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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經由學生的觀點，探討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學生所經驗自然課的

教學面貌以及學生對於自然課的態度。囿於篇幅限制，本文僅呈現學生對自然課教學

方式、教學內容與評量等的經驗與態度。問卷發展除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與相關文

獻外，並針對 143 位國一學生進行團體晤談，以設計開放式問卷，由 64 位國一學生填
答，再據此發展「我對於自然課的態度」問卷。經試題內容分析、專家審查與預試後，

於九十二年六月正式施測，對象為台中市和彰化縣 2761 位國中一年級學生，問卷
Cronbach α 值為 0.98。此外，尚與 6 位學生進行個別晤談，俾確認學生作答的想法。
研究發現學生認為目前的自然課，比國小階段，具有更多動手做實驗、提出想法與思

考的機會，亦涵蓋較多與日常生活、科學史實有關的內容，且學生對於這些教學方式

與內容，能抱持喜歡的態度。其次，學生亦認為自然課評量是多元的，教師能採用同

儕互評、依據報告與實驗等的表現進行評量，且學生對此亦抱持日漸喜歡的態度。然

而，亦有學生指出其國中的自然課，相較於國小階段，具有過多的理論講述、筆記抄

寫，以及困難艱澀的評量內容等，學生對此則呈現出不同的喜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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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早昔，科學教育過份強調學科知識的理

論與架構，課程內容多呈現抽象的理論與繁

雜的演算，甚少提供學生瞭解科學本質與意

涵的機會。近年來，在建構主義思潮的影響

下，科學教育目標以提昇學生的科學素養為

主要目的，並強調科學課程的設計要能激起

學生對於科學的學習興趣（郭重吉, 1997）。
所以，九年一貫課程受到世界各國教育改革

趨勢與建構主義思潮的影響，已跳脫知識傳

遞的主張，認為學生應是主動的學習者，教

師則需扮演引導者、協助者的角色。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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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更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課程綱
要中指出，科學教學應以學習者為中心，並

根據學生的先前知識與經驗，安排適當的教

學情境與教材，以增進學生的學習。

在國中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係先

以國一學生為對象，至今瞬將屆滿三年。新

課程實施後，應檢視相關變項的改變（黃政

傑, 1990），以提供課程改革決策者、學校行
政人員、教師與家長等，瞭解課程改革實施

後，學生對於課程的經驗與感受，俾據此規

劃符合學生需求的科學教學。惟在眾多與九

年一貫課程改革相關的研究中，大多探討教

師對於九年一貫課程的理解、知覺與態度，

較少基於學生的觀點，瞭解其對於新課程的

感受。Parkinson, Hendley和 Tanner（1998）
曾指出探討學生對科學的態度，能真確評鑑

科學課程改革的實施成效。因此，以學生對

科學的態度作為科學課程改革成效的指標，

確實是一種較為客觀的選擇。所以，在現行

科學課程改革的背景之下，瞭解學生對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以下簡稱為自然課）

的態度，確有其必要性。然而，為探討學生

對自然課的態度，必須先檢驗學生在自然課

中的經驗，方能正確展現態度的表達，亦即，

先瞭解學生對自然課的經驗，再請學生表達

其對於自然課現況的態度，才能真確瞭解學

生對於自然課的感受。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係在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情境

下，探討學生對於自然課的經驗與態度，以

瞭解學生在自然課中的體驗，以及學生對於

自然課室實務的喜好傾向。然而，九年一貫

課程於九十一學年，僅於國中一年級實施，

且這些國一學生在國小階段時，並未接觸過

九年一貫課程。所以，本研究當初的進行是

以國中一年級的學生為對象，請學生比較其

在國小與國中階段，對於自然課的經驗與態

度之變化。因此，本研究擬透過問卷調查的

方式，瞭解國一學生在接受九年一貫課程

後，其對於自然課的經驗與態度，研究問題

如下：一、探討學生對自然課教學方式的經

驗與態度；二、探討學生對自然課教學內容

的經驗與態度；三、探討學生對自然課評量

的經驗與態度。

貳、文獻探討

近幾年來，我國戮力推動九年一貫課

程，並訂定科學教育白皮書（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 2002），希冀科學教學能與日常生
活相結合，強調基本能力的培養，以及正向

科學態度的養成，並主張評量為教學歷程中

的一部份，應使用多元的方式，診斷學生的

學習過程。為瞭解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情境下

自然課的實施情形，探究學生對於自然課的

經驗與態度實屬必要，將針對：九年一貫課

程目標、對於科學課的經驗以及對於科學的

態度，逐一進行文獻探討。

一、九年一貫課程目標

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許多國家開始關
注學校教育中的科學課程，並陸續實施許多

科學課程的改革。我國已於九十學年度開始

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在科學教育方面，主張

科學教學的目標旨在培養學生主動探索、問

題解決與獨立思考等能力，並提昇學生科學

學習的興趣，希冀學生能以正向的科學態度

端視國家社會議題，關懷環境與尊重倫理。

為瞭解學生對於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課的

感受，有必要呈現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重要

內容。教育部（2003）於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中指出，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包括六個課程

目標，其中，第一個目標為：「培養探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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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興趣與熱忱，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此目標彰顯了對於科學的態度之重要性。其

次，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實施要點方面，

則包括：(一)教材選編：教材內容應兼顧認
知、技能與情意的學習，並能依據課程綱要、

社會時事、生活議題、學生的能力和興趣等，

提供內容合宜且份量適當的教材，使學生對

於自然課的學習不僅能獲得概念的發展，亦

能培養學生對自然課的興趣，以及對生活和

社會議題的關懷。(二)教學實施：教學應以
學生為主體，引導學生進行科學探究，能依

循確認問題、蒐集資料、擬定問題解決策略

以及修正改善策略等程序進行教學，並採用

分工合作的學習方式，使學生參與討論、發

表看法，能主動與他人溝通分享，以提昇學

生表達和反省思考等能力。其次，教師宜廣

泛運用各種教學策略，並藉由圖片、影片、

電腦和網路等多媒體的使用，使學生獲得探

索科學的機會。此外，可結合社區資源，利

用自然環境、博物館參觀與圖書館等，使學

生瞭解科學的重要性，並激發學生求知的熱

忱，以提昇科學學習的成效。(三)教學評量：
評量的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並協助學生覺察自己學習的優缺點，進而引

導學生進行反思，以做為改進教學與促進學

習之參考。其次，評量應以教學目標為依歸，

評測學生的學習是否符合各階段的能力指

標，且教學評量宜採用多元的方式進行，方

能由不同的面向，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困

難。

由於建構主義的興起、資訊的快速發展

與社會型態的轉變等，科學教育目標從強調

以培養科學家為目的的教育，轉變成重視全

民的科學素養；從菁英、卓越的教育，轉而

訴求回歸基本，重視聽、讀、寫，以及溝通、

創造、高階思考與問題解決等能力。由前述

內容，包括課程目標、教材、教法、評量等，

皆已顯現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必要性，倘能

劍及履及，必能提昇學生對科學的態度與學

習成效。

二、對於科學課的經驗

Jones, Howe和 Rua（2000）曾指出學生
對於科學的經驗，會影響其科學學習與選擇

和科學相關職業的意願。Dalgety 和 Coll
（2003）亦曾提及學生對於化學課的學習經
驗，是決定繼續選修化學課程的重要因素之

一。學生對科學課的經驗，除了能用以解釋

學生的學習成就、對科學的態度等變項之

外，Star（2001）亦指出學生對課程的經驗，
能反映課程的轉變。然而，探討學生對於科

學的學習經驗之文獻，並不多見（Dalgety,
Coll, & Jones, 2003）。

Star（2001）曾選擇兩個不同課程目標
的數學課（高中數學課與密西根大學數學

課），以比較學生對於數學課的經驗。高中

的數學課程傾向於傳統教學，密西根大學的

數學課則以課程改革為基礎，強調真實世界

與情境化的問題，以發展有條理的定義與程

序，並主張學生對於概念須有深入的理解，

而非僅是廣泛的涉獵。他以第一年選修密西

根大學數學課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並使用開

放式問卷與量表，探討學生在學習密西根大

學數學課前，其對於高中數學課的經驗，然

後，分別在第一、二學期的課程結束後，調

查學生對於密西根大學數學課的經驗。其

次，亦要求學生須隔週撰寫日誌，以記錄其

對於數學課的經驗。研究發現學生對於密西

根大學的數學課，在課程、教師與教學等方

面皆有轉變，例如：問題是有故事情境的、

較強調圖表的解讀以獲得關係式、較多進行

小組工作的時間等。

此外，Dalgety和 Coll（2003）亦曾使用
CAEQ問卷（Chemistry Attitudes and Exp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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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s Questionnaire）與晤談等方式，探討學
生修習化學課程的經驗。CAEQ 問卷包括：
講述課、輔導課，以及實驗課等三個向度，

由量的資料可知，學生對於這三種類別的課

程，大多有正向的經驗。其次，Dalgety和 Coll
透過晤談，發現學生對於化學課的經驗是：

有較多進行實驗的機會、須記憶很多的化學

名稱，以及學習很多數學計算等，且認為教

師在課室中所提出的問題，有助於其檢視與

強化所學的概念。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 2003）強
調，科學教學的目標在於提昇學生科學學習

的興趣，並培養主動學習與探索自然的能

力。倘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的

實施，能給予學生正向的科學學習經驗，將

能促使學生願意修習科學相關的學科，或從

事與科學有關的事業。學生是學習的主體，

透過學生的觀點，應能瞭解到不同面向的課

室實務，探討學生對於課程或課室教學實務

的經驗，不僅能反映課室中的教學時況，亦

能作為教學改進之參考。

三、對於科學的態度

有關態度的研究，最常令人批評的問題

是態度的構念（construct）尚難獲得一致的
觀點（Blosser, 1984; Francis & Greer, 1999）。
Gardner（1975）和Munby（1983）亦曾指出
多數探討態度的研究，常針對態度所涉及的

面向進行調查與分析，甚少提出關於態度的

明確定義。事實上，有關態度的意涵大多屬

於操作型定義，對於科學的態度亦是如此，

因此，本研究擬針對所收集關於科學的態度

之文獻，從中瞭解科學的態度之面向與意

涵。

Simpson, Koballa和 Oliver（1994）曾對
態度的意涵做較為詳盡的描述，主張態度是

對於人、事、物或地點的傾向，包括正向或

負向，例如：喜歡或不喜歡學校、老師等，

所指稱的對象是具體的事物。一般而言，與

科學有關的態度大致可分為兩類（Blosser,
1984; Gardner, 1975; Gauld, 1982; Haladyna &
Shaughnessy, 1982; Munby, 1983; Simpson et al.,
1994）：一類是科學態度（Scientific Attitu-
des），另一類則是對於科學的態度（Attitudes
toward Science）。其中，對於科學的態度是
指對於和科學學習有關的人、事、物之傾向

（Gardner, 1975）。Koballa和 Crawley（1985）
認為對於科學的態度是對於科學的喜好程度

或興趣，包括：「我喜歡科學」或「我討厭

科學」等陳述。George（2000）, Schibeci（1983）
以及 Simpson 等人（1994）亦曾指出，對於
科學的態度即為人們對於科學的正向或負向

感受，亦即，喜歡或不喜歡科學的表示。

有關探討科學課程與對於科學的態度間

相互關係之研究，依其科學課程的性質，大

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實施某些單元課程

或教學策略後，探討學生對於科學的態度之

變化（Dillashaw & Okey, 1983; Houtz, 1995;
Sinclair, 1994 )，此類的研究結果大多顯示在
教學實施後，學生的正向態度能獲得顯著提

升。另一類的研究則是進一步探討科學課程

改革實施後，科學教學能否確實符合課程改

革目標，並提昇學生對於科學的正向態度。

Francis 和 Greer（1999）曾在科學課程改革
的情況下，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中學生

對於科學的態度，試題內容包括：科學教學

是有趣的、科學內容是困難的、科學是與日

常生活有關的等。研究結果顯示男生對於科

學的態度比女生正向，且年級越低的學生，

對於科學的態度越正向，隨著年級的增加，

學生對於科學的正向態度則逐年降低。

Parkinson, Hendley 和 Howard（1998）
亦曾探討科學課程改革的背景下學生對於科

學的態度，研究對象是來自八所在教學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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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表現上，迥然不同的學校，1038位13與14
歲不同程度的學生。問卷內容包括六個向

度：對於實務工作的態度、對於科學的興趣、

從事科學相關活動的時間、科學的重要性、

科學內容的困難度以及與科學有關的閱讀和

撰寫，共計34子題。結果發現在各向度中，
除「與科學有關的閱讀和撰寫」向度，女生

所展現的態度比男生正向之外，其餘皆是男

生的態度較正向。Parkinson等人亦使用晤談
的方式，深入瞭解學生的態度。晤談過程

中，請學生列舉三個最喜歡的科目與最不

喜歡的科目，在72位學生之中，有12位（9
位男生、3位女生）學生提及最喜歡的科目
是科學，主要原因是學生在科學課程中，能

進行實驗，並有較多的機會與同儕互動。有

14位（7位男生、7位女生）的學生最不喜歡
科學，持負向態度的影響因素包括：(一)教
師花過多的時間在講述課程內容；(二)學生
認為科學課程包含過多的理論且不易學習；

(三)學生認為教師指派的工作需要抄寫的部
分過多。

由前述的實徵研究發現，學生大多認為

科學概念相當艱深，且不易學習，惟較喜歡

動手操作或實驗等實務工作。其次，隨著年

級的增加，學生對於科學的正向態度則逐年

下降，甚且，女生持負向態度的比例較男生

多。這是國內外科學教育的共同趨勢，亦是

科學課程改革所須重視的問題。

參、研究設計與步驟

本研究的設計，係以量化的研究為主，

並輔以質性資料的收集做為數據解釋。為了

針對當前我國課程改革的時空環境及避免因

翻譯、效化國外問卷所造成的文化落差，本

研究係依據兩年多之中，經由教學模組的試

教、與學生的互動，發展為學生對於科學的

態度之調查問卷，俾符合我國科學課程改革

背景。

一、問卷向度的界定

本研究分析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的課程目標與實施要點，及參考文獻

中學生對於科學的態度的問卷。文獻包括

Parkinson 等人（1998）的研究中，將學生對
科學的態度分為：「對科學實務工作的態

度」、「對科學的興趣」、「從事科學相關

活動的時間」、「科學的重要性」、「科學

內容的困難程度」以及「與科學有關的閱讀

和撰寫」，其中，「對科學實務工作的態度」

與「對科學的態度」是指喜歡或不喜歡進行

科學實務工作和學習科學。Simpson和 Troost
（1982）及 Simpson 和 Oliver（1990）則將
學生對科學的態度分為五個面向：「對科學

的特殊態度或感受」、「完成科學活動的態

度」、「科學焦慮」、「對科學教師的態度」

以及「對科學課程的態度」，其中科學焦慮

是指學生是否害怕學習科學。Blosser（1984）
亦提及對科學的態度包括：「對科學家的態

度」、「對科學事業的態度」、「科學教學方法

的態度」、「科學興趣」以及「對科學課程

的態度」等。Haladyna和 Shaughnessy（1982）
則將學生對科學的態度分為：「科學的態

度」、「對科學家的態度」、「對科學教學

方法的態度」、「對科學的興趣」、「對課

程內容的態度」以及「對科學學科的態度」。

本研究將學生對於自然課的態度分為五個向

度（表1），內容如下：
(一)我對自然課的興趣（Science Interest,

SI）：學生喜歡探討自然現象，在從
事科學探究活動的過程中，能從中感

受發現的樂趣，並激發科學的興趣與

好奇心，甚且，能主動閱讀科學書籍

與從事和科學相關的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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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課的學習（Science Learning, SL）：
瞭解自然課的教學能否使學生具有獨

立自我學習的能力。亦即，能培養學

生獨立思考、問題解決、蒐集與應用

資料以及操作電腦的能力等，並使學

生瞭解科學學習的價值，以產生正向

的態度。

(三)自然課的教學方式（Science Teaching,
ST）：瞭解自然課的教學能否視教學
目標，選擇實驗、實作活動、分組合

作、專題報告以及戶外參觀等不同的

教學方式，避免侷限於單一的講述教

學，並能提供安全的環境，促進學生

表達想法或提出問題，以瞭解學生的

概念與觀點。

(四)自然課的教學內容（Science Content,
SC）：瞭解自然課的教學能否應依學
生的需求、能力、興趣和經驗等，提

供適當的教材份量，並融入生活與社

會關心的議題，以及科學發現的史實

過程（科學史）等，俾學生體會科學

本質及科學探究的方法和精神。

(五)自然課的評量方式（Science Assess-
ment, SA）：瞭解自然課的評量方式是
否侷限於單一形式，除教師考評外，

得輔以學生自評及互評來完成，其型

式可運用觀察、口頭詢問、實驗操作、

報告以及紙筆測驗等不同型式，藉以

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二、問卷內容

問卷內容的編製，除參考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與相關文獻外，並彙整學生在開放式問

卷中所填寫的內容，以及團體晤談時，學生

對自然課的描繪及感受，再經由試題內容分

析、專家審查、預試後，修訂成「我對於自

然課的態度」（My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MATS）問卷。內容旨在探究實施九年一貫
課程後，學生對於自然課的經驗與態度之變

化。本研究針對已接受九年一貫課程的國一

學生，探討其在國小與國中兩個階段之間，

對於自然課的經驗（自然課室的實況）與態

度（喜歡程度）之轉變，並假設無論國小自

然課的實施，是否已具備九年一貫課程的意

涵，倘學生對於國中自然課的經驗有正向的

改變（填選「漸漸增加」），始可宣稱學生所

經驗到的國中自然課，比國小階段具有更多

九年一貫課程目標所強調的教學層面。

「我對自然課的興趣（SI）」和「自然課
的學習（SL）」，主要是瞭解學生對於自然課

表 1：「我對於自然課的態度」問卷向度與相關文獻對照表

向度
我對自然課的

興趣（SI）
自然課的學習

（SL）
自然課的教學

方式（ST）
自然課的教學

內容（SC）
自然課的評量

方式（SA）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
2003）

× × × × ×

Blosser（1984） × × × ×

Haladyna & Shaughnessy
（1982）

× × ×

Parkinson, Hendley, & Tanner
（1998）

× × × × ×

Simpson & Oliver （1990）;
Simpson & Troost（1982）

× × ×

註：×表示問卷向度的文獻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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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歡程度，以及對於自然課學習的價值之

態度，所以，學生僅需依據個人的實際狀況，

針對「無此經驗」、「漸漸減少」、「沒有改變」

以及「漸漸增加」等選項，進行勾選其中之

一即可（表2）。然而，「自然課的教學方式
（ST）」、「自然課的教學內容（SC）」與「自
然課的評量方式（SA）」則涉及平日自然課
室的情況，故採用兩階層的填寫方式（表3），
第一階層是自然課室實況的調查，請學生針

對國小與國中自然課的差異，選擇合適的選

項，以瞭解學生對自然課程的經驗，第二階

層旨在探究學生的態度，請學生依其經驗的

自然課實況表達喜歡程度。藉此，瞭解九年

一貫課程實施後，學生對於自然課室中實施

情況的觀點，以及學生對於所經驗的自然課

之喜歡程度。ST, SC 與 SA 三個向度，與自
然課的教學實務有關，且較能引出學生對於

自然課教學的體驗，所以，本研究將針對這

三個向度，進行分析與討論。

三、問卷發展

問卷發展的程序包括四個階段，分述如

下：

(一)團體晤談：經由文獻探討以及配合九
年一貫的課程目標，擬定晤談大綱，

內容包括：國中與國小的自然課老師

表 3：向度 ST、SC與 SA的代表性題目與選項

我的自然課實況

（經驗）

我我我喜歡的程度我喜
（態度）

向度 題目
無此

經驗

漸漸

減少

沒有

改變

漸漸

增加

無此

經驗

漸漸

減少

沒有

改變

漸漸

增加

1.上自然課時，老師讓我們自己設計實驗的機會ST
2.上自然課時，老師讓全班同學分組合作的機會
1.上自然課時，老師的教學內容與日常生活的相關SC
2.上自然課時，老師的教學內容與社會、環境、時事的
相關

1.自然課中，老師會依據我做實驗的表現來打分數SA
2.自然課中，老師會依據我所寫的報告來打分數

ST為自然課的教學方式
SC為自然課的教學內容
SA為自然課的評量

表 2：向度 SI與 SL的代表性題目與選項

我的喜歡程度（態度）
向度 題目

無此經驗 漸漸減少 沒有改變 漸漸增加

1.我對於上自然課的喜歡程度SI
2.我會主動閱讀科學書籍的時間
1.我覺得上自然課，能幫助我解決問題的能力SL
2.我覺得上自然課，能幫助我主動找資料的能力

SI為我對自然課的興趣
SL為自然課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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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上課？國中與國小的自然課老師

如何進行評量？國一課本的內容和國

小的內容有何不同？是否喜歡國中和

國小之間的變化？等問題，以探索學

生對於自然課的經驗與態度。在九十

二年四月，針對台中市和彰化縣四個

班級、143 位的國一學生，以班級為
單位，進行團體晤談，每次晤談約進

行 50 至 70 分鐘。研究者並依據晤談
大綱，提示學生晤談的主題與方向，

並保留空間與彈性，請學生自由舉手

表達其想法與意見。其次，研究者亦

依據學生的回答，要求其說明喜好的

原因，或者，列舉上課實例，以具體

描述其想法。

(二)開放式問卷：學生進行團體晤談時，
經常提及其國中自然課在實驗進行的

次數、評量的方法、以及與生活、科

學史實相關的課程內容等，皆有增加

的趨勢。

馨惠：現在的自然課可以學到比較多和生活

息息相關的東西，也會提到一些科學

家的事情，這樣比較有趣。（開放式

晤談-920425d20）
文傑：以前很少有機會做（實驗），現在比

較多，還有老師會讓我們去評同學的

實驗報告，或設計一些東西。（開放

式晤談-920418b）
所以，研究者據此設計一份開放式問

卷，並於九十二年五月中旬，針對兩個國一

班級，64位學生進行施測。希冀探究學生對
於自然課的經驗與態度，俾編製問卷。

(三)內容與專家效度：本問卷並經由試題
內容的分析建立內容效度，並送請六

位對於探討學生態度或知覺具豐富經

驗的科教學者，針對問卷的內容、施

測的目的與命題敘述等進行審查，並

提供修改意見，建立本問卷的專家效

度。

(四)預試：研究者曾與彰化縣的數位國中
教師共同發展教學模組，其中，有兩

位擔任國一班級導師的數學教師。所

以，研究者有機會進入這兩個國一班

級，進行多次的課室觀察，並對於這

兩個班級學生的背景與平日自然課的

上課情況，皆有較深入的認識。因此，

研究者選擇這兩個班級的學生來進行

預試，希冀依據自己對於這些學生的

瞭解，進一步確認問卷的適切性。此

外，根據學生的得分情形，估算問卷

的信度，總問卷的 Cronbach α 值為

0.91，各向度的 Cronbach α 值介於
0.61-0.96 之間，顯示學生填寫問卷的
一致性良好。其次，並針對學生有疑

問的命題敘述，進行修飾，使其符合

國中學生的經常用語，以提高問卷的

可讀性。

四、問卷施測

本研究的施測對象為台中市和彰化縣的

國一學生，採分層抽樣的方式，依據各學校

的班級數比例，選取適當的受測班級數，包

括：台中市10所國中、31個班級（1192位學
生），彰化縣15所國中、42個班級（1569位
學生），合計2761位學生，並於九十二年六
月中旬進行正式施測。此外，在九十二年七、

八月暑期輔導期間，自彰化縣國中一個班級

（全班人數計有39位，分別為男生23位、女
生16位）中，選取6位個案學生（男、女各
半）進行個別晤談。事實上，問卷發展過程

中，研究者即曾針對中彰地區共四個班級的

學生進行團體晤談，以廣泛瞭解學生對於自

然課的觀點與感受，並據此發展開放式問

卷，然後，再針對64位學生進行施測，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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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討學生所經驗的自然課與其對於自然課

的態度。在正式施測之後，雖僅與6位學生
進行個別晤談，然而，經研究者與團體晤談、

開放式問卷所收集的資料相互比對，已能掌

握學生在量化問卷的作答及其作答依據，所

以，這些資料應已足夠輔助說明量化數據的

意涵，且可以代表本研究施測樣本所表示的

看法。例如：在團體晤談、開放式問卷與個

別晤談時，即有數位學生對於國中自然課能

包括較多科學史實的內容題出類似的看法，

他們的敘述如下：

汶如：我喜歡老師說科學家的故事，雖然，

不像故事書裡面寫的那麼詳細，不過

國小連科學家的生平都沒有提。

毓敏：我也這樣覺得，國中的老師比較常提

到和科學家有關的歷史，課本裡面也

有，像是年代、偉大的發明等等。（團

體晤談-920418b）
玉雯：會提到比較多有關科學家的事情。（開

放式問卷-920425d31）
子傑：課本裡面會有科學家的小櫥窗，（國

中）老師上課的時候就會說，我很喜

歡聽喔！像是科學家什麼時候出生、

得獎、去世，還有發明了哪些理論。

（個別晤談-920805a21）
本研究的設計，係以量化的研究為主，

質性資料的收集僅作為數據解釋的輔助，所

以，個別晤談的進行，主要是請學生針對其

在問卷中的填答進行闡述，藉以輔助說明問

卷施測的結果。

五、問卷分析

問卷中，每一問題的選項分別為：「漸

漸減少」計分為1分、「沒有改變」計分為2
分、「漸漸增加」計分為3分。得分越高表示
學生所經驗的自然課實況，已朝向九年一貫

課程內涵的方向發展，以及對自然課持正向

的態度，並以中間值2，進行單一樣本 t 檢
定，以檢視學生的經驗和態度與「沒有改

變」（檢定值為2）相較，是否達統計上的顯
著差異。扣除未填寫或漏填超過十題以上，

以及明顯任意作答（如：全部的題目皆選擇

3等）的問卷，共得有效問卷2659份。其中，
勾選「無此經驗」者，即表示學生在國小與

國中階段，皆未曾有此體驗或想法，倘學生

未曾接觸或思考過相關的問題，則其喜歡程

度只是想像中的喜歡，並非實際經驗的所

得，亦不是本研究的要旨。然而，各題中選

擇「無此經驗」的學生最多為74位、至少為
6位，皆低於總人數的5%，並不影響數據分
析。所以，在資料分析時，扣除選擇「無此

經驗」的數據，並使用 SPSS for Windows10.0
中文版進行統計分析，總問卷的 Cronbach α
值為0.98，各向度包括經驗與態度部分的
Cronbach α 值分別為0.84, 0.86, 0.88, 0.92,
0.80, 0.87, 0.85, 0.90。

其次，由於預試樣本人數的不足，研究

者於正式施測之後，使用因素分析的方式進

行項目分析，並經由因素負荷值的大小，作

為問卷試題取捨的依據，以確認試題所屬的

向度是否合宜，並藉此檢視問卷的效度，俾

於未來進行全面性的調查與研究。數據的

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
pling adequacy）取樣式性檢定為0.90，且
Bartleet球形檢定達顯著（Approx. Chi-Square
= 6103.76, p < .01），依據 Kaiser（1974）提
出的因素分析之判準，KMO 值大於0.9相當
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乃使用主成份分

析法，進行因素分析，並依據Hair, Anderson,
Tatham 和 Black（1998）的建議，認為試題
的因素負荷值須大於0.3，方能成為因素的因
子，所以，本研究從64道試題中，選擇因素
負荷值大於0.30的試題（表4），經刪除不合
宜的試題後，問卷計有40道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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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選擇學生較易感受到的體驗，針

對學生關於自然課教學方式、教學內容和評

量等三個向度之經驗與態度進行探討。

一、學生對於自然課教學方式的經驗
與態度

受測學生在「自然課的教學方式（ST）」
向度，各題得分的平均值與標準差如表5。
在經驗部分，僅第十題「上自然課時，老師

帶我到戶外教學的機會」（t 經驗 = -0.98, p
> .05）的平均分數未達統計的顯著差異，顯
示學生認為無論在國小或國中階段，至戶外

進行自然課教學的機會大致不變，然而，學

生對於戶外教學的方式，仍展現出益漸喜歡

的態度（t 態度 = 6.16, p < .01）。
其次，向度 ST中，兩題負向題分別是：

第三題「上自然課時，我們花很多的時間在

抄寫」（t 經驗 = -3.82, p < .01）與第八題「上
自然課時，老師直接念課文而沒有講解的時

間」（t 經驗 = -5.6, p < .01），顯示國一學生所
經驗的自然課教學方式，與國小的自然課相

比，較常強調抄寫與直接講授課本的內容，

然而，學生對於抄寫工作仍顯現喜歡（t 態度 =
3.53, p < .01）的態度，顯示學生大多習慣於
課堂中抄寫筆記，並認為抄寫重點有助於其

進行學習。至於，教師直接講授課文的部分，

學生的喜歡程度則未達顯著差異（t 態度 =
1.13, p > .05），亦即，純粹唸課文的教學方
式，雖不致造成學生不喜歡自然課，惟，對

於喜歡程度的提升則無正面的幫助。有一位

學生在個別晤談時提及：

宜萍：老師會把重點抄在黑板上，所以，上

課的時候要常常抄筆記，以前比較少

這樣，不過，我喜歡抄筆記，因為是

老師整理過（的內容），唸筆記，就

表 4：因素分析結果

題序
因素一

（SI）
因素二

（SL）
因素三

（ST）
因素四

（SC）
因素五

（SA）
1 0.64
2 0.72
3 0.70
4 0.60
5 0.51
6 0.60
7 0.40
8 0.46
9 0.42
10 0.32
11 0.38
12 0.36
13 0.75
14 0.77
15 0.44
16 0.49
17 0.40
18 0.46
19 0.38
20 0.30
21 0.35
22 0.38
23 0.51
24 0.50
25 0.51
26 0.49
27 0.40
28 0.55
29 0.44
30 0.50
31 0.54
32 0.46
33 0.39
34 0.39
35 0.41
36 0.46
37 0.44
38 0.36
39 0.48
40 0.48

SI為我對自然課的興趣
SL為自然課的學習
ST為自然課的教學方式
SC為自然課的教學內容
SA為自然課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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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考得不錯。可是，有些地方，老

師只會把課本念一念，沒有說為什

麼，我不會不喜歡啦！可能老師覺得

不重要吧（不須要多做說明）！（個

別晤談-920804a09）
然而，經驗與態度部分，有七題的平均

分數皆達統計上顯著差異，顯示學生目前所

經驗的自然課，相較於國小階段，有較多的

討論（第一題）、實驗（第二、四題）、思考

（第五題）、提問（第六題）、發表（第七題）

以及小組合作（第九題）的時間和機會，甚

且，學生亦愈來愈喜歡這些教學方式。進行

晤談時，學生曾描述其目前的自然課教學方

式是相當多元，且大多呈現喜歡的態度。

子傑：現在上自然課，老師都會讓我們分組，

所以，我們有比較多一起討論、想問

題和做實驗的機會，而且，老師還要

我們上台發表，這是以前（國小階段）

比較少的。我很喜歡這樣，和同學一

起想，比較容易想到答案，還有，做

實驗的時候，有做過，就會比較懂，

而且記得久。可是，如果考試快到了，

老師會說要趕進度，就比較少讓我們

做這些（討論、實驗與發表）。（個別

晤談-920805a26）
仁航：上課的時候，老師常常問我們問題，

然後，會給我們一點時間去想，再叫

我們回答，可是，如果月考快到了，

要趕課，就比較少這樣。…以前國小

的時候，就比較不會這樣，最多就是

問我們懂不懂或是不是。

研究者：你比較喜歡哪一種呢？

仁航：我比較喜歡現在這樣，老師問問題，

我們也有時間可以想，而且，如果能

回答出來，就表示已經懂了。（個別

晤談-920805a26）
由統計分析與個別晤談結果顯示，學生

經驗自然課教師能經常運用符合其喜好的教

學方式進行教學，諸如：進行實驗、小組合

作、提供較多提問與回答的機會以及給予思

考時間等。上述的教學方式傾向於以學生為

中心，能給予學生較多參與學習的機會，學

生指出這些教學方式有助於其進行學習，例

如：在問答過程中，可以促進思考；實驗的

表 5：向度 ST各題的統計量與單一樣本 t檢定

經驗 態度
題目

M SD t M SD t

1.上自然課時，老師讓我們討論的時間 2.22 0.68 6.02** 2.31 0.61 9.69**
2.上自然課時，我們動手做實驗的次數 2.35 0.71 9.32** 2.41 0.66 11.92**
3(R).上自然課時，我們花很多的時間在抄寫 1.86 0.69 -3.82** 2.12 0.65 3.53**
4.上自然課時，老師讓我們自己設計實驗的機會 2.17 0.70 4.72** 2.30 0.62 9.27**
5.上自然課時，老師讓我們思考的時間 2.30 0.64 8.8** 2.33 0.63 9.77**
6.上自然課時，老師讓我們發問、回答的次數 2.40 0.64 11.72** 2.27 0.62 8.36**
7.上自然課時，老師讓我們上台發表的次數 2.11 0.66 3.10** 2.09 0.65 2.60**
8(R).上自然課時，老師直接念課文而沒有講解的時間 1.79 0.72 -5.60** 2.04 0.70 1.13
9.上自然課時，老師讓全班同學分組合作的機會 2.35 0.67 10.02** 2.41 0.66 11.78**
10.上自然課時，老師帶我到戶外教學的機會 1.96 0.70 -0.98 2.22 0.68 6.16**

ST為自然課的教學方式
R為負向題
**p < .01  檢定值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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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則可增加對概念的瞭解與記憶，所以，

學生對此大多抱持喜歡的態度。然而，學生

表示自然課的教學亦有較多抄寫的工作，或

以純粹念課文而無進一步說明的方式呈現，

不僅難以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亦無助於情

意層面的發展。此外，學生在晤談時提及，

教學進度會影響教師對於自然課教學方式的

選擇，學生能經驗到教師為配合學校統一的

進度，會減少使用某些教學方式（討論、實

驗、發表與問答等），所以，教師在教學過

程中，偶爾仍受限於教學進度，難以發揮專

業自主，選擇理想的教學方式。

二、學生對於自然課教學內容的經驗
與態度

向度「自然課的教學內容（SC）」各題
得分的平均值與標準差如表6。由第四至六
題的統計分析顯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

學生對於國小與國中兩階段自然課的比較，

認為目前的自然課有較多與日常生活（第四

題）、社會時事（第五題）以及較多科學歷

史（第六題）的內容，且學生對於這些自然

課教學內容的經驗，亦抱持喜歡的態度。

研究者：你喜歡自然課的教學內容嗎？

友豪：喜歡啊！（國中）老師常常會舉一些

日常生活或是新聞時事的例子，幫助

我們跟課程內容做一些連結，這樣可

以比較容易理解，而且還可以學到和

自己平常比較有關的知識。（個別晤

談-920805a31）
研究者：國中和國小的自然課，在教學內容

方面，有哪些差別？

子傑：課本裡面會有科學家的小櫥窗，（國

中）老師上課的時候就會說，我很喜

歡聽喔！像是科學家什麼時候出生、

得獎、去世，還有發明了哪些理論。

（個別晤談-920805a21）
由晤談內容顯示，學生體驗到國中自然

課的教學內容與日常生活、社會時事等，皆

頗有關聯性，且學生對於這些教學內容上的

改變，大多抱持正向的態度，並表示教學內

容倘能與生活經驗相連結，將有助於其對概

念的理解。其次，學生亦指出國中自然課的

教學內容，增加不少科學史實，且學生喜歡

能提及較多科學歷史的教學內容。然而，經

由與學生晤談的內容可以發現，學生雖經驗

到自然課教學內容增加了不少科學史實，

惟，其內容仍停留在科學家生平的年代記

表 6：向度 SC各題的統計量與單一樣本 t檢定

經驗 態度
題目

M SD t M SD t

1.(R)上自然課時，教學內容須用到數學計算的次數 1.71 0.71 -16.63** 2.03 0.70 1.88
2.(R)上自然課時，教學內容是偏重理論講述的部分 1.73 0.61 -17.82** 2.20 0.60 13.55**
3.(R)上自然課時，教學內容是屬於事實和記憶的部分 1.59 0.60 -27.99** 2.31 0.63 19.88**
4.上自然課時，教學內容與日常生活的相關 2.57 0.59 39.14** 2.53 0.59 36.45**
5.上自然課時，教學內容與社會、環境、時事的相關 2.51 0.61 33.84** 2.47 0.62 30.58**
6.上自然課時，教學內容中關於科學歷史的份量 2.16 0.65 9.79** 2.17 0.64 10.52**
7.(R)上自然課時，教學內容的份量 1.48 0.57 -37.49** 2.29 0.64 18.06**

SC為自然課的教學內容
R為負向題
*p < .05, **p < .01  檢定值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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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較少涉及科學本質的意涵。

其次，在「自然課的教學內容（SC）」
向度中，共有四題負向題。經驗部分，每題

的平均分數皆低於中間值，且皆達統計上的

顯著差異。顯示學生於國中階段所經驗的自

然課教學內容，有較多的計算、理論與事實

記憶，且教學內容的份量亦增加。態度部分，

第二、三與七題皆達統計上的顯數差異，顯

示學生對於這些教學內容，皆抱持喜歡的態

度。在進行個別晤談時，個案學生即提及國

中階段的學習內容，應比國小階段更為廣泛

與深奧，才有成長的感覺。其中，一位學生

的晤談內容如下：

麗亭：我覺得國中自然課的內容比較多，提

到很多新的知識，而且，也變得很難。

研究者：例如呢？

麗亭：像是有很多的定律、理論，都需要背，

有時候還要算一些東西。不過，我還

蠻喜歡的耶，念了國中，本來就要學

得比較多、比較難，這樣表示我長大

了，比以 前聰明 。（個 別晤談 -
920804a04）

所以，當這些學生經驗到自然課教學內

容的份量增加，且涵蓋越來越多的理論講述

與事實記憶時，普遍認為國中階段的學習理

論應加深、增廣，並將其視為成長的一部份，

甚且，日益喜歡自然課。此外，在表6中，
第一題態度部分的平均分數未達統計上的顯

著差異，顯示學生對此的喜歡程度維持不

變。然而，在個別晤談的內容中，則有一位

學生提及是因為不喜歡數學，以致，對自然

課內容中的數學計算持負向態度。所以，學

生對於數學計算較多的科學學習內容之態

度，似乎與其對數學的態度有關。

冠璇：國中的自然課，有好多理論和計算的

東西，我不是很喜歡這樣。

研究者：為什麼呢？

冠璇：我本來還有點喜歡自然，可是，現在

有好多數學的東西，我討厭數學，每

次都算錯，所以，我也不喜歡現在的

自然課。（個別晤談-920804a16）
由統計分析與個別晤談結果顯示，學生

所經驗的自然課教學內容能呈現較多與日常

生活有關的議題，亦增添不少有關科學史實

的敘述，而且，學生對這些教學內容的轉變，

大多持正向的態度。關於自然課教學內容份

量的增加，學生則已有自己先前的觀點，認

為自然課教學內容會隨著年級的增加，而涉

及份量較多的計算、理論與事實記憶，所以，

學生能抱持喜歡的態度，甚且，將其視為成

長的喜悅，認為困難度與份量的增加是成長

的象徵，並漸趨喜歡自然課。

三、學生對於自然課評量方式的經驗
與態度

在「自然課的評量方式（SA）」向度中，
各題得分的平均值與標準差如表7。第九題
（t 經驗 = 16.94, t 態度 = 14.95, p < .01），經驗
與態度兩個部分，皆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顯示學生對於自然課評量的體驗，是有助於

其瞭解自己的學習表現，且學生對於能瞭解

學習情況的評量，多抱持喜歡的態度。其次，

學生指出國中自然課的評量，與國小階段相

比，有較多測驗卷考試（第一題）與同儕互

評（第二題）的機會，且教師會依據實驗（第

四題）、發言（第五題）、所撰寫的報告內容

（第六題）與小組表現（第七題）等進行評

量。學生對於這些自然課的評量方式，大多

持有正向的態度，並喜歡教師採用這些方式

進行評量。

麗亭：老師會看我們的表現，像是寫報告、

做實驗、小組的表現、互評或自評等，

有很多方式。

研究者：你對這些方式的看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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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亭：大致上還蠻喜歡的，因為我可以從老

師給的成績，知道還有哪些地方我不

懂，而且，和以前只重視考試比起來，

好很多耶！（個別晤談-920804a04）
在 SA 向度中，第三題（t 經驗 = -0.5, p

> .05）是經驗部分唯一未達顯著差異的一
題，顯示學生經驗自然課中使用學生自評的

機會，與國小階段相比，並無明顯的變化，

然而，態度方面，學生對此則持有較為正向

的態度（t 態度 = 6.46, p < .01），亦即，學生喜
歡自然課中自評的機會維持不變。在個別晤

談中，學生曾提及他對自評的經驗與態度是：

友豪：和國小一樣，有時候會有自評，可是，

我不喜歡自評。

研究者：為什麼？

友豪：大家都會給自己很高分，有些人不認

真，分數也很高。我比較喜歡互評，

（國中）老師也常常給我們互評。我

覺得同學比較瞭解我，打的分數和我

實際的狀況差不多。（個別晤談 -
920805a31）

由個別晤談的結果顯示，學生認為自評

較為主觀，多數人都會給自己較高的分數，

以致，評量難以鑑別學習成效的差異。因此，

學生對於自然課中，自評機會不多且無顯著

改變的情況，持有正向的態度。相對的，學

生對於同儕互評則給予較高的評價，認為同

儕互評較為客觀，甚且，有時同儕間的了解

會勝於教師對學生的認識，倘透過同儕互評

的方式，將可能使評量結果更加貼近學生真

實的學習表現。

然而，由第八題（t 經驗 = -3.06, t 態度 =
2.66, p < .01）問卷統計分析的結果可以發
現，學生經驗國中自然課的評量，是較為艱

深、困難的，且學生對於困難的評量測驗是

抱持喜歡的態度。學生在個別晤談時，亦提

及類似的現象，並說明其理由。相關的晤談

內容如下：

仁航：以前的考試很簡單，不太用唸書，就

可以考得不錯。現在的比較難，不管

是老師問的問題，還是考試卷上的，

都要想一下，有時候還要想很久。

研究者：你喜歡嗎？

仁航：嗯！喜歡啊！這樣可以考高分耶！雖

表 7：向度 SA各題的統計量與單一樣本 t檢定

經驗 態度
題目

M SD t M SD t

1.(R)自然課中，老師是使用市售的測驗卷來考試 1.85 0.63 -5.34** 2.11 0.63 4.08**
2.自然課中，老師讓我和同學們相互打分數的次數 2.27 0.69 8.93** 2.29 0.65 10.25**
3.自然課中，老師讓我替自己打分數 1.98 0.70 -0.50 2.18 0.65 6.46**
4.自然課中，老師會依據我做實驗的表現來打分數 2.33 0.65 11.56** 2.34 0.64 12.3**
5.自然課中，老師會依據我發言的表現來打分數 2.23 0.67 7.89** 2.23 0.65 7.94**
6.自然課中，老師會依據我所寫的報告來打分數 2.41 0.65 14.24** 2.39 0.65 13.57**
7.自然課中，老師會依據我們小組的表現來打分數 2.43 0.66 14.86** 2.35 0.66 12.26**
8.(R)自然課中，老師給我們的評量是困難的 1.92 0.63 -3.06** 2.07 0.63 2.66**
9.自然課中，老師的評量結果能幫助我瞭解自己的學習情況 2.45 0.61 16.94** 2.42 0.64 14.95**

SA為自然課的評量
R為負向題
*p < .05, **p < .01  檢定值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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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比較難，可是，這些（內容）段考

的時候都會考，平常有練習過，可以

複習一下老師教的，段考的時候就可

以 考 得 比 較 好 。（ 個 別 晤 談 -
920805a26）

由晤談內容顯示，學生認為困難的評量

內容，能用來幫助他們複習，並可於段考中

有較好的表現。顯然，部分學生對於自然課

評量方式的態度，是以段考的成績表現作為

判斷的依據，亦即，若自然課的評量方式有

助於學生獲得較高的段考成績，學生則會給

予較高的評價，並對此抱持正向的態度。

綜合上述統計分析與晤談結果，學生經

驗國中的自然課，能採用多元化的評量方

式，諸如：測驗卷、同儕互評、學生自評、

實驗操作、撰寫報告與小組表現等，甚且，

評量結果能提供豐富的訊息，以協助學生瞭

解自己的學習情況，惟，學生對於自評的方

式仍有意見，認為自評的方式欠缺客觀性，

難以確實診斷學生的學習成效。此外，學生

經驗目前自然課的評量內容較為艱澀，但學

生仍喜歡這樣的評量方式，乃因學生為了在

段考時有良好的表現，認為事先練習，有益

獲得較高的成績。

伍、結論與討論

隨著當代科學教育思潮的轉變，美、英

等國相繼實施課程改革（van Akker, 1998）。
Helgeson（1992）曾指出科學課程改革的實
施，促使課程內容、教學策略、評量目的與

技術等，皆有重大的轉變，且改革目標日益

重視學生對於科學的態度。為順應世界潮流

以及參照各國課程改革計畫，我國致力於九

年一貫課程的規劃與推動。本研究於國中實

施九年一貫課程的第一年進行，藉由國一學

生對自然課的教學方式、教學內容與評量方

式之經驗與態度，可知其目前的自然課教

學，與國小階段相較，具有較多九年一貫課

程目標所強調的層面，且學生大多喜歡目前

的自然課教學與評量，並樂於在這樣的課室

中進行學習。然而，亦有學生經驗目前自然

課室的現況仍有許多講述、抄寫與事實記憶

等。針對自然課的教學方式、教學內容以及

評量方式，本研究發現國一學生對自然課的

經驗與態度可歸納為下列五類：

一、學生經驗自然課的教學方式漸趨多元

化，並對此抱持喜歡的態度：由本研

究的發現可以得知，學生經驗國中自

然課的教學方式除了一般常見的講授

課文與抄寫筆記之外，尚包括許多九

年一貫課程目標中所強調的教學方

式，諸如：讓學生進行實驗、小組合

作、發表、提問與回答問題、討論以

及較多的思考時間等，且學生對此大

多呈現喜歡的態度。Francis 和 Greer
（1999），Parkinson, Hendley和 Tanner
（1998）以及 Pell 和 Farvis（2001）
亦曾發現課程改革後，學生於自然課

中有較多時間與機會親自動手做實

驗，並藉此培養對自然課的正向態

度。此外，在 Costa, Caldeira, Gallás-
tegui 和 Otero（2000）的研究中亦指
出，倘教師給予學生較多參與和提問

的機會，不僅能提昇學生的學習成

效，對於學生學習科學的情意表現，

亦有正面的幫助。

二、學生經驗自然課教學內容的深度與廣

度皆有增加，並對此抱持喜歡的態

度：本研究發現學生經驗自然課教學

內容的困難度與份量，皆有顯著增加

的趨勢。在 Parkinson等人（1998）和
Sullivan（1979）的研究中，亦發現學
生的態度會受到教學內容的影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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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指出學生發現課程改革之後，科學

課涵蓋較多的內容，不僅難度增加，

亦增添不少物理學的內容，以致，學

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普遍低落。有趣

的是，本研究則發現學生對於內容增

深、加廣的自然課教學，普遍抱持喜

歡的態度，甚且，將此視為成長與挑

戰。此外，值得進一步探討與確認的

是，學生經驗教學內容變得艱深難懂

且份量增多的因素，究竟應歸因於國

中、小課程內容本質的轉變，或是九

年一貫課程改革開放民間版所致，則

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釐清。

三、學生經驗自然課的教學內容漸趨生活

化，並對此抱持喜歡的態度：學生體

認目前自然課的教學內容，涵蓋較多

與日常生活、社會、環境與時事有關

的議題。由個別晤談的結果顯示，學

生喜歡自然課教師運用日常生活、社

會時事中的實例，來協助其理解科學

概念。其次，學生亦經驗國中自然課

的教學內容提及較多的科學史實，包

括：科學家發現理論與得獎的年代

等，且學生表示其喜歡目前的教學內

容。Ebenezer和 Zoller（1993）、Francis
和 Greer（1999）以及 Germann（1988）
曾指出上述的教學內容有助於提昇學

生對於科學的學習興趣。甚且，Russell
（1981）亦曾提及將科學史融入教學
中，能有效提昇的學習動機與態度。

然而，由晤談內容可以發現，目前的

自然課雖已增添不少科學史實，惟，

科學歷史的呈現方式仍以介紹科學家

的生平事蹟為主，甚少提及科學知識

的發展與辯證歷程，與九年一貫能力

指標中所欲達到的「認識科學本質」

之目標，尚有一段距離，儘管如此，

仍顯現當前課程已朝向此目標邁進。

四、學生經驗自然課教師能經常實施多元

評量，並對此抱持喜歡的態度：Gito-
mer 和 Duschl（1998）指出評量是教
育改革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以往的教

學目標較重視總結性的評量，而忽略

學生的學習過程。本研究發現學生所

經驗的自然課評量方式包括：學生自

評、同儕互評、小組表現、實驗操作、

發言、撰寫報告以及使用測驗卷等，

顯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自然課教

師大多能採用多元評量的方式，評測

學生不同面向的能力。其中，除了自

評之外，學生對其它的評量方式，皆

抱持喜歡的態度，認為自然課教師能

重視其各方面的表現，並給予公正、

客觀的評測，甚且，評量的結果有助

於學生瞭解自己的學習狀況，此與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 2003）和
全美科學教育標準（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1996）等課程改革方
針的內容一致，主張科學教師應使用

多元評量，給予學生足以展現能力的

機會，以真確診斷學生的學習表現。

五、學生對於自然課中的傳統教學形式，

呈現出不同的喜歡程度：本研究發現

學生對於自然課教學方式與內容的經

驗，仍有部分尚停留於傳統教學的形

式。這些教學方式與內容包括：較多

抄寫筆記的工作、直接教授課文而未

講解，以及涵蓋較多理論與事實記憶

的內容等。Ebenezer 與 Zoller（1993）
以及 Parkinson 等人（1998）曾發現
學生認為課程改革後的科學課，仍有

許多需要抄寫的工作以及講述課文的

時間，甚且，常是造成學生不喜歡科

學的原因之一，顯示國內、外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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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純粹講述課文的教學方式之喜歡程

度皆不高。然而，本研究發現國內的

學生大多習慣於課堂中抄寫筆記，並

呈現喜歡的態度。認同做筆記的重要

性，是我國教育傳統的現象之一，學

生受到傳統的影響仍根深蒂固，這一

部份顯然也深深影響九年一貫課程的

實施。

六、學生經常以對學習的助益或成績表

現，作為喜歡自然課的判斷依據：

George（2000），Haladyna 和 Shau-
ghnessy（1982）以及 Talton和 Simpson
（1986）曾探討影響學生對科學的態
度之因素，並指出態度與學習成就之

間，存在著極高的正相關，在本研究

中亦有類似的發現。學生經常指出喜

歡自然課的原因包括：抄寫筆記有助

於統整所習得的概念，或者，艱深困

難的評量能用以複習段考內容等，皆

顯示學生相當重視學習成就，並會以

此作為判定喜歡程度的依據。亦即，

自然課的教學與評量若有助於獲得較

佳的學習表現，則學生會因此而喜歡

自然課。

綜合本研究的發現，學生表示與其國小

階段的自然課相較，國中自然課融入較多生

活議題、科學史實的內容，且教師會給予學

生較多思考、討論、發表與操作實驗的機會，

亦會依據學生報告、發言、實驗、小組合作

等的表現來進行評量等。這些內容大抵是九

年一貫課程目標所強調的重點與教學層面，

甚且，學生對於這些有關自然課教學與評量

的經驗，呈現出日漸喜歡的態度。

然而，亦有學生經驗到在國中自然課中

抄寫筆記的時間、評量內容的困難度等，皆

較其國小階段，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倘學生

在國小階段甚少抄寫筆記，即使在國中自然

課中抄寫筆記的時間有些微的增加，則其國

中自然課的教學情況仍是我們所樂見的，反

之則否。所以，學生對於前述自然課教學與

評量的經驗，所增加程度的多寡，則須進一

步確認學生對於國小自然課的經驗。其次，

由個別晤談的結果發現，學生對於經常抄寫

筆記與困難的評量內容等所抱持的態度，受

到其學習表現的影響，學生經常為了擁有較

佳的成績表現，進而呈現出喜歡的態度。我

們的社會賦予成績過高的價值，將高分視為

聰明、有智慧的外在表徵，以致，學生相當

重視自己的成績表現。同樣的，Simpson 等
人（1994）亦曾指出社會背景與文化因素等，
皆會影響學生對科學的態度，倘學生所處的

社會環境較重視理論科學，則學生極有可能

因此喜歡理論敘述較多的科學課程。

此外，本研究是以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

為背景，在此情境下，探討國一學生對於目

前自然課的教學方式、內容與評量等的經驗

與態度，與其國小階段自然課的差異。所以，

在本研究的發現中，學生所經驗的自然課教

學與評量，不論是否已發生轉變，皆是依據

其在國小階段的情況相互比較，倘學生選擇

其經驗是漸漸增加時，則顯示學生所經驗的

自然課具有較多九年一貫課程所強調的層

面。由於本研究進行之時（九十一學年度），

僅有國中一年級學生接受九年一貫課程，所

以，未來，仍可針對國中一至三年級的學生

進行後續的比較研究，俾能系統化瞭解九年

一貫課程實施後，同一階段不同年級學生在

自然課的經驗與態度方面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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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class in the context of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STE) Curriculum for Grades 1 to 9 in
Taiwan. This paper focuses on students’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assessment in the science class. The development of a questionnaire was based on information
gathered by group interviews and a preliminary questionnaire. The preliminary questionnaire was
further administered to 73 students in grade seven. Then, 2,761 of seventh grade students completed
the final questionnaire in June, 2003, which had a Cronbach alpha reliability of 0.98. In addition,
individual interviews followed with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six students. It was found that students
experienced and preferred doing experiments, questioning and thinking in their current science classes.
They also perceived and favored that science content taught in the current classroom was relevant to
everyday life and covered more history of science. Furthermore, students experienced different kinds
of alternative assessment, such as peer review, reports and experiments. They hel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se assessments. However, students also experienced some traditional tasks, e.g. taking a lot
of notes, citing textbooks without further explanation and taking hard tests. They hel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these classroom practice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tud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t
for improving science teaching practices and curriculum materials.

Key words: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Experience of Sci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Grades 1 to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