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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實施於南投縣某國小舉辦三天兩夜的夏令營，教學對象為來自都市

地區的國小三到六年級學生，共 68 名。營隊課程是以博物館資源所設計的「生

物多樣性」議題為主軸，將日常生活的環境議題融入活動之中，營造出符合學

習需求的教學情境。課程包含日間的戶外自然觀察與體驗課程，以及夜間的室

內課程活動。活動由學生的先前經驗為出發，依此設計具挑戰性的問題，以議

題讓學生在小組中進行討論擴展學習成效。結果發現：融入個人生活的環境議

題與田野經驗，可建構出合宜的學習情境，學生能主動連結以往的生活經驗，

並與同儕討論如何解決問題，藉由分享彼此經驗，研擬出合適的行動策略，因

而引發情境興趣。學生互動能使整體學習情境更多樣化，並能提供機會給學生

運用所學知識。學生對特定環境議題呈現高度的情境興趣，並對環境採取更為

友善的態度，進而有機會發展持續關懷環境的個人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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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我國目前面臨十二年國教的推行，強調以議題的方式進行跨領域的教學，

但是現行的學校教育並未在環境議題的教學上，提供學生豐富的自然經驗，培

養學生對自然環境的親近感。強調以環境議題為主的課程是非常重要的，如曾

鈺琪與王順美(2013)指出自然經驗對環境興趣、環境態度與行動的養成有很大

的影響。因此本營隊透過與科學工藝博物館的合作，讓學生在學校以外的環境

進行學習，在非制式的場域中提供符合學生需求的自然經驗，以自然經驗所構

築的學習環境，是引發學生學習興趣的重要情境因素。以此方式所設計的教學

活動，除考慮到制式課程所強調的學科標準外，並融入自然的環境因素，如此

不僅可彌補制式教學的不足，同時也可以培養學生探索日常生活現象的情境興

趣。藉由田野體驗也能提供學生第一手的經驗及訊息，可運用戶外營隊教學做

為輔助課室教學的方式 (Alagona & Simon, 2010; Emmons, 1997; Eshach, 2007; 

Hofstein & Rosenfeld, 1996; Tran & Ralston, 2006)。如此的教學方式可達成如

Palmer、Dixon 與 Archer (2017)所指出當情境興趣提升，學生針對特定主題與學

習活動，會增加注意力的投入與參與的強度，並可彌補制式教育因為大部分的

教學，侷限於課室或校園所造成的諸多限制。當情境興趣引發出個人興趣後，

學習者會花更多的時間去從事、討論並關注這些議題，因此情境興趣和學生持

續學習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除了提供自然的田野經驗外，在營隊課程設計方面，融入特定的學科主題，

以地方性議題為主要的室內學習內容，讓學生在田野中體驗學習所獲得真實經

驗，使其在解決問題時，能應用所學習到的知識與技能，在過程中發展出屬於

個人的知識體系。結合認知的和經驗的學習，藉此提升學生對環境的敏感度與

豐富其學習感知，引發在學習上的情境興趣，並發展出穩定的個人興趣 (Dohn, 

2011; Hidi & Renninger, 2006)。此外希望學生在參與營隊活動後，能持續關注地

方性環境議題，培養出與在地環境的連結與守護感(林嘉男、許毅璿，2007；許

世璋、黃怡華，2017；Sobel, 2004)。本次營隊活動的內容以學科知識為本，融



以環境議題為主的暑期營隊活動對國小學童情境興趣表現之探究 

41 

入生活常見的環境議題，採以親身體驗和動手作的方式進行，透過解決問題的

歷程，引發學生的情境興趣，並兼顧學生的認知發展。達成如同 Chawla (1998)

所指出環境教育的主要目的，在讓學生情意上能主動關心環境，並採取合適的

行為，且幫助學生在認知上達成新舊經驗的連結與調適。 

本營隊課程規劃，是透過大學的研究團隊與博物館的實務教育者(志工)進

行經驗交流，包含教學前討論、教學試教與反思、教學後的修正等歷程。研究

以質性方式進行，希望瞭解藉由環境議題的融入，讓學生與大自然的實地接觸，

並以室內課程進行經驗的重組，瞭解以生活議題為主軸所組織的活動，學生所

呈現的情境興趣，供未來舉辦類似營隊活動時，在課程與教學的規劃參考。 

貳、 文獻探討 

一、營隊教學 

許毅璿、盧居煒、李芝瑩、黃昱翔與江玉玲(2012)曾提出「教室外的學習」

學習特色，是利用學校以外的環境進行學習，藉由真實的自然情境，提供學生

具挑戰性的任務與探究的經驗，在真實環境中學習和體驗，引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非制式學習通常被定義為非結構化、自願的及非連續性的，由學習者自我

選擇學習單元(Eshach, 2007)，但此種學習方式在以往常被誤解為只是單純的體

驗式活動，對學生的認知學習並無直接的影響，其主要的原因在於與制式課程

相較之下缺乏組織性。如何利用現有機構、組織和設施的現有資源融入營隊教

學，則是營隊的教學者應有的能力。如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9)及Ramey-

Gassert、Walberg III 與 Walberg (1994)指出，利用博物館的資源來進行活動的設

計，一方面可透過有計畫的方案讓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學校課程相結合，另一方

面又能將學習延伸至日常生活和未來學習，活動必須與學生先前的經驗結合方

能符合學習需求。除此之外，Alagona 與 Simon (2010)指出以營隊方式進行環境

教育，可促進出人與人的互動關係外，並發展出人文素養，因此營隊是提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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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建構與應用科學知識，以及培養環境素養的重要途徑之一。 

林明瑞與王聖賢(2006)、曾啟銘與汪靜明(2015, 2016)和許世璋與黃怡華

(2017)研究成果顯示，戶外課程能有效提升學生對環境的情意部分，其課程設計

大多為一日型課程，對於如何透過自然環境有效提升學生的理解並培養興趣則

較少論述。因此本營隊以三天兩夜的課程包含白天的戶外體驗和夜間的室內教

學，學生透過對白天自然觀察後所獲得的環境經驗，在夜間室內課程以支持性

的小組進行合作學習，學生在問題解決的歷程中獲得在情意與認知的成就感。

如此符合 Cox-Petersen 與 Pfaffinger (1998)和 Prather (1989)指出在田野中親身接

觸自然的經驗以及探究式學習，如此學生對科學抱持正面的態度與自主的學習。

透過妥善規劃、設計與執行教學活動，可滿足學生在求知上的好奇心，讓學習

者建構出屬於自己的知識體系。 

在自然環境中進行營隊教學，除能讓學生關懷大自然，也能引發他們保護

環境的行為 (Collado, Staats, & Corraliza, 2013)，而 Sturm 與 Bogner (2010)認

為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對學習的價值觀，在自然環境中是可被喚醒的。本研究利

用自然環境的觀察經驗，作為學生理解自然現象的真實例證，讓學生能瞭解知

識是產生於自然，並可運用來詮釋現象與解決問題，而這就是學習科學的價值。

如 Dohn (2011)所指出博物館的資源與人力，可做為研發教材與教學試教的課程

發展中心，在田野教學時能更瞭解學生的學習需求，達到如林琦峰與張俊彥

(2013)指出，營隊教學是在真實情境中引導學習，整體的氛圍是輕鬆、無壓力的

狀態如此可有效的提升學習興趣，而這所指的即是情境興趣能提昇學習成效。 

二、學習興趣 

Schraw 與 Lehman (2001)認為學習興趣主要分為文本興趣、情境興趣和個

人興趣。情境興趣是受到環境影響而觸發的情意反應，但持續的時間可能不會

持久(Hidi, 1990)；個人興趣是指一個人的傾向以及心理的狀態在特定內容時相

對持久(Renninger, 2000)。但如鄭瑞洲、洪振方與黃台珠(2011)指出，若能讓學

習興趣低落的學生經歷合適的學習環境與活動，就能建立起學生對學習科學的



以環境議題為主的暑期營隊活動對國小學童情境興趣表現之探究 

43 

信心，所以情境興趣是發展個人興趣的重要元素；而當學習興趣變高時，就會

以精熟學習為目標導向(Hidi, 2001; Schiefele, 1991)。Knogler、Harackiewicz、

Gegenfurtner 與 Lewalter (2015)指出興趣是同時受到內在個人因素與外在因素

的影響，內在個人因素所指的是受到特定學科、事件、想法的影響，而外在因

素所指的是受到特定情境的影響，因此學習興趣的發展，是心理因素與環境因

素共同作用而來，興趣的展現是具跨情境的一致性。Schraw 與 Lehman (2001)

指出文本興趣是提供運用結構良好的文本，要使用大多數學生都熟悉的文本，

但又不能太熟悉，如此才能延續學生探究的好奇心；情境興趣是同時受到先前

經驗與特定事物的共同作用的影響。Rennie 與 Johnston (2004)指出學習興趣是

受到環境的影響，包含(1)個人受到情境影響的因素，如學習動機、自我期許、

先前的知識、興趣、信念與自我調整學習策略；(2)受到社會文化影響的情境因

素有小組合作學習與經由他人協助發展自我調整策略；(3)物質的情境因素方面

則須連結整體課程和活動的組織結構與發展方向，在設計課程時應加強與戶外

的經驗、地點、工具和事件的連結。 

針對興趣的發展如 Hidi 與 Renninger (2006)所提出有四階段的模型，伴隨

知識形式與認知過程，也就是興趣的發展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其中第一階段為

觸發情境興趣；第二階段為維持情境興趣；第三階段為喚起個人興趣；第四階

段為發展個人興趣。此四階段之間是彼此關連的，由最初觸發情境興趣後透過

與環境不斷互動，發展至個人興趣的過程(鄭瑞洲等，2011)。本研究所進行的是

營隊活動，其實施的時間較短，如 Schraw 與 Lehman (2001)認為，情境興趣是

受到環境影響而觸發的情意反應，而個人興趣則是需要長時間培養，因此在本

營隊教學中，著重於探討情境興趣的表現。 

營隊在學習任務的營造上，依 Hidi 與 Renninger (2006)所提，在情境興趣

方面，要短時間內在情境中改變個人的情意及認知，可結合與外在物理環境或

情感經驗來引起興趣。其中在觸發情境興趣階段中，提升個人投入相關任務活

動的程度，其方式是有下列四點：(1)由不同學習環境來觸發，(2)藉由外在支持

來引發興趣，(3)需要學習環境的支持，和(4)學習內容的引導。而在維持情境興

趣階段，為觸發後能繼續維持及保持較高的專注力，可與環境產生有意義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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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後培養深層的理解；因此在維持情境興趣上必須要注意下列幾點：(1)透過有

意義的任務有效維持情境興趣，(2)需要合適的外在支持，(3)提供個人能親自參

與有意義活動的機會，和(4)以有趣的內容與活動來加以維持。 

除了學習環境的營造外，營隊的教學著重於探究學習的理念，藉由探究的

過程學習者會有成就感並勇於嘗試新的事物，在心理層面也會覺得學習是自主

的，同時也會肯定自己的能力。此外，在學習氣氛上重視情意與認知的部分，

在情意成分是指積極參與的情緒，而認知成分則是指感知和活動，是與學習內

容及學習目標息息相關的(Hidi & Renninger, 2006)。但如 Rotgans 與 Schmidt 

(2014)所提情境興趣即使被觸發，也不會永遠維持高的水準，實際上卻是隨著知

識不斷的成熟而降低。相反，當學生認知到自己缺乏相關的知識，反而會引發

學習興趣，此時便顯現積極的學習態度，因此教學僅提供學生基礎知識遠比提

供充分訊息來得重要。這也是本研究在探討營造情境的重要考慮因素，因此同

時考慮的有：如何因應學生的需求來引導學習，以及重視學習情境的營造而非

單純學科知識的提供。 

鄭瑞洲等(2011)指出情境興趣是較為短暫且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的，可

在短時間改變內在的心理狀態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Palmer、 Dixon 與 Archer 

(2017)指出，情境興趣在特定脈絡下會呈現出許多面向，可經由課程的設計促進

在認知方面的發展。本研究希望藉由實際的田野經驗，做為營造情境的素材，

並由議題討論與問題解決，讓學生經驗知識的形成歷程，熟悉科學的過程技能，

藉此建構出個人知識，同時瞭解到所習得的知識是有意義的，是可在生活中加

以應用的，最後發展出持續關懷環境議題與探究知識的個人興趣。 

三、課程設計理念 

如 Hofstein 與 Rosenfeld (1996)、Orion (1994)和 Orion 與 Hofstein (1994)指

出在以自然經驗為主的校外課程，必須將活動加以結構化，並統整相關的學科

知識，使學生經歷知識的形成歷程與發展探究技能，並能應用所學習到的知識

與技能，如此可培養個人的好奇心與學習興趣。並如 Emmons (1997)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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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野外的營隊活動能夠提升學生對環境的覺知，以及對環境有更多的關懷，

能對相關的人、事、物具有同理心，對特定學習目標抱持更正向的態度。短期

的營隊教學在真實的情境中進行活動，讓學生獲得第一手的經驗與資料。以往

的環境教育的相關活動，雖然強調提供學生直接的經驗，但是卻無法針對教案

進行先導研究，因此課程是否能夠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是值得探討的，所以本

營隊的課程歷經了試教與反覆修正的過程，希望能夠有效的讓學生在情意與認

知方面有所成長。 

除了重視學習情境的營造外，如 Hofstein 與 Rosenfeld (1996)指出設計非

制式課程需要符合學科的課程標準、具開放和結構化的活動、自願性的學習、

對學習成效的評量、對課程的評鑑、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和增加社會性的互動

等因素。進行課程設計時，需注意下列幾個要項：(1)活動是以小組合作共同完

成，增加學生在社會方面的互動；(2)設計學習手冊和活動單，提供學生討論的

議題和記錄討論結果；(3)提供實際的活動，讓學生能夠融合知識、情感與創造

力形成問題解決的策略。因此，活動是以環境議題做為課程主軸加以組織，並

以學科知識做為設計的基礎。此外 Eshach (2007)提出為了連結學校內外的學習，

必須重視下列幾點原則，包括有：(1)提供新的學習經驗，(2)與課程經驗連結，

(3)提供能幫學生回憶先前學習經驗的機會，(4)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5)改變

既有的教學型態和流程。因此教學和學習必須在真實環境中加以轉化，也就是

在學習歷程中，讓學生同時進行社會化，所以知識形成的歷程上必須強調社會

建構與社會互動，方能提供學生良好的學習經驗。 

本研究為跨越制式與非制式課程的界線，課程規劃的設計理念是以「重理

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Wiggins & McTighe／賴麗珍

譯，2008)為主，此課程設計理論是由 Wiggins 與 McTighe 所提出，在設計課程

時以逆向設計 (backward design)思維來思考。所謂的逆向設計是在規劃時首先

考量的是整體課程所期望達到的成果，然後依學生認知發展層次選擇合適的學

科標準和教學目標做為設計依據，並考慮到學習內容與評量標準。 

課程設計時依下列三個階段進行考量：階段一、「確認期望的學習結果」:

主要在課程規劃時，必須要瞭解什麼是這個學習階段的學生所應該知道及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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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做到的？有哪些內容是值得加深理解的？為了達到階段一的思考，首先分析

國家課程標準中的學習內容和教學目標，並事前規劃進行教學場地的勘驗，瞭

解如何形成合適的學習材料，為了達到將學校既有的課程標準與田野現場的實

際狀況加以融合的目的，須藉由博物館實務工作者提供專業意見，規劃出合宜

的活動內容。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學習結果」：在此階段要學生達到的

學習成果為何？哪些資料能證明學習結果的證據？而這個階段所要考量的是，

戶外課程與學校課程所要達到的學習成效是有所差異的，不能只著重於學科知

識的學習，而是要強調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社會互動的技巧，因此要以多元評量

方式來瞭解學習成效是否達到可接受的水準。階段三、「設計學習情境與教學

活動」：教師確立可接受的學習成果後，思考適合學生的活動內容，並考慮學

生需要的知識及技能，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哪些教材與資源能有效幫助學

生達成目標？各階段皆需要教師瞭解如何進行評量與確認學習結果。由於學習

情境的建立因為包含了外在的物理環境和內在心理狀態的相關因素，無法僅靠

臨場反應來達成，而必須事先規劃，如哪些地方性議題適合這個認知階段與學

生的生活背景相關，以及戶外的田野經驗如何融入教學，以引導學生學習。 

為了在營隊課程發展融入行動研究的精神，活動首先透過對國中小學生試

教，再由科學教育、環境教育和課程設計等專家學者對整體教學提出建議。研

究團隊在反思後對模組進行修正，其目的是希望學生參與活動時，可學習到相

關學科領域的知識，並將所學得的知識運用到生活中。如鐘敏綺與張世忠(2002)

提到編寫教材時應與學生的生活有相關，因為解決問題的知識是跨領域與跨學

科的統整形式，如此可提升學生對周遭環境的關注。營隊活動的主軸是以「生

物多樣性」為主題，內容包含了科學概念與環境概念，除可以體驗科學知識的

探究與形成歷程外，在實作中讓學生透過實際經驗進行觀察及反思，實作任務

是以解決具有挑戰性和可能性的問題為主，讓學生發展出符合真實情境中的表

現，由解決問題的過程，增強學生的能力與社會關係，培養對環境的覺知及展

現正向的親環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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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課程參與人員 

研發課程的參與人員，有大學研究團隊的研究生五名與指導教授，在科學

工藝博物館方面則有科學教育組的助理研究員一名與館內具實務工作經驗志工

三名，而科學工藝博物館人員則參與營隊的戶外課程，並由上述人員針對營隊

規劃共同決定課程主題。在確定主題內容後進行試教，課程試教主要是由一位

男性研究生進行，該名研究生畢業於森林系，在就讀研究所期間修習國小教育

學程，以往並未有實際教學經驗，只有擔任營隊工作人員的經歷，教學經驗並

不精熟。為了確保研究成效與培養該研究生具備環境教育的教學專業，在大學

研究團隊每兩個禮拜舉行的研究會議中，進行多次的課程內容與教學策略的探

討，並將相關設計成品(如教案與學習單等)提出與科學工藝博物館人員討論，並

基於實務經驗提出建議。針對教學的回饋，除課室觀察外，對無法參與的人員

則提供教學錄影帶，請其針對試教內容提出建議，由教學者進行反思及修改。

而在營隊進行期間，總共有六位來自不同大專院校的學生，以小隊隊輔身份參

與研究。 

二、活動設計 

活動以小組合作方式進行，在過程中講師給予學生適當的提示，鼓勵學生

進行思考及發問，並與生活經驗做連結及進行探索。另外在時間編排上，規劃

三天兩夜的課程，分為晚間的室內課程和白天的室外課程，室外課程主要是周

遭社區環境導覽與動植物的介紹，室內課程是讓學生能夠總結，利用這些經驗

來解決問題，並形成自己的概念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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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室外課程 

白天的戶外課程，主要是由具環境教育經驗的館內志工，進行野外環境的

體驗活動，其教學主要針對夏令營所在國小的周遭環境進行導覽。其內容是針

對動植物進行介紹，介紹內容包含種類名稱、生物特徵及在生態系中的棲位，

讓學生近距離觀察這些動植物的活動與分佈，這些經驗可做為室內課程的後續

討論基礎。 

2. 室內課程 

夜間的室內課程是幫助學生將日間的經驗，加以結構化建構出屬於自己的

知識。課程設計的學科內容參照教育部(2005)的《九年一貫課程標準》進行學習

概念的分析，並選擇以教育部(2012)所提出的「環境教育重大議題」來設計。在

認知層次，挑選符合國小五到六年級(第三階段)的學科標準，在「認識動、植物

的生態」，挑選編號 2-3-2-1(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具功能。照

光、溫度、溼度、土壤影響植物的生活，不同棲息地適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

同。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及 2-3-2-2(觀察動物形態及運動方式之特殊

性及共通性。觀察動物如何保持體溫、覓食、生殖、傳遞訊息、從事社會性的

行為及在棲息地調適生活等動物生態等兩個概念)，與國中一到三年級(第四階

段)的學科標準，在「認識動、植物的生理」，挑選編號 2-4-2-1(探討植物各部

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

機體)及 2-4-2-2(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生殖、遺傳與基因，瞭解生命體的

共同性及生物的多樣性)等兩個概念，為所設計課程的學科概念。議題是以「環

境教育重大議題」所構成，在「環境概念知識」上挑選編號 2-2-1(瞭解生活周遭

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2-2-2(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問題

形成的原因，並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及 2-3-1(瞭解基本的生態原則，以及人類

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係)等，在「環境價值與態度」上，編號 3-1-1(能經由親近

生物而懂得愛護與尊重生命，並瞭解生態保育的重要性)、3-1-2(能具有好奇心，

體認人類在生態中的角色，以及自然環境與人的相互關係)及 3-4-3(關懷未來世

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等，在「環境行動經驗」上，以編號 5-4-3(能與同儕組成

團隊，採民主自治程序，進行環境規劃以解決環境問題)、5-4-4(具有提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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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採取行動，進而解決環境問題的經驗)等，此外選擇「生物多樣性」為課

程主軸，做為環境問題與永續發展的議題呈現。 

室內課程則分為下列幾個單元：(1)單元一、生物多樣性系列-生態守護者，

60 分鐘；(2)單元二、編織食物網-能量金字塔，45 分鐘；(3)單元三、環境議題

討論，45 分鐘；(4)活動四、生態大富翁，120 分鐘。各活動主要內容敘述如下。 

「生物多樣性簡介」單元：補充必備的基礎知識和喚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藉由影片及圖片的引導學生欣賞生態之美，以不同的角度欣賞自然環境。教學

方式以提問的方式，讓學生思考自己居住地的生態環境，透過小組的討論讓學

生舉例說明在生活中可發現哪些生物。單元的學科內容方面是簡介生物多樣性

的三個意義層面，包括環境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基因多樣性，以生態中心主

義為核心思想，帶領學生了解生命的形式與關聯，以及多樣性對穩定生態功能

的重要性。 

「編織食物網」單元：學科內容主要著重於「能量循流」的概念，讓學生

理解生物間能量傳遞的關係，生產者與消費者形成的食物網關係的概念，以及

具有階層的概念。藉由編織食物網的任務，讓各小組選擇不同的生態環境，完

成該生態系的食物網，最後由各組報告是如何完成食物網？以及生態系中食物

網的特色？關鍵性物種為何？以及哪些生物消失後對生態系穩定的影響最大？

從而歸納出各種生物都扮演不可或缺的生態地位。而「能量金字塔」是在了解

食物網的概念之後，讓學生能夠理解能量在傳遞的過程中是有所消耗的，所以

在進行能量傳遞時，只有少部分的能量被傳遞而大部分是散失、浪費的，藉此

引出「蔬食」、「在地食材」及「食物多樣性」的永續發展概念。 

「環境議題討論」單元：主要讓學生知道為什麼要關心生物多樣性。讓學

生瞭解人也是生物之一，因此要發展的是「調適」及「適應」的兩種策略，並

簡介目前生態環境受到那些人為的影響。藉由影片和圖片讓學生了解棲息地破

壞、環境汙染、資源過度利用及外來種入侵等危機，接著讓各小組選擇要討論

的環境議題，然後說明人為因素對生態系統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如何解決環境問

題，並讓學生瞭解到目前是以調適生活與適應環境為生存策略，最後由各小組

上台報告討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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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大富翁」單元：以桌上遊戲結合食物網、能量循流、生態保育及永

續發展等科學與環境概念，讓學生解決隨機所面臨的問題，且能夠維持生態的

穩定性，然後找出影響的原因，並提出解決或緩和環境問題的行動。室內課程

的主要目標，是希望學生結合白天的田野經驗，了解生物的相互關係，理解某

種生物消失時對食物網或生態系統的影響，藉此讓學生與生活經驗做連結；接

著再導入環境議題讓小組進行討論，使其瞭解必須以系統性的思維來解決問題，

以整體性觀點來考量議題所包含的複雜關係及所造成的影響。 

教學情境的設立是將議題在地化，以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去設法解決所

遭遇的問題。講師以引導的方式讓學生思考問題，以提問的方式連結生活經驗，

然後由小組報告解決問題的策略，最終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理解到，唯有調適

自己的生活習慣，及發展合宜的適應策略來面對變遷的環境，並改善人為活動

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達到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 

三、研究情境 

正式教學場地為南投縣鹿谷鄉某國小，學校周遭環境包括喬木、灌木、草

地等多種植物群落，以及鳥類、爬蟲類、兩棲類、昆蟲等動物族群，生物相十

分豐富，而教室的建材以木製材質為主，相對於都市所慣見的水泥化環境是有

所差別。資料的收集的來源是科工館所舉辦為期三天兩夜的暑期夏令營，總共

兩個梯次。參與者為國小三到六年級來自都市的學生，男生 37 人、女生 31 人，

共 68 名學生。每梯次分為 6 組，共計 12 組。 

四、資料收集與分析 

課程設計在試教前每兩個禮拜針對教案內容與教學策略，每兩個禮拜進行

討論，共歷時二個月共四次。爾後進行試教共三次，第一次試教是由教學者在

課室教學前先行演練。然後分別針對國中一年級與國小中高年級的學生進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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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次課室實地教學，因此兩次的試教對象為參與博物館教學的學生，必須

先行排定時間並獲得學校及教師對於課程內容的認可，共歷時二個月，在營隊

正式教學前共歷時四個月的準備工作。 

在每次試教結束後，教學者對教學意見進行反思，並回到大學研究團隊修

正課程內容。所蒐集的資料包括教學的錄影、錄音、教學建議與反思筆記。在

每次試教與營隊教學時錄影及錄音，在教學檢討時也會全程錄音。收集小組作

品、學習單與進行半結構式晤談，進行教學反思的寫作。晤談題目與專家討論

後產生，有下列幾點：(1)你喜歡上這次的課程嗎？為什麼？請舉例說明？(2)經

過這次的活動有沒有更喜歡自然課？為什麼？請舉例說明？(3)哪些因素會影

響你喜歡學習自然相關的課程？什麼情況會讓你覺得自己有認真思考？請舉例

說明？(4)在活動中遇到要挑戰的議題，你覺得困難嗎？如何解決？請舉例說明？

(5)上過課後，你最想做哪些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活動？為什麼？請舉例說明？

(6)上課的內容與活動，會不會思考在日常生活中的相關經驗？(7)小組討論時，

自己的想法與組員不同時要怎麼與組員進行溝通？請舉例？(8)所上的課程，有

沒有跟自己以前學過的知識有關的地方？有哪些？  

晤談學生是利用休息時間進行 10 到 20 分鐘，因時間不足無法全部晤談，

所以共計晤談學生 40 人。為彌補這個因時間所受到的限制，收集到兩個梯次所

有的小組學習單總共 12 份。將學生晤談的內容和錄影的資料轉錄為文字資料

後，針對資料進行編碼、歸納、分析、比較後形成主張。編碼代號說明如下：

T 代表晤談者也是實際教學者，P 代表專家，P1 為編號為 1 的專家；S 代表學

生，晤-SXX-年月日：晤談學生內容，代表編號 1號學生的晤談紀錄-S01-130801；

會議記錄，會-130801 代表於 2013 年 8 月 1 號的會議；研究者反思札記，札-

130801，代表於 2013 年 8 月 1 號的反思心得。 

資料分析則參考陳向明(2002)的分析策略，其具體步驟如下：研究者閱讀

原始資料，由內容發掘其中的相關性，將有意義的段落以及關鍵詞編碼，定義

其意義，從文字當中尋找出不同層面的意義加以連結，組合歸類形成類屬，賦

予更上一層的意義，形成研究的本土概念。資料分析依「整體─部分─整體」

不斷進行檢核，藉由反覆閱讀文本產生新的理解，分析出具有意義的結構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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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文獻，對文本加以重建，直至對整體意義有真正理解與詮釋而形成主張。 

肆、 結果與討論 

在課程中設計有實地探查的室外體驗以及於室內教學，主要目的是希望透

過戶外教學讓學生獲得自然的經驗，而在室內教學中，藉由有計畫的引導，並

透過小組討論，讓學生詮釋所觀察到的現象，以及討論出可行的方案與策略。

在不同情境的知識轉移歷程中，除能讓學生瞭解形成知識中，創造與應用層面

的能力，並藉此引發學生對學習的情境興趣。資料分析後提出下列七點發現。 

一、課程規劃必須結合學生的先前概念和生活經驗 

教學前確立課程內容的主軸是非常重要，以貼近生活的例子作為課程內容，

藉由學科標準將學習活動加以連結，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並對議題有所感受，才

不至於使教學失焦。課程的活動設計，要藉由戶外體驗經驗所形成的知識，讓

學生能應用於後續室內課程中。首先確立議題主軸並依此設計一系列主題的活

動，而活動的內容是參照現行的學科標準，評估學生學習準備的狀態，並依照

《九年一貫課程標準》的學習概念，瞭解學生所應該獲得的學習成效，規劃出

合適的學習內容。在規劃起始時，實務經驗者提出必須結合學習階段的學科標

準，將學科主題串連成具有情境架構的故事，以活動的方式呈現其統整結果。

營隊參與的學生是四到六年級學生，各屬不同的學習階段，因此在設計上必須

進行跨學習階段的考量，並重視其認知發展階段的學習特性。在教學策略上可

讓學生以繪圖的方式呈現其經驗，由學生所呈現的圖畫表現，讓教學者能對學

習成效及時反思並立即調整。議題選擇方便讓學生能擬定行動方案的內容為主，

藉此幫助學生統整其生活與學習經驗。除此之外，以議題讓學生討論，可提供

學習的彈性和空間，從中瞭解學生的思考脈絡和創造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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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對上課主軸是什麼沒有抓好﹗主軸要確立，其他的東西可以帶

過。設計完課程後如何將內容串成一個故事。 

T：說明各種影響生物多樣性的原因，說明太少，應該給學生更多的

想法，應著重於生物保育的策略和做法。 

P1：課程核心概念要訂出來，將來設計題目問卷才能真正測量到他

們真正學到的，評量不一定要用問卷，不一定要用選擇題的方式，可

以在前測的時候讓他們畫圖，例如給幾個生物讓他們畫簡單的食物

鏈，活動結束後再畫一次，連結的正確性會不會比第一次來的更高。

(會-130805) 

  

學生所討論環境議題所包含的面向多元而廣泛，與科學概念的單純因果關

係不同，如生態概念中的因果關係是相當複雜的，如果講師在教學時概念的連

結不緊密，會讓學生思考發散無法聚焦，此種混亂的情境會讓學生失去學習主

軸並模糊學習目標，降低學生的學習興趣。為使情境能引導學生的討論方向，

藉由戶外體驗的機會讓學生扮演生態學家的角色，去探索自然、建構知識。在

討論的過程中，適時運用時事或生活例子引導，可喚起學生的先備知識與經驗，

這樣的課程設計方式符合 Hamilton-Ekeke (2007)所言讓學生獲得生態知識的有

效方式，是討論重大的環境議題。營隊必須將學生帶出戶外，透過親身體驗，

獲得第一手經驗，而真實的情境成為思考推理和認知發展的鷹架，講師能減少

講述的時間，並加速學生融入於學習情境之中，應用所學習到的知識和技能，

協助其在情境間進行學習轉移解決生活上的問題，學生感知到學習是有意義時，

促進其學習的成就感。 

 

T：說明外來種對環境的影響，舉個例子，應該用其生活圈遭遇的例

子。 

P1：用一些生活中的實例，連結到他們的生活，比較有切身關係，

會比較吸引他。 

P1： 用學生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來引出課程，來引出學生的先備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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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會-130805) 

  

營隊課程與學校課程除了上課地點不同外，在活動內容上也有相當大的差

異。營隊課程除要符合各學習階段的標準，還必須與生活多一些連結，將田野

經驗與時事或生活例子，做為議題情境化素材的來源，此外運用說故事的方式

進行，能增加真實性而更能傳達理念。另外，為了要提供合乎學生程度的問題，

必須參照學科標準，才能適當的調整並增加活動彈性。所以營隊活動雖不屬於

制式課程，但仍需要遵循制式課程的學科標準，而與制式課程不同的是能提供

學生更多的自然經驗，提升更多在情意方面的學習成效。因此暑期營隊的教學

並非扮演制式課程的輔助性角色，而是與制式教育依循共同課程標準為組織的

架構，在相輔相成下方能不偏離教育的目的。 

二、營隊活動必須視學生的個別需求，以不同的教學策略

將議題融入 

營隊的活動是以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為了提昇學習的效率，必須在

有限的時間內增加討論的強度。此外，議題或問題並沒有確定的答案，必須具

有相當的開放程度，如此能增加學生參與的程度。希望學生能理解生物多樣性

對維持生態系統平衡的重要性，而這個概念所牽涉的範圍廣泛，單由講師以講

述的方式無法完整表達，但若營隊只以活動方式進行，教學活動很容易淪為遊

戲。依專家建議，講師將所有的概念說明，融入情境加以引導，以提問方式增

加活動的挑戰性。為了讓學生進行思考，因此問題鋪陳是為了依照概念發展的

先後順序進行設計，每個問題所代表的是概念的引入，而活動呈現是系統性的

概念而非單一概念，可由提問的方式刺激並引導學生思考。針對學生的回應採

取開放的態度，沒有特定的記憶性答案，從學生報告中了解其對於概念的理解

程度。針對環境概念的教學，可用討論議題的方式呈現，使學生瞭解環境知識

的複雜性。在對談的歷程中，學生理解到環境議題，所牽涉的不只是單純的科

學概念，而是包含經濟、政治和社會等複雜因素，討論過程中呈現出多元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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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學習方式正是經歷了現今社會公民的做決策的歷程，並可藉此幫助學生發

展出系統性的思維。 

 

T：和生物多樣性主題的相關性。多以議題的方式引入。 

T：花太多時間在說明學科內容。情境沒有建立。 

T：上課的內容大多上課時會上到，因此要以問題來加以引入。(會-

130814) 

 

教師利用生活情境來引導討論，讓學生呈現自己所創造的故事，如上述會

議資料顯示，在活動設計中給 30 個物種名稱，學生必須對這些生物的生活習

性、分布範圍有所瞭解，才能選擇符合選定生態系的物種，依食物網中能量流

的階層關係，找出各物種在生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學生在編寫故事時會

產生新的想法，並在連結情節時，引導學生投入下一個議題，以延伸出新的想

法。而學生所建構的故事必須涵蓋學科概念，並連結其先備知識及生活經驗，

這些活動能讓學生由不同角度進行思考，共同展現創造力。 

 

P2：遊戲不要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可以有很多種可能性。 

P2：要允許大家有不同的思路，不同可能性的存在。 

T：可以一組給 30個物種，然後可以設定主題說要什麼生態系。讓

學生說故事，說故事的同時可以表現他們的創造力，才會覺得有趣。 

P2：你的重要就是要讓他們說明為什麼是這樣子，一方面他們要去

整理，然後訓練他們的邏輯性。」(會-130911) 

 

營隊教學的重點不只是知識的傳授，重要的是學生能學習並體驗到知識形

成歷程，而這些知識除由個人所建構之外，更重要的是社會建構的層面。因此

活動的設計除了有趣之外，如何在活動中讓學生發展多元的能力，以及營造能

培養學習興趣的情境，這些是在設計課程時必須加以考量的。活動的方式可採

玩遊戲和說故事的方式進行，各個活動是環環相扣並有條理的，兼具組織性及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四卷，第一期，2018年 

56 

彈性。此外面對結論的不確定性，學生面臨更多的學習挑戰，與同儕的腦力激

盪中，增加觀點的多元，擴增思考的空間與養成思辨的能力。 

三、學生的自然經驗轉換成長久的知識體系才是重要的

學習成效 

田野體驗除讓學生擁有自然經驗之外，如 Jepson 與 Sharpley (2014)所指

出，可藉此讓學生親近環境並培養地方感，進而養成對環境更堅定且友善的環

境信念與態度。因此，在活動中由講師提供參考訊息和解決任務的線索，在真

實情境中以有組織的方式引導學生解決問題，搭出適當的鷹架幫助學習，建構

出特定情境的實務知識。除了情意部分的發展，如何將這些情意做為輔助，讓

學生更深入的學習科學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為達到此目的，在教學策略上先

由講師在室內以簡報、學習單及教具等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之後讓學生提出解

決方法。這些教學策略主要是將學科知識，以不同的表徵方式呈現，讓學生感

受到科學概念是容易理解的，可將所學習的知識應用於解決環境議題。當學生

有應用知識的機會時，會發現學習是有意義的，而且滿足其內在的成就感。除

了表徵方式的改變外，還可運用酬賞機制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因此整體學

習環境的營造，要同時重視內在的心理因素和外在的環境氛圍，以構建出幫助

學生認知發展和提升後設認知能力的學習情境。 

 

P1：針對小三到小六的學生，最好一開始就能引發他們的興趣，如

果一開始就說課程的內容，那可能就不會被你吸引住，不會吸引住之

後就會想東想西的。有幾種可以提升吸引她們上課的方式。第一：在

教材的部分多用一些照片影片減少文字，甚至可以用一些笑話或是卡

通的圖案去吸引她，這是一開始的部分。課程設計上要做出興趣的部

分，可能在第一個，教案要多媒體，互動性高一點，另外一個在教學

技巧上可能要多一點引發他興趣的策略，譬如說競賽獎品的部分就一

定要準備，因為這樣他才有動機，你給他回饋他就有動機，你要用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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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引發他動機也可以，準備獎品也是很重要的，學生會為了這個東西

而努力地去達成。(會-130805) 

 

活動中，學生與同儕討論後回答問題，但講師的問題不僅限於以口語方式，

也可運用文字的方式呈現。在活動所設計的任務中，學生隨機獲得挑戰問題，

共同討論找出解決策略。透過小組討論，讓學生舉出在日常生活中發現的生物

例子，以不同的角度欣賞自然環境，讓學生能夠與生活經驗進行連結。在小組

中經討論後，學生所提出的生物種類超出自己原本所想到的，此外並發現物種

的種類增多，慢慢整個生態系統也漸趨完善，呈現出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態環

境穩定的重要性，而這過程無法僅藉由講師一人之力即可達到完善的境界。以

下將學生自由聯想所產生的學習單(如圖 1)進行統計，了解學生對環境周遭生物

的覺知程度。表 1 為學生所填寫的答案內容，各種生物所出現的次數。 

由學生舉例生活中可以發現的生物，表 1 所呈現的生物共有六十四種，多

以家中、校園或是公園可看到的生物為主，和由其他來源所得知的生物。其中

大多是非原生種的動物，並較少聯想到植物。這些扮演生產者角色的植物，在

生態系的討論中常遭到忽略，而這正是要增加戶外活動的重要性，田野活動中

讓學生更進一步的觀察，直接體驗自然環境下生物的多樣性，而室內課程的主

要目的，是讓學生回憶並整理所觀察到的現象，瞭解思慮的缺漏之處，而這正

是學習的精緻化過程。 

 

 

圖 1 食物網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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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習單統計(生物種類與次數) 

1.魚(27) 2.狗(25) 3.鳥(24) 4.青蛙(22) 5.貓(21) 6.螞蟻(15) 

7.蚊子(15) 8.老鼠(12) 9.兔子(12) 10.人(11) 11.蚯蚓(11) 12.蟑螂(9) 

13.甲蟲(9) 14.雞(8) 15.毛毛蟲(7) 16.蜘蛛(7) 17.牛(6) 18.昆蟲(6) 

19.松鼠(6) 20.蟬(6) 21.馬陸(5) 22.蛇(5) 23.蝴蝶(5) 24.鴨子(4) 

25.烏龜(4) 26.猴子(4) 27.蒼蠅(3) 28.白鷺鷥(3) 29.蜈蚣(3) 30.蝙蝠(2) 

31.螃蟹(2) 32.豬(2) 33.壁虎(2) 34.馬(2) 35.黑冠麻鷺(2) 36.水蛭(2) 

37.蝸牛(2) 38.植物(1) 39.羊(1) 40.福壽螺(1) 41.鬼針草(1) 42.蜜蜂(1) 

43.鵝(1) 44.孑孓(1) 45.老虎(1) 46.菊花(1) 47.獨角仙(1) 48.鴿子(1) 

49.樹木(1) 50.雜草(1) 51.蒼鷹(1) 52.小花(1) 53.吳郭魚(1) 54.細菌(1) 

55.老鷹(1) 56.河馬(1) 57.蜻蜓(1) 58.金魚(1) 59.食人魚(1) 60.椿橡(1) 

61.大象(1) 62.飛蛾(1) 63.獅子(1) 64.食蟻獸(1)   

 

Tran (2007)指出教師必須依教學目標進行課程設計，藉由組織化的編排引

起學生興趣，讓學生能回憶先前所學，並能運用知識來解決問題。為達到將經

驗轉化為知識的學習成效，活動首先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透過真實動物及植

物的圖片，以及運用簡報和影片讓學習內容顯得更生動有趣，營造讓他們有貼

近議題的情境。此外學生隨機選取的問題能增加挑戰性，提升學生的參與度。

配合白天所進行的生態觀察活動，在室內課程中學生藉由小組討論將經驗加以

活化，提升學生在情意層面上的參與程度，並發展溝通互動的社交技巧。因此

組織課程的合宜方式，是運用自然環境為情境素材，採用圖片、影片、學習單

和教具呈現討論的基本素材，融合學生先前經驗，透過實作活動引起學生的學

習興趣。 

四、情境學習的重點是讓學生有落實想法的機會，在參與

中產生多元想法 

如 Eshach (2007)所指出進行非制式的活動，重要的是要培養學生的社交技

巧與加快社會化的歷程。解決問題所重視的不僅是呈現的最後結果，更強調的

是討論歷程，希望學生主動分享經驗及聆聽他人想法，透過小組討論和腦力激



以環境議題為主的暑期營隊活動對國小學童情境興趣表現之探究 

59 

盪，整理與吸收這些想法，加以記錄以完成學習單。而解決問題所需要的是跨

學科和跨領域的知識，在決策的過程中，學生融入自然經驗增加討論的豐富性，

維持對學習的熱度與興趣。以往學習單被視為無趣的靜態作業，本營隊為了讓

學生樂於完成學習單，透過共同的話題讓他們討論，這就是營造情境的重要部

分。如 Knogler 等(2015)指出，所營造出的情境若能有不同的刺激，這些刺激能

引發學習者對科學或環境的不同感知，因而引發的便是真實的情境興趣。情境

必須視學生的需求來營造，不應由教學者以自身的想法來決定，實際教學前所

預先建立的情境是暫時的劇本，真正的教學情境是講師與學生共同賦予學習，

多樣的面貌與意義，是由教學者和學生共同建構而來，這也是營造教學情境成

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由晤談資料及學習單(圖 2)顯示，學生在填寫學習單時，會由先前的經驗

作為起始點去思考問題，在討論後以有組織的方式呈現解決方案。而這與

Duerden 與 Witt (2010)所指出課室中的學習經驗，雖能幫助學生在認知方面有

所發展，但營隊的學習經驗，則更能幫助其發展對環境的正向態度。由討論歷

程，對問題與解決方案做更完善的描述，因而討論的內容更加豐富。當學生與

小組成員分享自身經驗，其討論的範疇可由學校延伸到社區，此外由圖 2 的學

習單中，學生也考慮到如何以政策面來維護生態環境，表現出跨領域的思考方

式，融合成新的知識體系。 

 

 

圖 2 小組學習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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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在上課的內容跟我們活動的任務中，你會不會思考到我們平常生

活的會發生的事情？ 

S24：平時在學校做學習單就是整組的學習單，現在大家就會思考到

生活上有什麼地方會破壞和生活上有什麼要改進。(晤-S24-0819) 

 

學生在戶外教學中，學習如何仔細觀察環境的技巧，再透過室內課程討論

讓他們了解，不同物種在生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 Millar 與 Millar (1996)指出

在教學上若融合課室教學與戶外教學，學生可體會到學習的樂趣，形成正面的

經驗並養成良好的學習行為，另如 Kollmuss 與 Agyeman (2002)所指，學生對環

境有正面的感知，能培養出對環境友善的親環境行為。 

 

T：那你會上課做這些觀察會發現很有趣，那你自己以後在生活周遭

會不會再去做樣子的行為？ 

S05：會啊，就是有時候以前沒有那麼積極的觀察，看到蟲就是啊，

沒有發現他們身上也是很有趣的。(晤-S05-0822) 

 

如蔡執仲、段曉林與靳知勤(2009)指出在學習過程中學生除面對學習壓力

之外，在人際關係的調適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讓學生共同參與學習情境的建構，

會對學習呈現正向感受，如此促進其學業成就的發展。講師透過提問引導學生

進行深層思考，在對談過程需融入社會性的因素，也就是在討論過程中，能聆

聽他人的想法，組織大家想法來活化知識，提升學生的情境興趣。 

五、建立溝通平台，學生在思考與討論時給予適當的支持

和鼓勵 

營造情境的多樣性，所指的不是活動數量的多寡，而是利用學生的互動和

經驗的交流，增加活動的豐富性。營隊課程設計出「生態大富翁」的桌上遊戲，

學生從遊戲中清楚理解到「生物多樣性」及「永續發展」的概念，遊戲有「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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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與「機會」的卡片設計，在「命運」的設計呈現的是人為或自然的衝擊對

環境影響，而「機會」的設計則是讓學生討論因應議題的解決策略。這些概念

無法僅藉由口述及閱讀的方式理解，而是必須藉由遊戲做為學習的平台，將這

些概念與經驗加以融合，幫助學生形成屬於自己的特定情境知識。為讓學生理

解這些抽象且巨觀的生態概念，教學時可基於實地經驗，藉由卡片上的問題幫

助學生擴展先前的學習。如此可讓學生更進一步思考，生活上的行為對生態造

成的影響，省思人類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喚起對環境的感知和關懷。另外遊

戲平台可作為總結學習成效之用，大部分學生都認為在遊戲中可以學習到如何

解決問題，在討論過程中感受到學習內容豐富並具有挑戰性，另外在與同儕的

互動中，創造出成長的空間，最後發展出具系統性的思維。 

在模擬生態環境的「生態大富翁」遊戲中，學生有機會思考「生物金字塔」

受到破壞的原因，感受到如何解析問題，並尋求解決方案是有趣的過程。學生

在扮演生態守護者的角色時，會提昇對任務的參與感，並瞭解自己未來所要扮

演的角色，及對環境應持有的態度。在室內課程中藉由編織食物網，讓各小組

完成隨機選擇的生態環境，完成完整的食物網。最後各小組完成後，再將所完

成的食物網，抄寫在個人的學習單上，藉此加深學習的印象。最後希望學生能

了解人為的環境破壞，其後果和影響範圍往往難以預測，甚至根本難以復原，

以及復育生態系所需要耗費的成本，遠比破壞時所獲得的利益高出許多，而這

些成果更加深化教學的目標性並確保學習成效。 

 

T：那為什麼喜歡? 

S29：還蠻刺激的啊。一個不小心就全部都垮掉了。 

T：一個不小心就全部都垮掉了，那你在這個大富翁裡面學到了什

麼？它全部垮掉代表什麼意思？  

S29：就滅絕了啊。 

T：就滅絕了！那它絕種了之後，環境會變得怎麼樣？這生態會怎麼

改變？  

S29：缺少了那樣東西，所以有可能會影響到食物鏈。(晤-S29-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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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進行時，教師除進行規則的講解外，也會提供適當的提示，但並不提

供完整的訊息，是希望藉由不充分的訊息來刺激學生思考，因為提供充分資訊，

雖然有利於學生進行個別學習，卻會降低學生溝通互動的機會。在過程中講師

引導學生進行討論，教學者應扮演的是搭鷹架的角色，主要目的是不想限制學

生的思考方向，降低學生的創造力，讓學生成為知識的主動建構者。在教學中，

講師引導學生說出專有名詞，並於後續的教學中闡釋學生所發現的現象，對整

體生態系統的影響，然後引入科學的專有名詞，學生藉由討論，熟悉名詞的科

學意涵。並如許世璋與徐家凡(2012)所言，當學生將自己融入於情境中，可獲得

更深刻的學習體驗，營隊透過任務讓學生在動手做中，去創造自己在保護生態

的工作上所扮演的角色。 

 

T：這堂課你最喜歡哪個主題？為什麼？  

S39：第三個主題，大富翁的，可以一邊玩一邊學習。 

T：那你有學習到什麼？  

S39：我們破壞環境會讓動物沒有地方住。如果我們害死了一級消費

者，那二級消費者就沒有東西吃就會絕種，沒有環境就沒有那些動

物。 

T：你從哪裡可以看到？  

S39：就沒有那些環境，生產者就沒有東西可以生產，一級消費者就

沒有東西吃，再上去也是一樣。(晤-S39-0819) 

 

另外，如 Rotgans 與 Schmidt (2014)所提活動中若提供足夠的資訊，學生

雖獲得了知識，但活動的挑戰性卻降低，也就是留給學生的探究空間變少，而

需藉由討論的歷程將學習成果內化。為維持學生的情境興趣及整體活動的完整

性，必須要提升活動的挑戰性，讓學生和同儕共同合作討論出解決方案，並完

成小組學習單上的問題，最後以小組的口頭報告方式呈現，方能維持學習熱度

與持續探索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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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營隊重視培養能與他人相互合作，對環境議題做出適

當決定的公民 

學生經歷社會互動歷程，在活動中透過溝通互動後獲得共識，形成共同的

價值觀。在活動過程中除鼓勵學生充分表達想法外，更重要的是主動聆聽別人

的想法與經驗分享，藉由參考其他人的看法，使得自己觀點更為完善，增加對

議題的瞭解程度。學生除吸取他人的經驗，做為改變自己想法的參考依據外，

學生會對各種看法做出判斷，及思考背後所隱藏的意義，而這些經驗可發展出

後設認知的能力。在形成共識的過程中，講師需要引導學生以開放而理性的態

度，說服別人採納自己的意見，而這也是培養民主素養的重要過程。 

 

T：你們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每個組員都有自己的想法，該怎麼辦

呢？ 

S42：每個人都提自己的想法再決定誰的想法比較好比較適當，那如

果我覺得別人的想法很好，我就會去改進這些問題，也會更了解這

些。(晤-S42-0822) 

 

學生在認知方面的改變，面對生態概念中所蘊含的複雜關係，教學者僅藉

由講述的方式無法提供足夠的情境幫助其理解，而是師生在討論後才能獲得理

解。如 Priest (1986)所提出要瞭解環境議題，必須由田野經驗中獲得，雖然給學

生相同的戶外經驗，但學生基於先前經驗會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由歧異中求

取共識，是相當重要的社會化歷程。 

 

T：所以你在這課程中你最喜歡的主題就是你剛剛說的食物網跟大富

翁。那你為什麼會喜歡？是互動還是玩法？還是什麼？  

S30：就大家一起玩那個遊戲，然後要去看怎麼去分生產者？要放在

哪個地方，然後去想那金字塔要怎麼才不會倒？要大家一起同心協

力。(晤-S3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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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Kanpp 與 Benton (2007)指出在教學中，要讓學生能結合生態知

識，並瞭解物種在環境中所扮演角色是有相當難度。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可藉

由反覆的討論，激起更多討論的火花，讓學生更能瞭解任務的意義，在更多的

意見參與下，做出具組織和妥適的決定，且在初步決定後反覆檢視決策歷程，

修正為更合宜的決定。藉由小組合作學習催化這些過程，使學生深入思考可能

發生的現象，而這正是社會建構論所強調以同儕做為輔助學習的鷹架，藉以縮

短學習時程，減少因營隊時間對教學的限制。 

在情境興趣的營造上，針對教學情境的設計需融入認知上的考量，以議題

成為串連情境的主軸，而學科知識的內容則為設計的素材。當學生在進行學習

時，除開始時需要教學者進行引導之外，之後所有的學習皆由學生主動進行，

在教學中納入學生不同看法，而這些也是模擬在公民社會中形成共識的歷程，

達成 Bogner (1998)所指要培養出和環境相關的知識，要同時結合認知與情意的

活動，提升學生對於環境議題的正向態度與行動力。而學生所建構出的知識是

要能在生活中應用的，為了促進這個轉化歷程，認知部分的學習便不能成為戶

外課程的全部，而必須引導學生將實地經驗與學科知識加以結合，讓情境成為

認知和態度之間的橋樑，透過連結產生認知和態度的交流，形成個人對環境的

價值系統。 

七、自然經驗使學生持續關懷環境議題，並增加態度、理

解、技能與情意(價值觀)的融合程度 

由各小組所選擇討論的議題可看出，學生傾向以日常生活中常接觸到的環

境議題來進行討論。因此以議題為主的教學，要讓學生思索人類生活與環境問

題的關聯程度，最恰當是以學生熟悉的場景來進行設計，與生活環境的距離不

宜太遠或是不熟悉，最好以曾經觀察過的環境為主，便於學生連結相關經驗。

由晤談資料與學習單(圖 3)顯示，當學生身處現地的環境中，能對環境有更多的

觀察，學生將所學習的食物網的概念與環境議題結合，在過程中能自發的進行

知識轉化，及時運用所學習到的知識去解決問題，達成跨情境的知識轉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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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小組學習單作品 

 

為有意義的學習。 

 

T：那你喜歡生態守護者的課程嗎，為什麼？ 

S20：因為丟骰子要靠運氣，可是如果是真的在森林裡面的話，要做

好不要隨手亂丟垃圾，看到垃圾要撿起來，不要亂丟塑膠袋，不要傷 

害昆蟲，不然下面的會很慘。(晤-S20-0822) 

 

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以自己所理解的話語來詮釋概念，並與他人溝通分

享。而要讓別人容易瞭解自己的想法，就是以生活中的例子來說明。而戶外活

動的目的是豐富學生的經驗，田野成為學生累積經驗的處所，達成如 Hill (2013)

所言學生對環境的議題有更多的體會，可延續學習的成效，必須讓學生在田野

中進行學習，提升對環境的覺知。此外藉由師生的相互提問，學生也會對習以

為常的事件，反思其正確性和正當性，並思考人類的活動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T：就是你覺得瞭解比較多了，那在上課的活動中，你會不會思考跟

日常生活中有關的經驗？可能老師上課的內容還是說闖關的任務中，

會不會去想說什麼跟我生活中是有關的？那可以舉例幾個給老師知道

嗎？ 

S26：會。像有一個問題是說有哪些外來種，然後常常在阿嬤家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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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旁邊就可以看到很多粉紅色福壽螺的卵，然後外公家的檳榔樹上也

會有小花蔓澤蘭攀在上面，還有鬼針草也會黏在衣服上很痛。還有琵

琶鼠魚每次在水族館都會看到一大堆，就會想說明明都是外來種然後

也會影響生態，為什麼要賣這麼多琵琶鼠魚。(晤-S26-0819) 

 

當學生能將學習到的知識加以運用時，以具個人特色的方式表現出來，也

會不斷與經驗融合，形成新的知識體系。當學生以不同的方式解決問題時，會

獲得求知及分享的喜悅，並瞭解知識的創造歷程，因此將活動與經驗連結可提

升學習興趣。如 Jensen 與 Schnack (1997)指出戶外教學經驗能夠催化學生和土

地的連結，最重要的是在體驗的過程中，必須將經驗、知識和行動整合在一起，

如此讓學生以生態為中心的觀點進行思考，並願意改變行為去保護自然環境。 

 

T：那老師的課程內容或是給你們的任務裡面你會不會把這些課程內

容的東西跟你平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做一個連結，比如可以運用在哪

些地方，例如什麼地方？  

S05：出去玩的時候看到小動物不要把他抓回家或是故意把它踩死。 

T：這會造成什麼嗎？  

S05：造成那個食物鏈會改變、生態不平衡，而且這樣很殘忍耶！(晤

-S05-0822)  

 

連結生活經驗能讓學生更加關注在地的環境議題，更能體會地方、區域與

全球所面臨的問題。許世璋、徐家凡(2012)與 Sobel (1996)指出，結合地方經驗，

除了能夠融入在地議題外，還能培養對永續發展議題的覺知，並提升環境素養

與環境行動。以環境議題為中心的教學，學習是具有高度自主性及充滿互動，

學生主動學習相關知識，來面對更具有挑戰性的議題。因此如曾啟銘與汪靜明

(2015)指出結合教學與體驗方式的營隊課程設計，不僅能增加學生對地方的感

知，直接運用感官獲得經驗後，學生才更願意接觸與環境相關的訊息，主動了

解更多的環境知識。在參考別人看法後，改變原有的想法，甚至會評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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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態度、價值與生活方式，對環境所可能產生的後果。 

伍、 結論與建議 

環境教育強調將自然經驗帶入課室之中，幫助學生進行認知與情意上的發

展(Alagona & Simon, 2010)，在認知方面，因為環境概念所包含的面向是多元複

雜的關係，必須藉由情境的導入，幫助學生理解；情境的構成面向，除外在的

自然環境，還包含內在的心理因素，如何將兩者加以結合以及所形塑出的學習

樣貌，是相當重要的課題也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情境興趣首要條件是營造出

以日常生活現象為主的教學情境，強調讓學生在真實環境中學習，才是有意義

的學習。情境學習所強調的 ，大多是認知層面的學習成效，而本研究結果顯示，

在融合以議題為主軸的營隊，並以有組織的課程規劃提升學生的情境興趣，影

響學生在情意上的發展，對環境有更為友善的覺知。 

本營隊所創造的情境，讓學生交流彼此的想法，包含個人的經驗與感受，

將這些個人想法，藉由溝通與對話後，整個學習情境呈現豐富多變的樣貌。情

境的營造，要同時兼顧到學生在認知方面的發展，必須與學科內容相連結，這

樣整體教學才符合其認知發展階段的學習目標。若要學生對於環境議題有深入

理解，除了提供實際的田野經驗外，更要以環境議題為主軸，將學科內容予以

組織化，讓學生整合知識，所建構的知識是可在生活中運用。在活動中讓同儕

進行互動與合作，教學內容以特定主題進行串連，讓學生能將先前的知識與戶

外的田野經驗，有意向的融合形成特定的情境知識。整體的學習是藉由同儕的

支持，加速在認知和情意上的發展，因此營隊教學除強調田野經驗與學科內容

外，在符合社會建構主義理論的知識建構歷程下，形成屬於個人的知識體系，

而這些具有個人特色的情境知識，可提昇學生的成就感與創造力，藉此延續學

生的情境興趣。 

將營隊活動組織化是相當重要的，首先就是以符合學習階段的學科內容來

設計，而學習單在活動中的功能，是學生用來討論的文本依據，而文本則是能

夠讓學生進行想像的情境來源，遊戲則是讓學生有機會去進行意見交流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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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知識共構的平台。在提問時必須提供難度較高的挑戰，藉此刺激學生與同

儕分享想法，聚焦討論並形成共識來解決問題，如此的學習情境可提升學生的

情境興趣，激盪出更多元想法。而針對所討論的環境議題，從議題中找出影響

情境的關鍵因素。讓學生提出問題的解決策略，如 Schraw 與 Lehman (2001)指

出真正的學習成效，是能在情境間進行轉移，也就是能應用知識來擬定解決問

題的策略。 

營隊除提供戶外的自然經驗外，另外要評估學生的先前經驗和學習狀態，

以決定要提供哪些教具和策略有助於學習。教學者扮演引導的角色是協助學生

進行討論，引導學生在參照別人的看法後，改變原有的想法，甚至會評價自己

的行為、態度、價值，以及預測自己的作法對環境有可能產生的後果，整體的

教學環境在師生互動中形塑出符合學習需求的情境。 

本研究運用科工館的資源設計營隊課程，藉由大學環境教育研究團隊和實

務工作者的互動，擬出對特定環境教育議題的學習方案，所設立的議題是符合

在地經驗，讓整體活動聚焦，有助於學生在認知的過程中，進行學習的轉移，

也能使學生更加關心生活周遭的環境，引發學生對學習科學的正向態度。建議

在規劃營隊課程，必須結合戶外課程和室內課程，並要依照學科內容設立議題，

並做為活動主軸，讓學生建構出符合特定情境的實務知識。如此在教學成效上，

方能達到如 Higgins (2009)指出，學生若能專注於議題討論，可形成將理解、態

度、情緒和知識融合為一體的價值體系。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則是，因時間與人

力的因素，並未探討學生結束營隊課程回到校園後，是否發展出持續關懷環境

議題的個人興趣，這可成為未來持續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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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summer camp held by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Nantou County, which last for three days and two nigh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68 third 

to sixth grade students. The theme of the lessons given in the camp was "biodiversity," 

designed by the museum. The daytime lessons included outdoor observations and nature 

experience; whereas, the evening lessons were indoor learning with group discussions 

about some challenging questions based on students’ prior experience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environmental issues faced in daily lif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amp activities involv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field experiences indeed 

elicited students' situational interests. Students were able to link to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discuss about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their peers. By sharing each other's 

experiences, appropriate action strategies could be developed. These interactions could 

make the overall learning environment more diverse,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a chance 

to apply the knowledge t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addition, students showed a high 

degree of situational interest to specific environmental issues, adopting a more friendly 

attitude towards the environment which 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developing personal 

interests in continuous care for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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