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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國小女學生參加「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後之自我效能，採用問卷
調查法，以自由報名參加活動之國小高年級女學生 2 梯次共 60 人為對象，進行
「墾丁野外科學探究」二天一夜住宿型的實察活動，共 20 節，講授課與體驗課
比例為 4:3。活動前後分別施測，工具為「科學自我效能量表」，分為四大因素，
各因素的信度值均大於.7 為高信度，以相依 t 檢定了解女學生參加活動前後的差
異；並於活動中及活動後訪談。結果顯示野外探究教學後，女學生在成就表現
(t=-2.85, p<.05)、情感激發(t=-2.30, p<.05)、替代經驗(t=-2.41, p <.05)等因素有顯
著提升，但言語說服(t=-1.864, p>.05)沒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墾丁野外科學
探究」活動能提昇女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 (t=-2.63, p <.05)，女學生對活動持肯
定的態度，透過競賽能激發女學生的表現，建議教師多為女學生辦理野外科學探
究活動。然而，野外活動常面臨環境、時間及經費的限制，未來研究可在教師的
專長下發展適於女學生的野外科學探究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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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長久以來，女生理科較弱的刻板印象已經深植人心。即使受了許多性別平等
的課程洗禮，也難以排除此印象。依據教育部（2003）科學教育白皮書：「政府
應給予學習低成就、身心障礙、原住民、社會條件不利者、女性、及資優學生等
與一般學生均等且適合其個別差異的科學教育機會。」為達上述目標，其基本策
略之一為「提昇女學生對於學習科學的興趣與追求科學相關生涯的意願。」如何
促進女學生提高科學活動的參與，進而促進女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研究者希望
藉由實施「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在做中玩、從玩中學，以多元活動過程奠定女
學生科學探究的基礎概念，期能有效促進女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及科學學習效能，
提升其科學興趣與自信。本研究旨在探討以「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對國小女學生
的科學自我效能之影響，其教學方式以「野外科學探究」二天一夜住宿型的實察
活動為主軸，活動過程強調多元、團隊及師生互動。分析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及
活動過程中的歷程與教學省思，並提供各國小教育工作者實施相關課程設計與教
學活動之參考。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究實施「野外科學探究」活動課程之歷程。
二、探討「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對女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之成效。
三、實施「野外科學探究」活動之教學省思。

貳、 文獻探討
一、

性別與科學成就
性別在數理學習上的差異一直是許多研究者關注的議題，我們時常會聽到女

生數理能力表現比較不佳、較少投入科學研究領域、男性在科學成就會比女生表
現較好等等說法。社會普遍存在著男性理工優、女性人文優的性別刻板印象，這
樣的現象可能抑制許多女性在科學方面潛藏的能力。
這樣的價值觀同時也影響了教學現場老師對於科學學習性別的客觀性，謝小
芩（1995）指出長久以來，我們的學校體制毫不警覺的反映與傳承社會上重男輕
女的價值觀，以及男女不平等的資源分配原則；而當前社會中，男性優勢的地位，
往往讓老師的思考模式與教學策略落入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窠臼中，因此在師生
互動和學生自我期許，往往很難跳脫出男性挑選理工科技，女性選擇人文社會的
框架。Kennedy 與 Parks (2000)的研究發現，女性從事科學的問題在早期教育經
驗社會化的過程中就深植了，包括一般人普遍都認為科學是男生的領域，因此，
如何改變社會對女性參與科學的感覺將成為一大關鍵。
因此引導女學生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想像自己的未來，協助其進行生涯選擇，
于曉平、林幸台（2010）建議除了科學知識本身的提供外，教師更應協助學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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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科學知識的社會文化建構，並採納更多的科學研究方法，去除科學詮釋的性
別偏差，甚至突破科技界某些性別政治的現象，成為日後學術界努力的方向。
蔡淑玲、瞿海源（1988）的研究指出：男生由於對科學教育的自我效能期望
比女學生高，因此男生在科學相關學科中表現優於女生；此外，該研究亦發現男
生具有較高意願在唸大學時以科學教育為主修課程，並有選擇以此領域為未來職
業工作的傾向。盧晴鈺(2003)歸納了一些重要女性生涯發展理論，從中可發現女
性生涯發展受性別角色社會化、缺乏正向角色楷模或低自我效能等社會與個人因
素影響，形成女性生涯發展的阻礙與限制。Hackett 與 Betz (1981)指出自我效能
受到如性別之個人背景與心理因素以及環境因素的影響，比個人的興趣、價值或
能力對女性的生涯選擇更有影響力，加強學生的生涯決定與自信對其自我效能的
提升有極大的幫助。
本研究旨在於探討以「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對國小女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之
影響，希望能在女學生對於學習科學尚有正向反應的初期即介入教學，以維持女
學生對科學學習的動機與興趣。促進女學生學習興趣、動機、信心、正向價值觀，
如此可促使更多女性加入科學領域，為科學開闢更豐富的研究方向與不同觀點。
二、

科學探究式教學
(一) 探究式教學
探究教學法是老師提供學生與專業知識有關的問題，作為學生研究活動的主

軸，或者是學生自行找到想要研究的問題。根據問題提出假設以及暫時性答案，
而後收集與假設有關的資料，接著評估及分析資料，最後得到結論。不管任何學
科，只要經歷過界定問題，提出暫時性解答的假設、收集資料(包括實驗)、分析
資料並與先前的假設作比較，是證實還是推翻假設等過程，都可稱為探究教學法。
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學生不只學到專業知識與要解決的問之間的連結，還學到
如何解決問題的程序（符碧真，2012）。
因此探究式教學是以發現問題為出發點，鼓勵學生去調查一個範圍的主題，
以問題進行探究，學生在探究的過程學得提出假設、驗證假設，分享溝通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而此種教學法常用於科學活動的學習。
(二) 科學探究教學
探究是科學活動的主要過程，我國的科學教育也強調科學學習過程中科學探
究的重要性，教育部（2008）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基本理念強調「自
然與生活科技之學習應以探究和實作的方式來進行」，從其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
基本能力之關係中即提到：「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習，在於經由適當的教材內容
與探究活動中，獲得科學與科技素養的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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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白皮書中亦揭櫫「我國目前中小學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培養學
生的探究能力」。科學白皮書說：「科學教育是經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使學生
獲得相關知識與技能，養成科學思考的習慣，依照科學方法從事探討與論證，運
用科學知識與技能以解決問題，進而形成對科學本質的認識，並建立科學精神與
科學態度。」（教育部，2003）由此可見「探究能力」的培養實為現今我國科學
教育的重點。
洪振方（2002）提出科學探究教學模式基本上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1.使學
生接觸問題情境；2.協助學生覺察情境素材中包含某個概念或方法上的問題；3.
引導學生提出問題並做出假設；4.誘發學生設計實驗、蒐集和組織資料；5.鼓勵
學生詮釋結果以形成結論。上述科學探究教學模式提供教學者一個教學的流程，
從步驟中可以看出，活動都是以學生為主體。教學活動除了希望學生成為主動的
觀察者或資料收集者外，更希望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成為主動參與者。在科學探究
教學流程的引導下，驅動學生了解問題、探討問題、蒐集統整與分析資料，過程
中去歸納出科學的概念與架構，進而學習解決問題與呈現研究結果之教學歷程。
三、

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的相關研究
戶外教育是指走出教室，它特別強調直接使用感官的學習，去獲得第一手的

經驗與體驗。藉由戶外學習活動，讓學生在不同環境中親身體驗、探討問題，獲
得統整概念，並發展批判思考與解決問題能力（楊冠政，1997；陳順福，2009）。
戶外教學的學習歷程是經由內在認知結構與外在環境的交互作用，教師所欲傳遞
的資訊是鑲嵌於體驗情境中的。因此，當學生走出戶外跟社會接軌時，將更有機
會深入體驗真實的生活世界。學生能實地運用書本的知識解決在野外所遭遇的問
題時，不僅能刺激學習的意願，也增加學以致用的能力（陳美音，2007；黃朝恩，
1990）。
教育部（2008）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實施要點中的教學實施提
到：「運用學校、社區或校外自然環境，提供學生各種可供學習的資源。配合自
然科學學習的需要創設教材園、運用社區內的環境資源、參觀博物館、農場或做
野外考察、利用圖書館、教育資料館，以及提供諮詢的專家等，以幫助學生做有
效率的學習。」因此，結合校外自然環境的自然科學學習，也是我國自然與生活
科技學習領域所強調的重點。
相關的研究顯示這樣的教學活動有助於學生的學習。劉俊男（2005）在戶外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設計之研究中，發現實驗組學童在知識的平均答對率皆優於
對照組。陳立偉（2003）於其研究中發現，戶外活動可有效提升學生對於自然科
學「喜歡探討」和「發現樂趣」的科學態度。陳昌義（2003）研究結果顯示，戶
外教學相較於其他兩類教學方式而言，更能提昇學生的「科學學習成就」、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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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態度」與「對科學的態度」，進一步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透過親自
探索、直接觀察而學得更好。蘇明俊、江新合（2002）研究結果發現，小尖石山
的環境很適合國中學生作「野外探究」的科學教學，並建議中小學科學教師能夠
採用野外探究教學為改變傳統教學的起點，促進我國「九年一貫」教育改革政策
的成效。蘇明俊、江新合（2004a，2004b）研究結果發現：野外探究教學能夠促
進學生提出豐富的假說，符合創造思考教學的原則，野外探究教學的成效良好，
建議中小學科學教師在進行戶外教學時，可以採用「歸納式野外探究教學模式」，
作為符合建構主義理念教學法之選擇。蘇明俊（2004）的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對
野外探究教學的成效，表達相當肯定的結果，學習成效良好，是強調邏輯思考的
教學，並建議我國中小學科學教師能夠廣泛採用野外探究教學模式，作為改進教
學方法的起點，提昇科學教學的品質，以促進教育改革的成效。
基於上述相關研究證實的論點，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的教學實施，能讓學生踏
出校園，藉由體驗、觀察、蒐集、實驗等方式來增進自然科學的知識，激發孩子
們主動探索和研究的精神，培養他們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力，提升生活的知
能。有別於蘇明俊、江新合（2004a，2004b），蘇明俊（2004）的相關研究，本
研究以上述研究原則檢視探究課程的發展，強調以性別為基礎的教學，為了要促
進女學生未來從事科學研究，必須先有效促進女學生科學自我效能的四大來源
(Bandura, 1986)，強調動手做及野外探究教學能否有效促進女學生的四大來源呢？
是本研究關心的重點。
為什麼要辦理野外探究教學活動，作為促進女學生科學學習的策略呢？因為
女生較少參加科學相關的戶外活動 (Kahle & Lakes, 1983)。Gallagh 與 De
Lisi(1994)認為應該多給予積極的教學，並培養解決問題的思考能力，藉由科學
探究的歷程去學習科學探究的過程技能、體驗大自然的內涵、協同合作完成專題
的歷程，培養探究的能力、科學的素養、涵養自然之美的鑑賞情操，以完成探究
若干科學議題的答案作為目標，據以促進女學生解決問題的思考能力。野外活動
的過程能體驗科學學習的方法，提出假設、師生間與同儕間的討論、紀錄與分析、
下結論與發表的歷程、…等科學方法，能促進女學生解決問題的思考能力。
基於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的趣味性與統整性能促進女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與
自信，本研究以上述之野外探究教學理論為基礎，營造團體活動的環境，增加女
學生在科學中的學習意願，並以女學生關心的議題編輯教材，有利於女學生學習
科學的興趣，因此，本活動的教材設計與活動規劃均把握探究教學的策略，期能
有效促進女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及科學學習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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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是以行動研究方式進行，由一群對科學教育有共同興趣的老師組成專
業社群詳見表 1，共同來研擬設計教學計畫，利用社群會議時間，共同檢視教學
內容，共同討論並提出意見來修正教學實施方式。研究團隊透過實施野外科學探
究活動，建立女學生野外科學探究的基礎概念，並培養女學生科學探究能力及科
學自我效能，探討女學生學習的內容，與師生的互動歷程，期使能達成本研究之
目標，茲將研究設計內容分述如下：
表 1
教師專業社群之成員一覽表
代號

現職

學歷

資歷

職務

T1

科大助理

科學教育研究所博

科學教育研究、休閒與觀

主持活動計畫、參與課

教授

士

光管理系教師、天文學會

程研發

理事長
T2

科工館助

科學教育研究所博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助

設計規劃野外探究活

理研究員

士生

理研究員、從事野外探究

動課程、指導科學課程

教學活動多年
T3

國小教師

工業科技教育

國小教務主任、自然科教

設計規劃野外探究活

研究所博士生

師、從事科學探究教學的

動課程、協助帶隊

資深教師
T4

國小教師

工業科技教育

資優教育教師、自然科任

設計規劃野外探究活

研究所博士生

教師、從事科學探究教學

動課程、協助帶隊

的資深教師
T5

國小教師

工業科技教育

資訊教師、自然科任教

設計規劃野外探究活

研究所博士生

師、從事科學探究教學的

動課程

資深教師
T6

T7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工業科技教育

國小教學組長、自然科任

設計規劃野外探究活

研究所碩士生

教師

動課程、協助帶隊

師範學院

自然科任教師、教師專業

指導科學課程

社群召集人
T8

國小教師

師範學院

國小研發組長、社會領域

指導科學課程

老師
T9

國小教師

師範學院

自然科任教師、資訊教師

指導科學課程

T10

國小教師

師範學院

高年級導師

指導科學課程

118

教育科學期刊 15(1)

一、研究對象
因研究者本身學術區域與研究時間之限制，故依據研究目的選擇立意取樣，
由報名參與「野外科學探究」活動之國小高年級女學生為研究對象。活動分 2 梯
次，每梯次人數 30 人，共 60 人作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資料收集之相關研究工具分為「科學學習自我效能量表」、「學生訪
談表」、「教師省思記錄表」三項，茲說明如下：
(一) 科學自我效能量表
本研究依據 Bandura (1986)所提出的自我效能理論的編製「科學自我效能量
表」，以評測女學生在各向度的科學學習自我效能，邀請兩位科學教育專家及二
位國小自然科任資深教師審查量表的項目，作為提升信效度的方式。「科學自我
效能量表」分為四大因素：成就表現 9 題、情感激發 5 題、言語說服 10 題、替
代經驗 4 題。評分方式為改良式的語意差別法量尺，每個項目均為未完成的句子，
請受試者依個人的感覺完成，例如：「如果老師常給我難易適中的挑戰，我自然
科會學得…」，每個項目提供受試者一段標有 6、5、4、3、2、1 的數線，兩端
為對立的概念：6 表示「最有信心」，5、4、3、2 表示逐漸降低信心，1 表示「最
沒有信心」，讓受試者依個人意見或感受自由標出意見傾向。各因素的信度值均
大於.7，為高信度。本量表於「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實施前後進行施測，從前後
測的分數差異來檢視女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成效。在「科學自我效能量表」所獲
得的分數愈高，表示學生科學學習之自我效能愈高；反之，得分愈低，表示自我
效能的信念愈低。
(二) 學生訪談：
研究者在每梯次「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結束後，針對 10 位個案學生進行晤
談，每位學生晤談時間約為 30 分鐘，研究者選取的晤談個案學生根據學生參與
「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累積成績，將學生由高至低進行排序，前 1/3 為高成就學
生，人數 10 人，中間 1/3 為一般成就學生，人數 10 人，後 1/3 為低成就學生，
人數 10 人，每群隨機各取 3-4 位表達能力較佳的學生進行晤談，採半結構式訪
談，訪談大綱如表 2，內容分為三個面向進行訪談(學習動機、活動過程中學習到
的內容和想法、對於活動的感受)，以了解學生活動的學習程度、心情及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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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野外科學探究學習心得訪談大綱
題目
一、學習動機
1.你喜歡「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嗎？
2.你對「野外科學探究」活動感到有興趣嗎？
3.你希望能學習到更多科學的原理嗎？
二、活動過程中學習到的內容和想法
1.你覺得「野外科學探究」活所學到的（課程內容、創造思考、批判思考、
問題解決、團隊合作、溝通技巧、實驗技能等）
，最基本、最複雜、和最
困難的部分是：
2.在這次「野外科學探究」活動中，你表現好和不好的地方是哪裡?
3.在這次「野外科學探究」活動中，你最喜歡和最不喜歡的地方是哪裡?
4.請以實例說出「野外科學探究」活動期間遇到的困難、及其解決的過程
三、對於活動的感受
.請以實例說出對於「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的心得。

(三) 教師省思記錄表
社群老師針對「野外科學探究」活動，以省思記錄表方式提出課程省思或內
容檢核並加以記錄，教師省思記錄表如表 3，可作為改進教學與省思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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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野外科學探究活動教師省思紀錄表

三、資料蒐集與整理
為了瞭解實施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學生之學習情況，於活動前後實施前後測，
藉以得知學生對此教學活動的科學自我效能；並於學習活動後針對參與研究的學
生進行訪談，藉以獲知學生對此教學活動的態度及感想。
研究的過程中，由研究者實際進行教學觀察，記錄教學歷程，透過行動研究
的方式，輔以相關問卷，並將學生的學習單、心得與學習手冊等資料加以整理、
歸納、分析，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情形並檢視教學成效。資料蒐集、處理與分析如
下表 4。

121

教育科學期刊 15(1)

表4
資料蒐集表
資料種類

蒐集、處理

分析方式及運用情形

科學自我效能量表

學生前、後測

成對樣本 t 檢定，可瞭解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是
否達到顯著差異。

學生訪談表

「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質性歸納，可得知學生對此教學活動的感想。
結束後進行訪問

教師省思記錄表

教學活動過程

質性歸納，可瞭解此教學活動的問題與改進之
道，以作為改進教學與省思的依據。

四、研究限制
研究受限研究者本身學術區域與研究時間之限制，故依據研究目的選擇立意
取樣，本研究選取本研究選取舉辦「野外科學探究」兩所國民小學高年級女學生
做為研究對象，以台灣「墾丁地區」為研究場域，討論科目僅著重自然一科，對
於不同年級、不同科目、不同地域的差異等議題並未作進一步探討，故研究發現
與結果不宜恣意推論。

肆、結果與討論
一、實施「野外科學探究」活動課程之歷程
(一)活動課程設計
由專業社群老師共同研擬設計課程，模擬教學情境，實地進行環境勘查，共
同討論並提出意見來修正課程活動實施方式，期待女學生在有規劃的課程活動中
達到活動目標。
本研究的活動內容為辦理二天一夜住宿型實察活動：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活動課程設計流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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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野外科學探究」活動課程設計流程圖
(二) 教學流程
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的行程與課程規劃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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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女學生野外科學探究活動表
日程

內容

簡介

搭配之動手做活動

大鵬灣自然生態探究

「生態工法」是一種工程上施工的方

螃蟹走路競速鬥智賽

法，它考慮到如何不影響生態的生存、
多樣性與永續發展。
小尖山的崩蹋防護

好尖的山！尖山的穩定角

誰可以堆得最高?

龍鑾潭尋龍

好美的墾丁！墾丁景點介紹

編織墾丁美麗的故事接

一

珊瑚礁的土地－恆春西台地

龍賽

日

話說從前－恆春西台地的地質史

第

關山落日計時器

關山落日－只是近黃昏

1.簡易經緯測量儀

太陽高度角與日落地平線測量真有海平

2.誰的水鼓得高?

面?
賞螢趣

隱藏在閃閃螢火光裡深層秘密? 原來有

共振與共鳴

fu 是這麼一回事?
最南點

一次看三個海──臺灣最南點

畫出一次面臨三個海的
水波運動前進方式

龍盤草原

海角七號場景孤獨背影再現

美的沙龍照

沙很大

人比沙聰明?沙河之死--誰殺了風吹沙？

測量沙的穩定角: 傾角測

測量一下沙的穩定角

量儀

新聞事件: 走著走著， 人怎麼忽然不見

測量裂溝的平均寬度
(續下頁)

第
二

崩落的懸崖

日

了!
南台灣的椰子

牛奶糖刺穿椰子活動，解說體驗壓強

牛奶糖刺穿椰子

(Stree)的應用
出火

地面滲出天然氣而使地面之火持續燃
燒，可以據此思考斷層線走向與地質結
構

快速點鈔機

神乎其技的福安宮自動清點焚燒金紙的

流體噴霧實驗

金爐
塭豐村的悲歌?

失落的地平線─塭豐村為地層下陷超嚴
重的塭豐村把脈，探究過去、會診現在
與預測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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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方式
本活動採陳正治、劉嘉茹、蘇明俊（2015）於其研究中所提出之可攜式學習
積分(portable learning credit, PLC)教學模式設計本教學活動。此教學模式針對現
有合作學習之小組遊戲競賽法之不足處所設計，且讓每個參與者均有被肯定其貢
獻或價值機會。PLC 操作模式為異質分組→全班授課→分組競賽→個人可攜式學
習積分登錄 1→再次異質分組→分組競賽→個人可攜式學習積分登錄 2…(重複 n
次單元活動及個人可攜式學習積分登錄 n)→個人積分累計→表揚，簡述如下：
1.異質分組：以出生月份資料異質編組。
2.分組競賽：第一次組間競賽，比賽積分依其競賽結果排序，如分成 M 組，個
人賽第一名者，該小組所有成員皆可得積 M，第二名得(M-1)分，最後一名得
1 分；如為團體成員皆投入的團體賽，為激勵團隊學員積極參與，積分權數變
成 2 倍，積分權數可依其困難度之不同而增減。
3.個人可攜式學習積分: 待各單次競賽後，小組學員在其學習紀錄卡上登載所
得積分。
4.再次異質分組：每單次競賽結束，即再次異質分組，此稱為輪站式分組合作
學習，積分計算方法參考分組競賽比序成績，既可維持住原積高者之個人權益，
也讓單次積分較差的個人，感受到新的分組中，仍有因新的異質分組，而有反
敗為勝翻盤機會。
5.個人積分累計: 個人最後積分，依其在各分次競賽中所得積分之統計加。
二、「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對女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成效之分析
本節旨在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去考驗國小女學生在「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實施
後「自我效能」的成效前、後測的差異情形如表 6，分述如下：
表6
女學生在「科學自我效能」量表的成對樣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項

前測 (n=60)

後測 (n=60)
t

p

.701

-2.85*

.006

4.78

.749

-2.30*

.025

.744

4.82

.716

-1.86

.067

4.75

.795

5.03

.62

-2.41*

.019

4.57

.607

4.85

.66

-2.63*

.011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成就表現

4.54

.58

4.85

情感激發

4.46

.809

言語說服

4.59

替代經驗
自我效能總量表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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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女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分析
1.女學生在「成就表現」因素成效分析
由表 6 可知，女學生在「成就表現」因素，前後測分數上的 t 檢定達統計顯
著(t =-2.85, p <.05)，表示女學生在「成就表現」因素的前後測分數上有顯著的差
異存在，因此得知此教學活動對於女學生在「成就表現」因素有所提升。參酌學
生的心得及晤談資料發現：
（1）「野外科學探究」的活動，有許多豐富的課程且強調多元，讓女學生在做
中玩、從玩中學，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的趣味性與統整性能促進活動過程，提升其
科學興趣與自信。
（2）女學生認為在野外科學探究教學之後，學習成效良好，對於科學的知識有
更清楚的理解，例如同學的心得：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很好玩！我學到了有關很多自然的新知識，讓
我獲益匪淺。(S21)
學了很多，像是生態工法、潟湖功能、彈塗魚、地層下陷、龍鑾
潭是如何形成、螢火蟲的發光頻率、表面張力、鼓狀水面、快速
點鈔機的科學原理，知道這些讓我對科學愈來愈有興趣，科學運
用在日常生活中，讓我覺得神祕又好玩，如果下次還有這種活動
我一定要參加。(S15)
這與研究者設計此一課程的理念相契合。
（3）從學生到達野外興奮的心情，發問的問題增多，同學間辯論的熱絡氣氛等，
都可以看得出來：學生喜歡到野外做科學探究的學習。從活動過程中，學生不但
感受到野外科學探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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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學生表示：
在這次活動中，我覺得很有趣，因為一個自然現象能用非常多的
方法來解釋。像是螢火蟲利用發光的頻率來求偶，正所謂共振。
共振的現象原來我們生活中有很多，只是都沒有發現 (S10)。
透過這次的活動，我會更細心地去觀察生活中的各種動植物，原
來自然科學還挺有趣的，所以這次的活動，不僅讓我大開眼界，
也對自然科學更有興趣了(S40)。
（4）整個活動能有效提升女學生科學探究的成效，並建立其對學習科學的正向
價值觀。例如學生感想覺得：
其實這次的活動我學到很多，不信你們可以考一考我喔!!例如:
魚塭超抽地下水的後果？石頭上長植？等…。我相信這些對我的
未來絕對會有幫助的!!(S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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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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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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探究活動的豐富與多元性，此活動能有效的提升女學生的科學興趣與自我成
就。
2.女學生在「情感激發」因素成效分析
由表 6 可知，女學生在「情感激發」因素，前後測分數上的 t 檢定達統計顯
著(t=-2.30, p<.05)，表示女學生在「情感激發」面向的前後測分數上有顯著的差
異存在，且為後測的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因此得知此教學活動對於女學生在「情
感激發」因素有所提升。
Bandura(1997)的自我效能理論中指出個人期望未來將會成功者， 藉著排除
低成就的負面思考，產生抵抗負面想法的壓力效果，因而較能從容地處理日常生
活上所面臨的壓力，也較能利用降低壓力的模式，化阻力為助力，以提升個人的
成就表現。效能期望的發展中生理與情緒狀態為其來源之一，個人面對某個情境
和任務活動時，會考量到自身的生理和情緒狀態，判斷個人的能力是否能夠問題
解決，因而影響到個人自我效能的期望。當個人生理和情緒狀態佳，其個人的自
我效能也較高。參酌學生的心得及晤談資料發現：
（1）「野外科學探究」活動把課堂從教室搬到野外，以探究式學習模式引導女
學生來進行科學探索，老師不再是主要知識的傳授者，而是引領學生進入學習領
域的引導者，學習過程中師生互動良好，讓學生能感受來自老師的關心、肯定，
教學模式建立一種愉快、輕鬆且有趣的狀態。有助於學生個人生理和情緒能保持
於良好的狀態，相對的其個人的自我效能也會較高。例如學生覺得：
這次老師為我們女生辦的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因為老師很仔細
的教導可以讓我們學到許多知識，學習很有趣 (S2)。
我喜歡老師的這種做法，有人情味，容易找到答案，也讓我體驗
到追根究柢的精神 (S33)。
不死板，很活潑的學習，是科 學探究，讓我們思考，不會讓我
們依靠別人找到問題(S51)。
（2）藉由野外景點的觀察，教學過程中教師適當的問題引導及互動，能有效引
發女學生的思考，並且隨時提供基礎或加深加廣的科學知識，增加女學生學習科
學的自信。例如學生覺得：
這兩天的活動都是探究，我們去大鵬灣，陳老師告訴四小隊螃蟹
怎麼做，然後四小隊的老師也教我們怎麼做，也有示範，所以每
個人都會做螃蟹 (S55)！
我們有去一間學校叫塭子國小，我們看哪些環境特別，我們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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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證明道理，這兩天很辛苦都在探究，也學到很多，老師也很
辛苦 (S10)！
透過這次活動，讓我學到課程中學不到的問題，例如第一天生態
工法的分類，一開始老師先分組，老師再念題目，然後要我們去
找答案，我們說的答案要說服老師，我們都能把任務完成，不會
很辛苦 (S14) 。
3.女學生在「言語說服」因素成效分析
女學生在「言語說服」因素，前後測分數上的 t 檢定未達統計顯著(t=-1.864,
p>.05)，表示女學生在「言語說服」因素的前後測分數上無顯著的差異存在。
口語說服常用於使人相信自己有能力克服困難，以達成設定的目標，特別是
重要的師長親友，如果父母師長適時的鼓勵，可使人具有信心，以提高自我效能
(Bandura, 1997)。結果發現女學生參加「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後，
「言語說服」的
自我效能有增進的趨勢，惟未達 α=.05 的顯著水準，參酌學生的心得及晤談資料
發現：
（1）自由報名的女學生ㄧ開始便擁有很高的「言語說服」的自我效能，因此雖
然有成長的趨勢，卻不明顯。
（2）達成促進「言語說服」的高自我效能的困難度很高，原因是野外科學探究
乃是藉由野外景點的觀察，教師適當的問題引導及互動，才能有效引發女學生的
思考，並且有可能需要隨時提供基礎或加深加廣的知識，也可能需要發展動手做
或野外實驗室的活動，用以滿足學生思考解決問題的需求。雖然師生互動的討論
或對話永無止境，但活動中可能的安排的行程太緊湊，會影響每個活動的時間，
如能保有每站活動的完整，學生也能更加融入每個活動，對於促進女學生「言語
說服」的科學自我效能則效果會更好。
4.女學生在「替代經驗」因素成效分析
女學生在「替代經驗」因素，前後測分數上的 t 檢定達統計顯著 (t=-2.41,
p<.05)，表示女學生在「替代經驗」因素的前後測分數上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因
此得知此教學活動對於女學生在「情替代經驗」因素有所提升。
替代性經驗源自於社會學習理論中觀察和模仿他人，透過觀察他人相關的成
功經驗，評估自己是否具有相當的能力，進而模仿他人的成功行為並獲致成功，
此種學習而來的經驗有助於提升個人自我效能的信念和期望(Bandura, 1997)。因
此，當學生透過合作學習的過程，經由觀察或聽取同儕成功的經驗，能夠提高其
自我效能判斷，增強自信心，確信自己有能力完成相似的行為操作，參酌學生的
心得及晤談資料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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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藉由分組競賽以及和同學一起合作學習過程，可以察覺出學生已從合作的
過程中體認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學生能欣賞組員的優點，能夠一起思考解決問
題，例如學生表示：
我們團隊合作，雖然我們遇到許多問題，但我們都解決了。(S32)
大家會團隊合作，幫助組員跟他說要怎麼寫才對。(S40)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讓我印象深刻，每次到不同地方都會讓我們分
組做實驗，每個實驗都很有趣，而且每次的組員都不同，讓我們
互相學習，希望下次還有這麼棒的活動。(S18)
（2）學生已能體認團隊合作時互相學習能夠提升自己的學習成效更能享受團隊
合作過程中所獲得的喜樂。例如學生表示：
這次的活動讓我知道了團隊合作的用意，能讓我們自己去尋找答
案，有不同的學習方式，也可以得到更多元的答案，並可以學到
更多元的東西。 (S50)
我覺得這個活動可以讓大家知道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因為如果不
分工合作就不能完成挑戰。(S55)
可以培養默契、分工合作可以互相幫忙、互助合作，一起分享學
習的成果和成效。(S10)
5.女學生在科學自我效能成效分析
女學生在科學自我效能前後測分數上 t 檢定達統計顯著(t=-2.63, p<.05)，表示
女學生在科學自我效能的前後測分數上有顯著的差異存在，且可見實施「野外科
學探究」活動對女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是有成效的。
整體而言，藉由觀察建構知識、教材內容多元且新奇有趣、統整與互動的學
習方式的活動設計。從學生的訪問活動心得可以看出學生對此教學活動是持肯定
的態度，由此可得知此教學活動能提昇女學生對於科學學習的興趣與自信，並且
有效促進參女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及科學自我效能。
三、實施「野外科學探究」活動之教學省思分析與討論
在整個教學活動及與觀察者結束後， 研究者針對教學過程與結果進行省思，
分析討論如下。
(一)野外科學探究活動能激勵學生學習動機
從前後測科學自我效能量表可發現此教學活動是有成效的；活動的學生心得
可以察覺出學生對於野外探究活動是持肯定的態度，由此可得知此教學活動能提
昇學生的學習動機；此教學活動不但增進女學生對自然環境的認識，更啟發女學
生對自然科學的興趣。例如老師表示：
內容非常豐富，且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在互動的過程中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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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同學的情誼。觀星、探索活動非常有趣，帶給孩子非常深刻的
學習印象。(T7)
操作性的科學遊戲，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探索式的學習活
動，激發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T8)
(二)透過競賽活動，激發學生更優質的表現
老師於活動競賽前的籌備及培訓，能讓活動進行順利，活動過程的競賽遊戲
讓學生運用所學，加以進行實作與測試，在此過程中，學生亦對科學不再感到枯
燥無聊。
1.團隊精神養成：團體競賽能讓學生在互相討論與默契培養，皆能對彼此產生共
鳴，並同心協力完成競賽項目。
課程提供團體合作、小組競爭、輪流式的編組模式，深深刻入我
的腦海中。兩天的活動要兼顧孩子的學識與群性，是不容易的。
(T2)
2.創意思考培養：科趣競賽所設題目皆有想像及發揮空間，讓學生在探究的思維
中，達成競賽所給定之目的。透過競賽的方式，學生參與度更高。例如老師表示：
活動中為了激勵學生所設計編組的運作模式，更是讓我體悟更
多。如何讓孩子在編組中達到同儕學習，又沒有標記效應，又
激發鬥志。(T9)
輪替式交換組別的活動，增進不同學生交流互動的機會，學生能
快速的熟識彼此，又能透過競賽合作的過程發揮創造力和想像
力。(T2)
(三)教學活動所面臨的問題與改進之道
在實施「野外科學探究活動」活動中，透過專業社群的運作，共同設計研發
課程、進行實地的教學踏查活動，能讓教學流程順暢，教學目標得以順利達成。
但實施過程中活動仍然會面臨環境、時間及經費的限制。
1.活動環境的限制：
「野外科學探究」活動把課堂從教室搬到野外，有別於教室的環境，會有不
便於老師教學的環境、天氣太過炎熱，會影響學生的參與度。因此活動設計前必
須進行實地的教學踏查活動，讓教師對於「野外科學探究活動」教學的環境有所
熟悉，教學設計必須隨著環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方式，藉由教師專業的對 話、
活動經驗的分享並共同解決教學困境，以克服教學環境的限制。
2.活動時間的限制：
「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為了讓學生能夠有深入而完整的探究過程，活動設計
以二天一夜住宿型的實察活動為主軸，安排於學校課程活動中有其限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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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僅能規劃於假日來進行，但假日的課程活動將會影響已有既定行程規劃之學生，
如此對於「野外科學探究」有興趣的學生將受限於活動時間而無法參與，實為可
惜。是故，建議提前規劃課程內容與型態，於學校新學年規劃課程計畫與學校活
動時即提出安排，更可結合畢旅活動或是寒暑假學生營隊的方式來進行，將有利
於此類教學活動的推動。
3.活動經費的限制：
辦理「野外科學探究」活動有經費的需求，學校如果沒有足夠的經費辦理，
往往需要向學生收費，如此會導致部分有興趣之學生受限於家庭經濟因素無法如
願參與，能參與者也會呈現非原有班級之學生，教學對象勢必有混齡或是不同學
校或是班級的現象，學生的背景條件差異大，對於課程的設計規劃較不易掌控，
教學成效將有所影響。建議學校可以配合重要專案之班級體驗學習的經費，或與
科工館及其他相關的機關團體合作辦理類似活動，增取經費挹注活動支出，除減
輕學生付費的負擔，讓更多有興趣的學子可以參與，亦可讓活動課程進行得更加
順暢。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由專業社群老師共同研擬設計課程，模擬教學情境，實地進行環境勘查，共
同討論並提出意見來修正課程活動實施方式，女學生在有規劃的課程活動中
能達到活動目標。
(二)女學生在成就表現、情感激發、替代經驗均達顯著差異的水準，且後測高於
前測，但言語說服沒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女學生對活動持肯定的態度，
「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活動能提昇女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
(三)實施過程中活動仍然會面臨環境、時間及經費的限制。
二、

建議

(一)未來國小可將「野外科學探究」教學內涵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
或設計為校本課程持續推動，實為未來推動自然與生活科技活動的有效做法。
倘能將科學學習的內容或方式結合女學生較有興趣的主題性質，應有利於女
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的趣味性與統整性能促進女學生學
習科學的興趣與自信。
(二)「野外科學探究」學習重視女學生的主動學習精神，藉由女學生親自參與活
動的過程中，能養成女學生獨立自主學習態度。因此研究者建議，教學過程
中，教師應保持適當的輔助者角色，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應該配合女學生
的反應，循序漸進，協助學生進行創造性思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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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老師的角色與功能的轉變，如何有效的進行「野外科學探究」教學在未
來的教師培育與進修，應將此一能力列為學習的重點。建議各級教育主管機
關能定期辦理相關研習活動或進修課程，讓教師們透過不斷的進修與交流，
建立新的思維、專業知能以及多元的教學方式，提昇其專業素養及教學能力，
進而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造就更良好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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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self-efficacy of female elementary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field-based inquiry activities in Kenting, Taiwan.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60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2 rounds. Thes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a two-day-and-one-night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y in Kenting. In these
20-hour courses, the ratio of lecture and field-experience is 4:3. The students were
tes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activity with the “Science Self-Efficacy Scale”, and t-test
was utilized to know if the result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d. We obtained four
factors, and reliability value of each factor was greater than .7. The students were
interviewed during and after the activit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achievement
performance” (t=-2.85, p<.05), “emotional arousal” (t=-2.30, p<.05), and “vicarious
experience” (t=-2.41, p<.05) were all significantly promoted.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erbal persuasion” (t=-1.864, p>.05). Overall, we believe
that Kenting Field-based Inquiry courses are able to promote female students’
self-efficacy (t=-2.63, p<.05). Female students responded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is course and they were inspired through the competition. Nevertheless, such
courses are usually limited by the environments, time and budgets. We suggest that
teacher should take the limitations into account on the basis of the uniqueness of
field-based activities, and thus develop suitabl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various
field-based scientific courses.
Keywords: field-based inquiry learning activities, female students, scientific
self-efficacy
Corresponding author: Ming-Jun Su
Email: issac@stu.edu.tw
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