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跨領域的課程設計與評量

主講者：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洪瑞兒

時 間：2019年05月24日(星期五) 1:30~6:00pm
地 點：中山大學教育所/師培中心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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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兒 簡歷
學歷：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學士
經歷：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特聘教授兼教育所所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榮獲2018年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遴選為第一屆「典範通識教師獎」
103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科技部國合司科教學門(含多元族群科學教育)複審委員(2010年1月~2017年12月)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編審委員(台灣排名第一的TSSCI第一級期刊)(2009年4月迄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IJSE) Editorial Board(2014年起迄今
清華教育學報副總編輯/執行編輯(2016年8月起迄今)、通識學刊總編輯(2017年1月起迄今)
科技部科教司、科教國際合作司(科國司)科教學門複審委員(七年)
國立中山大學學務長（101.8.1～103.07.31)
永齡基金會希望小學中山分校專案負責人(產學研究計畫) (2010年7月迄今)
100學年度教學傑出獎（全校僅選出兩名）
國立中山大學102~106年度教學傳授教師
國立中山大學102~106年度領航教師
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與社會教育組組長（100.8.1～101.7.31）
國立中山大學前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主任（96.8.1~98.7.31）
高雄市第一、二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屏東縣第二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台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副教授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屏東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兼任講師
左營高中國文老師、主任輔導老師、校長室主任祕書
國立員林農工國文科教師兼導師

學術專長領域：性別教育研究、科學情意因素研究、教育心理學研究、探究論證教學研究、
正向思考及幸福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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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專長
做中學研究，沒有用不著的人生歷練：

• 聽自己的內在聲音，持續培養研究興趣，每個階段的
人生經驗都想辦法與研究相結合

中文系畢業
教育心理學
碩士、博士

跨入科學
教育領域

• 自中興大學中文系
畢業

• 至員林農工擔任國
文老師與導師

• 培養中文寫作能力

• 由國文跨入輔導領域
，擔任高中輔導老師
，協助教育部推動性
別平等教育，再進修
博士後，進入大學服
務。

• 研究領域聚焦於教育
心理學、性別研究、
測驗與評量研究

• 跨入科教領育研究，聚焦
學生科學情意學習(學習科
學的焦慮、提升學習動機
、科學學習興趣、好奇心
、參與感、正向思考、人
格特質等)

• 開拓科學美學統整(CISA)及
STEAM研究領域以提升學生
的論證、批判、系統化思考、
與探究能力及跨領域統整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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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定位研究、教學、服務?

•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每年約
1~2項)

• 教育部研究計畫(主持人每年約4~6項)
• 本校暨其他機構委辦計畫

• 開設教育所專業課程
• 開設師資培育課程
• 開設通識大班級課程
• 每學期約有8~11學分之課程

• 曾經兼任學校行政工作(主任、組長、學務長
所長...等)

• 協助教育部推動高中優質精進計畫
• 擔任高中優質化計畫審查委員&訪視委員
• 擔任永齡基金會希望小學中山分校負責人
• 擔任總統教育獎、教育部及高雄市高中職校

長遴選委員、高中、國中、國小校務委員等
• 擔任南區科學素養暨閱讀素養種子老師培訓

教學

服務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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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司科教司課教國合司人
文司科教學門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研究

教學服務

• 帶領大學生服務社
會，協助永齡台灣
希望小學中山分校
的學童有更好的教
育資源

• 擔任中央及地方教
育相關評鑑,審查及
訪視委員能提升本
所知名度與貢獻度

核心價值
與

自我實現

• 上課時透過與大學
生雙向互動，瞭解
學生想法與困難

• 能夠激發研究動機
並促進研究主題的
發想

• 研究大多是進行教學介入
親自深入教學現場，以瞭
解各階層學生的實徵研究
暨行動研究(國小、國中、
高中職生、大學生)實際學
習狀況與改進情形

• 進行大數據研究 (PISA, 公
民科技素養研究)

•身為一位胡椒鹽（服務、教學、研究）的大學教師，即便從事服務
與教學工作仍可以有所收穫，隨時都須想辦法與研究相結合！



壹、大學生相關研究發現



一、影響大學生學習因素(1)

教學策略與學習評量

• 課堂師生互動之發問，有助學生批判性思考與溝通能力之

發展 (Bok, 2006)。Royse (2001)的Teaching Tips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Instruction: A Practical Guide由課程要素，

班級經營策略，大班講授式之教學、科技之應用，考試與

評分切入，提供琳瑯滿目的指點。

• Hartley, Woods與 Pill (2005)則以學生為核心，羅列17篇相

關之論文，包含使用概念圖教學，發展學生團隊合作，由

體驗進入批判性之省思，協助學生自我引導之學習等。



一、影響大學生學習因素(2)
教學策略與學習評量

• Duit與Treagust (1995) 強調科學之教學應始於學生概念之

建構(concept maps)，學習評量過程應注重瞭解。

• 自然科學教學之目標為教導學生探究(inquiry)的技巧以利

科學新知，涉及多元教學策略。

• 教學方法應善用各種教學技巧，包含設計良好的教師示範

、實驗室工作、電腦模擬、田野觀察等(Holestein & 
Walberg, 1995) 。

• 除紙筆測驗之外，學習評估含口試，檔案評量，實作表現

，並由形成性評量中找到有用資訊以引領改進。



一、影響大學生學習因素(3)
教學策略與學習評量

•國內科教界對自然科學之教學研究成果豐碩。以617位高

中生為對象之研究發現在地球科學班上，教學的主體影響

教與學之成果，傾向以學習者為中心式的課堂，學生學習

態度較佳(Lee, Chang & Tsai, 2009)。
• 創新的教學策略之實施，可改善學生對學習自然科學的態

度，並有效地降低學習的焦慮 (Hong, 2009)，而學生對科

學本質的瞭解可預測其問題解決的能力，宜予以提昇(Lin 
& Chiu, 2004)。

• 可惜，這些科學教學的策略均以國高中生為主要的母群體

，在大學層次自然科的教法與評量之研究，相對稀落。



一、影響大學生學習因素(4)
學業投入

學生個人的學習活動品質是決定學習成果的關鍵 (Vermunt, 
2005)。美國有關大學生學業投入的調查研究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自執行以來即發表數篇備受

重視的高等教育論文。其中，Pike與 Kuh (2005)認為：（1
）學生在大學由實際參與作業而學習，（2）學校政策與措

施，及（3）學府各種特質皆會影響學生學業之投入。學業

投入方式以各色各樣的學習活動呈現，包括上課前預習、

參與課堂討論、上圖書館或上網找與課業有關資料等。



一、影響大學生學習因素(5)

學業投入

• 大學生個人因素影響其學習投入 (Harper & Quaye, 2009)。

大學裡師生之良性互動能增強學生在校的學習與參與。

• 教授對認知的要求，以及教授和其他同學所提供的社會支持

，都會影響學生對學業的經營及調適的策略（Clifton,  

Perry, Stubbs & Roberts, 2004）。

• 人格特質、自我價值

大學生的自我價值(Self-worth)對於其人格特質有顯著預測力
，性別與年齡對於大學生的自我價值有顯著差異( Wang , 
Chen, Yore & Hong, 2014 DOI)

簡報者
簡報註解
Hong



12

我的研究領域規畫路徑
 近年來致力於研究各年齡層學生的自尊、自我價值、性別

、焦慮、科學態度、興趣、探究能力、學業成就和正向思

考之間的相互關係。多篇研究著重在探討「自我」、「人

格」、「性別」、「態度」之間的相互影響及探究其預測

力。

期待能藉由一系列的縱貫性研究結果中，尋找出最能協助學

生提升自我導向、後設認知能力、批判思考、論證能力、探

究能力、系統化思考、學習興趣、學習動機、建立自我信心

、正向思考、幸福感(Well-being)並能減少性別刻板思考，

學習焦慮與沮喪等負面情緒的因素，以期能將研究結果作有

效的推論與應用。



跨領域課程設計須由

設計教學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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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by Working

農民畫家米勒於 1857 的《拾穗》（The Glea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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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量 說明

1. 小組

討論

4% x 6 
= 24% 

針對上課所播放之小短片或教師所提問之問題做小組討論，

並將討論結果於當週週日午夜23:59前以word檔之形式上

傳至網路大學。

2. 個人

作業

2.5% x 
6 =15% 

每次上課後，會於網路平台上公布與該週相關之學習單，

同學必須自行填寫，並於當週週日午夜23:59前上傳至網路

大學。每次學習單最高可獲得3分。

3. 期中考 25% 題型包含選擇題、配合題。

4. 期末影

片拍攝
26%

(1)組員討論影片拍攝過程記錄 (含每次討論之簽名書面紀錄及
照片) （10 %）

(2)影片放映評分採同儕及教師評分方式，評分標準包括：主
題關聯性(6%)、內容正確性(6%)、創意性(4%)（共計16 %）

5.
上課態

度與出

席狀態

10%

遲到二十分鐘以上每次扣1分。特殊狀況(ex.事先報備者)除
外。無故缺席每次扣3分。曠課四次以上，心理學成績以

零分計。上課未帶課本、講義，或打瞌睡、聊天者，將酌

予扣分。



分享我的教學特色(1)
1. 建構教室成為創意實用教室:藉由師生不斷的雙向溝通、

反思與回饋，儘量將生澀的理論帶入實際生活經驗，學

生在提升「正向思考」、「表達能力」、「帶著走的

能力」「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及「問題解決能力」的

進步是看得到的。

2. 給不同需求學生搭不同的鷹架(Scaffolding):科技大學學生

興趣廣泛，可能對於理論學習興趣與專注力較低，老師需

適性教學，給不同程度、不同需求學生搭足夠的鷹架，學

生才會期待上您的課。



分享我的教學特色(2)

3. 多元教學策略：採用開放式、引導式、啟發式、意義學習

、詰問法等教學策略，針對每週不同主題，將理論知識融

合至實際生活常識與經驗中，學生的學習感受更真切，無

形中開發自我潛能。

4. 傾聽與對話：建立課室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相互欣賞的

團體動力。

5. 建立學生資料卡: 與學生之互動良好，學生若有問題能隨時

找到老師詢問，主動關心學生的生涯發展。

6. 親自詳細批閱學生札記卡、小組討論與學習單: 能適時解

答學生困惑，學生會因為老師的詳細回饋與鼓勵，上課及

撰寫札記卡及團體或個人作業更加用心。



分享我的教學特色(3)

7. 課前分享優良組別作品：每週上課前會將上一週團體作業

與全班同學討論並請優良組別學生分享心得，學生受到鼓

勵，並有見賢思齊的效應。

8. 同儕互評:學生在分組報告時，其他組別學生需作「Peer-
assessment」 ，所有學生不但能獲得相互觀摩之效，無形

中可提升批判思考能力、判斷、歸納等能力，並能提升

團隊合作精神。

9. 變通性評量學生學習成效: 每個課程的評量包含形成性與

總結性評量，例如：上課發言、表演操作、小組作業、個

別作業、札記卡、學習單、簡式專題研究、平常考、期中

考、期末考筆試、期末報告、上課參與態度、小組或個別

口頭報告等。



分享我的教學哲學觀：

儘量全力投入，不求回報
1. 個人輔導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學生在教育專業的學

習是經師與人師並重，因為二十年中學教學經驗，是未來

希望成為中小學教師或擔任教育行政的中山大學學生最需

要的資產，因此只要學生有需求，一定免費補課或進行專

題演講(講題：「造就一個無怨無悔的人生」、「有效的教

學策略」…等)，甚至在學期結束即將過年時還會看到後學

正在為學生上他(她)們最感到頭痛的課程--「教育測驗與

評量」，這種只有付出，不求回報的情形在以研究為主流

的中山大學應該算是難得！

2. 個人連續十二年負責籌備提升教師創意與創新教學能力研

討會、創意教學媒體暨教學演示競賽，對於提升師資培育

中心學生順利通過教師檢定考試，考取正式教師的助益頗

巨。



主動到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大班級課程的原因?

別排斥至通識教育中心授課
體認大學生需具備正向思考與提升競爭力

統整過去二十多年教學與諮商輔導經驗，知道二十一世紀的大學

生最需要具備的基本知識之一是「心理學」，它對於大學生是

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唯有多了解自己與多認識別人才能讓自己身

心健康，也才有能力貢獻社會與國家，更能為自己的生涯發展加

分。因此主動向當時的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毛遂自薦擔任博雅核心-
社會科學(一)課程，由96學年度第1學期開始，每學期擔任二個大

班的課程，每學期約教導200-240位各學系大學生，期待培養中山

大學學生建立正向心理、批判思考能力、表達能力，有競爭力、

有自信、主動積極、有風骨、有視野、負責任、肯貢獻的二十一

世紀優質的現代公民。



分享我的教學績效(1)
1. 教授大班級每堂課全程錄影，作為修課學生補課或複習之

用 (ex. 一位材光系四年級詹OO同學，已經考取清大研究

所，但他一直未發現通識課程學分未修滿故無法於當年

暑假畢業；幸好後學每節課錄影，因此他可以用個別上

課方式來修社會科學(一) ，且已於六月如期畢業。)

2. 善用網路大學與學生進行

線上即時交流。

http://cu.nsysu.edu.tw/

3. 學生認知、情意、技能的

學習目標都能具體達成。

http://cu.nsysu.edu.tw/


分享我的教學績效(2)
4. 採用變通性評量，兼顧學生之學習過程 (Process) 及學習成

果(Product)。

5. 親自批閱學生資料卡、札記卡、反思記錄、小組討論與個

別報告以了解學生之學習狀況，並適時提出協助與輔導。

6.100~104學年度 共有 6門課獲頒教學優良課程；畢業生離

校滿意度都優於全校平均數。

7. 已有 12 位助教獲得中山大學全校性優良TA殊榮 (黃怡菁、

王薪惠、陳香廷、鄭媄穗、江偉豪、余典錡、鍾妤旻、薛

芫青、林佳融、梁慈珊、王乃尹、黃于寧) 。

8. 榮獲中山大學100學年度教學傑出獎(全校只兩位老師獲獎) 
。



教學與評量舉隅



通識教育第三向度

(公民與全球視野)課程-

心理學應用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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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六頂思考帽與人格面具



27

課堂活動—棉花糖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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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墨漬測驗



上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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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學生創意作品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學生創意作品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互評表





教育學程-教育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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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舉例



研究所-教育測驗與評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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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期末回饋



學生期末回饋



批改每週小組討論學習單



建立學生資料卡



建立學生資料卡



建立學生資料卡



批閱學生札記卡並給予回饋



批閱學生札記卡並給予回饋



批閱學生札記卡並給予回饋



學生期末回饋



學生期末回饋



學生期末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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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跨領域課程之教學成果
結合學術研究?

研究

教學服務

• 帶領大學生服務社
會，協助永齡希望
小學的學童有更好
的教育資源

• 擔任中央及地方教
育相關評鑑,審查及
訪視委員能提升本
所知名度與貢獻度

核心價值
與

自我實現

• 透過授課與大學生
雙向互動，瞭解學
生想法與困難

• 能夠激發研究動機
並促進研究主題的
發想

• 研究大多是進行教學介入
親自深入教學現場，以瞭
解各階層學生(國小、國中
、高中職生、大學生)實際
學習狀況與改進情形

• 進行跨國際,跨文化科學教
育, 情意因素研究, 正向思
考及幸福感相關研究(廈門
大學, 陝西師範大學)

•身為一位胡椒鹽（服務、教學、研究）的大學教師，即便從事服務
與教學工作仍可以有所收穫，隨時都須想辦法與研究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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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問自己最有興趣研究
那些主題和領域?

 綜言之，近年來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實施課外科學探究

活動，使用鷹架及角色楷模激發平地原住民族學生、家庭

弱勢子女、學習弱勢學生及績優學生的自我認同、提升自

信心、探究能力、論證能力及對科學學習之正向態度、科

學參與感、正向思考並能有效降低其科學學習焦慮感、性

別刻板印象等領域。

 期待能藉由一系列的研究結果中，尋找出最能協助學生提

升學習興趣、學習動機、建立自我信心、正向思考、幸福

感(Well-being)並能減少性別刻板思考，消除焦慮和沮喪等

負面情緒的因素，以期能將研究結果作有效的推論與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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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撰寫小提醒
 1.個別研究計畫vs.整合型研究計畫?

 2.一年期 vs.多年期?

 3.研究主題一定是自己最感興趣及最有把握的領域或是較時興領

域。

 4.文獻探討需要一一敘述所有待研究的依變項在過去國內外研究

未被探究或是仍無定論的部分。

 5.必須清楚說明本研究的獨特性，本研究與自己及其他學者過往

研究有何差異?

 6.研究方法務必鉅細靡遺，若是多年期計畫務必逐年提出研究問

題，研究方法及預期成效，要讓審查委員知道您有能力可以執行

研究，不能每年都寫成一樣的研究方法代表誠意不夠。

 7.編制經費不宜浮濫，說明用途須力求詳盡。

 8.五篇代表作都需要精挑細選，有加分作用。

 9. 新手老師須找有經驗的專家老師當共同主持人。



近年來的研究著重於學生情意學習(Affective 
learning)並結合教育心理實務面的探討與深耕，進入大學

及中小學教學現場，實施統整科學與美學探究教學活動

，以提升原住民、弱勢學習子女及學業優秀學生的自我

信心，以正向思考為主軸，培養學生建立正確的科學態

度、提升科學興趣、學習動機，科學探究及論證能力，

並能降低科學學習焦慮感，減低性別刻板印象，及建立

正向的人格特性。研究計畫及論文發表以「探究科學美

學活動」及「正向思考」為主軸。分別從下列五個研究

方向探討如何提升學習者的探究及正向思考能力：(1) 性
別與科技; (2) 探究與論證教學; (3) 科學美學教學; (4) 正
向思考; (5) 弱勢學生科學參與 (6) 大數據研究 (PISA &公

民科技素養研究)

研究六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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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內研究成果簡介
• 五年內(2013~2018)研究成果：

• 發表 18 篇SSCI期刊論文, 7篇TSSCI期刊論文，1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Part B)論
文 (平均每年發表5.2篇SSCI/TSSCI期刊論文)、一章
英文專書著作、兩章中文專書著作

• 48篇國際研討會論文, 如NARST, ESERA, EASE—等

• 另外有 3篇SSCI論文正在修改或審查中， 2 篇論文正
在接受 TSSCI  期刊審查

• 公私部門專題研究計畫：

• 10項科技部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2項為共同主持人)
• 1項高雄市教育局委託研究計畫

• 1項永齡基金會希望小學中山分校研究計畫。



近年來科技部計畫

探討合作式SSI科學活動提升國中學生批判思考、正向思考及自
我調整能力效益

2012～2015（3年期）

探究CISA科學活動提升弱勢國小學童科學學習興趣、減少科學
學習焦慮及培養正向思考成效之研究

2010～2013（3年期）

探討ISAC探究科學營使用鷹架及角色楷模激發平地原住民學生
自我認同和探究能力成效

2009～2012（3年期）

以STS及探究科學營培育女性科學人才紮根計畫(提升女學生科
學之興趣和自信)

2008～2011（3年期）

以功能性團體輔導弱勢家庭高職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及提升自我
效能之研究

2008～2010（2年期）



近五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提升國中學生學習興趣及科學素養之實務研究 (共同主持人)
2015～2018（3年期）

台灣參加PISA的質型與研究-我國學生科學素養分析及國際比較
研究 (共同主持人)

2012～2015（3年期）

以探究論證科學營提升國小女學童情意學習及論證能力之探究
(主持人)

2013～2016 (3年期）

支持性論證式探究教學對中小學學生學習成效之探討 (主持人)
2015～2018（3年期）



近五年科技部計畫

批判式探究教學成效(主持人)
2016～2019 (3年期）

女性生物學家養成計畫(共同主持人)
2015～2016（1年期）



中小學學生科學教育系列研究 (1)
探究CISA科學活動提升弱勢國小學童科學學習興趣、

減少科學學習焦慮及培養正向思考成效之研究

2010~2013 三年期國科會計畫 NSC 99-2511-S- 110-003- MY3



*Hong, Z. R., Lin, H. S., Chen, H-T., & Wang, H-H. (2014). The 
Effects of Aesthetic Science Activities on Improving At-Risk 
Families Children’s Anxiety about Learning Science and Positive 
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36(2), 
216~243, (SSCI Journal) 

Impact Factor:1.516
Ranking:Q1(31/219)
Category: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 使用「科學美學教學介入」以減少學習或家庭弱勢國
小學生科學學習焦慮；提升其正向思考與對科學態度
之成效。

• 經由十二週的「科學美學教學介入」，對於提升實驗
組國小學生的樂觀及相互欣賞有顯著的效益。

• 發現經由十二週的「科學美學教學介入」， 對於提
升實驗組國小學生的目標導向學習及對科學的態度有
顯著的進步。

• 收集資料相當多元，包含問卷調查、個別訪談、課室
觀察都能提供進一步資訊了解為何參加「科學美學教
學介入」的國小弱勢學童，其正向思考和科學學習能
逐漸提升的原因。

• 本研究發現，科學美學教學介入可以提供小學自然與
生活領域教師作為提升學生正向科學學習態度及減少
學童科學學習焦慮感之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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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學生科學教育系列研究 (2)
藉由主題閱讀教學提升國小學童語文探究思考

與推理能力研究 (中山大學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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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Z. R., Lin, H. S.; Wang, H-H; Chen, H-T, Yang, C-K. 
(2013). Promoting and Scaffold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and Argumentation through a Science 
and Society 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35 (10), 1625~1648.

Impact Factor:1.516
Ranking:Q1(31/219)
Category: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 使用「科學社會議題SSI教學介入」以提升國小學生正向的科
學態度和論證能力。

• 經由十二週的「科學社會議題SSI教學介入」，對於提升實驗
組國小學生在高品質的論證能力，及提升國小學童的正向科學
學習態度有顯著的效益。

• 發現經由十二週的「科學社會議題SSI教學介入」，實驗組男
生在論證能力品質進步顯著大於實驗組女生。

• 發現經由十二週的「科學社會議題SSI教學介入」，中、低學
業成績實驗組學生在科學態度與論證能力的品質提升情形都顯
著大於高學業成績實驗組學童。

• 收集資料多元，包含問卷調查、個別訪談、課室觀察都能提供
進一步資訊了解為何參加「科學社會議題SSI教學介入」的國
小學童，其科學態度與論證能力的品質能逐漸提升的原因。

• 本研究發現，科學社會議題SSI教學介入可以提供小學自然與
生活領域教師作為提升學生正向科學學習態度及論證能力的有
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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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學生科學教育系列研究 (2)
Hong, Z. R., Lin, H. S., Chen, H-T., & Wang, H-H., & Lin, C-J. (2014). The 
Effects of Aesthetic Science Activities on Improving At-Risk Families Children’s 
Anxiety about Learning Science and Positive Thin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36(2), 216-243. (SSCI)國科會經費補助NSC 99-2511-S- 110-
003- MY3。[IF = 1.516, Ranking= 31/219=14.16%,

Impact Factor:1.516
Ranking:Q1(31/219)
Category: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本研究透過準實驗教學法，發現使用融入美感的科學
活動(Aesthetics science activity)對於提升弱勢家庭 (含
低收入戶、單親及新住民家庭) 國小學童的正向思考
、科學學習態度有顯著的成效。
•本研究以共變數分析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童之差異
，發現經由富美感的科學活動能顯著降低國小學童在
學習科學的焦慮感。
• 研究發現家庭弱勢的國小學童因為持續參與本研究
在樂觀和相互欣賞的正向想法有顯著的進步；且在「
學習目標取向動機」與「對於科學學習態度」有顯著
提升。
•根據面談和課室觀察發現目標學生(前測分數最低分
學童)不管在正向思考及對學習科學的態度都有大幅度
的提升，而在科學學習的焦慮感卻明顯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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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學生科學教育系列研究 (3)
Chen, H-T; Wang, H-H, Lu, Y-Y., Lin, H-S., & *Hong, Z. R. (2016). Using A 
modified argument-driven inquiry to promot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engagement in learning science and argumen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38(2), 170-191 (SSCI Journal). 科技部經費補助NSC 102-
2629-S-110-001- MY3。

Impact Factor:1.000
Ranking:Q2(101/230)
Category: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a modified argument-
driven inquiry approach on Grade 4 students’ 
engagement in learning science and argumentation in 
Taiwan. Th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as an experimental 
group (EG, n = 36) to join a 12-week study, while another 
36 Grade 4 students from the same school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be the comparison group (CG).
•Initial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EG students’ total
engagement in learning science and argumentation and 
the claim and warrant compon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G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 EG students’ anxiety in learning scienc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during the study; and their 
posttest total engagement in learning science score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argumentation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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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學生科學教育系列研究 (4)
Lu, Y-Y., Chen, H-T., *Hong, Z. R., & Yore, L. (2016). Students’ Awareness of 
Science Teacher Leadership,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and Positive Thin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38 (13), 2174-2196. (SSCI Journal).
DOI: 10.1080/09500693.2016.1230792科技部經費補助 NSC 104-2511-S-110-
001- MY3。

Impact Factor:1.000
Ranking:Q2(101/230)
Category: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This study explored 330 (147 males and 183 females ) 
Taiwanes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ir science teacher’s learning leadership and how it 
relates to th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and 
positive thinking.
•Males reported significantly (p < 0.05) higher 
perceptions than the females on four of the seven 
subscales of awareness of science teachers’ leadership: 
idealised influence,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and individual consideration.
•Teachers’ leadership with idealised influence was the 
most predictive of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 
(β = .37). Furthermore, the leadership with laissez-
faire was significantly predictive of students’ positive 
thinking (β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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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英文翻轉教學研究 (5)
Huang, Y-N., & *Hong, Z. R. (2016). The Effects of a Flipped English 

Classroom Intervention on Students’ Internet and Computer Literacy and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64(2), 175-193 (SSCI Journal).

Impact factor = 
1.420, Ranking: 
43/216= 19.91 %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1.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 flipped 
English classroom intervention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and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Taiwan.

2. Forty 10th grader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a representative 
senior high school as an experimental group (EG) to attend a 12-
hour flipped English classroom intervention while another 37 
10th grader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same school to be 
the comparison group (CG). 

3.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EG students’ ICT, and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intervention. The 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quantitative findings.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and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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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系列研究 (1)
*Lin, H-S; Hong, Z. R. Chen, Y-C. (2013).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situational interest in learning sc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IJSE), 35(13), 2152-2173 
(SSCI Journal)

Impact Factor:1.516
Ranking:Q1(31/219)
Category: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This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explores how 
student cumulative situational interest, short-term 
preference generated by particular conditions such 
as novel experiences can be developed into better 
individual interest, an enduring predisposition (持
續定位) to engage in certain activity such as 
chemistry lessons.

 A continuous intervention of integrating novelty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into teaching was used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 64) while another class 
of 105 students studying another course of physical 
science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novelty and 
aesthetics served as a comparis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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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comparing the two group students’ 
pre- and post-test perceptions of learning science reveal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utperformed the comparison group in 
their perceptions of interest, enjoyment, and aesthetics (學習興

趣、享受學習、美感經驗).
 The weekly assessment of student situational interest indicat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situational interests were 
well maintained by two leading learning activities: 
demonstrations (示範實驗) and hands-on experiments (動手做
探究實驗) with novelty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新奇和美感經

驗). 
 The above result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theory of interest development, which proposes that the 
development goes through a cumulative and progressive 
procedure.



Methods
learning activities – electricity jellyfish (漂浮水母)
 After an introduction of the cause of static electric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a Leyden ja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were engaged in a 
hands-on activity of dancing jellyfish induced by static electricity, in 
which about 20 very fine plastic strings are tied together at one end. 
When the plastic strings and an inflated balloon are rubbed repeatedly

by a piece of synthetic 
polyester cloth and the strings 
are thrown into the air, the 
balloon repels the strings 
upward because the surfaces 
of the two substances possess 
the same charged particles.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soft 
strings appear as a jellyfish in 
sea water .



Results (1)

Research Question # 1

How different are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interest, 
enjoyment, and aesthetic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science between those who are taught with interventions 
focusing on arousing situational interest and those who 
are not?



Results (2)
Result :

Additional ANCOVAs using pre-test means as covariates to adjust for the two
groups’ initial difference reveal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ignificantly 
outperforms the comparison group in the subscales of interest ( p < .050), 
enjoyment ( p < .001), and aesthetics ( p < .010).



Results (3)
Research Question # 2

What kind of sources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capable of arousing students’ situational interest?



Results (4)
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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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系列研究 (2)
Wang, H-H., Chen, H-T., Yore, L. & *Hong, Z. R. (2015). An investigation of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elf-worth.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6(6), 1593-1613 (SSCI Journal). 國科會經費補助NSC 101-
2511-S-110-001- MY3。

Impact 
Factor:1.772
RankingQ1(8/92)=
8.70%
Category: (Social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Categ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a model of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of male and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and their self-worth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College students (1,305 males & 1,494 females) were 
stratified randomly selected from 12 universities to 
complete the College Students Questionnaire. SEM 
results supported the model and network of paths 
amongst thes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self-worth and the 
Big-five personality traits.

 The strongest direct effect on participants’
extraversion is from students’ self-worth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69), followed by 
conscientiousness (β= .57) and neuroticism (β= -.57), 
openness (β= .52), and agreeableness (β= .48)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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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系列研究 (2)

Impact 
Factor:1.772
RankingQ1(8/92)=
8.70%
Category: 
(Social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Category

 Results of t-tests revealed that male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AG and AP mean scores than 
females; female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CF and CB 
mean scores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We 
compared the three age (<20, 21–30, and >30) 
groups’ self-worth. 

 Results of ANOVAs revealed that older college 
stud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AG, CF, CB, and JC 
than the two younger age groups. Consideration of 
effect sizes revealed a large effect size on dimensions 
of JC (η²= .19) and small effect sizes on dimensions 
of AG (η² = .006), CF (η² = .004), and CB (η² = .005) 
among different aged participants (Cohen 1988).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extraversion, agreeableness, conscientiousness, 
neuroticism, and openness mean scores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Wang, H-H., Chen, H-T., Lin, H.-S.*Hong, Z. R. (2016, DOI). The effects of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Thinking,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through a 
Self-reflection Intervention i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SSCI Journal) 

大學生系列研究 (3)

1. One hundred and two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an 18-week intervention form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G) 
which emphasized providing main lecture, role-play, self-reflection 
activity, group discussion and group work. Another 179 college 
students from two other courses were selected as a comparison 
group.

2. This study showed that supportive, resourced discussion with peers 
and instructor, self-reflection activities and assignment as a 
facilitative agent improved the EG students’ positive thinking,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3. In addition, thre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revealed that positive 
thinking had a strong and direct relation to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pretest learning motivation (β = .85) and self-regulation 
(β = .77); learning motivation had a strong and direct relation to 
students’ pretest positive thinking (β = .86) and self-regulation (β = 
.81); and selfregulation had a strong and direct relation to students’ 
pretest positive thinking (β = .83)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β = 
.86).

Impact factor 
= 0.896, 
Ranking: 
116/231= 50 %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大學生系列研究 (4)

楊登順、 *洪瑞兒 (接受刊登，出版中)。探討大學生空間自我效能、畫

地圖能力與地圖素養之相關性與中介效果。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TSSCI)。

1.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畫地圖能力、空間自我效能（方向判
斷力、距離估算力、位置記憶力）、地圖素養（使用地圖、
估算地圖、畫記地圖）的相關性，及畫地圖能力對於空間自
我效能、地圖素養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2. 本研究以便利取樣選取南部某大學182位學生參與本研究，
利用信效度良好的「回憶式速寫校園地圖」、「空間自我效
能量表」及「地圖素養量表」為研究工具收集大學生畫地圖
能力、空間自我效能及地圖素養。

3. 本研究以t-考驗、相關分析及階層迴歸分析進行資料分析，
主要研究發現：(1)男大學生的地圖素養顯著優於女大學生；
(2)大學生空間自我效能、畫地圖能力與地圖素養具有顯著正
相關；(3)大學生畫地圖能力在方向判斷力影響使用地圖上具
有部分的中介效果。最後針對上述評量結果提出對於提升大
學生的畫地圖能力、空間自我效能及地圖素養相關議題，進
行討論與建議。

(社會科學/
教育學)



論文寫作提醒

1. 以自己的領域專長思考自己最有把握的主題。

2. 定期與研究團隊(老師及博碩士生/其他領域老師)
討論研究主題的可行性，相互激盪研究火花。

3. 大量閱讀相關文獻，最好是SSCI or TSSCI 期刊
。Focus on the important topics.

4. 寧願小題大作, 不要大題小作。

5. 要走出學位論文規模。



論文寫作提醒

6. 緒論需要用3~4段即很清楚講出本研究之重要性與獨
特性。

7. 文獻探討需要聚焦在您將探討的sample 
characteristics and all of you are going to investigate 
dependent variables.

8. The section of “Review of Literature” needs to write 
by systematical thinking and rationale.要步步相扣!
需要統整與分析過去國內外研究看到什麼及還沒看
到什麼!

9. Research questions 只要2~3個很重要很有吸引力的
研究問題即可。



論文寫作提醒

10. How to solve your problems and answer your research 
questions? How to collect data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ion) and how to conduct 
meaningful data analyses?

11. Instrument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Reliabilities
and validities).

12. 先做出Tables and Figures.
13. “Result” needs to present your research questions’ 

findings. The processes are as important as the 
products/outcomes.

14. “Discussion” needs to focus on the explanations and 
clarifica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your essential findings  



論文寫作提醒

15. Conclusion, educational implication and limitations 
need to address and integrate on your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findings.

16. Never over inference (千萬不要過度推論).

17. Co-authors’ double checking.

18. Experts’ professional read, revise and modification.

19. Final check the APA format. 

20. Cite the target journal’s articles at least 2~3.



2011/01/20 99學年度通識教育自我評鑑暨改革工作坊 86

通識教育學術論文發表

歡迎投稿:

通識學刊- 理論與實務
(網址:
http://www.nwgest.org.tw/wSite/mp?mp=nwgest)

發行：台灣通識教育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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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研究信念與承諾

在研究中找樂趣，以主動、積極、正向態度迎接挑戰，
不斷閱讀期刊論文，必須訂閱紙本期刊，養成閱讀習慣。

凡事量力而為，保持95分原則，留下5分做更有趣的
事，才有進步空間。

勿閉門造車，經常與學術社群同儕聯絡感情、漫談，，
產生新點子。

除認真寫作外，也要為自己保留閒暇時間放鬆身心

樂

力

四

設



喜鵲之舞



三人行必有我師



2014年與四位博士班學生合影於
舊金山



與林講座及三位博士班學生合影於芬蘭
ESERA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5.06 .10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頒獎典禮



感謝參與，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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