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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以 ARCS 動機模式做為理論基髓，深入觀察一位國小自然科教師在教學中激

發學生學習動機所採用動機策略。研究者以教室觀察、訪談與相關文件等方式來蒐集與分析教師與學生

的資料，以資料之王角校正提高研究的可信度。研究結果顯/r;:個案教師激發學生動機策略歸納如下﹒(一)

引起注意方面:將教材以視聽媒體等現代科技產物呈現、說一些有關課程的科學小故事、利用科學實驗

過程當作變魔術的把戲、以生活常遇到的問題來反問學生、使用白製教具示範教學或佈置不一樣的學習

情境，讓教學活動旱現豐富多變的面貌。(二)切身相關方面:以學生先前經驗為主基礎，提高學生的熟悉

度與長期記憶、運用生活中的例于作為教材，使學習內容與現實生活融合為一體、運用類比教學表徵將

抽象的科學內容具體化、以學生有興趣的內容作為教材參考資料、運用小組白選組員的合作學習方式。

(王)建立信心方面將相關單元做單科領域的統整並將明確的教學目標在學期開始前告知學生，讓學

生了解完成此課程的必備條件、常常運用口頭讚美或動作鼓勵、讓學生在小組討論後上台發表，接受大

家的問題考驗與給分，提供達到具挑戰性日標的機會、提供學生表現自我創意的機會，尊重學生多元智

慧、充分表現對學生的信心與認同。(同)獲得滿足方面:認識每 個學生、有效掌握教學進度與時間、

善於運用「獎勵」策略鼓勵學生增強學習成就、在學習罩上評佳話的策略、評量內容與方法的適當。

關鍵詞-學習動機、教學策略、個案研究

一、目IJ §

過去，由於經驗主義盛行，科學教育深

受行為主義理論的影響，教學重視考試結果

而不重視學習過程，因此教師大多採用傳統

講述式的教學方法，老師經由不斷地「說明」

和給學生「練習 J '教導學生學習科學知識，

對於傳統教學法而言，學生學習自然科的動

機，大多只侷限在學習成就動機，老師在教

學中也較少考慮運用任何動機策略來引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

近年來隨著科學哲學觀點的演變和認真日

心理學的發展， r 建構式教學」受到科學教育

界的重視，建構主義強調學習者是一個能主

動建構知識，並是個能由自己本身的經驗建

構出意義的個體。但是恣意放任學生自己學

習，學生就會主動建構屬於自己的知識嗎?

訐多老師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唯有身為

教師者先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才能

事半功倍。林思伶(民 82 )指出在一般為教

師專業發展而設計的活動中，大部分老師討

論的問題多集中在「我應該如何增加學生的

學習動機? J 、「要如何使學生對於所學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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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感興趣? J 、「如何可使我的學牛'.J二課不打

瞌睡? J ﹒等。由以上教師們的問題裡似

乎不難看出，在目前教學中，教師們最迫切

需要的是增進學生學習動機的相關技巧與策

略。

自然科學在國小教育中，算是才回令小

朋友喜愛的科目。但經筆者進 e步地詢問學

生喜歡自然科的原因時，大部分的學牛令都指

出:喜歡自然科的原因是可以作實驗，不需

要像上其它科自 1葉，整節課都坐在位于

上;但若上課的內容與實驗無關，他們仍會

覺得很無聊、沒興趣。到底老師要如何教學，

才能使學生有學習動機呢?按「學習動機」

一詞的含意，是指能夠激發、引導學習行為，

並且使學習行為持續的內在歷程 C 也就是

說，不僅要在學習的一開始引發學生的動

機，更重要的在於這樣的學習動機即使因為

單元和內容的變換，少了實驗操作的部分，

仍能長久的維持下去。因此，筆者乃依此觀

點並以 ARCS 動機模式為基礎，來介紹 A些

引起動機的教學理念與策略，以供國內自然

科教師在從事科學教學峙的參考資料。

二、 ARCS 動機模式

ARCS 動機模式是 Keller ( 1983 )所提

出。其內容主要是強調引起學習動機的設計

必須配合「引起注意 J (Attention) 、「切身相

關 J (Relevance) 、「建立信心 J (Confidence) 、

「獲得滿足 J (Satisfaction)四要項的運用，才

能達到激勵學生學習的效用。

ARCS 模型的理論架構是根據(一)將

課堂中能引起高度學習動機之教學者的實

務經驗觀察，進行歸納分析( inductive

自然科教學引起動機的策略與方法研究

analysis) ，與( ~'. )對當今的學習動機理論

(例如 Weiner 、 Brune 、 Malone 等人的動

機理論)做-個演繹分析(deductive

analysis) ，再綜合歸納而成。因此，ARCS

動機模式整合了許多學習動機關論(諸如:

歸因理論、期望-價值理論與社會學習理論等

等) ，提出的目的主要在強化系統化教學設

計，希望使教材的設計更能符合激勵學習者

參與及互動，並提供理論的組織與實務的應

用。

ARCS 模式對於動機設計的理論重點在

於兼顧學生的內在個人因素(例如:個人價

值觀、期望、能力程度與認知價值等)，以及

教學環境的外在因素(如:教學設計的配合

與規劃) ，並融合認知與行為學的學習理念，

提供欲從事教學設計的老師一套叮以引用的

策略，使其所設計的教材符合激勵學生的動

機需求。以下就以ARCS 模式的四個要項:

注意、相關、信心、滿足四方面來加以介紹。

(一)引起注意 (Attention)

若要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首先必須要

讓學生對單元內容有相當的注意力，否則是

很難讓學生踏出學習的第一步。依據訊息處

理開論(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人

們雖然可以接收許多訊息，但只有受到注意

的訊息才會被大腦處理與記憶。而提升注意

力的設計策略，不僅在於引起學習者感官性

的注意，更重要的是激發求知的好奇心'並

使學生對教材的注意力能持久。因此，注意

力的引導及維持是動機設計事實不可忽視的

﹒環。此外，時常變換教材的呈現方式，以

維持學生對於該知識的新鮮感興好奇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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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師在設計教材時所需要考慮的。

(二)切身相關( Re 1evance )

在教學過程中，若能添加 J些與學習目

標、興趣相關的事物來輔助教學，必能引起

學生的動機。所謂「相關」是指學生熟悉的

事物與曾經習得的經驗，與學習目標、學習

任務有關的課題。雖然新鮮的事物能幫助注

意力的集中，但是人們往往對於任務型的學

習，有種結合本身已熟悉的經驗來挑戰新知

識的慾望，因此教學設計時口J以依照學在的

特性、知識與文化背景為出發點，然後再與

有「知識做聯結，這樣對於學生學習興趣的提

升有不錯的效果。目標的告知、先備知識的

聯結與興趣的結合是動機策略設計的要項，

其目的在強調如何建立起新訊息與學生之間

的相關性。依接研究指出有目標的學習能夠

幫助學生對於新事物的學習有規劃與可控

制，學生進而能主動聯結過去學習經驗，來

幫助所賦予的學習任務符合個人的需求

(Keller & Ko悍， 1987)。再者，教師若能運

用創意性的設計技巧，配合學生日常生活的

周遭環境，讓他們真實的感受到學校知識與

現實生活的一致性，這是「建立相關」的動

機設計中重要考量之處。

(三)建立信心 (Confident)

太容易的教材對學生會失去挑戰性;太

難的教材又會使學生感到挫敗感。故學習的

內容如果過容易或太困難，皆無法提起學生

的學習慾望。幫助學生建立信心的方法除了

課程內容的安排循序漸進，讓學生們由淺入

深慢慢地建立信心與興趣外，使學生了解學

習的內容及評量表現標準的一致性也是建立

學生學習信心的重要策略。當學生知道學習

的方向，則比較能把握學習的重心;如果學

習內容讓學生混淆不清，貝fj往往會造成學習

信心的喪失，甚至有「努力也是白費的」的

挫敗感，這樣就失去學習的意義。另外，提

供適度有挑戰性的教材也是必要的，但教材

中應同時提供可以依循的學習指標。對於難

度高的學習概念，宜採分段呈現與引導的方

式介紹。並隨時呈現部分與全體的關係，以

便於學生對於所學能加以組織、統整。此外

讓學生有足夠練習的機會並告知他們學習的

進度，也是提昇學習者的信心與自我監督的

方式。因此，如何運用策略幫助學習者信心

的建立與自我激勵的途徑，實為當前重要的

課題。

(四)獲得滿足 (Satisfaction)

若要提供學生學習的滿足感，最直接的

方式便是讓他們經常有自我表現的機會，讓

他們將所學的知識概念或動作技能運用於環

境之中，並與生活結合。此外在學習過程中

學生可以經由反應、回饋的機會，得以評量

自己的了解程度及學習成果，而這也是提供

學習者參與的方法。學生學習感的滿足除了

從與教師、教材的互動之中得來，內在動機

的建立也是很重要的。故在提昇學習動機的

設計中，必須配合內在獎勵以及外在的獎

勵。利用正面的鼓勵取代負面的斥責，是激

勵學生們繼續參與學習、投注課程的方式，

尤其是高難度的自然科推理學習，教師與家

長的鼓勵更是必要的。此外，在學習的設計

中，亦必須建立起學習與環境的共通性，換

言之，讓學生們能適當地將所學轉移至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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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學習或實際的生活之中，以提升該學習

的價值。

三、自然科教學引起動機的第略與方

法

(一)引起注意力的教學策略

注意力之集中是任何學習的第→步

( Keller & Burkman ' 1993) ，學習者若能集

中及維持注意力才能主動進行科學思考與推

理，善於利用集中注意力的設計策略，在自

然科教學中尤為重要。自然科的學習大多以

小組分組的方式進行，若教學者沒有幫助學

習者注意力集中或維持在課程內容上，同學

之間很容易產生不必要的互動，例如:說話、

打鬧。

故教師應在教學設計時把握下列三項原則:

吸引學生感官上的好奇、引發學生求知的需

求、教材的呈現必須是有多變化的(Keller'

1987) ，有助於學生注意力的集中。以f為筆

者針對上述的三個原則，所提供「引起注意」

的教學策略:

1.策略一:將教材以視聽媒體等現代科技

產物呈現

一位教師即使富有熱誠，欲把所學傾

囊相授，但若不考量學生學習興趣與注意

力，也是白費工夫。因此自然科教師應利

用新穎、別出心裁的教學技巧，來吸引學

生的注意力，利用視聽媒體就是一個很好

的教學傳播方式。教師在介紹單元內容

時，可以將教材透過視聽媒體、簡報

( PowerPoint)、電視、網路等現代科技

產物，利用聲效、兩見效等雙重技巧，以引

發學生感官上的注意。在科技日益進步

自然科教學引起動機的策略與方法研究

下，學生早已習慣具感官刺激的各種不同

聲光媒體，教師一成不變的傳統講述教學

方式已不再吸引學生，故運用多媒體視聽

效果的教學理念應該逐漸取代傳統教學

模式。依照訊息處理理論，人類對於受到

注意的訊息才會加以處理、記憶。只憑感

官感應的刺激，通常維持的時間很短暫。

人們對下列三種次機會特別注意(張春

興，民的) ( 1)熟悉度:即個體對刺激

的熟悉程度。教師找尋的資料與圖片，最

好以學生日常生活會碰到的或看的圖片

為主，例如:在國小五年級「生物的繁殖」

單元，老師可以就近利用校園植物作為教

材，再利用網路資料來介紹植物的繁殖方

式。( 2)新奇度:係指個體對刺激所感到

新奇的程度。最會引起學生好奇心的就是

時 F流行的話題，因此教師可以藉由科學

或社會的新聞事件'來作為輔助學會的教

材 O 例如:在國小五年級「生物的繁殖」

單元，老師可以利用簡報向學生解釋「桃

莉羊的由來 J '藉此讓學生分辨生物有性

生殖與無性生殖的不同。( 3)重要性:指

刺激對個體而言很重要。亦及教材必須符

合學生自身的需要，才能引起學生的注意

與學習動機。例如:在國小五年級「生物

的繁殖」單元，老師可以將自然與健康教

育結合，利用坊間有關婦女懷孕生產教學

錄影帶的放映，讓學生了解人類的繁殖方

式。

2. 策略二:以生活常遇到的問題來反問學

生，激發學生求知的需求

Keller ( 1983 )在區別「知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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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 J (Perceptual Curiosity) 與「求知

性的好奇心J (Epistemic Curiosity) 時，

強調提昇注意力的設計之要領，應在於激

勵「求知性的好奇」。對學生而言，大白

然是充滿著神奇與挑戰性的，故教師吋利

用讓學生感到困擾的問題，提供學生思考

機會並尋求問題解決之道來激發學牛求

知性的好奇。例如:國小五年級I 台灣的

天氣」單元，老師可以藉由詢問小朋友「夏

天與冬天坐在爸媽車子裡時，有時會產生

『霧~ ，這時『霧』到底有存:呵

刷刷夕外+面玻璃，或是用抹布擦裡面的玻

璃? J '來讓學4三產斗三疑惑並有想找尋答

案的慾望;然後再利用科學實驗(冷空氣

與暖空氣) ，讓學生自己驗證出:冷熱空

氣相遇時，交界處都會產生水，而且水都

是產生在熱空氣的地方，恰好也可呼應同

年級學的熱空氣冷卻凝結成水的概念。

3. 策略三:說-些有關課程的科學小故

事，來集中學生的注意力

每一個孩子都喜歡聽故事，教師叫

以在教學內容中適度的穿插-些科學小

故事，不僅能提昇學平的學習興致，也

將科學史的部分融入教材中。洪振方(民

86 )曾提到科學史的探討，吋以讓學生

深刻的認識到科學家面對問題時的各種

思維方法，學牛經過此種科學思考的認

知見習(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將有

助於他們領悟解決問題的方法與科學家

創造的過程。例如:國小五年級「看星

星」單元，老師吋以藉由詢問學I{:. I 古

時候的人面對這麼多的星星，fE麼知道

6

那﹒顆星是什麼星呢? J '然後引入古代

巴比倫人為了解決此問題，如何將星星

連成星座、並創造許多星座故事的科學

史，最後讓學生創作出屬於自己的星座

與故事。在科學史的學習情境下，孩童

不僅學到合宜的科學過程技能，更能從

中瞭解科學知識建構的整個過程，進而

建立富有批判力與創造力的科學探究模

式與思考。

4 策略四:利用科學實驗過程當作變魔術

的把戲，來激起學生的探索慾望

同樣的菜色、同樣的配料，用不同

的方式烹飪完成，其色、香、味必然不

盡相同，此種比喻運用在形容教學活動

j.分地貼切。同樣是講解 4個科學的小

實驗，老師只是運用黑板與口述式的講

解、或老師未經提示地親自動于一個步

驟一個步驟地將實驗操作給學生看、或

老師先將實驗的過程與結果轉換成變魔

術的情境表演給學生看，告訴他們魔術

的答案就在實驗中，之後再講解實驗時

的要點:這三種不同的教學呈現方式，

雖然最終的目標都是要讓學生了解實驗

的過程，但是運用的方法不← -t素，讓學

生投入學習實驗過程的效果也大不相

同。前兩種方式學生當然也可以從老師

的教學中明瞭實驗的步驟，但是聽課的

過程既無聊艾容易忘記，因此當實際讓

學生操作時，往往會有些 k課不專心的

小組發生操作錯誤的可能;但是老師若

能在→開始就先將實驗利用變魔甜甜的方

式呈現給學生看，引起學生探究結果的



慾望，那科學實驗的教學就成功了→

半。例如:國小五年級「水溶液的酸與

鹼」單元，老師可藉由分別j慮過酸與鹼

的杯子，讓杯壁沾有酸、鹼性溶液，然

後用 B.T.B 溶液(或葡萄汁、紫色高麗菜

汁)分別倒入杯子中，讓學生觀察顏色

的變化。此時老師也要配上豐富的肢體

語言與魔術師般的口吻，才能將學生帶

入不一樣的學習情境，進而引起學習的

動機 O

(二)與學習者切身相關的教學策略

教師在設計自然科教學之前，應先仔細

地研究如何刺激學生的求知慾望，然後再設

計相關的策略以因應這些動機需求是非常重

要的。自然科教學的設計不僅取決於所用的

資料能夠幫助學生建立科學概念，並且也須

注意這些資料的設計是否能夠結合學習者的

興趣及期望，以熟悉的事物協助思考，激勵

學習參與。善於利用相關性的設計與策略J-

能使自然科教學的運用達成預期的目標。故

教師應在教學設計時把握下列三項原則:設

計的教材要生活化、望符合學生的興趣與需

求、告知學生學習目標與評量的標準。以下

為筆者針對上述的王個原則，所提供「切身

相關」的教學策略:

1.策略一:運用生活中的例子作為教材，

使學習內容與現實生活融為-體

生疏的學習內容容易讓學生摸不著

頭緒，甚至降低其學習意願 o 故要克服學

生不確定與生疏感較常用的方法，通常是

以學習者週遭的事物做為例于，來幫助縮

短學生轉換新資訊為自身知識的時間。故

自然科教學引起動機的策略與方法研究

自然科教學若能夠運用日常生活作為教

學的例子，必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例

如:國小五年級「台灣的天氣」單元，教

師可以先播放「雨中即景」這首民歌後，

師生，起討論歌詞中的情境，結果發現原

來是因為歌詞中的主角因為事前沒有看

「氣象報導 J '所以不知道當天會卡雨。

接著老師播放預錄的「新聞氣象」錄影

帶，詢問學生了解氣象報告的內容嗎?進

而引入「台灣的天氣冷氣團與暖氣團」

活動，讓學生藉由這樣的學習方式知道這

單元內容與生活息息相關，而提昇學習的

意願。

2. 策略二:運用類比教學表徵，將抽象的

科學內容具體化

過於抽象的學習內容會讓學生因為

難以想像，而排斥學習 O 自然科裡有訐多

概念都是屬於抽象的部分，要讓學生親自

看見事實的真相，口J能有些困難，如果將

概念轉化類比成學生已經經歷過的具體

事實，這樣方式較容易讓學生進行概念的

同化(戴翠華，民 90 )。例如:國小五年

級「水溶液的酸與鹼」單元，因為水溶液

經過紅色、藍色石蕊試紙檢驗後，都呈現

紅色表示酸性，都呈現藍色表示鹼|笠，若

紅色還是紅色、藍色還是藍色表示中性。

這樣的概念口J以類比為人的性別， I 酸性

紅色」表示「女生 J ， I 鹼性藍色」表示「男

性 J '中性學生就自然會比喻成「中性

人」。當酸鹼中和時，可以把它比喻為「男

生與女生進行交往配對 J '也就是說 I當

酸的濃度比較濃，表示女生較多，這時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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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配對後， --.~定剩下女生，這時混合液就

會呈現酸性。這樣類比教學的方式，是將

抽象問題具體化，可以讓學lj::.學的;更輕

鬆、更容易。

3. 策略三:以學生有興趣的內容作為教材

參考資料，提昇其學習興致

House ( 1995 )研究發現，學菩~.學習

的風格及動機需求常會因為年齡、性別

等有很大的差異:充分的掌握學:中喜好

的事、物，並且考慮學生的背景與特色，

根據其需求運用適當的教學策略，將有

助學習動機的提昇。故教師應時常留意:

學生間的談話與流行的事物，來作為教

學內容的參考。例如:國小五年級「看

星星」單元，老師可以在介紹完星陸的

特性後，轉扮演星座專家薇薇安，提供

小朋友一些有關十二星座的特質與個

性，這是時 F青少年最喜歡的話題，一

定會吸引學生的目光與興致。

4. 策略四:以學生先前的經驗為基礎，提

高學生的熟悉度與長期記憶

教師在授課之前應充分了解學生既

有的知識與心智模式，並以先前經驗作

為教授新知識的基礎，利用語意上的提

醒來聯結學生的思路，使學習者深入瞭

解舊經驗與新知識的關聯性以利長期記

憶的保留。例如:國小五年級「台灣的

天氣」單元，教師可先複習學生四年級

「熱的傳播」舊經驗，讓學生回憶起四

年級做「寶特瓶空氣對流實驗」得知:

冷、熱空氣對流，冷空氣較重會往 f'

熱空氣較輕會往上飄，並形成空氣的對

流。藉此引導「風形成原因」的概念，

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讓學生瞭解所有知

識都是環環相扣的，而且對學生自我科

學概念的建構會有很大的幫助。

(三)提昇學習者信心的教學策略

信心是人們對於任務是否能勝任所持有

的態度，缺乏白信的人對學習會儘可能地逃

避，故老師的動機策略應該幫助學生建立起

成功的信心，並激勵學生對學習的事物抱持

著[t:面的學習態度。如何提昇學生學習的信

心呢?研究者認為教師在教學內容的設計必

須仔細考量影響學生學習信心的因素，並針

對這些因素設計。個循序漸進的學習環境，

讓學主視教材為達成學習目標的工具而願意

投注心力學習，學生在逐步學習的過程中漸

漸建立學習的信心並掌握所學。再者，教師

的自信也會影響學習者的信心，因此充分的

準備教材是教師自信的根源 (Small &

Gluck' 1994) ，高品質的教學本身即可以增

加學生信心並激發學習的動機(Keller'

1983 )。 增加學生信心的教學方法包括明訂成

功的標準、提供學習者自我掌握的機會、及

提供成功的機會。 以下為筆者針對上述的三

個原則，所提供「建立信心」的教學策略:

1.策略將相關的單元做單科領域的統

整，並將主題目標在學期前告知學生

短期記憶的容量有限，為了避免讓學

習者有太重的認知負荷，教師可以先依照

單元內容做分類調整(單科領域統整) ,

並在學期開始時，先向學生宣佈此學期學

習主題與目標為何，如何評量、評量的依

據是什麼，這樣學生對所學的內容才有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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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例如:國小五年級上、 F學期教材中

「觀現u太陽」、「美麗的色光」、「生活中的

微小粒子」、「顯微鏡的奧妙」、「看星星」、

「台灣的天氣」等單元都與「光」有闕，

故教師可以根據其內容重新調整為一學

期的「主題統整 J (單科領域的統整)。並

將主題名稱定為 I )\:: J '安排在五年

級上學期來實施;這樣學生對於「光」的

概念的建構會有兩走向的連結，不僅可以

幫助學生認知學習，亦可幫助學生掌握學

習的方向，確切告知學生有關學習的目標

及評量的標準'學生才有努力的方向，並

且盡力達到( Keller' 1983) 。再者，為了

達成學習的目標，教師可以利用目標設定

的方式，幫助學生設定具有挑戰性叉口J經

由努力就可以達成的目標。

2. 策略三:常常運用口頭讚美或動作鼓

勵，幫助學習者建立勇於發言的自信

九年-貫「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

設計是以學生為主體，十項基本能力

中，其中有→項就是要培養學生「表達、

溝通與分享的能力J '希望學生能勇於表

達個人的思想或觀念、情感，善於傾聽

不日他人溝通，並能與他人分事不同的見

解或資訊。故教師應該在課程進行ttl ,

引導學生發揮自己的潛能與發表自己的

看法，鼓勵學生面對群泉眼光的壓力，

並利用口頭上的讚美來增加學生的信

心。例如: I 你很棒」、「你講解地實在太

好了」、、、等滿意的語言，當學生表現

不佳時，教師可以運用微笑、輕拍等動

作來鼓勵學生，並告知學生「說錯答案」

自然科教學引起動機的策略與方法研究

不會扣呀，以鼓勵的方式引導學生嘗試

學習與勇於發表，來建立學習的自信。

3. 策略三:運用小組自選組員的合作學習

方式，可以加強學習的動力

自然課教學因為實驗與討論的關

係'常常需要以小組的方式進行學習，

故教師可以運用合作學習的方式，來達

成讓學生主動參與學習、分事意見的目

標 O 所謂「合作學習」是提供學乍一種

合作的學習環境，讓其在異質小組中與

同儕→起學習，從中幫助、提供資源、

批判與修正彼此的觀點，最後分享發現

的成果，在這種合作的學習環境中，潛

移默化地培養出更多的合作行為(王永

昌、張永宗，民 91 ;盧富美，民 81 )。

合作學習是一種將三至六個學生有目的

地分成一組，為了讓每組學生共同完成

特定學習活動的教學過程，故小組成員

的分配對整組的向心力和表現有很大的

影響，甚至影響學生參與學習的意願。

筆者建議自然科教師可以先依學生的程

度，選出成績不錯且有責任感的學生做

為小組的組長，然後各小組長輪流選出

他的組員，直到最後一個同學被分配完

畢。這樣分組方式的優點在於每→小組

的成員大多是較要好的朋友，所以小組

的向心力與互助力較強;再者，每一位

學生也會較為自己的表現負責，畢竟青

春期的學生很注重同輩好友的意見、願

意為團體貢獻能力 O 但老師在分組與教

學時要扮演小組的協調者與諮詢者，公

平地輪流讓學生選出對小組有利的組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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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學生I會在愉快的環境下進行學習。

(四)提昇學習滿足戚的教學策略

學習的滿足感是激勵人們主動參與學習

的要項。其叮經由學習過程中所感受地愉快

氣氛、肯定與自由學習中獲得。提供學生滿

足感的要素有讓學生一展身于的機會、回饋

與獎賞、維持公 IF.及平等的轉移。以下為筆

者針對上述的三個原則，所提供「提昇學習

滿足感」的教學策略:

1.策略一:認識每→個學生，使其有受到

重視的感覺

瞭解學生是教學的基礎，唯有瞭解

學生並與學生保持密切的互動關係， :J

能在教學中隨時提供學生專業方面的協

助(林進材，民 90 )。除此之外，老師若

能叫出每一位學生的名字或綽號，學生

會有一種受到重視而不敢造次的感覺，

進而更專心於課業與維持上課秩序;所

以一位能即時點出學生姓名的老師，必

能在短時間內建立自己的班級規則，並

能拉進與學生之間的距離。此提昇動機

的策略除了在班級教師適用外，筆者認

為自然科教師也應運用此策略。訐多科

任老師都認為帶的班級那麼多，怎麼吋

能會記起每一個學生的名字，因此每次

上課都只叫一些常常發表的學生，甚至

有時還發生把學生的名字叫錯的尷尬情

形，這些狀況在不被重視的孩于心理都

會留下一些「被忽略」的挫折感，久而

久之，也就對課業學習漠不關心。教學

應該有教無類，每一位學生都應該有受

到尊重的權利，唯有受到公平的待遇和

一 10

被老師暸解的學生，才會有快樂心情學

習新知識。

2. 策略三:善於運用「獎勵」與「懲罰」

獎勵與懲罰是教師常常使用來提高

學習動機的于段。在運用獎懲時，教師

應該把握以下兩項原則: ( I )多用獎勵

少用懲罰:老師在教學時常常使用獎勵

的策略，可以帶給學生愉快的情緒;在

愉快情緒 F的學習，學生會連帶對教師

及課程內容產生一種積極的態度(如:

喜歡教師、關心一一些課程相關的課外知

識、及喜歡教室內的→切活動等)。反

之，懲罰會帶給學生痛苦，在痛苦的學

習下，也會連帶的對其他相關刺激產生

不愉快的聯結，從而厭惡此科目。( 2 )

必要懲罰時，最好注意下列幾點:懲罰

與獎勵兼用、懲罰時要顧及學生的能

力、教師必須先教規範，而後按規懲罰

(郭諭陵，民 80 )。例如:為了要每一位

學生儘可能地參與課程的活動，教師可

以先告知學生只要代表小組上台發表，

不論問答的好壞，都加個人發表成績 2

分，取代以扣分的方式，來逼迫學生發

表。或者，當學生做實驗時吵鬧或動作

緩慢，老師可以點出表現不好組別與表

現最好的組別，然後將表現不佳之小組

討論成績，轉加在表現良好之小組上，

讓其有所警{霄，並轉而專心學習。

3. 策略三:評量的內容與方法必須要適

當，使學習者對成功維持一致的標準

評量的內容與方法應該仔細斟酌、

用心設計，才能避免學生遭遇太多的挫



析和失敗，而喪失學習的信心與興趣(郭

諭陵，民 80)。換句話說，教學評量應{盡

可能做到使學生有 1__分耕耘， 寸土收

穫」的成就感，千萬不可為了要測驗出

學生的實力，而故意、出 A些仁課時"未曾刊

歡過的課外題，這樣的測驗不僅失去評

量的意義，也會讓學午對學習有無力感

而拒絕學習。例如:國小五年級「看星

星」單元，教師上課的內容不外乎是教

導學生如何使用星座盤來找尋星座，故

在實作評量時老師可以利用投影機將星

座盤投影在螢幕 i二製造出夜晚的星空，

並製作 40 枝不同日期時間的籤，每次讓

5 位同學抽，當學生調出正確的盤面，就

給予通過測驗。這樣的測驗方式不僅學

生覺得有趣、實用，教師亦可從學生的

實際操作中瞭解學生的程度了tt即時給予

技術指導。

4 策略四:有效掌握教學進度與時間，使

學生在無壓力的狀況下學習

自然科教學有許多的實驗與課堂活

動，有時-不留神地將某個活動延長或

有突發狀況發生，常常會讓整個單元的

學習停頓下來;等到教師發現教學時間

不夠時，往往需要利用趕課的方式，才

能追回原來的進度:這樣的教學不僅讓

老師身心疲憊，學生學習的狀況也會大

打折扣。故在教學歷程中，能有效地掌

握教學時間與教學進度的管制、監控是

很重要的項目。教學時間的有效運用，

可以使教學收到高品質的效果;有效管

制進度，可以讓學生充分學習預定的課

色然科教學引起動機的策略與方法研究

程內容有效掌握教學進度不但可以提

昇確保教師的教學品質，同時可以提昇

學生的學習品質，唯有在按部就班、無

壓力的學習環境，學生才會真正地建構

自身的科學知識與概念。那自然科教師

暱如何有效地掌握教學進度與時間呢?

罩著建議教師在教學前應該熟悉、教材內

容並篩選教學內容，熟悉教材內容能讓

教學進行的過程順暢無誤;依據學生的

程度做教學內容的選擇與設計，可以突

顯出單元中重要的科學概念與活動。再

者，教學歷程中應該針對課程與教學內

容，擬定各種教學變通方案(如:教學

時間不足時，教師口I以轉換學生回答問

題的方式， FE原本小組派代表上台解

說;改為小組將答案寫在小白板上呈現

在台前，由老師口述向學生檢討。) ，作

為隨時調整教學活動策略的參考。變通

方案的作用在於簡化或加深課程內容與

概念，讓老師在既定的教學流程中，可

以隨時調整教學進度與時間，適合學兜

學習(林進材，民 90 )。

四、結語

自然科教學設計策略不應只著重提昇學

生的學科成就，應詳細的考量激勵學習的要

素，並將這些要素轉換成策略運用於教學

中，才能發揮教學的成效。以上僅就 Keller

所提出的 ARCS 模式為基礎，強調提昇動機

元素(注意、相關、信心、滿足)的自然科

教學設計原則與策略。其主要偏重學習過程

中各種動機需要:集中與維持注意力、聯結

興趣與相關知識、建立學習信心與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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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教學是一門藝術'老師就像 4個卡八

般武藝兼具的全能者，為了讓學生學得科學

家的探究精神與研究方法，激發學習動機與

參與是←→切教學的前提。本文僅就一般性常

見的狀況來探討激發科學學習動機的教學策

略，但如何巧妙地運用這些動機策略，仍要

配合單元教材、學習者的個別差異、教師特

質、教學媒體與環境等因素， :J"能將其活用

於自然科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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