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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原為三年期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因整合型計畫未通過且本
計畫僅為一年，故調整內容並完成兩個實驗。實驗一（Liu, Wu,
Chiou, & Wong, submitted）已寫成英文，投稿至Physical Review
Physics Education Research (SSCI, IF: 1.964, 65/243 in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Q2)審查中。內容在探討52位
非理組的大學生在使用數位建模平臺的前後，在科學描述的表徵運
用、描述層級、命題正確率，與建模行為的表現。研究指出，多數
受試者使用數位建模平臺前，傾向於使用文字表徵，常僅提出定性
描述；但在使用平臺後，則較能使用圖像表徵，並提出量化描述。
建模平台使用前後的命題正確率則沒有變化。在建模行為上，許多
受試者無法適當連結方程式與圖形，顯示其缺乏連結數學公式與真
實資料的能力。實驗二則以92位大學生進行運動學現象的科學論證
活動。本實驗以運動學識圖測驗區分受測者為高低能力，並在三個
「評估論證」作業與一個「產生論證」作業時同時收錄受試者論證
的口語資料與眼動軌跡，藉以分析受試者如何運用材料中的資料表
、函數圖，和方程式三類的表徵來進行科學論證。目前已完成或進
行的資料分析包括三部分。實驗二–1探討大學生在「評估論證」與
「產生論證」兩類型科學論證任務的眼動表現。主要發現高能力組
較低能力組有較多的表徵轉移次數、深思狀態和總凝視時間，且較
低能力組更會使用方程式表徵。顯示專家較能連結不同表徵，同時
也更能掌握「凝視厭惡」的策略。目前已以序列分析檢驗高低能力
學生在四個任務中使用不同表徵之認知歷程與閱讀路徑是否有差異
，分析結果撰寫中。實驗二–2已被「第35屆科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
會」接受（劉家瑜、吳昭容），內容為探討高低能力的大學生運用
多元表徵評估科學論證的眼動表現。最後發現在凝視時間百分比和
畫素平均凝視百分比的分析上，高能力組皆有較強的單純交互作用
效果，顯示高能力比低能力更關注方程式表徵，且更能因應不同評
估論證作業而彈性運用不同的表徵。實驗二–3，分析實驗二論證的
口語資料，結果顯示低能力者傾向於提出低層級的論證，亦即僅包
含主張、資料或論據，但高能力者則能提出較高層級的論證內容
，例如包含了支持理論、限制條件或反證，讓其論述更完整。然而
，在正確性的分析上，高低能力組則無顯著差異，可能因為低能力
者的論證內容簡單，傾向挑選安全的內容來論證所致。另外本研究
也挑選數名個案，以個案論證之口語資料搭配其眼動資料來檢驗科
學論證的歷程，包括那些認知歷程適用或不適用心眼假說。目前論
證的策略與個案眼動資料的分析尚在進行中。
中 文 關 鍵 詞 ： 多元表徵、建模、科學描述、眼動追蹤技術、論證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conducted two main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experiment has already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submitted to Physical Review Physics Education
Research. This study’s purpose was to explore 52 nonscience major students’ scientific descriptions and modelbuilding behaviors with the aid of a technology-based
laboratory. Results showed that while 80% of the
participants used propositional statements to describe the
given phenomenon before using the technology-based

laboratory, they utilized more image-based and mathematicsbased representations after using the laboratory. Regarding
model-building behaviors, most participants illustrated
their difficulties in connecting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s with actual phenomena. The second
experiment investigated 92 college students’ processes of
scientific argumentation with kinematic phenomena.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to the high- and low-ability
groups based on their scores in the Test of Understanding
Graphs in Kinematics. We then explored the participants’
oral presentation and eye-movement behaviors as they used
various data types (i.e., table, graph plot, and equation)
in three argumentation evaluation tasks and one
argumentation generation task. Please see below for the
three sections of data analyses that have been completed or
are on-going. Experiment 2–1 also explored high/lowability college students’ eye-movement behaviors in their
processes of argumentation in argumentation evaluation task
and argumentation generation task.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igh-ability group demonstrated more transitions between
representations, greater deliberative thinking, longer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and used more equations than the
low-ability group. It revealed that experts could not only
connect and integrate the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but
also be more able to adopt a gaze aversion strategy to
think longer on tasks. The sequential analysis of high/low- ability students’ eye-movement behaviors in the four
tasks have executed, and the result section is still ongoing. Experiment 2–2 has been accepted by the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Taiwa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high/low- ability college
students’ eye-movement behaviors as they proved their
points through arguments with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high-ability group contained
stronger simple interaction effect than the low-ability one
in terms of the percentage of single representation’s
fixation duration in the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and the
FD/P ratio (i.e., the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for each
paragraph was divided by the area of each text paragraph),
indicating that the high-ability students are more capable
of transforming one multiple representation into another.
Meanwhile, we also found that the high-ability group paid
more attention to mathematical equations than the lowability one, and they used represent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sks. Experiment 2–3 analyzed the college
students’ processes of argumentation and the strategies
they adopted. Furthermore, one subject was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o what extent the eye-mind hypothesis applies

in scientific argumentat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ow-ability students’ argumentation level were lower,
including only claim, data and/or warrant. In contrast, the
high-ability students’ argumentation level was much
higher.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accuracy of the argument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argumentation strategy
and the subject’s eye-movement pattern are still on-going.
英 文 關 鍵 詞 ： Argumentation, Eye tracking, Modeling, Multiple
representation, Scientific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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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原為三年期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因整合型計畫未通過且本計畫僅為一年，故調
整內容並完成兩個實驗。實驗一（Liu, Wu, Chiou, & Wong, submitted）已寫成英文，投稿至
Physical Review Physics Education Research (SSCI, IF: 1.964, 65/243 in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Q2)審查中。內容在探討 52 位非理組的大學生在使用數位建模平臺的前後，在科學
描述的表徵運用、描述層級、命題正確率，與建模行為的表現。研究指出，多數受試者使用
數位建模平臺前，傾向於使用文字表徵，常僅提出定性描述；但在使用平臺後，則較能使用
圖像表徵，並提出量化描述。建模平台使用前後的命題正確率則沒有變化。在建模行為上，
許多受試者無法適當連結方程式與圖形，顯示其缺乏連結數學公式與真實資料的能力。實驗
二則以 92 位大學生進行運動學現象的科學論證活動。本實驗以運動學識圖測驗區分受測者為
高低能力，並在三個「評估論證」作業與一個「產生論證」作業時同時收錄受試者論證的口
語資料與眼動軌跡，藉以分析受試者如何運用材料中的資料表、函數圖，和方程式三類的表
徵來進行科學論證。目前已完成或進行的資料分析包括三部分。實驗二–1 探討大學生在「評
估論證」與「產生論證」兩類型科學論證任務的眼動表現。主要發現高能力組較低能力組有
較多的表徵轉移次數、深思狀態和總凝視時間，且較低能力組更會使用方程式表徵。顯示專
家較能連結不同表徵，同時也更能掌握「凝視厭惡」的策略。目前已以序列分析檢驗高低能
力學生在四個任務中使用不同表徵之認知歷程與閱讀路徑是否有差異，分析結果撰寫中。實
驗二–2 已被「第 35 屆科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接受（劉家瑜、吳昭容）
，內容為探討高低
能力的大學生運用多元表徵評估科學論證的眼動表現。最後發現在凝視時間百分比和畫素平
均凝視百分比的分析上，高能力組皆有較強的單純交互作用效果，顯示高能力比低能力更關
注方程式表徵，且更能因應不同評估論證作業而彈性運用不同的表徵。實驗二–3，分析實驗
二論證的口語資料，結果顯示低能力者傾向於提出低層級的論證，亦即僅包含主張、資料或
論據，但高能力者則能提出較高層級的論證內容，例如包含了支持理論、限制條件或反證，
讓其論述更完整。然而，在正確性的分析上，高低能力組則無顯著差異，可能因為低能力者
的論證內容簡單，傾向挑選安全的內容來論證所致。另外本研究也挑選數名個案，以個案論
證之口語資料搭配其眼動資料來檢驗科學論證的歷程，包括那些認知歷程適用或不適用心眼
假說。目前論證的策略與個案眼動資料的分析尚在進行中。
關鍵字：多元表徵、建模、科學描述、眼動追蹤技術、論證
I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two main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experiment has already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submitted to Physical Review Physics Education Research. This study’s
purpose was to explore 52 non-science major students’ scientific descriptions and model-building
behaviors with the aid of a technology-based laboratory. Results showed that while 80% of the
participants used propositional statements to describe the given phenomenon before using the
technology-based laboratory, they utilized more image-based and mathematics-based representations
after using the laboratory. Regarding model-building behaviors, most participants illustrated their
difficulties in connecting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s with actual phenomena. The second
experiment investigated 92 college students’ processes of scientific argumentation with kinematic
phenomena.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to the high- and low-ability groups based on their scores
in the Test of Understanding Graphs in Kinematics. We then explored the participants’ oral
presentation and eye-movement behaviors as they used various data types (i.e., table, graph plot, and
equation) in three argumentation evaluation tasks and one argumentation generation task. Please see
below for the three sections of data analyses that have been completed or are on-going. Experiment
2–1 also explored high/low- ability college students’ eye-movement behaviors in their processes of
argumentation in argumentation evaluation task and argumentation generation task.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igh-ability group demonstrated more transitions between representations, greater
deliberative thinking, longer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and used more equations than the low-ability
group. It revealed that experts could not only connect and integrate the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but
also be more able to adopt a gaze aversion strategy to think longer on tasks. The sequential analysis
of high-/low- ability students’ eye-movement behaviors in the four tasks have executed, and the result
section is still on-going. Experiment 2–2 has been accepted by the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Taiwa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high/low- ability college students’ eyemovement behaviors as they proved their points through arguments with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high-ability group contained stronger simple interaction effect than the lowability one in terms of the percentage of single representation’s fixation duration in the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and the FD/P ratio (i.e., the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for each paragraph was divided by the
area of each text paragraph), indicating that the high-ability students are more capable of transforming
one multiple representation into another. Meanwhile, we also found that the high-ability group paid
more attention to mathematical equations than the low-ability one, and they used represent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sks. Experiment 2–3 analyzed the college students’ processes of argumentation
and the strategies they adopted. Furthermore, one subject was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o what extent
the eye-mind hypothesis applies in scientific argumentat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ow-ability
students’ argumentation level were lower, including only claim, data and/or warrant. In contrast, the
high-ability students’ argumentation level was much higher.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accuracy of the argument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argumentation strategy and the subject’s eye-movement pattern are still on-going.
Key word: Argumentation, Eye tracking, Modeling, Multiple representation, Scientific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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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C. Y., Wu, C. J., Chiou, G. L., & Wong W. K. (submitted). Supporting students’ constructions
of scientific descriptions by the technology-based laboratory with modeling feature. Physical
Review Physics Education Research. (SSCI, IF: 1.964, 65/243 in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Q2)

實驗一

應用數位化建模平臺支援學生建構運動學現象的科學描述
（本研究已改以英文撰寫，投稿 Physical Review Physics Education Research）

科學描述的目標，是能盡量以精確與有效的方式表徵系統，此為科學研究的第一步。若
能給予提示，並透過數位建模平台提供多元表徵，個體提出的科學描述可能會有不同的改變。
本研究探討 52 位大學生與研究生使用數位建模平臺前後，於一項真實的運動學任務上描述科
學現象與建模的表現。主要的介入為在實驗組強調「時間」應放在「橫軸」
，以及建模的重要
性。控制組則只教導科技輔助實驗室的功能。結果發現，實驗效果不明顯，但後測表現多數
優於前測好。多數受試者前測皆使用文字表徵，且提出命題的最高描述層級為定性，後測則
多改為圖像表徵並以定量為最高描述層級。關於建模行為，多數受試者會先觀看不同圖形，
形成含括廣泛資訊的假設後，再開始建模。但亦有受試者直接選定一張圖形就開始建模。許
多受試者選擇以看似簡單斜直線的圖形建模，顯示其缺乏連結數學公式與真實資料的能力。
九成以上的受試者稍微改變係數或常數，而非直接調整方程式的最高項次。最後亦討論本研
究發現對數學教育與物理教育的啟示。
關鍵字：建模、科學描述、表徵

科學研究的目的在於描述、解釋，與預測。描述科學現象是科學研究的第一步，包括收
集原始數據、將數據組織後以適當的表徵呈現出粗略的意義（gist），以及將資料轉換成
propositions。而可判斷對錯的命題，才是 Explanation 的標的，也才是後續研究複製或駁斥的
對象。命題形塑的歷程受到知識 top-down 的影響，與個體 mental model 的運作密切相關。人
們提出的科學描述，在給予不同提示，並在數位平台觀看圖和建模後，會有怎樣的調整？
近年來，物理教育開始強調以建模為本的教學（Model-based instruction）。協助受試者建
構可連結真實世界現象的數學模式，故能促進其物理的概念理解（Gurvitch, Blankenship,
Metzler, & Lund, 2008; Brewe, Kramer, & O’Brien, 2009）。然而，傳統物理課程常因授課時間有
限，許多教師僅以示範或講授的形式，進行建模活動（Windschitl & Thompson, 2006）這讓學
生難以對科學現象有深入理解，更遑論運用多元表徵建立心智模式。為改善此問題，更省時
省力的科技輔助之科學學習形態興起（Wang et al., 2014）
。這些工具能以多元表徵呈現數據，
亦可同步視覺化實驗變項與數據，讓學生有更多心力關注於現象的理解與解釋（Chien, Tsai,
Chen, Chang, & Chen, 2015; Liu, Wu, Wong, Lien, & Chao, 2017; Priest, Pyke, & Williamson, 2014）。
1

此種以科技為基礎，並涵括多元表徵的教學環境，較能協助學生建立表徵間的連結與心智模
式。本研究檢驗學生在操作一個數位化建模平臺的前後，會如何整合多元形式的表徵（如：
文字、圖形與方程式）
，以架構其心智模式─即科學描述。同時，學生在此數位化建模平臺上，
會展現何種參與建模的行為。本研究預試時，發現部分受試者傾向於隨意擺放變項位置，即
使教科書與過去研究（Araujo, Veit, & Moreira, 2008; Reisslein, Seeling, & Reisslein, 2005）皆以
基礎物理量（即「時間」）為橫軸。此外，預試結果亦發現許多學生完全未進行建模活動。因
此，本研究於實驗組特別強調以「時間」為橫軸與建模的重要性。
一、科學描述與心智模式
科學描述反映了個體所建立的心智模式，是個體選擇性地組織客觀資料，並與先備知識
和信念整合而成。藉由心智模式，個體得以理解與解釋所經驗的事物或現象（Brewer, 2003;
Goodwin & Johnson-Laird, 2010; Johnson-Laird, 1983）
。這樣的模式會因為個體對經驗的內隱理
論（implicit theory )的差異，而有不同的精確度。在個體形成對科學現象的描述與解釋時，心
智模式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Sternberg & Sternberg, 2011）。
多數學者認為心智模式是多元形式表徵的綜合體（Ainsworth, 2006; Johnson-Laird, 1983）
。
Johnson-Laird （ 1983 ） 提 出 三 種 主 要 的 心 智 表 徵 種 類 ， 包 括 命 題 表 徵 （ propositional
representation）、心智模式和心智圖片（mental image）。這三個內在表徵各有不同的目的與架
構，且以動態的方式互相聯結。其中，心智模式是個體運用命題表徵與心智圖片的脈絡環境，
能協助個體對情境有更多的解釋與理解。Ibrahim 與 Rebello（2013）的研究便以 Johnson-Laird
的認知架構為基礎，探討工程系大學生在面對運動學與功（work）的作業問題時，會採用何
種心智表徵。結果發現，兩個任務中多數學生皆只使用命題表徵。在運動學任務時，少數學
生建構心智圖像，無人使用心智模式；而在功的任務時，無人使用心智圖片，很少的學生使
用心智模式。由此可知，多數學生傾向使用單一的命題表徵，而非有意義的連結不同表徵。
若學生欠缺連結多元表徵的能力，其可能難以增進概念理解與問題解決表現（Ainsworth, 2006;
Seufert, 2003）。
Kozma（2003）的研究亦發現學生無法連結各種表徵。與化學專家相比，化學系的學生無
法在不同表徵的模式中轉化資訊，且僅基於表徵的表面訊息或直接的觀察，就產生描述，而
非針對涉入其中的概念，以產生解釋。由此可知，若能提供具多元表徵的教學環境，應能協
助學生建立表徵間的連結，建構更完整的科學描述。Kozma 並指出，可以科技為基礎，設計
有利於學生在多元表徵間產生連結的教學軟體。比方說學生發現當改變方程式表徵時，會讓
圖像表徵產生不同的結果。當學生能運用多元表徵處理任務，其越有可能建構複雜的科學描
述，並產生深入理解。因此，本研究以一個數位化建模平臺為教學環境，並規劃一項陌生的
運動學任務，釐清學生如何整合多元表徵，以形成其對科學現象的描述。預期此平臺可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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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建立表徵連結，促進對科學現象的理解。
二、科技輔助科學建模與學習
科學推論即藉由辨識、確認與概化（generalization）等方法，將實驗資料中出現的樣式轉
化為可解釋這些樣式的原則（Steen, 1988; Devlin, 1994）。在這樣的歷程中，個體會建構數學
模式，以解釋科學知識與概念。建構數學模式即為「建模」（model building），是將系統中的
表徵予以轉化與抽象化，為個體定義、視覺化、理解與參與這個物理世界，提供了一套更簡
單的方式（Lehrer & Schauble, 2012; Louca & Zacharia, 2015）。在科學教育中，建模是有意義
學習的關鍵策略（Wu, Wu, Kuo, & Hsu, 2015）
，讓個體可創造理論、測試假設、分析資料，並
做出預測，故能有效提升學習者的認知能力（Bell, 1995; Harrison & Treagust, 1996）。然而，
由於授課時間的有限且建模不會出現於考試中，教師通常不會花時間教導，或僅以教學示範
的形式帶過（Erickson, 2006; Windschitl & Thompson, 2006）。學生的工作只有背誦科學理論與
其方程式。Erickson (2006) revealed 學生對真實世界現象進行建模時，會產生的挑戰。他發現，
學生缺乏連結真實資料和對公式或代數的理解之經驗。舉例而言，在氣象球升空的真實脈絡
下，學生雖可以擬出方程式 height = 4.26 time + 370，但卻無法指出 4.26 在數學上與物理學上
的意義─即斜率與速度。
為了提升學生對建模活動的參與，許多科技輔助的科學學習形態逐漸興起（Wang et al.,
2014）
，如微電腦實體實驗（Microcomputer based laboratories，MBL）與虛擬實驗（SimulationBased Laboratory，SBL）
。前者讓個體實際操作實驗，但以新科技加快原本耗時耗力的資料收
集程序。後者則直接讓個體以電腦執行實驗與收集資料。科技輔助的學習形態具備許多優勢
（Chien et al., 2015; Liu et al., 2017; Priest et al., 2014）：1. 能以多元表徵呈現數據；2. 能同步
視覺化實驗變項與數據，讓學生能據此即時回饋，以修正假設；3. 能快速擷取資料圖像化，
讓學生能投入心力於解釋圖形與數據。
過去研究指出，科技輔助的科學學習形態對於學習者在概念學習上有正向的助益（Chen,
Chang, Lai, & Tsai, 2014; Chien et al., 2015; de Jong, Linn, & Zacharia, 2013）
。Chien 等人（2015）
檢驗不同能力的高中生使用虛擬實驗和實體實驗在 Boyle’s law 單元的學習成效與眼動軌跡。
其中，兩種學習形態皆涵括快速擷取資料、動態視覺化與提供誤差率等特點。結果發現，兩
組的低能力學生在概念測驗的後測皆有顯著進步。此外，MBL 組在工作單上有較長的凝視時
間，即學生藉由思考學習單上的問題而學習，而 SBL 組則較關注於實驗區，即學生傾向於從
實驗的操作上學習。整體而言，不同科技輔助的學習形態可能關注於不同的科學學習面向，
但對學習者則多具備正向的學習成效。
透過整合新科技與建模活動，Liu 等人（2017）和 Wong、Chao、Chen、Lien 與 Wu（2015）
發展出一個數位化建模平臺，除可進行物理實驗，更讓學生能看到數據的即時圖像化、臆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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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式、並透過觀察值與函數的理論值之誤差率，調整方程式。因此，本研究以此數位化實
驗平臺為實驗環境，探討文組大學生如何透過此平臺的功能，理解運動學現象與概念，進而
建構科學描述。
三、研究設計與假設
本研究以一個數位化建模平臺為教學環境，讓大學生藉由操作該平臺提供的功能，於任
務單上寫下對不同運動學現象的科學描述。考量本研究中運動學現象之原始資料涉及「距
離」、「時間」、「速度」與「加速度」四個變項，受試者可能採定性或定量的方式描述，故以
單變項定性、單變項定量、多變項定性、多變項單組數據與多變項多數據或函數式等
五種描述層級為分類依據，並判斷描述正確性。
受試者被隨機分派於實驗組與控制組，並以運動學識圖測驗（修改自陳秋萍，2004）確
認兩組之等價性。兩組受試者皆了解平臺提供之「Axis-changing」與「formula-finding」功
能，惟實驗組會針對這兩項功能提供額外說明。研究問題如下：
(一) 在使用數位平臺前後，兩組學生描述科學現象的表現有何改變？
(二) 在使用數位平臺時，兩組學生參與建模的行為與描述科學現象的表現為何？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網路招募來自北台灣的大學生或碩士班研究生。在台灣的中學數學課程中，
七年級已學過線型函數 ( linear function)及其圖形，九年級則學過二次函數 (quadratic function)
及其圖形。十年級與十一年級則曾修習過動力學跟力學。參與者 56 名（女生佔 47 名）
，平均
年齡 21.25 歲（標準差 3.16 歲），其中有 36 名既未修過微積分也未修統計學，兩科均修過的
僅 4 名。參與者被隨機分派至實驗組與對照組，各 28 人。兩組學生於性別、年齡、就讀年級、
有無修過微積分與統計學的人數相當。
（一）運動學識圖測驗
本工具旨在檢測學生於運動學的先備知識，選題自 Chines version of Test of Understanding
Graphs in Kinematics（修改自陳秋萍，2004）
，原版測驗分成七個主題概念，共有 21 題。本研
究挑選難度較高的 17 題，透過 94 名大學生及碩博士生進行預試，這些學生含有理工科系的
學生。依結果刪除難度過低的題目，留下 10 題。在正式實驗 56 名受試者的資料上，學生答
對率中位數為 .54（全距為 .29 至 .66）
；各題難度中位數為 .50（全距為 .30 至 .67）
，鑑別
度中位數為 .61（全距為 .47 至 .77）
，顯示試題難度適中，並具有良好的鑑別力。以 KR21 係
數檢驗內部一致性的程度，結果為 .72，信度尚可。
（二）任務單
本研究任務呈現於紙本的「任務單」上，受試者共有兩次撰寫的機會，做為前測與後測。
首先，受試者須閱讀某個運動現象有關的精簡文字說明，並觀察數據表格，最後將所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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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現象，儘量用詳盡且精確的文字、數字、算式或圖形將答案寫在描述區。這是前測。
第二次，則為其在操作數位化建模平臺後，可參考平臺呈現的資料與數據，修改或補充其描
述。該平臺提供該科學現象之時間、速度、加速度及距離的數據與圖形，並可輸入方程式，
了解兩個變項間的關係。這是後測。
為讓受試者了解實驗如何進行，本研究設計一個範例任務。範例任務的主題與數據為斜
坡運動。在前測，以三類例子示範如何使用命題描述此科學現象。這三類例子各有不同的特
色。第一類為提供某變項之量化數據，” A. 籃球從山坡滾下是等速度運動，數值大概是 350μ
mm/ms”第二類為質性描述兩個變項的線性關系，”B. 籃球從山坡滾下的距離與時間成正比。”
第三類是質性描述兩個變項的二次曲線關係，”C. 籃球單位時間內，從山坡滾下的距離越來
越大。” 在後測，我們也提供第二次修改之範例。如：”籃球從山坡滾下是加速度運動，數值
大概是 350μ mm/ms2。” 同時，也可以整合不同命題的描述：” 籃球從山坡滾下的距離和時間
不是正比關係，它一開始較慢，大概 0.1 mm/ms，後來速度變快，大概有 0.6 mm/ms，也就是
說，這顆籃球在單位時間內，從山坡滾下的距離是越來越大的。”
練習與正式任務的任務單都是空白版面，僅提供該現象的精簡文字說明，以及數據表格。
練習任務主題與數據為受試者高中階段學過的自由落體。正式任務的主題為受試者沒有在正
式教育課程學過的氣象球升空運動，而其數據來自 Erickson（2006）的研究，其為在美國 Kansas
取得的真實資料。圖 1 呈現正式任務的任務單，受試者可將其描述寫在右邊的空白區。所有
的實驗材料皆由一位教育心理學教授、一位科學教育副教授、與一位教育心理學博士後研究
員修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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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
Unit

Formal task－Weather balloon

Height
m

Time
s

Speed Acceleration
m/s
m/s*s

Abbreviation

d

t

v

a

Data of
weather
balloon

172
228
271
313
356
400
443
487
531
575
620
664
709
754
800
846
1031
1220
1414
1611
1813
2018
2229
2445
2667
2894
3126
3365
3609
3859
4116
4380
4652
4930
5215
5510
5813
6128
6456
6791
7141
7504
7881
8274
8684
9114
9566
10042
10547
11086
11673
12318
13024
13797
14661
15644
16799
18195

-3.30
10.20
18.40
26.20
34.40
42.90
51.00
59.40
68.80
77.60
86.40
95.20
104.00
112.80
121.60
130.70
170.20
208.70
247.40
288.40
329.80
377.60
430.80
482.50
534.60
584.40
641.80
709.30
774.40
838.70
905.60
968.90
1034.10
1101.90
1172.40
1246.50
1323.50
1402.00
1478.80
1560.60
1647.10
1740.30
1837.70
1936.20
2035.30
2141.60
2252.10
2364.10
2482.50
2613.20
2749.90
2895.90
3055.40
3226.40
3419.20
3638.10
3893.50
4193.30

0
4.14815
4.56221
4.77966
4.88064
4.93506
4.99079
5.02392
4.97920
4.98146
4.99443
4.99492
5.00466
5.01292
5.02802
5.02985
4.95101
4.94340
4.95413
4.93315
4.92645
4.84642
4.73854
4.67888
4.63841
4.63161
4.57914
4.48077
4.41944
4.37886
4.33931
4.32833
4.31849
4.30510
4.28936
4.27108
4.25158
4.23824
4.23993
4.23237
4.22261
4.20509
4.18740
4.17737
4.17541
4.16896
4.16511
4.16913
4.17371
4.17122
4.17732
4.18943
4.20179
4.21866
4.23346
4.24892
4.26683
4.29467

0
0.30727
0.05051
0.03948
0.03027
0.02407
0.02066
0.01780
0.01418
0.01237
0.01111
0.00996
0.00913
0.00843
0.00790
0.00732
0.00502
0.00401
0.00340
0.00282
0.00244
0.00190
0.00140
0.00112
0.00094
0.00084
0.00068
0.00048
0.00036
0.00028
0.00021
0.00019
0.00017
0.00014
0.00012
0.00010
0.00008
0.00006
0.00006
0.00005
0.00005
0.00003
0.00002
0.00002
0.00001
0.00001
0.00001
0.00001
0.00001
0.00001
0.00001
0.00001
0.00002
0.00002
0.00003
0.00003
0.00003
0.00004

Instruction
The weather balloons are launched by some weather stations
twice a day to observe the change of the weather. The
radiosonde carried by a weather balloon could measure many
atmospheric parameters (e.g., temperature, air pressure,
humidity) and transmits them to a ground receiver every one
to two seconds. In addition, the wind direction and speed
could be obtain by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Notes

Fig. 1. 正式任務的前測作業單
（三）數位化建模平臺
本研究採用 InduLab 的數位化建模平臺，它可呈現兩兩變項之間的函數關係圖，有利於
學習者進行數據的分析、視覺化及發現變項間的數學關係（Liu et al., 2017; Wong et al. 2015）
。
本研究直接提供某一科學現象之時間、速度、加速度及距離的數據，受試者上傳資料後，平
臺第一個呈現的是高度為 x 軸，時間為 y 軸的函數圖。InduLab 有兩個主要功能。一個是「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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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兩軸」，能做橫軸與縱軸不同變項的切換；另一個是「建模」，可輸入方程式，以了解兩個
變項間的關係，並找出最佳函數式。一旦受試者提出建模，InduLab 便會以實際數據為背景
（如圖 2 的小圈圈），呈現受試者預測的模式圖（如圖 2 的大圈圈）
。在圖 2 上半部的圖中，
創建了 f(t) = 1.5t，大圓圈明顯地低於小圓圈，誤差率為 195.61%。The error was defined as the
average of all vertical absolute distances between all pairs of corresponding small and large circle.
接著，可調整方程式，以改善模式。在幾個嘗試後，學生輸入 f(t) = 3t+300，大圓圈更接近小
圓圈，誤差率為 4.76%。此外，平臺後臺會記錄學生操作時的歷程，包括轉換兩軸的變項、建
模的時間點、建模的方程式和誤差率等。

Fig. 2. 在數位平台 InduLab 上輸入方程式的畫面截圖
7

三、施測程序
正式實驗採個別施測。首先，受試者簽署知情同意書，並進行運動學識圖測驗，作答時
間最多 10 分鐘。接著，主試者以範例任務於前測的任務單，說明正式實驗於前測的進行方式。
請受試者先進行練習任務的前測，接著完成正式任務的前測，每個任務最多 8 分鐘，結束後
收回任務單。其後，主試者說明如何操作數位化建模平臺，包括「轉換兩軸」與「建模」兩個
功能。在實驗組的介紹中，
「轉換兩軸」的功能上特別強調「時間」是基礎物理量，一般會將
它放在「橫軸」
；
「建模」則強調其可以更精確的數字與算式，證明兩個變項間的關係。接著，
主試者以範例任務於後測的任務單，示範如何修改或補充描述，並讓受試者練習操作數位化
建模平臺約 4 分鐘。練習後，受試者依序完成練習任務和正式任務的後測，每個任務最多 8
分鐘。最後，則訪談受試者對整體實驗以及平台的回饋。完整實驗約一小時。
四、操弄檢核
透過分析兩組學生在練習任務中轉換兩軸及建模兩個功能的表現進行操弄檢核，並據此
刪除未確實依循指導語的實驗組受試者。實驗組及控制組學生以時間為橫軸的次數比例存在
顯著差異, t(54) = 5.52, p < .001.，實驗組（M = 74%）顯著高於控制組（M = 37%)，顯示整體
而言實驗組遵循了以時間為橫軸的建議。實驗組及控制組學生的建模次數則存在邊緣顯著差
異，t(54) = 1.80, p = .078，實驗組（M = 11.18）顯著高於控制組（M = 5.61），亦即實驗組遵
循了嘗試建模的建議。
為了刪除未遵循實驗組指導語的受試者，訂定兩個標準。一是，練習任務的前三分鐘以
時間為橫軸的比例低於 80%者，有九位實驗組受試者。二是，建模次數為 0 者，有八位實驗
組受試者。本研究刪除此兩個標準皆未能達標的四位受試者，最後實驗組有 24 位受試者，控
制組則有 28 位受試者。
五、資料分析
關於任務單的分析，首先本研究以受試者作答內容中，涉及相同概念的句子或圖像為單
一意義單位，視為一個命題，計算其提出命題數。其次，辨識每位受試者的表徵類型，若僅
以文字描述內容，則為文字表徵；若納入圖形於命題，則視為圖像表徵。此外，本研究提供
之數據涵括距離、時間、速度與加速度四個變項，受試者在各命題的描述可能採定性或定量
的方式，我們被分出五種描述層級（如表 1）
。此外，也判斷命題的正確性，正確為 1 分，錯
誤則為 0 分。我們計算每位受試者提出的最高命題層級與平均命題正確率。兩位編碼者於描
述層級之一致性百分比為 0.97，Kappa 係數為 0.96；於正確性之一致性百分比為 0.99，Kappa
係數為 0.96，皆具高編碼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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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受試者科學描述的層級分類、定義，與例子
描述層級
定義
單變項定性  描述單一變項狀態。
單變項定量  描述單一變項狀態，
並提供數據說明。
多變項定性  描述多個變項間的關
係。

多變項單組  僅以一組數據，描述
數據
多個變項間的關係。

多變項多數  以多個數列或函數
據或函數式
式，描述多個變項間
的關係。

錯誤描述
－ 氣象球以規律且週
期性的速度上升。
－ 此為等速度運動，
數值約為 4.1 m/s。
－ 加速度及時間非成
正比關係，而為反
比關係，時間愈
大，加速度愈小。
－ 氣象球在 4193.3 秒
內上升了 18195 公
尺。
－ 速度由 0 秒到 1000
秒從 0 開始上升到
4，之後穩定維持在
4。

正確描述
－ 氣象球加速度慢慢
減小。
－ 氣球最初施放高度
為 172 公尺處。
－ 隨著時間越長，氣
象球飛得越高。

－ 氣象球升到高空
8684 公尺前，加速
度愈來愈小，之後
又微幅上升。
－ 高度與時間變項間
大致遵循 f(t)=4.3t 方
程式，誤差率為
4.00%。

肆、結果與討論
實驗組（n = 24）與對照組（n = 28）在運動學識圖測驗的答題時間無差異，t(49) = 1.36,
p = .180，他們用了大約 8.16 分鐘的時間答題 (SD = 1.92)。兩組在運動學識圖測驗的表現也
無差異，t(50) = 0.32, p = .975，在滿分 10 分的測驗中，平均只拿 5.15 分 (SD = 2.67)，顯示
他們在運動學基礎概念與讀圖能力不高，符合本研究原定選擇低物理先備知識受試者的設計。

一、描述科學現象的表現
為釐清在使用數位平臺前後，兩組學生描述科學現象的表現有何改變，本研究分析其提
出的命題數、表徵類型、命題的最高層級，以及命題正確率。
關於提出命題數，所有受試者在任務前測平均提出約 2.72 個命題數。接著，執行兩組在
任務前後測於提出命題數之雙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組別有主要效果，F(1, 100) =
5.40, p = .024, partial η2 = .097，前後測也有主要效果，F(1, 50) = 61.20, p < .001, partial η2 = .55，
但兩者間不存在交互作用，F(1, 50) = 0.16, p = .898。實驗組（M = 3.69）顯著較控制組（M =
3.02）提出更多命題數。同時，後測（M = 3.99）顯著較前測（M = 2.72）提出更多命題數。
關於表徵類型，在任務前測時，約八成受試者使用文字表徵，僅兩成受試者使用圖像表
徵。其後，本研究以百分比同質性檢定，考驗在兩組於任務後測使用的表徵是否一致，結果
發現兩組使用的表徵無顯著差異, 2 = 0.20, p = .657。以 McNemar test 檢驗受試者於任務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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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使用的表徵，是否具改變的顯著性。結果發現，前測使用文字表徵，但後測改為圖像表徵
者有 22 名；在前測使用圖像表徵，但後測改為文字表徵者則為 0 名，具改變的顯著性, 2 =
22.00, p < .001。
關於命題的最高層級，其與命題正確率於前後測的相關僅有.06 與.19，皆不顯著，顯示
受試者提出命題的層級應為其描述科學現象的架構，與正確率無顯著關連。由於各組於任務
的前後測分別有 50% 與 25% 的細格數少於 5，故將所有層級轉為單變項-多變項或定性-定
量，並以百分比同質性檢定，考驗在兩組受試者於任務後測時，提出命題的最高層級是否一
致。然而，單變項-多變項的分析顯示有 50%的細格數少於 5，所有實驗組與 96% (27/28) 控
制組的學生都採用多變項。因此，改以定性-定量進行百分比同質性檢定。結果發現2 = 1.03,
p = .310, 兩組提出的最高描述層級無顯著差異。此外，亦以 McNemar's test 檢驗受試者於任
務前後測提出的最高描述層級，是否具改變的顯著性。結果發現，受試者在任務前後測提出
的最高描述層級有邊緣顯著改變, 2 = 4.45, p = .065。前測最高層級為定性，但在後測改為定
量者，有 9 名；前測最高層級為定量，但後測改為定性者，則僅 2 名。
關於命題正確率，所有受試者在任務前測的平均命題正確率約為 76%。接著，執行兩組
於前後測命題正確率之雙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兩組於前後測的命題正確率表
現上無顯著差異, F(1, 50) = 0.25, 0.39, p = .619, .844，組別與前後測亦無交互作用, F(1, 50) =
0.26, p =.609。整體而言，所有受試者於後測的平均命題正確率約為 76%。
二、Participants’ spontaneous model building behaviors
在首次建模的時間上，兩組表現無顯著差異, t(27) = 0.30, p = .770。整體而言，約為 2.65
分鐘。每人的建模次數上，實驗組（M = 21.18）邊緣顯著高於控制組（M = 12.17）, t(27) = 1.92, p = . 066。
有 29 位受試者參與建模，其中控制組為 12 位，實驗組為 17 位。Table 2 呈現 12 張建
模的圖形，並依最多至最少建模人數而排序。若受試者在特定圖形中只提出一個建模，則呈
現一個方程式。若該名受試者在特定圖形提出多個建模，則呈現他的第一個與最後一個方程
式。誤差率欄位若出現「NaN」或「Infinity」，代表系統無法估計該方程式。
(一) 建模的前置作業
多數受試者會先觀看不同圖形後，才開始嘗試建模 (控制組/實驗組, n = 8, 14)。然而，控
制組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會直接用其首個觀看的圖形建模，而實驗組則僅五分之一的人展現此
行為。顯示控制組中，較多人傾向於先利用很少的資訊提出假設，再視情況調整建模。舉例
而言，有一位控制組受試者在資料上傳後，就以平台提供的第一個圖形 (如 table 2 的 b.)，開
始建模，期間也完全沒有嘗試轉軸觀看其他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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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模的行為
因數位化建模平臺的可使用性，多數受試者會頻繁地使用轉軸功能，觀看圖形變化。
扣除一位完全沒轉軸的控制組受試者，每人平均以轉軸觀看 5.96 張圖形。然而，平均只會
選定一至兩張圖形建模，所選的圖可能反映受試者的物理知識如何引導他選擇。由 Table 2
可知，有 23 位受試者會選定看似簡單斜直線的圖形以建模（如 a.與 b.），並有三張函數圖無
人建模（如 j., k., and l.）。
在以看似簡單斜直線圖形建模的受試者中，有 9 位受試者以高度預測時間，不符合物
理意義。關於初始方程式，有 5 位僅提出常數，有 3 位則提出二次式，顯示他們無法判斷什
麼樣的方程式能 fit 此種簡單的斜直線。關於最後一個方程式，受試者理應可藉由嘗試而逐
步調整方程式，但有 3 位最後仍只提出常數。
有趣的是，有三位實驗組的受試者看過以時間為橫軸之 d-t、v-t、a-t 圖後，皆選定 d-t
圖以建模，並在此看似直線的圖形下，從頭到尾皆使用二次式。推論其原因，有可能是受試
者在看過以時間為橫軸的其他圖形後，發現時間與高度並非線性關係，故才堅持以二次式建
模，以 fitting the data。
此外，約有三成的受試者 (9/29)受試者無法掌握建模的參數，使誤差率欄位出現「NaN」
或「Infinity」。如 Table 2 的 c.可知，編號 2 的受試者誤將單位視為運動學參數，在以時間預
測加速度時，將方程式寫作 f(t) = 2s，而無法估計此方程式之誤差率。
(三) 建模的策略
關於建模的使用策略，扣除建模未達三次的三位受試者，超過九成的受試者 (25/26)僅微
調係數或常數，而非改變最高項次，至少達三次以上。此策略的使用同樣出現於我們過去的
研究（2017）。這顯示多數學生能依據 InduLab 提供的誤差與圖形，逐步調整方程式，以找到
最佳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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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InduLab’s graph plots and participant’s first and last equations
圖形
受試者
方程式
4

f(t) = 3859/838.7

6

f(t) = t

7

誤差率
112843.95
343.41

f(t) = 172+0.003t^2

50.93

f(t) = 5t

13.72

f(t) = 4.3t
9

f(t) = 0

a.

f(t) = 5t
16

f(t) = 0.004t
f(t) = 4.3t

20

f(t) = 4t
f(t) = 4.3t

21

f(t) = 172/-3.3t
f(t) = 95.2t

22

25

26

28

37

38

40

48

51

Infinity
13.72
110749.39
4.00
10.86
4.00
804019.42
95.35

f(t) = 2t+100

112.65

f(t) = 4.5t+90

5.89

f(t) = 0.001t^2

91.07

f(t) = 0.001480t^2

48.42

f(t) = 0.5t^2

99.62

f(t) = 0.05t^2

96.27

f(t) = 5t

13.72

f(t) = 5t-5

13.71

f(t) = 10t

55.79

f(t) = 4.5t

6.09

f(t) = 0.5t^2

99.62

f(t) = 0.0025t^2

47.90

f(t) = 4t

10.86

f(t) = 4.5001

8.48

f(t) = 0.0003t

1477891.78

f(t) = 0.1t^2

98.11

f(t) = 5t

13.72

f(t) = 4.3000001t

12

4.00

4.00

圖形

受試者

方程式

1

f(d) = 20d

誤差率
98.87

f(d) = 0.23d
9

18

4.13

f(d) = 5d

95.49

f(d) = 50d

99.55

f(d) = 2*8+sqrt(8)+pow(8,2)

1333.30

f(d) =

93.37

2*30.8+sqrt(30.8)+pow(30.8,2)

b.

21

29

f(d) = 172

615.78

f(d) = 2445

62.95

f(d) = 0.2d

15.47

f(d) = 0.26d+0.5

13.30

40

f(d) = 65

50

f(d) = 0.5d

1717.84
54.90

f(d) = 0.235d
52

4.12

f(d) = 300d

99.92

f(d) = 0.232d
57

3.89

f(d) =172d

2

99.87

f(d) = 18195m

NaN

f(t) = 2s

NaN

f(t) = 482
4

f(t) = 3859/838.7

7

f(t) = log(t,10)

16

c.
21

28

f(t) = 0.0001t

105.35

f(t) = 0.0001t^3

100.00

f(t) = -3.3

100.31

f(t) = -3.30t

100.00

f(t) = 0.0002t

102.11

f(t) = 0.0000005t^0
f(t) = 0.05t^-2
f(t) = 0.3t^11/100
13

NaN
100.00

f(t) = 0.005t^0

56

99.78

f(t) = t^1

f(t) = 0.001t^-1
54

100.00

83083.74
235.61
2060945.52
11039.51
100.00

圖形

受試者

方程式

7

f(t) = .01t^2
f(t) = 0

22

28

d.

33

54

f(t) = 2t-5

99.81

f(t) = 0.5t

99.24

f(t) = 3t

99.87

f(t) = 0.001t^2

99.87

f(t) = 0.020t

89.10

f(t) = 10t+0.00005t^2

99.96

f(t) = 4.35

22

33

52

e.

8.48

f(v) = 5.02802v

5144.45

f(v) = 1/2v

52614.82

f(v) = v^2-5

7510.09

f(v) = 100v

223.06

f(v) = 500v

65.26

f(v) = 200v^2

71.70

f(d) = 0.0001d^2

14

14.62

5679.23

f(d) = 0.002d

f.

6.05

f(v) = 4.56221v

f(v) = 20v^1
29

Infinity
100.00

f(t) = 4

21

99.98

f(t) = t^2-5

f(t) = 5-0.00032t^1
63

誤差率

1237.06
99.90
100.00

圖形

受試者

方程式

28

f(a) = 0.05a

862894.90

f(a) = 5a^6

6128468.69

50

誤差率

f(a) = 5

11.14

f(a) = 4.5

8.48

g.
3

f(v) = 3v

38856.04

21

f(v) = 4.14815v

28073.55

21

f(a) = 0

h.
Infinity

i.

-

-

j.

15

-

受試者

圖形

方程式

誤差率

-

-

-

-

-

-

k.

l.
Note. Infinity and NaN represent the error could not be calculated by InduLab.
(四) 未參與建模者
數位化建模平臺在上傳資料後，便會出現以高度為橫軸，時間為縱軸的簡單線形圖形，
但仍有高達 23 位受試者未參與建模（control: 16; experiment: 7）。其中，有 15 位有觀看以時
間為橫軸的三張圖形，顯示其可能較能連結物理概念與圖形。另有 8 位只觀看一或兩張以時
間為橫軸的圖形。其中有 5 位為控制組，且具較低的先備知識測驗分數（即低於 5 分）
，顯示
低分的控制組受試者較無法掌握以時間預測其他變項之原則。
在未參與建模的受試者中，九成以上的人都有轉軸以觀看圖形，平均約 5.77 張、花費 4.75
分鐘。此外，其中有三分之一為實驗組，即已被主試者提醒可建模，但仍未能提出任何方程
式。推論其原因，可能有受試者無法連結方程式與圖形，故無法提出建模。另亦可能有受試
者在觀看不同圖形後，判斷此現象無法以一個簡單的方程式解釋。如有一位控制組，且先備
知識測驗為九分的高分受試者，花了約五分鐘反覆觀看 d-t、v-t、a-t 圖，卻沒有提出任何建
模。
三、建模者與未建模者於科學描述的表現
為了解建模者與未建模者的起始能力是否有差異，本研究以 t-test 檢驗兩組於運動學識
圖測驗和前測的命題正確率之表現，並以百分比同質性檢定考驗兩組於前測的命題最高層級
是否一致。結果發現，兩組的運動學識圖測驗和正式任務前測命題正確率之表現相當，ts(50)
< 1.13, p > .236。此外，兩組於正式任務前測提出命題的最高層級，亦無顯著差異，2 = .06, p
= .815。由此可知，建模並非學生於學習過程會有的經驗，所以和他原本的能力較無關連。
另一方面，本研究亦比較建模者與未建模者於正式任務後測之命題正確率與命題最高層
級，以釐清建模經驗是否會改變其表現。結果發現，兩組於正式任務後測命題正確率之表現
16

差不多，t(50) = 1.72, p = .092。此外，兩組提出之最高層級則有顯著差異，2 = 5.99, p = .014。
建模組（89.7%）在定量的人數比例顯著高於未建模組（60.9%）；未建模組（39.1%）在定性
的人數比例顯著高於建模組（10.3%）。然而，進一步檢視建模組的任務單內容可發現，六成
的建模者完全沒在任務單中提及建模的內容，三成的人僅是將函數式寫在任務單上，沒有重
新詮釋資料。其中，僅兩位建模者描述建模內容，並加以詮釋。如一位運動學識圖測驗 8 分
的受試者，在其任務單提及: “高度上升的斜率是穩定的，因速度變動不大，最貼近它的方程
式是 f(t) = 4.3t，但誤差率有 4”。這個受試者便是少數能連結斜率與方程式係數，並提出解釋
的建模者。顯示多數受試者對於建模的經驗有限，故難以連結方程式與資料的物理與數學意
義，也未能詮釋建模結果。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提供一個真實的物理現象資料，探討非理科主修的大學生使用數位建模平臺前後，
在描述科學現象與建模的表現。針對研究問題一，本研究提供的介入為強調「時間」應放在
「橫軸」
，以及可用藉由建模找出精確的數字與算式，以描述科學現象。然而，實驗效果不明
顯。練習任務的分析結果也是如此。雖實驗組較控制組顯著提出更多命題數，而受試者在任
務後測提出命題數亦多於前測，但無交互作用顯示與實驗介入無關。此外，在任務前測時，
大多數受試者使用文字表徵，且兩組無顯著差異。後測時兩組的受試者多改為圖像表徵。此
結果呼應 Ibrahim 與 Rebello（2013）和 Kozma（2003）的發現，即多數生手僅能使用單一表
徵，欠缺連結不同表徵的彈性。但在參與建模活動後，則較多受試者能連結圖形或方程式等
多元表徵，提出更複雜的描述。此外，關於命題的最高層級，多數受試者在前後測皆採用多
變項，且前測為定項的受試者，後測多改為定量。顯示若能提供學生操作平台建模的經驗，
其更能運用精確的數字描述科學現象。建模行為的分析也支持此結果，即建模組較非建模組，
更能提出複雜的描述層級。此外，雖受試者在後測能提出更多高層級的命題，但命題正確率
並無進步。推論原因，知識的架構(即描述層級)較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故學生能在建模後，
以更出量化且精確的方式描述現象。命題的平均準確度則與知識內容和學生先備知識有關，
較難以立即改變。
針對研究問題二，約一半的受試者參與建模，其中多數人會先觀看不同圖形後再開始建
模。但亦有受試者直接選定一張圖形開始建模，且控制組中有較多此類型的人。這個結果涉
及人格與動機的議題。當受試者較為謹慎或較願意嘗試建模，則其越能觀察並擷取不同圖形
中的資訊，以形成含括廣泛資訊的假設。較明確的例子為三位實驗組的受試者，他們反覆觀
看所有以時間為橫軸的圖，在看似接近直線關係的 d-t 圖上堅持以二次式建模。可能因其整合
不同函數圖資訊後，形成該現象的時間與距離間關係非直線的假設。在教學現場，教師應促
進學習者多方收集科學現象的不同變項資料，透過觀察不同變數的組合，才能提出較完整的
理論模型。
本研究之受試者在國中皆學過二次函數及其圖形，並了解怎麼調整方程式以改變圖形，
高中也延續這樣的數學學習。但這些學習經驗似乎無法幫助其建構好的數學模型與描述。雖
多數受試者選擇以看似簡單斜直線的圖形建模，但卻有受試者以常數 fit 簡單斜直線的圖形，
或以高度預測時間，顯示其無法思考此現象的數學意義與函數的物理學的意義。進一步細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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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組的任務單內容，也可發現多數受試者的方程式表徵多僅採照抄的方式，未能闡釋其意
義。這顯示學生無法運用已學過的經驗，連結數學公式與真實資料，因此他們無法判斷什麼
樣的方程式能 fit 此種簡單的斜直線。
同樣運用此數位化建模平臺，我們過去的研究（2015, 2017）讓學生進行於物理實驗後，
進行建模活動。學生會參與實驗活動是學過的物理現象，接著操作 InduLab 以找出兩個變項
間的最佳公式約 20 分鐘。相較之下，本研究採用受試者未學過的真實資料，而受試者須在有
限時間內以 InduLab 建模。即使在如此開放的問題情境，受試者仍然無法藉由建模，探索觀
察值與函數理論值間的差異，以增進其科學描述的正確性。這樣的發現呼應 Erickson (2006)的
研究。在學校的數學教育中，常使用無脈絡的抽象代號。在學校的數學教育中，常使用無脈
絡的抽象代號。學生少有經驗可連結所學與真實世界現象，以及處理變異性，故難以理解數
學參數及處理完全精確與無誤差的資料。如：若方程式為 d = 0.4t，學生無法說出其速率為 0.4）
。
另一方面，在物理教育中，則常不涉及數學建模，且學生沒有機會處理真實數據下的誤差現
象。後續應能進一步釐清學習者如何理解與詮釋不同建模圖形，如其認為影響圖形變化的為
真實環境下可忽視的誤差，亦或是某個重要變因？而此認知如何形塑他們對科學現象的理解？
藉由了解學習者於此科學探究歷程中的理解與困難，才能發展更多真實性脈絡下的科學活動，
讓學習者能像科學家一樣操作實驗。
由建模策略可知，幾乎所有受試者都使用微調策略，透過誤差率的回饋而調整方程式。
顯示雖生手對數學與物理學概念不熟悉，但數位化建模平臺確實能為建模提供幫助。如過去
研究所述 (Chien et al., 2015; Liu et al., 2017; Priest et al., 2014)，此種科技輔助的科學學習型
態，挾其可同步視覺化實驗數據，並以多元表徵呈現等優勢，讓學生更能投入心力於思考變
項間的關係，以產生科學描述與解釋。因此，鷹架輔助的數位化建模平臺有利於短期內了解
變項間的關係與變化，特別是對那些正在發展科學知識與技能的學生。
關於研究限制，本研究的實驗操弄無效。這顯示雖然我們不確定對這些科學知識單薄的
非理科主修學生而言，是否存在可以短期操弄，並大幅提升其表現的介入，但我們沒有找到
真正核心、可改變受試者建模行為與科學描述能力的重要變項。第二個限制，由於不易找到
高中生受試者，本研究受試者為擁有相似學習經驗的大學生與研究生。然而，有受試者反應
他們多已遺忘相關概念。未來研究還是應該選取高中生受試者，才能全面釐清學習者的建模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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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1 學生使用多元表徵於兩類型科學論證活動之眼動表現
一、 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科學論證（scientific argumentation）是理性說服的歷程，是用一個（些）主張努力使另一
個（些）主張是理性上可被接受，是科學家用來聯繫證據以能主張他們的理論的途徑（Toulmin,
1958)，也是科學教育致力發展的學生能力（Driver, Newton, & Osborne, 2000）
。過去學生論證
的研究多以巨觀的角度，探討學生在整個科學探究與實驗活動的歷程中，如何提出科學解釋
與論點（Hsu, Chiu, Lin, & Wang, 2015; Tsai, Lin, Shih, & Wu, 2015），抑或其在科學新聞報導
（Yang, 2017; Yen & Wu, 2017）、科學問題情境（Kammerer & Gerjets, 2012; Lin, 2018）與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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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概念圖（Cavlazoglu & Stuessy, 2018）的論證表現。較少研究以微觀角度，探討學生如
何運用不同表徵來建構他們的論證。
多元表徵能建構學生深層的科學理解（Ainsworth, Prain, & Tytler, 2011; van Someren,
Boshuizen, de Jong, & Reimann, 1998），例如 Won、Yoon 與 Treagust（2014）以教室觀察、訪
談和測驗等方式，探討八位 11 年級學生如何以多元表徵解釋人體的呼吸機制。他們提出三類
使用多元表徵的策略：互補、應用、關聯，並分析三位個案學生整合多元表徵的學習策略。
該研究發現，不同能力者運用多元表徵的能力也不同，一般而言，高能力者能在不同表徵間
彈性轉換，以掌握不同主題的重要特徵，但低能力者常僅能使用單一表徵，而非解釋、連結
與轉化不同形式的表徵，以建構與溝通其理解（Kozma, 2003; Savelsberg, de Jong, & FergusonHessler, 1998）
。Kozma（2003）的研究比較化學領域專家與化學系學生在實驗室中使用表徵的
表現，發現專家能協調多元表徵以對研究做推論，但學生常難以連結不同表徵，且只能停留
在單一表徵的表層理解。由此可知，領域知識的多寡，會影響個體如何思考與運用多元表徵，
用以解決問題。
科學任務的差異也是影響個體認知處理歷程的因素。Schnotz 等人（2014）的研究以 40 位
高和低能力的五至八年級學生為對象，採四篇生物與地理圖文為閱讀材料，各設計由易至難
的三類問題（即涉及單一元素、簡單關係、複雜關係）
，以受試者的眼動行為探討其理解策略。
結果發現隨著問題難度的增加，高能力者會從注視較多文字轉為觀看較多圖片；然而，低能
力者的眼動行為則未隨問題難度的改變而有差異。顯示高能力者應較能後設地覺察任務難度
的差異，並辨識不同表徵的有用性，即較能彈性運用多元的表徵。若將此思考歷程反映在眼
動行為上，過去研究發現部分受試者會系統性地凝視空白區，顯示其傾向於抑制環境的刺激，
以建構完整的心智表徵，此種凝視厭惡（gaze aversion）正是深度思考的重要指標（DohertySneddon, Bruce, Bonner, Longbotham, & Doyle, 2002; Micic, Ehrlichman, & Chen, 2010）。而對後
設認知能力較佳且較能處理複雜認知任務的高能力者而言，其常會較低能力者展現更多深度
思考的眼動行為（Wu, Liu, Yang, Wu, Jian, 2nd review）。
過去許多學者以眼動追蹤進行個體認知學習歷程的研究，並檢視其閱讀的軌跡與序列
（Jian, 2016; Jian & Ko, 2017; Mason, Tornatora, & Pluchino, 2013）。舉例而言，Mason 等人
（2013）以集群分析將受試者的閱讀軌跡分為三種整合層級，並發現多數學生屬於高整合層
級，即能夠參照圖片與文字。而 Jian（2016）則採用（Bakeman & Gottman, 1997）的序列分析
方法，以一系列的矩陣計算受試者的閱讀序列，並發現青少年讀者傾向於關注於單一表徵，
並多為由圖至文的單向閱讀軌跡。整體而言，序列分析提供了描述閱讀軌跡的重要證據，有
利於研究者更了解不同能力讀者閱讀文本以完成任務的閱讀路徑，是否有差異。
有鑒於論證可以有兩種作業型態，第一種為「評估論證」
，即個體需理解他人提出的主張，
運用適當的資料來說明自己是支持或反駁此一主張；第二種為「產生論證」
，即個體自行提出
主張，並須運用資料來支持自己的主張。本研究以 Schnotz 等人（2014）研究中的三類問題為
架構，在「評估論證」下設計「辨識」
、
「關聯」與「預測」三個科學論證任務，讓受試者判斷
是否支持各任務的主張，並提出證據支持自己的論述。在「產生論證」下設計一個開放式的
科學論證任務，讓受試者自己提出科學論述，並以證據支持該科學論述。
本研究同步收集受試者的眼動軌跡與口語資料，但本文僅分析眼動資料，並預期高能力
學生會較低能力學生能在不同表徵間轉換、較會觀看空白區域以深思、並花費較長的思考時
間。同時，高低能力學生在不同的任務上，讀懂「主張」以及運用表格數據、函數圖與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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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眼動行為，應會有不同的比重。本研究以四個眼動指標探討高低能力者運用多元表徵完
成科學論證的差異。1. 整個任務畫面的總凝視時間；2. 反應時間減掉總凝視時間，以 RTTFD
為深思眼動指標；3. 以表格、圖、方程式三區間轉移次數的總和，求得表徵轉移次數；4. 把
畫面分成主張、表格、圖、方程式四區，以各區總凝視時間除以整個畫面的總凝視時間，求
得凝視百分比；5. 把各區的凝視百分比再除以各自的面積，以畫素平均凝視百分比作為凝視
密度的指標。研究問題如下：
(一) 高低能力學生在四個任務中的表徵轉移次數是否有差異？
(二) 高低能力學生在四個任務中的深思狀況如何？
(三) 高低能力學生在四個任務中的總凝視時間如何？
(四) 高低能力學生在四個任務中使用不同表徵之凝視百分比是否有差異？
(五) 高低能力學生在四個任務中使用不同表徵之畫素平均凝視百分比是否有差異？
(六) 高低能力學生在四個任務中使用不同表徵之認知歷程與閱讀路徑是否有差異？

二、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從網路招募來自北台灣的大學生或碩士班研究生，分兩階段篩選與進行實驗：受
試者須先參加運動學識圖測驗，最後邀請得分前與後 33%的受試者，以下稱為高能力組（n =
48）與低能力組（n = 46），進行眼動實驗。所有受試者都有正常或矯正後正常的視力，平均
年齡 21.87 歲。有兩位受試者因為眼睛飄移或低校正率而被刪除所有眼動資料，合計 92 位有
效樣本。此外，第一個任務被刪除 4 位（高/低：n = 47/45）
、第二至第四個任務則皆被刪除 2
位（高/低：n = 48/46）。
(二) 實驗材料
1. 運動學識圖測驗
本工具旨在檢測學生於運動學的先備知識，選題自 Chines version of Test of Understanding
Graphs in Kinematics（修改自陳秋萍，2004）
，原版測驗分成七個主題概念，共有 21 題。本研
究挑選難度較高的 17 題，透過 94 名大學生及碩博士生進行預試，這些學生含有理工科系的
學生。依結果刪除難度過低的題目，留下 10 題，滿分為 10 分。在正式實驗 56 名受試者的資
料上，學生答對率中位數為 .54（全距為 .29 至 .66）；各題難度中位數為 .50（全距為 .30
至 .67）
，鑑別度中位數為 .61（全距為 .47 至 .77）
，顯示試題難度適中，並具有良好的鑑別
力。以 KR21 係數檢驗內部一致性的程度，結果為 .72，信度尚可。
2. 科學論證任務
本研究設計兩類科學論證任務，每個任務皆以一個畫面呈現，有主張、表格、圖形和方
程式。第一類任務為「評估論證」
，受試者須判斷是否支持該任務的主張，並以提出證據以支
持自己的論述；第二類任務為「產生論證，則為一開放式的任務，受試者須自行提出科學論
述，並以證據支持該論述。
為讓受試者了解實驗如何進行，本研究設計一個練習任務。練習任務的主題與數據為自
由落體運動。正式任務為取自 Erickson（2006）氣象球升空的資料，其數據是在美國 Kansas
取得的真實資料。正式任務共有三個「評估論證」的任務，包括「辨識」
、
「關聯」與「預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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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個「產生論證」的任務。「辨識」任務的主張為：「索爾認為：氣象球上升的加速度初
始為 0.05 m/s2，漸趨緩，最後為 0 m/s2。」；「關聯」任務的主張為：
「浩克認為：隨著時間增
加，氣象球上升的速度逐漸趨於穩定」
；
「預測」任務的主張為：
「蜘蛛人認為：氣象球上升的
時間到了 4,000 秒時，其高度約為 20,000 m。」
；
「產生論證」任務的主張為：
「請觀察這個現
象，以兩到四句話說出最重要的發現，並提出支持的證據。」
。四個任務包含一樣的表格數據，
而圖形和方程式則對應不同主張提供不同的內容。圖 1 為「預測」任務之實驗材料，其主張
涉及時間與高度，故呈現橫軸為時間、縱軸為高度的圖形，並提供以時間預測高度的方程式。

圖1

「預測」任務之實驗材料

(三) 研究設備
主要設備為 Tobii Pro X3-120 眼動追蹤儀，並以 Tobii Studio（version3.4.8）設計實驗、
蒐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本研究以 27 吋的螢幕呈現實驗材料，螢幕解析度為 1920 × 1080 像素
（pixels），實驗材料以全螢幕置中呈現，而受試者與眼動追蹤儀的距離約為 70 公分。此外，
在眼動實驗進行時，以頭架固定受試者的頭部，以增加眼動資料的準確性與穩定性。
(四) 實驗程序
本研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團體施測，共有 196 位受試者進行運動學識圖測驗（滿
分 10 分）
，作答時間最多 10 分鐘。其後，邀請得分前 33%（ 9 分）與後 33%（ 5 分）的受
試者參與第二階段，是為高分組（n = 48）與低分組（n = 46）。
第二階段為個別施測的眼動實驗與訪談。首先，受試者在主試者的說明後，簽署知情同
意書。接著，主試者以紙本的練習任務，解釋本實驗的進行方式，施測指導語包括「這些任
務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請盡量提出能支持你的主張的證據即可」；「此為真實取得的數據，
故方程式僅能看出趨勢」
；
「所有表格數據都僅取到小數點後第二位」
。其後，以九點校正確認
受試者眼球移動量與螢幕座標的位移量皆在可容忍誤差範圍內，接著進入練習任務。當受試
者表示已完成論證，便結束練習任務。正式實驗依序有四個任務：「評估論證」的「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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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與「預測」任務，以及「產生論證」任務，每個任務之前，都進行九點校正測試。每
位受試者的任務順序皆為固定的，論證時間不限時，平均每個任務的論證時間約為 8.24 分鐘
（SD = 3.65）
。眼動實驗結束後，訪談受試者對整體實驗以及任務的回饋。本研究主要以眼動
儀追蹤受試者的眼動軌跡，同時也錄音以記錄受試者的口語內容。完整實驗約 30 分鐘。

三、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能力和任務在表徵轉移次數的效果
表徵轉移次數為表格圖形、表格方程式、圖形方程式間轉移次數之總和。高低能
力兩組在四個任務於表徵轉移次數的雙因子 ANOVA 結果顯示，能力和任務無交互作用，F(3,
282) = 0.83，p = .478，然而高能力組（M = 35.75）的總凝視時間顯著高於低能力組（M = 27.30）
，
F(1, 94) = 6.24，p = .014，η2p = .06，且任務有主要效果，F(3, 282) = 46.11，p < .001，η2p = .33。
由於前三個任務屬性為「評估論證」，而第四個任務屬性為「產生論證」，故以前三個任務
的表徵轉移次數與第四個任務的表徵轉移次數進行複雜比較。本研究以薛費法（Scheffé
method）進行複雜比較，首先設定前三個任務的比較係數（coefficient of comparisons）皆為
1/3，第四個任務為 1，分別乘上各組平均數並加總，接著取平方。最後，則除以殘差均方與
比較係數平方除以樣本數總和之乘積。最後得到 F 值為 137.21，大於臨界值 F' = 11.34，故此
項複雜比較達到顯著水準，顯示「產生論證」任務的表徵轉移次數顯著高於前三個任務。
(二) 能力和任務在深思眼動指標的效果
高低能力兩組在四個任務於 RTTFD（秒）的雙因子 ANOVA 結果顯示，能力和任務無
交互作用，F(3, 267) = 0.62，p = .605，能力亦無主要效果，F(1, 89) = 0.41，p = .523。但任務
有主要效果，F(3, 267) = 22.83，p < .001，η2p = .20。為了知道前三個任務的 RTTFD 是否與
第四個任務的 RTTFD 有所差異，故以薛費法進行複雜比較，最後得到的 F 值為 59.13，大
於臨界值 F' = 11.34，達顯著水準，顯示「產生論證」任務的總凝視時間顯著大於前三個任務
的 RTTFD。
(三) 能力和任務在總凝視時間的效果
高低能力兩組在四個任務於總凝視時間（秒）的雙因子 ANOVA 結果顯示，能力和任務
無交互作用，F(3, 258) = 0.71，p = .545，然而高能力組（M = 93.03）的總凝視時間顯著高於
低能力組（M = 70.80），F(1, 86) = 6.81，p = .011，η2p = .07，且任務有主要效果，F(3, 258) =
19.18，p < .001，η2p = .18。為了知道前三個任務的總凝視時間是否與第四個任務的總凝視時
間有所差異，故以薛費法進行複雜比較，最後得到的 F 值為 56.45，大於臨界值 F' = 11.34，
達到顯著水準，顯示「產生論證」任務的總凝視時間顯著大於前三個任務的總凝視時間。
(四) 能力、任務和表徵在凝視百分比/畫素平均凝視百分比的效果
高低能力兩組在四個任務之四個表徵之凝視百分比上，有三因子交互作用，F(9, 774) = 3.74，
p < .001，η2p = .04。同時，在高低能力兩組在四個任務之四個表徵之畫素平均凝視百分比上，
也有三因子交互作用，F(9, 774) = 4.68，p < .001，η2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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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凝視百分比與畫素平均凝視百分比的結果，若比較高低能力組，可發現兩組在「方
程式」表徵的使用上有較明顯的差異：在「辨識」和「關聯」任務上，高能力組更顯著高於低
能力組。推論其原因，相較於其他兩個任務中使用的方程式（即 f(t) = 4t + 50），在「辨識」
和「關聯」任務中的方程式皆較為複雜（即 f(t) = -0.0000001t + 0.0003; f(t) = 0.0001t + 4），
使得本來就對方程式理解有困難的低能力者，也更沒有意願使用此表徵。
關於高低能力組內的比較，則發現相較於其他任務，兩組皆傾向於在「辨識」任務中運
用「主張」表徵，而在「產生論證」任務中使用「表格」表徵。由於前者是所有受試者經驗的
第一個正式任務，為了釐清任務的要求，兩組皆花較多時間閱讀主張；關於後者，因任務內
容是開放式的－受試者須觀察資料，並提出最重要的發現，而同時提供各種數據的表格是涵
括最多資訊的表徵，故兩組受試者皆花較多時間於表格上。
有趣的是，相較於其他任務，在「預測」任務中，低能力組會運用「方程式」表徵，但高
能力組則多藉由「圖形」表徵，以計算出答案。推論其原因，在「預測」任務中的方程式相對
簡單，低能力者也能輕易使用此表徵以得出答案；而高能力者可能認為方程式過於簡單，或
覺得將某個時間點帶入方程式後，得出的距離不夠精確，所以傾向於直接使用圖形表徵，以
線性外插法(Linear extrapolation)推估答案。
最後亦發現，相較於其他任務，高能力組傾向於在「關聯」任務使用「方程式」表徵。此
任務要求受試者判定氣象球上升的速度是否隨時間增加而趨於穩定，但圖形表徵過於一目了
然，而表格中的訊息又較為瑣碎，故對於知識豐富與願意細究的高能力者而言，可能會選擇
直接檢核方程式的內容，即 f(t) = 0.0001t + 4，認為若忽略 0.0001 的數值，則速度可說是趨於
穩定，抑或是認為當 t 為無限大，則速度值則不可能趨於穩定。
(五) 高低能力學生在四個任務中使用不同表徵之認知歷程與閱讀路徑
圖 2 呈現高低能力組在兩類型任務的序列分析。由圖 2 可知，以兩類型的論證任務來看，
兩組受試者學生在 1-1 至 1-6 的「評估論證」任務中，皆在「主張」與某個表徵之間，有雙向
閱讀，但在 2-1 與 2-2 的「產生論證」任務中，則只會單向的由主張轉移凝視點至其他表徵。
顯示兩組受試者都能掌握任務內涵，故在「評估論證」任務中會來回比對「主張」內容與其
他表徵資料，以確定表徵資料是否支持該主張；但在「產生論證」任務中，受試者不再需要
比對主張，而是需要關注其他表徵，才能提供證據以支持自己的論述。
辨識H

辨識L

25

關聯 H

關聯 L

預測 H

預測 L

產生 H

產生 L

圖2

高(H)、低(L)能力學生在辨識、關聯、預測、產生論證等四個任務上的轉移路徑分析

以序列分析分別檢視高低能力組在「評估論證」任務的表現，可發現高能力組的表現很
穩定，即會在「主張」與「方程式」之間，以及「表格」與「圖形」之間來回觀看（圖 2 之辨
識 H、關聯 H、預測 H）。相較之下，低能力組在前兩個任務中的表現類似，會來回觀看「主
張」與「表格」（圖 2 之辨識 L、關聯 L）；但在第三個任務中，則可看到低能力組有不同的
閱讀軌跡，其會來回觀看「主張」與「方程式」（圖 2 之預測 L）。整體而言，在「評估論
證」任務中，高能力組在不同表徵間有較多的轉換，顯示專家較能協調多元表徵以做出推論
（Kozma, 2003）。而關於低能力組在第三個預測任務中特別不同的閱讀軌跡，則可能與該任
務使用較其他任務更為簡單的方程式有關（即 f(t) = 4t + 50），因較好理解，而該題又需受試
者做出預測，故較多低能力學生願意使用此表徵。
關於高低能力組在「產生論證」任務的表現，可發現兩組表現差不多，都會由「主張」單
向觀看「表格」，並在「表格」與「圖形」間來回觀看，但特別的是，高能力組會由「主張」
單向觀看「方程式」（圖 2 之產生 H、產生 L）。由此可知，不同能力的學生在提出科學論
述，並以證據支持該論述時，擁有類似的閱讀軌跡，即會先了解任務要求，接著從表格與圖
形間尋找可提出的論述與證據，唯高能力組較低能力組更多關注「方程式」表徵，顯示其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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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較能解釋、連結與轉化不同形式的表徵，用以解決問題（Kozma, 2003; Savelsberg, de Jong,
& Ferguson-Hessler, 1998）。
參考文獻（略，請參見實驗二2）

劉家瑜、吳昭容（已接受）。學生使用多元表徵於科學論證活動之眼動表現。預計發表於第
35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2/05–07)。

實驗二–2 學生使用多元表徵於科學論證活動之眼動表現
本研究探討高低能力者運用多元表徵於三種科學論證任務的差異。結果發現在凝視時間
百分比和畫素平均凝視百分比的分析上，高能力組皆較低能力組於任務與表徵上有較強的單
純交互作用效果，顯示高能力者在不同任務上更能調整多元表徵的運用，以建構與運用科學
理解。預期可作為未來針對不同能力學生發展多元表徵教學方法之基礎。
關鍵字：科學論證、多元表徵、眼動追蹤技術
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科學論證（scientific argumentation）是理性說服的歷程，是用一個（些）主張努力使另
一個（些）主張是理性上可被接受，是科學家用來聯繫證據以能主張他們的理論的途徑
（Toulmin, 1958)，也是科學教育致力發展的學生能力（Driver, Newton, & Osborne, 2000）。過
去學生論證的研究多以巨觀的角度，探討學生在整個科學探究與實驗活動的歷程中，如何提
出科學解釋與論點（Hsu, Chiu, Lin, & Wang, 2015; Tsai, Lin, Shih, & Wu, 2015），抑或其在科學
新聞報導（Yang, 2017; Yen & Wu, 2017）
、科學問題情境（Kammerer & Gerjets, 2012; Lin, 2018）
與自製的科學概念圖（Cavlazoglu & Stuessy, 2018）的論證表現。較少研究以微觀角度，探討
學生如何運用不同表徵來建構他們的論證。
多元表徵能建構學生深層的科學理解（Ainsworth, Prain, & Tytler, 2011; van Someren,
Boshuizen, de Jong, & Reimann, 1998），例如 Won、Yoon 與 Treagust（2014）以教室觀察、訪
談和測驗等方式，探討八位 11 年級學生如何以多元表徵解釋人體的呼吸機制。他們提出三類
使用多元表徵的策略：互補、應用、關聯，並分析三位個案學生整合多元表徵的學習策略。
此外，不同能力者運用多元表徵的能力也不同，一般而言，高能力者能在不同表徵間彈性轉
換，以掌握不同主題的重要特徵，但低能力者常僅能使用單一表徵，而非解釋、連結與轉化
不同形式的表徵，以建構與溝通其理解（Kozma, 2003; Savelsberg, de Jong, & Ferguson-Hessler,
1998）。Kozma（2003）的研究比較化學領域專家與化學系學生在實驗室中使用表徵的表現，
發現專家能協調多元表徵以對研究做推論，但學生常難以連結不同表徵，且只能停留在單一
表徵的表層理解。顯示領域知識的多寡，確實會影響個體運用多元表徵的方式或策略。
科學任務的差異也是論證歷程的影響因素。Schnotz 等人（2014）的研究以 40 位高和低
能力的五至八年級學生為對象，採四篇生物與地理圖文為閱讀材料，各設計由易至難的三類
問題（即涉及單一元素、簡單關係、複雜關係）
，以受試者的眼動行為探討其理解策略。結果
發現隨著問題難度的增加，高能力者會從注視較多文字轉為觀看較多圖片；然而，低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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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動行為則未隨問題難度的改變而有差異。顯示高能力者應較能後設地覺察任務難度的差
異，並辨識不同表徵的有用性。因此，本研究以 Schnotz 等人（2014）研究中的三類問題為架
構，設計三類科學論證任務：「辨識」、「關聯」、「預測」，讓受試者運用不同表徵的資料判斷
各任務的主張是否成立，並提出證據支持自己的論述。本研究同步收集受試者的眼動軌跡與
口語資料，但本文僅分析眼動資料，並預期高低能力學生在不同的任務上，讀懂「主張」以
及運用表格數據、函數圖與函數式的眼動行為，會有不同的比重。
本研究以三個眼動指標探討高低能力者運用多元表徵完成科學論證的差異。1. 整個任務
畫面的總凝視時間；2. 把畫面分成主張、表格、圖、方程式四區，以各區總凝視時間除以整
個畫面的總凝視時間，求得凝視百分比；3. 把各區的凝視百分比再除以各自的面積，以畫素
平均凝視百分比作為凝視密度的指標。研究問題如下：
(一) 高低能力學生在三個任務中的總凝視時間如何？
(二) 高低能力學生在三個任務中使用不同表徵之凝視百分比是否有差異？
(三) 高低能力學生在三個任務中使用不同表徵之畫素平均凝視百分比是否有差異？
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網路招募來自北台灣的大學生或碩士班研究生，分兩階段篩選與進行實驗：受
試者須先參加運動學的先備知識測驗（滿分 10 分），最後邀請得分前 33%（ 9 分，n = 48）
與後 33%（ 5 分，n = 46）者進行眼動實驗。有兩位受試者因為眼睛飄移或低校正率而被刪
除所有眼動資料。此外，第一個任務被刪除 4 位（高/低：n = 47/45）
、第二至第四個任務則皆
被刪除 2 位（高/低：n = 48/46）。所有受試者都有正常或矯正後正常的視力，平均年齡 21.87
歲。實驗材料取自 Erickson（2006）氣象球升空的資料，其數據是在美國取得的真實資料。每
個任務各以一個畫面呈現，皆有主張、表格、圖形和方程式，受試者須判斷主張是否能被資
料支持，並說出原因。
「辨識」任務的主張為：
「索爾認為：氣象球上升的加速度初始為 0.05m/s2，
漸趨緩，最後為 0m/s2。」；「關聯」任務的主張為：「浩克認為：隨著時間增加，氣象球上升
的速度逐漸趨於穩定」；「預測」任務的主張為：「蜘蛛人認為：氣象球上升的時間到了 4,000
秒時，其高度約為 20,000 m。」
。三個任務包含一樣的表格數據，而圖形和方程式則對應不同
主張提供不同的內容。圖 1 為「預測」任務之實驗材料，其主張涉及時間與高度，故呈現橫
軸為時間、縱軸為高度的圖形，與以時間預測高度的方程式。
本研究採個別施測。首先，受試者簽署知情同意書。接著，主試者說明施測指導語，包
括「這些任務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請盡量提出能支持你的主張的證據即可」；「此為真實取
得的數據，故方程式僅能看出趨勢」
；
「所有表格數據都僅取到小數點後第二位」
。受試者須理
解每個任務的主張、論述資料是否支持該主張、並提供證據以支持自己的論述。最後，則訪
談受試者對整體實驗以及任務的回饋。本研究主要以眼動儀追蹤受試者的眼動軌跡，同時也
錄音以記錄受試者的口語內容。完整實驗約 30 分鐘。
研究結果與討論
高低能力兩組在三個任務於總凝視時間（秒）的雙因子 ANOVA 結果顯示，能力和任務
無交互作用，F(2, 180) = 1.96，p = .143，然而低能力組（M = 56.38）的總凝視時間顯著較高
能力組（M = 72.76）短，F(1, 90) = 5.45，p = .022，η2p = .06，且任務有主要效果，F(2,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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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p = .007，η2p = .05，其事後比較顯示，受試者在「辨識」任務（M = 62.89）和「關聯」
任務（M = 59.09）的總凝視時間顯著短於「預測」任務（M = 71.73）。
圖 2 分就高、低能力呈現四個分析區在三個任務的凝視百分比。高低能力組在三個任務
於四個分析區的凝視百分比之三因子 ANOVA 結果顯示，能力*任務*分析區有顯著交互作用，
F(6, 540) = 4.57，p < .001，η2p = .05。進一步進行單純交互作用檢定，對低能力組來說，任務
*分析區有顯著交互作用，F(6, 540) = 2.50，p = .02，η2p = .03。對高能力組來說，任務*分析
區亦有顯著單純交互作用，F(6, 540) = 8.02，p < .001，η2p = .08，而其效果量比低能力組更強。
隨後分就 12 種狀況（三任務*四分析區）進行能力的單純單純主要效果，結果僅四種狀況有
顯著差異：對「辨識」任務的方程式表徵來說，高能力組（M = 20.14）大於低能力組（M =
10.51），F(1, 1080) = 9.09，p = .003，η2p = .008。對「關聯」任務的主張來說，高能力組（M
= 18.19）凝視百分比小於低能力組（M = 26.91），F(1, 1080) =7.46，p = .006，η2p = .007；但
對「關聯」任務的方程式表徵，則高能力組（M = 18.07）大於低能力組（M = 8.18），F(1, 1080)
= 9.59，p = .002，η2p = .009。對「預測」任務的圖形表徵來說，高能力組（M = 29.55）大於
低能力組（M = 23.12），F(1, 1080) =4.05，p = .044，η2p = .003。
圖 3 分就高、低能力呈現四個分析區在三個任務的畫素平均凝視百分比。高低能力組在
三個任務於四個分析區的畫素平均凝視百分比之三因子 ANOVA 結果顯示，能力*任務*分析
區有顯著交互作用，F(6, 540) = 8.00，p < .001，η2p = .08。進一步進行單純交互作用檢定，對
低能力組來說，任務*分析區有顯著交互作用，F(6, 540) = 2.15，p = .046，η2p = .02。對高能
力組來說，任務*分析區亦有顯著單純交互作用，F(6, 540) = 9.52，p < .001，η2p = .10，而其
效果量比低能力組更強。隨後分就 12 種狀況（三任務*四分析區）進行能力的單純單純主要
效果，結果僅兩種狀況有顯著差異：對「辨識」任務的方程式表徵來說，高能力組（M = 0.46）
之畫素平均凝視百分比大於低能力組（M = 0.17），F(1, 1080) = 49.09，p < .001，η2p = .04。
對「關聯」任務的方程式表徵來說，高能力組（M = 0.41）於方程式表徵之凝視時間百分比亦
大於低能力組（M = 0.15），F(1, 1080) = 39.46，p < .001，η2p = .04。
整體而言，在凝視時間百分比和畫素平均凝視百分比的分析上，高能力組皆較低能力組
於任務與表徵上有較強的單純交互作用效果，顯示高能力的學習者在不同任務上更能調整多
元表徵的運用，此結果呼應 Kozma（2003）Savelsberg、de Jong 和 Ferguson-Hessler（1998）
的發現，專家比生手更能彈性且流暢地在多元表徵間轉換，以建構與運用其科學理解。進一
步檢視可知，高能力組在「辨識」和「關聯」任務上，皆較低能力組更關注方程式表徵，不論
是凝視百分比或者凝視密度都發現此一現象，顯示理解函數式有其難度，高能力者較能運用
此一表徵來建構其論證。此外，在「預測」任務上，高能力組則較低能力組更關注於函數圖
的表徵，而函數圖的確容易利用外插法提供預測值，顯示高能力者較能善用函數圖的此一優
勢。最後，在「關聯」任務上，高能力組可以用比低能力組更少比率的時間在主張上，與其
有較好的主張之理解能力一致。上述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針對不同能力學習者發展多元表
徵教學方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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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圖2

圖3

「預測」任務之實驗材料

高低能力組於三個任務之凝視百分比

高低能力組於三個任務之畫素平均凝視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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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3 論證內容與個案分析
本研究以 92 位受試者的論證內容為分析重點，以指出高低能力大學生在科學論證的品質
與使用策略進行討論，並進一步挑選其中一名專家受試者為個案對象，以其口語論證內容搭
配眼動資料，以檢驗科學論證的哪些歷程適用或不適用心眼假說（eye-mind hypothesis）
。

一、 研究方法
略，請參見實驗二–1

二、 資料分析
關於論證內容的分析，分為層級與正確性兩種。層級的分析為辨識受試者的論證內容中，
是否涉及主張（claim）
、資料（data）
、論據（warrant）
、支持理論（backing）
、限制條件（qualifier）
、
反證（rebuttal）
，以判定其所屬的層級。本研究參考 Erduran、Simon 和 Osborne（2004）以及
Cavlazoglu 和 Stuessy（2018）的研究，最後提出五層的論證分析架構（如表 1）
。正確性的分
析則為判斷受試者於每個任務論證內容的正確性，正確描述為 1 分，錯誤描述則為 0 分。
表 1 五個層級之論證分析架構
層級 內涵
範例
主張或資料/論據
－ 我覺得不太對，主要是因為它的高度壓力，他上升的高度應
1
該是內外部壓力的問題，跟他的高度沒關係（主張）。
2

主張 + 資料/論據

－ 感覺可以支持（主張），因為就是看表格第一行加速度是
0.05，然後後來越來越少，到後來就是 0 了（資料）。

3

主張 + 資料/論據
+ 支持理論/限制條
件/反證

－ 沒辦法被支持（主張）
，它做這個實驗它秒數只有到 2895（資
料），但超過不確定這個速度是否趨於穩定，可能會飆升還
是下降（限制條件）。

4

主張 + 資料/論據
+ 支持理論/限制條
件或支持理論/反證
或反證/限制條件

－ 我覺得不支持（主張），因為我覺得他的表格，如果那是數
據資料的話，他只到 2000 多秒，就沒辦法預測到，雖然他
看起來很穩定，可是也不知道到了 4000 秒的時候，高度會
不會受到一些氣壓還是什麼東西影響（限制條件、反證）。

5

主張 + 資料/論據
+ 支持理論 + 限
制條件 + 反證

－ 他寫 T 大於一千之後，我們把 T 帶進去無限大的時候，第
一會趨近無限大，可是題幹敘述是速度趨於穩定，數值應該
是要變成一個訂值而不是往上跑趨近於無限大的數值（反
證）
，右上角那個數學式子不適用（主張）
；再來看速度時間
的表，左邊晃動就不看了，因為她寫說時間增加速度趨於穩
定，所以我們看時間的部分，大概就維持在同樣的速度（資
料），所以這個速度在這個時間範圍內可以被接受，但如果
飄到什麼外空另當別論（限制條件），在這個時間內是可以
接受的敘述（主張）；再來看數值表，那不就跟剛剛那個表
超像的、一模一樣，高度除以時間也沒有正確等於速度那一
欄的資料（資料），速度這一欄的資料對右邊的圖的話…看
32

起來算滿吻合，但加速度一樣跟速度這一欄…不吻合…速度
在往下遞減的時候，加速度沒有變成負的數值（支持理論）
，
這一樣也是錯的（主張）。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運動學識圖測驗有效性
為確認運動學識圖測驗之有效性，本研究將受試者運動學識圖測驗的得分、提出論證的
最高層級與任務平均正確性皆視為連續變項，檢視其相關性。結果發現，運動學識圖與層級
和正確性的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為 .52 和 .28，皆呈統計顯著，顯示個體在運動學識圖測驗
的先備知識與其提出論證的最高層級有中度相關，而與正確性僅低度相關。推論原因，高能
力者雖較能提出涵括主張、資料、論據、支持理論、限制條件或反證的複雜論證內容，但當
其提出的內容越多，就越可能產生如心算數據不正確或口誤等小錯誤，導致其正確性下降。
反之，低能力者提出的論證層級多較為簡單，且可能因其傾向於講出較偏質性或簡短的論證
內容，故正確性不低。
(二) 整體論證表現
關於受試者參與科學論證的反應時間，在扣除無眼動資料或部分任務被刪除的受試者後，
高能力組（M = 9.03）的反應時間顯著高於低能力組（M = 7.43），t(89) = 2.14, p = .035。
關於論證層級，以百分比同質性檢定，考驗在兩組受試者於四個任務提出的論證層級是
否一致。由於四個任務分別有 60%、60%、33%與 25% 的細格數少於 5，故將層級 1 與 2 合
併為簡單層級，將層級 3、4 與 5 合併為複雜層級。結果發現，兩組提出的論證層級在任務 2
有顯著差異，2(1, n = 98) = 15.92, p < .001，低能力組（87.50%）選擇簡單層級的百分比顯著
高於高能力組（50.00%）選擇的比例，而高能力組（50.00%）選擇複雜層級則顯著高於低能
力組（12.50%）選擇的比例；在任務 3 呈顯著差異，2(1, n = 98) = 5.98, p =.014，低能力組
（79.20%）選擇簡單層級的百分比顯著高於高能力組（56.00%）選擇的比例，而高能力組
（44.00%）選擇複雜層級則顯著高於低能力組（20.80%）選擇的比例；最後，任務 4 亦呈顯
著差異，2(1, n = 97) = 15.66, p < .001，低能力組（63.80%）選擇簡單層級的百分比顯著高於
高能力組（24.00%）選擇的比例，而高能力組（76.00%）選擇複雜層級則顯著高於低能力組
（36.20%）選擇的比例。僅在任務 1 時，兩組提出的論證層級無顯著差異，2(1, n = 97) = 3.17,
p = .075。
關於論證正確性，亦以百分比同質性檢定，考驗在兩組受試者於四個任務提出的論證正
確性是否一致。由於在任務 1、2 與 4 皆有 50%的細格數少於 5，故採用費雪爾正確概率簡定
的結果。結果發現，三個任務之 ps > .075，顯示兩組提出的論證正確率並無顯著差異。而任
務 3 亦發現相同的結果，2(1, n = 98) = 0.15, p = .695。
(三) 論證的策略
1. 偵錯策略
任務一到四分別有 12 位、四位、零位和九位受試者傾向於在論證時找出資料的錯誤。由
人數可見，受試者在初始任務與最後一個較開放的任務中，特別會使用此策略。其中，48%
33

(12/25)的人注意到加速度與速度的關係，即認為當加速度為零時，速度不應有所變化，如：
「我覺得左邊這個表格好像不是這麼正確，與加速度等於零，速度卻一直下降，如果兩個要
一致的話，加速度應該要是負的，所以我存疑…」
。提出此現象的多為高分組，顯示很少人能
覺察因數據的小數點僅取至第二位，使得加速度欄位呈現零，但不代表其為正值。對部分高
分組受試者而言，在發現此非預期的錯誤後，甚至會忽略原始的任務目的，而開始檢查數據。
推論原因，可能是在受試者的學習經驗中，多以理想的數值資料為主，故當其發現真實世界
的資料不如預期，往往無法思考到其他的可能性，最後限制其表現。
此外，44% (11/25)的人則指出在帶入方程式後，得出的數據不夠精準，如：
「我覺得這個
方程式沒辦法算出這個結果，就是方程式跟左邊的資料有誤差，就像是時間在 1246 算出來是
比 5500 還要低的…」
。另有 8% (2/25)的受試者則關注方程式與圖形的切合性，如：
「公式怪怪
的，他的加速度公式是線性的，但是加速度對時間做圖的圖表顯示的是曲線，二次方程式，
所以要寫Ｔ的平方，所以公式是錯的吧…」
。事實上，在施測指導語便有提醒受試者，此公式
為趨勢線，無法精準地預估數值，但部分受試者仍傾向於固著數值與圖型切合度的不一致。
2. 比較表徵間的資訊是否一致（肯定 vs. 質疑）
如：
「那個公式如果實際用時間代入的話，跟右邊表格蠻相符的，就是值還蠻接近的，然
後加速度雖然變成零，就是一剛開始跟圖表也相符，就是原本加速度還在的時候就速度會上
升比較快，但是加速度變成零之後就漸漸趨緩…」。
（本研究分析尚未完成）

(四) 個案描述
第一位個案為專家，其為北部知名大學材料工程系四年級的學生，在運動學識圖測驗中，
拿到滿分十分；論證的時間接近 17 分鐘，是整體平均時間（M = 8.24）的兩倍；有兩個任務
的論證層次被評定為最複雜的層級 5，是所有受試者中唯一拿到此等級的人；四個任務的正
確性皆被評為正確。在論證策略上，該位專家在前兩個任務皆使用偵錯策略，如：
「數據處理
應該是有錯誤的，速度到加速度這一欄，左下方 5 開始以下一直遞減到 4，可是加速度這一欄
完全沒有變成負的趨勢，所以到後來我還是要注意數值的運算有沒有錯誤，上一題我沒有檢
查，但這裡我要開始檢查這個很明顯的謬誤」
，顯見即使是專家，一開始也會忽略速度與加速
度關係的其他可能解釋。然而，到了任務三，他重新檢視數據，並有不一樣的發現：
「再來看
左邊圖表的部分，我大概知道為什麼加速度不是負的，因為他位數取太少，如果取多一點應
該是…看到負的，難怪會覺得怪怪的…」。
（本研究分析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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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地研究報告書
本計畫主持人應香港大學講座教授 Professor Frederick K.S. Leung（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與澳大利亞雪梨科技大學的年輕學者 Dr. Mun Yee Lai（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Australia）之邀請，參與國際合作研究─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on
students’ processing of mathematics word problems，此一國際合作研究是比較台澳學生解題的
眼動型態，並促進數學建模眼動研究的後續合作。本計畫的經費變更了 21,000 元作為移地研
究之用，用於研究助理楊忠璇小姐前往澳大利亞協助進行眼動追蹤實驗，包括教育眼動儀操
作方式、協助指導澳洲現場的眼動資料蒐集、交換資料分析技術，以達成資料彙整、建立中
英文數學閱讀的語言模型的目的。此次移地研究時間是 2019 年 05 月 23 日至 06 月 14 日，地
點在澳大利亞阿德雷德（Adelaide, Australia）。經費分攤上主要由對方支付，Professor Leung
支付助理楊小姐的交通費─機票費用及眼動儀運送費用，Dr. Lai 支付楊小姐於 Australia 的
住宿費及當地交通費，本計畫僅支付楊小姐的日支生活費，實際支用了 11,545 元。該次移地
研究順利完成收案。限於個資，未拍照受試者實際實驗的照片，圖 1 為合作學校老師事先了
解實驗過程的照片。圖 2 為合作學校的校門口，圖 3 和 4 是楊小姐在實驗室，以及與 Dr. Lai
合影。
本移地研究已將初步結果發表於國際研討會，也促成兩位教授的後續來訪與合作。2019
年 8 月 17 至 8 月 20 日 Dr. Leung 與 Dr. Lai 到台灣與計畫主持人討論資料分析的結果，規劃
此次移地研究成果發表進度，預計 2019 年底前聯名投稿一篇國際期刊論文，明年 2020 年聯
名投稿兩篇國際期刊論文。同時，Dr. Lai 也已規劃於 2020 年五月底再次來台，進行後續研究
合作。
Wu, C. J., & Leung, F. K. S. (2019). The consistency effect on algebra word problem-solving: An
eye movement study. Paper presented at 7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Learning
Sciences (IWALS).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Jyväskylä, Finland. (June 17–19)

圖 1 合作學校教師了解實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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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參與研究的小學校門口

圖 3 助理楊忠璇小姐在實驗室安置眼動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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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合作夥伴 Dr. Lai 與助理楊小姐在實驗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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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用，用於研究助理楊忠璇小姐前往澳大利亞協助進行眼動追蹤實驗，包括
教育眼動儀操作方式、協助指導澳洲現場的眼動資料蒐集、交換資料分析技術，
以達成資料彙整、建立中英文數學閱讀的語言模型的目的。此次移地研究時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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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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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眼動儀運送費用，Dr. Lai 支付楊小姐於 Australia 的住宿費及當地交通費，
本計畫僅支付楊小姐的日支生活費，實際支用了 11,545 元。該次移地研究順利
完成收案。限於個資，未拍照受試者實際實驗的照片，圖 1 為合作學校老師事先
了解實驗過程的照片。圖 2 為合作學校的校門口，圖 3 和 4 是楊小姐在實驗室，
以及與 Dr. Lai 合影。
本移地研究也促成兩位教授的後續來訪與合作。2019 年 8 月 17 至 8 月 20
日 Dr. Leung 與 Dr. Lai 到台灣與計畫主持人討論資料分析的結果，規劃此次移地
研究成果發表進度，預計 2019 年底前聯名投稿一篇國際期刊論文，明年 2020 年
聯名投稿兩篇國際期刊論文。同時，Dr. Lai 也已規劃於 2020 年五月底再次來台，
進行後續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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