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討 PAC 模式－自然科學實驗評量新方法         測驗統計年刊 第四輯 

探討 PAC 模式－自然科學實驗評量新方法 
 
 

蘇育任 
國立臺中師範學院數理教育學系 

 

摘  要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實驗教學設計和評量的模式－PAC 模式，即考量「實作技能」(performance)、「實

驗成果」(acquirement)與「概念基礎」(concept)三方面的整合理論，它是由知名的科教學者 Novak 與 

Gowin 所提倡的認知心理學的教學與評量工具，很能幫助學生將科學理論、概念和實驗操作活動聯結起

來。本文首先探討一般科學實驗教學活動的理想目標現況，隨之從認知心理學的觀點探討實驗中教與學

的歷程，據以提出上述模式作為實驗教學設計和評量的理論架構，最後則嘗試運用於實際的例子中。 

PAC 模式基於 Novak 的概念作圖法和 Gowin 的 Ｖ 啟發術，以三個向度作為教學設計和評量的

效標─即實驗操作、實驗成果和概念基礎。概念圖乃教學設計與評量的基礎，Gowin Ｖ圖則用以協助學

生了解知識建構的結構和歷程，此模式乃為一精巧又有用的方法，對實驗教學設計與評量極有助益。 
 

壹、前  言 

做實驗是自然科學教學最顯著的特色，由世界各國科學改革的趨勢加以分析，實

驗已扮演了中心的角色，不再只是講授法用來示範的媒介，而是整個科學學習歷程的

核心活動。唯實驗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的教學設計與學習歷程充滿了許多問題，若以成

本效益加以分析，投入實驗的時間、人力和物力和學生學習的成效實在是不成比例。

實驗教學失敗的原因之一，乃是無法清晰掌握做實驗的目標。另一個原因是做實驗前

後，沒有良好的教學策略和評量，以致學生無法將實驗操作的經驗和相關的理論概念

聯在一起。 
許多人總會問：「為什麼要做實驗？」「實驗可以達到什麼效果？」「教師應如

何評量實驗的成績？」欲圓滿答覆以上諸問題，實在需要從實驗教學的目的、實驗教

學的設計以及實驗的評量諸項逐一探討，而這樣的研究更需一清晰的理論概念架構

(conceptual framework)做基礎，以整全的觀點(holistic view)，由實驗教學的可能功用

和要求著手，至有意義的評量為檢核，首尾相銜，成為一貫的設計。本文主旨在提出

一概念架構作為實驗教學的設計與評量之模式，就教於方家，期藉著集思廣益，而收

拋磚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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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驗教學之理想目標與實況 

從成本效益(Cost-Benefit analysis)的角度來看，做實驗是十分昂貴的學習活動，

但在嚴謹的衡量實驗教學後學生的學習效果卻令人大失所望。由實驗學生也許習得了

各種順暢程度不一的操作技能，但腦中認知的學習卻明顯的付之闕如。以目前的實驗

教學情況而言，認為一般做實驗能有效培養學生的認知學習，實在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罷了。 
Faraday(1974)在其所著一書中指出：「做實驗的目的乃在培養學生的操作的能

力，不該用來做為教導推理的習慣，而應該是實際操作的藝術。」唯根據文獻探討

(Hofstein and Lunetta, 1982)，大多數學習者均同意實驗教學的主要目的為： 
‧培養研究科學的誠實性格 

‧孕育堅忍不拔、百折不撓的意志 

‧學習各項技巧 

‧發展出批判性的思考 

‧獲得事實的數據 

‧講求準確性和精密度 

‧闡明科學方法 

‧用來說明課堂上所授教材 

‧培養客觀性 

‧訓練觀察的技能 

‧訓練操作技能 

‧學習撰寫實驗報告 

‧鼓勵協同合作 

在大學理科的實驗中，我們發現學生做實驗的時間，大部份花在觀察、記錄數據

以及處理實驗結果上面，反而很少仔細而審慎地留意到所觀察的物體或事件本身，甚

至更少留意觀察所應尋求的規律性。學生甚少探尋到底引導他們從事觀察的概念、原

理或理論究竟是什麼。事實上，在做實驗時，若缺乏理論概念架構的導引，其後果是

學生根本看不出實驗和課堂上所教的或教科書內容之間到底有什麼關係。簡言之，學

生只汲汲營營忙於實驗操作的種種活動，卻沒留意思考正做的是什麼，結果造成了實

驗操作對學生幾乎不具有任何意義，因而不少研究發現實驗操作對學生概念的學習與

了解幾乎沒有顯著的貢獻(Johnstone and Wham, 1982; Tamir, 1977)。 
Johnstone 和Letton(1989)在研究英國大學中，化學實驗教學的現況亦發現：學生

做實驗時，往往像「讀食譜做菜」一樣，讀一段指示，緊接著操作一段，然後再讀下

一步，如此依續做去。這種方式的實驗操作固可避免學生認知能力上的負荷過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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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了解整個實驗或科學原理卻毫無助益。實驗手冊對學生就好比食譜一般，他們只

能依樣畫葫蘆。 
以學習者的立場，嘗試分析學生在做一個新的實驗時，所面臨的認知要求(cogni- 

tive demands) 。每一個學生所碰到的新實驗，基本上對他而言都是初次的學習經驗，

正如同他在自行組合傢俱，裝設組合式汽車音響或照食譜烘蛋糕一樣，必須照著指令

一步一步來。按理說，在動手前他們可能會把全套指示瀏覽一遍，但除非他們開始以

實物來加以操作，否則所讀過的指示幾乎沒有什麼意義。實際操作使指令的意思──

呈現出來，並和各步指令交互作用。有時對寫指令的人而言，看來再明白不過的敘述，

對初次依令行事的人可就一點兒也不清楚哩！同理，做實驗時，預先閱讀實驗手冊也

許有點助益，但非得等到學生開始動手進行實驗，手冊的內容對他們而言，大部份都

像霧中看花，意義並非十分明確，甚至在實驗進程中，也會發現手冊中的某些步驟是

誤導的。 

最近在本校的普化實驗中，我們要學生調整一個含二價銅離子(Cu2+)溶液的 pH 
值，手冊要學生“加入阿摩尼亞(Ammonia)直到水溶液變成混濁，然後再加入醋酸，

直到溶液恢復澄清為止＂。有些學生看到前面桌上擺放的藥品只有標著“氫氧化

銨＂，卻遍尋不著“阿摩尼亞＂，因而引起了一陣小騷動。而手冊上要求加酸直到溶

液“恢復澄清＂，不少學生卻把它解釋成“變成無色＂，因而加了過量的酸。手冊的

原意是“溶液不再混濁＂，但學生所了解的訊息卻各有不同。 
又如在“一連串的化學反應＂這一實驗中，實驗的目的乃是藉著金屬銅和銅離子

間一連串的化學反應之顏色變化，使學生認識氧化還原反應。實驗前，學生已被要求

預習實驗手冊中的實驗目的及實驗手續，但實驗後，研究者立即對全班的學生做一隨

堂測驗，發現一半以上的學生只記得實驗的五個步驟，卻不明白這五個步驟間有什麼

關係，也不明白其隱含之原理(underlying principle)。 
很奇怪地，在大學中任教的科學家往往認為經過他們調教出來的學生，應該像他

一樣，具有共同的科學概念，並對科學充滿了熱忱，實際上並非如此。學生大多數是

很短視的，他們只注意到考試，而很不幸的，以上所列的實驗目的很難以一般大學傳

統的考試程序加以測驗考查。如此一來，學生難免會認為花一大把時間來做實驗，和

考試成績的收穫實在不成比例。一般來說，學生不太會想到做實驗有什麼長期的目

標，倒是比較關切當天的實驗目的。故教師必須認清事實，清楚了解自己和學生之間，

對實驗教學的目的彼此看法差異極大，故每一次的實驗教學設計時，對學生的期望不

可高得不切實際，以免失望亦大。 
我們的教學經驗顯示，學生在做實驗時往往腦袋十分迷糊，不知到底在幹什麼。

若學生能清清楚楚知道他在做什麼，下一步要幹什麼，他才可能表現得最好。故實驗

教學時，必須讓學生清楚明白該次的實驗目的為何，若實驗手冊上沒有明白地敘述出

來，教師應在實驗開始時即加以清晰地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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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理想的實驗教學，其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對原始數據忠誠，學生明白欲做實

驗之目的後，以有條不紊的步驟進行實驗，經由分析、綜合的能力，使學生得到批判

性的思考經驗。唯有透過這樣的學習，做實驗才能由被動忙碌的食譜式觀察活動，變

成心靈主動操作的探索活動。 

參、實驗教學及學習歷程之分析 

Fensham（1983）提出一個教學模式，說明自然科學概念知識的教學和支持此學

習所需的實驗。 
 

   
  

    

   

教師講授     

甲概念       甲概念       甲概念      甲概念

         

無  下定義   孕  育  可加量化

       

      

 選擇有關聯的經驗或可資運用之事物

（通常使用實驗）  

 
自然科學的教學旨在促進學生認知結構的改變，經由零星的概念學習，逐一統

整，期望整體認知結構因而產生發展。故教學時必須先分析所欲教授的概念，藉著正

式的定義以呈現之，接著再將組成該概念的屬性類型一一說明，並以各色各樣的例子

來闡明其屬性。在呈現某一概念時，必須考慮到應使用什麼媒體或型態，使學生的先

前知識(prior knowledge)和正在學習的概念產生緊密的聯結，因而做實驗便成了一種

極佳的教學方式，對有意義的學習有相當大的貢獻。 
依此模式，講授──做實驗混合併用的方式乃欲幫助學生完全了解科學概念，在

課堂上經由分析、討論與整理而獲得概念，在實驗室裡藉著操作、探索與發現而強化

概念，講授與實驗同為教學一體的兩面，密不可分，缺一不可，其共同目標在介紹與

闡明科學概念，並引導學生完全加以理解。但此模式中，因課堂講授與實驗教學是分

開的，反易促此兩者分道揚鑣，使教師與學生咸感困擾。 
時下認知心理學的研究，則從學習如何產生的觀點來探討，其中又以「訊息處理

論」(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最為有用（Norman and Lindsay, 1977）。 
當學生做實驗時，遇到任何外界刺激（如物理現象或疑難問題）時，首先必須加

以解碼（了解其意義），緊接著再以自己的術語來編碼，換言之，他得從長期記憶中

(long term memory)憶取所需之概念或技能，以便和外界刺激交互作用，才能形成一些

反應或把融合後的新訊息再度存放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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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學習是否有效，端視進入短期記憶(short term memory)的各種刺激和由長期

記憶提取的既有知識（即科學概念或技術）能否緊密契合，以致科學概念在修正或強

化後，得以再度輸存於長期記憶體中。實徵性研究一再顯示下列事實：「在實驗進行

中，若學生的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超過短期記憶的容量，則學習效果不佳，學生

僅能像按食譜作蛋糕一般，依樣畫葫蘆，概念和操作毫無關聯，以致無法產生有意義

的學習。儘管學生忙東忙西，似乎怡然自得地做實驗，但事實上，除了操作技能外，

他在認知技能上卻毫無所得。」(Johnstone and Letton, 1989)。 
 

注    意

解    碼

編    碼

理    解

知覺反應

實驗操作

實驗情境

現    象

問    題

蒐    尋

比    較

  （語 意 的）

實驗技術
 

 
圖一 訊息處理論之簡明圖示 

 

肆、實驗教學設計之模式－ＰＡＣ模式 

一、實驗教學之設計 
每一個負責設計實驗教學的教師，對實驗的目標都有不同的看法，從引發興趣、

熱忱的情意目標(affective domain)，闡明講授教材內容的認知目標，到培養技術及過

程技能的操作目標，所重不一。正如其他科學教育上所用的模式，下列所介紹的模式

也許不是萬靈丹，但其理論架構卻可作為設計實驗教學有用的工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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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時，欲訓練學生學得的技能可分為兩個主要的領域──「知其然」和「知

其所以然」。第一項本質上似乎主要是認知的，而第二項則缺乏明確的行為性技能，

有時（雖不是經常的）和認知技能有關。實驗教學在使學生不僅理解已學過的知識，

也在培養更高層次的認知以及情意目標，諸如態度、價值等。 
做實驗是否能達成有效目標，全取決於個人如何把以上要求的各項目標加以內

化。換言之，學習到達什麼程度，科學理論和原理被理解的程度，學生的科學態度和

價值判斷的程度，甚至對事實數據接納或拒斥的程度，以上各項在依學生個人認知結

構中的既有概念而定，同時也會因不協調訊息(dissonant information)之影響而逐步調

整。 
任何周全的理論必須考慮到以上所敘之所有因素，諸如已學得的科學知識、技

能、態度以及他們彼此間的相互關係，但也不可太複雜繁瑣，否則其實用性必大大降

低。研究者參酌英國科教研究界的一些實際做法，特提出一個具有三個層面的簡單模

式，以供實驗教學設計之參考，此模式可名之為「 ＰＡＣ 模式」（見圖二）即： 
實作層面(performance)────  做實驗的一系列技能 

實驗成果(acquirement)────  做實驗後所得的知識及價值觀 

概念基礎(concept)──────  學生內在的世界觀 
 

Acquirement 

                  動作的
原   理                       

                            測  量
                           

理  論                                   儀 器
                                   
                                       

 知識 ／ 價值

修 正        說          明    導 致

  
結      果

轉      換

  

  記      錄

    
概   念             知覺的

            

 

Concept               Performance 

引發新事件 

圖二 實驗教學之模式－ＰＡ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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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表示，當有某一概念、原理或理論有待探究──須去實驗或建立時，所需

從事實驗工作的情況。首先經由講授教學賦予學生能進行心理操作(mental operation)
的概念基礎（例如某些理論的背景資料），再經實驗教學的設計，學生由此有了實際

操作的行為以探究情境。實作的結果便產生了觀察或知覺性的測量數據，數據又可據

以運算從而導出結論，裨便解釋。經由這些程序則可能產生科學新知識或價值之宣稱

(claim)，這些新宣稱又藉著認知不協調(cognitive dissonance)而促使學生修正其概念，

並作進一步的探究活動。如此繼續不斷直到整個歷程達到圓滿方才休止。理想上說

來，當理論可由實際操作加以證實時，以上的模式即可視為圓滿。然而往往因下列因

素，以致其他較不圓滿的結果亦可能發生。其一，若欠缺精密儀器，技術無法突破或

因學生能力所限，實驗操作結果可能無法提供所需的數據。其二，由於操作錯誤或實

驗設計不當，以致所得數據無效，則學生亦無法由數據導出科學知識的命題，即使有

時數據有效，若因學生能力不足，亦將無法由數據作出所欲合理的解釋。 
運用 PAC 模式於實驗教學之設計時，可同時借用 Novak 之概念圖(Novak, 1984)

以及 Gowin Ｖ 之啟發術(Novak and Gowin, 1984)做為輔助性的工具。 
Novak(1984)的研究結果顯示，教導學生Ｖ圖啟發術中各細部的定義，然後用來

闡明實驗程序進行，極有助益。圖三顯示出最近針對美國中學生所進行的一研究計劃

中，由八年級學生（13 ~16 歲）所建構的Ｖ圖。若以大學生為樣本，則同一實驗或

許可用三、四種溶液（含可解離及非解離的溶質），而溶液濃度亦可增加，其所須推

理能力是一樣的。很自然地，我們應可預料大學生能運用多一點的概念及原理架構以

資解釋。 
 

概念的 方法學的

理論： 焦點問題： 科學命題：

分子動力論 加鹽於水中， 溶液 1 的沸點比水高

原理： 如何影響其沸點？ 溶液 2 的沸點上昇度

溶液急劇冒泡時 數為溶液 1 之 2 倍。

，即達沸點。 溶液 3 的沸點上昇度

各種不同數量的鹽 數為溶液 2 之 2 倍。

可以溶解在水中。 轉換：

概念： 沸點上昇度數

鹽、溶劑、溶質、沸點、濃

度、熱能、分子。
鹽濃度

。

 
記錄：水在99.8°C 沸騰，溶液1沸點為101℃，溶液2沸點為102℃，溶液3沸點為104℃ 
事
 
件：三種不同濃度的硝酸鉀溶液加熱至沸騰 

圖三 Gowin Ｖ圖之一實例（摘自Novak,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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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in 的Ｖ圖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工具，我們可利用它於實驗的科學探究活動

中，學生在建構Ｖ圖時，必須以概念、理論和原理為基礎，來創造新的事件或方法，

方能記錄觀察的結果，也正因這需要而產生了新的化學知識、新製纖維成品、電晶體、

振盪顯示器、高品質畫面的電視以及電子顯微鏡....等等，不勝枚舉。幾乎可說，近代

所有新科技的出現莫不皆起源於力求對新事件或新物體的觀察更仔細，記錄數據的方

式更加精密準確，而且亦拜賜於新而更佳的轉換數據的方法。換言之，Ｖ圖啟發術主

要是幫助學生在實際進行實驗前，經由閱讀，分析實驗手冊的內容，了解下面五個基

本問題： 
（一）本實驗之主要問題為何？（最動人或有吸引力之處） 

（二）本實驗所依據之主要概念、理論及原理有那些？ 

（三）本實驗之探究活動如何進行？（即程序性的步驟） 

（四）本實驗牽涉到那些主要的科學知識之命題？ 

（五）本實驗有否涉及那些價值性的命題或判斷？ 

學生在腦海中熟悉了Ｖ圖（或實際將Ｖ圖簡明畫在實驗記錄簿上），則對整個實

驗即有了粗略的瞭解，對實驗進行時各部份之間的關係，如背景理論、操作程序或所

欲觀察之目標，即能作全盤性的掌握，這種了解使學生對該實驗的概念學習和操作技

能的學習，實有相得益彰之效。 
綜合以上所述，再實際運用 PAC 模式於實驗教學之設計時，應先把概念圖的方

法教給學生，當學生會建立綜合概念圖之後，再教導其Ｖ圖之建立方法。然後把做實

驗時所應用來探討之階層性概念架構(hierarchical conceptual framework)，以及實驗探

究過程中所衍生出來的觀察記錄、數據轉換和所得到的科學知識或價值的命題──呈

現給學生。如此一來，Ｖ圖和概念圖配合運用，效果更好。Novak(1984)所做一系列

的研究皆證實上述方法確有助於闡明實驗的教學。 

二、實驗教學的評量 
教學評量乃是評斷教學活動是否達成教學目標的一種過程（張春興，民70）。整

個實驗教學歷程中，評量乃承接教學設計而來，必須依據教學目標，運用適當的科學

方法和技術以蒐集有關學生做實驗時在認知學習，心理動作技能兩方面的學習行為，

以及實驗成就的正確可靠資料，對其實驗表現的情形，予以分析、研究和評斷。關於

實驗的評量，許榮富（民73）認為「實驗操作技能應包括感應器官上的技術領悟、學

習目標情境上的定向、嘗試錯誤、正確的實作、熟練的操作及融會貫通後的創作」。

其有關此方面研究甚多，其模式亦甚為詳盡，足堪參考（見參考文獻）。本研究則因

著重於實驗教學設計與評量模式之整體性，並竭力避免太繁複之評量，力求此模式簡

明易用，故承續前一節所敘之實驗教學設計之模式，發展出簡易之評量模式，茲介紹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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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式在應用上，係採量化(quantification)的方式，運用下述各項技術，把學生

在概念、實驗成果和實驗操作三個向度上的表現情形，分別賦與各個數值，而後再求

其總和，即為其實驗分數。 
1.概念的評量法：製作概念圖(Novak, 1984)。 

Novak 建議記分法如下： 
每一聯結關係(linkage)，給一分。 
每一階層(hierarchy)，給五分。 
聯結和聯結間的交互聯結關係，給十分。 
每一個例子，給一分。 
求計總和。 

2.實驗成果的評量法：建構此實驗之 Gowin Ｖ 啟發圖。Gowin 建議此項的計

分標準： 
每一項數據及運算           給兩分 
主要項目的結果正確         給四分 
科學知識與價值的命題   每一小題給一分 

3.實驗操作的評量法：依修訂過的 Beliner 分類法。 
聯結        給 13 分 
設定        給  4 分 

動作歷程項目： 
開關        給  1 分 
計時        給 40 分 
測量        給  4 分 

測量／儀器項目： 
讀計時器    給 20 分 
設備        給  8 分 

（此項在 Beliner 分類法中詳列有各種不同實驗操作能力的項目，其給分標準

亦不同。） 
ＰＡＣ模式把學生作實驗評量所得的成績量化，此分數的應用如下： 

(1)用來和相似的實驗教學做比較 

由實驗在三個向度上的計分，可看出該實驗究竟是較注重操作、成就抑或是概

念，也由此可看出此實驗和彼實驗是否實驗設計的性質相似或相異。若一實驗

太偏向某一向度，要求過高，則應加以修正，使實驗中的三個向度並行不悖，

無所偏頗。若認為某一實驗應加重那一向度，則實驗設計時即可加以修訂，以

資加強訓練學生在該方面的學習。 

(2)作為教學設計的輔助工具，以達到最大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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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證據指出若實驗使學生在「概念」一項得分較高，且不會因「實驗操作」

或「實驗成果」項目的要求負擔過重時，他們會學得更多，且對做實驗有積極

正面的態度。換言之，學生這時不會因忙於蒐集數據、處理大量觀察到的數據，

工作負擔太繁重，以至於失卻了「有意義的學習」。 

(3)作為形成性評量的工具 

若經正確辨認，並在實驗操作、實驗成果和概念三個向度上，分別將一學生分

數評定之後,則可比較各學生在每個向度上的得分，並從實驗操作軸上所描述

的行為,評定出每一位學生在此向度上的成績。譬如說，在光學實驗中，若你

看到有一學生不斷地調整望遠鏡以尋找某一條光譜線，則顯然地該學生對「實

驗操作」向度上的操作指引－「調整望遠鏡直到看到光影為止」有了困難，亦

即所要求的實作標準和該學生實際操作結果不能配合，教師據此則可嘗試找出

其困難，而想法予以協助。是否起因於該學生的操作能力不足呢？或者是他對

儀器太陌生以至需人從旁指導呢？以上所舉的例子也許十分簡單，但藉此不難

明白：觀察學生的實作與其感覺困難之處，並做適當處理，可以使其趕上教學

所要求的目標。 

伍、應用模式之實例 

應用此模式的最大優點在於： 
一、能更清晰了解你藉著實驗教學所欲達成的目標。 
二、設計了更好的整個實驗步驟。 
三、當學生做完實驗時，可高度辨認那一些是可以清晰評量的，那些是無法明確

評量的。 
四、其為一極精巧又有用的技術，能數量化地評量學生的實驗成果。 
五、可輕易地運用於目前實驗教學中。 
茲以一物理學上的例子加以說明，設計實驗求一棒球自由落下時之重力加速度ｇ

值。今以 ＰＡＣ 模式說明其教學設計及評量： 
（一）首先介紹本實驗之背景資料，如基本理論、原理或概念，再教導學生製作

自己的概念圖。（圖四為一學生所畫之概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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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常 數 加速度 由於地球引力

距 離 時 間

測 量 S = 0. 5 gt 2 讀計時器

0. 346 ms
達到所要求

的準確度

1. 00 ±  0. 1 m
 

圖四 一學生製作本實驗之實驗概念圖 
 

（二）評量本概念圖：就本例子而言，所涉及的概念共有五層，其階層次序如下： 
第一階層：（g） 
第二階層：由地球引力產生的加速度、常數。 
第三階層：取決於距離和時間。 
第四階層：測量。 
第五階層：達到所要求的準確度。 
依 Novak 建議，計分如下： 
每一聯結關係得 1 分，共 8×1＝ 8 分 
每一階層  得 5 分，共 5×5＝25 分 
聯結和聯結間的交互關係得 10 分，共 10×1＝10 分 
每一個例子 得 1 分，共 2×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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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學生在概念上的總分為（8×1）+（5×5）+（2×10）+（2×1）＝55
分 

（三）啟發圖。（圖五即為一學生所畫之 Gowin Ｖ圖） 
 

概念的 方法學的

理論： ｇ 是多少？ 知識／價值的命題：

牛頓力學 實驗地點的ｇ值和表列

原理： ｇ值的比較

距離和加速度 解釋：

ｇ＝ 9. 8 ±  0. 2 ms^( - 2)

落下的時間有關 結果：

* 計算得ｇ值

概念： * 作圖得ｇ值

加速度

 

（四）評量學生的 Gowin V 圖： 
本例子若依據 Gowin 所建議的方式來計分，則每一項數據及運算得2
分，共32×2=64分；有 * 記號的主要項目得4分，共3×4＝12分；知識／價

值命題每一小項得一分，共2×1＝2分；故此學生在實驗成果上所得總分為

（32×2）+（3×4）+（2×1）＝78分。 
（五）依據學生所寫的實驗報告表中所列的各步驟，凡涉及到任何實驗操作部

份，依修訂過的 Beliner 分類法,加以一一評分。就本例子中而言： 
動作歷程項目有 

聯    結       得 13 分 
設    定       得  4 分 
開關動作       得  1 分 
按下碼表       得 40 分 

小計 58 分 
測量／儀器項目有 

測    量       得  4 分 
讀計時器       得 20 分 
設    備       得  8 分 

小計 32 分 
故上述學生在操作方面的總分為58＋32＝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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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綜合以上所述，該生在做完整個實驗後的總成績如下： 
實驗概念 ＝ 55 分 
實驗成果 ＝ 78 分 
實驗操作 ＝ 90 分 

此種評量方式乃是效標參照的(criterion-referenced)，旨在根據學生所得數據的準

確性、操作技巧的純熟精密性以及認知上的學習成果來加評定。 

陸、結  論 

許榮富（民73）指出：「全民科學素養型的科學教育之特色是強調科學教學係以

學生為中心 (student-centered)，培養其對科學概念作有意義的理解 (meaningful 
understanding)學習過程中，養成獨立安排實驗情境、確認變因、確實動手、細心觀察、

尊重數據、蒐集數據、分析資料、歸納整理、形成概念...。」國內目前大學中之理科

教學大抵仍注重講授式教法，驗證式教學設計十分普遍，以科學知識之學習為中心，

先介紹科學概念，再設計實驗去證實之。且往往講課與實驗分開，實驗教學時，未能

使學生了解做實驗之目的，師生極少研討，以致衍生出食譜式實驗教學，學生僅僅依

照實驗步驟來操作，實難培養學生獨立自學能力、推理思考能力和創造力。 
本文則強調實驗教學首要在知目標，探討實驗教學在自然科教學上的功用及要

求，根據認知心理學的研究嚐試提出理論性的概念架構，作為實驗教學設計和評量模

式。文中所提出的模式著重於實驗教學設計與評量模式之整體性，在實驗教學的整個

歷程中，先確立教學目標，再選用合宜的教學策略進行實驗，並綿密運用評量以分析、

研究和評斷學生實驗情形。此模式之特點均在於確認實驗教學中，心理動作領域和認

知領域兩者的學習都是不可或缺的。 
在運用這個模式時，必須注意力求簡明，而避免太繁複的細節，以免用起來礙手

礙腳，反而未蒙其利，先受其害。換言之，良好的規劃可避免實驗教學成效不佳，若

欲學生能掌握做實驗的整個情境，必須儘量消除其感官性(perceptual)及心智性(mental)
的過量負荷(overload)。每一節實驗開始時，對於任何新的材料、不熟稔的儀器、未

教過的方法以及繁雜的指示等等，皆須預先加以說明指導。實驗的目的須予以明確宣

佈，對於實驗所依據的基本理論、概念也須預習，並要學生先辨別應當蒐集那些數據，

凡此種種均有助於模式之順利運作。 
任何科學教育上的模式，在適用的範圍及成效，常因人因時而異，本文所探討的

模式，或許仍舊十分粗糙，須於再三應用中加以精煉(refinement)。譬如此模式在情意

部份的評量仍有未盡完全之處，評量學生在此層面的好壞，往往變成在評量學生和教

師理想的形像相合的程度。若評量的結果表示學生產生了正面積極的態度，到底事實

果真如此？或者只是暫時因教師個人的益處而作的臆測呢？很不幸地，經驗顯示情意

一項的評量，往往只是教師個人對學生主觀的印象罷了，卻常被用來作為專業性評量

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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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boratory activity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science teaching. The global 
trend in science curricula innovation shows that the laboratory has acquired a key role not 
as a means for demonstration but rather as the core of the science learning process. The 
research has failed to assert that laboratory activities are an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teaching 
medium for achieving essential goals in science instruction. On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many science laboratory activities is the ambiguity in focusing on the real aims. Another 
reason suggested for this failure is the absence or inadequacy of pre- and post laboratory 
arrangement so that students are unable to make sense of the laboratory expriences and 
relate them to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concepts. 

Based upon 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Novak and Gowin have developed a 
convenient instructional strategy which can help students in associating theory with the 
laboratory experienc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dvance a new strategy which can 
be used by science teachers to make laboratory a place for meaningful and useful learning. 

The PAC model is an elegant and powerful conceptual framework with which 
teachers are able to describe the possible func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laboratory work. It 
can be represented in three dimensional axes of Performence ---a range of skills used in the 
laboratory , Acquirement --- the knowledge and values the student acquires in laboratory 
learning and Concept --- the internal student view of the world. If adopted and applied to 
the real situation , the model greatly enhances the teacher's own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he wishes the laboratory teaching to achieve, his better design of the procedure to do 
it and his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what he can and cannot formally assess in students 
when they have carried i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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