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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以辦理「野外科學探究」研習活動為主軸，目的在促進女學
生的科學自我效能，因為女學生擁有高的科學學習效能，未來從事
科學相關工作或研究的機會增加。「墾丁地區」乃臺灣著名的休憩
景點，擁有美麗的自然景觀及情意活動的資源；內容依據「野外」
景點多元化的自然現象，分析適合國小女學生的科學教材，並尋求
野外資源規劃「科學探究」的活動，發展野外實驗室，統整各學科
領域，涵蓋物理、化學、生物、地質學、星象觀測、兼容人文社會
領域資源，並藉由「深度旅遊」的概念實施之。研究對象選擇臺南
、高雄地區的國小五、六年級女學生為對象，採用「性別容納式科
學（gender-inclusive science）」的理念研發與生活相關的教材
。研究發現本計畫辦理野外探究活動，經量表分析、觀察與晤談的
方法，能有效促進女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及科學學習效能，提升科
學興趣與自信。計畫成果包含：(1)五、六年級或國一學生專題演講
12場次（共1494人），達成奠定「野外科學探究」基礎概念的目的
；(2)再招募13梯次女同學（共491人）進行二天一夜住宿型的「野
外科學探究」實察活動；(3)共發展4種野外探究教材：基於帶隊教
師的不同專長，教材內容稍有差異，但活動過程均強調多元、實察
與實驗、及師生對話的互動，共影響超過1985位學生；校長、主任
、教師及家長約90人；(4)其他成果：發表研討會論文8篇，期刊論
文1篇(另7篇投稿中)。建議國中小教師在促進女學生科學學習效能
的目的下，多實施野外科學探究的活動，參考本計畫編撰的教材
，並依據自身專長與教學地點之不同，增減教材，培養女學生未來
在科學領域工作或研究的可能性。

中文關鍵詞： 女學生、野外科學探究、自我效能

英 文 摘 要 ： Active core of the project is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inquiry”, and activities aimed at promoting self-efficacy
of female students in science. Female students with high
scienc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ngaged in scientific work
will increase in the future. With beautiful natural
landscape and affective resources activities, “Kenting
area” is famous sights in Taiwan. The project based on
“field” sights diversified natural phenomena to construct
science textbooks for femal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plan “scientific inquiry” and to develop the field
laboratory. In addi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sciences, including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geology,
astrology observation, the concept of “deep travel“ is
used for this project. The study objects select K5 and K6
female students in Tainan and in Kaohsiung areas. The life-
related materials uses “gender-inclusive science” concept
to research and to develop. This study found that handle
field exploration activiti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female
students’ scientific inquiry ability and scientific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nhance the scientific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The outcome of this project included: (1) K5, K6, K7



student lectures 12 sessions (a total of 1494 people)
reached the purpose of basic concept of “field of
scientific inquiry”; (2) 13 echelon female students (a
total of 491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wo days one night
“field of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3) A total of
four kinds of field explore materials affected more than
1,985 students and more than 90 presidents, directors,
teachers and parents; (4) Other outcomes: eight conference
papers published, 1 journal article (7 papers in
submitting). It suggests that teachers in the aim to
promote scientific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female
students need to implement more activities of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inquiry. The textbook of this project can be
used as the teachers’ reference, and can be based on
teachers’ expertise and different locations of teaching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materials whereby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emale students for future work o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can be trained.

英文關鍵詞： female student, field of scientific inquiry,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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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以野外科學探究活動促進女學生自我效能計畫 

摘要 

本計畫以辦理「野外科學探究」研習活動為主軸，目的在促進女學生的科學自我效

能，因為女學生擁有高的科學學習效能，未來從事科學相關工作或研究的機會增加。「墾

丁地區」乃臺灣著名的休憩景點，擁有美麗的自然景觀及情意活動的資源；內容依據「野

外」景點多元化的自然現象，分析適合國小女學生的科學教材，並尋求野外資源規劃「科

學探究」的活動，發展野外實驗室，統整各學科領域，涵蓋物理、化學、生物、地質學、

星象觀測、兼容人文社會領域資源，並藉由「深度旅遊」的概念實施之。研究對象選擇

臺南、高雄地區的國小五、六年級女學生為對象，採用「性別容納式科學（gender-inclusive 
science）」的理念研發與生活相關的教材。研究發現本計畫辦理野外探究活動，經量表分

析、觀察與晤談的方法，能有效促進女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及科學學習效能，提升科學

興趣與自信。計畫成果包含：(1)五、六年級或國一學生專題演講 12 場次（共 1494 人），

達成奠定「野外科學探究」基礎概念的目的；(2)再招募 13 梯次女同學（共 491 人）進

行二天一夜住宿型的「野外科學探究」實察活動；(3)共發展 4 種野外探究教材：基於帶

隊教師的不同專長，教材內容稍有差異，但活動過程均強調多元、實察與實驗、及師生

對話的互動，共影響超過 1985 位學生；校長、主任、教師及家長約 90 人；(4)其他成果：

發表研討會論文 8 篇，期刊論文 1 篇(另 7 篇投稿中)。建議國中小教師在促進女學生科

學學習效能的目的下，多實施野外科學探究的活動，參考本計畫編撰的教材，並依據自

身專長與教學地點之不同，增減教材，培養女學生未來在科學領域工作或研究的可能性。 
 
關鍵詞：女學生、野外科學探究、自我效能 

 
 
 



 

II 

A plan of Field-based Inquiry to promote efficiency for female students 

abstract 

Active core of the project is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inquiry”, and activities aimed at promoting 
self-efficacy of female students in science. Female students with high scienc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ngaged in scientific work will increase in the future. With beautiful natural landscape and affective 
resources activities, “Kenting area” is famous sights in Taiwan. The project based on “field” sights 
diversified natural phenomena to construct science textbooks for femal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plan “scientific inquiry” and to develop the field laboratory. In addi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sciences, including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geology, astrology observation, the concept of 
"deep travel" is used for this project. The study objects select K5 and K6 female students in Tainan 
and in Kaohsiung areas. The life-related materials uses “gender-inclusive science” concept to 
research and to develop. This study found that handle field exploration activiti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female students’ scientific inquiry ability and scientific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nhance the 
scientific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The outcome of this project included: (1) K5, K6, K7 student lectures 12 sessions (a total of 
1494 people) reached the purpose of basic concept of “field of scientific inquiry”; (2) 13 echelon 
female students (a total of 491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wo days one night “field of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3) A total of four kinds of field explore materials affected more than 1,985 
students and more than 90 presidents, directors, teachers and parents; (4) Other outcomes: eight 
conference papers published, 1 journal article (7 papers in submitting). It suggests that teachers in 
the aim to promote scientific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female students need to implement more 
activities of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inquiry. The textbook of this project can be used as the teachers’ 
reference, and can be based on teachers’ expertise and different locations of teaching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materials whereby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emale students for future work o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can be trained. 

 
Keywords: female student, field of scientific inquiry,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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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科學家一直存在男性的印象，許多研究者從社會學解釋，認為男生在物理科學上的優勢

來自他們(1)由嗜好和遊戲獲得的先前經驗及(2)對科學有較強的動機、興趣和正向態度，而這

些因素則由於性別刻版印象「科學仍然是男性的領域」所造成 (Erickson &Erickson, 1984; 
Erickson & Farkas, 1991; Johnson, 1987; Jovanovich & King, 1998;Kelly, 1988)，使得女性科學家

的比例偏低許多，各國性別主義者探討其相關的原因，發現學校的科學教學是導致女性科學

家偏低的原因之ㄧ，如何促進女學生提高科學活動的參與，進而促進女學生的自我效能？是

本計畫的重點。 

一、女性科學家相對比較少 

自從 1901 年設立諾貝爾獎 114 年以來，共有 889 位獲獎者，其中女性有 47 次獲獎紀錄，

僅佔約 5.3％。女性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每 20 年的人數依序為 4,5,5,11,5，而 2001-2014
年間有 17 人，雖然有增加的趨勢，但相較於男性得獎者，顯然比例偏低。又根據 2008 年美

國天文學會（American Astronomical Society，AAS）的統計，女性成員約占 11%，1972 年為

7.9%，1938 年為 17%，女性參與天文學活動的比例顯然也偏低。美國物理學會在 1994 年進

行各國大學科學相關科系女學生比例的統計，結果發現在數學、科學相關領域中，女性就讀

人數比例都偏少，以美國為例，取得博士學位者僅有 4%左右，而 1994 年到 2004 年，美國獲

得科學相關科系博士學位的女性增加到 13%，但仍是遠遠少於男性，對於這樣的結果，或許

不會引起訝異，卻非常值得關心。Boldizar (1990) 指出參與科技專業領域的性別比例非常懸

殊，女生所參與的比例很少，而 Smith (1992) 的調查也發現，男學生在數學與科學相關課程

中的學習成就往往比女學生高，甚至到了 2008 年，一份由英國科學學習中心所出版的年刊中

也指出，在物理學上可以得到高分的女學生低於 25%，換句話說，從 1990 年至 2008 年以來，

數學與科學學習上的性別差異一直存在極大的問題，而且至今仍無法消弭；「2009 天文年」

的國際活動由伽利略的故鄉義大利提出構想，目的在紀念 1609 年伽利略首次以望遠鏡觀察天

象，促使天文學的進展向前邁進一大步，同時將天文學的魅力及研究成果與大眾分享，經過

2007 年國際天文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IAU）第 62 次會議決議通過，第七

項重要的目標便是「在科學家的代表性上強調兩性平等」，全球基礎活動中也提出「女性天文

學家大使」計畫，落實促進女性科學家的做法，都顯示女性參與科學活動亟待加強。因此，

本計畫的目標在提升女學生參與科學活動的機會。 

二、科學教學不利女學生的學習 

蔡麗玲（2003）指出科學課程通常以男性為對象，使用陽剛的例題教學與對女性不利的

科學語言。Dimitrov(1999)整理許多研究者的看法，認為在科學領域會產生性別差異的原因

有：女生較少參加科學的戶外活動(Kahle & Lakes, 1983)；教師在問問題與等待回答的策略中

有性別偏見(Greenfield, 1997)；來自學校及社會的教養影響（Kelly, 1988）；空間能力的性別差

異(Gray, 1981)；認知能力的性別差異(Meyer & Koehler, 1990)；以及數學背景的差異(Sells, 1976)
等。 

英國認為科學不中立的問題應在於科學本身，因此執行一個「提升女孩參與科學計畫

（GIST）」，主要是邀集對性別有研究的教育者，專門為女孩改寫科學的教科書，主要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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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女孩的生活經驗中取材，使他們不再對科學覺得陌生，例如以吸塵器教導真空的原理、以

烹飪教導熱轉換的原理，但仍遭致這些內容是「女性科學」的評論，同時發現女學生學習這

些科學內容時，並不比男生熱衷。針對學習這樣的科學內容，男學生和女學生都認為科學應

該是「一般的科學」，而不是專為女學生著想的課程。此外，第一屆「性別、科學、技術（Gender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SAT）」（1981）計畫也遭遇相類似的問題，為女學生設計的科

學課程是地位較低的「次等學科」，因為這些內容只是弄得簡單一點而已（蔡麗玲，2002）。
Barton（1998）認為「性別容納式科學（gender - inclusive science）」可以有效促進女學生的科

學自我效能，分析其特點有四：承認科學知識為社會與文化的建構、科學知識應該是自然的

統整與互動、重視女性和其他弱勢團體對科學的貢獻、科學必須是以多元化的認知來教學，

可以避免 Kelly（1985）對於科學意識形態的批評，以及 Harding（1991）對於科學性別客觀

性的強調。。陳音汝（2010）以 Barton（1998）所歸納「性別容納式科學」的四大特點，以

及 Harding「在地知識系統就是科學」的理念，推出在地性龍眼課程的行動研究，對女學生的

學習獲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三、女學生的自我效能與未來職業傾向有密切關係 

Britner 和 Pajares（2001）依據 Bandura（1986）的社會認知理論詮釋研究結果，發現「自

我效能(self-efficacy)」是預測男、女中學生及白人中學生科學成績的唯一動機變項。Thorkildsen 
& Nicholls (1998)認為國小五年級學生的自我效能期望(self-efficacy expectation)在學習歷程

上，不但表達自我內在對於學科成功學習能力的自信，更是達成期望中學習成效的原動力，

尤其是注重邏輯思考與應用的科學學習。蔡淑玲與瞿海源（1988）也指出大學男生對於科學

學習的自我效能期望比女學生高，因此在科學的學習成就優於女學生，且男生在大學入學時，

對於以科學學習作為主修課程具有較高的意願，選擇以科學領域作為未來職業的傾向亦較

高。蔡培村（1998）認為性別意識、教育期望、科學成就及職業成就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 
我國科學教育白皮書是一份針對全國國民之科學教育所研擬的教育目標與方針，然而在

此白皮書中特別針對了女性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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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解，科技部的政策也經常推出與性別的科學學習有關的計畫徵求，在性別議題上扮

演重要的角色。綜合上述探討，可知我國女性對於數學與科學學習的興趣值得有效加強，促

進性別平等的重視。因此，本計畫以提升參加活動女學生的自我效能為目標。 

四、女學生的科學興趣方向與男生不同 

女性對於數學與科學學習較男性沒有興趣的原因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吳心楷，1997），
Spender (1982) 以社會價值觀的觀點指出社會普遍具有「男生是學習的優勢之刻板印象」的

看法，在課堂上，男學生覺得自己需要被肯定，而女學生則認為自己需要安靜，因此在課堂

中男生的表現比較積極，Jones 和 Wheatley (1990) 的研究也支持了 Spender 的觀點，並指出

老師在大班教學中，會給予男學生較多的關注，原因可能來自於男學生的積極表現。而

Greenfield (1997) 也發現年齡較小的學童對於數理等學科大多持有正向態度，但是女學生對

數學及科學的正向態度則逐年降低。 
然而許多研究也指出女學生對於數學與科學的正向態度縱使低落，但是部分科學內容還

是能引發女生的學習興趣（江啟昱，1995；何仕仁、黃台珠、吳裕益，2006）。江啟昱（1995）
分析了國小學生的科學態度，發現男學生喜歡的科學議題偏向動物、太空、力與運動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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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女學生則喜歡植物、醫療疾病、星座、月相、生活議題等知識；楊龍立（1996）的研究指

出男學生偏好物質科學、模型組合等抽象思考之科學議題，女學生則較偏好收集葉子、花朵

或是編織、縫紉等與生活經驗相關的科學活動。陳義勳（2008）以準實驗研究法研究國小五

年級學生動手實做融入課程的效應時，發現動手做的教學成效在性別的因素上並無顯著差異。 
既然，女性擔任科學科工作為職業的機會仍然很高，只是興趣的方向可能與男性不相同

而已，因此，現在科學教育對女性的偏差，透過教學方法的修正，對於女性從事科學的工作

應有大力支持與鼓勵的作用，本計畫的精神即立基於此。 

貳、研究目的 

依據文獻探討的結果，發現女學生較少參與科學活動，尤其是戶外的科學活動，然而，

女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可能有不同的方向，本計畫的目標在提供女學生參與戶外科學活動的機

會，並且以「深度旅遊」的型態規畫「野外科學探究」的活動作為本計畫的特色，藉由「性

別容納式科學」的觀點規畫課程，希望能促進女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激勵女學生未來能選

擇科學相關工作作為終身志業。 

一、本計畫希望達成的目標如下： 

1.強化女學生科學學習的動機。 
2.增進女學生科學學習的信心。 
3.提升女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 
4.促進女學生學習科學的正向價值觀。 

二、具體目的如下： 

1.發展適性教材: 
發展符合女學生學習的墾丁地區野外科學探究教材 15 單元，並彙集成冊，作為探究

活動之用。 
2.進行教學活動: 

依據學校類型的分布，選擇台南、高屏地區的 8 個學校進行野外科學探究的講座，

影響人數約 800 人；隨後辦理 8 場「墾丁地區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參加女學生 280 人。 
3.教學活動成效分析: 

調查女學生自我效能影響的情形，以及對科學探究活動的看法，進而建立野外科學

探究教學的學習模式。 
4.推廣計畫成果: 

針對所開發的墾丁地區野外探究教材免費提供全國中小學教師紙本或電子檔，並建

立網頁提升推廣成效。 

參、文獻探討 

一、女性對於科學學習的興趣 

謝小芩（1992）曾指出臺灣社會中，男性大多群居於收入較高且發展性較好的理工科系，

而收入較低且較無發展性的人文科系則是女性的天下（蔡淑鈴 1987；陳建志 2002；Jac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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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Petersen & Morgan, 1995；Polachek, 1978；Wilson & Boldizer 1990；Charles & Bradley, 
2002)。蔡淑玲與瞿海源（1988）也指出大學男生對於科學學習的自我效能期望比女學生高，

因此在科學的學習成就優於女學生，且男生在大學入學時，對於以科學學習做為主修課程具

有較高的意願，選擇以科學領域做為未來職業的傾向亦較高。 
而陳婉琪（2015）統計了 2006 年我國首次加入 OECD 辦理 PISA 科學測驗的評比，在 57

個參與國家之中，臺灣的數學成績名列第一，科學名列第四，閱讀名列第十六，不論是數學

還是科學，男生與女生的平均分數並沒有顯著差異﹔ Maccoby & Jacklin（1974 )亦曾指出在

青少年階段，數學與科學認知能力的差異非常微弱。 
但從九年級開始，國中男生有 48%表示將來有意願就讀科學相關科系，而女生只有 22%，

臺灣「科學就讀意願」的性別差距是世界第一（陳婉琪，2015）；Taber(1992)對國中學生的研

究中也發現女學生對於未來科學生涯的選擇，性別是一項主要的因素。進入中學之後，數理

學習成就的性別差異開始顯現，且隨著年級的增加而差異越顯著（Fan et al. 1997; Meece et al. 
1982）；女生的科學能力隨著年級上升而下降(Jovanovich & King, 1998)，許多有關科學學習

成就的性別差異研究中，都發現男生的科學成績平均較高。 
蔡培村（1998）認為性別意識、教育期望、科學成就及職業成就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

Dimitrov(1999)指出科學學習成就的性別差異與種族地位無關，但卻與回答問題的形式及能力

程度有關，因此，他將學生依照低、中、高能力分組，問題形式分為多重選擇與開放式兩種，

學科有物理、自然科學、地球與太空科學、生命科學等四種，結果顯示對低、中能力的學生

而言，學習成就沒有性別差異；但對高能力的學生而言，經分科探討發現，只有在物理科開

放式的問題上，男生高於女生有統計上的意義；另外也發現低、中能力學生與高能力學生在

物理科開放式的問題上也出現重大差異。 
Christidou（2006）指出女學生比男學生有興趣的主題有人類生物、健康、體質（fitness），

且較為熟悉使用儀器和設備、探索大自然的資訊、做烹飪與工藝；且指出男學生較有興趣的

項目有科學、技學（technology）、社會層面、科技的威脅、和投入體力的工作、電腦等，並

建議科學課程應該讓學生有興趣，並將主題做適當的統整。因此，倘能將科學學習的內容或

方式結合上述女學生較有興趣的主題性質（例如尋找大自然的資訊），應有利於女學生學習科

學的興趣，野外探究活動的趣味性與統整性應能促進女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與自信。 
Kelly（1985）指出學校科學課程具有男性化的面向有三：男老師占絕大多數、科學課程

中的語言及範例常使用軍事化的語言、教室外社會性別的期待等，而教室科學教學的過程中，

也常發現學生對科學家的特質有男性化氣質的印象、教師的評量有性別差異（例如誇耀男學

生的創意，而強調女學生的作業整齊漂亮）、教師要求男學生回答科學問題比女學生多（Jones 
& Wheatley, 1990）。而李卓夫（2000）的研究亦顯示：學生在學校的學習歷程充滿著性別角

色之刻板印象，容易造成知覺、效能與表現上的影響，其印象有三個層面：與生俱來的性別

差異、不同性別的認知及行為模式、以及傳統文化造成的態度。 
綜合上述的討論，下列做法均不利於女學生學習科學： 
1.科學教學時使用對女性不利的語言。 
2.另外研發「女性科學」的課程。 
3.以女性較不感興趣的項目作為內容。 
4.教師於教學及評量時的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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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容納式科學的觀點能促進女學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 

Barton（1998）分析「性別容納式科學」的特點有四： 

(一)承認科學知識為社會與文化的建構 

本計畫所規劃的野外課程採用探究式教學法為主要的教學方法，教學過程中藉由學

生實際觀察及實驗的結果、師生的對話、教師的引導等方式，師生一起建構知識，例如

在臺灣南部沿海地區，以測試水質的離子含量，探究地層下陷的嚴重情形，其觀點是承

認科學知識為社會及文化所建構而得。 
Vockell 和 Lobonc （1981）認為男女分班對女學生的科學學習成就比較有利，因為

女學生的科學發展不易被抑制，部分教師的性別成見或是社會的刻板印象，比較不會被

引入單一性別的科學學習環境中。謝小芩（1998）受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委託，

對國中一年級教科書的內容，包含文字、圖片、舉例、與作業的內容，檢視是否符合兩

性平等的原則，其原則如下： 
1.基本觀念（預設立場）是否符合兩性平等的原則? 

(1)討論誰的經驗? 
(2)討論哪些問題?不討論哪些問題? 
(3)如何描述現象?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2.是否強化性別角色之刻板印象? 
(1)內容中所出現之兩性角色種類與分佈情形。 
(2)內容中兩性的活動內容。 

3.價值判斷標準 
(1)是否傳遞性別偏見的價值觀? 
(2)是否積極提倡兩性平等觀念? 
(3)是否提倡多元價值觀? 

4.文字使用及編輯方式 
(1)書寫方式及使用的形容詞用字方式是否恰當? 
(2)編輯方式是否恰當? 

蘇明俊、馬宜平（2015）曾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墾丁科學探究教材」，發現符合上述

原則，強調能促進國小高年級女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 

(二)科學知識應該是自然的統整與互動 

本計畫所規劃的野外科學探究課程以野外所見的自然或人文現象為依歸，涵蓋物

理、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甚至工程與人文景觀等領域，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即是藉由

野外景觀的現象進行探究活動，是學科統整最佳的方式，例如墾丁小尖山的地貌探究涉

及科學方法的思維，工具的運用（物理）、岩石成份的辨別（化學）、墾丁地質的歷史

（歷史）、恆春西臺地的年代推論（地球科學）、及其珊瑚礁地質形成的原因（生物）

等，為求獲得問題的答案，應用相關的學科領域，使科學知識自然地統整全觀。而探究

的過程需要充分地對話、討論，師生必要充分地互動。 

(三)重視女性和其他弱勢團體對科學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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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隆（2007）指出我國物理學會已成立女性工作委員會，目的在鼓勵年輕的女性

選擇物理作為終身職業，因此，應多介紹物理史上傑出的女性，作為年輕女性學子們想

要從事科學研究時效法的偶像，並指出在天文學這個領域，傑出女性比比皆是，例如：

研究星系旋轉曲線與暗物質(dark matter)的薇拉•魯賓(Vera Rubin)；測量哈伯常數的溫蒂•
弗利德曼(Wendy Freedman)；發現宇宙大結構「萬里長城」(Great Wall) 的瑪格麗特•蓋勒

(Margaret Geller)；發現宇宙大結構「大吸者」(Great Attractor)之珊德拉•法博(Sandra Faber)
等人。 

本計畫藉由女科學家成功的範例，選擇與課程內容相關者，作為推動女學生學習科

學、未來研究科學的內容。 

(四)科學必須是以多元化的認知來教學 

基於多元化的教學方式能夠促使學生多元認知的發展，本計畫進行活動的過程採用

多元化的學習觀點，內容多元化，教學歷程多元化，茲分別說明如下： 
1.內容多元化： 

基本上，野外探究活動為一真實體驗的活動，環境中的現象包含多元領域，

例如以「物理」實驗來理解尖山地貌的原因，以「光學」儀器協助辨別岩性；以

岩石的「化學」成分辨別岩性；以「歷史」方法推論墾丁的地質史；以「生物」

的生長環境辨別地層中的化石特性；甚至能加入墾丁當地的特有「文化」來說明

動植物分布的情形。 
2.探究歷程多元化： 

野外探究可能運用多元方法，例如「觀察」尖山特有的地貌；堆疊石塊的「實

驗」可以「分析」石塊大小對於穩定角的影響；更能利用「外推」的方法形成重

要的「假說」。 
3.師生對話的多元化： 

師生對話可能因為人數多寡，而採取一對一討論或分組討論，也可能利用動

手做活動進行討論；或設計適當的學習單引領學生觀察紀錄或討論。 

三、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為什麼要辦理野外探究教學活動，作為促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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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良、夏日新（2001）指出：2000 年在新加

坡舉行的第二屆亞太經合會青年科技節活動中，與會的教育學者專家所提出的「有關各國科

學教育論文」指出：許多國家都面臨「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與成就低落，學生學習科學的時

數比例不足」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提供學生更多接觸自然科學的機會，並從學生的

生活經驗中找尋素材，以提高學習興趣。例如澳洲的科學博物館及科學教育中心就提供許多

教室外的科學活動(David Trotter, 2000)；日本的教師也辦理青少年科學節活動，科學館、科技

公司等社會資源也提供經驗導向課程(Shinichi Izumi, 2000)；紐西蘭的研究則發現，利用毛利

人傳統的 Hangi(地下泥火爐)教科學，結果提昇了毛利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就，這是「認同感」

和「個人經驗」兩項因素的影響(Ian Woon, 2000)。 
美國科學教育界倡導 STS(科學-技能-社會)的理念，也就是主張學生在主動解決生活周遭

問題的過程中，達到增進學識與增強問題解決能力的學習目標（陳文典，1997）。因此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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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 理念設計的教材，通常是將各科概念融合的教材，而野外教學活動應該是落實 STS 學
習模式很好的舞台。以往學生的野外教學常侷限於單科的導覽活動：如史蹟實察、地理實察

或地球科學實地考察，這樣的教學只是把課堂從教室搬到野外，如果教師單向的傳輸沒變，

那麼周遭的環境更容易使學生分心，無法達到良好的學習效果。 
近年來，教育部一直為落實「戶外教學」而努力，更希望藉由戶外教學的推行，達成環

境教育的目標（郭為藩, 1996）。環境教育是一種多元性質的教育，應注重環境的整體性，而

採自然、人文、技術及社會整合的方式(王鑫，1996)。倘若星象觀察的教學只是課堂的講解、

圖片的欣賞，將大大地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立基於經驗學習的觀點： 

(一)經驗學習的重要性 

美國學者杜威一向推崇做中學的概念，受到實驗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影響，他提出兩

個經驗學習原則(Dewey,1938)： 
1.經驗必須是連續的：經驗不會是單一事件，而是學習者連結過去所學之經驗到現

在的學習，並對未來的學習有影響。 
2.經驗必須是互動的：經驗的呈現通常都和他發生的情境有關，也就是經驗是與環

境互動而產生的。 
二十世紀中葉以後，以做中學的科學教育理念崛起，各國均提倡實驗教學、探究教

學等，以學生為中心的科學教育，期望使學生在科學概念、科學方法及科學態度能平均

發展(魏明通，1997) 

(二)實作與活動的重要性 

教育部（2003）於「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明

確指出經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自然科學的學習使學生獲得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並且強

調手腦並用、活動導向、設計與製作兼顧、之能與態度並重。因此在科學實驗中，以生

活為素材、以容易取得的材料，設計操作簡單且容易成功的科學動手做活動，讓每位學

生都能體會動手做的樂趣，從中學習科學知識的方法，無論是正式教學活動或輔助科學

實驗都符合當前教育改革理念，都是值得推廣的科學活動(李舒婷，2007)。 
為了彌補男女生在校外科學有關經驗的不同，針對這些差異提供補救是有必要的，

提供「動手做」課程可以彌補科學相關經驗的性別差異 (Erickson & Erickson, 1984; 
Greenfield, 1997; Jovanovich & King, 1998; Kahle et al., 1993)。 

綜上所述，野外教學活動安排環境中有趣的問題，提供給學生統整式的探究過程，

讓學生融合各學科的相關概念，以動手做的科學方法去解決問題，藉以熟練科學過程與

技能、增進學識。 

四、以學生為中心的科學探究課程 

對於女性兒童數理科學能力的自我效能低於男性（Pajares & Miller, 1994）的問題，

Gallag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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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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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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Tindall & Burnette(2004)提出，解決兩性在科學學習

環境差距的方法，主要是連接生活經驗與抽象的數理概念，因此，本計畫即是希望能營造友

善的數理學習環境，並結合科學中的生活議題與抽象的數理概念，讓女學生可以順利由生活

中的科學學習過渡到抽象的數理概念學習。 
Kelly (1988) 在其研究中嘗試以改變科學的呈現方法與教學方法，使科學的表徵方式更接

近女性的思維，Hayes (1989) 也嘗試利用女性團體對話方式，鼓勵女學生發言，並提供女學

生探索數學與科學的不同觀點與對話之機會。王淑惠（1998）也認為提昇女學生學習意願，

必須改變學習的形式，採用團體合作的方式、並將教材設計為與學生的生活經驗有關之內容，

可以提升女學生的學習意願，Patricia Heller & Huann-shyang Lin 的研究也發現：如果提供支

持性的合作學習環境，並詳盡地教導專家式的解題策略，則男女生在物理解題的成就上並沒

有差異。 
而在教材設計與活動規劃方面，Gurian (2006) 指出男學生較喜歡算數，而女學生較喜歡

多彩多姿的顏色與可以觸摸的教材，Freilich, Kesner 和 Hofstein (2010) 提及，數學與科學教

材的內容如果涉及到日常生活的領域，可以促使女學生有正向的反應；也就是說，教材設計

與活動的內容必須與日常生活有緊密連結，才能增進女學生對數學與科學學習興趣。

Christidou（2006）指出女學生比男學生有興趣的主題有人類生物、健康、體質（fitness），且

較為熟悉使用儀器和設備、探索大自然的資訊、做烹飪與工藝；且指出男學生較有興趣的項

目有科學、技學（technology）、社會層面、科技的威脅、和投入體力的工作、電腦等，並建

議科學課程應該讓學生有興趣，並將主題做適當的統整。因此，倘能將科學學習的內容或方

式結合上述女學生較有興趣的主題性質（例如尋找大自然的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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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本活動在教材設計與活動規劃方面，也將朝此方向進行。 
Dimitrov(1999)的研究發現：科學學習成就的性別差異與種族地位無關；卻與回答問題的

形式及能力程度有關。因此他的研究將學生依照低、中、高能力分組，而問題的形式則有多

重選擇及開放式兩種，學習的成果則有物理、自然科學、地球與太空科學、生命科學等四種

科目，結果顯示對低、中能力學生而言，學習成就沒有性別差異，但對高能力學生而言，男

生顯著高於女生。不過經分科探討發現，只有在物理科開放式問題上，男生高於女生有統計

上的意義。另外也發現低、中能力學生與高能力學生在這個問題上也出現重大差異。 
Bentley 和 Watts (1986)已經證明如果女學生在學校科學的需求和期望都要滿足，那麼在

科學上的基本改變是必要的，也提出「新典範」研究結果來重建女性科學的企圖。且 Jaeger 
(1987)認為女性科學的意涵缺少一項重要的特徵，就是阻礙了另類科學探究的觀點，因為如

同 Bentley 和 Watts (1986)所說：科學本質不是根本問題，學校科學課程的脈絡準則需要改變。 

五、自我效能的相關研究 

余民寧、趙珮晴、許嘉家(2009)提到影響國中小女學生學習成就與興趣的顯著影響因素

有自我信念，自我信念指學生對該科目的信心。Bandura（1986）提出社會認知理論的中心結

構是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人類動機和行為，認為人們比較喜歡去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

情，而不是自己認為能力較差的事情，自己在特定領域的能力信念，會影響他對未來職業的

選擇。這樣的信念也提供了人們動機，進而去解決事物面臨的困難，經由自己的行動達到他

http://search.proquest.com/indexinglinkhandler/sng/au/Hamil,+Burnette/$N?accountid=1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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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想要的結果。Bandura（1997）認為人們藉由四個來源的詮釋資訊來形成自己的自我效能覺

知，如下圖所示。 

 

圖 1自效能來源 
資料來源: Bandura, A. (1997) .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W. H. Freeman. 

 
簡晉龍、任宗浩（2011）針對臺灣15歲在學學生探討性別對科學生涯選擇意向之影響，

結果指出男學生在「科學生涯意向」、「科學自我效能」、「科學結果期待」及「科學興趣」，均

顯著高於女學生；性別對科學生涯意向的影響，大部分是先透過科學自我效能，再經由科學

結果期待及科學興趣共同作用，且性別對科學生涯意向也有直接影響的效果。Weiner (1994)
從女性主義的社會學觀點指出中學的科學課程產生了性別分化的現象，包含科學學習出現性

別差異、課程參與的性別隔離（例如：強調女性在家務上的功能）、學習態度的性別差異等。

高中或大學選擇主修領域時，數學與科學的成就扮演進入理工領域的過濾器角色，使得女性

較不會選擇理工領域(Hearn & Olzak, 1981 ; Long 1990 : Xie & Shauman, 2003；黃幸美，1995)。
Lent, Brown, & Hackett (1994)建議促進學生的自我效能，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會對他們的職業選

擇有相當的影響，尤其是女學生影響更大。 

六、小結 

綜合上述討論，雖然目前男性在科學學習上較佔優勢，但原因涵蓋層面廣泛，也不能確

定歸咎於能力的因素，因此，女學生在科學領域上的發展向度上，仍有部分優勢，倘若去除

不利女學生學習科學的因素，當可促進其興趣與自信心。 

肆、研究方法 

本計畫的目標在提供女學生參與戶外科學活動的機會，並且以「深度旅遊」的型態規畫

「野外科學探究」的活動作為本計畫的特色，藉由「性別容納式科學」的觀點規畫課程，發

展符合女學生學習的墾丁地區野外科學探究教材。調查女學生自我效能影響的情形，以及對

科學看就活動的看法。 

一、研究對象 

(一)為何選擇女學生參與活動呢？ 

Taber(1992)對國中學生的研究中發現：女學生對於未來科學生涯的選擇，性別是一

項主要的因素。許多有關科學學習成就的性別差異研究中，都發現男生的科學成績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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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黃幸美（1995）在探討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後，指出男性多修習理工、數學等相

關課程。Dimitrov (1999) 列出許多研究者的看法，有人認為產生性別差異的原因是：女

生較少參加科學相關的戶外活動(Kahle & Lakes, 1983)；女生的科學能力隨著年級上升

而下降(Jovanovich & King, 1998)；教師在問問題與等待回答的有關策略中有性別偏見

(Greenfield, 1997)；來自學校及社會的教養影響（Kelly, 1988）；空間能力的性別差異

(Gray, 1981)；認知能力(Meyer & Koehler, 1990)；及數學背景(Sells, 1976)。 
教育部於 2004 年針對大專院校男女生就讀科學相關科系的人數統計調查，發現男

生就讀科學、數學、資訊、科技等相關科系的人數共為 24 萬 6 千多人，而女生則只有 6
萬 3 千多人 (http://www.moe.gov.tw, 2004) ，如此懸殊的差異，牽動了本計畫選擇女學

生為主要對象的積極想法。女學生談論「占星術」的喜好程度比男學生強烈許多，可能

與時下的電視節目充斥著占星術節目有關，其他談話性節目的女明星，則經常以星座屬

性來說明自己的性格或運勢；女學生另對於引人入勝的星空及神秘的星球存在探究的強

烈好奇心（陳文屏，1999）。許多研究者認為男生在物理科學上的優勢來自他們對科學

有較強的動機、興趣和正向態度 (Erickson &Erickson, 1984; Erickson & Farkas, 1991; 
Johnson, 1987; Jovanovich & King, 1998;Kelly, 1988)，但由於女學生在科學學習上具備細

心、謹慎等優勢，亦能有效促進女學生的科學學習效能（王淑惠，1998；Gurian, 2006; 
Frailich et al., 2007）。 

(二)為何選擇五、六年級的女學生作為活動對象呢？ 

從「國際數學和科學的研究調查」中可以發現，國小四年級的學童，其科學表現沒

有性別差異，然而 K.H. (1998) 的研究中則顯示，到了國、高中以後，女性在科學學習

的表現上明顯的比男性差，佘曉清（1999）發現國小五年級有較多的學生認為女性也可

成為科學家，國二的女學生雖認為男女學生均可成為科學家，但自己本身對於追求科學

相關生涯的意願卻降到極低；陳義勳（2008）以準實驗研究法研究國小五年級學生動手

實做融入課程的效應時，也發現動手做的教學成效在性別的因素上並無顯著差異。女學

生在進入七、八年級以後，對數理科學課程有較不感興趣的趨勢（黃幸美，1995），且

四年級以下的女學生有獨自參與住宿型野外活動的疑慮，為求在女學生對科學逐漸失去

學習興趣之前，提供有效的加強，本計畫以五、六年級的女學生為活動的主要對象，另

為持續追蹤以求得擴大的延伸成效，將邀請適當的國小教師或家長隨隊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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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野外探究課程的發展 

本計畫教材包含：科學講座及野外探究二種。 

（一）墾丁科學探究活動教材 

本計畫的活動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專題講座，第二部分為二天一夜住宿型

的野外探究活動。第一部份講題為：「墾丁地區的野外科學探究活動」，具體內容包含：

墾丁地區景點的介紹、學生如何從事科學探究的活動、以及墾丁科學探究活動介紹。第

二部份的「墾丁地區野外科學探究研習營」的行程與課程初步規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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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墾丁探究之旅行程與課程表 

Day1 
7:30～8:00 報到(學校大門口)  8:00 出發  10:00 佳冬鄉塭豐村  12:00 午餐（楓港） 
13:30 小尖山 16:00 恆春西台地 17:00 關山落日 18:20 晚餐 19:00-21:30 恆春休閒農場  
22:00 就寢 

Day2 
7:30 早餐 8:00 青蛙石公園 8:30 船帆石 9:00 砂島  9:30 台灣最南點 10:20 龍蟠公園  
10:50 風吹沙 11:30 出火 12:00 午餐 13:30 四重溪偃臥褶皺 1600 屏東沿山公路 185 縣

道。 
日期 時間 課目 內容說明 
Day1 08:00-09:30 科學研習的內涵 簡介科學過程技能及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Day1 09:30-10:20 
給你全世界─板

塊運動 
透過活動簡介板塊運動、台灣的地質史、台灣西部平原、

再導入台灣西海岸地層下陷的探究主題。 

Day1 10:20-11:50 
失落的地平線─
塭豐村 

觀察塭豐村的鄉村景觀，藉由諸多地層下陷的現象，歸

納探究地層下陷的程度。 

Day1 13:30-14:20 
好尖的山！─尖

山的穩定角 

藉由堆石堆的野外實驗，透過數據的紀錄與分析的活

動，推論小尖石山地貌形成的可能原因，進而導入台灣

的地質史。 

Day1 14:20-15:10 
好美的墾丁！─
墾丁景點介紹 

簡介墾丁地區的景點，帶入人文關懷與美景鑑賞的活

動，是重要的情意教學。 

Day1 15:10-16:00 
珊瑚礁的土地─
恆春西台地 

本單元主要以恆春西台地作為探究的題材，包含板塊運

動與海蝕平台的抬升作用，透過實地觀察，進行探究活

動。 

Day1 16:00-16:50 
話說從前－恆春

西台地的地質史 
本單元主要以恆春西台地作為探究的題材，包含珊瑚礁

海岸形成的過程，透過實地觀察，進行探究活動。 

Day1 16:50-17:40 
關山落日─只是

近黃昏 
令遊客流連忘返的關山落日景觀是臺灣八景之一，本單

元導入落日的觀察與方位角的測量。 

Day1 19:00-21:30 
認識夏季星空、

行星的觀測 
墾丁地區是臺灣追星族經常觀星的好去處，藉由肉眼及

望遠鏡的觀察，實施探究活動。 

Day2 08:00-09:30 
給你全部的墾丁

─外來岩塊 
本單元主要在探究墾丁層的外來岩塊，透過地質圖的閱

讀以及實地觀察，進行探究活動。 

Day2 09:30-10:20 
一次看三個海─
台灣最南點 

本單元以台灣本土最南點探究海浪及海岸特殊的物理現

象。 

Day2 10:20-11:10 
崩落的懸崖─崩

崖地形 
崩崖地形是墾丁地區海岸的特色，選擇最適合觀賞崩崖

的龍磐公園進行探究教學活動。 

Day2 11:10-12:00 
沙河之死─誰殺

了風吹沙？ 

重要的環境教學題材，藉由風吹砂整理地質學的侵蝕與

堆積作用，探究沙河景觀的形成與消滅原因，思考環境

保育的議題。 

Day2 13:30-14:30 
地上的火炬─出

火 
出火景觀具有獨特的地質特性，探究天然氣的開發，探

究環境教育的議題。 

Day2 14:30-16:00 
捲起來的地─偃

臥褶皺 
偃臥褶皺是難得一件的地質景觀，也是探究地層變化的

良好題材，以及河流的侵蝕作用。 

Day2 16:00-17:30 
88 水災探究、綜

合座談 
沿山公路值得作為堤防工程的省思，探究土地開發與環

境保育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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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同教師專長與不同地點的差異性，野外探究課程常有相當的差異，本計畫邀

集經常實施野外探究教學的不同教師，規畫野外探究教學的活動，共發展出四個差異性

較大的教材，分別為墾丁地區的野外探究教材 3 份、花蓮台東地區的野外探究教材 1 份

（請參閱附錄）。 

（二）探究式科學講座教材 

本研究以 Lawson（1995）的探究教學模式進行課程安排。Lawson（1995）的探究教

學模式進行分為以下階段: 
1.探索：教學者安排教學情境，情境係針對想要教導的概念及要培養的科學方法，

並提供學習者感興趣的觀察事件，進而引發學生探索；而學習者能親自動手做，

並在操作的過程中和同學互相合作、討論、及交換意見。 
2.概念引介：教學者蒐集並綜合歸納學生的探索經驗，當學習者嘗試用自己的語言

來表述時，教學者將科學習慣用的專有名詞介紹給學習者，協助學習者形成更完

整的科學概念；而學習者在此階段最重要的工作是將探索的結果進行發表，並與

同儕與教學者討論，進而形成較成熟的科學概念。 
3.概念應用：教學者提供不同的情境與活動，給予學習者應用新概念的機會，在此

階段教學者能適時引領學習者將發展出來的新概念應用於新情境，並對相關的問

題進行解答。目的在於讓學習者將日常生活經驗和學習得的科學原理聯繫起來，

經再一次的調適自己的認知，使自己的心智結構更加穩固。 
表 2 
探究模式課程設計 
活動階段 活動內容 目標 

探索 透過影片欣賞，讓學生對毛毛蟲與蚇蠖蟲

有基本認識 
能透過觀察了解蚇蠖蟲移動方

式。 

概念引介 

1.教師提供蚇蠖蟲的範本紙模型，讓學生

動手做，並試著改變紙蚇蠖蟲的移動方式 
2.以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小組對變因加

以討論 

1.找出改變紙蚇蠖蟲移動方式

的變因。 
2.對變因進行歸納並口語發

表。 

概念應用 

1.教師提供空白紙張，讓學生依照上階段

所提出的變因，動手設計新的紙蚇蠖蟲 
2.分組團隊競賽，驗證自以所提出的假設

是否正確。 

1.能依照自己所提的觀點，設

計出新方案 
 
2.驗證自己的方案是否正確 

 

（三）舉辦活動的策略 

本計畫依據前述目標提出下列教學方式作為達成子目標的策略： 
1.多元活動的方式：活動方式採用專題演講、儀器操作、模型實作、野外觀星、競

賽等活動方式。 
2.團隊活動的方式：團隊合作的方式對於實驗操作、討論與發表、競賽活動都是有

利的，並能增進學習的興趣。暗示著未來的科學研究歷程中，「合作」是必要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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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化的教材內容：生活化的教材比較能夠引起女學生的關心，進而產生興趣，

本計畫藉由生活化教材的教學，以及具體化模型的策略，引起學習興趣後，再逐

步引導到廣泛的內容。例如前往風吹砂探究強風形成的原因、墾丁外來岩塊形成

的歷程。 
4.學生中心為主的師生互動：中小學的教學策略都強調「雙向互動」，且教育改革

的理念也已經摒棄單向式傳達的教學活動。本計畫的教學方式約有：以探究教

學、教師提出可以觀察到的問題，師生再以探究的方式共同建構答案，期間以師

生對話、學生討論、紀錄與發表等作為教學策略。 
 

三、資料分析的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乃在於分析女學生經過天文營研習活動之後，其自我效能的變化情形，共

運用到下列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 

採用內容分析法。Krippendorff (1980) 定義內容分析是一種從資料到文本做重複和

有效推論的研究技巧，Denzin & Lincoln(1994)指出內容分析法是 Berelson(1952)為媒體資

訊分析提供了嚴謹的量化法，但 Kracauer(1953)認為量化分析法本身有缺陷，因為它把文

章打散成「字(words)」的單位，想從中創建意義，會失去自己假想要探究的內容，因此，

他主張採用闡釋過程(hermeneutical procedures)進行質性內容分析，將文本當作整體

(totality)，引出文本中隱藏的意義。本研究採用質性闡釋過程分析墾丁野外探究教學的內

容，以 Barton（1998）分析「性別容納式科學（gender- inclusive science）」的四項特點作

為分析的判準。進行教學的對象為高雄市國小高年級女學生 212 人，隨隊教師及研究團

隊 7 人(含大學教師 2、國小資深教師 4 及科教研究人員 1)，針對課程內容進行交叉分析

及晤談，以提升信效度。 

(二)問卷調查法 

為了解女學生的自我效能，本研究依據女學生的科學學習的特性，編製問卷，採用

Likert 六點量表，用以測量女學生的自我效能。 

(三)t 考驗的統計方法 

採相依樣本 t 考驗的統計方法用來檢定女學生在參與野外探究式課程活動前後，自

我效能的差異性。 

(四)以三角校正提升質性資料的信效度 

以紀錄觀察到的現象做為質性資料，以次數統計來描述其頻率或程度上的差異情

形。經由因素分析所得到的因素，首先必須依各個因素內的項目，做初步的命名，再與

個案教師討論，並經研究群審查，經過多次修改後，因素的命名才算完成。研究結果採

三角校正法(triangulation)來提升可信度。黃瑞琴（1999）指出三角校正法是在研究同一

種現象時，結合多方面的探究方法，研究者若能針對同一現象使用不同的方法蒐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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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和型態資料，將可減低或避免研究者的遍見，增加其研究判斷的正確性。因此將命

名好的因素，作為搜尋的關鍵詞來查詢相關論文，比較兩者之間的作法是否一致，並做

表格比對，以及訪問個案教師的想法是否與文獻一致以及相關看法，以增加信效度，此

外，使用觀察到的資料來佐證個案教師確實於課堂上曾經運用這些教學策略，所以分析

結果與文獻資料、個案教師訪談資料以及觀察資料進行三角校正，以提升分析結果的正

確性。 

四、研究工具 

(一)野外探究自我效能問卷 

本研究依據 Bandura（1986）自我效能理論（Self-efficacy theory）的四大來源編製「女

學生科學學習自我效能量表」，以評測女學生在各向度的科學學習自我效能，作為教師

教學或課程設計時的參考。初步探討自我效能的意涵及四大來源，再參酌女學生科學學

習的特性據以命題，邀請二位科學教育專家及二位學校資深教師，審查量表的項目，作

為提升信效度的方式。問卷施測後，藉由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縮減資料與刪減項目，

最終獲得 28 題的量表，及女學生自我效能的四項因素，分別為「成就表現」9 題、「替

代經驗」4 題、「語言說服」8 題、「情感激發」7 題，量表的解說總變異量為 57.669%，

各因素之 Cronbach’s α 信度值依序為.894、.827、.925、.911，與 Bandura 所提四大自我

效能的來源一致，適評測學習自我效能。 
本量表主要在測量實驗組與對照組女學生的自我效能，有四個分量表，分別為「成

就表現」9 題、「替代經驗」4 題、「語言說服」8 題、「情緒激發」6 題。評分方式為

改良式的語意差別法量尺，搭配視覺類比測量(visual analog)，每個項目均為未完成的句

子，請受試者依個人感覺完成，例如：「我如果平時考都考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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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與

「不好」（6 表示好，1 表示不好），讓受試者依各人意見或感受自由點出其意見傾向。

此 量 表 的 解 說 總 變 異 量 為 62.659% ， 各 因 素 之 Cronbach’s α 信 度 值 依 序

為.894、.827、.925、.911，與 Bandura 所提四大自我效能的來源一致，適合作為本研究

評測國中女學生科學學習自我效能之用。 

(二)探究式科學講座自我效能量表 

本量表分成「學習成就」和「學習反應」兩個分量表，學生依照自己對活動課程的

感受進行回饋，感受程度為五等計分量表。依據受試者填答「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5 分。得分愈高代表感受程度愈趨

積極正向，依照下列程序進行問卷的編制。 
根據 Bandura（1997）所提的影響自我效能因素的理論為依據，講座課程受限於時間

因素，因此並無法執行 Bandura（1997）所提出的四個層面中的「替代經驗」和「言語說

服」，以「學習成就」來測量學生「個人成就表現」，如果學生越能掌握自己成功經驗

能證明自己的能力，並提升自我效能感；以「學習反應」來測量「情感激發」，如果學

生對課程感到喜歡並表現出興趣，則自我效能會提高，反之，若出現不喜歡的情緒反應

將降低自我效能。本量表的解說總變異量為 62.65%，共計 9 題，其中「學習反應」6 題(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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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和「學習成就」3 題(α = .78)，各因素的信度值均大於 0.7，為高信度。與 Bandura
所提四大自我效能的來源一致，適合作為本研究評測女學生科學探究講座自我效能之

用。 

(三)心得寫作的作品 

在「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結束後，採半結構式訪談，以了解學生活動的心情及感受。 

(四)教師省思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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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改進教學與省思的依據。 

伍、研究結果 

一、女學生的野外科學探究教材分析結果 

本研究的結果乃是藉由野外探究主題的選擇、承認科學知識為社會與文化的建構、科學

知識應該是自然的統整與互動、重視女性和其他弱勢團體對科學的貢獻、科學必須是以多元

化的認知來教學，以及是否在地化，來做為分析的主軸，研究結果發現「墾丁野外科學探究

教學」的教材內容符合 Barton（1998）所主張「性別容納式科學」的四項特點，及 Harding
（1991）提出「在地知識系統就是科學」的理念，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選擇野外探究教學的主題 

Christidou（2006）指出女學生比男學生有興趣的主題是人類生物學、健康與體適能

（fitness）的話題、熟悉使用儀器和設備、探索大自然、做烹飪與工藝。Harding（1991）
與陳音汝（2010）都認為性別容納式的重點是在地科學，因為「在地知識系統就是科學」。

據此，墾丁野外探究教學活動安排相應的內容如下： 
1.在人類生物學方面，包含恆春西臺地為珊瑚礁地形、螺與貝等海象化石。 
2.在儀器的使用方面，以三用電表測量地下水、海水、純水的電阻，以解釋地層鹽

化的程度。 
3.在探索大自然方面，例如探索小尖山的山形、臺灣最南點外海的海浪。 
4.在做烹飪與工藝方面，例如安排露營及野炊的活動。 
5.在健康與體適能方面，野外探索活動常以步行的方式逐步探索。 

(二)承認科學知識為社會與文化的建構 

墾丁野外探究教材以探究式教學法為主，教學過程中藉由學生實際觀察社會現象及

實驗的結果，進行師生對話，一起建構知識，符合從「社會」取材，承認科學知識為社

會與文化的建構。 
1.與社會對話 

因為科學知識為社會與文化的建構，教學活動安排師生對話，並從觀察社會現

象做為對話的材料，再以探究的方法來獲得答案，例如先觀察塭豐村廣泛的漁塭養

殖，再以實驗獲得塭豐村的魚塭水為鹽水與淡水的混合，最後藉由訪問當地漁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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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獲得「魚塭內養殖海水魚」的答案，進而產生新的探究問題「海水魚的養殖為

何需抽取地下水？」 
2.師生對話 

師生對話能彌補基礎知識的不足，或提綱挈領的複習，例如觀察河口沙洲或是

離岸防波堤的功能，藉由師生對話，教師提出地表的四大營力，用來解釋相關的大

自然現象，事實上，只要是地表的自然地形，通常便與地表的營力有密切關係，如

此能夠由師生共同建構知識。此外，結合 Beck & Cable (2002)解說教育的原則，課

程以深度旅遊的方式逐項解說觀察到的社會現象，其觀點是承認科學知識為社會及

文化所建構而得。 
3.與當地文化對話 

選擇墾丁地區實施探究教學，乃是因為墾丁具有國家公園的條件，擁有豐富的

當地景觀及文化，例如濱海林投樹的生長情形及其在地傳說、恆春西臺地為珊瑚礁

地形的成因、落山風與洋蔥生長的相關情形等。 

(三)科學知識應該是自然的統整與互動 

由於科學知識是自然的統整與互動，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的內容，符合跨學科統

整，探究教學符合師生及當地文化的互動，茲說明如下： 
1.跨學科統整 

在課程中結合多元學科領域的知識，能促進學生有意義的學習，墾丁野外科學

探究的教材內容，融合了各科學學科領域的知識，例如塭豐村地層下陷的探究，包

含了下列各學科知識： 
(1)在地球科學方面，塭豐村因為地層下陷，堤防外建置「離岸防波堤」，用來

保護堤防的安全，進而促進人民的財產與人身安全。 
(2)在物理學方面，為了探究塭豐村地層下陷的原因，利用電錶測量魚塭水、

地下水的電阻，用來推論魚塭水混合海、淡水，及地下水已鹽化。 
(3)在化學方面，繼續電阻的測量，探究水溶液中的離子，以適當的硝酸銀與

氯離子的沉澱反應，教師能用來做為化學實驗的對話題材，以及進行化學安全

教育。 
(4)在生物方面，漁民養殖海水魚類，超抽地下水的原因可能是助長魚類生長

的速度，另外，濱海植物也是豐富的對話教材，例如白水木厚厚的葉片是用來

防鹽的功能。 
(5)在社會學方面，藉由漁民的訪問獲得探究的答案，以及濱海美麗海景的情

意教學，都說明「學科統整教學」的呈現。 
2.互動教學 

墾丁野外探究教學的教材至少包含下列互動的形式： 
(1)師生與社會的互動 

課程安排小尖山的景點，對於小尖山落石現象作探究，起因於公路的規畫

及興建，對此提出質疑，藉由師生的互動提出可能的答案；針對風吹沙的國際

級景觀已消失，提出多方面的質疑與可能的答案；對於出火景觀的環境教育，

探究沼氣是國家財產的互動，均為對社會現象的互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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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大自然對話的互動 
課程安排「墾丁地質史」的探究教學活動，從菲律賓海板塊的擠壓，造成

恆春西臺地的隆起，在四萬年的演化後，成為現在觀察到的地形，從最高點關

山可以俯瞰全景的互動，藉由與大自然的對話，學習地質與地形的演化歷程；

風吹沙的形成歷程是東北季風及夏季降雨造成，安排學生親身體驗東北季風因

為特殊地型的強度，可以體會大自然的威力，符合體驗教學、與大自然對話的

互動。 
(3)與實驗器材的互動 

野外科學探究的優勢在於實地觀察結果，但仍受限於形成的過程，以及細

微現象的觀察，此時，實驗器材能夠彌補觀察上的不足。例如塭豐村的地下水

已經鹽化，如何能看見鹽化的現象呢？辨別野外存在的方解石與石英，除了晶

形以外，還有物理及化學的實驗方法；如何實驗不同大小石塊與穩定角的關

係？都需要與實驗器材的互動，這也是野外科學探究教學的特點。 

(四)重視女性和其他弱勢團體對科學的貢獻 

在野外探究教學的互動中，教師能夠以女性科學家做為範例，與學生互動，林文隆

（2007）指出我國物理學會已成立女性工作委員會，目的在鼓勵年輕的女性選擇物理做

為終身職業，因此，應多介紹物理史上傑出的女性，以做為年輕女性學子們想要從事科

學研究時效法的偶像，並指出在天文學這個領域，傑出女性比比皆是，例如研究星系旋

轉曲線與暗物質(dark matter)的薇拉•魯賓(Vera Rubin)；測量哈伯常數的溫蒂•弗利德曼

(Wendy Freedman)；發現宇宙大結構「萬里長城」(Great Wall) 的瑪格麗特•蓋勒(Margaret 
Geller)；發現宇宙大結構「大吸者」(Great Attractor)之珊德拉•法博(Sandra Faber)等人。

至於弱勢族群的重視，亦應透過教師的訓練，讓弱勢學生有更多機會學習，或是以弱勢

者的成就做為範例。 

(五)科學必須是以多元化的認知來教學 

基於多元化的教學方式能夠促使學生多元認知的發展，墾丁野外科學探究課程符合

多元化的學習觀點，茲以教學方法多元化、活動方式多元化、學科多元化的面向進行分

析。 
1.教學方法多元化 

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是以二天一夜住宿型的活動為主，夜間安排天文觀星的課

程，包含知識性的天文科學知識、欣賞美麗壯觀的夜間星空的情意活動，以及天文

望遠鏡器材操作的技能學習，符合教學方法多元化的觀點，具體的教學則因教師而

異，例如從木星的觀察來探究哥白尼主張的日心說，其發展史的多元教學歷程如

下： 
(1)講解哥白尼主張日心說的主張與證據。 
(2)模擬伽利略以天文望遠鏡觀察木星表面及其四大衛星，並記錄不同時間的

位置，作為分析圓周運動的基礎。 
(3)設計圓周運動的實驗說明轉速與周期的關係。 
(4)結合師生對話及分組討論，以獲得伽利略何以支持哥白尼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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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師說明如何提出假說，尋找對結論有利的更多證據，以及對假說的驗

證。 
2.活動方式多元化 

野外探究教學課程的教學場域在戶外空間，教學活動的方式至少有下列各項： 
(1)在觀察與記錄活動方面，例如估計塭豐村的魚塭與面積。 
(2)在測量與分析方面，例如測量不同石塊大小石堆的穩定角，再分析穩定角

和石塊大小的關係。 
(3)在體驗與遊憩方面，例如體驗風吹沙東北季風的風速，且夾帶細微的沙

粒。 
(4)在科學攝影競賽活動方面，主要在記錄觀察到的科學現象，例如拍攝小尖

山的坡度、記錄落日的方位角。 
3.學科多元化 

分析如上述跨學科統整（請參閱）。 

(六)在地知識系統就是科學 

Harding（1991）提出「在地知識系統就是科學」的理念，能有效提升女學生科學學

習的自我效能；陳音汝（2007）則以國小自然社團為例，發展性別容納式的在地科學教

材，對女學生的教學成效良好。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教學的活動主題均選擇臺灣屏東縣的

西部沿海地區的景觀，符合在地知識系統的教材，應是典型的在地知識系統教材，有：

（1）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在地生態（例如招潮蟹）、生態工法及紅樹林生態教學。（2）
佳冬鄉塭豐村：探究地層下陷的相關現象，例如在地養殖漁業的探究、地層下陷景觀

（低矮房屋、高聳堤防、汲水塑膠管密及分布）、地下水鹽化探究等。（3）恆春半島地

區：外來岩塊的探究、珊瑚礁地形與崩崖景觀、小尖石山的實驗及變因探討、結果的應

用、落日景觀等。（4）東海岸的科學探究：臺灣最南點的海浪、崩崖地形的原因、日出

景觀、風吹沙為何消失等。 

(七)其他符合女學生學習的教材 

墾丁野外探究教材不只是前往風景區從事遊憩活動，所有觀察到的野外現象，都能

運用科學分析的方法從事不同程度的探究活動，但此與教師的專業及事前準備有密切關

係，體驗過程技能的科學方法，例如提出假設、師生間與同儕間的討論、記錄與分析、

下結論與發表的歷程等，均能有效促進女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 

(八)墾丁野外探究教學能促進女學生的自我效能 

要實際到野外進行科學的探究教學，在一般學校教學需兼顧進度與執行的面向上，

是有一定困難度的，故在進行「墾丁野外探究教學」的課程前，先透過課程期程較短的

「戶外活動專題演講」，以探究「昆蟲運動」為主題，融入動手做策略的探究教學活動，

想了解動手做探究教學活動，對於促進女學生自我效能的成效。依據葉俊巖與蘇明俊

(2015)在進行探究教學對女學生科學自我效能之探討的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學生的科學

自我效能在性別向度上並無顯著差異，說明性別差異性有可能從國中開始；訪談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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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學生對科學探究活動表示肯定，參與活動的教師也觀察到女學生的自我效能較平常自

然科課堂中的表現積極，建議教師在科學教學中多採用探究式的教學法。 
而在進行「墾丁野外探究教學」的課程後，依據蘇明俊與黃瓊儀(2015)在探討國小

女學生參加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的科學自我效能的研究結果顯示，女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

在前後測中達到顯著差異的水準，說明戶外的探究活動能促進女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

訪談則發現女學生對活動持肯定的態度，且透過適當的競賽制度能激發女學生的表現；

參與活動的教師也認為野外探究活動能激勵學生學習動機，透過競賽活動，則能激發學

生更優質的表現，彼此支持、成就，能點燃內心共同熱情，故建議在能克服環境、時間

及經費的限制下，教師應為女學生辦理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二、女學生的探究式科學講座分析結果 

本研究探討女學生參加「探究式」科學講座後的科學自我效能。採問卷調查法，對

象為高雄市五個國民小學之高年級女學生 267 人(對照組男生 243 人)。 

(一)整體學生對探究式活動的學習反應 
本研究發現，學生對本活動的學習反應，除第 3 題為 3.97 分外，其餘皆在 4 分以

上。如表 3 所列。 
表 3 
學習反應分析表 

題號 題目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很喜歡科學探究的活動。 410 1.00 5.00 4.21 .958 

2 我很喜歡實際觀察的課程。 410 1.00 5.00 4.32 .90 

3 參與本次科學探究活動後，引起我對科學探究的興趣 410 1.00 5.00 3.97 1.04 

4 如再有類似的「科學探究」活動，我很樂意參加 410 1.00 5.00 4.15 1.00 

5 我很喜歡學習和科學有關的知識。 410 1.00 5.00 4.01 1.04 

6 我很喜歡動手操作的科學課程。 410 1.00 5.00 4.29 .97 

 學習反應平均 410 1.00 5.00 4.16 .83 

(二) 性別因素對學習反應造成的影響 
研究發現，男生與女生在學習反應量表的得分沒有差異，t(410) = 1.82，p < .05，

95%CI[-2.26,-2.78]，顯示男生的平均得分( M=4.24)和女生的平均得分( M=4.09)相當。 
表 4 
性別因素對學習反應造成的影響摘要表 

男生 女生 
t 值 P 值 

95%CI 
η2 1-β 

M SD M SD LL UL 

4.24 0.86 4.09 0.81 1.82 .95 -.0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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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學生對探究式活動的學習成就分析 
本研究發現，學生對本活動的學習成就，除第13題為3.98分外，其餘皆在4分以上。

如表5所列。 
表 5 
學習反應分析表 
題號 題目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2 我認為科學探究和我的生活很有關係。 410 1.00 5.00 4.16 0.95 
13 當遇到有關科學上的疑問，我會主動並積極

地尋求解惑。 
410 1.00 5.00 3.98 1.00 

14 我知道科學探究活動過程中，會有許多的變

因會影響探究結果。 
410 1.00 5.00 4.29 0.91 

 學習反應平均 410 1.00 5.00 4.14 0.80 
 
(四)性別因素對學習成就造成的影響 

研究發現，男生與女生在學習反應量表的得分沒有差異，t(410) = .46，p > .05，
95%CI[-.12,.19]，顯示男生的平均得分( M=4.16)和女生的平均得分( M=4.12)相當。 

表 6 
性別因素對學習反應造成摘要表 

平均數 檢定值 t 值 顯著性 平均差異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4.14 3 28.97 .000 1.14 1.063 1.218 

 
綜上所述，整體而言女學生與男學生在探究式科學講座的自我效能並無顯著差異，

顯見此次講座對女學生的自我效能提升是有成效的。這和傳統刻板印象認為男學生對科

學的自我效能高於女生的自我效能是有所差異的(簡晉龍、任宗浩，2011），進行學生訪

談時，也有一致的證據，例如:有女學生表示:透過比賽的過程讓我學到很多科學知識，

讓我更想去探究科學課程(S4038)。教師訪談時，教師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一開始就充分

的引起學生的動機。學生大多很仔細的觀賞影片。在第二階段的討論過程中，也會積極

思考有哪些變因控制了移動速度，到了第三階段老師採用競賽的方式，讓學生能夠用正

自己所提出的假設。從觀察、思辨到應用，確實對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所幫助(t2)。 

三、女學生的野外科學探究教學分析結果 

(一)女學生在「成就表現」因素成效分析 

由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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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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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表現」因素有所提升。

參酌學生的心得及晤談資料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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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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位同學心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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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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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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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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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女學生在「情感激發」因素成效分析 

由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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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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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野外科學探究的教學模式進行科學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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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學生感想覺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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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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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女學生在「言語說服」因素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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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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的前後測分數上無顯著的差異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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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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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原因是活動時間短所

致，對於促進女學生「言語說服」的科學自我效能則效果有限，因為仍可能受

到其他因素所影響，例如：父母親與師長的期望亦可能有影響。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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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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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替代經驗」因素有所提升。參酌學生

的心得及晤談資料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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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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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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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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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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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為後測的分數顯著高於前

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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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及科學學習效能。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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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測 

t 值 p 值 
95%信賴區間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下界 上界 

成就表現 4.54 .58 4.85 .701 -2.85* .006 -.539 -.094 
情感激發 4.46 .809 4.78 .749 -2.30* .025 -.592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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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說服 4.59 .744 4.82 .716 -1.86 .067 -.458 .016 
替代經驗 4.75 .795 5.03 .62 -2.41* .019 -.496 -.046 
自我效能 
總量表 

4.57 .607 4.85 .66 -2.63* .011 -.498 -.068 

* P< .05 

(六)實施「野外科學探究」活動之教學省思分析與討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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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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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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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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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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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抹滅許多有趣的課程內容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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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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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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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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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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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本計畫歸納出下列結論並提出相關的建議 

一、結論 

(一)「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教學」教材適合用於提升女學生科學自我效能的教學上 

本計畫所發展的「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教學」的教材內容符合 Barton（1998）所主張

「性別容納式科學」的四項特點:，及 Harding（1991）提出「在地知識系統就是科學」

的理念，藉由野外探究主題的選擇，承認科學知識為社會與文化的建構，重視科學知識

應和自然的統整與互動、重視女性和其他弱勢團體對科學的貢獻、以多元化認知的方式

來進行科學教學，並符合在地化的精神。經過墾丁野外探究教學後的驗證，發現本教材

對於女學生的自我效能有提升的效果。 
 

(二)探究式科學講座作對女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有提升作用 

根據探究式科學講座的分析結果發現，本計畫所進行的課程打破了傳統男生優於女

生的觀點，發現男、女生在自我科學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而且在男生女生在成就表現

和學習反應上都有中上的滿意度，顯示能對自我效能有所提升。 

(三)野外科學探究課程能提升女學生的自我效能 

「墾丁野外科學探究」課程的分析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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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墾丁野

外科學探究」活動能提昇女學生的自我效能。女學生對活動持肯定的態度，教學活動能

提昇女學生對於科學學習的興趣與自信，並且有效促進女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及科學自

我效能。 

二、建議 

基於計畫執行期間的觀察及研究團隊在研究上的發現，茲整理建議事項如下： 

(一)國中小教師使用「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教學」教材，並依本身專長及不同探究地點增

減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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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對於女學生的自我效能有提升的效果，建議國中小學校使用，或者依照此模

式進行課程的開發，例如在本計畫中便根據帶隊的老師的不同，探究的地點不同而有四

種不同的教材產出。 

(二)採用探究式的教學模式辦理科學講座 

此次講座雖然為「墾丁野外科學探究」課程的前導課程，但融入許多「動手做」的

活動，強調多元化、實察與實驗、師生對話互動的模式，經分析發現，本計畫所進行的

課程仍能打破了傳統男生優於女生的觀點，對自我效能的提升有所幫助。因此建議學校

單位在進行科學講座的辦理時，可以參考本計畫所研發之模式。 

(三)將野外科學探究課程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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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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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重視「性別容納式科學」的精神，教師應重視性別的科學教學活動 

「性別容納式科學」能夠引導教師規畫教學內容或教材，並且能夠引促進女學生的

科學學習自我效能，讓女學生成為科學家或從事科學工作為職業的機會，與男學生拉近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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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

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有嚴重損

及公共利益之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百分之百相符，且為求擴大成效，積極協調各中小

學投入野外探究教學，獲得臺南與高雄地區的學校支持，使本計畫影響的

學生、女學生、教師、家長、校長等均超出原計畫的人數許多，「多做」是

本計畫成功的策略。 
計畫目標在於培養女學生未來從事科學工作或研究為職業，本計畫發

現野外探究教學能有效提升女學生的科學學習自我效能，並發展出 4 份有

效的教材。 
2.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1 篇□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7 篇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集合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計畫執行期間已發表研討會論文 8 篇。 
3.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

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如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請簡述可能損及之相關程度（以 500 字

為限） 
學術成就的評估：(1)科學教學的影響：野外科學探究教學模式對提升女學

生的科學自我效能有所幫助，教學方法可供國中小教師參考。(2)統整教學

的理念：戶外教學採用野外的環境實施科學教學，必要建構統整的教學內

容，回歸到科學學習的本質。(3)發展合適的教材：本教材由參與教師群共

同編輯，不同梯次的教材因教師專長及地點的不同而有差異，衍生 3 份教

材可供教材發展的參考。 
社會的影響：本計畫強調促進女學生學習科學的動機、信心、興趣及正向

價值觀，引導科學教學的多元化、實察與實驗、師生互動的教學模式，並

避免陽剛的科學內容、對女性不利的語言及態度，對社會重視女科學家的

培養，以及社會對於性別平等尊重均有相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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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一、本計畫期間產出成果摘要表 

項目 數量 產出成果名稱、內容簡述 

一、科學探究講座 12 場 

1.104 年 1 月 15 日：高雄市龍華國小科學探究講座

（08:40-14:55），參加人數 92 人。 
2.104 年 1 月 19 日：高雄市五福國小科學探究講座

（08:40-12:00），參加人數 154 人。 
3.104 年 1 月 20 日：高雄市五福國小科學探究講座

（08:40-12:00），參加人數 136 人。 
4.104 年 1 月 20 日：高雄市左營國小科學探究講座

（08:40-10:10），參加人數 144 人。 
5.104 年 1 月 22 日：高雄市河濱國小科學探究講座

（10:30-12:00），參加人數 69 人。 
6.104 年 1 月 23 日：高雄市河濱國小科學探究講座

（08:40-10:10），參加人數 78 人。 
7.104 年 1 月 28 日：高雄市三民國中資優班講座

（09:30-12:00），參加人數 41 人。 
8.104 年 2 月 6 日：高雄市立志中學科學探究講座

（08:00-10:00），參加人數 150 人(小六生國一)。 
9.104 年 3 月 27 日：高雄市立志中學科學探究講座

（08:00-10:00），參加人數 150 人(小六生國一)。 
10.104 年 5 月 30 日：高雄市復華中學科學探究講座

（08:00-10:00），參加人數 90 人(國一生)。 
11.104 年 6 月 26 日：高雄市立志中學科學探究講座

（08:00-10:00），參加人數 150 人(小六生國一)。。 
12.104 年 11 月 14 日：高雄市復華中學科學探究講座

（08:00-10:00），參加人數 90 人(國一生)。 

二、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13 場 

1.104 年 2 月 2、3、4 日與高雄市左營國小合作辦理「2015
女性科學家培育營」，前往墾丁與台東地區實施野外探

究，參加人數 46 人。 
2.104年2月14、15、16日與台南市新營國小合作辦理「2015
女性科學家培育營」，前往花東地區實施野外探究，參加

人數 40 人。 
3.104 年 5 月 23、24 日與高雄市立志中學合作辦理「2015
女性科學家培育營」，前往墾丁地區實施野外探究，參加

人數國一新生 35 人(第一梯隊)。 
4.104 年 5 月 23、24 日與高雄市立志中學合作辦理「2015
女性科學家培育營」，前往墾丁地區實施野外探究，參加



 

33 

人數國一新生 35 人(第二梯隊)。 
5.104 年 6 月 13、14 日與高雄市左營國小合作辦理「2015
女性科學家培育營」，前往墾丁地區實施野外探究，參加

人數 42 人。 
6.104 年 6 月 14、15 日與高雄市三民國中合作辦理「2015
女性科學家培育營」，前往墾丁地區實施野外探究，參加

人數 41 人。 
7.104 年 6 月 24、25 日與高雄市龍華國小合作辦理「2015
女性科學家培育營」，前往墾丁地區實施野外探究，參加

人數 27 人。 
8.104 年 6 月 28、29 日與臺南市民德國中合作辦理「2015
女性科學家培育營」，前往墾丁地區實施野外探究，參加

人數 38 人。 
9.104 年 7 月 7、8 日與高雄市五福國中合作辦理「2015 女

性科學家培育營」，前往墾丁地區實施野外探究，參加人

數 34 人。 
10.104 年 7 月 20、21 日科工館合作辦理「2015 女性科學

家培育營」，前往墾丁地區實施野外探究，參加人數 35
人。 

11.104 年 8 月 1、2 日科工館合作辦理「2015 女性科學家

培育營」，前往墾丁地區實施野外探究，參加人數 35 人。 
12.104 年 10 月 24、25 日新興國小合作辦理「2015 女性科

學家培育營」，前往墾丁地區實施野外探究，參加人數

35 人。 
13.105 年 1 月 1、2 日新營國小合作辦理「2015 女性科學

家培育營」，前往墾丁地區實施野外探究，參加人數 40
人。 

三、野外探究教材 4 份 

1.由蘇明俊（計畫主持人）主導發展出「2015 女學生墾丁
地區野外探究研習營」行程與課程一本（包含墾丁野外、
地質學、海洋學、天文學等約 44 頁） 

2.由科學工藝博物館陳正治助理研究員主導發展出「2015
女學生墾丁地區野外探究研習營」行程與課程一本（包
含墾丁野外、地質學、天文學、動手做科學探究等約 30
頁） 

3.由高雄市五福國中陳宗慶校長（高師大物理研究所博士
生）主導發展出「2015 女學生墾丁地區野外探究研習營」
行程與課程一本（包含墾丁野外、地質學、生物學、天
文學、與科學探究活動等約 40 頁） 

4.花東野外探究教材(約 57 頁) 
四、網站平台 1 個 建立網站平台，進行活動公告與成果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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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媒體 3 類 
1.臉書社團:利用網路社群進行宣導，方便成員事後討論。 
2.網路相簿:收錄靜態課程活動成果 
3.youtube:收錄動態課程活動成果 

六、研討會論文 8 篇 

1.蘇明俊(2015)。促進女學生科學自我效能的整體發表計

畫。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2015 學術研討會。高雄：中

山大學。 
2.蘇明俊、陳章正(2015)。探索國中學生學習自然科的自

我效能。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2015 學術研討會。高雄：

中山大學。 
3.蘇明俊、馬宜平(2015)。以性別容納式的觀點看野外探

究教學的個案研究。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2015 學術研

討會。高雄：中山大學。 
4.黃瓊儀、蘇明俊(2015)。探討國小女學生參加野外科學

探究活動的科學自我效能。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2015 
學術研討會。高雄：中山大學。 

5.陳正治、蘇明俊(2015)。探討女學生參與挑戰式科學園

遊會之得獎動機。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2015 學術研討

會。高雄：中山大學。 
6.葉俊巖、蘇明俊(2015)。探究教學對女學生科學自我效

能之探討。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2015 學術研討會。高

雄：中山大學。 
7.葉俊巖、蘇明俊(2015)。天文教育融入資訊科技之研究-

以星空觀測為例。中華民國第三屆天文教育與星象解

說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 
8.蘇明俊(2015)。以模型為本位的天文教學模式。中華民

國第三屆天文教育與星象解說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

科技大學 

七、投稿期刊 8 篇 

1.陳正治、蘇明俊、劉嘉茹(2015)。輪站式可攜式學習積

分對科學合作學習持續力維持之研究。亞太科學教育

論壇，16(1)。香港教育學院。 
2.蘇明俊、陳章正(2015)。探索國中學生學習自然科的自

我效能。(投稿中) 
3.蘇明俊、馬宜平(2015)。以性別容納式的觀點看野外探

究教學的個案研究。(投稿中) 
4.黃瓊儀、蘇明俊(2015)。探討國小女學生參加野外科學

探究活動的科學自我效能。(投稿教育科學期刊，審稿

中) 
5.陳正治、蘇明俊(2015)。探討女學生參與挑戰式科學園

http://www.ctep.nsysu.edu.tw/TERA2015/file/TERA2015-oral.pdf
http://www.ctep.nsysu.edu.tw/TERA2015/file/TERA2015-oral.pdf
http://www.ctep.nsysu.edu.tw/TERA2015/file/TERA2015-oral.pdf
http://www.ctep.nsysu.edu.tw/TERA2015/file/TERA2015-oral.pdf
http://www.ctep.nsysu.edu.tw/TERA2015/file/TERA2015-oral.pdf
http://www.ctep.nsysu.edu.tw/TERA2015/file/TERA2015-oral.pdf
http://www.ctep.nsysu.edu.tw/TERA2015/file/TERA2015-oral.pdf
http://www.ctep.nsysu.edu.tw/TERA2015/file/TERA2015-oral.pdf
http://www.ctep.nsysu.edu.tw/TERA2015/file/TERA2015-or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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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會之得獎動機。(投稿中) 
6.葉俊巖、蘇明俊(2015)。探究教學對女學生科學自我效

能之探討。(投稿中) 
7.葉俊巖、蘇明俊(2015)。天文教育融入資訊科技之研究-

以星空觀測為例(投稿中)。 
8.蘇明俊(2015)。以模型為本位的天文教學模式(投稿中)。 

二、本計畫受益對象 
項目 人數 合計 
學生(人數) 講座:1494；野外探究活動:491 1985 
國小高年級學生 龍華國小(講座)：92 

五福國小(講座):154 
五福國小(講座):136 
左營國小(講座)：144 
河濱國小(講座):69 
河濱國小(講座):78 
左營國小(野外活動-台東)：46 
左營國小(野外活動-墾丁)：42 
新營國小(野外活動-花東)：40 
新營國小(野外活動-墾丁)：40 
龍華國小(野外活動-墾丁)：35 
科工館(野外活動-7 月梯次)：35 
科工館(野外活動-8 月梯次)：35 
新興國小(野外活動-墾丁)：35 

國中一年級新生 三民國中(講座):41 
立志中學(講座):150 
立志中學(講座):150 
復華中學(講座):90 
立志中學(講座):150 
復華中學(講座):90 
立志中學(講座):150 
三民國中(野外活動-墾丁)：41 
民德國中(野外活動-墾丁)：38 
五福國中(野外活動-墾丁)：34 
立志中學(野外活動-墾丁 I)：35 
立志中學(野外活動-墾丁 II)：35 

大學生 樹德大學(野外活動)：40 
教師(人數) 90 
教師（含家長、主

任、校長） 
五福國小(講座) :15 
左營國小(講座)：10 
河濱國小(講座) : 7 
左營國小(野外活動)：8 
左營國小(野外活動)：6 
三民國中(野外活動)：4 
五福國中(野外活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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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中學(野外活動)：4 
民德國中(野外活動)：4 
新營國小(野外活動) : 12 
新營國小(野外活動) : 15 

三、宣傳成效 
項目 合計 內容資料 
電子媒體 11  
網站 1 

103efficiency 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site/103efficiency/ 

FACEBOOK 1 

 
女性科學家培育營 fb 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90063757912652/members/ 

YOUTUBE  大鵬灣自然生態探究-螃蟹走路競速鬥智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sOs0wrVwQQ 

認識冬季星空、行星的觀測與紀錄 
http://youtu.be/IzxLlbW3nN0 

恆春生態農場-共振與共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wNaVpLFo 

團體照 
https://youtu.be/uqUTsGpw7D0 

關山落日-太陽高度角與日落地平線測量 
https://youtu.be/2iFZCNxsnpA 

關山落日 

https://sites.google.com/site/103efficiency/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90063757912652/memb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sOs0wrVwQQ
http://youtu.be/IzxLlbW3nN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wNaVpLFo
https://youtu.be/uqUTsGpw7D0
https://youtu.be/2iFZCNxsn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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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Ww1ZybVtshU 
恆春生態農場-科學遊戲 

https://youtu.be/pH-wNaVpLFo 
https://youtu.be/QCukfme4aEU 
https://youtu.be/ecr1Q_yw6Ug 

電子媒體  

 
民意日報新聞網 

http://minyihnews.blogspot.tw/2015/09/blog-post_3.html 
 

 
中華日報新聞網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26&nc_id=52313 

https://youtu.be/Ww1ZybVtshU
https://youtu.be/pH-wNaVpLFo
https://youtu.be/QCukfme4aEU
https://youtu.be/ecr1Q_yw6Ug
https://youtu.be/ecr1Q_yw6Ug
http://minyihnews.blogspot.tw/2015/09/blog-post_3.html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26&nc_id=5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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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日報新聞 
https://tw.news.yahoo.com/%E6%96%B0%E5%8C%96%E6%A4
%8D%E7%89%A9%E5%9C%92%E9%82%80%E6%83%85%E4
%BA%BA%E8%A7%80%E6%98%9F-13450091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6%B0%E5%8C%96%E6%A4%8D%E7%89%A9%E5%9C%92%E9%82%80%E6%83%85%E4%BA%BA%E8%A7%80%E6%98%9F-13450091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6%B0%E5%8C%96%E6%A4%8D%E7%89%A9%E5%9C%92%E9%82%80%E6%83%85%E4%BA%BA%E8%A7%80%E6%98%9F-13450091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6%B0%E5%8C%96%E6%A4%8D%E7%89%A9%E5%9C%92%E9%82%80%E6%83%85%E4%BA%BA%E8%A7%80%E6%98%9F-1345009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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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文發表的摘要 
 
(一)研討會論文發表摘要（共 8 篇） 

2015 年 11 月 7 日發表於中山大學-台灣教育研究學會 2015 學術研討會 
 

促進女學生科學自我效能的整體發表計畫 
蘇明俊 

樹德科技大學助理教授 
（issac@stu.edu.tw） 

 
整體發表摘要 

 
本項整體發表計畫的主題為「促進女學生科學自我效能」，先透過「戶外活動專題演

講」，再邀集國小高年級女學生參加「戶外探究教學」活動，因此，本計畫先發展自我效

能量表，並發現國中男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高於女學生（陳章正）；再以「性別容納式」

的觀點為女學生發展戶外教學的課程（馬宜平）；課程以探究教學法實施，結果發現：國

小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在性別向度上並無顯著差異，說明性別差異性有可能從國中開始

（葉俊巖）；實施戶外探究教學前後，女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達到顯著差異的水準，說明

戶外的探究活動能促進女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黃瓊儀）；最後，藉由科學園遊會活動的

改進，發現動手做活動能刺激女學生參與科學活動的動機（陳正治）。 
 
關鍵字：女學生、戶外探究教學、科學自我效能。 

 
召集人：蘇明俊，樹德科技大學助理教授，Email: issac@stu.edu.tw。 
發表人：蘇明俊，樹德科技大學助理教授，Email: issac@stu.edu.tw。 
發表人：陳章正，高雄市左營高中物理教師，Email: c1994726@gmail.com。 
發表人：馬宜平，高雄市龍華國小教師，Email: penny19781122@gmail.com。 
發表人：葉俊巖，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研究所博士生，Email: yen2047@gmail.com。 
發表人：黃瓊儀，高雄市左營國小教師兼教務主任，Email: joy@mail.typs.kh.edu.tw。 
發表人：陳正治，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助理研究員，Email: nelson@mail.nstm.gov.tw。 

 
 
 
 
 
 
 
 
 
 
 
 
 
 
 
 

http://www.ctep.nsysu.edu.tw/TERA2015/
mailto:issac@stu.edu.tw
mailto:nelson@mail.nst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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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國中學生學習自然科的自我效能 

1 蘇明俊、2 陳章正 
1 樹德科技大學助理教授、2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物理教師 

（issac@stu.edu.tw; c1994726@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探討國中學生學習自然科的自我效能。採用問卷調查法，對象為臺灣南部地

區(包含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的國中學生，先抽取六個國中，再各抽取二個班級，

全班施測，共 511 人(男生 115、女生 396)。工具為自編之「國中學生科學自我效能問卷」，

共有 6 項因素，分別命名為：師生互動、學習信心、親師支持、學習方法、教師示範、

科學典範等，各因素的 α 值均大於 0.7（0.749～0.898），為高信度。結果發現南臺灣國中

學生在「學習方法」及「科學典範」的平均值分別為 4.131 及 4.609，屬於高效能，其他

在 3 到 4 之間，屬於中效能。不同性別的科學自我效能，除「師生互動」未達顯著水準

外（P=0.54），其餘五項，男生均顯著高於女生。建議國中教師應重視性別學習問題。 
 
關鍵字：自我效能、科學學習、國中學生。 
 
 
 
 
 
 
 

適合女學生的科學課程－ 
以性別容納式的觀點看野外探究教學的個案研究 

1蘇明俊、2馬宜平 
1樹德科技大學助理教授、2高雄市龍華國小教師 
（issac@stu.edu.tw; penny19781122@gmail.com） 

摘要 
女學生未來從事科學研究或職業的比例偏低，Kelly(1985)認為中學的課程與教學有

性別偏見，Barton(1998)認為「性別容納式科學(gender-inclusive science)」觀點能提升女

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本研究依此設計「墾丁野外探究教學」的課程，二天一夜住宿型、

自然學科統整、強調教學互動，探究女學生的自我效能？採用內容分析及訪問法，對象

為高雄市國小高年級女學生212人，研究團隊7人(含大學教師、國小資深教師及科教研究

人員)，針對課程內容交叉分析，以提升信效度。結果：墾丁野外探究教學符合「性別容

納式科學」的四個特點；能掌握學習在地化、課程統整以及教學互動的原則；墾丁野外

探究教學後，能提升女學生的自我效能；女學生表示對科學很有興趣。建議教師多辦理

女學生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關鍵字：性別容納式、野外探究教學、自我效能。 
 
 

mailto:issac@stu.edu.tw
mailto:issac@s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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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教學對女學生科學自我效能之探討 

1 葉俊巖、2 蘇明俊  
1 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研究所博士生、2 樹德科技大學助理教授 

（yen2047@gmail.com; issac@stu.edu.tw） 
 

摘要 

本研究探討女學生參加「探究教學」後的科學自我效能。採問卷調查法，對象為高

雄市五個國民小學之高年級女學生 267 人(對照組男生 243 人)。活動以探究「昆蟲運動」

為主題，融入動手做的策略。工具為自編「自我效能問卷」，分為「學習反應」(α = .91)
和「學習成就」(α = .78)兩因素，信度值均大於 0.7 為高信度。另有教師省思紀錄表及學

生晤談。發現女學生在「學習反應(M=4.09)」和「學習成就(M=4.12)」均屬中上表現，

以獨立性 t檢定的方法發現性別在學習反應(t=1.82, P >.05)和學習成就 (t=.46, P >.05)均無

顯著差異，說明國小女學生的科學自我效能不比男生差。訪談發現女學生對科學探究活

動表示肯定，教師也認為女學生的自我效能優於以往。建議教師在科學教學中多採用探

究式的教學法。 
 
關鍵字：探究教學、動手做、科學自我效能 

探討國小女學生參加野外科學探究活動的科學自我效能 

1 蘇明俊、2 黃瓊儀 
1 樹德科技大學助理教授、2 高雄市左營國小教師兼教務主任 

（issac@stu.edu.tw; joy@mail.typs.k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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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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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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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女學

生在成就表現(t=-2.848, P<.05)、情感激發 (t=-2.303, P<.05)、替代經驗(t=-2.411, P<.05)均
達顯著差異的水準，且後測高於前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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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t=-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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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活動常面臨環境、時間及經費

的限制。建議教師為女學生辦理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關鍵字：野外科學探究、女學生、科學自我效能 

mailto:issac@stu.edu.tw
mailto:issac@stu.edu.tw
mailto:joy@mail.typs.k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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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女學生參與挑戰式科學園遊會之得獎動機 
1 陳正治、2 蘇明俊、3劉嘉茹 

1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助理研究員、2樹德科技大學助理教授、3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授 

（nelson@mail.nstm.gov.tw; issac@stu.edu.tw;  chiaju1105@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探討女學生參與挑戰式科學園遊會的得獎動機。以參加屏東縣第 55 屆科學園

遊會 10 個攤位得獎的女學生 25 人(男生 45 人)為對象，將傳統闖關(每攤位只玩一次)改
變為「重覆遊戲競賽」，作為中介變項，依據體驗學習圈與遊戲競賽理論，每小時公布紀

錄保持人，並頒給獎品。工具為「重覆遊戲動機半結構式問卷」，在得獎後填寫。結果：

(1)得獎之女學生占 36%，比男生少；(2)女學生重覆遊戲次數平均 3.8 次(S=9.7)，比男生

2.8 次(S=6.5)高，顯示女學生得獎動機較男生強烈；(3)女學生破紀錄的動機依序：有成

就感、挑戰慾望、好玩、想得獎、不甘心、想當第一名、證明自己很強等；(4)女學生破

紀錄的原因依序：操縱變因及經驗與觀察。建議科學園遊會應改變為挑戰式活動。 
 
關鍵字：挑戰式科學園遊會、遊戲競賽、體驗學習圈 
 
 
 
 

 天文教育融入資訊科技之研究-以星空觀測為例 
1 葉俊巖、2 蘇明俊  

1 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研究所博士生、2 樹德科技大學助理教授 
（yen2047@gmail.com; issac@stu.edu.tw） 

摘要 
傳統的天文教育因礙於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觀察課程常流於形式，接受式的學習方式，

造成學生對天文學的疏離感，常會有迷思或錯誤概念產生。隨著時代的進步，資訊科技的融

入慢慢可以替代部分的觀察課程。本研究將科技教育融入星座的教學之中，以五年級的學生

為對象，採取講座的形式進行科學探究。本研究發現:1. 學生在學習興趣、科學探究和自我

效能有中上以上得分，顯示學生對課程有相當的支持度與參與度。2. 學習興趣、科學探究和

自我效能三層面兩兩皆為正相關。3. 學習興趣和科學探究對自我效能有正向的影響。 
 

關鍵字：天文教育、資訊融入、科學探究、自我效能 
 

 
 
 
 

mailto:nelson@mail.nstm.gov.tw
mailto:issac@stu.edu.tw
mailto:chiaju1105@gmail.com
mailto:issac@s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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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模型的教學模式：以日晷製作的教學為例 
 

蘇明俊（樹德科技大學助理教授） 

issac@mail.stu.edu.tw 
 
摘要 
模型能夠讓學生有效理解科學，發展科學概念，林明良、蘇明俊（2010）曾藉由博物館

眾多展示模型的情境下，發展「物件中心 PEG 探究教學模式」作為兒童科學探究的模式，包

含：準備階段（Prepare）、探索階段（Explore）、以及超越階段（Getting Beyond），本文採用

內容分析的方法，以強調參考架構的 PEG 探究模式作為理論負載，用來分析「太陽相對地球

的運動」，成為天文模型的教學模式。文中分析教師與學生在各探究教學階段中分別扮演的角

色與工作，並以日晷製作教學的相關現象作為範例，發現學生學習天文現象時，以「空間尺

度的概念」造成的迷思為主，而模型的天文探究教學可以具體化天文學的空間觀念。然而，

在採用 PEG 模式之前，教師應了解模型的限制，例如教學前應準備模型及教學規劃，才能發

揮教學成效；提供學生充分的探索與思考，也就是「動手做（hands-on）」之後提供「動腦思

考（minds-on）」的歷程；以及讓學生充分理解「模型」的呈現與實際現象的差異，才不致於

產生新的迷思概念。 
 
關鍵詞：模型探究、PEG 探究教學模式、動手做、動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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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女學生自我效能量表 
因素

名稱 題號 項目內容 6  5  4  3  2  1 

成

就

表

現 

成 2 我如果平時考都考的好，我自然科會學得       
成 1 我如果自然科的練習題都會寫，我自然科會學得       
成 3 我如果上課都聽的懂，我自然科會學得       
成 6 我如果上課能正確回答老師的問題，我自然科會學得       
成 7 我如果有訂正平時考的錯誤，我自然科會學得       
成 11 我如果能靠自己解決難題，我自然科會學得       
成 5 我如果努力，我自然科會學得       
成 4 我如果自己動手做實驗，我自然科會學得       
成 9 我如果讀熟老師教的內容，我自然科會學得       

情

感

激

發 

情 30 老師常關心我，我自然科會學得       
情 29 老師上課很有趣，我自然科會學得       
情 31 老師常肯定我，我自然科會學得       
情 33 我如果上自然課時不緊張，我自然科會學得       
情 28 老師與我互動良好，我自然科會學得       
情 32 老師常接受我問問題，我自然科會學得       
情 34 如果老師常給我難易適中的挑戰，我自然科會學得       

言

語

說

服 

言 27 老師常告誡我要努力學習自然科，我自然科會學得       
言 26 爸媽常告誡我要努力學習自然科，我自然科會學得       
言 20 爸媽常鼓勵我努力學習自然科，我自然科會學得       
言 21 老師常鼓勵我努力學習自然科，我自然科會學得       
言 22 同學常鼓勵我努力學習自然科，我自然科會學得       

言 25 我如果可以接受老師說的：「每個人都要努力學自然

科」，我自然科會學得       

言 24 我如果可以接受科學家說的：「自然科對人類很重

要」，我自然科會學得       

言 23 我如果常自我提醒要努力學習自然，我自然科會學得       
替

代

經

驗 

替 13 跟同學一起合作學習，我自然科會學得       
替 15 如果跟其他同學一樣努力，我自然科會學得       
替 12 班上同學都學得好自然科，我自然科會學得       
替 14 只要跟老師一樣努力，我自然科會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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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野外探究學習心得之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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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野外探究課程教材(一)-原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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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探究之旅』行程與課程表 
 

活動行程表 

 

104 年 5 月

23 日(星期

六) 

7:30～8:00 報到(大門口)  8:00 出發（國道 1 號接國道 10 號再接國道 3 號）  
10:00 佳冬鄉塭豐村  12:00 午餐（楓港） 13:30 小尖山 16:00 恆春西台地 17:00
關山落日 18:20 晚餐 19:00-21:30 恆春生態農場  22:00 就寢 

104 年 5 月

24 日(星期

日) 

7:30 早餐 8:00 恆春生態農場 8:30 船帆石 9:00 砂島  9:30 台灣最南點 10:20
龍蟠公園  10:50 風吹沙 11:30 出火 12:00 午餐 13:30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1600
屏東沿山公路國道 3、1 號 18:00 高雄市立志中學大門口解散。 

 

日期 時     間 課               目 任課講師 助理教師 備註 

5/23 08:00-09:30 科學研習的內涵 蘇明俊  2 

5/23 09:30-10:20 給你全世界──板塊運動 蘇明俊  1 

5/23 10:20-11:50 失落的地平線──塭豐村 蘇明俊  2 

5/23 13:30-14:20 好尖的山！ ──尖山的穩定角 蘇明俊  1 

5/23 14:20-15:10 好美的墾丁！──墾丁景點介紹 蘇明俊  1 

5/23 15:10-16:00 珊瑚礁的土地──恆春西台地 蘇明俊  1 

5/23 16:00-16:50 話說從前－恆春西台地的地質史 蘇明俊  1 

5/23 16:50-17:40 關山落日──只是近黃昏 蘇明俊  1 

5/23 19:00-21:30 認識冬季星空、 

行星的觀測與紀錄 

蘇明俊 

 

 3 

 

5/24 08:00-09:30 給你全部的墾丁──外來岩塊 蘇明俊  2 

5/24 09:30-10:20 一次看三個海──台灣最南點 蘇明俊  1 

5/24 10:20-11:10 崩落的懸崖──崩崖地形 蘇明俊  2 

5/24 11:10-12:00 沙河之死──誰殺了風吹沙？ 蘇明俊  1 

5/24 13:30-14:30 地上的火炬──出火 蘇明俊  1 

5/24 14:30-16:00 捲起來的地──偃臥褶皺 蘇明俊  2 

5/24 16:00-17:30 88 水災探究、綜合座談 蘇明俊  2 

5/24 1800 高雄市立志中學大門口解散 蘇明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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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探究之旅』目錄 
 

『墾丁野外探究之旅』簡易地圖……………………………………………封面裡 

『墾丁野外探究之旅』研習手冊目錄……………………………………………2 

『墾丁野外探究之旅』研習活動課程表…………………………………………3 

 

第一篇：環境教育篇……………………………………………… 4 

專題一：給你全世界………………………………………………… 4 

        專題二：失落的地平線……………………………………………… 7 

專題三：好尖的山！………………………………………………… 13 

專題四：礦物的晶形………………………………………………… 19 

 

第二篇：戶外科學實驗篇……………………………………… 21 

        專題一：塭豐村的地下水…………………………………………… 21 

        專題二：南台灣的椰子………………………………………………24 

 

第三篇：地質實察篇………………………………………………26 

專題一：恆春西台地…………………………………………………26 

        專題二：沙很大……………………………………………………27 

        專題三：崩落的懸崖…………………………………………………29 

        專題四：偃臥褶皺……………………………………………………30 

 

第四篇：星象觀測篇………………………………………………31 

專題一：關山落日……………………………………………………31 

專題二：夏季星空的觀測……………………………………………36 

專題三：木星的觀測…………………………………………………45 

 

第五篇：腦筋急轉彎篇……………………………………………………48 

 

封底：傾角測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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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夏季星座 

1. 夏季大三角的三顆主星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夏季大三角三顆主星所屬的星座，依序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夏季大三角中最亮的星呈現什麼顏色的星光？_____________________。 

4.主 序 帶 恆 星 的 演 化 通 常 分 為 七 類 ， 並 以 英 文 字 母 表 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其中溫

度最低的是哪一類型？_________，它的溫度大約為下列何者？□3000～3500K□

3500～4500K□4500～6000K□6000～8000K□8000～11000K□11000～25000K□

25000K以上。 

5. 比較夏季大三角的三顆亮星： 

恆星性質的項目 織女星 牛郎星 天津四 

所屬星座    

距離地球的距離    

光譜的形式    

自轉週期    

年齡    

半徑（太陽半徑）    

視星等    

質量（太陽質量）    

表面溫度    

亮星排名    

6. 牛郎星和織女星相比，誰的體積比較大？□牛郎星□織女星□一樣大。 

7. 牛郎星和織女星相比，誰距離地球比較遠？□牛郎星□織女星□一樣遠。 

8. 按照體積大小排列下列恆星的順序。□A 牛郎□B 織女□C 天津四□D 心宿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天津四的體積大約是太陽的幾倍？□2 倍□3 倍□100 倍□10000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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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牛郎星與織女星在天上相距多遠？□10° □30° □50° □90°。 

11. 牛郎星與織女星何者自轉比較快？□牛郎星 □織女星 □一樣快□恆星不會自轉。 

12. 織女星的形狀接近下列哪一種？□圓球形□橢球形□扁平形□橄欖形。 

13. 我國有句話說：「織女與牛郎在農曆的七月七日相會在一起。」 

□相會一天後立即再分開  □不可能相會再一起  □會比較靠近些而已  □

二顆星根本不會移動。 

14. 阿波羅神的兒子是誰？________________，他被譽為「音樂的鼻祖」，他的七弦琴

被宙斯放到天上成為哪一個星座？________________。 

15. 心宿二(大火)發出紅色光芒，它在恆星演化過程中代表什麼意義？□嬰兒階段  □

年輕階段  □中年階段  □老年階段。 

16. 人馬座有兩個著名的星雲：三裂星雲(M20)、潟湖星雲(M8)，為什麼發出紅色光芒？ 

因為它們正處於恆星演化的 □嬰兒階段 □年輕階段 □中年階段 □老年階段。 

17. 從天象來看，天蠍座位於南方天空時，在上方「踩」它的是哪個星座？_______ 

18. 接上題，而「踩」著天蠍座的這個星座西下之時，又被邱比特派來的那個星座從上

方攻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位於天琴座的行星狀星雲(M57)，已經在66000年前爆炸並且向外擴散，以每秒19

公里的速度向外擴張， 

（1）自從爆炸以來，總共向外擴張_____________________公里。 

（2）光線在每「一光年」會傳達多少公里？__________________公里。 

（3）M57星雲的半徑大約有□4.2光年□300000公里□66000光年□19光年□40天文

單位。 

20. 請在下圖中描繪與標示： 

（1） 描繪天琴座、天鷹座、天鵝座的星座圖案。 

（2） 用虛線連結「夏季大三角」的三角形。 

（3）用「×」標示M57甜甜圈星雲的位置。 

（4）標示星圖的東方（E）和西方（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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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野外探究課程教材(二)-花東教材 
 

臺南市新營國小 104 年寒假『花東科學探究』活動行程表 
 

1 月 20 日

(星期日) 
7:30～7:45 博愛國小報到 7:45 開幕式 8:00 出發經國道、省道 9:30 塭豐村

（失落的地平線） 12:00 午餐  13:30 尖山  14:50 龍鑾潭 15:30 關山高位

珊瑚礁16:30關山蓮莊（觀落日） 18:00晚餐  19:00冬季星空的觀測  21:30
就寢 

1 月 21 日

(星期一) 
7:30 早餐 8:00 台灣最南點 9:10 龍蟠公園  9:35 風吹沙 10:30 出火 

11:00 經南迴到台東 12:30 午餐 14:30 大波國小、大波池  15:00 池上牧野

渡假村  18:00 晚餐 19:00 星象觀測 22:00 就寢 
1 月 22 日

(星期二) 
7:30 出發 8:30 舞鶴 9:30 秀姑巒溪 11:30 石梯坪 12:30 長虹橋午餐 13:30
八仙洞、三仙台、東河橋、金樽、水上流 18:30 台東(或知本)晚餐 19:00
星象觀測 22:00 就寢 

1 月 23 日

(星期三) 
7:30出發 9:30 小野柳  12:00午餐  13:00史前公園14:30南迴公路 18:00
博愛國小解散 

課程表 
日期 時       間 課               目 任課講師 助理教師 
1/20 09:30～11:30 失落的地平線 (地層下陷探討)   

 13:30～14:30 好尖的山 (斜坡穩定角探討)   

 15:00～16:30 傳說中的雙龍搶珠、關山高位珊瑚礁 
(墾丁地質史)   

 16:30～17:30 日落關山 (地球的運動)   
 19:00～21:00 冬季星空 (認識冬季星座)   

1/21 08:00～09:00 台灣最南點 (海岸林)   
 09:10～09:30 龍蟠公園 (滲穴與崩崖地形)   
 09:35～10:00 是誰謀殺了風吹砂 (落山風與沙河)   
 10:30～10:50 出火 (天然氣)   
 15:00～17:00 池上自行車之旅 (板塊運動與池上斷層)   
 19:30～21:00 日晷製作與冬季星空 (行星觀測)   

1/22 08:30～09:00 舞鶴的太陽 (日晷)   
 09:30～09:50 秀姑巒溪與古花蓮溪爭霸戰 (河川襲奪)   
 11:00～11:50 石梯坪 (海蝕作用)   
 13:00～13:45 八仙洞 (海進海退與海蝕作用)   
 14:15～15:00 三仙台 (海浪的繞射)   
 15:30～16:00 東河橋 (化石石灰岩)   
 16:00～16:15 金樽 (陸連島)   
 16:30～17:00 水往上流 (真相探討)   
 20:00～21:00 冬季星空 (星雲、星團與星系觀測)   

1/23 08:30～10:00 小野柳 (沈積構造)   
 10:30～12:00 史前公園 (卑南先民考古)   
 13:00～14:00 史前公園展覽館 (另收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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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六角形亮星物理性質比較表 

 畢宿五 參宿四 天狼星 

星座 金牛座 獵戶座 大犬座 

赤經 04h 35m 55.2s 05h 55m 10.3s 06h 45m 08.92s 

赤緯 +16° 30’ 33” +07° 24’ 25.43” -16° 42’58.02” 

視星等 +0.87/13.50 0.58 -1.47 

絕對星等 -0.63/11.98 -5.14 +1.42 

光譜型式 K5+Ⅲ/dM2V M2Ⅰab（紅超巨星） AⅠVa/dA2 

表面溫度 4000K 3500K 9940/25200K 

年齡 ? 1.0×107y 2-3 ×108y 

距離 65.1 ly 600 ly（200 秒差距） 8.6 ly（2.6 秒差距） 

質量 1 /0.15 M⊙ 20 M⊙ 2.02 /0.978 M⊙ 

半徑 40-52 /0.36 R⊙ 950-1000 R⊙ 1.711 /0.0084 R⊙ 

自轉週期 ？ 17y (14.6km/s) 16km/s 

 紅巨星：大角、

北河三、畢宿五 

超紅巨星：參宿四、心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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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野外探究課程教材(三)-墾丁教材版本二 

附錄僅收錄教材封面、課程目錄與行程表，詳見電子檔案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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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野外探究課程教材(三)-墾丁教材版本二 
附錄僅收錄教材封面、課程目錄與行程表，詳見電子檔案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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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 2015 年暑期女學生墾丁天文科學探究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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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高雄市立五福國中暑期女科學家培育營 

參加人員名冊 

編號 姓名 性別 組別 
房號 

桌次 編號 姓名 性別 組別 房號 桌次 

1 
吳○芸 

女 1 
102 

1 21 
邱○瑋 

女 6 212 3 

2 
葉○蓁 

女 1 
102 

1 22 
林○倫 

女 6 212 3 

3 
盧○蕎 

女 1 
102 

1 23 
曾○瑄 

女 6 212 3 

4 
鄭○瑜 

女 1 
102 

1 24 
林○怡 

女 6 212 3 

5 
翁○葳 

女 2 
103 

1 25 
古○璇 

女 7 208 4 

6 
吳○菲 

女 2 
103 

1 26 
杜○穎 

女 7 208 3 

7 
吳○郁 

女 2 
103 

1 27 
顏○姍 

女 7 208 3 

8 
施○琪 

女 2 
103 

1 28 
陳○睿 

女 7 208 4 

9 
劉○臻 

女 3 
105 

1 29 
鄭○婷 

女 8 105 3 

10 
柯○孜 

女 3 
105 

1 30 
鄭○倫 

女 8 105 3 

11 
劉○宇 

女 3 
105 

2 31 
劉○惠 

女 8 105 3 

12 
劉○君 

女 3 
105 

2 32 
劉○蓁 

女 8 105 3 

13 
徐○筑 

女 4 
210 

2 33 
劉○瑜 

女 9 206 4 

14 
王○之 

女 4 
210 

2 34 
謝○庭 

女 9 206 4 

15 
周○蓁 

女 4 
210 

2 35 
洪○甯 

女 9 206 4 

16 
蘇○瑄 女 4 

210 
2 36 

張○荏 女 9 206 4 

17 
王○蓁 女 5 

211 
2 37 

謝○名 女 教師 101 4 

18 
林○真 女 5 211 2 38 

陳○玲 女 教師 101 4 

19 
陳○瑜 

女 5 211 2 39 陳○慶 男 校長 202 4 

20 
薛○穎 女 5 211 2 40 林○峰 男 教師 2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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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計畫行事曆 
時間 執行項目 
2015/01/07 科工館計畫內部會議 
2015/01/15 高雄市龍華國小科學探究講座 
2015/01/19 五福國小科學探究講座 
2015/01/20 五福國小科學探究講座 
2015/01/20 左營國小科學探究講座 
2015/01/22 河濱國小科學探究講座 
2015/01/23 河濱國小科學探究講座 
2015/01/26 科工館 meeting(組內) 
2015/01/28 三民國中資優班演講-冬季星座  
2015/01/29 樹德大學高中研習冬季星座 
2015/02/02-04 左營國小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2015/02/06 立志中學演講-太陽系探祕 
2015/02/14-16 新營國小-花東之旅畢業旅行 
2015/02/24 七賢國中-尖山埤觀察 
2015/03/16 計畫小組會議 
2015/03/27 立志中學-專題演講 
2015/04/04 科工館戶外演講-月食展 
2015/04/18 內政部營建署都會公園環境講座 
2015/04/19 計畫組內墾丁探勘 
2015/05/23-24 立志中學野外探究科學活動(共二梯隊) 
2015/05/30 復華中學演講-天文 
2015/06/13-14 左營國小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2015/06/14-15 三民國中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2015/06/24-25 高雄市龍華國小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2015/06/26 立志中學演講 
2015/06/28-29 台南民德國中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2015/07/03 立志中學演講 
2015/07/07-08 高雄市五福國中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2015/07/20-21 科工館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2015/07/21 中芸國中研習-品德與天文 
2015/07/28 大鵬灣解說志工-國土保育 
2015/08/01-02 科工館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2015/08/17 科館館組內小型研討會 
2015/09/12-13 五福國中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2015/09/20 森林管理處環境演講-國土保育 
2015/10-17-18 立志中學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2015/10/24-25 新興國小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2015/11/07 中山大學全組團體發表 
2015/11/14 復華中學演講-觀星講座 
2015/12/05-06 樹德大學-環境教育-小琉球戶外觀察 
2016/01/01-02 台南市新營國小墾丁野外科學探究活動 
2016/01/31 高市立志中學新生寒假研習營（講題：愛護我們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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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活動紀錄照片（部分代表性照片） 
 

 
龍華國小講座 2015/01/15 五福國小講座 2015/01/19 

  

五福國小講座 2015/01/20 左營國小講座 2015/01/20 

 
 

河濱國小講座 2015/01/22 河濱國小講座 2015/01/23 

  
左營國小野外科學探究 2015/02/02 新營國小野外科學探究 2015/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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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營國小野外科學探究 2015/06/13 龍華國小野外探究 2015/06/24 

  
三民國中野外探究 2015/06/15 民德國中野外探究 2015/06/28 

 

 
科工館野外科學探究 2015/07/20 科工館野外科學探究 2015/08/01 

  
立志中學野外科學探究 2016/10/17 左營國小野外科學探究 2016/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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