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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乃是從建構主義哲學觀點出發，對現行國中理化教材進行內涵分析，

並希望達到以下之目的: (一)建立一套客觀之建構式教科書評量判準。(二)從建構

主義哲學觀點出發，以了解現行國中理化科教材之內涵。本研究乃是以內涵分析

之方法，對現行國中理化教材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現行國中理化教材在鼓勵學

習者發表意見、觀照學習者的後設認知、提供多元表徵、將實驗活動浸淫於社會

建構情境、培養學習者批判思考能力及各概念闊的相互關連性等項目未臻理想，

值得教材設計者省思。

關鍵詞:建構主義、國中理化、內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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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科學教材之內容、學習者的學習模式與教學者的教學策略在整個科學學習的

過程中，三者其實是互相交織影響的;此外，無庸置疑地， 該三者叉必然會受到

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的牽引而必須進行適當的調整(Fensh帥， Gunston & White, 

1994) 而在各種社會力量中「教育哲學」的影響力自然是不容小觀的 。

對科學教育領域而言，自 1980 年以降，無疑地，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哲學己儼然成為一主流思維，儘管其真正之內涵並未如這個名詞本身如此般的新

穎動人們awinks， 1994) ，但不可諱言地，建構主義哲學之理念已深深的影響著科

學課程設計、科學課程的編寫、科學教學策略與學習模式的調整。

現行國中理化新教材自八十七學年度開始實施使用，正躬逢國內外建構主義

哲學理念方興未艾之際，因此本研究擬就建構主義哲學之觀點對於現行國中理化

新教材之內涵進行分析研究，以提供國內有心進行科學教材開發與教學研究設計

者與教學者之參考。

貳、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是從建構主義哲學觀點出發，對現行園中理化新教材之內

涵分析，並且希望能夠達到以下之目的:

一、建立一套教科書評量判準(criteria) ，藉以了解目前國中理化新教材在內容設計

上之優缺點。

二、提供教材設計者，在依據建構主義哲學編寫圈中理化教材時之參佐 。

隨著教科書市場自由化與多元化腳步的來臨，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在市

場上必將出現各種版本之教科書供教師選擇採用 。 因此，如何建立一套真客觀性

之選擇教科書評量判準'以提供教師使用，實有其積極之意義;此外，建構主義

哲學在當前仍為科學教育的主流思維之際，對於正從事國中理化教學之教師們而

言，是否真有足夠之教學內容知識，來積極面對並增進其教學效能，也是頗值得

關注的議題。本此，在此刻進行這項主題之研究應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 。

參、相關艾獻探討

對一項理論而言，無疑地，建構主義在近年來對於科學教育領域所泛起的漣

請是既深且廣。在本節中，除將回顧有關科學教材內涵分析之文獻外，擬先對建

構主義哲學在科學教學實務中所引發之一些議題做相關的回溯:

一、有關建構主義議題

建構主義者(constructivist)對於學習者其知識建構過程所採取的主張是:知識

的建立是來自於學習者本身的先備知識(prior knowledge)並與學習情境互動所激

盪的結果仰atthews， 1994; Yager, 1991 ;郭重吉，民 77) 0 Shymansky等人曾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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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主義下了這樣的註解:

建構主義者承認在皮亞傑(piaget)理論中有關同化(品similation) 、調過

(accommodation)和失衡(disequilibrium)在學習土的意義;但是，更強調在特殊情

境(context-specific)下先備知識對於學習的影響，認為這些先備知識對於新的經驗

或觀念扮演著過港或催化的功能，而在學習的過程中，這些先備知識本身也不斷

的進行修正(740) 。

當教師採行所謂建構主義者式的教學理念時，其實是意謂著教師了解學生是

如何學，並採取了最適當的教學步驟;其中自然涵蓋了為因應各種不同教學情境

所採用的教學策略、教學方法及評量方式(Airasian and Walsh, 1997) 。然而，儘管

多數教師均能認同建構主義的教學理念，但事實上，在實際的課堂教學中，教師

在應用上仍送有疑慮;例如，相當多的研究均針對學習者所持有的各種迷思概念

或男有概念(altemative conc叩tions)進行探討並得到結論(黃寶鉤，民 86 ;許健將，

民 81 ;林振霖，民 82 ; Sanger & Greenbow, 1997) 。但誠如White( 1994)指出，這

些研究結論對於他們在教學過程中幫助似乎不大。因為，事實上，教師們還是無

法從研究報告的結論中，找到其體且可資利用的教學方法或步驟，藉以進行各種

相關的概念教學。

此外，在其它有關建構主義在教學上所衍生的議題還包括:

大部份的研究常將發現學生的概念與重建學生的概念視為是分開的兩個步驟，

但H訂len(1996)主張這應該是連續的學習過程才對。

對於教師而言，發現何種概念與發現那位學生具有何種概念經常是不很明確

的，但相當多的文獻指出，發現學生概念其主要目的是在幫助教師計畫適當的

教學方式以幫助學生了解某種學科概念。

如果依據建構主義的主張，在教學過程中必須考慮個別學生的先前知識的話，

那面對大班式的教學該如何進行呢? (K.cogh & Naylor, 1997) 。

在相關文獻中也很少清楚的指出路徑，以教導學生如何形成更正確的科學概念

(Osbone, 1996) 。

當我們愈以為我們瞭解學生是如何學習以及採用何種教學法最適當的時

候，我們就愈易誤以為所有的學生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在學習的，更甚至以為只有

某一種教學法才是正確的;因此，基於可能陷入此種迷失，吾人在探討建構主義

理論在教學上的應用時，必須格外謹慎才是。

二、有關科學教材的內涵分析

有關教材內涵分析之研究，相當多的比例是針對於科學教科書的本質分析;

其它的研究則是偏重於提出一系列可供研究者或教學者對於科學教材選擇與評量

之方法與步驟之探討， 以下將對一些相關的文獻進行回顧:

(一)高品質教科書的判準

Moyer 和 Mayer(1 985)曾經指出:大多數的科學教科書呈現給學生的都是一些

過度簡化的概念，然而對於各種概念或事實是如何產生的過程則幾乎沒有提及;

因此， Moyer和 Mayer從定義科學開始，列出十項成為高品質教科書的判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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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科書進行批判性的分析;他們的努力，可謂是開科學教科書評鑑的濫觴。

然而，較引人爭議與質疑的是:這種非常主觀的判準'是否會因不同的評量者而

產生不同的結果呢?

Podenderftl974)在一篇名為「好的青少年科學教材之特徵」的文章中曾指出:

好的科學教材不應該只是呈現科學的事實而己，更重要的是它能反映出科學發現

的喜悅，並且正確地呈現出科學是一種方法與思考的過程。他特別強調如果讓學

生存有這樣的觀念→-任何問題都僅有唯一的解決方式→吾將會是一項極端

的錯誤。他認為一本好的教科書對於學生應有持續性的影響力才對:

一本真正的好書是當青少年將其放下後仍將持續對他們造成影響;在他們讀

完這本書以後，他們會花相當多的時間去思考他們讀過的內容、提出問題、重複

去做書中曾提及的活動與實驗，或者去發展其它具有創造力的活動與實驗 (426) 。

Yager( 1989)在其研究報告「配合科學教育目標迎向高品質的教科書」中，對

於所謂高品質的教科書曾提出以下幾點看法，他認為高品質的教科書應該:

1.將科學的涵義廣義化一科學應該不只是像目前科學家對事物的解釋與瞭解而

已。
2. 利用並拓展學生的好奇心一將學生所真備的好奇心當做是探索科學奧秘的橋

樑。

3. 應用適當的教學策略一好的教科書會應用比較與對照、因果關係、正反論辯等

方式來啟發學生。

4. 能促進學生學以致用一思考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之關係及其所應擔負的責任。

5. 關懷弱勢族群一好的教科書能增進學生人道關懷的精神，並且真有促進社會和

諧的功能。

C∞k(1 988)指出:從許多證據都顯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教師仍將極度的

依賴教科書來進行其科學教學。因此，如何建立一套客觀的教科書評量判準就顯

得益形重要了。

(二)科學教科書之內涵分析主題

有關科學教科書的內涵分析，可分別由幾種不同的層面來進行，包括:科學

素養、意識型態、實驗活動，以及章末問題等，分述如下:

1.科學素養

有關科學素養的定義其實是非常分歧的，從最狹義的瞭解公式到瞭解科學概

念，到最廣義的明白科學教育本質以及科學的歷史觀與社會觀都可以稱為是科學

素養(pella， 1976) 。

Ma吋lews(1994)也認為沒有所謂科學素養的真正定義， 它事實上只不過是一

些具有不同價值的概念而已;然而，它在科學教育上所佔有的地位卻是無庸置疑

的。

Levin 和 Lindbeck(1979)曾就生物社會學上一些有爭議的議題，對當時使用

的各種生物教科書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各種教科書在處理相同議題上的方式，事

實上有很大的差異，而且也沒有任何一本教科書對所有的議題都可以找到完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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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的解決方式 。 Gabel(1983)分別從社會議題、職業教育、突顯的知識與各人需求

四項內涵對於化學教科書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只有少數的化學教科書包括有兩種

以上的內涵;有些教科書甚至只具有一項內涵而已; Gabel 認為過度簡化的內容

會使得學生對科學內涵的認知流於膚淺 。

Cook(1988)曾經根據四項涵蓋有關科學素養主題的評量工真對化學教科書

進行分析，分別是科學知識、對科學本質的調查、科學是一種思考方式以及科學、

科技與社會的關係 。 其分析結果是:大部份的化學教科書都強調科學是知識的累

積，並視科學是一種調查的過程;比較忽略科學是一種思維，尤其是很少提及科

學、科技、與社會間的互動關係。

2. 意識型態

Meiphan 和 Robert(1993)指出:教科書與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如果一本書缺乏意識型態的架構，則其教學目標將很難去達成，教科書的功能也

很難發揮出來。就科學教科書的意識型態而言， Price 和 Cross( 1988)認為在不同國

家的科學教科書中的意識型態只是程度而非種類之不同。在科學教科書有關意識

型態的研究中，似乎只以性別為議題為主要關心的對象，例如: Hei尬inen(1973)

曾對十本化學教科書中有關性別的議題進行研究，研究的結果發現幾乎所有的教

科書都呈現以男性為中心的性別歧視取向。 B位le呵1991)治用了 Heikkinen 的研究

方法再對當時所出版的七本化學教科書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也是類似。

如同 Westbury(1988)所言，研究教科書中的意識型態其實只是一種非常簡單

的動機:

在學校中傳授的價值觀與起度，其實很明顯受到學生家長以及關心未來社會

走向的一群人所關注。在學校中所傳達的各種訊息，事實土是在反應當時的世界

觀;因此，研究教科書的意識型態，其實是在研究當時的世界觀(31) 。

3. 實驗活動

長期以來實驗活動幾乎被視為是科學教育中最重要的部份(Tobin， 1990) ，就

如同 Hofstein 和 Lunetta(1982)認為:實驗活動可以有效的促進學生心智的發展、

增加學生探索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他們還認為實驗活動更可幫助學生發展

觀察與操作的技巧並藉以了解科學概念;但是，事實上實驗活動卻叉經常無法達

到上述的預期 。 Novak(1988)即曾對這個問題下了註解:

科學實驗室始終是被視為學生學習科學驗究過程的地方，但很多的研究都指

出，在實驗室學習科學並沒有優於經由講述或示範的途徑...最近的研究也指出事

實上我們極度的缺乏有效的實驗室教學...我們的研究也顯示太多數的學生在實驗

室中對於科學概念或知識建構的過程其實也少有領悟(79) 。

回顧文獻上曾經提及有關對實驗活動分析的有: Herron(1971 )曾將實驗活動

的開放性分為四種層次，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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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實驗活動的探所開放程度表

探索程度 問題 過程 結果

層級。

層級 1

已知

已知

已知

已知

已知

開放

層級 2 已知 開放 - 開放

層級 3 開放 開放 開放

對 BCCS 及 PSSC 教材中之實驗活動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層級 0 之實驗活

動佔 20% '層級 1 的佔 5% '層級 2 的佔 65% '沒有任何實驗是屬於層級 3 。

Tobin(1990)對於學生透過實驗活動以瞭解科過程的有效性進行研究，其中的

實驗活動分為兩類:一是結構性的實驗一它會提供詳細的過程;另一則是非結構

性的實驗一則只有實驗目的，其它的實驗過程則留給學生去發揮 。 結果顯示學生

經由結構性實驗所獲得的科學過程知識反較非結構性實驗效果來得好，這是頗值

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此外 Fuhnnan等人(1987)恣用一種名實驗工作分析評量表(LAI)的評量工真，

針對六本當時最為普遍採用的科學教科書中所涵蓋的所有實驗進行分析，結果發

現:

(1)幾乎所有的實驗活動都是高度的結構化。

(2)學生很少被要求去形成假設、作推論與自我設計實驗。

(3)學生總是被要求遵守著設計好的步驟進行實驗與操作，應在規畫好的方案中進

行數據分析。

由於此項評量表對於各項實驗活動需具備何種技術有充分的描繪，因此很適

合教師們利用它來評量自己所設計的科學或實驗活動。

4. 問題型態

教科書中的問題仍然是最普遍的輔助工具用來幫助學生掌握書中所提供的訊

息(Holliday， 1988) 0 Schwab(1962)亦指出利用問題是引發探索的最有效方式。

Lowery 和Leonard(1978)曾發展一套名為「教科書發問策略評量工其(TOSAI) j'

藉以分析科學教科書中的各種問題型態: Cos個.(1985)針對教科書中的問題其所屬

的認知階層發展了一套「問題階層分析方案j' 他將問題分成輸入、連行、輸出三

種形式。輸入型的問題是要學生由其記憶或從自行觀察中回憶訊息;運行型的問

題是要學生於各種訊息間找出關係;輸出型的問題則是要學生跨越數據之外，並

能利用數據作推測、歸納、創造與評量 。

根據 Casta 所設計的「問題階層分析方案j Shepardson 和 Pizzini(1991)對八本

高中科學教科書中的問題進行分析，發現因為學生大多從國中階段就習慣於回答

低認知層次的問題也因此限制了他們對於教材內容的瞭解，所以在高中階段也未

見他們有何重大的改變。

三、建構主義與科學教材內涵
/ 

根據傳統的科學心像，科學的概念經由專家以語言傳達給新手(教師傳達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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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必須是精確而不容模糊的(Carr et al. 1994) 。教科書在學習過成中扮演著提供

各種事實和理論來源的角色， Jacobon 和 Be危rnan(1980)曾以教科書上有關朧的
描述對於傳統教科書提出批評，其所引用的教科書內容如下:

電能可以經由導體傳遞到很遠的地方，另一項優點是電能可以很快的轉變為

其它形式的能量。

當學生經由閱讀這段文字後而對電能的概念有所暸解時，其實是很有問題

的。首先是教科書在呈現能量的概念時，並未考慮學生在學習此概念前對於能量

可能就已經有一些先備知識，例如「吃東西會產生能量」、「關調電器用品可節省

能源」、「工作需要能量」等，而將能量視為是一種絕對概念，如此很容易造成學

生機械式的記憶學習;此外，能量本身的概念從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本身就充滿了

複雜性與困難性，甚至還有很多的爭議，但是教科書在陳述能量概念時似乎將其

完全忽略，因此學生常會覺得他們無法透過教科書看到或感覺到與教科書編者相

同的世界。

根據建構主義哲學的觀點，當學生進行某種概念學習之前，若已經對該概念

有一些基本的認識，在教學時應特別著重在與所具有的先備知識進行互動;這種

過程在 Biddulph 和 Osbome(1984)的互動教學模式以及 Driver( 1990)在一篇名為

「建構主義者式的科學教學」文章中都有詳細深入的探討。此外，情境(context)

在學習上亦深深的影響著學習者知識的建構，透過情境並與學生的興趣連結也許

是一種很好的學習科學概念的方式;因此，在編寫科學教材時如何配合情境使其

內容更適合、更易懂、更有效就變成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課題了。

在編寫科學教材內容時， Carr 等人(1991)曾對如何反應學生的真實學習情況

與發展適當教學策略上提出五點質疑，應該可以做為編寫科學教材內容時的依據:

可否經由適當的經驗對自然界的某些概念進行瞭解?

科學概念的陳述是如何發展完成的?

對於某種概念是否只有單一的解釋方式?

科學對於任何問題都能提供答案嗎?

當一個更好的解釋出現時，科學家如何決定去接受它?

四、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回顧相關於教科書內涵分析的諸多文獻發現: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一

項普遍被採用的研究方法(Sko旬， 1979; Ganw呵'， 1980) 。本研究之是針對現行園中

理化新教材第一冊與第二冊進行內容分析。

在此內容分析的信度方面，將包括有內在信度(intra-rat叮 agreernent)與交互評

分者信度(inter-rater agreement) ，分析結果將進行 Kappa 統計分析處理並加以探

討。其進行步驟如下 :

首先透過分析現行國中理化教科書之內容組織結構發現各章之結構包括:

(一)相關實驗活動與討論;

(二)實驗結果之說明;

(三)想想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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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習題等部份。

因此研究者擬就該每一部份的文字呈現對於學習上可能產生的影響與教學

上可能帶來的省思，從建構主義哲學的角度進行批判分析。此分析工其之設計

是依據以下學者所提出之主張為基本藍圖，分別為:

Matthews(1997)對於應用建構主義哲學觀以發展學習情境曾提出下列幾項設

計原則:

(一)創造與學習內容相關的真實世界。

(二)著重於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的實務性研究。

(三)教學者扮演著學習者解決問題時所採用策略的分析者與教練的角色。

(四)強調概念的相互關係性，在教學內容中提供多元的表徵與觀點。

(五)教學的目標與目的應透過協商而非由上而下的施行。

(六)評量應成為自我分析的工具。

(七)提供工其與環境幫助學習者解釋多元化的世界。

U\)學習應該是透過學習者內在的控制與調和而達成的。

Ogbom(1997)提供涵蓋了建構主義哲學觀的認知教學模型如下:

(一)將學習浸淫於充滿解決真實問題的情境中。

(二)提供比較真實世界與學術情境的學習機會。

(三)提供學習者可以操弄與控制學習的情境。

(四)將「錯誤」視為是提供學習者對其學習瞭解的回饋機制。

McMullin(1992)則從基本(radical)與社會(social)建構主義哲學理念出發提出

了以下的觀點:

(一)對學習者先前的概念要敏銳的觀察與反應。

(二)診斷學習者之錯誤與迷思概念並進行補救教學。

(三)注意學習者的後設認知與其策略性的自我規則化(self-regulation)歷程 。

(四)特別注意學習者與教學者間的不同目標。

(五)對於社會情境的覺知有其重要性。 e

此外， Osbome(1996)也描述了七項設計建構式學習情境的目標，分別為:

(一)提供藉由經驗而達到知識建構的過程與機會。

(二)重視多元的觀點。

(三)將學習含攝於真實與相關的情境中。

(四)在學習過程中鼓勵發出聲音與享受擁有的樂趣 。

(五)將學習浸淫於社會情境當中 。

(六)鼓勵多元的表徵。

(七)在知識建構過程鼓勵自我的覺知。

綜合上述有關建構主義哲學在學習上主張，研究者擬從中萃取出各種充分與

必要的內涵 ，並據此設計一項建構主義哲學式的教科書評量標準。

肆、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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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國中理化教材第一冊與第二冊進行內涵分析，其中共包括 11 章、

49 小節、 18 個實驗活動及 11 章的章末習題 f分別就其引言部份、內容部份、實

驗活動設計及章末習題等四部份，從建構主義哲學角度，由研究者與一位園中理

化教師分別對其進行內涵分析，其評量判準分別如下:

一、前言部份

(一)是否考慮學習者之先前經驗?

(二)是否鼓勵學習者發表意見?

(三)是否將學習活動浸淫於真實世界之情境中?

二、內容部份

(一)是否考慮學習者之先前經驗?

(二)是否觀照學習者的後設認知?

(三)是否提供多元的表徵?

(四)是否提供學習者澄清其錯誤或迷思概念之回饋機制?

三、實驗活動部份

(一)是否提供可操弄與控制的學習情境?

(二)是否將學習活動浸淫於社會建構的情境當中?

(三)是否觀照學習者的後設認知?

(四)是否提供解決與教材內容相關之真實世界的問題?

四、習題部份

(一)是否提供培養學習者批判思考能力的機制?

(二)是否留意各概念間的相互關連性?

(三)是否能促進學習者對學習內容的覺知?

評量結果分別如下: (評分者信度百分比一致性為 95.4%)

一、引言部份

(一)是否考慮、學習者之先前經驗?

(11111 ' 100%) 

(二)是否鼓勵學習者發表意見?

(6/11 ' 54.5%) 

(三)是否將學習浸淫於真實世界之情境中? (11/11 ' 100%) 

二、內容部份

(一)是否考慮學習者之先前經驗? (47/紗，的.9%)

(二)是否觀照學習者的後設認知? (32/紗， 65.3%) 

(三)是否提供多元的表徵? (29/紗， 59.1%) 

(四)是否提供學習者澄清其錯誤或迷思概念之回饋機制? (38/49 ' 77.5%) 

三、實驗活動部份:

(一)是否提供可操弄與控制的學習情境? (18/18 ' 100%) 

(二)是否將學習活動浸淫於社會建構的情境當中? (0/18 ' 0%) 

(三)是否觀照學習者的後設認知? (18/1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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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提供解決與教材內容相關之真實世界的問題? (12/18 ' 66.6%) 

四、習題部份:

(一)是否提供培養學習者批判思考能力的機制? (6/11 ' 54.5%) 

(二)是否留意各概念間的相互關連性? (7/11 ' 63.6%) 

(三)是否能促進學習者對學習內容的覺知? (10/11 ' 90.9%) 

由數據顯示，在引言部份，各章均普遍重視學習者之先前經驗並能充分地將

學習活動浸淫於真實世界之情境當中;惟對於鼓勵學習者發表意見部份則稍嫌欠

缺。就內容部份，同樣地也都注意到學習者的先前經驗，但對於學習者後設認知

的觀照程度則有待加強;而在提供教材內容的多元表徵方面也呈現某種程度的不

足;此外在提供學習者澄清其錯誤或迷思概念的回饋機制上也仍有改善的空間。

就實驗活動部份而言，在設計上均慎重考慮學習者可以親自操弄與控制的情境，

且對學習者的後設認知進行觀照;但對於提供解決與教材內容相關的真實世界之

問題，則有繼續開發的必要;而值得留意的是未有任何實驗活動的設計是植基於

社會建構理論基礎之上。就習題部份而言，結果顯示其對學習者批判思考能力的

開發或對各概念間相互關連性的導引，均未臻理想;惟對於促進學習者對學習內

容的覺知上的功能則尚屬恰當。

因此，對於現行國中理化教材之內涵，研究者從建構主義哲學觀之基礎上有

以下之建議:

在各章之前言部份，可增加喚起學習者發表意見之語彙，藉以促進學習者之內

省，並引出其錯誤或迷思概念。

在各章節之內容部份，其陳述方式可酌予調整，並針對教材內容本身之特性有

不同的呈現，例如:運動學(學生有實際經歷並已真備某些先前概念或信仰)與

原子理論(非直接經驗之抽象概念)就應採不同的表徵，以觀照學習者的後設認

知。男外，在各章節末，可透過適當的答問或設計，藉以提供學習者澄清其錯

誤或迷恩概念的回饋機制，進而能重建概念、改變概念及應用概念。誠如

White(1994)所建議的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內容理論(theory of content )更是亟待

研究的課題。

針對實驗活動部份，現行國中理化教材的實驗活動大都採高度的結構化的設

計;學習者僅在規劃的方案中進行數據分析，缺乏同儕間的互動，更沒有任何

小組討論後提出報告的活動設計;就社會建構的觀點而言，這樣的學習活動設

計對於學習者相關概念的學習與建立有其負面之影響，值得教材設計者深思。

就章末習題而言，不宜過度以陳述性知識為測驗主軸，因其可能導致學習者採

機械式的記憶學習(rote leaming)模式。宜加強設計各章節間相關概念的整合性

提間，並針對如何透過問題導引與活動設計，以培養學習者之批判思考能力為

章末習題開發設計之考量要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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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根據國內外相關之研究均顯示，在科學教學的過程中，教師仍對於教科書有

極大之依賴性;此外，建構主義哲學在強調學習者的先前經驗、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思維與注重互動模式的學習觀...等，對於培養學習者創造力、批判思考能力與

解決問題之能力也有其積極之意義;因此，如何編寫一套符合建構主義哲學觀之

科學教科書，應是值得現階段課程設計者們努力開發的課題。

(感謝國科會科教處之經費補助，使本研究計劃得以順利執行。計劃編號:

89-2511-S-005-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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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 Analysis of Physicalßcience Textbooks from 

Views of 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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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 terms of the philosophy of constructivism, i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physical science textbooks currently used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aim of 血is

study is to: 

1. establish a set of objective criteria to evaluate the physical science textbooks and to 

find out the intrinsic content of these materials. 

2. know the intrinsic content of the physical science textbooks currently used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is used in this stud抗 and the results reveal 血at

there are some weaknesses in these materials, including short of encouraging learners 

ωexpress opinions, of developing learners‘ metacognition, of Pfoviding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of infusing laboratory activities in social contexts, of promoting 

learner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and of the linkage between different concepts. And 

it is supposed to be reflected by the textbook designers. 

K句rwords: Constructivism, Physical Science, Content Analysis. 


	SCAN_016
	SCAN_017
	SCAN_018
	SCAN_019
	SCAN_020
	SCAN_021
	SCAN_022
	SCAN_023
	SCAN_024
	SCAN_025
	SCAN_026
	SCAN_027
	SCAN_028
	SCAN_029
	SCAN_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