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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Flash 電腦動畫輔助教學促進國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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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於電流概念具有高度抽象性及複雜性，經常導致學生的學習困難；而運用電腦動畫的方
式，可以將抽象的概念具體化，是協助學生學習此一概念的有效方法。據此，本研究選取國中三
年級學生 50 名，根據電流概念理解的相關文獻，設計電腦動畫輔助教學教材（FCAAI）
，透過二
段式問卷診斷的前測和後測比較，輔以概念晤談，分析學生具有的另有概念類型與其形成原因，
並比較個案學生在 FCAAI 教學前後的概念改變情形。研究結果顯示：
1.學生的電流另有概念類型包括：
（1）消耗模式；
（2）能量守恆模式；（3）局部推理模式；
（4）
機械記憶模式；（5）斷路模式等五類。
2.電流另有概念的成因包括了：（1）專有名詞的混淆；
（2）教學的影響；（3）概念的交互作用；
（4）缺乏整體性的觀點。
3.FCAAI 的教學能夠有效地促進學生的電流概念學習，在「消耗模式」
、
「局部推理」和「機械記
憶模式」的另有概念上，教學成效較為顯著；但在「能量守恆模式模式」的另有概念上，效果
較不明顯。
關鍵字：Flash 電腦動畫、電流、另有概念

壹、緒論
由於電流概念具有高度的抽象性、複
雜性、不可見的特性，經常導致學生的學
習困難，因此學生的電學概念一直是心理
學與教育的研究焦點（C. H. Tsai, Lain &
Chou, 2005, submitted; 邱美虹和林靜雯，
2002; 蔡嘉興、連坤德和周進洋, 2003）
。
為了促進學生的電流概念學習，國內外許
多的學者開發了許多概念改變的教學策
略（Arnolds & Millar, 1987; C. C. Tsai,
2003; Dupin & Johsua, 1985; Grayson,
1996; Lee & Law, 2001; Shepardson &
Moje, 1999; 邱美虹等人, 2002）
；此外，國
內的國中理化課程安排，也將電學從國二

移到國三，期望在學生認知發展到更成熟
的抽象思考階段時，再學習此一課程，但
學生的概念理解情形始終不理想。
根據劉俊庚（2002）對近 30 年來知
名科學教育期刊所做的後設分析顯示，在
促進電流概念改變的教學策略上，電腦動
畫是研究者最常採用的教學模式，所占之
比率為 19.6%。張國恩（1999）也指出將
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可以將抽象化的
教材轉成視覺化的教材，提供學校無法提
供問題解決與環境，引起學生的學習動
機，並幫助學生自我診斷與自我評量。而
電流概念的抽象性和不可見的特性，恰好
可以 Flash 電腦動畫來克服，因此研究者
擬 以 Flash 電 腦 動 畫 輔 助 教 學 （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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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Animation Assistant Instruction,
FCAAI）來促進學生電流概念之學習。
本研究的目的在利用二段式問卷診
斷學生的電流另有概念類型，並輔以晤
談，以瞭解另有概念的形成原因；根據文
獻探討中，學生對電流概念可能具有的另
有概念，融合認知衝突的策略，以 FCAAI
來促進學生電流概念學習。因此本研究的
研究問題如下：
一、 學 生 具 有 的 電 流 另 有 概 念 類 型 為
何？
二、 學生的電流另有概念之形成原因為
何？
三、 在 FCAAI 的教學前、後，學生電流
概念改變情形為何？

參、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旨趣是以 FCAAI 來促進學
生電流概念學習，以下將探討電流概念的
相關研究與電腦動畫教學的文獻，作為本
研究的理論基礎。

一、電流概念的相關研究
（一）電流另有概念的類型
電流概念是學習電學的重要基礎，且
由於電流概念具有高度的抽象性和不可
見的特性，因此一直是科學教育研究的重
要議題之一。Osborne（1981, 1983）是電
流概念研究的先驅，他對學生的電流概念
進行了深入且完整的探討，確認了學生具
有五種主要的另有概念，如圖 1 所示，分
別是單極模式（the unipolar model）
、撞擊
模式（the clashing model）
、衰減模式（the
attenuation model）
、共享模式（the sharing
model）
、科學模式（the scientific model），
其意義整理如表 1 所示。
Shipstone（1984, 1985）則進行了跨
年齡的研究，他比較了 11~17 歲學生的電
流概念理解，歸納出了四種另有概念的類
型，包括了：1.碰撞電流模式（clashing
currents model ）、 2. 單 向 不 守 恆 模 式
（unidirectional nonconservation model）、
3.共享模式、4.科學模式。此一結果與
Osborne（1981, 1983）的研究結果類似，
但並未出現單極模式，這四種另有概念隨
年齡變化的趨勢，如圖 2 所示。其中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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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不守恆模式，也稱為電流消耗模式，是比
例最高的另有概念，各年齡擁有此種另有
概念的比例都在 40%以上，在 14 歲時達
到最高（60%）
。而碰撞模式則隨年齡逐漸
降低，表示此一模式最容易透過教學來加
以改變。
Shipstone, Rhöeneck, Jung, Kärrqvist,
Dupin, Johsua 和 Licht（1988）在歐洲五個
國家進行了電學概念的跨國研究，研究結
果顯示，儘管這些國家的教育體制和語言
都不盡相同，但學生所遭遇的學習困難卻
是極為相似的。尤其是消耗模式的另有概
念 ， 即 使 在 經 過 正 式 的 教 學 （ formal
instruction）後，學生仍然持有這種另有概
念。
Magnusson 等人（1997）認為過去的
研究主要聚焦在簡單電路與串聯電路的
電流，對並聯電路的探究較少，因此以動
態評量（dynamic assessment）和潛能發展
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的觀點來促進學生的並聯電流概念學
習；他們以電流是單向或雙向作為分類依
據，確認了八種不同的概念理解模式，如
圖 3 所示。其中雙向迴路概念的模式包括
了 撞 擊 模 式 、 彈 跳 模 式 （ bouncing
model）
、蜿蜒模式（serpentine model）
、分
支模式（branching model）
；單向迴路概念
的模式包括了彈跳模式、繞圈模式（loop
model）
、蜿蜒模式和科學模式，其意義整
理如表 2 所示。
綜合以上的文獻結果，研究者大都聚
焦於簡單電路或串聯電路，對並聯電路的
研究較少；雖然 Magnusson 等人（1997）
同時探究了學生對串聯電路與並聯電路
的想法，但他們只分析了並聯電路的電流
方向，但並未探討並聯電流的大小；再
者，即使 Magnusson 等人同時研究了串聯
與並聯概念，但並未將學生的電流概念作
一整體的分析。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
者除了對並聯電路的電流大小探討外，並
將統整分析學生在簡單電路、串聯電路和

並聯電路間想法的相似性和相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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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簡單電路與串聯電路中電流另有概念的類型
另有概念的類型

概念理解的內容描述

單極模式

電流由電池的正極出發，經過導線至燈泡，而此時電流完全消耗完畢；因此僅一條
電線便可以使燈泡發亮，沒有電流會流回電池的負極。

撞擊模式

電流由電池的正、負極同時出發，在燈泡處相撞，使燈泡發亮，並用光所有的電流。

衰減模式

電流在電路中以單方向流動，通過燈泡時，用掉部分的電流，因此流回電池的電流
較少。

共享模式

在串聯電路中，流出電池的電流較大，經過燈泡後，電流變小，但電路中的燈泡電
流是相等的。

科學模式

電流由電池正極流出，且在電路中保持定值，最後流回電池的負極。

表2：學生對並聯電路電流的概念理解模式
概念理解類型

雙向
電流
概念

單向
電流
概念

概念理解內容的描述

撞擊模式

電流由正、負極同時流出，在燈泡處相互撞擊而使得燈泡發亮。

彈跳模式

學生將串聯電路的概念應用在並聯電路上，具有完整迴路的觀念；但電流可由電
路的一端跳躍到另一端，而不需經過燈泡，電流使燈泡發亮的角色變得模糊。

蜿蜒模式

電流由正、負極同時流出，在電路中以S形的方式蜿蜒流動，最後回到電池，形
成完整的迴路。

分支模式

電流會在電路分支處分流，但與科學模式相比，此模式的學生認為電流是由正、
負極同時流出。

彈跳模式

此模式與雙向電流概念的彈跳模式相同，但電流僅由正極流出。

繞圈模式

電流由正極流出，流經所有的燈泡使其發亮，然後流回電池；但有時會跳過某些
導線或重複流經某些導線。

蜿蜒模式

此模式與雙向電流概念的蜿蜒模式相同，電流蜿蜒的流經整個迴路，但電流僅由
正極流出。

科學模式

電流由正極流出，在電路分支處分流，流經所有燈泡後回到電池，但電流大小的
概念不一定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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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流另有概念的形成原因
然而，瞭解學生具有何種另有概念，
並不意謂著科學教育學者或教師就可以
促進學生的概念改變。因此，國內外許多
學者開始探究學生另有概念的形成原因
（Cohen, Eylon & Ganiel. 1983; Closset,
1984; Grayson, 1996; Liégeois ＆ Mullet,
2002; Pine, Messer & John, 2001; Shipstone
et al., 1988; C. H. Tsai et al., 2005; 蔡嘉興
等人, 2003）
。綜合上述文獻的結果，研究
者整理出學生電流概念的理解困難，包括
了下列三種原因：
1、混淆電流的「物質」和「能量」面向

難。
這種對立觀點可能源自於教學，大多
數的電流與電流熱效應之教學，都是以圖
4 的方式來進行。圖中的人代表電路中的
帶電粒子，人的移動表徵了電流的形成
（物質面向）；而人身上所背的包裹表徵
粒子的能量（能量面向），當人通過燈泡
時，包裹的量變小，也就是說能量被燈泡
消耗掉。在這樣的類比教學中，電流同時
具有「物質」與「能量」面向的隱喻，可
能導致學生的概念混淆，造成另有概念。
2、缺乏整體性的觀點
過去的研究指出，在解決電路問題
時 ， 學 生 通 常 使 用 局 部 推 理 （ local
reasoning ） 和 順 序 推 理 （ sequence
reasoning ） 的 方 式 ， 來 處 理 電 學 問 題
（ Cohen et al. 1983; Closset, 1984;
Liégeois et al., 2002）。學生無法將電路中
所有的元件看成整體來思考，而事實上這
些 電 路 元 件 都 是 相 互 關 聯 的
（interdependent）。
使用局部推理方式的學生，將電路的每
一部份單獨地處理。例如，在圖 5 的電路
中，電池、安培計、電阻與其伏特計都是
個別的元件，彼此沒有關聯。而持順序推
理的學生，則會依照電路的順序先後來處

在學生所具有的電流概念理解中，電流
消耗模式（或稱為電流衰減模式）是最常
出現的另有概念，也是最頑固、最難以透
過教學來加以改變（Shipstone et al., 1988;
C. H. Tsai et al., 2005; 蔡 嘉 興 等 人 ,
2003）
。這是因為電流同時具有了「物質」
和「能量」兩種性質（Grayson, 1996）
，這
種衝突的觀點，經常造成學生的學習困

理電路的元件，也就是說，學生會首先處
理電路右邊的安培計、接著是燈泡、電阻
和其伏特計；這樣的方式造成先處理的電
路元件所造成的結果，會影響後來的元
件，但後來處理的元件對先前的元件卻沒
有任何影響（Liégeois et al., 2002）
。
不管是局部推理或順序推理，這兩種
類型學生採用的解題方法，傾向於把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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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路分解成一個、一個獨立的單位，分別
地加以處理，當每一個元件都處理完畢
後，部分的總和就等於整體的結果，這種
觀點缺乏了整體性的觀點，導致了另有概
念的形成。
3、串聯與並聯電路的混淆
對於串聯電路與並聯電路，學生時常
區分不清，最常出現的狀況是，以相同的
模式來解釋串聯與並聯電路（Shipstone et
al., 1988）
。因此，在並聯電路中，學生也
持有電流恆定的觀點，他們認為在並聯電
路中任一處的電流都是相等的（C. H. Tsai
et al., 2005）
。在這一點上，與 Pine 等人
（2001）的研究結果相符，他們指出學生
的 另 有 概 念 具 有 「 過 度 通 則 化
（overgeneralization）」的現象，會將串聯
的概念普適化成適用於所有的電路。

二、電腦動畫是促進概念學習的有效
教學策略
（一）電腦動畫輔助教學的優勢
Chang（2003）提到了電腦在教育中
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在儲存、提取和處理
資料以及科學教學與學習中，電腦都扮演
了重要的角色。美國科學促進協會
（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1993）指
出，科學素養（science literacy）包括了能
夠有自信地使用電子工具，且學生應該儘
早學習電腦，並盡可能地使用在許多不同
的情境中。此外，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標準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也
強調，多樣化的科技，例如測量工具、計
算機應該是科學研究的完整要素之一；以
電腦來收集、分析和呈現資料，也是這個
標準的一部份（NRC, 1996）
。由此可見電
腦科技在教學與學習中的重要性。
近年來，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已促
使整個世界迅速邁向資訊化社會，如何善
用資訊科技已是世界各國邁向二十一世
紀的重要關鍵，教育當然也無法自外於此
一世界潮流。Fishman 和 Duffy（1992）指
出電腦科技可將日常生活相關問題活潑
的呈現，並且可依不同背景的學習者準備
不同的學習題材和學習活動，使得教師可
進行更有效率的教學活動。根據當前盛行
的學習理論，概念的學習是基於認知心理

學研究的建構論，也就是說知識的獲取必
須經由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從知識的表徵
（包括符號、圖形）與學生本身的心智模
式互動中去建構，並重組其心理的概念結
構，而電腦科技正是可將複雜的真實世界
情境以多重表徵的方式呈現出來，使得學
習者可依個人需求，在擬真的情境中，選
取易理解的表徵來建構個人知識（Roblyer,
Edwrads & Havriluk, 1997）
。因此，善用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能有效幫助學生建構知
識。
Zietsman 和 Hewson（1986）也指出
了電腦動畫的兩種優勢。第一，真實經驗
是很難重覆、太過複雜、發生的太快，以
致難以觀察，因此可以利用電腦動畫的方
式，重覆學生的經驗；第二，電腦可以給
予測驗來診斷學生的概念，並且利用此結
果來修正教學，也就是可以對學生的學習
情形給予立即的回饋。同樣地，Hameed ,
Hackling 和 Garnett（1993）則認為利用微
電腦在概念改變的教學上至少具有兩種
益處，首先，微電腦可用來提供個別化的
教學，它能夠讓學生以他最適當的學習速
度來學習，並且提供學生個人化的迴饋；
第二，電腦可以相當有效率地模擬許多科
學現象，例如粒子行為、電流、熱傳播等
無法看見的事件，在電腦動畫的輔助下，
變得可見到，讓學生更容易接近，獲得第
一手的科學經驗。
除了具有上述的優點之外，電腦動畫
教學還符合的二元編碼理論（dual-coding
theory）（Paivio, 1991）；此一理論假設學
習將接收到的訊息，以口語或視覺的心智
表 徵 （ verbal or visual mental
representation）儲存起來。因此，圖像教
學比純文字教學更有優勢，其原因在於文
字是以口語來編碼，而圖像則是以視覺和
口語來編碼的。所以可預期的是圖像較容
易回憶，這是因為即使其中一種心智表徵
遺忘了，還有另一種表徵可提供提取
（Sanger ＆ Greenbowe, 2000）
。

（二）以電腦動畫促進科學概念
學習
許多的研究都證明電腦動畫是有效
的 概 念 改 變 教 學 策 略 （ Zietsman et al.,
1986; McDermott, 1990; Gorsk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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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gold, 1994; Tao & Gunstone, 1999;
Sanger et al., 2000; Yang,
Andre
&
Greenbowe, 2003）Sanger 和 Greenbowe
（2000）利用電腦動畫概念改變的教學策
略在電化學的學習上，研究的結果顯示，
電腦動畫與概念改變教學策略具有明顯
地效益。在先前有 55%的學生認為溶液中
具有電子，14%的學生認為鹽橋內具有電
子。經過教學後，比例分別只剩 9%和 2%
而已。因此，他們認為電腦動畫在協助學
生屬於分子層次的化學過程具有相當好
的效益。
Park 和 Gittelman（1992）發現若對符
合動畫特質的知識內容（像是電路電流）
進行動畫教學，則會比靜態圖形有更好的
學習成效。Baek 和 Layne（1988）研究指
出動畫配合文字說明的學習成效顯著優
於靜態圖形配合文字說明也顯著優於只
有文字說明的教學。在設計動畫時，應在
足以清楚解釋主題範圍內，儘量設計簡單
而不複雜（Baek et al., 1988）, 而在開始
呈現動畫之前，提供學習者有關動畫中的
重要概念的相關說明及指導（ Milheim,
1993）, 並且提供一小段時間作為學習者
預期即將發生的事的心理準備，在動畫結
束之後給予學習者一小段時間，使學習者
有機會回顧與吸收剛才動畫所呈現的教
學內容，若學習者對動畫內容不是非常明
白的話，應讓其有機會選擇再一次的展示
或另外的文字說明（莊雅茹，1996）
。
從上述的觀點來看，電學概念具有抽
象性、複雜性與不可見性；學生僅能觀察
到電學的巨觀結果，而對其微觀現象則難
以理解，且學生傾向於以巨觀的思想來解
釋微觀的現象，因此導致了許多的另有概
念。在此一特性上，電腦動畫可以實現原
先教室與實驗裡無法呈現的教學情境，它
提供了生動的圖表，動態的表徵模式，應
是一相當可行的教學策略。因此，本研究
擬以電腦動畫來輔助學生電流概念學
習，在設計上以動態圖形表徵配合靜態文
字呈現，並根據電流的物質與能量兩種面
向，來設計電腦動畫教學。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旨趣在以 FCAAI 教材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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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電流概念學習，藉由二段式診斷問
卷的施測結果，分析學生的概念改變情
形。以下將對研究步驟、研究對象、FCAAI
的設計方式、研究工具的發展過程以及資
料的分析方式加以說明。

一、研究步驟
根據本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步驟分成
四個階段進行，研究流程如圖 6 所示。第
一階段，研究者收集與分析學生電流概念
的相關研究，據以設計 FCAAI 教材，並
透過專家審查對教材修正；第二階段，根
據相關文獻編寫二段式診斷問卷，而後實
施問卷的前測，並自 A 組與 B 組的學生
中，各選取六位進行概念晤談，瞭解學生
所具有的另有概念類型與形成原因；第三
階段，進行 FCAAI 的正式教學，為期兩
週共八節課；第四階段，實施二段式診斷
工具的後測，比較前、後測成績，評估
FCAAI 的教學成效。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個案學生選自高雄市小港
區某國中三年級的兩個班級（編碼為 8 和
11），由於進行學科能力分組教學，因此
理化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在 A 組上課，學
習成就較差的學生則在 B 組上課；按照此
一編碼方式，8-A-15 表示 8 班的 15 號同
學，在學科能力分組教學中分在 A 組，
11-B-24 則表示 11 班的 24 號同學，在學
科能力分組教學中分在 B 組。這兩個班級
是由同一位大學物理系畢業的理化老師
任教，所有的學生都已經接受過電學概念
的課堂教學。
首先，以電流概念二段式診斷問卷對
兩般的學生實施前測，根據學生的得分情
形，自 A 組與 B 組的學生中，各選取六位
具有另有概念的學生進行概念晤談，以瞭
解學生另有概念的類型與形成原因。在
FCAAI 教學後，再對所有的個案學生實施
二段式診斷問卷的後測，藉以比較學生的
概念改變情形。

三、研究工具
為達成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設計了
FCAAI 教材、電流概念二段式診斷問卷、
電流概念晤談大綱。茲將上述各項分別說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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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FCAAI 的設計理念
教材單元

電流概念的面向

關鍵概念

相關的另有概念

水流與電流

物質

電位與水位

CM

電池與電燈

物質、能量

電荷守恆

CM、LS

串聯電路

物質、能量

電荷守恆

CM、LS、CV

並聯電路

物質、能量

電壓、歐姆定律

CM、LS、CV、SP

（一）FCAAI 教材
本 Flash 動畫輔助學習教材的研發，
是由研究者與一位大學教授以及四位中
學物理教師所組成的研究小組共同開

發；研究小組根據文獻分析中，學生可能
出現的另有概念，以圖形和文字並列的方
式（Baek et al., 1988）編寫動畫的腳本，
且在每一個動畫教學結束前，提供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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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診斷，將診斷結果立即地回饋給學生
（Zietsman et al., 1986）。腳本編寫完成
後，交由同時具有物理專長與資訊能力的
物理教師編寫電腦程式。設計完成的軟
體，再由研究小組審查並加以修正。圖 7
是一修正的實例，圖 7（a）是修正前的教
材，其電流的流向是由「電池負極」→「導
線」→「燈泡」→「導線」→「電池正極」；
在小組討論的過程中，研究小組認為這樣
的方式無法表現出循環的過程，且在上述
的流程中缺少的「電池內部」的部分，可
能會導致學生以為電流會終止於電池正
極；修正後的教材如圖 7（b）所示，電流
的流向改成一循環過程，並加入「電池內
部」的情形，使之更完整。
修正完成後的電流單元教材共分成
四個次單元，包括了「水流與電流」
、
「電
池與電燈」、「串聯電路」、「並聯電路」。
這些單元的設計目的在協助學生區分電
流概念的物質與能量的面向，並改變學生
最常具有的電流另有概念，包括消耗模式
（CM）（Osborne, 1981, 1983; Shipstone,
1984, 1985; Stipstone et al., 1988; Borges &
Gilbert, 1999）
、局部推理與順序推理（LS）
（Cohen et al., 1983; Closset, 1984）、電流
與電壓的混淆（CV）
（Psillos, Koumaras &
Valassiades, 1985; Rhöneck & Völker;
Shipstone, 1985; C. H. Tsai et al., 2005）
、串
聯與並聯電路的混淆（SP）（蔡嘉興等人,
2003）等，各個單元的設計理念、電流概
念面向以及配合的另有概念如表 3 所示。

卷
評量學生概念理解的方法包括了晤
談、紙筆測驗、POE、放聲思考等（Osborne
& Gilbert, 1980; Mitchell & Gunstone, 1984;
Chen, Lin & Lin, 2002）
，但晤談需要耗費
大量的時間；相對的，二段式診斷問卷具
有客觀且又省時的優點，且許多學者都使
用二段式診斷問卷來評量學生的概念理
解，且獲得有效且可信的結果（Treagust,
1988; Al-Rubayeam, 1996）
，因此本研究選
擇以二段式診斷問卷來評量學生的另有
概念，並以個案學生的晤談為輔。
本問卷是改編自連坤德和唐健文
（2001）所開發的『中學生「電流磁效應」
及「感應電流」二段式選擇測驗』；由於
此問卷包含了大部分的電學概念，研究者
將問卷中屬於電流概念的部分抽離出
來，並參酌相關文獻修正而成。整份問卷
編寫完成後，研究者商請學科專家（2 位
國中物理教師、1 位大學物理教授和 1 位
科學教育專家）進行專家審查，對問卷中
的內容正確性、措辭、概念的難度給予建
議和指正，建立問卷的內容效度與專家效
度，並檢驗本問卷的信度為 0.62。
完成後的問卷共包含四題（詳見附錄
一）
，各題所診斷的概念如表 4 所示。第 1
題是處理簡單電路的電流，第 2 題則是關
於串聯電路的電流，第 3 與 4 題則在診斷
並聯電路的概念。透過不同題目間的比
較，使得研究者可以分析學生在簡單電
路、串聯電路和並聯電路的不同觀點。

（二）國中生電流概念二段式診斷問
表 4：電流概念二段式診斷問卷內容分析
題

號

電流概念的面向

解題關鍵概念

相關的另有概念

1

物質、能量

電荷守恆

CM

2

物質、能量

電荷守恆

CM、LS

3

物質、能量

電壓、歐姆定律

CM、LS、CV、SP

4

物質、能量

電流、歐姆定律

CM、CV、SP

（三）電流概念半結構式晤談大
綱
電流概念晤談的目的在深入的瞭解
學生的另有概念成因，晤談的大綱配合學
生電流另有概念的兩大面向—物質與能
量，涵蓋了二段式診斷問卷與 FCAAI 教

材的三大主題（亦即簡單電路、串聯電路
和並聯電路）。在晤談過程中，根據所呈
現的電路，要求學生對結果做預測並解
釋。全程採一對一的方式進行，並錄音與
錄影，晤談時間約為 20~30 分鐘。以簡單
電路為例，其晤談的大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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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導線連接電池及燈泡，形成迴
路，使燈泡發亮，你認為電流會如
何流動？從電池流出的電流與流
回電池的電流，哪一個比較大？為
什麼？

估 FCAAI 教材的教學成效。此外，在問
卷的信度分析方面，將事實選項和理由選
項分開計分，正確則給 1 分，錯誤則給 0
分。以 SPSS 統計軟體，分析問卷的信度。

（二）電流概念半結構式晤談大
綱

肆、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所收集的資料，分兩大部分進
行處理，一為量化分析，主要來自二段式
診斷問卷的前測與後測結果；另一為質性
分析，主要是電流概念晤談的結果。茲將
各項資料的處理方式詳述如下：

（一）電流概念二段式診斷問卷
本問卷的實施分前測與後測。在前測
的分析方面，根據學生的填答結果，分別
統計學生在第一層（事實選項）與第二層
（理由選項）中每個選項的填答率；Gilbert
（1977）指出，在二段式診斷問卷的資料
分析上，應聚焦在填答率在 10%以上的結
果，在此原則下，研究者得以分析國中生
所具有之電流另有概念的型態；而另有概
念的區分方式主要參考 Osborne（1981,
1983）和 Magnusson 等人（1997）研究的
分析基礎，但後者僅分析電流的方向，而
本研究聚焦於電流的大小，因此
Magnusson 等人的研究僅能作為分析的參
考。
後測的分析方式與前測相同，透過前
測與後測結果的比較，可以分析在教學
前、後學生的另有概念類型，是否具有明
顯的差異。藉此比較學生在接受 FCAAI
輔助教學後，另有概念的改變情形，以評

電流概念半結構式晤談的主要目
的，在收集學生另有概念的另有概念類
型，彌補二段式問卷的不足，並深入的瞭
解另有概念的成因。在另有概念的類型區
分上，主要參考 Osborne（1981, 1983）和
Magnusson 等人（1997）的研究。而另有
概念的成因，則根據文獻探討中所整理出
的三個向度來加以分析，這三個向度分別
是「電流的物質與能量」
、「整體性觀點」
以及「串聯與並聯的混淆」
。

伍、研究結果
根據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的結果與
討論分成「電流另有概念的類型」
、
「電流
另有概念的成因」，以及「電流另有概念
的改變」等三部分，說明如下：

一、電流另有概念的類型
學生的另有概念類型分析，主要是根
據二段式診斷問卷的結果，輔以晤談的分
析。二段式診斷問卷前測的施測結果百分
比如表 5 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學生電流
概念理解並不完整；每一題的答對率均不
及 40%，顯示學生具有許多電流的另有概
念。其中第 1 題的結果是特別值得注意
的，表 6 列出了學生在事實選項和理由選
項的雙向答對率；從表中可以發現事實選
項答對率高達 70%，但僅有 34％的學生也
同時答對了理由選項；也就是說，其中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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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二段式診斷問卷前測的施測結果百分比
題號

事實選項

1

2

3

4

理由選項
A

B

(1)

10

10

(2)

0

2

(3)

2

4

(1)

6

(2)

C

合計

D

E

F

0

0

－

－

20

34*

34

－

－

70

0

4

－

－

10

8

2

2

0

0

18

0

6

2

0

22*

10

40

(3)

10

14

14

4

0

0

42

(1)

2

4

2

8

－

－

16

(2)

62*

2

4

2

－

－

70

(3)

0

2

10

2

－

－

14

(1)

4

32

0

2

－

－

38

(2)

28

2

2

6

－

－

38

(3)

0

2

22*

0

－

－

24

*為正確答案
表 6：二段式診斷問卷中第 1 題學生在事實選項與理由選項的雙向答對率
理由選項

學生的回答（％）

對
34%
0%
34%

對
錯
合計

事實選項

錯
36%
30%
66%

合計
70%
30%
100%

表 7：電流另有概念的類型
另有概念的類型

概念理解的內容

二段式問卷的對應選項

消耗模式

電流在流過電器裝置時，會被電器消耗掉，因此流出電
池的電流，與流回電池的電流並不相等。

Q1-(1)-A、Q1-(1)-B
Q2-(3)-A、Q2-(3)-B
Q4-(1)-B

能量守恆模式

電流是電能的移動，由於能量守恆的緣故，因此流出電
池的電流等於流回電池的電流。

Q1-(2)-D、Q2-(2)-F

局部推理模式

學生將電路的每一部份單獨地處理，無法將電路當成一
個系統來考慮。

Q2-(3)-C、Q3-(3)-C

機械記憶模式

學生對於概念並沒有完全的理解，而只是機械性的記憶
一些理化課本中的公式、定義等；在解決問題時，不當
的運用或錯誤的運用，因而導致另有概念的產生。

Q4-(2)-A

斷路模式

電流只在電池外的導線中流動，並未流經電池的內部，
因此電池內部並無電流。

此模式來自晤談結果，未在
二段式問卷中出現。

註：Q2-(1)-A表示在第 2 題的事實選項選(1)，理由選項選B
的學生，在單選式的測驗中可以答對，但
卻持有不適當的解釋方式。此一結果凸顯
了二段式診斷工具的優勢，它能比傳統成
就測驗更深入地診斷出學生的概念理解
情形。以下將針對表 5 中，選答率超過 10%

的部分（Gilbert, 1977）
，配合概念晤談的
結果，綜合分析所具有的另有概念類型，
這些另有概念的類型與其概念理解的內
容整理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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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A 組和 B 組學生的二段式診斷問卷前測答對百分比的比較
題號

A 組答對率

B 組答對率

1

47%

11%

2

22%

22%

3

66%

56%

4

25%

17%

表中的五種另有概念模式中，消耗模
式、局部推理模式和機械記憶模式是研究
中最常出現的另有概念（例如：Cohen et
al.,1983; Closset, 1984; Osborne, 1981,
1983; Shipstone, 1984, 1985; Shipstone et
al. , 1988）
。而機械記憶模式則是學生將串
聯和並聯電路的概念混淆，以串聯電路的
概念來解決所有的電路問題；而能量守恆
模式和斷路模式則是本研究的新發現，並
未見於過去的研究結果。
為了更深入的比較學習成就與學生
概念理解的關係，研究者分別計算 A、B
兩組學生的答對率，結果如表 8 所示。在
第 2 和第 4 題中，A 組和 B 組的答對率偏
低，且比率相近，這隱含了兩個意義。第
一，學習成就高的學生，其概念理解狀態
不一定是完整的，雖然在第 1 題中，高成
就組的得分明顯地高於低成就組，但當問
題情境稍微複雜（第 2 題是串聯電路，第
4 題是並聯電路）
，可能由於概念的交互作
用，而導致學生產生新的另有概念，所以
答對率偏低。第二，不管是 A 組或 B 組，
學生對複雜電路的理解情形較不理想，且
在傳統的成就測驗中，這種不適當的理
解，並不能完全的顯現出來。

二、電流另有概念的形成原因
根據二段式診斷問卷的施測結果，研
究者選取具有另有概念（消耗模式、局部
推理或順序推理、機械記憶模式）的學生
進行晤談，其中依照其學習成就分別從高
成就組與低成就組各選取六位（共十二
位），以瞭解學生另有概念的成因，結果
如下：

（一）學生對專有名詞的混淆，造成
另有概念
許多的研究都認同學生具有電學的
概念困難，其中最普遍的困難之一是：
「電
流在電路中會消耗殆盡的想法」
（Shipstone, 1985）
。在本研究中，個案學
生也呈現出相同的另有概念，兩位個案學

生的晤談記錄如下，都呈現出了電流會在
電路中被消耗掉的另有概念。
晤談資料 B-11-25：
T：流出電池的電流，跟流回電池的電
流大小，你認為它們的大小關係是怎
麼樣？
B-11-25：應該是從電池流出的電流比
較大，因為電流變成了光，被燒掉了，
所以流回電池的電流會比較小。
晤談資料 B-8-5：
T：如果我們比較流出電池的電流跟流
回電池的電流，那你認為它們的大小
關係是怎麼樣？
B-8-5：流出的比較多流回的比較少。
T：為什麼？
B-8-5：因為它要供應燈泡發光的能
量。
T：所以就會用掉一部份嗎？
B-8-5：對。
然而，有一些研究者開始用另一種觀
點來看學生的概念，嘗試區別學生概念中
正確與不正確的部分（Clement, Brown ＆
Zietsman, 1989）
。Grayson（1996）指出在
上述的例子中，學生直覺有某些東西被消
耗掉了，是沒有錯的，只是學生用錯了專
有名詞，誤把被消耗的能量當成是電流，
只要根據此一觀點切入，利用概念取代
（concept substitution）的方式，可以有效
的改變學生的另有概念。但此一觀點仍有
待深入探討，因為在本研究中，有部分的
學生將電流看成是電能的移動，並非用錯
了專有名詞，而是電流具有能量的特性。

（二）教師的教學也可能導致另有概
念的產生
在與學生的晤談中，研究者發現學生
認為電池內部並無電流，電流只是從電池
流出去再流回來；研究者懷疑這是由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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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造成的，因為在教學的過程中，科學教
師在教導此一單元時，通常的表達方式都
是：
「電流從正極流出，從負極流入」
，但
教師鮮少提及電池內部的電流，因而導致
了學生的另有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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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二段式診斷問卷的前測與後測結果
之比較；這裡的比較可以分成兩個部分，
第一是前測與後測中，學生答對率的比
較；第二是 FCAAI 教學前後，各種另有
概念比率的改變情形。

（一）答對率的比較
晤談資料 B-11-7：
T：這時候流出電池的電流，跟流
回電池的電流應該怎麼樣？
B-11-7：一樣大。
T：這時候電池的內部有沒有電
流？
B-11-7：沒有吧。
T：就只是流出來再流回去？
B-11-7：是的。因為碳鋅電池，電
流出去的時候會產生電能，可是內
部應該沒有電流。
（三）另有概念也可能來自於概念的交互
作用
當問題情境包含了兩個以上的概念
時，由於概念的交互作用，學生會產生另
有概念。下列的晤談轉錄資料，在串聯的
電路中，學生認為電阻小的燈泡，電流會
比較大，正是「歐姆定律」與「串聯」兩
個概念的交互作用，因而導致學生產生了
另有概念。
晤談資料 B-11-7：
T：燈泡 A 與燈泡 B 的電流何者較大？
B-11-7：燈泡 B。
T：為什麼？
B-11-7：因為燈泡 B 的電阻比較小。

（四）缺乏系統性的觀點可能造成另
有概念
在本研究中，個案學生也呈現出局部
推理的另有概念；也就是說，學生將電路
中的元件看成獨立的單元，分別地加以處
理，而不是將整個電路看成是一個系統來
考慮（Cohen et al., 1983; Laurent & Etienne,
2002; 邱美虹等人, 2002）。因此，不管電
路是哪一種型態，燈泡的電阻愈小，則其
電流愈大。

三、電流概念另有概念的改變
在 FCAAI 教學成效的評估，主要是

經過上述的 FCAAI 教材教學後，研
究者再利用二段式診斷問卷對個案學生
實施後測，為避免學生死背答案，或受到
前測作答的影響，研究者將問卷中的題
號、選項的順序、問題情境都略做改變。
例如，將不同電阻的燈泡之順序互換。學
生在前測與後測的答對率如表 9 所示。
從表 9 中可以發現，不管是 A 組或 B
組的學生，後測的答對率都高於前測，顯
示電腦動畫教學有助於學生的電流概念
學習；但在第 4 題的部分，B 組學生的後
測答對率僅略高於前測，研究者認為這是
因為第 4 題需要最多的背景知識，包含了
電壓、歐姆定律和並聯的概念，而 B 組學
生的科學背景知識不足，因此即使透過了
FCAAI 教學，成效仍然不明顯。
（二）另有概念比率的改變
在另有概念的比率改變上，由於個案
學生在不同的問題中，會呈現不同的另有
概念，也就是說，學生在簡單電路、串聯
電路和並聯電路中，呈現出不同的另有概
念類型。例如，在簡單電路（二段式問卷
的第 1 題）中，學生的另有概念包括了消
耗模式和能量守恆模式；而在串聯電路
（二段式問卷的第 2 題）中，學生的另有
概念也包括了消耗模式和能量守恆模
式，但其比率與簡單電路中的不同，且串
聯電路中學生還呈現出順序推理模式的
另有概念，但此一模式在簡單電路是沒有
的。因此，在分析學生另有概念的改變情
形時，必須依照電路的型態來加以說明。
這些另有概念比率的改變情形，研究者將
之整理如表 10 所示。
從表中可以發現，經過 FCAAI 教學
後，學生的另有概念中消耗模式、局部推
理模式和機械記憶模式的比率降低了；也
就是說，FCAAI 教材對於改變這兩種另有
概念的成效較佳。但在能量守恆模式的另
有概念上，教學前後的差距不大，學生無
法將電流概念與能量概念區分清楚，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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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量守恆」的觀點來解釋簡單電路

和串聯電路中的電流。

表 9：二段式診斷問卷前測與後測答對率比較
題號
1
2
3
4

A 組答對率

整體答對率

B 組答對率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34%
22%
62%
28%

62%
52%
80%
58%

47%
22%
66%
34%

75%
56%
88%
75%

11%
20%
56%
17%

39%
44%
67%
28%

表 10：FCAAI 教學後另有概念改變的情形
電路型態

另有概念種類

前測的百分比

後測的百分比

簡單電路

消耗模式
能量守恆模式

20%
34%

6%
32%

串聯電路

消耗模式
能量守恆模式
局部推理模式

24%
10%
14%

8%
12%
6%

消耗模式

32%

8%

機械記憶模式

28%

10%

並聯電路

陸、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 50 位國三學生為研究對
象，經過二段式問卷的前測與晤談，以及
FCAAI 教材的教學後，再經二段式問卷後
測，希冀能瞭解國三學生電流另有概念的
類型與成因，以下將研究結果統整，並提
出教學建議，期盼能對教師的教學與學生
的學習能有所助益。

（一）國三學生的電流另有概念類型
國中生對電流的另有概念，可以區別
成五種類型--「消耗模式」、「能量守恆模
式」
、「順序推理模式」
、
「機械記憶模式」
與「斷路模式」。其中消耗模式同時出現
於學生對簡單電路、串聯電路和並聯電路
的解釋中，是最常見的另有概念（Osborne,
1981, 1983; Shipstone, 1984, 1985;
Shipstone et al., 1988）
。而能量守恆
模式則是本研究的新發現，出現於簡單電
路和串聯電路中，但在並聯電路中，學生
並未呈現出此一想法；研究者認為這是因
為在並聯電路的問題中，並不涉及電荷守
恆的概念，也就是問卷的問題並不聚焦在
總電流與分支電流的關係，而僅比較分支

電流的大小。此一觀點，
呼應了 Griffard 等人（2001）的研究結果，
他們認為二段式診斷問卷可能無法完全
診斷出學生的概念理解，暗示了診斷工具
的限制。因此，教師在課堂教學時，應該
從電流概念理解的不同面向去評量學生
的學習狀況，方能瞭解學生概念理解的全
貌。
而局部推理模式則出現於串聯電路
和並聯電路，學生傾向於將電路元件單獨
地考慮，而不願意將整個電路看成是一個
系統（Cohen et al., 1983; Laurent et al.,
2002）；但在本研究中，學生卻未持有順
序推理的另有概念，研究者認為這可能和
二段式問卷的問題情境或者是概念的地
位（conceptual status）高低有關；就問題
情境而言，如果設計較為複雜的問題，例
如：兩個燈泡並聯後，再和另一個燈泡串
聯，則有可能看出前者對後者的影響；就
概念的地位而言，可能是消耗模式或局部
推理模式的概念地位較順序推理模式為
高，因此沒有在概念診斷中呈現出來。此
一觀點，提供了未來研究的可能方向，亦
即是學生不同的概念理解模式，其概念地
位是否有所差異，因而導致學生在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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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情境中，使用不同的解釋模式，造成
不同的另有概念。

（二）電流另有概念成因
對於學生電流另有概念的形成原
因，本研究歸納出以下四類：
1.對專有名詞的混淆造成另有概念。
2.教學的影響。
3.概念的交互作用。
4.缺乏系統性的觀點。
上述的四種因素可區分成兩大類。從
第 1 和第 2 點來看，教學扮演了重要的角
色。電流概念具有高度的抽象性、不可見
性，學生的電流概念理解，除了來自日常
生活經驗外，主要來自科學教學；然而，
在教學的過程中，文字、語言並不是中
性、無偏見的；因此，教師的教學用語、
教科書的文字，接收到不同的學生，可能
具有不同的意義（Whitehead, 2001）
。這些
意義的不確定性，可能造成產生另有概
念。此外，類比是電流教學中最常使用的
教學策略，然而類比物與目標物並不能完
全等同，教師在教學時，必須小心處理，
才 能 避 免 另 有 概 念 的 產 生 （ Thiele ＆
Treagust, 1991）。
再從第 3 和第 4 點來看，概念交互作
用和缺乏系統性的觀點，都與學生概念架
構的完整性有關。另有概念的研究指出，
學生的概念理解經常是片斷的、瑣碎的與
情 境 密 切 相 關 的 （ Engel-Clough &
Driver,1986; Gunstone, 1987; Palmer, 2001;
Taber, 2001; Tytler, 1994; Watson, Prieto, &
Dillon, 1997），這些都是學生無法將學習
的概念統整；反映到教師的教學上，教師
除了依照概念的性質，調整適當的順序進
行教學外，不管在教學前或者在教學後，
都能鼓勵學生進行概念統整，幫助學生組
織所學習的概念。

（三）FCAAI 教材的教學成效評估
FCAAI 的教學成效可透過學生另有
概念的改變情形來評估。在 FCAAI 教學
後，學生在消耗模式、局部推理模式和機
械記憶模式的另有概念之比率降低了，因
此 FCAAI 能有效地改善這三類另有概
念；相對的，在能量守恆模式的另有概念
上，其教學成效上則較不顯著。
多數的電流概念教學，都是以水流類

比電流的方式來進行；這種教學企圖以具
體的水流來將抽象的電流概念視覺化、具
體化；然而，這樣的類比教學模式，基本
上仍是靜態的；但本研究所採用的 FCAAI
教學，不僅能將電流概念具體化，並且以
動態圖像和靜態文字交互配合呈現，符合
二元編碼理論，因此能夠有效的促進學生
的概念學習。然而，「能量守恆模式」的
另有概念並未在文獻探討中出現，在研究
設計時並未將之考慮在內，且此一另有概
念的特性、形成原因，仍須後續研究再進
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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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國中生電流概念二段式診斷問卷
1.以導線連接電池及燈泡，形成迴路，使燈泡發亮，如圖(一)所示：
若IA為從電池流出的電流，IB為流回電池的電流，請問甲和乙的大小關係為何？
□（A）IA＞IB
□（B）IA＝IB
□（C）IA＜IB
承上題，你根據的理由是：
□（1）電流會被燈泡消耗掉
□（2）電流、電能都會被燈泡消耗掉
□（3）電流是電荷的移動，而電荷是守恆的，因此電流不變
□（4）電流是電能的移動，而能量是守恆的，因此電流不變
2.將A、B兩個電阻不同(RA>RB)的燈泡與電池串聯，形成通路，如圖(二)所示，若IA是流經A燈泡的
電流，IB是流經B燈泡的電流，請問IA與IB的大小關係為何？
□（A）IA＞IB
□（B）IA＝IB
□（C）IA＜IB
承上題，你根據的理由是：
□（1）電流被 A 燈泡消耗掉，所以流到 B 燈泡時會變小
□（2）電流被 B 燈泡消耗掉，所以流到 A 燈泡時會變小
□（3）因為 B 的電阻小，所以 B 燈泡的電流比較大
□（4）因為 A 的電阻大，所以 A 燈泡的電流比較大
□（5）電流是電荷的移動，而電荷是守恆的，因此電流不變
□（6）電流是電能的移動，而能量是守恆的，因此電流不變
3.將A、B兩個電阻不同(RA>RB)的燈泡與電池並聯，形成通路，如圖(三)所示：
若VA是A燈泡兩端的電壓，VB是B燈泡兩端的電壓，請問VA和VB的大小關係為何？
□（A）VA＞VB □（B）VA＝VB □（C）VA＜VB
承上題，你根據的理由是：
□（1）兩個燈泡右端電位相同，且左端電位也相同
□（2）A 比較接近電池
□（3）兩個燈泡右端電位相同，但RA>RB，所以A的左端電位較低
□（4）兩個燈泡右端電位相同，但RA>RB，所以A的左端電位較高
4.將A、B兩個電阻不同(RA>RB)的燈泡與電池並聯，形成通路，如圖(四)所示：若IA是流經A燈泡的
電流，IB是流經B燈泡的電流，請問IA和IB的大小關係為何？
□（A）IA＞IB □（B）IA＝IB □（C）IA＜IB
承上題，你根據的理由是：
□（1）兩個燈泡是並聯，所以電流相等
□（2）電流被 A 燈泡消耗掉
□（3）B 的電阻小
□（4）A 的電阻大

42

蔡嘉興 周進洋 連坤德

Using Flash Computer Animation Assisted Instruction to Promote Grade
Nine Students’ Conceptual Change on Current
Chia-Hsing Tsai1,2

Ching-Yang Chou2 and Kuen-Der Lain3

1

Kaohsiung Municipal Ming-Yi Junior High School
2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3

Fortu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Due to high abstractness and complexity of current, it always leads to students’ learning
difficulties. According to the litrature review, the computer animation assisted instruction was design to
promote students’ conceptual change for its making abstract concepts concrete and plausible. Fifty
ninth graders were chosen as samples. The two-tier instrument was used to diagnose students’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bout current and followed by interviewing to survey their caus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types of students’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include:” used up model”, “energy
conservation model”, “local reasoning model”, “broken circuit model”, and “rote memory model”.
Second, the causes of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include: “confusion of terms”, “instruction”,
“interactions between conceptions”, and “lack of view of wholeness”,.
Thre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Flash animation is significant for the” used up model”, “rote memory
model”, and “broken circuit model”, but not for “energy substitution model”.
Keywords: flash animation, current,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two-tier instru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