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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空間能力、教學層次、學習方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
是否具有交互作用；並分析教學層次與學習方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是否有交互作
用；且空間能力與學習方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是否有交互作用。以128位國小六年
級兒童為對象進行實驗，結果發現三者雖無交互作用存在，但教學層次與學習方式、空間能
力與學習方式的二因子交互作用達顯著。最後，針對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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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一、研究問題與背景

科學教育研究的焦點隨著典範轉移而有所不同。傳統觀假定現實世界是客觀、獨立的，建構

觀則假定現實世界是由個人心智所創的（Kragh, 1998）。科學教育研究受建構觀影響而劃分為兩

大階段：第一階段是瞭解教學策略在學習科學概念上的效果，認為兒童缺乏先備知識（Demates,

Good, & Peebles, 1996）；第二階段則提出教學策略挑戰兒童的迷思概念（Weaver, 1998），認為

兒童經過正式教學後，雖能使用較多的科學語彙，但仍擁有迷思概念（Biemans & Simons, 1995）

。這可能是因為傳統教科書僅呈現理論模式及事實（Cakir, Uzuntiryaki, & Geban, 2002），或只

採用個別晤談、個別教學法，忽略知識的「脈絡本質」（contextual nature），認為兒童的認知技

能或能力不會因內容、脈絡或作業的不同而改變（Howe, 1996）。其實，個別學習或晤談的概念

改變研究，因缺乏班級脈絡且個別學習者會直接接受晤談者的結構化問題，故不宜直接應用到班

級教學中。在班級中的兒童會依據目標，將教師給予的問題結構化為更複雜的整體架構。故統整

概念改變教學研究，設計適合班級脈絡本質之概念改變教學策略為本研究目的之一。

天文學具有複雜的因果關係概念（Vosniadou & Brewer, 1994b），其研究從1976年始大量增

加（Albanese, Neves, & Vicentini, 1997）。而學生對此概念的學習頗感困難。國外方面，如

Schneps（1988）晤談23位哈佛大學生，結果只有兩位能科學解釋夏天比冬天熱的原因。國內調

查結果指出兒童對觀測月亮、地球運動等單元最感困難（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民77）。

因為天文學概念是以太陽中心模式為科學模式，與兒童觀察的地球中心模式相衝突（Albanese,

Neves, & Vicentini, 1997）。且兒童在六、七歲時就發展出晝夜循環、四季變化的直覺瞭解，正

式學習時需將日常概念應用到科學概念，進行從抽象到具體、從具體到抽象的雙向歷程（Howe,

1996）。故本研究以地球的運動為研究主題。

在概念改變教學策略的效果方面，許多策略無法改變迷思概念，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僅使

用直接教導、類比或隱喻等策略，來加深記憶和產生同化；其二，無法創造迷思概念與科學概念

間的衝突（Rea-Ramirez & Clement, 1998），或者只以「差異事件」（discrepant events）製造其

衝突，但是當差異事件與先前概念極不相容時，兒童會質疑事件的真實性，而非改變概念

（Gorsky & Finegold, 1994）。其實，差異事件不是衝突的唯一來源，不同個體間的衝突也可以讓

兒童深思，進而改變迷思概念（Chan, Burtis, & Bereiter, 1997）。因此，Wild & Braid（1996）

認為合作學習可藉由語文互動與個體信念間的衝突來促進概念改變。故本研究採取合作學習為概

念改變教學策略之一。但單獨使用概念改變教學策略的效果，並不如整合使用的效果（Smith,

Blakeslee, & Anderson, 1993）；且只有合作學習也不足以改變迷思概念，在合作學習中探究引發

迷思概念或深入瞭解科學概念的問題時，才能改變迷思概念（Chan,  Burt is ,  & Berei ter ,

1997;Yuruk & Geban, 2001）。而依Chinn & Brewer（1993）、Palmer & Flanagan（1997）觀

點，教學層次可依問題性質而劃分為深層處理與淺層處理兩種。深層處理係使用新奇問題回答對

文本的理解，需要推理或認真思考特定經驗，具反省效果。淺層處理係使用傳統問題，只呈現新

資訊及確認理解與否。故本研究提出整合教學層次與合作學習的概念改變教學策略進行研究，並

探究二者在概念改變上是否具有交互作用。

在教學層次與學習方式的交互作用方面，雖然合作學習的正面評價與日遽增（Weaver, 1998）

，且多認為配對合作學習（peer dyads）的概念改變效果優於個別學習（Mevarech, 1994）。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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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研究發現合作學習的效果不一定優於個別學習，如Schroeder（1996）；且Bisard & Zeilik

（1998）、Niaz（1998）、Palmer & Flanagan（1997）發現合作學習必須結合問題進行深層處理

教學時，概念改變效果才會優於個別學習，Burnett（1995）則指出淺層處理時，個別與合作學習

的效果無差異。故了解兒童在個別與合作學習時，概念改變效果是否因教學層次不同而有差異為

研究目的之二。

在合作學習的能力分組方面，一般研究多以學業能力為分組指標。但空間能力對於學習地球

科學特別重要（Orion, Ben-Chaim, & Kali, 1994），如陳英嫻（民83）發現空間能力會影響「月

相盈虧」的學習效果。其實，從太空看地球，「晝夜」及「四季」是時間名詞，也是空間名詞

（王寶貫，民85）。既然空間能力是學習天文的重要認知運作，故本研究以空間能力為合作學習

的分組指標。

在空間能力與學習方式的交互作用方面，雖然合作學習大多主張異質能力分組，但是否適合

所有兒童值得進一步探究。如Mills & Durden（1992）發現高能力者，個別與合作學習的概念改

變效果並無差異；而低能力者，合作學習效果優於個別學習。Jehng（1997）則發現合作學習若

無適當的教學引導，會使高能力者產生「認知迴歸」（cognitive regression），表現低於個別學

習。故了解空間能力與學習方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是否具有交互作用為本研究目的之

三。

綜合上述，教學層次與學習方式、空間能力與學習方式應有交互作用存在，然而空間能力與

教學層次，以及空間能力、教學層次、學習方式是否有交互作用存在，值得進一步探究，此為本

研究目的之四。

二、研究目的與假設

綜合前述之研究問題與背景，本研究目的有五：

（一）統整概念改變教學研究，建構適合班級脈絡本質的概念改變教學策略，供教學及未來

研究之參考。

（二）空間能力與教學層次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是否具有交互作用。

（三）教學層次與學習方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是否具有交互作用。

（四）空間能力與學習方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是否具有交互作用。

（五）空間能力、教學層次、學習方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是否具有交互作用。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空間能力、教學層次、學習方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有交互作用。

假設二：空間能力與教學層次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有交互作用。

假設三：教學層次與學習方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有交互作用。

假設四：空間能力與學習方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有交互作用。

三、名詞釋義

（一）空間能力

本研究依Schofield & Kirby（1994）的定義，將空間能力視為一種空間關係的能力，即三度

空間的心智旋轉，包括能將三度空間轉換為二度空間，進而配對二度空間形狀的能力。

本研究以路君約、盧欽銘、歐滄和（1994）的《多因素性向測驗》中的「空間關係」來測量



南大學報136

受試者的空間能力，受試者的得分越高代表空間能力越高，反之則越低。

（二）教學層次

教學層次分為深層處理與淺層處理兩種，本研究依Palmer & Flanagan（1997）等觀點，深層

處理係使用「新奇問題」（novel questions），並配合新奇問題設計深層處理的教學步驟，新奇問

題係指回答的過程必須涉及推理與討論，或對某項經驗加以認真思考，可產生認知衝突，進而引

起認知發展及重建認知基模系統的動機。淺層處理使用「傳統問題」（traditional questions），傳

統問題係指根據教材內容即可回答的問題，此方式只能確認學生對教材內容理解與否，出現的問

題不提供或很少提供學生反省的機會。並配合傳統問題設計淺層處理的教學步驟（詳見研究工

具）。

（三）學習方式

學習方式分為配對合作學習與個別學習兩種。前者係以高、低空間能力異質配對兩人一組的

合作學習，其目的是藉由「語文互動」與「個體與個體信念間的衝突」而促進概念學習及改變；

後者係指兒童在學習過程中獨自學習，為個人目標而努力，與他人獲得目標無關。

（四）概念改變

本研究將概念改變分為定義型概念、關係型概念、理論型概念與迷思概念改變等四個指標。

前三者強調概念改變層次的強弱，乃綜合King（1994）、Hulse等人（1980）的分類，考慮到科

學概念的層次性與漸進性，將概念改變結果依強度層次由弱到強分為定義型、關係型、理論型概

念。前二者為「知識庫的增加」，是較低層次的概念改變，其本體論類別並未改變。第三者是

「理論重建」，為高層次的概念改變，核心概念與知識結構皆改變，是本體論類別的改變。根據

此三類概念所編擬的問題分別稱為定義型、關係型、理論型問題。而迷思概念改變則強調教學後

兒童的概念變成與科學社群相一致的概念。分述如下：

1.定義型問題

係指描述自然現象或事物特性，或直接回憶教材中訊息或事實的問題，係屬於最低層次的概

念改變。本研究以地球的運動封閉式紙筆測驗中的定義型問題分量表來測量定義型概念。得分越

高表示定義型概念的認知表現越佳，反之則越差。

2.關係型問題

係指描述自然現象或事物之間關係的問題，需要聯結兩個以上的概念，係屬於較高層次的概

念改變。本研究以上述封閉式紙筆測驗中的關係型問題分量表來測量關係型概念。得分越高表示

關係型概念的認知表現越佳，反之則越差。

3.理論型問題

理論型問題是最高層次的問題，係指人類創設的抽象概念，用來統整歸納類似經驗，並進一

步通則化後所產生的抽象概念系統。本研究以上述封閉式紙筆測驗中的理論型問題分量表來測量

理論型概念。得分越高表示理論型概念的認知表現越佳，反之則越差。

4.迷思概念改變

綜合Maria（1997）等說法，係指兒童在日常生活中對於自然現象或某概念，已有一套自己

的觀察和詮釋；或接受正式教學後，因同化不當而產生不周全的解釋。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及前

導研究，自編「地球的運動」開放式紙筆測驗來測量兒童的迷思概念。得分越高表示迷思概念越

少；反之則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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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綜合地球運動的描述性研究，發現國小二到四年級偏向於最初模式及綜合模式，五、

六年級包括最初模式、綜合模式及科學模式，國中一、二年級較接近科學模式或科學模式，顯示

六年級兒童的地球運動概念正屬於轉型階段，適合進行教學實驗，透過教學而改變迷思概念，故

本研究以高、低空間能力且具有迷思概念的六年級學生做為研究對象。而高、低空間能力者分別

為總人數前、後33﹪者。依據群集隨機抽樣，隨機選取兩所國民小學，每所學校隨機抽取四個班

級進行正式教學實驗，並在選取的學校中隨機分派各班所參加的組別。教學實驗前實施空間能力

測驗、地球的運動開放式紙筆測驗，並考慮各組性別平均分配等因素，最後選出樣本128位（男

女生各半），參與本實驗課程及測驗等全部事宜。因研究對象在迷思概念方面皆涵括最初模式、

綜合模式、科學模式，故其特質與母群體的性質相接近。

因為實驗設計係以班級為抽樣單位，而統計方法採真正實驗設計之統計分析方法。故確定研

究對象後，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四個班級兒童的基本能力及前測是否有顯著差異，結果並無差異

（自然學科成績：F（3,124）＝1.15，p＞.05；迷思概念：F（3,124）＝.52，p＞.05），顯示「組

間平衡」。且共變數矩陣同質性考驗的結果顯示Box's M值為25.772，p＝.276，檢定未達.05顯著

水準，顯示合乎變異數同質的假定。

二、研究工具

（一）地球的運動開放式紙筆測驗

施測目的是在教學前引出兒童的迷思概念、考驗分組同質性，及做為概念改變效果指標之

一 。 本 研 究 參 考 Atwood & Atwood（ 1996） 、 Crews（ 1990） 、 Vosniadou & Brewer

（1994a,1994b）、趙金婷（民88）等研究及地球運動專家概念圖編成初稿。請三位專家教師評估

適切性、預試及晤談後修正為正式題目。

內容包括地球形狀、重力概念、晝夜成因、四季成因等主要概念。題型分為事實性與生產性

問題，前者是兒童可以從課本中找到答案；後者則必須將自己的概念知識形成生產性模式，才能

正確回答。且專家評定生產性問題（二）的難度高於生產性問題（一）。其雙向細目表參見表

1。

在信度方面，隨機抽取二十份測驗，得到評分者信度為.96。

概念內容

題 數問題類型 

事實性問題

生產性問題（一）

生產性問題（二）

地球形狀 重力概念 晝夜成因 四季成因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表1  地球的運動開放式紙筆測驗的概念內容與問題類型雙向細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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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球的運動封閉式紙筆測驗

施測目的是做為概念改變效果指標之一。本研究參考Hulse, Egeth, & Deese（1980）、King

（1994）等研究將概念由弱到強依次分為定義型、關係型、理論型三個層次，編擬初稿後經三位

專家教師評估適切性，再晤談六位兒童修正而成。

其內容與地球的運動開放式紙筆測驗相同，類型如下：

1.定義型問題－描述自然現象或事物特性的問題。共11題。如「地球自轉方向是由西向東

轉」。

2.關係型問題－描述自然現象或事物關係的問題。共15題。如「月亮和星星都是從哪一方升

起？」。

3.理論型問題－是人類用來統整歸納類似經驗，並進一步通則化後所產生的抽象概念系統。

但因為地球運動是星球相對運動的主題，所以關係型與理論型問題極易混淆，因此本研究的理論

型問題必須先讓兒童粹取概念通則化後並做假設演繹的思考方能回答。共11題。如「假如地球自

轉的方向是由南向北，則太陽會從哪一方升起？」

答對1題給1分，受試者在定義型、關係型、理論型問題的分數越高，就表示該類型概念表現

越佳。其雙向細目表請參見表2。

定義型 關係型 理論型 題數總計

表2  地球的運動封閉式紙筆測驗的概念內容與問題類型雙向細目表

1.地球形狀

2.地心引力

3.地球自轉

   3-1.自轉方向

   3-2.自轉週期

   3-3.自轉效應（形成晝夜）

4.地球公轉

   4-1.公轉方向

   4-2.公轉週期

   4-3.公轉效應一（形成四季）

   4-4.公轉效應二（晝夜長短）

   4-5.公轉效應三（地軸傾斜）

   4-6.公轉效應四（陽光直射位置）

1

1

1

1

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2

1

1

1

1

4

1

1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1

3

3

3

3

4

3

3

3

3

6

3

37題數總計

概念內容

題數 問題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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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台北市兩所國小共220位六年級兒童進行預試，定義型、關係型、理論型問題的難

度約分別落在.70∼.97、.40∼.69、.10∼.39的範圍，鑑別度皆為正值。折半信度（斯布校正公式）

為.87，KR信度係數為.83。定義型、關係型、理論型分測驗的折半信度（斯布校正公式）分別

為.60、.65、.62。以自然科第二次月考成績為效標，取得同時效度為.67。

（三）空間能力紙筆測驗

施測目的主要有二：首先作為評量高低空間能力的工具；其次依據評量結果進行分組教學。

係使用路君約、盧欽銘、歐滄和（民83）編著的《多因素性向測驗》的空間關係分測驗。該測驗

將空間關係定義為「測量空間知覺的能力，即將二度平面操弄成三度實體，以心理想像加以操

弄，以補充平面圖的不足。」因為兒童學習地球的運動時必須將課本呈現的地球自轉和公轉的二

度空間平面圖，在心理上想像成立體事物並進行三度空間運作及轉換，故使用該測驗進行評量。

本研究並評估其題數及難度較適合六年級兒童，以自然科高、低成就各八位兒童進行預試，

結果可行方使用之。答對1題給1分，最高為32分；得分越高，表示空間能力較強。間隔兩週的重

測信度為.68，內部一致性信度為.80。以區分性向測驗的空間關係分測驗為效標，測得同時效度

為.58。

（四）「地球的運動」的實驗課程

本課程目的是嘗試瞭解概念改變教學策略之效果，並編製學生手冊。內容以84年國立編譯館

編第11冊自然科學課本「地球的運動」單元為主，分別依深層與淺層處理的教學層次加入新奇問

題與傳統問題。編擬初稿後，請兩位兒童閱讀，並以專家評估表蒐集三位專家意見，結果頗為一

致。專家係指具有國小自然科學五年以上教學經驗的教師。

深層處理的教學步驟係參考Biemans & Simons（1995）的觀念對質教學原則，以台北市某國

小六年級具有迷思概念及高、低空間能力共6位兒童，進行前導研究，修正後實施。步驟如下：

1.概念引出：呈現前測及前導問題，了解兒童的最初概念。並融合前導問題與迷思概念作為

反例，讓兒童說出看法或預測。

2.瞭解概念差異：小組討論以了解概念差異（個別學習組則改為自行思考解決問題）。

3.比較迷思觀點和科學觀點：教師呈現或利用兒童提出的科學觀點，要求兒童辯論，使其對

現存概念不滿意。

4.呈現文本。

5.應用科學概念：提供兒童在新奇脈絡中使用科學概念的機會。

6.以觀念問題測量概念品質：讓兒童使用習得概念說明日常生活現象或解決問題，使概念活

潑化。

淺層處理的教學步驟大致相同，但只使用前測引出迷思概念、直接教導新概念、未比較迷思

與科學觀點之差異；在相似脈絡中使用科學概念，即出現的問題與課本原本所呈現的問題相同；

也不提供觀念問題測量概念品質。例如，課本的傳統問題是：「地球的形狀接近什麼形？」，先

讓兒童仔細觀察課本圖片之後，再予以回答「圓形」，但這與兒童原本看到的地平面是平坦的有

所衝突；而實驗課程的問題是：「從日常生活中如何證明地球是圓形的？」，讓兒童綜合日常觀

察所得，重新思考該問題，而不是只有仔細觀察該圖形就可以回答之。

（五）合作學習前的暖身活動

係參考Brush（1997）等研究，設計一般領域活動、特定領域活動、總結活動的暖身活動。

以台北市某國小六年級某班25位兒童進行預試，修正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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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設計

本研究採2×2×2三因子獨立樣本準實驗研究設計。第一個自變項為空間能力，分為高、低

空間能力。第二個自變項為教學層次，分為淺層與深層處理。第三個自變項為學習方式，分為個

別與合作學習。依變項為定義型、關係型、理論型概念、迷思概念改變。

實驗設計（見表3）是依空間能力測驗結果將兒童前33﹪和後33﹪分為高、低空間能力者。

然後以班級為單位，隨機將高、低空間能力者異質配對，再隨機指派班級為各實驗組別。每組細

格人數雖然只有16人，但因為Fraenkel & Wallen認為實驗研究對象若受到嚴謹控制，一組的樣本

數只有15個也是可以接受的（楊夢麗、謝水南，2004）。

四、實施程序

（一）進行暖身活動：

乃針對配對合作學習組而設計，共需20分鐘，目的是讓兒童感受合作組內互動，增強兒童合

作學習的相依和績效責任。

（二）進行教學實驗：

在教學實驗方面，研究者分別在台北市文山區甲國小與乙國小進行兩週之教學實驗。表3的

八個實驗組都接受「地球的運動」單元課程，本單元共為320分鐘，每週四節課，皆為原本課程

的正式上課時間，共需兩週。各實驗組雖然進行相同的單元，但X1、X2、X5、X6等四組使用深

層處理組的教學活動設計和教材；而X3、X4、X7、X8等四組則使用淺層處理組的教學活動設計

和教材。

在教學實驗過程中並控制其他可能干擾實驗結果的變項。在教學者方面，由研究者依照所擬

定的教案與進度表，擔任上述八組的教學工作。在教學時間方面，各組接受教學的時間相同，均

需兩週8節課（每節40分鐘）。在實驗處理日期方面，各組學習者學習的時間是同一段時間，以

控制成長所帶來的影響。

表3  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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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即後測：

實驗課程結束後一週內，對各組實施立即後測，包括地球的運動開放式紙筆測驗、地球的運

動封閉式紙筆測驗。

（四）資料分析：

以三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假設，.05為顯著水準在分析時必須注意三因子交互作用效果

是否達顯著水準，若達顯著水準，則應先注意到單純交互作用的分析，以發現單純－單純主要效

果的差異，而不要先注意到主要效果，以免造成錯誤結論。

參、研究結果

一、空間能力、教學層次、學習方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的
交互作用效果

由表4可知三因子交互作用不顯著（Λ值＝.93，p＞.05），即空間能力、教學層次、學習方

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未具有交互作用，故研究假設一未獲支持。而eta partial squared

結果顯示空間能力、教學層次、學習方式分別依序可以解釋總變異量47.1﹪、62.4﹪、6.1﹪；而

空間能力與教學層次、教學層次與學習方式、空間能力與學習方式的交互作用分別依序可以解釋

總變異量4.2﹪、17.1﹪、9.5﹪，而三因子的交互作用則能解釋總變異量的7.2﹪。

二、空間能力與教學層次之交互作用效果

由表4可知空間能力與教學層次的二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故研究假設二未獲支持。

三、教學層次與學習方式之交互作用效果

由表4可知三因子交互作用不顯著，而教學層次與學習方式的二因子交互作用達顯著，故研

究假設三獲得支持。進行單純主要效果考驗後，發現教學層次在個別學習上有差異（Λ值＝.66，

p＜.05）。觀察分測驗的F考驗，發現概念改變的四個指標皆達顯著差異（定義型：F＝4.69，p

表4  空間能力×教學層次×學習方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各項測驗的三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N=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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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關係型：F＝16.89，p＜.05；理論型：F＝3.94，p＜.05；迷思概念改變：F＝56.96，p

＜.05）。信賴區間考驗結果發現個別學習時，深層處理在四個指標上皆優於淺層處理。

教學層次在合作學習上有差異（Λ值＝.44，p＜.05）。觀察分測驗的F考驗，發現概念改變

的四個指標皆達顯著差異（定義型：F＝13.55，p＜.05；關係型：F＝40.35，p＜.05；理論型：F

＝30.46，p＜.05；迷思概念改變：F＝147.96，p＜.05）。信賴區間考驗結果發現合作學習時，深

層處理者在四個指標上皆優於淺層處理者。

學習方式在深層處理上有顯著差異（Λ值＝.87，p＜.05）。觀察分測驗的F考驗，發現較高

層次認知表現的差異達顯著（關係型：F＝7.12，p＜.05；理論型：F＝12.50，p＜.05；迷思概念

改變：F＝11.99，p＜.05）。信賴區間考驗結果發現深層處理時，合作學習在關係型、理論型、

迷思概念改變上優於個別學習。

然而，學習方式在淺層處理上未達顯著差異（Λ值＝.98，p＞.05）。

以Sharma（1996）的區別函數係數，求得區別函數分數，畫出圖1，發現：（1）不論個別或

合作學習時，深層處理的表現優於淺層處理。（2）深層處理時，合作學習的表現優於個別學

習；淺層處理時，個別與合作學習並無差異。

四、空間能力與學習方式的交互作用效果

因空間能力與學習方式的交互作用達顯著（Λ值＝.83，p＜.05），故研究假設四獲得支持。

進行單純主要效果考驗後，發現：空間能力在個別學習上有差異（Λ值＝.51，p＜.05）。觀察分

測驗的 F 考驗，發現四個指標皆達顯著差異（定義型：F＝27.00，p＜.05；關係型：F＝64.96，

p＜.05；理論型：F＝61.05，p＜.05；迷思概念改變：F＝77.26，p＜.05）。信賴區間考驗結果發

現個別學習時，高空間能力者在四個指標上皆優於低空間能力者。

空間能力在合作學習上有差異（Λ值＝.87，p＜.05）。觀察分測驗的F考驗，發現四個指標

皆達顯著差異（定義型：F＝10.55，p＜.05；關係型：F＝8.62，p＜.05； 理論型：F＝7.11，

p＜.05；迷思概念改變：F＝8.07，p＜.05）。信賴區間考驗結果發現合作學習時，高空間能力者

在四個指標上皆優於低空間能力者。

學習方式在高空間能力上未達顯著差異（Λ值＝.97，p＞.05），即高空間能力者的概念改變

效果不會因學習方式不同而有差異。

學習方式在低空間能力上有差異（Λ值＝.81，p＜.05）。觀察分測驗的F考驗，發現較高層

次認知表現的差異達顯著（定義型：F＝2.30，p＞.05；關係型：F＝16.89，p＜.05；理論型：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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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p＜.05；迷思概念改變：F＝17.05，p＜.05）。信賴區間考驗結果發現低空間能力者合

作學習時，在關係型、理論型、迷思概念改變優於個別學習組。

空間能力與學習方式的交互作用圖，如圖2，發現：（1）不論個別或合作學習，高空間能力

者的表現優於低空間能力者。（2）低空間能力者，合作學習的表現優於個別學習；高空間能力

者，個別與合作學習的表現無差異。

肆、討論、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之討論與結論

（一）空間能力、教學層次與學習方式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未具有交互作用；且空間能

力與教學層次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改變上未具有交互作用。

本研究雖未發現空間能力、教學層次與學習方式三個變項之間具有交互作用，且未發現空間

能力與教學層次在兒童地球的運動概念上有交互作用。但仍不宜在此定論，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

探究。

（二）教學層次與學習方式有交互作用存在－不論個別或合作學習，深層處理皆優於淺層處理；

個別與合作學習的效果會因教學層次不同而有差異。

1不論個別或合作學習，深層處理的概念改變效果，包括定義型、關係型、理論型概念或迷思概

念改變上皆優於淺層處理。這與Palmer & Flanagan（1997）、Niaz（1998）的發現相同，但與

Chang & Barufaldi（1997）不同。Chang & Barufaldi發現深層處理者在迷思概念改變會優於淺

層處理者，但知識性問題則無差異。但本研究發現深層處理組即使是知識性問題的改變也會優

於淺層處理組，探究其原因可能有二：（1）研究者在預試及實驗過程中發現接受深層處理

時，兒童必須花費心力操弄手電筒、假人、假船、地球儀、輔助繩線等輔助教材及深入思考

後，才能真正瞭解地球形狀、重力概念、地球自轉、地球公轉的意義及相關效應。但接受淺層

處理組的兒童不但較不願意花時間操弄外，且認為學習單的答案就在課本中，直接抄及課本答

案完成工作單後，便從事與作業活動無關的行為，而不願進一步深層思考。（2）這與Peterson

等人（1989）發現當受試者從事較難的問題時，大腦皮質的相關區域會產生大量活動，而不只

限於某個區域的腦神經活動的主張相呼應。

而本研究與其他研究相同的地方是深層處理比淺層處理更能產生概念改變，係因深層處理

不但在學習過程中能引發反省，且較容易引發兒童的迷思概念，產生科學概念與迷思概念間的

認知衝突，進而引起認知發展和重建認知基模的動機；但淺層處理在學習過程中，僅呈現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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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在兒童現存信念脈絡無法產生意義，因此不能促進概念改變。就如Battista（1999）所言，

若非必要，兒童不會為了瞭解夥伴所說的概念，而重新建構概念結構。

2深層處理時，合作學習的概念改變效果在較高層次的認知表現上效果優於個別學習。這與

Bisard & Zeilik（1998）的發現相同。歸納其因素有二：（1）社會互動的多寡－合作學習若使

用新奇問題，會產生較多的社會互動、互質而達成問題解決方案的共識，有較佳的長期記憶；

（2）專家聲明（expert pronouncements）的出現時機：個別學習時，則會使專家聲明提早出

現，抑制他人的思考活動及基本的社會互動。故兒童小組合作時，若嘗試藉由質問而尋找問題

解決方案時，會造成較佳的認知表現；若不努力理解，則會因時間及多樣訊息的沖刷，而造成

較差的認知表現。

3淺層處理時，個別與合作學習的概念改變效果無差異。這與Burnett（1995）的發現相同，

Burnett認為若合作學習只是讓不同能力的學生一起完成低層次的學習單或問題，其認知表現不

會優於個別學習的方式。但與Jehng（1997）不同，他發現合作學習的高能力者若無適當引

導，會因認知迴歸而表現低於個別學習。

雖然本研究從統計考驗中並無法證明認知迴歸現象的產生，但在交互作用圖中顯示高能力

者在淺層處理時，合作學習的概念改變效果低於個別學習者，這說明應有認知迴歸的趨勢，但

未達顯著水準。有可能是因為淺層處理的難度不夠簡單，或有些合作學習的高能力兒童以支配

者自居，自行解答問題、使用教具及探索，完全忽略低能力者，故未產生認知迴歸，但有待進

一步探究。

（三）空間能力與學習方式有交互作用存在－不論個別或合作學習，高空間能力者的概念改變效

果優於低空間能力者；個別與合作學習的效果會因空間能力不同而有差異。

1不論個別或合作學習，高空間能力者的概念改變效果皆優於低空間能力者，證明學習地球的運

動確實需使用到空間能力，這與Kozhevnikov, Hegarty, & Mayer（1999）的觀點不謀而合。

2高空間能力者，個別與合作學習的概念改變效果並無差異。這與Mills & Durden（1992）的發

現不同。他們發現高能力者，個別學習的效果優於合作學習，因合作學習時，低能力者的獲益

是來自高能力者的犧牲－缺乏彈性和獨立學習的機會。本研究發現個別與合作學習的高空間能

力者無差異，可能是因為深層處理的問題難度需再提昇，但有待進一步探究。

3低空間能力者，合作學習的概念改變效果優於個別學習。這與Mills & Durden（1992）的發現

相同，因合作學習的高能力者會以較快的速度引導低能力者或示範認知策略，使低能力者較具

信心；並主動督促低能力者繼續從事學習活動。但個別學習時，示範者消失會造成低能力者學

習動機低落及失去信心，故低能力者明顯地從合作學習中獲益。

二、建　　議

1深層處理的教學在迷思概念改變中佔有重要的角色，故可將兒童常見的迷思概念編入課程中，

進行觀念對質，以利進行迷思概念改變教學。

本研究發現不論個別或合作學習，深層處理皆優於淺層處理。故建議教師在進行自然科學

教學前應先瞭解兒童的迷思概念，僅告知正確的科學知識，並使用高度科學的語言來表達並無

法有效地改變兒童的迷思概念。引出及利用兒童觀點時，最好能將兒童常見的迷思概念編入課

程中，進行觀念對質的教學，提供詮釋及爭辯事件關係的機會，使兒童對現存概念不滿意，概

念改變效果必然較佳。

2合作學習並非教學方法的萬靈丹，仍需配合適當的學習單及教學活動，才能讓兒童產生較高的

認知表現。

本研究發現合作學習時所使用的作業及教學過程仍佔有重要的角色，許多研究使用合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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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時，只使用合作團體，讓不同能力的兒童一起完成低層次的學習單或問題，其認知表現並不

會優於個別學習者。反之，若給予適當的學習單或教學活動，則合作學習才能比個別學習讓兒

童產生較高層次的認知表現。

3合作學習的分組方式應該依據學習單元所涉及的主要能力來分組，而不應一味地使用學業成績

作為合作學習的分組能力指標。

大部分的合作學習分組方式，皆以學業成績作為分組能力指標。然而，本研究發現不論個

別或合作學習，高空間能力者的概念改變效果皆優於低空間能力者，證明學習地球的運動確實

需使用到空間能力。故在進行地球的運動教學時，教師可嘗試以空間能力來進行分組合作，可

能可以達到最佳效果，但仍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探究在學習地球的運動時，以空間能力為指標

的分組方式，會優於以學業成績為指標者。

4比較異質與同質分組合作學習對不同能力兒童的影響之方向。

本研究發現異質分組合作學習並非適用所有兒童，故未來研究可以再深入探討及比較異質

合作學習、同質合作學習對不同能力兒童的影響。包括高能力者對合作學習的感覺如何？對自

己必須引導低能力者的義務感覺如何？何者為產生認知迴歸的重要因素？以達成最佳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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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employe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e researchers experimented on 128

students from two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1） to design

the teaching curricula of contextual nature for conceptual change; （2） to identif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earning styles and processing levels; （3）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earning styles and spatial abilities.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learning by deep

processing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learning by superficial processing. The effect

of cooperative dyads depended on the levels of processing and spatial ability.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eaching and future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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