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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李哲迪( 2009) 及林煥祥、劉聖忠、

林素微、李暉(2008 )的研究發現，從 1999 、

2003 及 2007 年 TIMSS 與 2006 年 PISA 等

國際性的科學教育調查研究顯示，我國國

中生的科學教育在學科知識內容及科學技

能的學習上表現優異，但是對學校科學學

習的興趣與自信心卻沒有很高，存在許多

改善空間。余民寧和韓珮華( 2009)分析

TIMSS 資料的研究也發現，此類學習上

「高成就伴隨低興趣」現象的學生人數有

逐年提高的趨勢，不僅是台灣，此現象亦

普遍出現在亞太地區的國家(如:日本、

南韓、香港、新加坡)0 Wo1k (2007) 研

究亦發現，在學校科學教育過程中學生逐

漸喪失其對科學的熱忱與興趣，使學生普

遍不想投入研究的工作或即使投人科學也

無法從其中體驗探究科學的樂趣。

學生對於學校科學課程低落的學習

興趣與自信心，會導致學生離開學校後不

想投人科學研究的相關工作，面對以上所

*為本文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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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題，除了瞭解成因外，我們更應積極

改進現有學校的教育環境及尋找更適合的

學習資源，以提升學生對學校科學的學習

興趣。

因此本文擬由相關文獻探討如何提

升學生對學校科學課程的學習興趣，從興

趣及其發展階段談起，進一步整理目前有

關學習興趣的理論與實徵研究的成果，以

作為教師於學校制式科學課程中促發學生

學習上的「情境興趣 J' 此外為解決學生對

學校制式與校外非正式學習興趣落差的問

題，擬提出校外的非正式課程與學校制式

課程合作的策略，來促發學生科學學習的

「情境興趣」。

貳、興趣及其發展階段

一、「興趣」的定義與分類

興趣經常被定義為個人致力於或傾

向致力於對某一學科、事件、想法的心理

狀態，其由個人與情境環境間之互動而產

生 (Krapp 2005; Schiefe1e 1991)

Renninger, Hidi 和 Krapp (1992) 提出有

關興趣理論的分類，將興趣典型的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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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興趣與情境興趣兩類。個人興趣指個

人的特質，為穩定持久，不隨情境改變的

個人狀態;相對的，情境興趣為個人受情

境環境刺激，而風覺有趣，此與特別的主

題或情境有關，說明如下表一。

Schraw 和 Lehman (2001)將個人興

趣與情境興趣再加以細分，如圖一。個人

興趣可分為潛在的( latent) 和現實的

( actualized) 興趣;情境興趣可細分為文

本興趣、任務興趣及知識興趣三類。所謂

文本興趣為個人對特定文本的內容引發的

興趣;任務興趣為個人操作特定任務引發

的興趣;知識興趣為個人先前知識經驗與

特定事物作用產生的興趣。

綜合上述興趣的定義與分類，興趣可

由個人與情境環境問之互動產生，且情境

表一:情境興趣與個人興趣比較表

興趣是個人興趣發展的主要成分。情境興

趣的引發可分類為文本、任務及知識三面

向，因此教師可藉由設計課程中的文本內

容、操作任務及連結學生先備知識或經驗，

增加學生與情境環境間正向互動，以促發

學生對科學課程的情境興趣。

二、「興趣」的發展

一些研究 (Hidi & Harackiewicz, 2000;

Hidi & Renninger, 2006; Krapp , 2002;

Schiefel巴， 2001) 主張個人興趣與情境興

趣並非是二分的現象，其發展是互動且彼

此互相影響，有許多證據指出情境興趣是

個人興趣發展的主要成分o Hidi 和

Renninger (2006) 提出興趣發展四階段模

式圖，如圖二，說明如下。

分類 本質性 情戚性 穩定性 情戚反應

情境興趣 情境特質 暫時或持續 不穩定 與正向與負向情J首相關

個人興趣 個人差異 相當持久 穩定 與正向情!鼓相關

趣

|
興

|
l
l

境推
惜
的

文本興趣 任務興趣 知識興趣

學習興趣

個人興趣

潛在興趣 現實興趣

圈一:興趣的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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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個人興趣

國二:興趣發展四階段模式

此興趣發展四階段模式，除區分興趣

為情境興趣及個人興趣兩類外，亦將情境

興趣再細分為促發情境興趣及維持情境興

趣兩階段;個人興趣再細分為喚起個人興

趣及形成個人興趣兩階段，此發展模式說

明其四階段間為彼此關連，且由最初之促

發情境興趣能透過個人於情境或環境間的

不斷互動，逐漸發展至個人興趣的過程。

以下分階段說明各階段興趣的特徵。

(一)階段一:促發情境興趣

此聚焦在個人與情境或環境間的情

廠經驗，為喚起或引起(catch)興趣，

被認為是興趣的敢動角色。

(二)階段二:持續情境興趣

為情境興趣較深層的形式，被認為有

抓住 (hold)的意義，是個人開始與情

境或環境間有意義的連結，並能有較

深層理解的特徵。

(三)階段三:喚起個人興趣

指個人邁向持久性向的起始，尋求特

定內容之學習任務，此階段還有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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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支持。

(四)階段四:形成個人興趣

為較穩定及持久的性向，個人會主動

追求戚興趣的任務，且會付出更多努

力並樂在其中。

三、「興趣」在學習上的意義

Hidi (2001) 研究指出「學習興趣」為

個人對於學習任務的偏好，可源自個人自

身的喜好;亦或源自個人與環境的互動，

因此產生一種正肉的心理狀態，提供個人

進一步的學習動機，其亦可如興趣分類一

樣，可分為在學習上的情境興趣與個人興

趣。

興趣在學習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

興趣能促進學習，提升學生的興趣能增加

學生的內在動機和他們應用在學習上的策

略，目前已有許多實徵研究的成果，以下

區分個人興趣與情境興趣兩類分別說明，

作為學校教師有效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

生科學學習的興趣。



(一)個人興趣在學習上的意義:

Hidi 和 Renninger (2006)指出個人興

趣一直被發現能提升學生學習上的

專注力、認知、回憶、持續努力、學

業動機和學習的層次等。 Eccles 和

Wigfield (2002) 發現個人興趣是一

個區分深度與表面學習的重要因

素。

(二)情境興趣在學習上的意義:

Mitchell 和 Gilson (1997) 指出雖然

情境興趣是短暫的，但其在學習上是

有重要的意義，例如，學生在數學課

程中經歷多樣且多次的愉快情境興

趣經驗，能增加其發展成對數學課程

的個人興趣，說明情境興趣是個人興

趣發展中的重要元素。Hidi 和

Renninger (2006) 研究指出情境興趣

能正向影響學生學習上認知的表現，

如閱讀的理解和使用電腦的工作。

Shen , Chen 和 Guan (2006)研究發現

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具高情境興趣者，

較能引出較高的學習上的努力。

以上的研究發現興趣對學習的正面

影響，此對科學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為

現今許多學生對學校科學學習的態度和學

習動機低落，假如學校老師能於課堂中多

致力於對學生興趣的敢動及運用，引發學

生在科學學習上的情境興趣，將會減少學

生的焦慮、增加學習動機、快樂及對該課

程的自我概念，此對學生的科學學習及對

科學的態度的提升將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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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引發學生學習上「情境興趣」

的因素

Hidi 和 Anderson (1 992) 說明在學

校中，學生帶著能敢發他們學習的個人興

趣來到學習環境，但另一方面，學生帶著

各自不同的個人興趣來到學習環境，因每

個人的個人興趣並非都與學校課程的學習

目標相符合，對老師來說要直接影響或改

變學生的「個人興趣」與學校課程目標一

致是困難的，然而老師可以設計利於學習

的環境及教學策略等來引發學生的「情境

興趣 J' 因此探討引發學生學習上「情境興

趣」的因素成為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

目前已有實徵研究且發現許多的因

素能引發學生學習上的「情境興趣 J' 但此

些因素的探討都源自特定的活動或事件，

並非普遍性的影響，且此類研究相當多元，

因此底下筆者除呈現一些特定的活動或事

件中所發現之引發「情境興趣」的因素外，

也試圖以 Schraw 和 Lehman (2001)情境

興趣中的文本、任務與知識的興趣三面向

分類此些引發「情境興趣」的因素，讓讀

者對引發「情境興趣」的因素有更完整及

系統性瞭解。

Schraw 和 Lehman (2001) 指出早期

研究學習上情境興趣的影響因素，專注在

文本為基礎引發的情境興趣，主要讓學生

閱讀文本後，檢測文本中的特徵如何引發

學生的興趣與投入，他們的研究建議學校

老師應該提供對學生有意義的及有組織的

文本，選擇文本內容應該具有情戚、生動

且符合學生的認知易於理解，並於學生閱



科學教育月刊 第 340 期 中箏民國一00年七月

讀時提供適當的提示及鼓勵學生成為主動

的學習者。

後來一些研究 (Durik & Harackiewicz ,

2007; Hoffmann , 2002; Krapp , 2002; Hidi

& Renninger, 2006; Renninger & Hidi , 2002 ;

Stipek, 1998 ; Mitchell , 1993 ' 1997; Hidi &

Harackiewicz, 2000 ; Von Seeker &

Lissitz ,1999 ; Stohr-Hunt, 1996 ; Deci ,

Eghrari , Patrick & Leone ,1994

Ho1stermann , Grube & Bogeho1z, 2009 ;

Juuti , Lavonen , Ditto , Byman & Meisa1o ,

2010) 則專注於什麼因素能影響學習上的

情境興趣，也發現包含有活動內容對學生

是否具新奇的刺激、活動對學生是否有意

義及能參與，此外課程中所應用的教學策

略如小組學員互動、注重個人特質、實驗

及討論、有選擇的機會、有進行探索、動

手作或實作、鼓勵學生思考、產生即時的

享樂、在知識上有增能的感覺及使用各種

資訊來源、更多的校外連結、與學生更多

討論困難的概念、減少傳統版書及教科書

閱讀的教學方式、對科學有興趣的學生多

給小組合作計畫及參與創造性的活動等，

此些因素均能影響學生在學習上的「情境

興趣」。

歸納以上實徵研究的結果，以 Schraw

和 Lehman (2001)所提情境興趣的三面向

(文本興趣、任務興趣與知識興趣〉分類

整理引發學生學習上「情境興趣」因素如

下表二。

學校老師可藉由上述表中因素引發

學生學習上「情境興趣 J' 於教學中設計利

於學習的環境及教學策略來激發學生的

「情境興趣 J' 以提升學生學習的專注、堅

持及減少學習焦慮，達成快樂學習的目

標。

表二:以「文本興趣」、「任務興趣」反「知識興趣」三向度分類引發學生「情境興趣」

因素

文本興趣或教學內容 任務興趣或教學策略 知識興趣或個人特質

新奇的刺激 小組同儕互動合作 發揮個人特色

生動的 能參與或動手操作 有選擇機會

引起情感的 進行探索 真挑戰的

有意義的 提供適當提示 具創造性的

有組織的 鼓勵思考及討論困難概念 有即時的享樂

符合認知或先備知識的 鼓勵主動及投人學習過程 有增能的廠覺

易於理解的 更多的校外連結 運用各種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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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肆、非正式課程對科學學習興趣的

影響

TIMSS 國際性科學教育調查研究結

果顯示學生對學校科學學習興趣低落;

PISA 的調查結果則顯示學生對校外非正

式管道的科學學習較戚興趣，兩國際性科

學教育調查研究的結果，凸顯我國國中學

生對學校科學及校外科學學習喜愛程度的

差異(李哲迫，2009 )。

且現今許多科教學者提出校外非制

式科學學習強調學習是動態、無止境、全

面性建構個人的意義，以學習者為主、內

在主動的學習，如能整合學校制式與校外

非制式學習，對學習者是較為整體且健全

情境興趣一制式與非正式課程科學學習的交會點

Rennie , Leonie J. and Gilbert ,

K. ,20 10) a Hooper-Greenhill (2007)指出非

正式的學習成果非常多元，且有很多是關

於態度、價值觀、情戚、信念等所謂「軟

性」的成果。

Falk 和 Storksdieck (2005)指出非正

式科學課程學習經常能引發學生的興趣。

Renninger (2007)的研究發現，非正式科學

學習課程提供真實情境的活動，它對引發

此些學生的興趣比鼓勵或鷹架或連結學生

的先備知識來的重要，例如:應用真實的

情境幫助學生辨識問題、設計及精緻實驗

等活動。對於只帶有一點或完全沒有興趣

的學生，非正式科學學習課程也提供了明

的學習方式

Dierking , 2007) 。

(Falk , Storksdieck, & 確的指引使其投入扮演科學家的角色和享

受樂趣，使其理解從事科學活動是重要且

Warren

Falk et al (2005) 指出非正式科學課

程其不同於學校制式科學課程，在其不強

調科學書本知識的獲得，而是讓參與者能

自由選擇，且對於真實的科學進行探究，

而關於學習內容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學校

科學課程內容。Nasir 、 Rosebery 、

和 Lee (2006)說明在非正式科學學習課程

中參與者經常有機會選擇自己學些什麼、

什麼時候學及如何學，而且是安全且允許

探索，以及不需要在意像學校的成績表

現。

關於非正式課程對於學習之影響，有

研究發現，學生在非正式教育經驗的獲得，

對於其在就學期間養成對科學的興趣，並

確立其從事未來科學研究之志趣，具有關

鍵性之影響地位(Stocklmayer, Susan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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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這個理解可透過簡單的方式來達

成，如提供實驗衣、器材或操作科學儀器

等;也可提供做真實實驗來回答問題，如

此交替來提升其學習興趣。

因此，對於個人興趣具有不同程度的

學生，非正式科學學習課程可提供較為適

性的學習，以解決學校制式課程無法解決

的問題。

伍、結論與建議

由以上文獻探討發現，目前學生在學

校科學課程上的學習興趣出現以下的問

題:

一、我國國中學生在學科成就及科學能力

的學習表現優異，對學校科學的學習

興趣與自信心表現不高;且「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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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低興趣」現象的學生人數有逐年

提高的趨勢。

二、在學校教育過程中，學生逐漸喪失其

對科學的熱忱與興趣，使學生普遍不

想投入研究工作或無法體驗探究科

學的樂趣。

面對以上學校科學課程中學生所發

生學習興趣的問題，國內外學者不斷努力

想透過各種方式解決，筆者發現興趣發展

初期的「情境興趣」是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可著力之處，因情境興趣是個人興趣發展

的重要元素，如能讓科學學習興趣低落的

學生能有多次及重覆的經歷情境興趣，就

能慢慢建立起學生對科學學習的信心與喜

愛。

此外文獻中提及國際性科學教育調

查研究的結果，凸顯我國國中學生對學校

科學及校外科學學習喜愛程度的差異，顯

示校外的非正式課程提供較為真實的情境

活動，較能引發學生的興趣，因為學校制

式教育專注於建構意義化學習的功能，使

得學生學習興趣逐漸降低，然而校外非正

式教育較偏重非強制之潛移默 r1七」的功

能，結合娛樂與學習，以趣味化、生活他

及個人他取向的教育理念，在學習興趣的

提升上對學校制式教育應有所敢發，甚至

發揮互補的作用。

因此筆者提出藉由學校課程與校外

非正式課程連結，促進學生對制式科學課

程的學習興趣。以下幾點建議分別說明:

一、在學校教育上，老師可藉用非正式科

學學習特色中引發「情境興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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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調整學習環境及教學策略來激

發學生的「情境興趣 J '增加學生學

習的專注及堅持、減少學習焦慮、提

升學習動機、快樂及自我概念。

二、在學校教育上，教師為達成教學目標，

現階段在有限時空限制下，要老師研

究開發與學校課程相關之引發「情境

興趣」課程其實是困難的，因此如果

學校能與校外非正式教育機構合作，

如科學博物館或科學中心等，藉由此

些校外機構所開發之學習資源與學

生學習課程相結合，借用校外非正式

學習的特色、教學策略及多元的非正

式課程來引發學生「情境興趣 J '減

輕教師安排及設計課程之負擔，因而

能降低學生對學校科學及校外科學

喜愛程度的差異。

三、對具有「高成就伴隨低興趣」的學生，

其多數可能為了達成高學習成就，而

不斷的進行考試練習及填鴨式教學，

非正式教育機構開發的引發「情境興

趣」科學課程可使之接觸較為真實的

科學活動，並從活動過程中體會活用

知識的樂趣，激發「情境興趣 J '提

高其將來從事科學相關職業及發揮

潛能的意願。

四、對具有「低成就伴隨低興趣」的學生，

其己對學校科學課程產生焦慮或排

斥，非正式教育開發的引發「情境興

趣」科學課程中的新奇、生動、切身

相關等因素，應可激發此些學生的

「情境興趣 J '經由學生多次的參與



其中，減少學生對學校科學課程的焦

慮或排斥，使其重新願意投入學校科

學課程的學習。

五、學校老師要適應每位不同程度個人興

趣的學生進行教學是困難的，尤其對

科學學習具極高興趣或完全沒有興

趣的學生，其在學校教育中，如只提

供些許激發「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從適性他教學的角度來看，可能對此

些學生幫助有限，如果能鼓勵此些學

生廣泛參與校外非正式科學學習課

程，就可以依照其具有不同程度的學

習興趣，選擇適合的非正式科學學習

課程，並透過 Renninger (2007)提出

於非正式課程中給予適性的教學情

境與支持，相信對提升學生科學學習

興趣的幫助應該更大。

最後筆者提出情境興趣是制式與非

正式課程科學學習的交會點，透過制式與

非正式科學課程的連結，讓學習者能在學

習過程經歷更多的樂趣與意義，促發其在

科學學習上的情境興趣，再逐漸培養出其

對科學學習的個人興趣，此對其往後持續

科學學習的投人一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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