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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太陽能電池知多少？」之環境議題

的教學前後，國小六年級學生之能源相關概念與科學素養的變化。

參與學生是宜蘭市某國小六年級的兩個班級學生，共計 65名學童。

研究工具主要包含兩份問卷：一份為科學素養量表（稱為3C素養），

用以了解學生科學能力素養、自信素養與合作素養的表現；另一份

為太陽能電池知識問卷，檢測學生對於能源、電池、太陽能、節能

減碳等面向的瞭解。分析結果顯示，在教學後，學生之能源、電池、

太陽能的概念有顯著的提升，但對節能減碳的認知則無顯著提升；

科學素養向度中，僅自信素養有顯著的差異。進一步分析學生自然

科學業成績與 3C 素養表現，發現具有顯著之相關性；在教學後，

高分組學生在自信素養方面具有顯著之差異，而低分組學生則在科

學能力素養與自信素養方面具有顯著之差異。研究結果建議，議題

教學可以提供合作學習的機會，進而有效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特

別是對自然科學習成就較低者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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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現代公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經常面臨科技發展和資源開發利用所造成之社

會與環境的爭議，又稱為社會性環境議題（socio-environmental issue）（Krogman 

& Darlington, 1996），如：氣候變遷、再生能源、核能等議題。而引發爭議的

原因來自人們彼此間對該議題所持立場不同而產生價值觀上的衝突（Solomon, 

1990; Wessel, 1980）。這類議題因受到公眾的關注，常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

然而議題所具有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往往被忽略，而造成報導內容的偏頗引發

更多的爭議和恐慌（黃俊儒、簡妙如，2006）。如何處理及因應這些議題，並

做出適當的決策（decision-making），即科學素養的一項表徵，而「科學素養」

則為科學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 （Driver, Newton, & Osborne, 2000; Kolstø, 

2001）。美國、英國及加拿大的重要科學教育政策報告中均指出，一個具備科

學素養的公民應該有能力閱讀科學報導、判斷媒體論述的科學性，並進一步參

與相關議題的討論（Aikenhead, 1990; Millar & Osborne, 1998;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6; Wellington, 1991）。DeBoer（2000）指出，提升科學素養的教育

應該要能夠培養學生關注科學與科技所引發的議題，蒐集關於議題的論述，並

對其內容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和討論，且真實參與生活中科學相關議題的對話。 

提 倡 將 此 類 科 學 ─ 科 技 ─ 社 會 ─ 環 境

（Science-technology-society-environment, STSE）議題作為學校主題課程的設

計，在加拿大已行之有年（Aikenhead, 1994; Pedretti, 2003），其將原有科學─

科技─社會（STS）課程延伸，加入環境的主題，且更強調議題所具有的爭論

性、複雜性及道德判斷的意涵。利用議題所產生之價值對立的情境，提供學生

探索多元面向觀點，包容各種不同的意見，培養民主的素養，同時也豐富課程

內容使其具有跨學科領域之特性（Pedretti, 1999）。不論是社會性環境議題或

STSE 議題，當納入學校教學時，皆應考慮議題內容是否與受教者的經驗相關，

因此有許多研究建議以地方性的議題且配合時事的題材為優先（許世璋，2001；

Pedretti, 1999; Sadler, 2004），因這類議題較具切身性，故能提高學生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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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擬定解決策略的意願。 

能源議題是國際間關注的焦點，對臺灣而言，能源使用分配及發展政策等

各項議題更是國內民眾關心的事。臺灣為能源輸入國，99% 以上的能源需仰

賴國外進口，1970 年代至今不斷有化石燃料儲量減少的能源危機問題，又隨

著氣候變遷議題受到重視，減少因燃燒化石燃料產生高碳排放的發電需求，發

展再生能源已是各國能源政策及研發的重點。太陽能在各種再生能源中被認為

具有來源穩定且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特性，因此台灣自 1970 年代的石油危

機時期即開始投入大量資源以開發太陽能的儲存和使用，即太陽能電池的發展，

近年來政府更大力推展綠能科技，其中太陽能電池產業即是六大新興產業之一。

然而太陽能電池元件的製程有使用到重金屬元素，因此不論是生產或廢棄電池

處理皆有可能造成環境的污染，改良太陽能電池效率的技術研發不斷推陳出新，

目標是降低成本、減少污染和提高轉換率，政府為扶植此類產品研發已投入大

量經費，但仍需面對成本與潔淨度的抉擇，亦即減少污染則無法降低成本的兩

難困境（Gale, 2008）。本研究將太陽能電池產業發展的爭議視為一科技引發的

社會性環境議題，以此作為本議題教學主題。 

綜前所述，本研究藉由「太陽能電池」替代能源之開發與利用所產生之社

會性環境議題進行教學，實踐九年一貫課程中強調的幾項基本能力：「表達、

溝通與分享」、「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運用科技與資訊」、「主動探索與研

究」、「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同時探討國小六年級學生在經過議題教學後，

學生在上述基本能力中的科學能力、合作和自信等科學素養面向的表現是否有

所改變。 

貳、文獻探討 

一、科學素養 

一九六一年美國國家科學教師聯盟（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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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A）課程委員會在其「七十年代的科學教育聲明」中提出科學教育的主要

目標在培養具有科學素養的公民以來，科學素養已逐漸成為大多數國家科學教

育的目標與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人類適存於世界的重要能力（許良榮，1991）。

儘管學生的科學素養一直被奉為當代科學教育的基本目標，但科學教育學者對

於科學素養的定義沒有一致的結論，對科學素養的爭議也一直沒有間斷過，科

學素養範圍包含甚廣，內涵又極為抽象，國內外學者所著重的領域不同，對科

學素養的定義及內涵的解釋也有所不同。Bybee（1997）曾將科學素養可分成

四個等級，依程度低至高分別為：名義性科學素養、功能性科學素養、概念性

科學素養和多向度科學素養；Bybee（2008）特別將環境資源的議題視為培養

科學素養的重要情境，文中提及國際學生成就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1，其所定義之「科學素養」不

僅包括科學探究能力的培養，還需具備與他人溝通合作的能力，進而滿足未來

社會環境的需求（Kouba et al., 1998; Langer, Applebee, & Nystrand, 1995）。 

呼應國際科學素養評量趨勢，我國科學教育學者也致力於發展課程，培養

學生具有科學能力（Competency）、合作（Cooperation）與自信（Confidence）

三個面向的表現，簡稱為 3C 素養（Chang et al., 2011；鄭湧涇，2006），期望

透過革新的科學課程達成下列目標： 

1. 讓學生在具備科學學習自信的基礎以及合作的社群之中，發展學習科

學之能力； 

2. 建立一個能夠培養學生科學能力及自信的合作學習社群； 

3. 基於學生所擅長的能力，透過合作學習的社群，建立學生對科學學習

的自信。 

3C 素養各個面向分別為：1）科學能力素養：指學生在科學學習過程中，

所應培養具備獨立與合作進行科學探究的知識與技術，且能與他人討論並分享

科學觀點與發現之整體能力，又分為科學探究（scientific inquiry）和溝通

                                                 
1
 此評量計畫是歐洲經濟共同體（OECD）自 1997 年起展開的，該評量強調三

種主要的能力：使用工具與環境互動、與不同種類的人群互動、能夠經營自己

的生活（OEC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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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等兩個向度；2）合作素養：指團體中的每一個體都能夠互

相依賴（interdependency）、發展出正向的互動關係，且個人對團體具有責任

感（responsibility），朝向提升個人績效觀念、促成團體及個人智能及心理成長；

3）自信素養：在科學學習情境中，對於自己能夠完成各項科學學習活動以及

在學習社群中個人價值之整體信念，包含自尊（self-esteem）和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等兩個向度。 

本研究關於科學素養的探討係採用前述我國學者所定義的 3C 素養，並引

用其所發展的評量工具，主要是因為該課程研究理念兼具國際趨勢和本土特性，

並且也建議以科學科技引發之社會議題作為教學取向，以培養學生的科學素

養。 

二、環境議題與議題教學 

本文使用環境議題一詞，乃延續李麗菁與劉湘瑤（2006）的定義，強調議

題事件中的爭議性，根據林樹聲（2004）的歸類，關於科技開發造成環境污染

和生態保育的問題以及環境資源利用方式等皆屬於環境議題的範疇。國外文獻

亦使用社會性環境議題（socio-environmental issues），認為其內涵不僅是解決

環境問題的科學研究過程，也包括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等

因素（Krogman & Darlington, 1996）。科學教育領域慣用的 STS 教學，也將環

境議題納入探討的主題，因而有 STSE 或 E-STS 的名詞（汪靜明，2000），其

原意是將 STS 的課程概念運用在以環境議題為焦點的教學上，但 Pedretti（2003）

更進一步強調此類課程內涵包括了永續發展、判斷決策、道德推理和行動等要

素，反映出跨學科、多元觀點和行動導向的特性。 

學校不僅是傳遞知識的地方，更是培養學生成為積極參與公眾事務公民的

殿堂。由於環境議題具即時性和批判性的特點，不但易引發學生興趣，亦可透

過討論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關懷社區、關切環境的能力，進而採取相關的行動

策略。教育部（2003）頒佈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其中環境教育的分段能力指

標中明確地將「能比較國內不同區域性環境議題的特徵」（指標編號 2-2-3）、「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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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思考不同區域性環境問題的原因與研判可能的解決方式」（編號 4-2-3），

列為第二階段，即國小四、五、六年級應達成的能力，足見環境議題教學在國

小階段實施的合理性。黃朝恩（1995）認為議題分析法與公民素養的訓練有著

密切的關係，尤其在「國民教育階段」中有其迫切加強的必要，學生必須能夠

做出獨立思考和判斷。透過議題的教學，可以促進學生了解議題的本質、展現

民主素養與社會責任、提升學生表達、傾聽和批判思考的能力（Oulton, Dillon, 

& Grace, 2004；林樹聲，2004）。林樹聲（2004）對議題教學提出幾點建議： 

1. 教材的選擇宜配合學生的背景、興趣，並兼具全球性和地區性。 

2. 教學方式可採辯論、角色扮演、小組討論、風險評估、個案調查、新

聞批判等方式。討論議題時必須瞭解幾個部分：「對爭議的問題界定」、

「涉及爭議的各團體立場」、「評估各個解決方案的證據或理由」、「對

爭議欲採取的行動」、「對其他爭議的認知」。 

3. 評量方式可採開放性試題的筆試、書面或口頭報告、課室觀察、實地

研究、檔案評量。 

教師在教學中必須摒棄個人的意識型態，忠實且中立地引導學生去討論各

個團體對爭議的立場。 

從以上的論述可知，議題教學內涵具有跨學科思考、做決定上的兩難和涉

及價值判斷等特色（Barrow & Germann, 1987）。在科學課程中融入這類議題，

是能有效的增進學生科學素養的教學策略之一（林樹聲、黃柏鴻，2009）。進

行議題的教學，不是單純的理解議題相關內容概念，或是要獲得一個共識下的

解決方法，而是讓學生經歷討論的過程，了解議題中的兩難情形，釐清不同觀

點，並對各種證據進行審慎評估（Kolstø, 2001; Ratcliffe & Grace, 2003）。從先

前研究提出的爭論性議題的教學模式，可歸納出共同的特性，都是由引起學生

參與探索議題動機，到引介概念讓學生瞭解爭議事件發生的情境脈絡，進而透

過同儕討論釐清爭議，瞭解不同立場者之看法，最後則是根據各種面向考量對

議題做出決定或採取行動（Patronis, Potari, & Spiliotopoulou, 1999; Yager, 1996）。

國內學者林樹聲（2005）曾針對國小學童進行爭議性議題教學所設計的教學模

式，分為參與、引介概念和事實、釐清爭議和做決定等四個階段，此亦為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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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設計教學活動依據之模式。 

三、太陽能科技發展議題 

能源議題是本世紀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在人類一個多世紀來享受能源帶來

的便利之歷史中，同樣也歷經了一連串重大的挑戰，石油和煤礦等化石燃料的

使用，帶動了經濟快速成長，卻也因需求量快速增加而導致能源危機。一九七

0 年代石油危機，重創全球經濟，石油供應疑慮驟升，加上和煤炭相同的高污

染問題，在地球暖化問題日趨嚴重以及環保意識的抬頭下，先進國家紛紛投入

尋找無污染的替代能源，或稱為再生能源或綠色能源。 

在綠色能源的構思下，風力發電、潮汐發電、氫燃料電池及太陽能電池等

能源產業開始受到注目，其中又以太陽能電池最受到期盼。雖然以發電效率和

技術成熟度而言，太陽光能並不是最優秀，但為何太陽光能是目前最被看好的

再生能源？ 

太陽能發電是利用半導體材料所製作出的太陽能電池，將光能轉換成電能，

因半導體技術的進步，使製作太陽能電池的成本下降同時效率也提升，使太陽

能電池的使用普及化（呂宗昕，2009）。太陽能電池是利用材料本身對光之敏

感性做能量的轉換，而且能夠在吸收太陽光能量後直接轉換成電能的一個光電

元件。太陽能電池發展從第一代以矽為主的材料，到第三代染料敏化和有機高

分子太陽能電池，不同的製造材料其成本和效能也有不同（呂宗昕，2009）。

太陽能電池製程的不同，為環境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依據陳子泰（2008）和

經濟部工業局（2007）兩份報告指出，臺灣太陽能電池產業鏈上、中、下游的

污染源分別為：上游產業以材料處理為主，污染源有切割、浸蝕、洗淨的廢水

污染，晶圓製造程序產生的廢氣污染（廢氣種類有 HF、HNO3、NH3）；中游

產業製程之廢水污染源主要有晶圓清洗、蝕刻、蒸鍍等處理後產生各類酸鹼廢

液及酸鹼廢水或氟系廢水，蝕刻、蒸鍍使用異丙醇或鹵素化合物等氣體，所產

生的有機廢氣、無機酸氣及碳氫化合物氣體等；下游產製過程的污染同樣有洗

滌廢水、揮發性有機氣體和廢棄物等，這些污染排放物也多對人類健康有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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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雖然一般認定使用太陽能相較於傳統能源技術對環境的影響較小，但往往

忽略太陽能電池製造過程中所產生的環境成本。本研究認為教學上應將這類題

材視為科技議題，適時呈現其背後隱含的多元觀點，介紹此科技產業發展可能

引發的影響，讓學生能透過討論和議題釐清的過程，將所學的科學知識與生活

經驗和社會脈動連結。 

參、研究目的與問題 

從前述的文獻探討，可預設透過環境議題教學除了可增進學生的科學概念

知識外，也因議題探討常採用小組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可以提升學生團隊合

作的技能，並建立批判思考能力和論證能力，同時也藉由探究過程中獲得新知

而增加自信心。本研究以能源新興科技發展的議題設計一教學單元──「太陽

能電池知多少？」，探討此教學對國小六年級學生在能源、電池、太陽能和節

能減碳等科學概念認知以及科學素養是否有所提升。欲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1. 議題教學前、後，學生對於太陽能電池之相關科學概念認知是否有改

變？ 

2. 學生在經過議題教學後，在科學能力素養、合作素養和自信素養（3C

素養）表現是否有顯著不同？ 

3. 議題教學的成效在不同的科學學習成就學生上是否有差異？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單組前後測設計，並輔以質性資料分析，以瞭解進行太陽能電池

議題教學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議題知識和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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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 

進行研究的國小位於宜蘭市中心，學生家長的職業以工、商和軍教業為主。

全校總班級數有 55 班，屬大型學校。 

本研究以太陽能電池議題為教材，適合融入國小六年級學生的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的課程內容，因其一教學單元論及人類「開發」行為造成環境「破壞」

的議題，此年級學童之表達能力與收集資料能力均較佳。本文第一作者於本研

究進行時擔任此年段的教師，在該校任教年資有 13 年，其中有長達 8 年擔任

自然與生活科技之科任教師。故本研究選取六年級兩個班級 65 名學童參與本

議題教學的對象。 

二、教學設計 

本研究之教學目的是為了增加學生太陽能、太陽能電池的知識，並對議題

中具有爭議的內容進行討論。前述文獻探討論及議題教學的模式，大致上包含

引起學生參與議題探索的動機，認識爭議的背景知識，釐清爭議內容，最後做

出決定或行動計畫，因此本研究參考林樹聲（2005）提出「參與、引介概念和

事實、釐清爭議、做決定」等四階段的教學模式設計教學活動。本研究的教學

對象為國小學生，要他們對太陽能電池後續的發展做出決定，在此學習階段較

難完成，因此本教學目標主要是以培養學生慎思熟慮，深入瞭解此議題並對科

技應用有批判思考的能力。故將最後一個階段的教學活動改為「行動承諾」，

讓學生就太陽能電池的發電成本、轉換效率和製程污染等議題探討後產生的問

題，詢問從事太陽能電池研發的專家，透過如此的對談，瞭解我國與其他國家

在科技研發上所投入的努力，也同時思考人類生存在地球必須擔負的責任，最

後讓學生完成學習單為保護地球許下承諾。教學活動簡案如表 1 所示，授課時

數的安排為八節課，每節 40 分鐘。 

教學內容包括介紹能源、太陽能、電池演進、太陽能電池的定義、各種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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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能電池發展的優缺點，引發學生討論目前台灣在各種太陽能電池發展上所面

臨的困境，並察覺太陽能電池在製程中帶給環境、經濟的影響與爭議。教學內

容設計為研究者參考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教材，搭配社會學習

領域和環境教育中與能源有關之能力指標，而自編的教學方案，經太陽能專家

以及擔任自然與生活科技科教師多年之資深教師審查，確定內容知識的正確性

和教學活動的流暢性。 

表 1 「太陽能電池知多少？」議題教學活動簡案 

階

段 

單元 

活動 

教學 

目的 

第
一
階
段
參
與 

活動一：生活能 vs.環境不能（40 分鐘） 

(1) 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 

由於人口激增，人類活動愈來愈頻
繁，為了滿足各種生活需求，大量開
發自然資源，導致改變了大自然的風
貌。 

(2) 認識能源 

教師利用能源教育資訊網－認識能源
兒童版，指導學童認識能源的概念與
分類。 

(1) 認識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的
各種改變 

(2) 了解人類活動能帶來正面的
效益，同時也對環境產生負面
的影響 

(3) 知道生活中主要能源及其生
產方式 

(4) 分辨再生能源與不可再生能
源 

(5) 指導學生資料收集之方法 

第
二
階
段
引
介
概
念
和
事
實 

活動二：最夯的太陽能電池（80 分鐘） 

(1) 電池的演進與分類 

教師從早期的碳鋅電池、鎳電池、鋰
電池的演進，探討其汰換原因，並引
出近年各國致力於開發太陽能電池技
術。 

(2) 認識太陽能 

介紹太陽能、太陽能電池定義。 

(3) 太陽能電池的介紹 

太陽能為再生能源，有助於解決化石
燃料短缺和全球暖化問題，但太陽能
電池製程仍產生環境問題和成本問
題，值得共同省視。 

(1) 瞭解各種電池分類與功能 

(2) 了解何謂太陽能 

(3) 明白各種電池對環境的影響
及其歷史演進過程 

(4) 認識太陽能電池的製程與生
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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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第
三
階
段
釐
清
爭
議 

活動三：你不知道的二、三事~關於太
陽能電池~（120 分鐘） 

(1) 分組活動 

將全班分為 6 組，分別進行以下議題
之探討：太陽能的發電成本、太陽能
電池的光電轉換效率、太陽能電池的
製程所耗費的環境資源。 

(2) 成果展現 

各組於 15 分鐘內，利用各種方法如：
簡報方式報告、大海報方式講解呈現
所蒐集到的資料。 

(1) 了解太陽能電池使用上的優
點。 

(2) 理解太陽能電池現階段面臨
的發展困境。 

(3) 察覺、分辨太陽能電池的製程
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4) 培養蒐集、統整資料的能力。 

(5) 培養上台報告的口語能力與
製作書面資料的撰寫能力。 

(6) 培養好奇、探究原因的科學態
度。 

(7) 培養對事情做理性批判、獨立
思考的能力。 

第
四
階
段
行
動
承
諾 

活動四：有求必應，有問必答（40 分
鐘） 

利用視訊會議方式，與某家太陽能電
池產業負責人（太陽能電池研發專家）
進行線上訪談，學生透過前項活動收
集的資料，提出問題尋求釋疑。 

活動五：節能減碳你、我、他（40 分
鐘） 

(1) 地球是我們唯一的家 

(2) 節能減碳隨手做 

完成學習單，為保護地球節能減碳許
下承諾。 

(1) 培養正確的環保觀念與態
度，落實環保行動。 

(2) 明白節約能源的迫切性，將
節能減碳觀念落實在生活
應用中。 

 

三、資料蒐集 

蒐集的資料類型包括 3C 素養量表前後測、太陽能電池知識問卷、學習單、

教學札記、平日觀察記錄與訪談紀錄等。 

3C 素養量表前後測採用的是由 3C 課程區塊研究計畫所發展的「國小版

3C 素養量表」，其中科學能力素養與合作素養二個向度的評量工具已完成信效

度檢核並發表（Chang et al., 2011），其 Cronbach α 數值分別為 0.90 和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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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表 Cronbach α 則為 0.95，但自信素養雖尚未對外發表，內容效度的檢核

已在該課程區塊研究計畫中完成。本研究試用三個向度的評量工具，經 135

名國小六年級學生施測結果，各向度分量表 Cronbach α 值分別為：科學能力

素養 0.856、合作素養 0.860、自信素養 0.842，總量表則為 0.897，顯示內部一

致性情況良好。評分方式採李克特五分量表，由受測學生勾選與自己想法接近

的選項，依據「總是如此」、「經常如此」、「有時如此」、「很少如此」、「從未如

此」，分別給予 5、4、3、2、1 分，得分愈高者，表示具有較高之素養。科學

能力素養包含科學探究和溝通兩項，科學探究能力指的是學生是否能善用科學

的方法歷程探討問題，如：「我能收集與問題有關的資料，以便深入瞭解問題。」

溝通能力的例題「我能根據同學意見，檢討自己的想法是否有矛盾」則評估學

生是否能表達自己的意見並與他人溝通想法，此為議題探究重要的能力。合作

素養指的是學生在合作學習過程中對自己在團隊中擔負的責任和與他人產生

正向的互賴關係，範例試題如：「我能幫助小組成員從討論中做出決定」、「我

會尊重小組形成的共識」，議題教學常有小組討論、收集資料、形成共識等活

動內容，這些題目可用來檢核此類教學的成效。自信素養則包括自我效能和自

尊，題目設計是以科學學習為情境，如：「在進行科學的學習活動時，我知道

運用哪些資源幫助我學習」、「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難與挑戰」，同時可以

看出學生在議題教學後，對處理這類問題和在學習策略上是否更有自信。 

另一份評量工具為「太陽能電池知識問卷」，內容分為能源概念、電池概

念、太陽能概念以及節能概念等四個分項。能源項目有五題，測驗學生對各種

發電方式以及再生能源的認識；電池項目五題則評量先前已學過的電池原理和

生活中常用的電池種類；太陽能項目有四題測驗學生對太陽能利用的瞭解；節

能減碳項目有四題主要內容為節約能源的方法和節能補助政策。本問卷依據教

學內容及參考大考中心題庫資料選擇試題編製而成，經專家效度檢核與預試修

正後定稿。本問卷每題均有標準答案，為選擇題題型，得分依照答對題數之百

分等第比例給分，得分愈高者，表示具有愈高的能源相關概念的認知。經預試

篩選出 18 題試題，各題難度 P 值均介於 0.3 - 0.8 之間，鑑別度 D 值均大於 0.2。 

「學習單」是教學過程中配合每一個教學活動內容，發給小組或個人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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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紀錄表。「學生半結構式訪談」係為了追蹤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理解、問卷

作答情形和學習心得等。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根據各項資料性質，運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3C 素養」與「能源知識」等問卷題目，以敘述性統計與 t 檢定，分析教學

前後學生在 3C 素養與太陽能電池知識是否有所成長。另透過相關分析，檢測

自然科學習成就與 3C 素養間之關聯性；為進一步了解議題教學對高低成就學

童之學習成效，輔以 t檢定以檢測高低成就學生在 3C素養方面是否有所差異。 

半結構式訪談與學習單所獲得的質性資料，則整理成文字稿，以時間順序

編碼之後，對資料進行歸類，再將資料中符合研究情境所呈現的主題，賦予資

料意義。運用多元資料的收集與分析，以三角驗證法檢視對現象詮釋的適切性，

以提高本研究之效度（Erickson, 1986）。 

伍、研究結果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以太陽能電池議題教學對學生 3C 素養的影響。分

析結果將進一步說明教學前後，學生在太陽能電池知識與 3C 素養的變化情形，

並呈現與分析學生自然科學習成就是否影響學生在議題教學後 3C 素養的變

化。 

一、議題教學前後科學知識與 3C 素養差異比較 

本段報導在教學前後對授課班級學生實施兩份問卷的評量結果，藉以瞭解

此教學是否達到預期的成效—提升學生的能源相關科學知識和科學素養。前後

測量化資料分析結果彙整於表 2 和表 3，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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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前後測結果分析 

項目 

前測 

平均
數 

前測 

標準
差 

後測 

平均
數 

後測 

標準差 
t 值 p 值 

Effect 

size 

太陽能電池知識 54.18 14.62 69.07 12.55 -8.57* <0.001 -0.48 

  能源知識 50.15 20.65 72.92 20.13 -8.32* <0.001 -0.49 

  電池知識 34.46 21.65 54.46 21.36 -5.65* <0.001 -0.42 

  太陽能知識 61.92 26.19 72.69 26.41 -2.69* .009 -0.20 

  節能減碳知
識 

76.15 28.10 79.62 22.92 -0.86 .393 -0.07 

科學能力素養 3.74 0.75 3.93 0.77 -1.92 .059 -0.12 

  科學探究 

  能力內涵 
3.78 0.69 3.98 0.77 -2.08* .041 -0.14 

  溝通能力內
涵 

3.69 0.55 3.89 0.80 -1.66 .101 -0.14 

合作素養 3.99 0.83 4.20 0.83 -1.57 .120 -0.13 

  責任內涵 3.51 0.83 4.19 0.85 -5.38* <0.001 -0.38 

  正向互賴 

  關係內涵 
4.10 0.81 4.20 0.84 -0.78 .435 -0.06 

自信素養 3.67 0.78 4.05 0.79 -3.43* .001 -0.24 

  自我效能內
涵 

3.76 0.84 4.12 0.80 -2.98* .004 -0.21 

  自尊內涵 3.60 0.85 4.00 0.82 -3.35* .001 -0.23 

 

表 3 太陽能科學內容知識與 3C 素養前後測成長量 

Effect size 高成長（ES>.35） 中成長（.35>ES>.2） 低成長（ES<.2） 

太陽能科學內容知
識 

能源知識  太陽能知識 

電池知識   

3C 素養  自信素養  

  科學能力   科學探究能力內
涵 

  合作 責任內涵   

  自信  自我效能內涵 

自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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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陽能科學內容知識 

太陽能電池知識問卷測驗結果顯示，在經過五個教學活動後，總體概念知

識有顯著的成長，平均百分等級分數從 54 分提升到 69 分（表 2）。在「能源」、

「電池」、「太陽能」知識等分項的前後測也有顯著的提升，特別是能源知識的

分項，從 50 分增加到 72 分。此份評量題目對國小學生而言是偏難的，在全部

65 名學生中，竟有一名學生在後測得到滿分。相對而言，節能減碳概念的題

目較為簡單，平日教學多已提及相關內容，因此前測分數很高，後測則無顯著

提升；電池知識最為困難，經教學後，後測平均成績明顯提升，較前測增加了

20 分，但整體答對率仍未達 60%。從效果量的結果看出太陽能電池知識之四

個分項的成長高低，能源知識和電池知識有高度成長，太陽能知識屬低度成長

（表 3）。 

（二）3C 素養 

3C 素養量表之前後測成績，透過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所示，在「科學能

力」「合作」和「自信」三個素養量表中，僅「自信」素養量表前後測的差異

達 .05 的顯著水準。若細部分析各量表下的分項得分，「科學能力」之科學探

究能力內涵的題目測量結果，後測較前測有顯著提升；和「合作」素養之責任

內涵的測量結果也顯示後測有大幅度的提升（表 2）。 

透過效果量的比較可看出，經過五個教學活動的議題教學後，學生的自信

素養具有中度成長，意即教學活動似乎能有助於科學學習信心之建立；合作素

養中的責任內涵項目則有高度成長（表 3）。 

二、自然科學習成就高低與 3C 素養的變化 

為能進一步探討議題教學成效，研究者採取學生三年級到六年級上學期共

計七學期之自然科學期總平均成績，做為自然科學習成就表現之依據，將 65

名學童區分為 88 分以上（含）為高分組，未滿 88 分為低分組，其中高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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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人，低分組 28 人，以深入了解議題教學對高低成就學童之學習成效。以 88

分作為分界點，單純是以該校該年段學生歷年自然科平均成績做為參考值，在

此處僅是方便於區分兩組學生作後續的分析比較。茲將自然科學成績高分組與

低分組學生，與「3C 素養量表國小版問卷」各內涵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統

計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自然科學習成就與 3C 素養前後測分析 

 3C 素養 
前測 後測 

t 值 P 值 
Effect 

size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高
分
組 

科學能力素養 4.08 0.60 4.17 0.59 -0.72 0.47 -0.08 

科學探究 4.10 0.58 4.19 0.62 -0.77 0.45 -0.08 

溝通能力 4.06 0.68 4.15 0.60 -0.65 0.52 -0.07 

合作素養 4.35 0.62 4.43 0.62 -0.56 0.57 -0.06 

責任內涵 3.83 0.61 4.42 0.61 -4.43* <0.001 -0.43 

正向互賴 4.45 0.61 4.43 0.67 0.09 0.93 0.01 

自信素養 3.99 0.69 4.25 0.64 -1.88 0.06 -0.19 

自我效能 4.05 0.75 4.31 0.63 -1.83 0.08 -0.18 

自尊內涵 3.94 0.75 4.21 0.70 -1.72 0.09 -0.18 

低
分
組 

科學能力素養 3.28 0.69 3.62 0.87 -1.98* 0.05 -0.21 

科學探究 3.37 0.62 3.70 0.86 -2.23* 0.03 -0.22 

溝通能力 3.20 0.81 3.53 0.91 -1.67 0.11 -0.19 

合作素養 3.53 0.86 3.89 0.97 -1.56 0.12 -0.19 

責任內涵 3.10 0.90 3.89 1.02 -3.38* <0.001 -0.38 

正向互賴 3.63 0.81 3.89 0.95 -1.08 0.29 -0.14 

自信素養 3.25 0.69 3.79 0.90 -3.00* <0.001 -0.32 

自我效能 3.39 0.80 3.86 0.91 -2.37* 0.03 -0.26 

自尊內涵 3.15 0.77 3.74 0.90 -3.08* <0.001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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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知，在「科學能力素養」、「合作素養」與「自信素養」方面，皆

未達顯著水準，表示經過「太陽能電池知多少？」之議題教學後，高分組學生

的 3C 素養無顯著提升。低分組則在「科學能力素養」、「合作素養」與「自信

素養」皆達顯著水準，表示經過議題教學可有效提升低分組學生的 3C 素養。 

表 5 是透過效果量比較高低成就組在議題教學後 3C 素養之成長情形。由

表 5 可知，議題教學的五個教學活動，對於培養自然科學習成就較低之學生的

自信素養與科學能力素養是有助益的。以科學能力素養而言，低成就組學生「科

學探究能力內涵」前後測得分有顯著差異（p < .05），但「溝通能力內涵」則

未達顯著水準。經過五個教學活動後，自然科學習成就較低者在科學探究的分

面上確實有大幅的提升。以合作素養而言，不論高成就組或低成就組在「責任

內涵」的分項之前後測得分皆有顯著差異，顯見議題教學可提升學生對團體的

績效觀念以及個人的責任感，但「正向互賴關係內涵」則未達顯著水準。自信

素養及「自我效能內涵」與「自尊內涵」分項量表得分，以全部學生總體前後

測分析，如前段所示，已呈現顯著差異，然而分成高低成就組後，則顯示僅低

分組學生之前後測有顯著差異，意即議題教學能有助於大幅提升自然科學習成

就較低者之自我效能信念與自尊內涵。 

表 5 自然科學習成就高低組在 3C 素養前後測的成長表現 

Effect size  高成長（ES > .35） 中成長（.35 > ES > .2） 低成長（ES < .2） 

高分組    

 合作素養 責任內涵   

低分組 
   

 3C 素養  
科學能力素養 

自信素養 
 

 科學能力素
養 

 科學探究能力內涵  

 合作素養 責任內涵   

 自信素養  
自我效能內涵 

自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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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質性資料分析 

前述量化資料分析結果得知，議題教學使自然科學習成就較低的學生在科

學能力素養與自信素養有明顯成長，合作素養之責任內涵向度的表現上也有顯

著提升。對於自然科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而言，經過議題教學活動後，僅有合

作素養之責任內涵向度的提升有統計上的顯著性。除了量化資料外，本研究也

透過訪談瞭解學生對原本自然科學學習的觀點（議題教學前）和經過議題教學

後的觀點，對應 3C 素養各個項目，分別摘錄高學習成就和低學習成就學生訪

談紀錄如表 6。 

關於科學能力素養，學生在教學前提到實驗報告撰寫和資料查閱是他們感

到自然科學習困難之處，在經過議題教學後，不論高成就或低成就的學生都提

及資料收集能力的提升，例如：S0211 低分組的學生，在教學前訪談時表達厭

惡找資料作報告，但在後測訪談時不斷提到他們小組成員如何分工收集資料準

備報告。關於合作素養，教學前的訪談明顯看出高低分組學生在小組內角色上

的差異，通常低分組學生地位較低落，高分組學生則被賦予領導者或上台報告

的責任，在教學後，幾位低分組的學生提及自己有機會上台報告且獲得小組同

伴的支援。在自信素養方面，訪談對話中可發現，不論高分組或低分組的學生，

對於個人在小組中所擔負的工作或角色以及相關知識都更具有信心，特別是與

專家對話的教學活動讓他們增添了學習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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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教學前後之訪談內容 

 教學前 教學後 

Q 學習自然科學當中，最困難
或最不喜歡的地方是什麼？ 

你們覺得這次上「太陽能電池知多少？」
這個議題跟你們之前上的內容有何差別？ 

科
學
能
力
素
養 

高 

S0106：我會做實驗，但是很
怕起來報告，因為不知道怎
麼解釋實驗結果。 

高 

S0117：這次上課的方式，老師把許多問題
丟給我們思考，讓我知道原來事情都有正
反兩面的看法，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想過的。 

S0101：這次上課內容有趣加上老師教我們
收集資料的方法和提供相關訊息給我們，
現在終於會查資料了！ 

低 

S0131：我覺得是找資料耶！我不太
會查資料，常會花很多時間卻沒結
果。 

S0211：我也是最討厭找資料作報
告，因為家中根本沒電腦可以查資
料！ 

低 

S0125：我第一次這麼認真準備報
告！因為題目我很好奇，加上沒考
試壓力，還有最後當小記者，這樣
上課好有趣喔！ 

S0211：我們針對有興趣的議題部分
進行資料蒐集，有相約一起到圖書
館找資料，然後再細分資料內容，
大家一起看，最後採自由認領方式
認領最後的工作…… 

合
作
素
養 

高 

S0228：每次小組有意見不合時，到
最後大家都會聽我的，長期下來，
覺得自己還蠻被重視的，很有成就
感。 

S0230：我不是討厭報告，而是討厭
小組報告，每次小組報告，全部工
作幾乎都是我在做，他們都沒事做。 

高 

S0229：那次辯論只有少數同學參
與，其他人都當聽眾；這次的主題
雖然比較難，但是時間夠充裕，加
上小組成員分工合作，討論的機會
也比較多，而且還可以聽到別組不
同的看法，很好哩！ 

低 

S0102：我常常都是被分配一些我不
喜歡的工作，造成我常常都因為搞
不清楚狀況而導致做不好被同學
罵，真是討厭！ 

S0220：我不喜歡做實驗，因為不知
道要做什麼事，就算知道要怎麼
做，同學也不讓我做實驗，所以乾
脆等組長叫我做我再做就好了。 

低 

S0233：有一些內容我不懂，但是同
學有稍微教我一下，為了要與老闆
對話，當然不能漏氣啦！ 

S0214：這次的教法很新鮮，是以前
從來沒有過的經驗，原來我自己也
可以上台報告，雖然我報告的還不
是很好，下次我會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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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續） 

自
信
素
養 

高 

S0221：我喜歡上自然課，因為不管
做實驗或報告，小組同學都很依賴
我，感覺很有成就感！ 

S0122：當每次小組都會推派我起來
報告實驗結果，當老師讚美我時，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高 

S0110：我是覺得大家在小組工作
時，氣氛很愉快，可能因為有花時
間瞭解，所以報告的人感覺起來都
很有自信，尤其是提問的同學，那
麼多問題，都快把專家問倒了！ 

低 

S0220：因為他們都覺得我亂做一
通，只會搞破壞，其實有時候，我
真的懂，真的會做！ 

S0226：因為老師上課有小組競賽，
速度與討論都會列入計分，她（指
S0220 同學）速度慢，加上成績不是
很好，所以大家都不信任她。 

低 

S0214：我很喜歡這個題目，也花了
很多時間瞭解，所以想報告給大家
聽。 

S0219：老師，我們很期待與專家的
對話喔！因為有很多想問的問題，
既興奮又緊張！ 

 

陸、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選用新興能源科技議題，設計一個國小階段的教學方案，以一所國

小 65 名六年級學生為對象實施教學。前後測評量結果顯示，在能源相關的科

學知識方面，經過議題教學後，除了一般性的節能減碳知識未達顯著差異之外，

其餘與太陽能電池及能源相關的概念均有顯著提升，足見此議題教學能有效提

升學生對議題知識的理解。從 3C 素養評量結果得知，議題教學使學生自信素

養顯著提升，另合作素養之責任內涵在教學後有高度成長，科學能力素養之科

學探究能力內涵也略有提升。若將學生依自然科學習成就分組，觀察此教學對

學生 3C 素養所產生的效益，可發現低分組的學生在教學後的成長特別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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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以訪談資料可發現，在議題教學前，學生對自然科學習較沒有自信，他

們感到最棘手的問題是蒐集資料與資料的統整，也對小組分工角色有所微詞。

教學後的訪談中，學生提及如何合作收集資料並完成小組報告的學習任務，即

使低分組的學生也有正向的回應，顯示出議題探討的學習經驗提升了學生的合

作能力和自信心。本研究的教學活動設計結合資訊課程，指導學生資料之收集、

整理與統整，並在進行小組分組時，依能力分配工作。本議題中有關太陽能電

池理論，對國小學生而言是有難度的，因此教學者藉由生活周遭之物品來說明

各種太陽能電池之應用，以幫助學生理解。另外，教學活動中有安排與專家對

話，激發學生主動將所學知識統整，並能提出疑問與專家討論，不僅增加知識

的應用，也提升學生的自信心。由於議題教學對學生而言是新奇的且沒有考試

壓力，許多表示原來不喜歡上自然課的低分組學生，都覺得上課變得有趣，也

願意花更多時間鑽研該議題，並盡力完成小組資料收集和討論的任務。有些原

本自信不足的低分組學生，因報告呈現方式活潑、多元，因而獲得同學的讚賞，

從低分組學生在科學能力、責任感以及自信心素養評量分數的提升，可見此教

學的效果。 

科學能力素養是較難成長的項目，由於學生對資料蒐集感到困難，無法統

整相關資訊對現象提出解釋，而本教學活動內容並沒有操作實驗和實際測量，

因此，在提升科學能力素養上的效果較不明顯。若教師能適當引導學生瞭解蒐

集資料與資料統整、呈現的方法，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科學探究能力與提出資料

進行溝通的能力（許素，2002）。透過議題教學的設計，創造主動學習的情境，

運用小組討論之合作學習方式，不僅使每位小組成員得以積極地參與學習的活

動，更有助於能其同儕互動，增進學習效果和人際發展（Johnson & Johnson, 

1999）。自信素養是透過本教學活動後成長幅度最大的一項，係因透過小組討

論的合作學習方式，可幫助學生反思並陳述個人的觀點與想法（Orlich et al., 

1998），因而建立學生的自信、自尊與信念（Johnson & Johnson, 1999; Panitz, 

1999; Slavin, 1994）。在一般教學情境下，低成就學生普遍不受到期待，但透過

共同合作的學習方式，可以有效解決低成就學生的問題（Cohe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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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由上述研究結論，對議題教學及相關研究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環境議題教學能有效提升學生科學素養 

檢視國內自然科學課程，教學活動多為教室講解或操作訓練（許民陽、王

郁軒、梁添水、鄭紹龍，2001），即使實施探究教學，仍無法引起學生足夠的

學習動機（王靜如、周金燕、蔡瑞芬，2006）。此外，學生雖可察覺許多方面

的事實現象並提出關鍵問題，但思考卻不周密詳盡，或缺乏機會充分提出想法

（張俊彥、翁玉華，2000）。議題探討能有效提升學生評估資料與資訊的能力

（Jiménez-Aleixandre, Rodríguez, & Duschl, 2000; Kolstø, 2001; Korpan, Bisanz, 

Bisanz, & Henderson, 1997），教師也可透過此教學活動了解學習者感知、協調

和解決日常生活議題的策略及態度傾向（Sadler & Zeidler, 2004）。環境議題易

與學習者的生活經驗相關，常牽涉到生活品質和資源分配的價值判斷、科技發

展的社會影響，且富含科學技術的知識，運用這類議題在課堂中，提供了師生

討論的空間，相互辯證、解釋及重新建構概念，使教師能進一步了解學生的想

法及思考方式，協助學生澄清科學概念（王靜如等人，2006）。 

（二）教師實施環境議題教學時需採用有效的策略 

在重視並推廣議題教學時，教師必須熟悉環境議題的內容和本質，才可進

一步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生於議題的情境中進行討論（Oulton, Dillon, 

& Grace, 2004）。環境議題具有跨學科領域的特性，學校教學實務上可透過國

語、社會、綜合、自然、資訊課等各科目教學整合。本研究發現用小組討論有

助於學生建立 3C 素養，在合作學習的結構下，人際互動、資訊再次確認、想

法辯證等過程，皆能有助於小組成員重新檢視並調整自我知識架構，並滿足學

生人際互動與隸屬感的需求，促進個體成長與成就表現。同時教學者可以清楚

觀察小組互動、責任分配之過程，並適時給予學生協助。本研究也發現學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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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資料的蒐集，強化背景知識，進一步釐清問題本質，從問題中瞭解爭議的

始末，並學習如何理性辯證，習得批判思考的能力，因此建議教學者應提供學

生充分的時間，練習資料蒐集、分析與撰寫報告的過程。 

（三）議題內容知識是否影響學生科學素養的提升值得研究 

議題的選擇宜以生活經驗相結合的主題為首要考量，林樹聲（2004）曾建

議，議題教材的選擇，宜配合學生的背景、興趣，並兼具全球性和地區性。本

研究之「太陽能電池知多少？」議題教學活動，雖然能引起學生對於該議題的

好奇與新鮮感，但由於該議題的科學概念相對艱深，學生瞭解其知識面向畢竟

有限，可能侷限科學能力素養的提升。建議後續研究，可以不同的議題設計教

學，並觀察學生之先備知識是否影響學習成效和科學素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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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sixth graders’ performances of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energy-related content knowledge before and after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which involved an environmental issue about solar cell 

technology and its impact on environment. A total of 65 students from a school in 

Yilan County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wo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students as pre- and post-tests. The first questionnaire was to assess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on three constructs: Competency, Confidence, and Cooperation 

(as known as 3C literacy). The other questionnaire was to examine students’ 

concepts about energy and solar cel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scientific 

concepts of energy and solar cell, as well as the literacy dimension of Confidenc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It was also found that 

students’ 3C literacy scores correlated with their GPAs of science courses. Students 

with higher GPAs of science show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 Confidence 

literacy, while those with low GP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both Competency 

and Confidence literac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ssue-based environmental 

teaching could offer a coope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which is particularly 

effective in improving scientific literacy of low achievers. 

Keywords: solar cell, scientific literacy, issue-based tea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