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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研發一套統整式教學模組，其教學方式以戶外教育中的「野外考察」形式為主軸，同時

亦搭配多元的教學策略設計，並希望藉由「問卷調查法」瞭解學生與教師對於此種統整式科學課程與戶

外教學的型式設計之看法與感想。本研究對象為台北市立某高級中學(n=35)及台灣東部某國立高中二年

級第一類組(n=38)選修地球科學之學生，共有 73 人，並分別由該校之地球科學教師擔任本實驗研究教

學的任課教師。學生經過的四週(包括 6 節室內課程及一天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小油坑之戶外課程)之「地

球系統統整課程-野外考察篇」教學後，填答「野外考察篇課程回饋表 J '透過回饋之分析來探究學生對

於此課程的看法。同時，藉由與學生的非正式唔談資料，深入了解學生對於此課程的感受。研究結果發

現:大多數學生覺得此課程的內容範圍廣泛且與生活相闕，學生對於此種不同於以往的統整式課程，無

論在課程整體內容、考察前準備、考察中執行、考察後統整、學生自我評量、環境相關問題等向度上，

學生均感到滿意 O 從非正式日吾談中亦發現，學生感受到這個課程的學習是將學習環境從室內延伸至戶

外，學習情境是由靜態的文字圖像結合動態的其實體驗，學習的方式是由教師的規定指派轉變為學生的

自主設計。另外，兩位實施教學的教師也認為此課程賦予學生的實際經驗及其影響不是一般教學活動所

能輕易取代的。

關鍵詞:小油坑、戶外教育、野外考察、統整課程

畫、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研發一套統整

式教學模組，其教學方式以戶外教育中

的「野外考察」形式為主軸，同時亦搭

配多元的教學策略設計，並希望藉由實

驗教學研究，來瞭解我國高中生對此種

統整課程的多元教學策略設計之感想

和看法，希望能提供未來高中統整式科

學課程設計與發展之參考方向。

貳、理論基礎

在研究者本身擔任教職講授地球科

學期間，一些地質、氣象、天文等現象

的教學往往只能透過圖片來解釋，當學

生面對這些圖片時往往會問，-老師，

我在野外真的看得到嗎? J 然而，在現

今我國的正式課程中，卻鮮少有安排教

師帶著學生走出戶外的課程，對學生而

言，課堂上的學習似乎與他的實際生活

沒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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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學家杜威 (Dewey， 1990 ,

引自鄭明長， 2000) 曾表示，學校如同

社會，學生在學校中的學習，應該包括

社會的活動，將學校生活與社會生活打

成一片，學校中的學習便要以實際活動

為主。此外，也有一些學者提出，如果

課程設計可以與學生生活相關，學習處

理實際發生的事，那麼，各個學科應該

能夠自然而然的整合起來(周儒和呂建

政譯， 1999) 。因此，學校中各種科目的

統整中心，既非科學，也非歷史或地理，

而應該以學生本身的社會活動為統整的

中心(鄭明長， 2000) 。再者， Vygotsky

(引自鄭長明， 2000) 同時也認為，學

生在學校中概念式的學習，往往必須建

立在日常實際生活概念的基礎上;另一

方面，透過學校中概念式的學習，學生

往往將這些概念帶入日常實際生活的概

念中。因此，有別於以往學校課程與學

生實際生活脫節的情形，在近一波的課

程改革聲浪中，教育部在民國八十七年

十月公布了「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

程總綱綱要J (教育部， 1998) ，此課程

綱要中最顯著的特色即強調「課程統整」

與合科教學，強調課程內容應以生活為

中心，期許學生能將其所學與日常生活

相結合，激發學生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

神，進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由此發現，傳統的分科及概念

式的課程設計己漸漸式微，取而代之的

是以實際生活為中心的統整課程設計。

地球科學的範疇以整個地球為主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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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研究地球的形態、組成物質、構造、

演化過程、歷史及地球以外整個宇宙概

況的科學，地球科學的內容和人類的生

活有密切的關{系，因此學習地球科學

時，教科書並非唯一的教材，而教師該

利用自然界廣大的教學資源，當作活的

教材，且這樣有統整特質的科學，在學

生學習時更需注意其課程設計的統整

性，才能讓學生實際獲得整個地球科學

的概念，因此在教學上有必要帶領著學

生投入大自然裡進行學習(李春生和陳

培源， 1987)。然而在地球科學的課程設

計中，其中戶外教學的課程設計是最被

忽視的，因為往往需考量學校的行政配

合度、教師的教學負擔、教師的野外教

學經驗、學生安全問題等因素，造成不

易推動及落實 (Disinger， 1984) 。但對於

地球科學的學習而言，只有在真正的走

出教室，利用戶外的實地考察活動，才

能提供學生認識周遭環境的機會，讓學

生在戶外親身體驗，進行親自動于做和

探究式的學習，才能真正落實地球科學

的統整特質，也才能真正達成地球科學

統整概念的建立 (Landis ， 1996) 。

在美國倡導多年的戶外教育學家

Hammerman et al (1 985)曾在I Teaching in

the outdoors J 一書中明白指出戶外教育

的重要性有下列幾點(引自周儒和呂建

政譯， 1999) :

l.增進師生關係的發展:在戶外自然且自由

的實驗氣氛下，有別於教室的有限空間限

制，學生可以見到教師以自然的教學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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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同樣教師也可以在不同於教室的境

況中去認識學生，這樣的瞭解與認識互

動，在一般的教學環境中是不易見到的，

因此，一種不同的師生關係也由此建立。

2.師生的教學時間不受干擾:在戶外的環境

下，教師與學生們有較長的整段時間可供

利用，不用受到鈴響、更換教室等的干

擾，如此可以避免師生分心，提供學生一

個密集而廣泛的研討環境。

3.透過解決問題的方式教學:在戶外真實的

環境下，當學生遇到問題時，學生由本身

來建立合適的學習目標而非一昧的依賴教

師，並設計計畫來達成學習目標，學生無

論是個人或小組，徹底試驗、執行計畫、

修正調整、再次執行，如此不斷地一連串

的試驗直到學習目標達成。同時透過解決

問題的過程，使得學習主題更具有意義。

4.探索的喜悅:戶外的環境能提供學生享受

探索的刺激和直接體驗的樂趣，這些喜悅

是在教室的環境中難以達成的。

5.瞭解書中的資訊:當學生在戶外經由自己

觀察所發現的事物，學生會更有興趣的想

知道「書上寫了些什麼? J 這樣的動機激

發學生白發的去查閱更多的相關訊息。

由以上可知，在戶外的環境下，透過

觀察的技巧，學生能夠看、聽、感覺，以

一種有意義和活生生的經驗來學習，很自

然地將科目間統整在一起，可以增加學生

對整個環境的瞭解，也知道人類是如何地

影響環境。況且，在戶外的教學情境下，

其實很難只侷限在某一科的某一單元的教

學，因為學科是人類所創造出來的，自然

界的事物根本不可能清楚的劃分為互不

相干的領域(丁冰如， 1997)。因為在自

然界的事物是互相依賴的，而當進入戶

外環境研究時，我們自然會往整體的方

向去觀察研究 O 所以，為了學習和生活

上息息相關的事物，不去整合這些學科

是很困難的。戶外環境所提供的學習經

驗是不會讓學生被限制在某一個學科的

學習上，反而可以在完整的脈絡中全面

看到一個完整的學科，結果會使學科變

得更有意義、更有趣，而這正是透過野

外考察的方式學習地球科學時才能達成

的統整學習。

在瞭解戶外教育的內涵具有統整課程

的特質後，統整課程觀的戶外教學活動應

注意下列一些原則(謝鴻儒， 1999) :

1.學科或學習領域內的統整:充分掌握各

學科領域的基本能力，做為戶外教學活

動內容統整的依據。

2.學科或學習領域間的統整:各學科間需

減少重疊部分，以達到學習領域間完整

的連結。

3.學科或學習領域與生活經驗的統整:將

戶外教學活動與生活經驗結合，做一有

系統、有層次的整合。

然而，目前統整課程的發展與研究在

國內仍屬於起步階段，且多在小學教育階

段，在中等教育階段實屬少數。而圍內戶

外教育的發展更常常流於形式上的教學參

觀，抑或以玩樂性質為主的郊避，實難達

到戶外教育中真實體驗的統整教學。但由

以上的探討明顯發現，戶外教學的實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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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對於學生在學習地球科學知識上是有

幫助的。因此，本研究嘗試研發適合我國

中等學校的地球系統統整課程一野外考察

篇教學模組，期望能提供未來高中統整式

科學課程設計與發展之參考方向。

參、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設計採用問卷調查法( survey

research)，主要想瞭解研究對象在接受歷時

約四週(包括 6 節室內課程及一天戶外課

程)之「統整課程一野外考察篇」教學後，

對於此統整式的課程教材與多元教學活動

的看法及意見。

表一:本研究對象之背景資料

小油坑「野外考察」統整式教學模組的研發

研究對象為台北市立某高級中學，二

年級選修地球科學的學生(男女合班)，其

中參與本研究的對象有學生35 人;以及台

灣東部某國立高級中學三年級選修地球科

學的學生(男女合班)，參與本研究的對象

有學生 38 人。兩校皆為高二社會組學生，

關於研究對象之基本背景資料列於表一。

另外，擔任教學的兩位老師即為該校之地

球科學教師，皆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地球

科學系，均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且曾多次

參與國科會相關的研究計畫，皆是相當優

秀進取的科學教育研究者。

父母親最局教育程度 家庭每月收入 父母是否會鼓勵參加科學活動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大專以上 28 38 .4 10 萬以上 16 2 1.9 父母皆會 44 60.3
局中職 35 47.9 5~ 10 萬 41 56.2 其中一人會 9 12 .4

國中以下 10 13.7 5 萬以下 16 2 1. 9 父母皆不會 20 27 .4

總計 73 100.0υ 總量十 73 100.0 總、計 73 100υ o
最喜歡的學科 最喜歡的上課方式 過去曾參加科學活動次數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國文 14 19.2 課堂聽講 12 16 .4 7 次以上 9 12.3
英語 19 26.0 分組討論 7 9.6 4~6 次 19 26.0
數學 7 9.6 上台報告 1.4 1~ 3 次 44 60.3
自然科 11 15.1 實驗操作 7 9.6 從來沒有 1. 4
社會科 22 30.1 戶外教學活動 46 63.0

總lE十 73 100.0 串串、計 73 100.0υ 總計 73 咀且圓 00.0

由表一資料可知，學生家長的教育程

度大多數為高中職以上程度，而在家庭每

月收入方面，有超過半數集中在每月5~10

萬，至於父母對於學生參加科學活動的態

度，有多達 72.7%的父母至少有一人會鼓

勵學生參加科學活動，但顯示出亦有27.4

%的父母完全不會鼓勵學生參加科學活

動。學生最喜歡的學科依序為社會科、英

語、國文、自然科、數學，本研究對象的

學生為高中社會組學生，有 30.1%的學生

即最喜歡社會科，學生最喜歡的上課方式

則有多達 63.0%的學生喜歡戶外教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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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但亦有 16.4%的學生喜歡課堂聽講的 的野外考察活動中執行任務。在執行研究調

上課方式，而在學生舊有的經驗中，有 60.3 查任務時，學生不但能親自動于去接觸、感

%的學生曾有 1~3 次參加科學活動的經 覺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並可以藉由現場直

驗，有 4~6 次以上經驗的學生則有 38.3% 。 接發生的現象進行分析解釋。同時在考察活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包括教學模組和野外 動後安排教學活動統整各組考察結果及實際

考察篇「課程回饋表」。其中教學模組依實際 學習應用所得資料，並對於小油坑的整個環

教學需要，設計有學生使用的活動于冊及教 境影響進行評估而完成四階段的學習環。

師教學參考用教學手冊兩種版本 O 野外考察 野外考察篇「課程回饋表 J (包含教師回

篇「課程回饋表」也因學生和教師兩種不同 饋、學生回饋)的編制參酌「地球系統地球

的角色立場而編制學生版及教師版。教學模 資源篇課程回饋表 J (賴麗琴， 2001 ) ，其內

組由本研究小組自行研發設計，並經由另外 容包含了教師及學生對於整體課程的感想及

兩位中學教師及一位科學教育專長教授進行 建議。兩種版本均經由另外二位中學教師及

內容效度的專家審查。教學模組的設計是以 一位科學教育專長教授進行內容效度的專家

戶外教育中的「野外考察」形式，設計的原 審查。其中學生回饋部分，內容除學生基本

則為參考引起動機、調查研究、分析解釋和 背景資料外，根據課程整體內容、考察前準

應用評估等四階段的「學習環模型 J (A 備、考察中執行、考察後統整、學生自我評

1eami月 cycle model)作為統整課程的主要設 量、環境相關問題等六大向度來設計，共有

計架構(張俊彥和賴麗琴，2001 )。在內容方 3折7 個敘述題採用李克特五分量表

面，選擇由台灣北部大屯火山群的「川/小J弘\油坑 J (仙Like叫rtιtι-句pe叫)形式呈現，以 Cro叩nbach α 統

為考察主要地點。以這次的考察活動來引起 計分析其信度值達 O別96ι; 另有兩個開放↑性生

學習動機，設計由學生自主規劃各種研究方 的問答題以作為質性分析資料。教師回饋部

法調查研究「小 i由坑」的各項自然環境條件。 分則是根據課程意見和教學經驗分享等二大

其中文以小油坑的植物生存條件各項因素為 方向編制，問題形式皆由開放式問答題形式

主軸，分別包含了土壤、礦岩、氣象、生態 呈現。關於各向度之試題內容說明、題數配

四個不同向度的任務，各向度的任務為學生 置與各分項之 Cronbach'sα 信度分析結果，

自行經由小組討論規劃而成，各組即在一天 如表二所示。

表二: r 課程回饋表」之試題向度、題數配置、內容說明與各分項之信度值

向度(題數配置) 向度內容說明

信度

(α 值)

對整體課程的意見和感
了解學生對於統整性課程內容設計方式的看法，以

想( 5 題)
及學生接受教學時與接受教學後的整體感受、心得 0.5672
和收穫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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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野外考察前準備課
了解學生對於野外考察前的準備課程實施步驟與

程的看法與感受( 6 題)
流程的看法，以及此準備課程帶給學生對野外考察 0.6177
活動的影響。

了解學生對於野外考察活動設計的看法，此活動內

對於當天野外考察活動容包括小組合作學習、以學習單考驗學生辨識方
0.8324

的看法與感受(7 題) 位、研究設計、實驗基本技能、資料分析、綜合評

鑑的能力等。

對於野外考察後課程的了解學生對於野外考察後的結合課程概念的看
0.8176

看法與感受(7 題) 法，以及此課程最後帶給學生整合概念的影響。

學生的自我感受評量(5 了解學生對於此課程的自我學習評量，包括學生自
0.7309

題) 我評量在室內課程與野外考察課程的學習感受。

與此課程內容相關之環
了解學生在接受此統整課程之後，對於台灣的自然

境問題( 7 題)
景觀生態、人為的影響相關環境問題的看法，以及0.7143
其所抱持的態度或口頭承諾。

本研究之分析方法分為量化分析與質性

分析。量化分析部分主要對於野外考察篇「課

程回饋表」學生回饋部分進行描述性的統計

分析，統計學生在各向度的回饋滿意度以學

生人數百分比例形式呈現。質性分析部分為

能更深入瞭解學生感受，主要為回饋表中的

開放性問答題、教師回饋部分及本文第一作

表三: ，-課程回饋表」之學生回饋分析

者與二十四位學生、兩位教師的非正式暗談

資料，另外亦將學生在課程中所記錄之活動

手冊與報告書作為輔助分析資料。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關於野外考察篇「課程回饋表」之學

生回饋分析，如表三所示。

平均值
平均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每題分數

對整體課程的意見和感想(5 題) 20.05 4.01 2.13 25 15

對於野外考察前準備課程的看法與感受 (6 題) 22.02 3.67 2.82 30 16

對於當天野外考察活動的看法與感受(7題) 28.96 4.14 3.41 35 22

對於野外考察後課程的看法與感受(7題) 28.70 4.10 3.3 1 35 21

學生的自我感受評量 (5 題) 19.95 3.99 2.58 25 13

與此課程內容相關之環境問題(7題) 28.69 4.10 3.32 35 22

全部總分(37 題) It8.37 4.01 13.78 178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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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觸體驗、與同學間的小組討論合作等皆

表達了超過滿意的回饋。而在活動後的課

程，學生認為在考察後上課會感到比較有參

與感，且重新更深入的了解該地區的自然生

態環境，而在分享自己的觀察所得時也顯得

更有自信。至於學生的自我感受評量，學生

能感受到小組成員間彼此討論及分工合作

學生的回饋表總分(共 37 題，滿分為

185 分)平均為 148.37 分，每題平均得分為

4.01 分，可以顯現出學生對於此野外考察課

程達滿意的程度，認為此課程帶給學生一個

能親手操作、真實體驗、深入認識並欣賞大

自然環境的機會。由每一個分向度的每題平

均得分上顯示，對於整個課程大多數的學生

認為課程的內容與生活相關，包含範圍廣，

並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考察經驗。在野外考察

前準備部分，學生認為他們在考察前對於自

己所要執行任務的準備似乎仍嫌不足，但是

對當天的野外考察活動的滿意度卻高達

4.14 分，顯現學生對於考察當天所進行的各

項活動，包括親手操作儀器實驗、親身感官

表四，-課程回饋表」各向度中較為重要之分析結果

的重要性，同時也贊成各組有不同的任務可

以達到分工的調查研究。而在與「小油坑」

相關之環境問題的態度上，學生能感受自然

資源是需要被珍惜維護的，並學習到去觀察

欣賞生活周遭的環境。關於各向度中較為重

要之部分，分析結果如表四所示。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尚
可百分比(%)

n=73

對整體課程的意見和感想

5. 我覺得課程內容與生活並不相關。

對於野外考察前準備課程的看法與感受

7. 我覺得在考察前的課堂講解可以幫助我瞭解「小油

坑」。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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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0.01.2

0.0

10.8

12.05 1. 8

65.1

34.9

22.9
14.在考察時，我能學習到如何與同學一起共同執行調

查任務。

15.在考察時，除了自己的任務外，我還能去發現一些

新奇的事物，例如有趣的岩石、其他動植物等。

3.6|14.5l60.2 已三

與此課程內容相關之環境問題

3 1.珍上惜完的此課。程後，我覺得「小油坑」的資源是需要被I 43 .4 I 54.2 I 2.4 I 0.0 0.0

32.上完此課程後，我能察覺出每種生物都有自己適應I 4 1. 0 I 47.0 I
8.4 I 2 .4 I 1.2

生長環境的能力。

在詳細分析每一分向度的學生回饋中

(以下的呈現方式乃將「非常同意」與「同

意」加總，或是將「非常不同意」與「不同

意」加總) ，有 89.2%的學生不同意這個課

程與生活沒有相關，更有 92.8%的學生表示

這個課程提供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考察經

驗，無人表達反對態度，顯現此課程讓學生

有異於以往課程的感受。另外在考察活動

前，有 65.1%的學生感受到可以發揮自己想

要調查的項目，讓學生有是夠決定自己學習

項目的空間，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要求學

生自行設計調查項目上，有 32.5%的學生感

受到困難，但同時亦有 26.5%的學生並不同

意，顯現學生在自主性的設計調查上有不同

的感受存在，而對於當天的考察活動，有

86.8%的學生表示活動中有親自動手調查的

機會，無人表示反對，顯現這個課程可以提

供每一位學生有親自操作的機會，且有 85.5

%的學生表達能親自操作是一件快樂的

事，同時亦有 84.3%的學生覺得可以親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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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在課堂上無法看到的事物。對於活動後的

課程，有 90.3%的學生覺得上課會較有參與

感，而可貴的是有 83.1%的學生感受到要經

過自己親自觀察、分析的歷程比較容易學到

新的知識，對於各組的任務，亦有 86.7%的

學生贊成各組分項的調查任務可以達成分

工的目的，在最後的環境問題中有 86.8%的

學生感受在接受此課程後會願意學習觀察

且欣賞生活周遭的環境。

從學生對於統整課程一野外考察篇的

課程回饋表中分析得知，學生不但感受到野

外考察課程是一個不同於以往課程的經

驗，並覺得課程的內容包含範圍廣泛且與生

活相關，更從研究者與二十四位學生所進行

的非正式陌談中得知，學生感受到這個課程

的學習是將學習環境從室內延伸至戶外，將

學習情境由靜態的文字圖像結合動態的真

實體驗，將學習的內容由教師的規定指派改

變為學生的自主發揮設計，而後學生更感受

到在課程中的學習不只侷限於該小組的任

務範圍內，更能在戶外自然的環境下，去發

現自己本身感興趣的事物，由此可知，學生

已經感受到野外考察課程是一個統整式的

課程，不再將學習限制於教室和書本上，更

不是只有教師所教予的知識，學生自己也可

以親自驗證及自主學習。

對於在考察活動前的準備課程，學生均

能感受到此次活動需自己設計規劃'但是對

於這種有別於以往的自由學習方式，有 41

%的學生覺得尚可以接受，而覺得這種學習

方式困難或容易的學生各佔其餘學生的一

半。從本文第一作者非正式唔談的學生中亦

10

可發現相同的情形，有學生表示，這種方式

可以發揮自己的想像力，享受到自主學習的

樂趣，也有學生表示，這種方式沒有以往制

式的步驟可循，且未曾有過考察經驗，對於

戶外環境各種變因的掌握，感到其不確定性

而覺得困難，不過當研究者詢問學生對於自

主或制式的實驗設計方式再做選擇時，學生

皆表達喜歡自主性的學習方式，因為這是真

正自己想要瞭解的知識，但同時亦希望教師

能給予更多的引導資訊 O

再者，學生對於考察當天的活動迴響最

大，在本文第-作者非正式 H吾談的學生中，

全數肯定在考察活動中能真實的體驗部

分，不但由學生自己設計調查項目步驟，更

能在親自驗證中體會到探索的樂趣，而這種

親身的體驗讓學生的印象更為深刻。至於在

課程中所設計的登山活動，學生認為在登山

期間裡'更能體會到生物的生存韌性、氣象

的瞬息萬變、蝴蝶的展翅飛舞等大自然美

妙，進而感受到自然資源的可貴，而深刻的

體認到人與環境的相依相存。男外，在整個

戶外的活動中，學生亦能感受到同儕間的分

工合作及分享體驗所得的樂趣，對同學彼此

間的感情亦有所增進。

對於整個課程最後的統整部分，從非正

式唔談中得知，學生皆表示在經歷過考察活

動後，對於教師與同學的講解報告更有認同

感受與體會，同時在與教師及同學間的心得

分享上，亦能獲得很大的迴響。但是亦有學

生表示，因為對於在戶外的環境條件難以掌

控，造成調查計畫與事前規劃有所出入，但

調查計晝不管成敗與否，研究調查的過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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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設計方式，活化學生的知識，跳脫學習

領域的框架，增進學生與生活環境之間的互在非正式唔談中，學生皆表示，以前曾

動與聯繫，讓學生在認識瞭解自然環境的過外教學活動多是走馬看花抑或填

程中，進而啟發一種欣賞珍情自然環境的心寫學習心得報告，對於曾到過的地點印象並

情。更希望藉由此課程的實行結果，對我國不深刻，同時也未曾瞭解該處有何特色資

未來高中統整式科學課程設計與發展提供源。對於此次的考察地點一小油坑，學生過

一參考方向。去皆曾因學校安排戶外教學活動而親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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