 個論點），依文本中的呈現順序排列，請受試者判斷每個論點的說服

力（六點量表：非常沒說服力(-2.5)、沒說服力(-1.5)、有點沒說服力(-0.5)、有點

說服力(+0.5) 、有說服力(+1.5)、非常有說服力(+2.5)），指導語為：「請評估以下

論點對一般人的說服力(不論該論點是否與您的立場相符)」。 

思維傾向量表 

批判思考意向量表、主動開放思維量表及審慎思考量表同研究一。 

（四）結果與討論 

首先以變異數分析（ANOVA）分析推理思考情境對閱讀歷程、論點評估及

非形式推理表現之影響，前兩項應變項（眼動指標和論點說服力評估）除了推理

思考情境為自變項之外，亦加上資訊屬性（己方和對方資訊）為自變項進行分析。

接著再以迴歸分析探討個人思維傾向的影響。此外，由於在實驗過程中觀察到「同

理整合」組的受試者在發表整合方案時，有受試者無法同理對方而只有捍衛己方

論點，故依能否同理對方大致區分為同理成功和同理失敗兩組，各約 15 名受試

者。 

眼動指標 各論點之第一次佇留時間、第二次佇留時間、及總閱讀時間（前

兩項之加總）如表 3 所示。資訊屬性的主要效果皆達顯著水準（ps < .05），平均

而言對方論點之第一次佇留時間、第二次佇留時間、及總閱讀時間均多於己方論

點之三項指標。組別則沒有顯著的主要效果（ps > .53）。組別與資訊屬性之交互

作用於總閱讀時間達邊緣顯著水準（p < .06），事後比較發現扮演對方組，在對

方論點的總閱讀時間顯著多於己方論點（（p < .001），第二次佇留時間的型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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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雖然交互作用未達顯著（p < .11）。第一次佇留時間的型態則是扮演對方和

同理成功組，在對方論點上的時間略多於己方論點上的時間（ps < .07）。 

論點說服力 各論點的說服力評估（六點量表：非常沒有說服力[-2.5]～非常

有說服力[2.5]）如表 4 所示。資訊屬性的主要效果達邊緣顯著水準（p < .06），組

別及兩者交互作用皆達顯著水準（ps < .05），同理失敗組的評分較高（M = 1.06）
且顯著高於扮演對方組（M = 0.79），而同理成功組則介於中間（M = 0.98）。交互

作用的事後比較顯示，同理失敗組有顯著的證己偏誤傾向，認為己方論點的說服

力（M = 1.23）顯著高於對方論點（M = 0.89），p < .05。同理成功組雖亦有此傾

向，但未達顯著（p < .12）；扮演對方組則有相反之傾向，對方論點的說服力略高

於己方論點（p < .17）。 

非形式推理表現 閱讀後提出的己方論點、反論點、另有論點、反駁反論點、

反駁另有論點個數如表 4 所示。同理失敗組提出的己方論點個數顯著多於另兩組

（ps < .05，三組比較之 F = 4.89, p < .05），但提出較少的另有論點（三組比較之

F = 2.79, p < .08）以及針對另有論點進行反駁（三組比較之 F = 3.46, p < .05），
在反論點及反駁反論點上則沒有顯著差別（三組比較之 F = 0.83, p > .44; F = 1.87, 
p > .16）。 

個人思維傾向之影響 以組別、個人思維傾向（主動開放思維量表與審慎思

考量表之總分、批判思考意向量表之總量表分數）以及組別與個人思維傾向之交

互作用做為預測變項，對上述五項非形式推理表現之前後測差異分數分別進行迴

歸分析，結果發現當應變項為「反駁(另有論點)」時，組別與審慎思考量表總分

有顯著的交互作用（p < .05），事後比較發現同理失敗組在反駁另有論點上前後

測差異隨審慎思考量表總分增加而增加（b = 0.057, p < .05），其他兩組則無顯著

差異。主動開放思維量與批判思考意向量表亦有相似的趨勢（交互作用之 p 值小

於.10），其中批判思考意向量表與反駁另有論點的前後測差異之關係為 b = 0.873, 
p < .08。 

小結與討論 採用不同的推理思考情境影響了閱讀歷程、論點評估及非形式

推理表現。扮演對方組在閱讀時，花費較多時間於對方論點上，閱讀後認為對方

論點的說服力略高於己方論點，產生較同理失敗組較多的另有論點與反駁、及較

少的己方論點，顯示扮演對方的推理任務可降低證己偏誤傾向。同理成功組大約

與扮演對方組相近，但在閱讀時間上差異較小，論點說服力上則認為己方論點較

有說服力，由於同理整合組除了同理對方之外還要整合雙方的論點，故閱讀時間

的差異較小，雖然非形式推理表現與扮演對方組相近，最後仍認為己方論點的說

服力略高。同理失敗組則有相反的結果，在雙方論點上的閱讀時間沒有差異，認

為己方論點說服力較高，提出較多的己方論點及較少的另有論點等。然而，個人

思維傾向與非形式推理表現的關係僅在扮演失敗組發現，顯示受試者雖然無法達

成任務，但原有的思維傾向卻能幫助這些受試者從對方的角度提出另有論點再加

以反駁，而非僅鎖定於己方論點所談論的面向提出反論點再加以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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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顯示扮演對方的任務較容易達成，亦可降低證己偏誤傾向，但較

不受個人思維傾向的影響；反之，同理整合任務除了要同理對方，也要整合雙方

立場的資訊，故只有一半的受試者能達成任務，同理成功組雖然在非形式推理表

現上接近扮演對方組，但因為要整合雙方資訊，故在閱讀時間和論點評估上較接

近同理失敗組。建議未來的研究應先從較容易達成的扮演對方任務為起點，待受

試者或學生熟悉任務後，再加入同理整合任務，減少任務負荷量並達到降低證己

偏誤傾向的目標。 

表 3 己方和對方論點上之閱讀時間平均值與標準誤 
 第一次佇留時間 (ms) 第二次佇留時間 (ms) 總閱讀時間 (ms) 

 己方 對方 己方 對方 己方 對方 

扮演對方 1758.5 (228.1) 2232.5 (240.0) 6990.3 (622.0) 9160.8 (692.5) 8748.8 (599.9) 11393.3 (690.3) 

同理成功 1848.6 (322.6) 2503.6 (339.4) 6843.6 (879.7) 7380.6 (979.4) 8692.2 (848.4) 9884.1 (976.2) 

同理失敗 2052.7 (322.6) 2128.5 (339.4) 6844.9 (879.7) 7390.0 (979.4) 8897.6 (848.4) 9518.4 (976.2) 

表 4 論點說服力、己方論點、反論點、另有論點、反駁(反論點)、反駁(另有論點)個數 
 

論點說服力(-2.5~2.5) 己方論點個數 反論點個數 另有論點個數 
反駁個數

(反論點) 

反駁個數

(另有論點) 

 己方 對方      

扮演對方 0.73 (0.08) 0.86 (0.06) 2.67 (0.18) 1.53 (0.19) 1.80 (0.16) 0.48 (0.13) 1.10 (0.15) 

同理成功 1.09 (0.12) 0.87 (0.09) 2.40 (0.26) 1.20 (0.27) 1.87 (0.23) 0.20 (0.17) 1.07 (0.21) 

同理失敗 1.23 (0.12) 0.89 (0.09) 3.47 (0.26) 1.67 (0.27) 1.20 (0.23) 0.67 (0.17) 0.47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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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9 年 1 月 30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ESERA 年會為四天(前後各半天)的議程，出國人員被安排在第三天下午的壁

報場次。每天都有一場 keynote speech，主題從概念改變的回顧與展望到神經教

育學都有，亦有出國人員所參與的社會性科學議題研究。ESERA 年會的場次安

排緊湊，每一場都能聽到高品質的演講，收穫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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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ESERA 的壁報場次會先集合同一場次的報告者各自以一分鐘時間介紹自己

的研究內容，接著再開放互動時間，讓報告者也可以聽到其他的研究，掌握時間

向其他報告者學習。然而 ESERA 年會的平行場次甚多，同一時間無法聆聽衝堂

的主題，是為小小的缺憾。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he marine environment plays a vital role in supporting life on Earth, and is a 

complex, challenging and emotive subject area.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ocean literacy, there has been limited research on how students conceptualise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mental 

models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to further examine how these models are 

related to their perceptions of marine problems. A total of 128 ninth grade students 

from a large harbour city in southern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and 

completed a survey including a drawing activity and a set of two-tier questions. Using 

a four-factor rubric to analyse student drawings, we found that students’ mental 

models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re generally partial and unconnected. Especially, 

the human component was often missing in the drawing. While students showed a 

strong awareness of marine problems, their awareness is focused on waste pollution. 

Moreover,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tudents’ mental model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scope of the perceived problems. In the presentation, we will report on these 

findings and discus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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