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旨在分析與解釋教學實驗期間及教學實驗之後所蒐集之資料，討論接受
體驗學習教學組（實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成就、社會領域學習態度、與社
會領域長期的學習態度等方面，是否與接受講述問答教學組（對照組）學生有顯
著差異。並且分析各班教師之風格。另外，亦分析實驗組教師及學生在以體驗學
習教學法進行社會領域之教學與學習後，對各單元及整體課程設計與教學的意
見。亦分析實驗組教師在參與本教學實驗研究後的專業成長。本章共分七節，第
一節對實驗組與對照組進行社會領域學習成就分析；第二、三節分別對實驗組與
對照組在社會領域學習態度和社會領域長期的學習態度分析；第四節分析各班教
師風格；第五、六節分別分析實驗組教師和學生對單元和整體課程設計與教學的
意見；第七節討論實驗組教師的專業成長。

第一節 學生學習成就
本研究為配合學校行政作息，採班級為單位進行教學，故無法隨機分派實驗
組與對照組。為避免受試者之起點行為與特質差異太大造成實驗誤差，以可能影
響學生學習成就的「瑞文氏標準圖形推理測驗」
、
「四年級上學期社會成績」
、
「四
年級上學期國語成績」為共變項，進行統計分析，以排除實驗前受試者差異所造
成的實驗誤差。
表 4-1、表 4-2、表 4-3 分別為學生在「瑞文氏標準圖形推理測驗」
、
「四年級
上學期社會成績」、「四年級上學期國語成績」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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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瑞文氏標準圖形推理測驗」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41.91
43.65

7.09
6.25

實驗組 A 班（N=34）

42.12

6.18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44.79
44.03

5.65
6.76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表4-2

「四年級上學期社會成績」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90.63
86.49

9.85
13.25

實驗組 A 班（N=34）

90.04

7.62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82.53
86.90

15.05
14.94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表4-3

「四年級上學期國語成績」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對照組（N=35）

88.83

8.66

實驗組（N=102）

88.12

12.19

89.74
85.25
89.37

8.30
15.10
12.05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本部分的研究為探討以體驗學習教學法進行社會領域教學對學生在社會領
域學習成就的影響，歷經五個單元的教學實驗，實驗處理為自變項，以「瑞文氏
標準圖形推理測驗」
、
「四年級上學期社會成績」
、
「四年級上學期國語成績」為共
變項，以「社會領域學習成就測驗」結果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以
α=.05 為顯著水準，探討體驗學習教學法對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

86

壹、社會領域學習成就「總分」的分析
表4-4為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成就「總分」的平均數與標準差、表4-5為實驗
組與對照組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4-6為四個班級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4-7
為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由表4-4、表4-5、表4-7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調整
後平均數顯示，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對照組，且組別間的差異達顯著水準
（F=15.02, p<.001）
，即實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成就有顯著優於對照組學生。
由表4-4、表4-6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顯示，四班學
生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F=4.98, p<.01），即四個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
成就有顯著差異。進一步由表4-7的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比較顯示，三個
實驗組班級調整後平均數均大於對照組班級，且平均數差異均達.01顯著水準，
即三個實驗組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成就均優於對照組班級的學生。

表4-4

社會領域學習成就「總分」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表4-5

平均數

標準差

49.66
53.41

12.67
10.95

54.74
51.18
54.32

8.85
11.83
11.86

兩組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成就「總分」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教學法）
組內（誤差）

691.24
6073.66

1
132

691.24
46.01

15.0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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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四班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成就「總分」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班級）
組內（誤差）

697.43
6067.48

3
130

232.48
46.67

4.98**

.003

表4-7

社會領域學習成就「總分」調整後的平均數、平均數差異
調整後平均數

對照組（N=35）

48.49

實驗組（N=102）

53.81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53.47
53.92
54.07

與對照組平均數差異

p值

5.01**
5.45**
5.61**

.003
.002
.001

註：以四個班級進行事後比較的對照組調整後平均數為 48.47

貳、社會領域學習成就「低層次認知」的分析
表4-8為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成就「低層次認知」的平均數與標準差、表4-9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4-10為四個班級的共變數分析摘要
表、表4-11為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由表4-8、表4-9、表4-11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調
整後平均數顯示，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對照組，且組別間的差異達顯著水準
（F=4.93, p<.05），即實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低層次認知」學習成就顯著優於
對照組學生。
由表4-8、表4-10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顯示，四班
學生的平均數差異未達顯著水準（F=2.07），即四個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低層
次認知」學習成就沒有顯著差異。進一步由表4-11的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比較顯示，實驗組A班與對照組的平均數差異未達顯著水準，而實驗組B班、實
驗組C班分別與對照組的平均數差異均達.05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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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社會領域學習成就「低層次認知」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表4-9

平均數

標準差

10.74
11.05

2.37
2.08

11.21
10.76
11.18

1.67
2.32
2.33

兩組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成就「低層次認知」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教學法）
組內（誤差）

12.13
324.55

1
132

12.13
2.46

4.93*

.028

表4-10

四班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成就「低層次認知」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班級）

15.31

3

5.10

2.07

.108

組內（誤差）

321.37

130

2.47

表4-11

社會領域學習成就「低層次認知」調整後的平均數、平均數差異
調整後平均數

對照組（N=35）

10.45

實驗組（N=102）

11.15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10.91
11.36
11.20

與對照組平均數差異

p值

.49
.94*
.78*

.203
.022
.049

註：以四個班級進行事後比較的對照組調整後平均數為 10.43

參、社會領域學習成就「高層次認知」的分析
表4-12為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成就「高層次認知」的平均數與標準差、表4-13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4-14為四個班級的共變數分析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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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4-15為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由表4-12、表4-13、表4-15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調整後平均數顯示，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對照組，且組別間的差異達顯著水準
（F=20.18, p<.001），即實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高層次認知」學習成就有顯著
優於對照組學生。
由表4-12、表4-14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顯示，四班
學生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F=8.87, p<.001）
，即四個班級學生在「高層次認
知」學習成就有顯著差異。進一步由表4-15的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差異比較顯
示，三個實驗組班級分別與對照組的平均差異均達.01以上顯著水準，即三個實
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高層次認知」學習成就均分別顯著優於對照組學生。

表4-12

社會領域學習成就「高層次認知」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表4-13

平均數

標準差

10.37
11.72

3.19
2.42

11.59
11.82
11.74

2.32
2.48
2.51

兩組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成就「高層次認知」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教學法）
組內（誤差）

66.69
436.15

1
132

66.69
3.30

20.18***

.000

表4-14

四班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成就「高層次認知」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班級）

85.45

3

28.48

8.87***

.000

組內（誤差）

417.39

130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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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社會領域學習成就「高層次認知」調整後的平均數、平均數差異
調整後平均數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與對照組平均數差異

p值

1.23**
2.31***
1.61***

.005
.000
.000

10.14
11.80
11.32
12.41
11.70

註：以四個班級進行事後比較的對照組調整後平均數為 10.09

肆、社會領域學習成就「綜合統整」的分析
表 4-16 為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成就「綜合統整」的平均數與標準差、表 4-17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 4-18 為四個班級的共變數分析摘要
表、表 4-19 為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由表 4-16、表 4-17、表 4-19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調整後平均數顯示，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對照組，且組別間的差異達顯著水準
（F=6.44, p<.05），即實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綜合統整」學習成就有顯著優於
對照組學生。
由表 4-16、表 4-18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顯示，四
班學生的平均數差異未達顯著水準（F=2.36），即四個班級學生在「綜合統整」
學習成就沒有顯著差異。進一步由表 4-19 的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差異比較顯示，
實驗組 A 班、實驗組 C 班分別與對照組的平均差異達.05 顯著水準，而實驗組 B
班與對照組的平均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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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社會領域學習成就「綜合統整」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表4-17

平均數

標準差

28.54
30.65

8.58
8.02

31.94
28.59
31.41

6.41
8.72
8.54

兩組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成就「綜合統整」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教學法）
組內（誤差）

214.40
4393.14

1
132

214.40
33.28

6.44*

.012

表4-18

四班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成就「綜合統整」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班級）

237.89

3

79.30

2.36

.075

組內（誤差）

4369.64

130

33.61

表4-19

社會領域學習成就「綜合統整」調整後的平均數、平均數差異
調整後平均數

對照組（N=35）

27.90

實驗組（N=102）

30.87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31.24
30.15
31.17

與對照組平均數差異

p值

3.29*
2.20
3.22*

.020
.142
.027

註：以四個班級進行事後比較的對照組調整後平均數為 27.95

伍、小結
從上述結果來看，在實驗課程之後所進行的社會領域學習成就測驗，整體而
言，實驗組學生優於對照組學生，且三個實驗組班級均分別優於對照組。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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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測驗中的低層次認知方面，雖然實驗組優於對照組，然而細看個別班級，實
驗組 A 班卻未顯著優於對照組。在學習成就測驗中的高層次認知方面，不僅實
驗組優於對照組，且三個實驗組班級均分別優於對照組。在學習成就測驗中的綜
合統整方面，雖然實驗組優於對照組，然而細看個別班級，實驗組 B 班卻未顯
著優於對照組。
總而言之，若僅看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差異，實驗組無論是在整體學習成就、
低層次認知、高層次認知和綜合統整各方面，均優於對照組。若再細看個別實驗
組班級與對照組的差異，可以看到不同班級間有些微的差異，在整體上及高層次
認知方面，各個實驗組班級均優於對照組，而在低層次認知方面和綜合統整方
面，均有一個實驗組班級未顯著優於對照組。也就是說，體驗學習有助於學生整
體和高層次認知的學習成就，但在低層次認知和綜合統整方面沒有一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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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生學習態度
本研究為配合學校行政作息，採班級為單位進行教學，故無法隨機分派實驗
組與對照組。為避免受試者之起點行為與特質差異太大造成實驗誤差，以可能影
響學生學習態度的實驗前「社會是否為最喜歡的科目」、實驗前「社會是否為最
感困難的科目」
、
「四年級上學期社會成績」為共變項，進行統計分析，以排除實
驗前受試者差異所造成的實驗誤差。
表 4-20、表 4-21、表 4-22 分別為學生在實驗前「社會是否為最喜歡的科目」
、
實驗前「社會是否為最感困難的科目」
、
「四年級上學期社會成績」的平均數與標
準差。

表4-20

實驗前「社會是否為最喜歡的科目」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40
.12

.50
.32

實驗組 A 班（N=34）

.12

.33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21
.03

.41
.17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表4-21

實驗前「社會是否為最感困難的科目」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平均數

標準差

.14
.17

.36
.37

.15
.29
.06

.36
.4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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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四年級上學期社會成績」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平均數

標準差

90.63
86.49

9.85
13.25

90.04
82.53
86.90

7.62
15.05
14.94

本部分的研究為探討以體驗學習教學法進行社會領域教學對學生在社會領
域學習態度的影響，歷經五個單元的教學實驗，實驗處理為自變項，以實驗前「社
會是否為最喜歡的科目」、實驗前「社會是否為最感困難的科目」、「四年級上學
期社會成績」為共變項，以「社會領域學習態度量表」結果為依變項，進行單因
子共變數分析。以α=.05 為顯著水準，探討體驗學習教學法對學生學習態度的影
響。

壹、社會領域學習態度「總分」的分析
表 4-23 為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態度「總分」的平均數與標準差、表 4-24 為
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 4-25 為四個班級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表 4-26 為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由表 4-23、表 4-24、表 4-26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調整後平均數顯示，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對照組，且組別間的差異達顯著水準
（F=24.83, p<.001）
，即實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態度有顯著優於對照組學生。
由表 4-23、表 4-25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顯示，四
班學生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F=11.44, p<.001），即四個班級學生在社會領
域學習態度有顯著差異。進一步由表 4-26 的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比較顯
示，三個實驗組班級調整後平均數均大於對照組班級，且平均數差異均達.01 以
上顯著水準，即三個實驗組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態度均優於對照組班級的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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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社會領域學習態度「總分」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表4-24

平均數

標準差

103.43
119.14

18.41
14.86

116.06
124.06
117.29

14.69
11.40
17.07

兩組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態度「總分」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教學法）
組內（誤差）

6238.00
33160.28

1
132

6238.00
251.21

24.83***

.000

表4-25

四班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態度「總分」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班級）

8227.03

3

2742.34

11.44***

.000

組內（誤差）

31171.25

130

239.78

表4-26

社會領域學習態度「總分」調整後的平均數、平均數差異
調整後平均數

對照組（N=35）

102.92

實驗組（N=102）

119.31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與對照組平均數差異

p值

12.26**
22.70***
13.28**

.002
.000
.001

115.41
125.85
116.43

註：以四個班級進行事後比較的對照組調整後平均數為 103.15

貳、社會領域學習態度「興趣」的分析
表 4-27 為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態度「興趣」得分的平均數與標準差、表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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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 4-29 為四個班級的共變數分析摘要
表、表 4-30 為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由表 4-27、表 4-28、表 4-30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調整後平均數顯示，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對照組，且組別間的差異達顯著水準
（F=30.28, p<.001）
，即實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態度興趣方面有顯著優於對
照組學生。
由表 4-27、表 4-29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顯示，四
班學生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F=12.40, p<.001），即四個班級學生在社會領
域學習態度興趣方面有顯著差異。進一步由表 4-30 的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
異比較顯示，三個實驗組班級調整後平均數均大於對照組班級，且平均數差異均
達.001 顯著水準，即三個實驗組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態度興趣方面均優於對
照組班級的學生。

表4-27

社會領域學習態度「興趣」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表4-28

平均數

標準差

45.86
55.26

11.38
7.37

53.68
57.65
54.47

7.65
5.69
8.12

兩組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態度「興趣」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教學法）
組內（誤差）

2198.82
9586.27

1
132

2198.82
72.62

30.2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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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9

四班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態度「興趣」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班級）
組內（誤差）

2621.24
9163.85

3
130

873.75
70.49

12.40***

.000

表4-30

社會領域學習態度「興趣」調整後的平均數、平均數差異
調整後平均數

對照組（N=35）

45.62

實驗組（N=102）

55.35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與對照組平均數差異

p值

7.85***
12.64***
8.27***

.000
.000
.000

53.58
58.36
53.99

註：以四個班級進行事後比較的對照組調整後平均數為 45.73

參、社會領域學習態度「價值」的分析
表 4-31 為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態度「價值」得分的平均數與標準差、表 4-32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 4-33 為四個班級的共變數分析摘要
表、表 4-34 為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由表 4-31、表 4-32、表 4-34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調整後平均數顯示，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對照組，且組別間的差異達顯著水準
（F=11.21, p<.01）
，即實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態度價值方面有顯著優於對照
組學生。
由表 4-31、表 4-33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顯示，四
班學生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F=5.82, p<.01），即四個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
學習態度價值方面有顯著差異。進一步由表 4-34 的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比較顯示，三個實驗組班級的平均分數均高於對照組，實驗組 A 班和對照組的
差異達.05 顯著水準，實驗組 B 班和對照組的差異達.001 顯著水準，實驗組 C 班
和對照組的差異未達顯著水準，即實驗組 A 班和 B 班學生對社會領域態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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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均有顯著優於對照組學生，而實驗組 C 班學生對社會領域態度價值方面沒
有顯著優於對照組學生。

表4-31

社會領域學習態度「價值」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表4-32

平均數

標準差

36.83
40.04

5.43
4.82

39.68
41.29
39.15

4.25
3.61
6.12

兩組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態度「價值」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教學法）
組內（誤差）

271.46
3196.94

1
132

217.46
24.22

11.21**

.001

表4-33

四班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態度「價值」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班級）

410.40

3

136.80

5.82**

.001

組內（誤差）

3058.00

130

23.52

表4-34

社會領域學習態度「價值」調整後的平均數、平均數差異
調整後平均數

對照組（N=35）

36.67

實驗組（N=102）

40.09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39.34
41.82
39.03

與對照組平均數差異

p值

2.60*
5.07***
2.28

.034
.000
.072

註：以四個班級進行事後比較的對照組調整後平均數為 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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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會領域學習態度「信心」的分析
表 4-35 為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態度「信心」得分的平均數與標準差、表 4-36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 4-37 為四個班級的共變數分析摘要
表、表 4-38 為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由表 4-35、表 4-36、表 4-38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調整後平均數顯示，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對照組，且組別間的差異達顯著水準
（F=11.91, p<.01）
，即實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態度信心方面有顯著優於對照
組學生。
由表 4-35、表 4-37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顯示，四
班學生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F=6.93, p<.001）
，即四個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
學習態度信心方面有顯著差異。進一步由表 4-38 的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比較顯示，三個實驗組班級的平均分數均高於對照組，實驗組 A 班和對照組的
差異未達顯著水準，實驗組 B 班和對照組的差異達.001 顯著水準，實驗組 C 班
和對照組的差異達.05 顯著水準。即實驗組 A 班學生對社會領域態度信心方面沒
有顯著優於對照組學生，而實驗組 B 班和實驗組 C 班學生對社會領域態度信心
方面均有顯著優於對照組學生。

表4-35

社會領域學習態度「信心」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平均數

標準差

20.74
23.83

4.86
4.41

22.71
25.12
23.68

4.34
3.96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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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6

兩組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態度「信心」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教學法）
組內（誤差）

243.78
2702.90

1
132

243.78
20.48

11.91**

.001

表4-37

四班學生社會領域學習態度「信心」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班級）

406.45

3

135.48

6.93***

.000

組內（誤差）

2540.23

130

19.54

表4-38

社會領域學習態度「信心」調整後的平均數、平均數差異
調整後平均數

對照組（N=35）
實驗組（N=102）
實驗組 A 班（N=34）
實驗組 B 班（N=34）
實驗組 C 班（N=34）

與對照組平均數差異

p值

1.82
4.99***
2.73*

.103
.000
.019

20.63
23.87
22.49
25.67
23.41

註：以四個班級進行事後比較的對照組調整後平均數為 20.68

伍、小結
從上述結果來看，在實驗課程之後所測得的社會領域學習態度，整體而言，
實驗組學生優於對照組學生，且三個實驗組班級均分別優於對照組。在學習態度
量表中的興趣方面，不僅實驗組優於對照組，且三個實驗組班級均分別優於對照
組。在學習態度量表中的價值方面，雖然實驗組優於對照組，然而細看個別班級，
實驗組 C 班卻未顯著優於對照組。在學習態度量表中的信心方面，雖然實驗組
優於對照組，然而細看個別班級，實驗組 A 班卻未顯著優於對照組。
總而言之，若僅看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差異，實驗組無論是在整體學習態度、
興趣、價值和信心各方面，均優於對照組。若再細看個別實驗組班級與對照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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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可以看到不同班級間有些微的差異，在整體上及興趣方面，各個實驗組班
級均優於對照組，而在價值和信心方面，均有一個實驗組班級未顯著優於對照
組。也就是說，體驗學習有助於學生整體和興趣方面的學習態度，但在價值和信
心方面沒有一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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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生六個月後的學習態度
為了進一步瞭解實驗的長期效果，在實驗結束約六個月後，實施社會領域學
習態度的延宕後測，使用的社會領域學習態度量表與實驗結束後立即測量的量表
相同。
學生在實驗結束後，升上五年級，該校於五年級進行重新編班，因此，進行
社會領域學習態度的延宕後測時，學生分散於該校十七個班級，並已在新班級學
習近一學期。每個班級有 6 至 10 名原屬於對照組、或實驗組 A 班、B 班、C 班
等四個班級的學生。扣除轉學的學生及填答矛盾的無效量表，本分析的人數屬對
照組有 31 人、實驗組 A 班、B 班各有 32 人、實驗組 C 班有 31 人，即對照組流
失 4 人，實驗組 A 班、B 班各流失 2 人，實驗組 C 班流失 3 人，所以實驗前的
起點行為發生改變，重新整理於表 4-39 至表 4-41。
表 4-39、表 4-40、表 4-41 分別為學生在實驗前「社會是否為最喜歡的科目」
、
實驗前「社會是否為最感困難的科目」
、
「四年級上學期社會成績」的平均數與標
準差。

表4-39

實驗前「社會是否為最喜歡的科目」的平均數與標準差（延宕後測）
平均數

標準差

.42
.13

.50
.33

實驗組 A 班（N=32）

.13

.34

實驗組 B 班（N=32）
實驗組 C 班（N=31）

.22
.03

.42
.18

對照組（N=31）
實驗組（N=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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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0

實驗前「社會是否為最感困難的科目」的平均數與標準差（延宕後測）
平均數

標準差

.16
.18

.37
.39

實驗組 A 班（N=32）

.16

.37

實驗組 B 班（N=32）
實驗組 C 班（N=31）

.31
.06

.47
.25

對照組（N=31）
實驗組（N=95）

表4-41

「四年級上學期社會成績」的平均數與標準差（延宕後測）
平均數

標準差

90.87
86.73

9.61
12.53

實驗組 A 班（N=32）

89.84

7.82

實驗組 B 班（N=32）
實驗組 C 班（N=31）

83.80
86.55

12.71
15.56

對照組（N=31）
實驗組（N=95）

本部分的研究為探討以體驗學習教學法進行社會領域教學對學生社會領域
長期的學習態度之影響，歷經五個單元的教學實驗，實驗處理為自變項，以實驗
前「社會是否為最喜歡的科目」、實驗前「社會是否為最感困難的科目」、「四年
級上學期社會成績」為共變項，以實驗後六個月「社會領域學習態度量表」結果
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以α=.05 為顯著水準，探討體驗學習教學法
對學生社會領域長期的學習態度之影響。

壹、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總分」的分析
表 4-42 為學生在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總分」的平均數與標準差、表 4-43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 4-44 為四個班級的共變數分析摘要
表、表 4-45 為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由表 4-42、表 4-43、表 4-45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調整後平均數顯示，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對照組，且組別間的差異達顯著水準
（F=20.35, p<.001），即實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有顯著優於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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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由表 4-42、表 4-44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顯示，四
班學生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F=7.82, p<.001）
，即四個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
長期學習態度有顯著差異。進一步由表 4-45 的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比較
顯示，三個實驗組班級調整後平均數均大於對照組班級，且平均數差異均達.01
以上顯著水準，即三個實驗組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均優於對照組班
級的學生。

表4-42

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量表「總量表」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1）
實驗組（N=95）
實驗組 A 班（N=32）
實驗組 B 班（N=32）
實驗組 C 班（N=31）

表4-43

平均數

標準差

98.71
113.56

18.81
16.34

111.01
117.28
112.35

16.27
15.47
17.10

兩組學生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總分」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教學法）
組內（誤差）

5843.76
34751.53

1
121

5843.76
287.20

20.35***

.000

表4-44

四班學生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總分」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班級）

6688.12

3

2229.38

7.82***

.000

組內（誤差）

33907.17

119

2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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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5

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總分」調整後的平均數、平均數差異
調整後平均數

對照組（N=31）
實驗組（N=95）
實驗組 A 班（N=32）
實驗組 B 班（N=32）
實驗組 C 班（N=31）

與對照組平均數差異

p值

13.52**
20.85***
15.29**

.003
.000
.001

97.24
114.04
110.94
118.26
112.70

註：以四個班級進行事後比較的對照組調整後平均數為 97.41

貳、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興趣」的分析
表 4-46 為學生在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興趣」得分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表 4-47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 4-48 為四個班級的共變數分
析摘要表、表 4-49 為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由表 4-46、表 4-47、表 4-49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調整後平均數顯示，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對照組，且組別間的差異達顯著水準
（F=12.85, p<.001），即實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興趣方面有顯著優
於對照組學生。
由表 4-46、表 4-48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顯示，四
班學生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F=5.66, p<.01），即四個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
長期學習態度興趣方面有顯著差異。進一步由表 4-49 的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
差異比較顯示，三個實驗組班級調整後平均數均大於對照組班級，且平均數差異
均達.05 以上顯著水準，即三個實驗組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興趣方
面均優於對照組班級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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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6

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興趣」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1）
實驗組（N=95）
實驗組 A 班（N=32）
實驗組 B 班（N=32）
實驗組 C 班（N=31）

表4-47

平均數

標準差

45.26
51.76

10.47
8.76

50.19
54.31
50.74

8.57
7.99
9.59

兩組學生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興趣」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教學法）
組內（誤差）

1087.58
10237.51

1
121

1087.58
84.61

12.85***

.000

表4-48

四班學生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興趣」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班級）

1414.76

3

471.59

5.66**

.001

組內（誤差）

9910.34

119

83.28

表4-49

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興趣」調整後的平均數、平均數差異
調整後平均數

對照組（N=31）

44.69

實驗組（N=95）

51.94

實驗組 A 班（N=32）
實驗組 B 班（N=32）
實驗組 C 班（N=31）

50.30
54.64
50.72

與對照組平均數差異

p值

5.47*
9.82***
5.89*

.024
.000
.021

註：以四個班級進行事後比較的對照組調整後平均數為 44.83

參、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價值」的分析
表 4-50 為學生在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價值」得分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表 4-51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 4-52 為四個班級的共變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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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摘要表、表 4-53 為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由表 4-50、表 4-51、表 4-53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調整後平均數顯示，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對照組，且組別間的差異達顯著水準
（F=11.21, p<.001）
，即實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價值方面有顯著優
於對照組學生。
由表 4-50、表 4-52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顯示，四
班學生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F=5.82, p<.01），即四個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
長期學習態度價值方面有顯著差異。進一步由表 4-53 的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
差異比較顯示，三個實驗組班級調整後平均數均大於對照組班級，且平均數差異
均達.01 以上顯著水準，即三個實驗組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價值方
面均優於對照組班級的學生。

表4-50

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價值」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1）
實驗組（N=95）
實驗組 A 班（N=32）
實驗組 B 班（N=32）
實驗組 C 班（N=31）

表4-51

平均數

標準差

34.42
38.89

6.44
5.56

38.22
40.09
38.35

5.89
4.52
6.15

兩組學生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價值」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教學法）
組內（誤差）

548.53
4060.57

1
121

548.53
33.56

16.35***

.000

表4-52

四班學生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價值」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班級）

626.73

3

208.91

6.24**

.001

組內（誤差）

3982.36

119

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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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3

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價值」調整後的平均數、平均數差異
調整後平均數

對照組（N=31）
實驗組（N=95）
實驗組 A 班（N=32）
實驗組 B 班（N=32）
實驗組 C 班（N=31）

與對照組平均數差異

p值

4.21**
6.39***
4.60**

.007
.000
.005

33.91
39.06
38.18
40.37
38.57

註：以四個班級進行事後比較的對照組調整後平均數為 33.97

肆、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信心」的分析
表 4-54 為學生在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信心」得分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表 4-55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 4-56 為四個班級的共變數分
析摘要表、表 4-57 為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差異。
由表 4-54、表 4-55、表 4-57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調整後平均數顯示，實驗組的平均分數高於對照組，且組別間的差異達顯著水準
（F=22.71, p<.001），即實驗組學生在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信心方面有顯著優
於對照組學生。
由表 4-54、表 4-56 的平均數、標準差、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顯示，四
班學生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F=7.81, p<.001）
，即四個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
長期學習態度信心方面有顯著差異。進一步由表 4-57 的調整後平均數及平均數
差異比較顯示，三個實驗組班級調整後平均數均大於對照組班級，且平均數差異
均達.01 以上顯著水準，即三個實驗組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信心方
面均優於對照組班級的學生。

109

表4-54

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信心」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對照組（N=31）
實驗組（N=95）
實驗組 A 班（N=32）
實驗組 B 班（N=32）
實驗組 C 班（N=31）

表4-55

平均數

標準差

19.03
22.91

4.62
4.17

22.59
22.88
23.26

4.02
4.23
4.40

兩組學生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信心」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教學法）
組內（誤差）

401.82
2140.59

1
121

401.82
17.69

22.71***

.000

表4-56

四班學生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信心」的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班級）

418.11

3

139.37

7.81***

.000

組內（誤差）

2124.30

119

17.85

表4-57

社會領域長期學習態度「信心」調整後的平均數、平均數差異
調整後平均數

對照組（N=31）

18.63

實驗組（N=95）

23.04

實驗組 A 班（N=32）
實驗組 B 班（N=32）
實驗組 C 班（N=31）

22.46
23.26
23.42

與對照組平均數差異

p值

3.85**
4.64***
4.81***

.001
.000
.000

註：以四個班級進行事後比較的對照組調整後平均數為 18.61

伍、小結
從上述結果來看，在實驗課程後六個月所測得的社會領域學習態度，不論是
整體上或興趣、價值、信心各方面，實驗組學生優於對照組學生，且三個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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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均分別優於對照組。換言之，若僅看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差異，實驗組無論是
在整體學習態度、興趣、價值和信心各方面，均優於對照組。若再細看個別實驗
組班級與對照組的差異，在整體學習態度、興趣、價值和信心各方面，各個實驗
組班級亦均優於對照組。也就是說，體驗學習有助於學生長期的學習態度，不論
是在整體上或興趣、價值、信心等各方面，均有一致的結果。
另一方面，比較學習態度的立即後測和延宕後測之結果，從立即後測看出體
驗學習並無助於實驗組 C 班的價值提升，亦無助於實驗組 A 班的信心提升，然
而延宕後測看出體驗學習有助於實驗組各班學生的長期學習態度。可以推測體驗
學習對價值和信心方面的學習態度，對部分班級雖沒有立即影響，但卻有潛在影
響，而其原因為何有待進一步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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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班教師教學風格
從上述的研究結果中可以看出，整體上以體驗學習教學法進行社會領域教學
的三個實驗組班級學生，在社會領域學習成就、學習態度和長期的學習態度等方
面，均優於對照組學生，顯示本研究教學法操弄具有效果。
由於在本研究實驗課程中，三個實驗組班級和對照組班級均由其原社會領域
教師（均為級任教師）擔任教學者，三位實驗組教師依照研究者設計的流程進行
教學，對照組教師依其原本的方式進行教學。研究者在過程中對各班教學均進行
觀察與記錄，三位實驗組教師均能依照各單元教學活動設計流程進行教學。
研究者觀察到三位實驗組教師在執行相同教案的同時，也展現出個人不同的
教學風格，因此，在各單元課程的教學中，師生互動方式和班級氣氛等方面均呈
現出差異。由於本研究在尋找研究對象時，必須以教師的意願為優先考量，有願
意配合參與的教師，才能使研究順利進行。因此，研究者在尋找合作教師之前並
未特意挑選具有某些教學風格的教師，在尋得教學者之後，也無法限制教師的教
學風格。
本節以研究者對各班教師教學的觀察及對師生的訪談，試圖描繪各班教師風
格，以提供三個實驗組班級在部分研究結果有些微差異的解釋線索。

壹、實驗組 A 班—知識、高標準取向
實驗組在進行家鄉的服務業單元時，情境互動階段，有一位來賓為實驗組教
師本身，實驗組教師除了提出三項工作特色，讓學生猜「職業」外，實驗組教師
亦需介紹自己從事該行業的經驗，內容包含從事該行業的時間、從事該行業的原
因、從事該行業最辛苦的地方、從事該行業收穫最多的地方、該行業過去與現在
的不同之處等。
實驗組 A 班教師在進行此部分的教學過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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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 A 班教師在提示工作特色時給了第一個提示「提示第一個，他
常常需要說很多的話」
學生在猜了多種職業後便猜出是「老師」
即使學生問「還有兩個提示是什麼？說一下拉」
實驗組 A 班教師說「兩個提示喔，不用了」，便繼續進行課程。
實驗組 A 班教師在介紹「老師」這個行業時，說學生平常學生就很熟
悉老師，請學生說說老師平常做的事情，幾位學生回答後，教師再補充
說明學生未提到的「老師要不斷的充實對不對，這樣才有新的東西可以
教學生。」
接著教師便說「好，老師現在要來講講現在的老師跟以前的老師有什麼
不一樣，你們看到的都是現在的老師，對不對？」
有學生回答「以前的老師很嚴格」
有一位學生發出清楚的聲音說「老師也很嚴格阿」
實驗組 A 班教師並未回應這位學生的話，繼續討論現在的老師跟以前
的老師不同，學生提出了幾個特色，包括現在的老師比較開放，過去的
老師比較輕鬆，過去的老師男生比較多現在的老師女生比較多，過去的
老師比較嚴肅等。
在有學生提出過去的老師較嚴肅之後，實驗組 A 班教師便說「剛剛有
同學說老師也很嚴格阿，嚴格跟嚴肅有什麼不一樣。」
「對你們生活上，
功課上有比較多要求，叫做嚴格。」
接著，實驗組 A 班教師提出她認為現在老師跟以前老師工作很大的不
同在於「現在老師還要額外的去上很多很多的課，你要不斷的吸收一些
新的東西，現在喔，教育環境常常在變對不對，看新聞就知道現在又一
個什麼什麼新的，所以老師一定要有那種變化的心理，常常去吸收新
知，才有辦法教學生一些新的東西。而且我們現在電視電腦非常的方便
對不對，網路非常的方便對不對，所以大家吸收到的東西更多，那如何
要包容這麼多的東西，當然要有更開放的心胸去包容，這是老師覺得差
別最大的。」
最後，實驗組 A 班教師提到自己的收穫「老師自己覺得喔，老師教書
這幾年自己都是不斷在成長，學到很多新的東西，老師剛剛有跟你們分
享要額外上一些課對不對，學一些新的東西，我覺得很快樂，然後再用
在班上的時候，像實驗一樣，實施一個新的方法，然後就會看到新的成
果，看到學生最大的進步就是最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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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視專業成長
從上述實驗組 A 班教師分享自己擔任教職工作經驗的內容，可以看出實驗
組 A 班教師相當重視充實自己的專業。實驗組 A 班教師經常主動參與校外的研
習活動，學習新知，對於整體教育環境的變化有深刻的理解。由於實驗組 A 班
教師重視自己的專業提升，也會嘗試將所學的新知實際運用於班級教學中，因
此，嘗試各種教學並觀察其成果，成了實驗組 A 班教師教學生涯中最大的樂趣
與收穫。
從實驗組 A 班教師自我工作分享的內容，參照實驗組 A 班教師在對本研究
單元課程設計和整體課程設計所提出的看法，可看出實驗組 A 班教師能精確分
析課程的優缺點，並提出具體且有建設性的建議。而參與本研究之後的收獲成
長，實驗組 A 班教師亦著重於課程專業方面。

二、嚴格要求學生
從上述實驗組 A 班教師與學生討論過去與現代教師差異時，實驗組 A 班教
師的「嚴格」被提出來了。實驗組 A 班教師對學生的課業及生活常規要求嚴格，
學生的作業不能隨便應付，實驗組 A 班教師會認真批改，如果學生不是經過認
真思考所寫，實驗組 A 班教師會退回要求重寫，如果學生所寫有錯誤，實驗組 A
班教師也要求一定要訂正到正確為止。因此，實驗組 A 班教師在指導學生課業
方面所付出的時間相當多，下課時間經常可以看到學生在實驗組 A 班教師的桌
子前面排隊，拿作業給實驗組 A 班教師批改。
每節上課鐘聲響，到實驗組 A 班教師開始上課前，班上的風紀股長站在講
台前面開始登記還在說話的學生號碼。有一位學生因為上課說話被登記和功課未
寫完太多，被處罰獨自一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但仍然可以參與上課的討論。
[為什麼坐在靠外面的位置？] 被罰。[為什麼被罰？] 因為罰寫太多。
[怎樣罰寫？] 就是抄罰抄，有些是上課講話被記，要抄課文，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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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罰寫阿，然後就一直累積阿。有一個同學也是被罰，抄完就可以回去，
我要是抄完也可以回去。[還有多少？] 很多。[抄得完嗎？] 應該抄得
完，只要我認真抄，可是我每次抄東西，抄一抄就看，很難抄完。（實
驗組 A 班 08 訪談，940616）
雖然實驗組 A 班教師對學生課業和秩序要求嚴格，但在上課過程中展現出
對教學的熱情，投入教導學生的學習，讓學生充分參與學習活動，適時開放並接
受學生的想法，但也挑戰學生的想法，鼓勵學生再深入思考。
[老師上課的方式？]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老師有時候就會跟我們開開
玩笑。然後老師問問題的時候，大家都會很怕，因為有些問題很難，然
後大家都不知道怎麼回答，然後一被叫到的話，就要罰站，然後就是會
很怕怕的。[答錯會怎樣？] 答錯，沒怎麼樣阿，就是要站著繼續想，
然後頭就會很痛。（實驗組 A 班 06 訪談，940602）
實驗組 A 班教師自己對教學相當認真與投入，相對的，也對學生的學習和
思考有嚴格的要求，希望學生有紮實的學習。

三、較少表露情意
從上述實驗組 A 班教師與學生分享自己從事教職的經驗與心得時，實驗組 A
班教師補充學生回答教師平常做的事為「需不斷充實自己」，而「吸收新知」和
「包容」是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現代教師和過去教師最大的差異，而在談到自
己教學的最大收穫是「看到學生進步」
。在整個分享的過程中，實驗組 A 班教師
多強調個人知識面的成長，及學生知識面的進步，甚少談到個人情意方面的心
得，或師生情感的部分。

四、清楚指導學習
實驗組 A 班教師在進行教學活動時，會清楚的解釋學習內容，讓學生知道
如何學習及學習的重點。例如在學生進行分組討論之前，實驗組 A 班教師會清
楚告訴學生討論要如何進行。
實驗組 A 班教師問「各組的每個同學都必須有一個角色，你說老師，
排不出來的，可以叫他當桌子嗎？」學生有人回答可以，有人回答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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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驗組 A 班教師解釋「桌子不是角色，桌子是道具，你不能叫他
當道具，所以每個人都要有一個角色，他要有動作的，或者要有說話的。
這是第一點。再來，等一下請楊姊姊和許阿姨在指導的時候，請你一定
要配合他們的指導，有任何問題，像說剛才講到空服員很有趣的或會面
臨到的問題，有些我們不太清楚的，可以在討論的時候，再問他們一下，
再來決定我們這組要做的主題是什麼，這樣瞭解喔。最主要還是以組長
為中心，每個人講自己的意見。有沒有問題？」（家鄉的服務業觀察，
950516）
因此，學生會清楚知道要進行什麼活動，不會有混亂、不知所措的情況產生。
另外，在「寫學習單」部分，實驗組 A 班教師會清楚解釋每個題目的意思及思
考方向，並且提示學生要如何清楚的寫出來。
實驗組 A 班教師說明「你扮演了什麼角色，會有什麼感想。這感想是
寫你扮演了這個角色你的想法，而不是你看了別人演，你有什麼想法，
這是不一樣的喔，知道老師的意思嗎？…好，再講一次，一個問題裡面
它都問你幾個問題對不對，在答題的時候，養成習慣，是有條列式的去
陳述，不要把全部的東西都弄在一起寫，把他們分為一二三，在寫一二
三的時候，最好有條列式的，按點按點方式寫下來。」（家鄉的服務業
觀察，950516）
因此，實驗組 A 班學生在學習單上所寫出的內容，通常能夠適切、有條理
的回答。

從上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實驗組 A 班教師重視自己的教學專業成長，在
教學時強調知識層面的深入思考，較少展現情意的部分，以清楚的方式指導學生
學習，並對於學生的學習有嚴格的要求。研究者以「知識、高標準取向」命名，
給實驗組 A 班教師的教學風格有簡單、鮮明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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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驗組 B 班—快樂、溫馨取向
實驗組 B 班教師在進行家鄉的服務業單元時，情境互動階段，介紹自己從
業經驗的教學過程如下：
實驗組 B 班教師在提示工作特色時給了第一個提示「他的工作時間從早
上七點半到下午四點或是五點」
學生在猜了「開下午茶店」「一般的上班族」
實驗組 B 班教師說「不對，再講第二個提示，他的工作呢，要面對很多
年紀比他小的人」
有學生提出「老師」
實驗組 B 班教師說「有人跟他的答案一樣嗎？有沒有不同的答案？這是
第二個提示，第二個提示還沒唸完，不好意思，來，如果他面對的那個
人不會自己上廁所，上廁所還要他帶他去，然後呢？他的恩恩不會擦屁
股還要幫他擦，如果他尿褲子了，他要幫他找一條乾淨的褲子」
學生便再猜「護士」「幼稚園老師」「養老院的護士」「托兒所的老師」
實驗組 B 班教師繼續說「來第三個提示，他的工作呢需要非常的仔細小
心，更重要的呢他還要投入很大的心血在那些年紀比他小很多的人身
上，而且呢還要有很大的耐心，不可以因為那些人講了不對的話，就不
要理他們，不可以。」
學生回答「孤兒院」
老師說「孤兒院，其實剛剛有人講對了拉，老師只是要把他三個提示都
唸完。好，老師再去看看，等一下如果有人進來，你們要熱烈掌聲喔。
應該有的禮貌要注意喔。」
（老師出去，又走進來）實驗組 B 班教師在台上說「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少數學生鼓掌）
有學生說「原來是老師喔」
實驗組 B 班教師說「沒有掌聲」（多數學生鼓掌）
實驗組 B 班教師繼續說「就是我拉，剛才○○在第二個提示就答對了，
有沒有人在第一個提示就想回答老師了」
實驗組 B 班教師在介紹「老師」這個工作時，先告訴學生自己為什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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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老師「話說十年前，老師在大學聯考考完，放榜的時候，那時候我們
要填志願，放榜就是成績公佈的時候，你就是要去填你想要的志願，那
時候就分兩派喔，一派就是跟老師同年齡的同學，他們就叫老師去念一
般的大學，另外一派呢是長輩，爸爸媽媽阿，爺爺奶奶阿，叔叔阿姨阿，
他叫我去當老師，分兩派。因為老師那時候還不曉得我喜歡什麼，我到
底想要念什麼我還不是很確定，可是呢，最後誰贏了，我爸爸媽媽贏了，
他們說了很多的理由，女生當老師很好拉，職業很固定拉，可是那時候
我並不是很確定我可不可以當好老師這個角色」
接著說自己擔任教師這工作的時間「後來念了四年的師院，我第一個學
校就是在久久國小，你們的第一屆，老師教的第一屆已經國中快畢業
了，第二屆，老師教的第二屆學生現在六年級了，就是常常有一顆痣的
那個大哥哥來找的那個。」
實驗組 B 班教師並解釋為什麼當教師需要很有耐心，並且以班上昨天發
生的事件為例說明「那老師現在要說的是為什麼當老師這個工作，要非
常需要耐心，我覺得呢，我們拿昨天的事情來說好不好，背經，發生這
件事，老師是不是需要有很大的耐心阿，好說歹說就是希望你們要把經
背好阿對不對，有沒有說，好你一句不會背，一句三個字，好三下，可
不可以這樣子。這樣你們會不會喜歡來？」
實驗組 B 班教師提出了一些教師的工作內容「老師可不可以一天到晚帶
你們玩遊戲，也不行阿，對不對？老師這個職業好不好做阿，又不能太
兇，又不能太好，怎麼辦？還要看每個小朋友的狀況，有時候有的小朋
友心情不好了，老師要不要去安慰他一下，還要請同學去關心他一下對
不對，或者是你在學校發生什麼狀況，老師要不要跟你的家長聯絡一
下，功課退步拉，最近好像心情不好阿。」
實驗組 B 班教師接著便比較過去教師與現在教師的不同「像老師那個時
候的老師，不用管這些耶，他只要說，『好，第一個功課生詞兩行，一
個兩行』
，下面沒有人敢說一句話，
『老師，今天功課好多喔』我們那時
候沒有人會這個樣子，也不敢，那個時候老師最大，連家長都怕老師，
而且家長都說『老師，盡量打沒關係』
，真的阿，不然你回去問你爸媽，
老師那時候的老師，尤其是小學老師，那時候只要老師說一句話，不會
有家長說『老師，你功課怎麼出這個樣子』，那時候的家長對老師非常
非常的敬重，不只是尊重，是敬重喔。」
接著，實驗組 B 班教師提出當老師的條件「那老師問你們，當老師可不
可以沒念多少書就來當老師」，並說明每個行業都有辛苦與美好的一
面，要喜歡自己從事的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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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步調緩慢
從上述實驗組 B 班教師在讓學生猜來賓從事行業的過程，可以看出實驗組 B
班教師教學步調相當緩慢。當實驗組 B 班教師提出第二個提示後，馬上有學生
猜出來賓從事的行業是「教師」
，實驗組 B 班教師問全班學生有沒有相同的答案
或是其他答案後，又繼續將第二個提示說完，學生又猜了多個答案。接著，實驗
組 B 班教師繼續提出第三個提示，待學生又猜了之後，實驗組 B 班教師方說剛
才已有學生猜對，並請學生給等會兒上台的來賓鼓掌。實驗組 B 班教師出教室，
再進來，認真的當起來賓。
讓學生猜來賓從事的行業，目的在於讓學生思考某些工作內容或工作特性所
可能代表的行業，並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而後續的工作內容與經驗心得分享，
方為來賓與學生互動的主要部分。實驗組 B 班教師，為了將三個提示說完，並
使自己擔任來賓的情境逼真，以較長的時間進行此流程，可以看出教學步調較為
緩慢。

二、詞語表達淺顯
實驗組 B 班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使用的語言較為淺顯簡短，在家鄉的服務
業單元，各組學生上台進行角色扮演之後，實驗組 B 班教師邀請兩位來賓對學
生的表演發表感想。在兩位來賓分享完之後，實驗組 B 班教師上台，引導學生
經驗反思。
實驗組 B 班教師說「剛才阿，看表演高不高興？」
學生大聲回答「高興」
實驗組 B 班教師繼續說
「很好玩喔。剛才兩個來賓是不是講了對你們的想法，都很稱讚對不
對，現在換我了，我覺得當老師有一個毛病就是，看學生的優點，但他
希望學生更好，所以他也會看到學生的什麼…缺點。你們要不要聽，你
們在演戲最大的缺點就是你們的背，我們只有看到你們的背，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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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學生到校外進行訪問，當學生訪問結束之後
回到教室，實驗組 B 班教師跟學生提到自己觀察學生訪問時的狀況
「剛才老師有看一下喔，你們訪問店家跟路人，很有趣。」
接著，實驗組 B 班教師便請各組上台分享訪問的過程與結果。有一組學生
提到有訪問到自由業，不瞭解自由業的意思，實驗組 B 班教師將該組學生的學
習單有關訪問自由業的部分解釋給全班學生聽
「他問的問題就是『你從事的工作都是在跑戶外嗎？』你們這樣問是有
點好笑拉，不過訪問的人聽的懂就好了，沒關係。『不是，都是坐在辦
公室。』所以你們應該問一下他的工作內容，他的自由業應該不是計程
車司機。好，怎麼樣，這次活動好玩嗎？」
在同一堂課程，談到各產業之間的關連時，依照課本對產業的分類主要為漁
業、農業、工業和服務業。有學生問到「那商業呢？」
實驗組 B 班教師便問學生「記得什麼叫工業嗎？來○○」
學生回答「需要加工的」
實驗組 B 班教師說
「需要加工的，對不對，很好喔，他還記得，你一定要有那個基本的概
念喔，這個是工業。這個分四大類，對你們來說是比較容易的分法，以
你們的年紀，你們只要知道說商業就是在服務業裡面的。」
從上述可以看出實驗組 B 班教師在做說明、表達自己的意見或對學生的問
題做解釋時，表達內容所用的詞語較為淺顯。

三、給予鼓勵叮嚀
實驗組 B 班教師不論是在課業方面或生活方面，時常給予學生鼓勵與叮嚀。
在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學生外出訪問後，各組學生上台報告該組訪問的過程與
結果，採自願方式先後上台，當剩兩組未自願報告時，實驗組 B 班教師說
「還有哪兩組咧，要老師點，還是自己上去。第一組還沒喔，第二組誰，
好那第一組先，○○組長來吧，
（○○仍坐在位置上不動）
，今天○○國
語課表現很棒對不對，沒有鼓勵他不上去了，
（學生鼓掌）
，快點，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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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的鼓勵，來，不夠大聲拉，快點拉，怎麼了，怎麼了，他在害羞嗎？
耳朵紅拉，你今天那麼棒，怎麼下午不敢上去了，那陳□□陪他好了，
同一組，快點快點（兩個學生慢慢走上去），□□注意服裝儀容，你剛
剛去訪問的時候有沒有把褲子拉好，好，可以開始了喔。」
實驗組 B 班教師用鼓勵的方式請學生上台，除了自己給予鼓勵，亦請全班
同學一起給予鼓勵，甚至再請另一位同組學生陪伴一同上台。在學生上台前，實
驗組 B 班教師還又叮嚀了一下學生的服裝儀容。
在家鄉的服務業單元，來賓離開之後，實驗組 B 班教師對於課程中來賓說
歡迎學生到她的店裡的部分，實驗組 B 班教師特別叮嚀學生，如果真的有去來
賓的店裡，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剛才那個許阿姨她說歡迎你們到她的店，她要請你們吃水果，你們可
不能真的去吃她的店，去吃那個，當『懊客（閩南語）』喔，知道嗎？
你可以帶著爸爸媽媽說我們有認識許阿姨，可以去看看她的水果好不
好，她如果請你試吃，你可以客氣的吃一些，但是不能猛吃喔。知道嗎？」
實驗組 B 班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時常給予學生鼓勵，同時也常常對於學生
的生活和態度給予叮嚀。

四、班級氣氛溫馨
實驗組 B 班的教室充滿了溫馨的氣氛，除了在教師與學生之間以外，也展
現在對待來賓上。每當有來賓到實驗組 B 班時，實驗組 B 班教師與學生便會用
心準備茶與咖啡，讓來賓飲用。實驗組 B 班教師也會請學生親手製作卡片送給
來賓作為感謝之用。
在家鄉的服務業單元，兩位來賓分享之後，要離開教室的時候，實驗組 B
班教師說「好，全班起立，向後轉，敬禮」
全班學生起立，並向後轉，大聲說「謝謝貴賓」
實驗組 B 班教師說「好，大家先坐下，李○○要獻唱一首歌，會唱的一起
唱」李○○站著對兩位來賓，獻唱歌曲「童話」
，全班學生跟著和。
唱完後實驗組 B 班教師對全班學生說「去跟阿姨姊姊握手，講一句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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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下課喔」
接著，便有二位學生拿著事先準備好的卡片送二位給來賓。全班學生熱情的
去排隊跟來賓握手說好話。突然，有學生拿出紙筆請來賓簽名，其他學生也跟進，
實驗組 B 班很多學生都拿出紙和筆請來賓簽名。在實驗組 B 班教師示範與教導
之下，學生展現了純真熱情，善於與人交往的特色。

從上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實驗組 B 班教師教學的步調緩慢，多以淺顯簡
短的詞語表達、說明與解釋課程內容，實驗組 B 班教師常常給學生鼓勵和叮嚀，
營造出溫馨的班級氣氛。因此，研究者以「快樂、溫馨取向」命名實驗組 B 班
教師的教學風格。

參、實驗組 C 班—情意、溝通取向
實驗組 C 班教師在進行家鄉的服務業單元時，情境互動階段，介紹自己從
業經驗的教學過程如下：
實驗組 C 班教師在提示工作特色時給了第一個提示「第一個提示就是從
事這個行業要很有愛心，有沒有人要猜猜看？」
有學生回答「孤兒院」、「慈濟」、「護士」、「養老院的志工」等。
實驗組 C 班教師說明慈濟和志工不是職業，並給了第二個提示「我們再
看第二個提示，就是這個職業要很有耐心，有愛心又有耐心。」
有學生回答「教師」
實驗組 C 班教師說「是不是老師，是，你好厲害喔，答對了」「第三個
提示就是要能言善道，就是要一直說話，這就是這個職業的特色。其實
呢這第三位來賓呢，就是，在哪裡，在這裡，就是我，我就是第三位特
別來賓，來掌聲歡迎一下」（學生鼓掌）
實驗組 C 班教師對學生分享擔任教師的時間和原因「我跟大家分享一
下，我從事教職的這個經驗，你們應該知道我當老師多久？」
學生回答「不知道」「十年了」
實驗組 C 班教師「對，十年了，今年是第十一年…你們會不會很好奇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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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為什麼要來當老師，好像以前有人問過我。我很喜歡小孩子，所以我
就」
學生開玩笑說「很犧牲」
實驗組 C 班教師「很犧牲（實驗組 C 班教師故意點頭）
，其實我是很快
樂。其實是有一個機緣拉，我的一個同學大學要畢業的時候，老師本來
不是念教育類的，本來是念統計系，有一個同學跟我很要好，快畢業的
時候呢，他就主動找我說，我們一起去考教師的甄試，然後就在這個同
學的邀約下，我就來考了，然後我也很幸運，就考上了，但是我那位同
學」
有學生說「他沒考上」
實驗組 C 班教師「對，他根本就沒去考，我們一起去買了書回家讀，但
是他因為家裡的因素，他沒有緣分來當老師，所以我一直很感謝他」
有學生問「老師那你找得到他嗎？」
實驗組 C 班教師「當然可以阿，他是我的好朋友阿，我一直很感謝他。
還有一個理由，我小的時候我們出生的時候爸爸媽媽都會幫我們算命，
算命的時候，都會算說這個小孩子未來適合從事什麼行業，幫我算的那
個算命師就說如果將來我認真讀書的話，就可以當老師，所以小的時候
就有這種傾向適合當老師。」
接著，實驗組 C 班教師分享自己當老師最辛苦的地方「當了十年的老
師，你們想老師最辛苦的地方是什麼？」
學生回答「要幫忙改很多考卷作業」、「如果學生不乖的話，不能處罰
他」
、
「他們在吵架，就要處理」
、
「老師還要站著講課」
、
「一個人要應付
很多人」
實驗組 C 班教師說「其實你們說的這些是有一些小小的辛苦，但是你們
說的這些都不是老師心裡覺得辛苦的地方。我認為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每
次帶一個班級喔，會有幾個同學，不管老師用多少種方法想要去幫助
他，譬如說幫助他在功課方面的成長，幫助他在人際方面的改善，有時
候會覺得很無奈，或者是覺得很無力，其實這是最辛苦的。有時候碰到
很多狀況，要想很多方法去指導他教導他，希望他可以更好更棒，我覺
得這是我當十幾年老師覺得最辛苦的地方。」
接著，實驗組 C 班教師說她當老師最大的收穫「我覺得當老師收穫最大
的部分，其實你們常常看到下課，或者是國中生考完試的時候，都會有
學長學姊回來看我，其實呢，這就是讓我覺得教書很有成就感收穫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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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跟學生相處有時候很快樂，但是為了要讓你們更好，有時候會
有些小小的摩擦，或者是衝突，可是學生在分開的時候，心裡仍然能夠
惦記著老師，沒有把老師忘記，而且能抽空回來看老師，表示老師過去
的付出，都很值得，這是我覺得收穫最大的部分。」
實驗組 C 班教師接著問學生「你們覺得以前的老師跟現在的老師，有什
麼不一樣？」
學生回答「以前的老師會打人」、「以前的老師比較嚴格」
實驗組 C 班教師說「你們說的都很好，都很瞭解過去老師跟現在老師的
不同。我來綜合說一下，以前的老師是比較專制的，老師說什麼學生都
要聽，家長也都聽都配合，現在的老師比較民主，都會問學生的意見是
什麼，來做，以前老師可以用體罰的方式對學生，現在已經不講這一套
了，大家都要溝通，過去跟現在不同，所以你們現在是很幸福。」

一、分享生活情意
上述實驗組 C 班教師分享自己擔任教職工作的原因和心得的內容，可以看
出實驗組 C 班教師自然地談論自己過去的求學考試經驗、自己與朋友關係、家
庭生活和觀念、心裡的感受等，表達出自己的情意。從中亦可以看出實驗組 C
班教師過去曾經與部分學生說過自己從事教職的時間和原因，部分學生與實驗組
C 班教師有深厚的情感。

二、展現尊重溝通
實驗組 C 班教師遇到學生有「狀況」時，採取尊重的方式與學生溝通。
在家鄉的服務業單元，各組學生上台進行角色扮演活動時，到了第三組學生
上台時，該組有一位學生沒有上去。
其他學生站在台上，組長指著未上台的學生，對實驗組 C 班教師說「他都
不合作，他都一直罵我」
未上台學生在座位上說「我哪有罵你」
實驗組 C 班教師「剛才不是已經說好了嗎？」
組長說「他就不合作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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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 C 班教師「好，那你們就演現在的狀況，演老師的，你要怎麼做，
來，你們就演你們討論不成功就吵架。」
該名未上台學生走上台後，組長對組員喊口令「立正，敬禮」
該組學生站在台上，而台下學生發出小小的笑聲。
實驗組 C 班教師說「現在要討論阿，討論演戲的情形。」
但該組學生依然站在台上不動，實驗組 C 班教師走向台上對該組學生說
「來，好過來」
實驗組 C 班教師與該組學生圍成小圈，小聲講了一些話，約 30 秒後，教師
退到台下。學生在台上討論 30 秒後，便開始進行該組的角色扮演。
從上述事件的描述，可以看出實驗組 C 班教師在處理學生小組不合作的狀
況時，採取以尊重的態度和學生溝通，協助學生解決問題，而學生在問題解決之
後，也能有適當的表現。

三、引導學生討論
實驗組 C 班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除了讓小組進行討論之外，也會進行全
班的討論。
在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學生外出訪問，並回到教室進行各組分享之後，實
驗組 C 班教師帶領學生進行經驗反思，綜合全班調查的結果，以看出家鄉久久
地區的產業特色。
實驗組 C 班教師指著黑板上，全班調查結果呈現的表格說「好，那我們
就一起來看一下這個表，ㄟ，你們有沒有發現」
許多學生大聲回答「服務業最多」
實驗組 C 班教師說「那請你們思考一下，為什麼」
（過 5 秒）
實驗組 C 班教師說「楊○○」
楊○○說「因為我們生活當中服務業也算最重要，交通運輸很多…」
實驗組 C 班教師提示說「運輸業也是服務業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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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接著說「因為交通業也算服務業，所以服務業是最多的」
實驗組 C 班教師說「你是覺得在我們生活的環境裡面服務業是最多的」
楊○○說「然後，是不可缺少的」
實驗組 C 班教師說「不可缺少，好，陳○○」
陳○○回答「因為農業跟漁業還有工業在我們這邊比較少，那個農業跟
漁業比較在鄉下比較多」
實驗組 C 班教師說「恩，第一個楊○○說的原因是因為服務業多（在黑
板上寫下原因），第二個陳○○說的是因為地區，在我們久久地區呢」
許多學生回答「算城市」
實驗組 C 班教師「對，算是都市，所以，農業漁業工業本來就比較少，
還有呢」
學生林○○「而且我們這邊又不靠海邊，然後可能那些漁業的人現在比
較忙，因為現在天氣很好他們要忙著捕魚，他們不可能跑來這邊跑來跑
去，晃來晃去，所以我們碰的人比較少」
實驗組 C 班教師「答對了，也很好，因為這個漁業的人他們都在港口海
邊，所以他們不可能跑到我們這個地區來，所以我們就問不到漁業的
人，回答的很好，還有沒有人要補充」
學生顏○○「因為我們這裡是那個市區，所以有很多房子，所以沒有其
他地方可以蓋農地，所以就不會有農業，所以我們也難可以遇到做農業
的人，因為這裡都是房子，都是住家」
學生楊○○「因為久久地區比較小，不能蓋房子」
實驗組 C 班教師「對，所以我們這邊也好像沒有什麼工廠，所以你們也
沒有碰到是做工業的人，很好，還有沒有」「剛剛同學都說的非常好，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哇，這麼多的服務業，就是在我們久久地區的一
個特點，從事服務業的人相當相當的多。」
實驗組 C 班教師在帶領學生進行討論時，頗能掌握一些良好的技巧。例如
給予學生思考的時間、鼓勵學生回答、在學生提出想法卻產生困難時給予支持和
提示、接受學生提出來的想法並給予訊息回饋、將討論結果作一整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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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加分做為鼓勵回答的遊戲
實驗組 C 班教師在教學中，除了引導學生討論之外，時常使用提問方式和學
生互動，以分組加分的方式，鼓勵學生踴躍回答，回答良好的學生該組便能加分，
學生在競賽的情況下，回答情況熱絡。
在家鄉的漁業單元，在引導學生回想生活中與漁業相關的經驗過程中，實驗
組 C 班教師讓學生猜測當天上課的主題，說「好，讓你們來猜猜看，猜中的加分，
好不好？」
，當學生猜出之後，實驗組 C 班教師教了全班學生一個鼓勵別人的口
訣和動作之後說「好，我看哪一組做的好，加分喔，程○○先加分，他是 A2，
好（在黑板畫記）」，在討論過程中實驗組 C 班教師請學生回想過去學習內容是
否有和漁業相關的內容，有一學生提出上學期提到的農民曆內容，實驗組 C 班
教師說「說的很好，我們給楊○○加分。沒錯喔，我們上學期看農民曆，漁民…」
。
而在該單元看影片之前，實驗組 C 班教師為了鼓勵學生專心看影片，說「等
一下我都會問你喔，準備好了沒？」僅有部分學生小聲回答「準備好了」，實驗
組 C 班教師便說「只有 B2 準備好了（轉身替 B2 小組在黑板上加分）
，準備好了
沒？」，全班學生大聲說「準備好了」。
另外，實驗組 C 班教師在上完家鄉的服務業單元後，所寫的教學記錄與反
思中，亦提到「主動發表回答問題的人少，但若給予分組比賽加分，立即變多」。
顯示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以比賽加分方式可以鼓勵學生回答，然而當沒有
以加分時，學生的學習反應便較差。

從上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實驗組 C 班教師在教學中常常引導學生進行討
論，也使用加分的策略引發學生的反應，以溝通的方式處理學生事務，展現出對
學生的尊重，並與學生分享自己的生活與感想。研究者給實驗組 C 班教師的教
學風格命名為「情意、溝通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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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照組—進度、解說取向
一、講述問答教學
對照組教師在進行社會領域教學時，以講述為主，並常常提出問題問學生。
在提問的時候，除了讓學生自行舉手回答之外，由於常常自動舉手回答的都是固
定某些學生，因此，對照組教師便使用抽籤的方式，讓全班學生都有回答的機會。
講一講，要不然就是抽籤上來寫答案。…有時候是舉手發言，有的時候
是老師叫我們先放下手，要用抽籤的，每次都嘛是那幾個人舉著手。
（對
照組 27 訪談，940602）
她比較公平對待，然後不會一直叫某些人。有時候我舉很久了，老師說
你要先放下來阿，每次都是你、陳○○、許○○那些人在發言，給其他
人一些機會阿。（對照組 23 訪談，940606）
對照組教師主要以講述問答的方式進行教學，並注意讓每個學生都有回答問
題的機會。

二、分享生活經驗
對照組教師覺得自己的生活經驗頗豐富，因此在教學時，會以一些自己曾經
經歷的生活經驗做為例子，來做說明。
我覺得我生活經驗還滿豐富的…像課本上這樣的生活經驗我還有拉，只
是不會種田而已，但是牛阿什麼我都還有看過，我都可以講得出來。
（對
照組教師訪談，940614）
有時候說到那句話，老師就會說他以前發生過的事，我就會覺得很有
趣。（對照組 14 訪談，940606）
對照組教師除了以自己的生活經驗作為課程內容說明的材料外，也會用說故
事的方式來進行教學。
講一些有趣的故事讓我們瞭解。（對照組 26 訪談，940606）
老師有時候會講一些故事，講一些她親身的體驗那種。（對照組 30 訪
談，94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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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些他自己的親身經歷警惕我們不要再做錯事了（對照組 23 訪談，
940606）
對照組教師經常在教學中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以說故事的方式引起學生的
興趣，並以自己的親身經驗提醒學生處事的方法。

三、控制時間進度
對照組教師在教學時，相當重視時間和進度的控制，希望能在預定的時間之
內，將預定的內容教完。
我會先看說，今天大概要講哪幾頁，譬如說兩頁，時間都要控制好，時
間有時候不夠，有事情耽擱的話，就再找別的時間。
（對照組教師訪談，
940614）
對照組教師在過去的教學中，曾經使用其他教學方式，雖然，對照組教師認
為教學效果很好，但是由於時間的限制，現在的教學中，便仍以講述問答方式進
行，較少採用其他教學方式。
我也很想呈現活動，但就是沒有時間。效果真的好，我以前帶低年級，
我真的花很多時間自己做教具帶活動，幾乎什麼都用帶活動方式，效果
很好，可是我發現三四年級，我真的毫無用武之地，沒有時間。（對照
組教師訪談，940614）
由於對照組教師重視時間和進度的控制，而整體課程時間的不足讓對照組教
師的教學方式有所限制。

四、重視班級秩序
對照組教師本身對社會領域頗為喜歡，在教學時常以自己的經驗作為說明的
內容，相當投入教學。對照組教師對於學生也有高的期盼，希望每個學生都可以
學到東西，因此，重視班級整體秩序，希望每個學生都能專心聽課。如果有學生
不專心聽，或是私下講話，不僅自己無法學習，也會影響其他學生的學習，並影
響對照組教師的教學情緒，因此，對照組教師會覺得生氣和無奈。
其實我本身還滿喜歡社會的阿，所以我上課都上得很起勁。…我希望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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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朋友都很好，因為我花那麼多時間講這麼多東西，但感覺上都好像
沒有在上課的樣子，我會很生氣，我也很無奈…我還滿在意整體秩序
的，班級整個氣氛滿重要的。（對照組教師訪談，940614）
老師有時候講的時候阿，她講到一半，她會發脾氣。因為有害群之馬，
一直講話，一直跟底下同學講話，老師就會發脾氣。
（對照組 03 訪談，
940606）
對照組教師重視班級氣氛和秩序，當有學生私下講話，會讓投入教學的對照
組教師感到生氣，而影響全班課程的進行。

從上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對照組教師主要以講述問答的方式進行社會領域
教學，對於教學時間和進度做整體的安排，在教學時重視班級的秩序和氣氛，並
以自己的生活經驗作為教學中的例子進行說明，也提醒學生處事方法。因此，研
究者以「進度、解說取向」，為對照組教師的教學風格命名。

伍、小結
從上述對各班教師教學風格的描述，可以看出四位教師分別有不同的風格。
實驗組 A 班教師重視知識層面的傳遞，相當重視自己的專業成長，對學生有嚴
格的要求，教學時清楚指導，較少表露自己的情感。實驗組 B 班教師重視學生
快樂的學習，經營出溫馨的班級氣氛，常常給予學生鼓勵，在教學時為顧及每位
學生，教學步調稍緩慢，使用的語言也較淺顯。實驗組 C 班教師採用開放的態
度與學生溝通，教學時善於引導學生討論，並分享自己的生活，教學時經常使用
加分的方式鼓勵學生學習。對照組教師重視教學進度，希望在安排的時間內，將
學習內容傳遞給學生，因此多採取講述問答教學，重視班級的秩序，在教學時會
與學生分享自己的經驗和心得。
不同風格的教師，即使以相同的教材和流程進行教學，每位教師在教學中所
重視的層面、教學技巧、師生關係、班級經營方式等各方面均有差異，對學生的
學習便可能有不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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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驗組師生對單元課程設計的看法
為探討體驗學習課程設計與學生學習情況，第五節進行單元課程分析，第六
節進行整體課程分析。由於對照組教師依其自己的教學方式進行，不在本研究分
析的範圍之內，因此，僅討論實驗組。
本節討論各單元課程設計與實施結果，在各單元課程實施結束後，實驗組教
師填寫一份教學記錄與反思，實驗組學生填寫一份學習意見調查表。
在教師填寫的教學記錄與反思中，包含該單元的課程設計、教學進行和觀察
到的學生學習三大部分。在課程設計方面，有教師認為最好的部分、最需要改進
的部分、其他的想法等；在教學進行方面，有教師最能掌握的部分、最不能掌握
的部分、其他的心得等；在學生學習方面，有上課氣氛、學生的正面反應、學生
的負面反應、其他現象等。
在學生填寫學習意見調查表中，包含對該單元學習內容的興趣、上課方式的
喜好、學習內容的瞭解、人民辛勞/貢獻的感受/體會、收穫多寡、其他建議等。
除了其他建議以文字表達外，對其他問題均有程度多少的勾選及以文字表達原
因。由於本節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學生對各單元課程上課方式的意見作為未來課程
設計時之參考，因此，在學生意見方面僅分析學生對上課方式的喜好。
下面以三個實驗組班級分別進行討論。

壹、實驗組 A 班
一、教師意見
（一）家鄉的漁業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家鄉的漁業單元課程設計最好的部
分，為「將漁業做有系統的分類，並輔以相關的影片」；最需要改進的部分，為
「三堂連續的課程對孩子來說吸收有限」
；其他想法，為「(1)可以增加孩子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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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統整的部分 (2)可以讓孩子以繪圖的方式來表現其對漁業（過去和現在）的理
解」。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家鄉的漁業單元教學時，最
能掌握的部分，為「給予孩子整體的觀念（較有組織性的）」
；最不能掌握的部分，
為「板書整理的部分應再加強」
；其他心得為「感覺上是以老師講述為主的課程」
。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觀察在家鄉的漁業單元，學生不同於過
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因課程節奏較緊湊，學生發表自己意見的時間相對縮
短，故氣氛上稍顯沈悶」
；學生的正面反應，為「還好」
；學生的負面反應，為「表
情呆滯，似乎尚無法整合理解」。
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該單元與平時上課方式並無太大不同，雖然可以用有
系統的方式呈現課程內容，然而因課程時間較長，課程互動性較低，因此學生反
應並不佳，學習情況也似乎不是很好。
（二）家鄉的農業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家鄉的農業單元課程設計最好的部
分，為「可以邀請農業從事的相關人員到校解說」；最需要改進的部分，為「可
加強過去與現在農業文化的比較」；其他想法，為「可增加過去與現在農業型態
影片的介紹，或由學生製作比較海報」。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家鄉的農業單元教學時，最
能掌握的部分為「農業整體的概念」
；最不能掌握的部分，為「家鄉（久久地區）
的農業轉變的流程（應配合時代潮流變化來教學）」。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觀察在家鄉的農業單元，學生不同於過
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有來賓在場總會引起學生較熱烈的反應」；學生的正
面反應，為「常識較豐富的學生，提問也會較為積極」
；學生的負面反應，
「精神
不集中」。
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邀請來賓到班級說明可以引起學生熱烈的反應，然而
有少部分學生有不專注的情況，另外，來賓說明的內容可以加強家鄉過去與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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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轉變的比較。
（三）家鄉的工業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家鄉的工業單元課程設計最好的部
分，為「與來賓的互動」；最需要改進的部分，為「來賓的內容可加強工業變遷
的引導，或產業變化的原因」
；其他想法，為「學生對『'工業』的理解甚於對『家
鄉工業』的理解」。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家鄉的工業單元教學時，最
能掌握的部分，為「對工業的概念」；最不能掌握的部分，為「家鄉的工業」。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觀察在家鄉的工業單元，學生「沒有」
不同於過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也「無」正面反應；學生的負面反應，則為「較
無法掌握來賓談話內容的主題」。
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該單元雖然有來賓與學生進行互動，然而來賓分享的
內容可以著重於家鄉的工業變遷情況與原因，實驗組 A 班教師觀察到學生對於
來賓說明的內容及家鄉的工業變遷原因似乎無法掌握得很好。
（四）家鄉的服務業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家鄉的服務業單元課程設計最好的
部分，為「介紹了孩子平日較少接觸的服務業」；最需要改進的部分，為「在角
色扮演部分可由學生自由決定服務業的主題」；其他想法，為「服務業的多元也
可透過錄影帶呈現」。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家鄉的服務業單元教學時，
最能掌握的部分，為「服務業與其他產業的連結」；最不能掌握的部分，為「引
導學生說出角色扮演的感想與心得」。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觀察在家鄉的服務業單元，學生不同於
過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有來賓時，上課會較有精神，且這次的內容頗能引
發他們的好奇心」
；學生的正面反應，為「要排戲時，某部分學生特別認真」
；學
生的負面反應，為「在分組活動時混水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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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介紹學生平日較少接觸的服務業和角色扮演讓學生興
致勃勃，進行分組活動時可以看到不同學生認真或不投入的差異，而在角色扮演
之後，要引導學生說出感想並不是非常容易。
（五）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課程設計最好
的部分，為「讓孩子實地去訪問各行各業的人」；最需要改進的部分，為「在訪
問前可讓學生先預設問題，增加問題的深度及廣度」；其他想法，為「總結及反
思的部分除了產業合作的觀念，尚可加入學生能為家鄉努力的部分」。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教學時，
最能掌握的部分，為「引導學生進入各產業合作的情境」；最不能掌握的部分，
為「學生在校外時安全的掌控（因採分組方式，實在分身乏術）」。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A 班教師觀察在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學生不同
於過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興奮」
；學生的正面反應，為「(1)某些組別提問
的問題很不錯 (2)闖禍時能勇於負責，並且不推卸責任」；學生的負面反應，為
「在校外時闖紅燈」。
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學生對於實地訪問感到興奮，雖然部分學生可以提出
不錯的問題，然而若能在訪問前更深入引導學生，可以增加學生提問的深度和廣
度。訪問結束後除了讓學生瞭解產業合作之外，也可以讓學生思考自己可以努力
的部分。另外，在學生訪問過程中的安全問題，也讓實驗組 A 班教師較為擔憂。

二、學生意見
在五單元課程結束後，學生分別在學習意見調查表上勾選是否喜歡該單元上
課方式的程度。1 為「很喜歡」、2 為「有點喜歡」、3 為「普通」、4 為「不太
喜歡」、5 為「很不喜歡」，並需要在勾選後填寫理由。
實驗組 A 班學生，家鄉的漁業單元收回 30 份學習意見調查表，家鄉的農業
單元收回 33 份學習意見調查表，家鄉的工業單元收回 33 份學習意見調查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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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的服務業單元收回 33 份學習意見調查表，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收回 31 份學習
意見調查表。在五個單元學習意見調查中，實驗組 A 班學生是否喜歡上課方式
的次數分配如表表 4-58 所示。每個單元均有多數學生喜歡該單元的上課方式，
僅有少數學生表達不喜歡該單元的上課方式。

表4-58

實驗組A班學生「是否喜歡上課方式」的次數分配

家鄉的漁業
家鄉的農業
家鄉的工業
家鄉的服務業
攜手合作為家鄉

1

2

3

4

5

未回收

14
18
16
23
26

8
12
11
8
4

7
2
5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4
1
1
1
3

從表 4-58 可看出學生勾選「不太喜歡」共有四次，家鄉的漁業單元學生提
出的理由為「因為這次的比較無聊」
，家鄉的農業和家鄉的工業為同一學生提出，
其理由均為「因為不能下課」，家鄉的服務業單元學生提出的理由為「因為客人
的話，我沒有辦法來瞭解」。

貳、實驗組 B 班
一、教師意見
（一）家鄉的漁業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家鄉的漁業單元課程設計並「無」
最好的部分；最需要改進的部分，為「影片欣賞太多」；其他想法，為「影片若
換成『下課花路米』會更好」。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家鄉的漁業單元教學時，最
能掌握的部分，為「傳統漁業」；最不能掌握的部分，為「現代漁業（技術部分
不瞭解其運作過程）」；其他心得為「這課比較不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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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觀察在家鄉的漁業單元，學生不同於過
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較沈悶」；學生的正面反應，為「有些可專注欣賞影
片」；學生的負面反應，為「發呆，覺得無趣」。
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影片太多，影片可以更換為更適切的內容，而學生反
應與上課氣氛則較為沈悶。
（二）家鄉的農業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家鄉的農業單元課程設計最好的部
分，為「請來賓」
；最需要改進的部分，為「呈現的東西，情境可再增加（ex 真
的農產品—茶葉）」
；其他想法，為「若能參觀或實際體驗農業其中的一部份就帥
呆了，but 太難了」。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家鄉的農業單元教學時，最
能掌握的部分為「來賓分享」；並「無」不能掌握的部分；其他心得為「能邀請
來賓講授與課程相關的內容，頗能引起學生興趣」。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觀察在家鄉的農業單元，學生不同於過
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較活潑，心情較興奮」；學生的正面反應，為「能注
意聆聽」；學生並「無」負面反應。
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能請來賓到班上，讓學生頗為興奮並能專注聆聽，但
如果能呈現真實的物品則會更好。
（三）家鄉的工業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家鄉的工業單元課程設計最好的部
分，為「還好耶」
；最需要改進的部分，為「來賓分享的內容」
；其他想法，為「較
沈悶」。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家鄉的工業單元教學時，最
能掌握的部分，為「討論」
；最不能掌握的部分，為「來賓分享」
；其他心得為「若
有某樣產品生產過程的影片讓學生觀賞也不錯，ex 養樂多」。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觀察在家鄉的工業單元，學生不同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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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聆聽較專注」
；學生的正面反應，為「會提問」
；學生
「無」負面反應。
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來賓分享的內容可以調整，然也觀察到學生可以專注
也會適當的提問。
（四）家鄉的服務業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家鄉的服務業單元課程設計最好的
部分，為「請到空姐」；並「無」最需要改進的部分；其他想法，為「若再請學
生各自訪一人，做較深入的訪談，會印象更深刻」。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家鄉的服務業單元教學時，
最能掌握的部分，為「來賓分享部分」；最不能掌握的部分，為「角色扮演」。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觀察在家鄉的服務業單元，學生不同於
過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非常高興，期待」；學生的正面反應，為「專注聆
聽」；學生「無」負面反應。
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由於請到空服員到班上，學生表現得非常高興，也能
專注。
（五）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課程設計最好
的部分，為「訪談」
；最需要改進的部分，為「可提示學生訪談內容」
；對課程設
計並「無」其他想法。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教學時，
最能掌握的部分，為「前導活動」；並「無」不能掌握的部分；其他心得為「學
生訪談經驗不足」。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B 班教師觀察在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學生不同
於過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很歡喜」；學生的正面反應，為「能互相幫忙合
作」；學生的負面反應，為「無法發揮團隊合作精神」。
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可以讓學生外出訪談，學生很喜歡，由於學生訪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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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不足，如果在學生訪問前能多加提示提問內容，學生可以學習更深入。也觀察
到部分學生能互相合作，也有部分學生無法發揮團隊精神。

二、學生意見
在五單元課程結束後，學生分別在學習意見調查表上勾選是否喜歡該單元上
課方式的程度。1 為「很喜歡」、2 為「有點喜歡」、3 為「普通」、4 為「不太
喜歡」、5 為「很不喜歡」，並需要在勾選後填寫理由。
實驗組 B 班學生，家鄉的漁業單元收回 32 份學習意見調查表，家鄉的農業
單元收回 33 份學習意見調查表，家鄉的工業單元收回 27 份學習意見調查表，家
鄉的服務業單元收回 29 份學習意見調查表，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收回 30 份學習
意見調查表。在五個單元學習意見調查中，實驗組 B 班學生是否喜歡上課方式
的次數分配如表 4-59 所示。每個單元均有多數學生喜歡該單元的上課方式，僅
有少數學生表達不喜歡該單元的上課方式。

表4-59

實驗組B班學生「學習意見調查表－是否喜歡上課方式」的次數分配

家鄉的漁業
家鄉的農業
家鄉的工業
家鄉的服務業
攜手合作為家鄉

1

2

3

4

5

未回收

21
22
19
27
27

8
4
4
2
2

3
5
3
0
1

0
2
1
0
0

0
0
0
0
0

2
1
7
5
4

從表 4-59 可看出學生勾選「不太喜歡」共有三次，家鄉的農業單元學生提
出的理由為「有一點不好玩」「有一點無聊」，家鄉的工業單元學生提出的理由
為「我覺得有點無聊」，而該學生也是在家鄉的農業單元提出「有一點無聊」的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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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實驗組 C 班
一、教師意見
（一）家鄉的漁業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家鄉的漁業單元課程設計最好的部
分，為「以漁業產品引起學習動機」；最需要改進的部分，為「影片可選擇有過
去和現在捕魚的實況，以加深其印象」；課程設計上並「無」其他想法。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家鄉的漁業單元教學時，最
能掌握的部分，為「前導及反思」；最不能掌握的部分，為「情境互動」；「無」
其他心得。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觀察在家鄉的漁業單元，學生不同於過
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有期待的感覺」
；學生的正面反應，為「17 號上社會
特別投入，較能主動思考發問」
；學生「無」負面反應；學生的其他反應，為「頗
期待上社會，對社會課也變得較喜歡！」。
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實物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有部分學生能投入課程並
主動發問。然而，影片可以選擇有更多實況的內容，讓學生更有興致。
（二）家鄉的農業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家鄉的農業單元課程設計「都很好」
；
並「無」需要改進的部分。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家鄉的農業單元教學時，最
能掌握的部分為「應用，歷程反思」；最不能掌握的部分，為「情境互動」。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觀察在家鄉的農業單元，學生不同於過
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較用心，認真」；學生的正面反應，為「有一組同學
能互相討論，共同回答問題」；學生「無」負面反應。
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請來賓至班上與學生互動讓學生較為認真，在互動過
程中，有部分學生能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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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鄉的工業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家鄉的工業單元課程設計「都很好」
；
而最需要改進的部分，為「情境互動之內容較深，可調整為適合中年級的程度」。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家鄉的工業單元教學時，最
能掌握的部分，為「經驗反思」
；
「無」不能掌握的部分；其他心得為「學生的反
應不如預期好，可能聽不太懂！」。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觀察在家鄉的工業單元，學生不同於過
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正常」，學生「無」正面反應；也「無」負面反應。
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雖然以來賓分享的上課方式很不錯，但是來賓分享的
內容可能過於深入，學生不易瞭解，而反應不是很好，若調整分享內容，教學效
果可能會較好。
（四）家鄉的服務業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家鄉的服務業單元課程設計最好的
部分，為「情境互動，經驗反思」
；並「無」需要改進的部分；其他想法，為「Good」
。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家鄉的服務業單元教學時，
最能掌握的部分，為「情境互動」；最不能掌握的部分，為「歷程反思（因學生
的反應不能掌控）」
；其他心得為「學生的反應難以預料，隨時要有接變化球的心
理準備！」。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觀察在家鄉的服務業單元，學生不同於
過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較為歡樂（期待）
（內心）
，但看得出比平時緊張也
謹慎些」；學生的正面反應，為「大部分團隊都能合作演出，唯有一組同學，平
日就不能合作，今日亦出狀況」
；學生「無」負面反應；學生的其他反應，為「主
動發表回答問題的人少，但若給予分組比賽加分，立即變多」。
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來賓分享和角色扮演讓學生頗為期待與歡樂，雖然大
部分學生都能順利合作，然而還是有少部分學生像平時一樣無法順利合作。實驗
組 C 班教師也感受到學生可能產生各種反應，教師需要有隨時應變的準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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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比賽加分能夠引起學生的主動學習的意願。
（五）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
在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課程設計最好
的部分，為「情境互動」
；並「無」需要改進的部分；其他想法，為「Very Good」。
在教學進行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自己在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教學時，
最能掌握的部分，為「都很好」
；
「無」不能掌握的部分；其他心得為「學生很有
興致的學習，而也從課程活動中學到課本上及許多課本以外的知識經驗」。
在學生學習方面，實驗組 C 班教師觀察在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學生不同
於過去的上課情況和氣氛，為「較為活潑，熱烈，興致盎然」
；學生的正面反應，
為「許多學生對社會課程越來越有興趣，甚至主動跟老師訴說對社會課的喜
愛！」；學生「無」負面反應；學生的其他反應，為「經過多次的討論及上台發
表意見，同學之間越來越有默契，無形中也增進了學生表達和傾聽的能力！」。
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進行實地訪問讓學生興致盎然，學生可以從中學習課
本上和課本外的知識，實驗組 C 班教師並觀察到經過這幾次體驗學習課程，學
生表達和傾聽能力有所進步，並對社會課程越感興趣。

二、學生意見
在五單元課程結束後，學生分別在學習意見調查表上勾選是否喜歡該單元上
課方式的程度。1 為「很喜歡」、2 為「有點喜歡」、3 為「普通」、4 為「不太
喜歡」、5 為「很不喜歡」，並需要在勾選後填寫理由。
實驗組 C 班學生，家鄉的漁業單元收回 33 份學習意見調查表，家鄉的農業
單元收回 33 份學習意見調查表，家鄉的工業單元收回 32 份學習意見調查表，家
鄉的服務業單元收回 34 份學習意見調查表，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收回 34 份學習
意見調查表。在五個單元學習意見調查中，實驗組 C 班學生是否喜歡上課方式
的次數分配如表 4-60 所示。每個單元均有多數學生喜歡該單元的上課方式，僅
有少數學生表達不喜歡該單元的上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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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0

實驗組C班學生「學習意見調查表－是否喜歡上課方式」的次數分配

家鄉的漁業
家鄉的農業
家鄉的工業
家鄉的服務業
攜手合作為家鄉

1

2

3

4

5

未回收

18
15
16
20
23

7
6
8
8
8

7
7
7
5
3

0
2
0
0
0

1
3
1
1
0

1
1
2
0
0

從表 4-60 可看出學生勾選「不太喜歡」和「很不喜歡」共有八次，家鄉的
漁業單元學生提出的理由是「浪費下課時間」，家鄉的農業單元學生提出的理由
為「只是聽而已」「學習單太多」「下課的時候老師都還在上面教我們，不讓我
們下課」「最後一堂不能下課」「沒有影片」，家鄉的工業單元學生提出的理由
為「每次都一樣」，家鄉的服務業單元學生提出的理由為「不生動」。其中「只
是聽而已」「每次都一樣」「不生動」由同一位學生提出，而「浪費下課時間」
「學習單太多」是同一位學生所提出。

肆、小結
一、家鄉的漁業單元
家鄉的漁業單元是本研究實驗課程的第一單元，在前導活動階段以漁業產品
的實物引起學生的興趣，而情境互動階段主要以影片方式呈現課程內容，為避免
影片太長容易造成學生分心及內容負荷太大，因此，採用分主題多段看影片（情
境互動）－討論（經驗反思）－看影片（情境互動）－討論（經驗反思）的方式
進行，接著輔以學習單作為應用的階段，最後老師引導討論，進行歷程反思。
教師在進行課程後對這樣的課程設計，認為最好的部分是前導活動及情境互
動部分。這樣的安排能夠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也能將課程內容做有系統的分類。
為了學習歷程的連貫性，研究者特別將三堂課安排在一起，雖然影片已用分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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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段呈現的方式，搭配討論進行，然而，卻讓學生感覺一直在看影片，而且要學
生三堂課連續關注相同的主題，似乎有困難。另外，影片的內容是否活潑，足以
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亦需要謹慎選擇。而在應用與歷程反思，以不同的方式增
加學習內容的統整，則可以讓學生有更清晰的理解。實驗組 A 班和實驗組 B 班
的教師認為上課氣氛稍顯沈悶，雖然有部分學生可以專心看影片，但也有些學生
會有發呆的情況發生。然而，實驗組 C 班教師則感受到學生在上課前對課程的
期待，也有部分學生在上課時能投入課程，主動思考。
學生對於本單元上課方式僅少數學生表示不喜歡，原因為認為較無聊和無法
下課自由活動。學生大多表示喜歡本單元的上課方式，原因主要有「看影片容易
瞭解」「影片有趣、好玩」「每段影片後，教師有說明」「一起討論發表意見」。

二、家鄉的農業單元
家鄉的農業單元，前導活動讓師生分享生活中與農業相關的經驗，情境互動
則邀請兩位來賓，一位為在當地農會推廣部服務經驗豐富的員工，對當地農業發
展和現況有全面性的瞭解，另一位為茶農第三代，對茶葉種植有親身實際的經
驗。來賓介紹自己的經驗後，學生可提出問題與來賓互動，深入瞭解自己的疑問。
接著由教師引導學生經驗反思，並以學習單內容作為學習的應用，最後亦由教師
引導學生進行歷程反思。
教師在課程結束之後，認為請有經驗的來賓到學校與學生互動是課程中很好
的部分。若能再增加實物的呈現則可以讓情境更為真實，且在課程中若能以不同
的方式增加現在與過去農業的比較，學生可能會有更清晰的概念。來賓在分享經
驗時，多能以當地的實際狀況、具體的例子或自己的親身體驗說明，因此，能引
起學生的興趣，學生較能用心、認真的學習，與來賓互動時也較為活潑、熱烈。
來賓在分享經驗時，除了說明，也會提出問題請學生思考，鼓勵學生回答，最後
開放學生提出問題。因此，可以看到專心聆聽的學生、互相討論的學生、和積極
提問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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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於本單元上課方式僅少數學生表示不喜歡，原因為無法下課自由活
動、有一點無聊、有一點不好玩、只有聽而已、學習單太多和沒有影片。學生大
多表示喜歡本單元的上課方式，原因主要有「專業的人親自來說明，可以瞭解很
多」「以前和現代比照，很容易明白」「上課氣氛不會太嚴肅」「可以問問題」。

三、家鄉的工業單元
家鄉的工業單元，在前導活動部分由教師引導學生注意、觀察生活周遭與工
業相關的物品。由於學生對工業的課程內容，不像對農業一般的熟悉，因此安排
了影片和來賓作為情境互動的主要內容，兩段情境互動後，均分別有教師引導的
經驗反思，最後再由教師引導搭配學習單進行應用和歷程反思。在來賓分享的部
分，由於從家鄉的農業來賓分享的經驗發現，因為來賓要分別到三個班級進行分
享，為避免讓來賓多次往返，三班的上課時間需做調整，以方便來賓連續三節課
到三個不同的班級。除了上課時間調整較為困難之外，來賓在每個班級的時間有
限，學生與之互動的時間較無彈性，有時雖然互動仍然熱烈，但必須結束，頗為
可惜。因此，在家鄉的工業單元，嘗試在來賓情境互動的部分，三個班級一起進
行，由其中一位老師主導主持，另二位教師在旁協助。而課程的其他部分，則三
個班級分別進行。
教師在課程結束之後，認為來賓到學校與學生互動是課程中很好的部分。然
而，由於工業的主題是學生較不熟悉的部分，因此來賓分享的內容對於學生理解
而言，較為困難。另外在來賓互動之前呈現影片，讓學生對工業可以有概括的瞭
解。一方面是工業的主題學生較不熟悉，另一方面，三個班級學生一起上課，學
生對於來賓分享的內容有疑問時，不敢馬上提出來，因此，學生可能因為無法掌
握來賓分享的主題，而呈現反應較差，學習氣氛較為沈悶的情況。
學生對於本單元上課方式僅少數學生表示不喜歡，原因為無法下課自由活
動、有一點無聊和每次都一樣。學生大多表示喜歡本單元的上課方式，原因主要
有「可以看影片」
「有來賓說明」
「可以問問題」
「在視聽教室用電腦投影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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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起上很有趣」「很好玩、很有趣」。

四、家鄉的服務業單元
家鄉的服務業單元，前導活動時教師引導學生回想自己與服務業接觸的經
驗。而情境互動有來賓分享與角色扮演兩部分，在三位從事服務業的來賓分享自
己的工作經驗之後，由來賓指導與協助，學生分組進行角色扮演活動。三位來賓，
一位是學生較少有機會接觸的空服員，一位是學生在生活中可以經常接觸到的銷
售員，另一位則是學生每天共同生活的老師。以三位來賓的職業為主題，學生分
組討論扮演的情境與角色，若有需要可以請三位來賓提供協助。在每組學生上台
表演角色扮演情境之後，由教師引導學生進行經驗反思、應用和歷程反思的部分。
在課程結束後，教師認為這樣的課程設計，最好的部分可以邀請學生平常較
少接觸的服務業類型之從事人員，讓學生有機會瞭解該行業的工作內容。同時，
以來賓互動搭配角色扮演的方式作為情境互動的內容，可以讓學生印象較為深
刻。而實驗組 A 班教師則提到，讓學生自行選擇角色扮演的行業、用影片方式
呈現服務業的多元性，亦是可行的方法。來賓以活潑、生動的方式，分享自己的
工作經驗，能吸引學生的注意，而平常少見的經驗分享，則引發學生的好奇心，
學生也在課程進行中展現出快樂的一面。在角色扮演的時候，雖然多數學生都能
認真的投入，但仍有些學生會出狀況或是不認真。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要引導
學生說出心得與感想是教學歷程中較困難的部分，而實驗組 C 班教師則提出對
於學生各式的反應，自己要有應變的準備。
學生對於本單元上課方式僅少數學生表示不喜歡，原因為無法瞭解來賓分享
的內容和不生動。學生大多表示喜歡本單元的上課方式，原因主要有「來賓說明
很清楚」
「可以聽來賓的親身經驗」
「可以猜來賓的職業」
「可以問問題」
「有角色
扮演」「很好玩」。

145

五、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
攜手合作為家鄉是本研究實驗課程的最後一單元，課程內容綜合前幾單元，
做整合與發展。在前導活動由教師請學生回想前幾單元所學，並引導學生觀察、
注意自己在學校生活周遭與各種產業相關的現象。情境互動則由學生以分組方式
對學校周圍商家與路人進行訪問，訪問前教師提醒學生應注意的事項，並請學生
先草擬訪問的問題。訪問結束後，學生以分組報告訪問結果與心得作為經驗反
思。接著，教師提問其他地區產業可能的發展形式來引導學生得以將所學應用。
最後，教師引導學生反思此單元的學習歷程，及整個大單元（家鄉的產業）的學
習歷程，作為課程結束的統整。
在課程結束後，教師認為這樣的課程設計，最好的部分可以讓學生親自去訪
問各行各業的人，讓學生在真實的情境中，對生活周遭有所瞭解，除了印證課本
內容，也獲得許多課本之外的學習經驗。雖然在訪問之前，教師已請學生草擬訪
談問題，由於學生訪問經驗的不足，仍有些小組無法提出較適切的問題，若能再
加強與提示學生訪問的方向與內容，學生訪問會更有深度，收穫更多。由於學生
走出校園以分組方式進行訪問，雖然在離開學校之前老師已經說明各種應該注意
的事項，訪問時教師與研究者亦在附近，提供必要的協助。然而，有六組學生分
別活動，學生安全是教師較為擔心的問題。在反思的部分，較著重各產業之間合
作的關係，實驗組 A 班教師提出亦可增加學生自身能為家鄉做什麼努力與貢獻
的反思，讓學生自己與家鄉有更深的連結。出校門進行訪問，是學生一個特別的
經驗，學生多展現出興奮的情緒，甚至對於社會課產生很大的興趣與喜愛。學生
在訪問時，曾經遇到不願意接受訪問的人，然而，也都能有適當處理。雖然在學
習的歷程中，發生了一些小狀況，像實驗組 A 班某組學生在訪問時過於興奮，
未注意紅綠燈就過馬路，而實驗組 B 班則有某組學生，仍然無法合作完成任務。
但在學習上，教師卻也觀察到學生多項能力的展現與提升，包括提問、負責、表
達、傾聽，以及團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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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單元上課方式，沒有學生有表示不喜歡，全部的學生都表示喜歡本單
元的上課方式，原因主要有「可以出校門親自訪問店家和路人」「可以更瞭解社
區、更瞭解家鄉」「很好玩、很有趣」。

總而言之，每個單元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策略皆有其特色，例如實物的呈現引
起學生的興趣、來賓活潑的互動方式讓學生快樂投入學習、角色扮演讓學生印象
深刻、生活圈訪問讓學生有多實際多層面的學習等。然而，依然仍有可以改進之
處，例如選擇影片內容和長度時可更貼近學生需求、來賓互動內容深度可更適合
學生、訪問前可讓學生有更多練習的機會、更注意學生活動時的安全等。另外，
也發現多項教學策略並用，可以增加學習效果，而情境愈真實，互動性愈高，愈
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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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實驗組師生對整體課程設計的看法
本節討論實驗課程的整體設計和學生的學習情形，由於對照組教師依其自己
的教學方式進行，不在本研究分析的範圍之內，因此，僅討論實驗組。
在全部實驗課程結束後，研究者對實驗組三位教師分別進行訪談，也對實驗
組三班部分學生進行訪談。
在實驗組教師訪談部分，採開放式訪談，研究者並未設定固定問題，訪談重
點為實驗組教師就其本身參與本研究實驗課程後，在整體課程設計與教學、觀察
到學生的反應、教師本身收穫和其他等各方面提出整體性評估、心得、想法等。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如果有不清楚實驗組教師所表達的意思，便請再提出問
題，請其再說明或舉例。
在實驗組學生訪談部分，採半開放式訪談，研究者預先列了幾個問題，包含
請學生回想這幾個以體驗學習方式進行的社會領域課程和過去所上的社會領域
課程不同之處，課程中讓學生印象最深刻、最喜歡、最不喜歡、曾經與家人分享
的部分，也請學生自己對社會領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進行評估。另外，為減
少學生與研究者談話時可能的緊張，研究者與每位學生訪談時，均先與學生聊一
聊學生在學校及家裡的學習狀況。
下面以三個實驗組班級分別進行討論。

壹、實驗組 A 班
一、教師意見
（一）紮實的整套課程
本研究實驗課程由研究者設計，再與實驗組教師討論。在討論中研究者說明
課程安排的目的，讓實驗組教師對整體課程和單元課程設計想法有所瞭解，實驗
組教師也可以提出意見，經討論後可以修改或調整原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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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有先設計過，再來上會比較順，但是這個課程設計的過程，如果自
己有參與會比較上起來比較覺得是在上一套東西，比較紮實，跟你平常
做準備的時候，你可能看一下課本，就就你的經驗來上。
（實驗組 A 班
教師訪談，940610）
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課程經過設計，且自己有參與設計，在進行課程時較
為流暢與紮實，並且可以感受到是一整套的課程。
（二）單元選擇宜評估效益
在課程單元的選擇方面，由於受到整體社會領域課程時間的限制，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需考慮時間投入與效果產出的效益，而仔細選擇體驗學習的單元，以
避免壓縮其他單元的學習時間。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體驗學習可以加深學生對
學習內容的印象，並培養學生的感情和感覺，因此，在選擇單元時要考慮，學習
內容是否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並且需要引起學生強烈的感情。
可能在挑單元的時候要去思考是否要花這麼多時間，因為我們的課程時
間真的很有限，是否要花這麼多時間來做體驗，加深他對這個部分的情
感，可能就是要再篩選努力，這個東西是不是與他生活確實相關，我們
要引起他情感。（實驗組 A 班教師訪談，940610）
對於本研究課程單元選擇，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有關家鄉的單元需要培養
學生情感。
在做家鄉這個部分是很需要這個東西，他有感情，我們就是要培養他的
感情跟感覺，是滿需要這個東西。（實驗組 A 班教師訪談，940610）
然而家鄉的漁業、家鄉的農業、家鄉的工業等單元，是學生生活經驗不足的
部分，如果無法讓學生長期在真實情境進行體驗，不如讓教師灌輸學生知識，比
較節省時間。家鄉的服務業單元，學生生活經驗比較多，而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
與學生生活較相近，用體驗學習來加深學生印象和引起學生情感的效果會比較
大。
農業漁業在我們的生活佔的並不是很多，特別是在小朋友的生活和經
驗，…工業也很少，除非家裡面，但服務業是很多，例如說在他生活經
驗不夠的部分，我們可以多給他知識性的灌輸，例如在服務業的部分，
可以加強情感的部分…攜手合作我覺得也不錯，出去做訪問，這東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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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比較相近的。（實驗組 A 班教師訪談，940610）
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體驗學習有助於學生認知和情意方面的學習，然而因
為所需花費的時間較長，在整體課程時間限制與效益的考量上，應審慎評估，選
擇能產生較大效益的單元，方進行體驗學習。
（三）反思與歸納的重要
在課程進行時，除了情境互動的體驗活動之外，互動後的反思有重要的功
能。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不但要引導學生反思自己的感受，還要進一步要求學
生自己思考並歸納學習的內容。
體驗的部分有體驗到就有加強效果，但是其他統整，前面的引述阿，這
個部分它是屬於說必須要深層去思考的…下一步的歸納是很重要的，你
好不容易有深的印象了，我們把深的印象再一步去，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非常重要…歸納的東西不是我來幫你歸納，而是你自己把你的發現做個
小歸納。（實驗組 A 班教師訪談，940610）
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如果在進行情境互動之後，僅停留在活動本身，或停
留在感覺，而沒有進一步的歸納，是相當可惜的。而如何有進一步更深入的學習，
學生必須要願意思考也願意自己進行歸納。
教師如何引導學生反思和歸納，似乎是教學中相當關鍵，卻也不容易的部分。
（四）學生新的學習經驗
以體驗學習進行社會領域教學，對學生而言，是一種新的經驗，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會讓學生覺得很有新鮮感及趣味性。
對學生來講，他們可能也會覺得很鮮吧，因為這套方式就是不同於老師
的上課，老師上課有老師上的方式風格，他也許平常會帶一些活動什麼
的，但這等於是兩套東西，兩套思考模式在進行，對他們來講也滿有趣
的。（實驗組 A 班教師訪談，940610）
實驗組 A 班教師感受到體驗學習與其平時上課方式完全不同，是兩種模式
在進行。對學生而言，是一種新的經驗，能引起學生興趣。
（五）不同程度的學生收穫不同
體驗學習課程在班級教學裡，教師仍然要面對個別差異大的不同學生。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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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A 班教師認為有體驗就有加強效果，但是學生要真正有反思才能深入。對於
程度較佳的學生，體驗學習除了讓學生有知識層面的學習，也有情感層面的體
會。然而，對於程度較差的學生，學生雖然可以在體驗時加深印象，但若教師不
要求學生思考，學生容易產生學習的混淆。
程度比較好的跟程度比較差的，我覺得都有一些幫助，但是你不能期待
對他們的幫助是一樣大的…像程度比較差的小朋友，在這個活動中他能
體驗到的東西，他感受到的東西，印象比較深刻，但是其他的東西，他
如果沒有自己好好去學的話，我覺得還是有點困難，沒有去做釐清…已
經有一些知識的小朋友，基本知識已經有了，你再給他情感的東西，他
會比較提升，讓他程度更好。這點我在我們班上一些小朋友身上有看
到。但是那些程度比較不好的小朋友…我覺得要求真的很重要，你沒有
在要求，就真的是鬆鬆散散的，你有特別要求，就會有較好的表現。
（實
驗組 A 班教師訪談，940610）
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情境互動本身就能讓學生有所學習，然而因學生程度
差異，在後續反思與歸納的處理不同，造成了收穫多寡的不同和學習深淺的差
異。教師必須要要求學生思考，尤其是程度較差的學生，教師要求越多，學生的
收穫越多。

二、學生意見
研究者與實驗組學生進行個別訪談，瞭解學生對於透過體驗學習教學法學習
社會領域的經驗與想法。實驗組 A 班學生自三年級上學期至本實驗課程開始前，
均由實驗組 A 班教師擔任社會領域之教學，有一年半餘的時間，在這期間，實
驗組 A 班教師多以講述法進行教學。實驗組 A 班學生在本實驗課程結束後，接
受研究者的個別訪談，學生回想比較在實驗課程期間和過去以講述法學習時自己
的學習差異。
（一）容易深入瞭解課程內容
部分實驗組 A 班學生認為只聽老師講解，不容易瞭解課程內容，而透過體
驗學習，可以容易瞭解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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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用講的，有時候會聽不太懂，用這種方式，可以比較瞭解課本的內
容。（實驗組 A 班 01 訪談，940602）
不像以前都要在教室聽老師講，覺得有點無聊…就是不懂的變得比較
懂，變得比較不無聊…就是聽老師講阿，然後就講一些聽不懂，就覺得
很無聊。（實驗組 A 班 08 訪談，940616）
除了容易瞭解課程內容之外，亦有實驗組 A 班學生表示透過體驗學習，能
夠深入的瞭解課程內容。
我以前對社會科本來很不好，後來這幾次以遊戲的方式上課我就比較有
深入瞭解。（實驗組 A 班 25 訪談，940602）
可以更深入的去瞭解一些我們不知道的事情。（實驗組 A 班 30 訪談，
940616）
體驗學習教學提供了除了講述之外的活動，學生覺得比較有趣，讓學生部分
學生覺得容易瞭解，也讓部分學生能深入瞭解學習內容。
（二）增進學習動機
除了容易深入瞭解課程內容之外，部分實驗組 A 班學生認為體驗學習的上
課方式好玩而沒有壓力，讓自己想要學習、想要深入瞭解。
可以以一種跟平常不一樣的方式去瞭解社會，這樣的上課方式讓我不會
覺得壓力很大…這樣的方式我很喜歡，所以我就會想要去深入瞭解（實
驗組 A 班 25 訪談，940602）
這樣上社會課的時候，很好玩，就會記很多筆記，就會對內容努力去想
要知道，想要學習。（實驗組 A 班 26 訪談，940602）
進行體驗學習教學時，氣氛較為輕鬆，讓學生覺得沒有壓力，也覺得好玩，
因此，增加了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也提升了學習動機。
（三）提升學習興趣
訪談中，許多實驗組 A 班學生表示很喜歡這幾次以體驗學習教學法進行的
社會領域課程單元，並且變得比以前更喜歡社會課。
我覺得攜手合作為家鄉是我在社會課本裏最喜歡的一課。
（實驗組 A 班
33 訪談，94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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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次活動變得比較喜歡。（實驗組 A 班 08 訪談，940616）
以前想說社會課很難，也很煩，從你[指研究者]來上課之後，我就覺得
滿有趣的。（實驗組 A 班 28 訪談，940616）
與學生學習意見調查相同，多數學生表示喜歡體驗學習課程，也增加了對社
會領域的學習興趣。
（四）學生所學不限於老師
在家鄉的農業、家鄉的工業、家鄉的服務業等單元都有請經驗豐富的來賓到
學校與學生互動，而攜手合作為家鄉的單元則是讓學生走出校門，自己與校園生
活圈的商家、人員互動。部分實驗組 A 班學生認為透過與他人的互動，可以具
體、詳細的瞭解他們的生活經驗，而這些經驗卻不一定為教師所知或所能體會。
各行各業專業的人來幫我們解說，讓我們覺得好像就是比較會瞭解，因
為老師沒有親身體驗過。（實驗組 A 班 06 訪談，940602）
老師有時候講的會縮短，潘叔叔他們講得會比較詳細一點…他們工作中
很多東西都是我們平常看不到的。（實驗組 A 班 28 訪談，940616）
通常老師不一定會知道所有關於社會的事情，透過訪問人家，就可以知
道老師不知道的事情。（實驗組 A 班 14 訪談，940602）
學生能夠瞭解教師並非對所有事情都有具體經驗，對於部分教師較不熟悉的
內容，僅能做簡短的說明和解釋。學生透過與人互動，可以獲得一些教師所知有
限的具體知識和經驗。
（五）學生與家人分享學習經驗
以體驗學習進行的社會領域課程，讓多數學生覺得喜歡、有趣之外，部分實
驗組 A 班學生回家後，會主動與家人分享在學校的學習內容，增加與家人互動
的題材。
跟家人講上課的時候一些比較有趣，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去外面訪問
的事情。（實驗組 A 班 01 訪談，940602）
我有跟家人講過我們出去訪問，還有演戲很好笑，就在家裡會跟妹妹自
己再演，我媽媽就會一直笑一直笑，我覺得很好玩。媽媽她說這個活動
很好，可以繼續做。（實驗組 A 班 26 訪談，94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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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學習課程進行往往讓學生對學習內容印象深刻，而回家後與家人分享，
讓家人瞭解學生在學校學習的情況。體驗學習增加學生與家人互動的題材，而不
限於在學校發生重大事件方與家人分享。
（六）少數學生需互動性更高的學習
在訪談中，雖然實驗組 A 班學生對於各單元上課方式的喜好各有不同，也
各有不同的印象深刻內容或事件，但大多數實驗組 A 班學生均對實驗課程中的
各單元給予正面評價，或者認為對學習有幫助，或者認為學習方式有趣味。然而，
有一位學生特別提出，他僅喜歡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的外出訪問，及家鄉的服務
業單元中角色扮演的部分。即使邀請來賓到班級內進行分享，由於是在坐在教室
上課，他仍覺得不感興趣。
[喜歡] 出去訪問，因為就是可以到戶外走走，我覺得很不錯，在教室
上課很無聊…[有來賓來] 也有些無聊…[喜歡] 演戲，因為可以上台。
（實驗組 A 班 30 訪談，940616）
雖然來賓分享自身的經驗，但仍無法引起少數學生的興趣，需要以互動性更
高的教學方式，方能使該學生提起學習興趣。

貳、實驗組 B 班
一、教師意見
（一）課程有系統
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課本在家鄉的產業單元，敘述與編排的方式頗為零散，
沒有整體的概念。在研究者重新以體驗學習課程設計之後，較有系統與連慣性，
容易進行教學。
課本阿，其實它是滿零散的，沒有一個整體的觀念，是你 [研究者] 來
幫我們上之後，才比較有系統，對，有一連貫的感覺。你有看過教材嘛，
它他好像就是一連串的文字敘述，就好像小朋友就要死背。（實驗組 B
班教師訪談，940627）
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家鄉的產業課程內容較難掌握，較難有條理的進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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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體驗學習教學重新設計後，較有系統，較能掌握。
（二）反思造成學生負擔
在情境互動之後，教師引導學生對互動的經驗和歷程進行反思，可以讓學生
對學習的內涵作有意義的統整與歸納。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對於懶得思考的學
生是很大的負擔，而若以文字表達的方式進行反思，懶得寫字的學生則會敷衍了
事。
反思喔，我覺得對一部份學生來說是滿負擔的，如果他很懶得想，或是
很懶得寫字的人，可是如果你問他，他可能會好好回答你，有些小朋友
就會寫的很敷衍阿，那真的有在反思嗎？（實驗組 B 班教師訪談，
940627）
對於這樣的學生，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只能稍微鼓勵，無法強迫，因為仍
要顧慮其他學生的學習進度。
我覺得硬逼這他去想的話，你可以 push 他一點，但是你不可能到達你
要求那樣子，因為一個班有 34 個小朋友，必須要顧到其他小朋友的進
度。（實驗組 B 班教師訪談，940627）
另外，實驗組 B 班教師也認為要求學生思考，不能過於急躁，否則會造成
學生的恐懼。
[要求思考問題] 要阿，我覺得那是要訓練…但還要看學生的個性，你
有時候太急，反而讓他很害怕。（實驗組 B 班教師訪談，940627）
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反思是部分學生的負擔，教師可以訓練學生思考，但
不能強迫，也不能太急躁，不然會讓學生退縮，造成反效果。
（三）課程可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
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本實驗課程在情境互動中的活動方式，能夠引起學生
的學習興趣和意願，而學生的學習意願是學習歷程中很重要的部分，學生自願學
習的內容，方能對日後有所幫助。
學習的興趣，學習的意願。我覺得能夠引起學生學習的意願很重要，那
如果他不想學，你怎麼打，你硬逼他，他記住了，但是對他以後，我覺
得沒有什麼幫助耶。（實驗組 B 班教師訪談，94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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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體驗學習最大的優點是能夠引起學生的學習意願，如
果不是學生自願學習所獲得的內容，即使學生能在短時間之內記住，卻也無助於
日後生活。
（四）有助於學生人際互動
本研究實驗課程中，在家鄉的農業、家鄉的工業、家鄉的服務業均邀請來賓
至班級與學生互動，而攜手合作為家鄉則讓學生外出訪問。實驗組 B 班教師認
為這樣豐富的人際互動機會，讓學生有了與人應對進退的練習。
對人，跟人接觸吧，我覺得他們很缺乏跟人應對進退的那種練習，禮貌，
說話得不得體。我覺得可以讓那些上課不敢講話的小朋友，可以在那種
沒有被教室包圍的情況下，可能又會有不同的面出現。
（實驗組 B 班教
師訪談，940627）
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體驗學習課程有助於學生與人互動的學習，尤其是離
開校園之後，可以讓學生在非傳統教室情境中，展現出不同於以往的能力。
（五）無助於學生的考試分數
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雖然體驗學習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但是在學習
過程中教師若沒有提醒學生活動與課程內容的關連，由於學生較難自己連結，因
此對於學生在考試成績方面的幫助有限。
加入你的體驗課程活動，我覺得會引起小朋友的興趣，可是能夠在考試
方面的幫助，我覺得好像有限，他們比較不會去聯想，這個是我們上課
的那個部分，必須要去提醒他，或是另外再加強。
（實驗組 B 班教師訪
談，940627）
以體驗學習進行社會領域教學，學生仍然需要接受學校的考試，教師仍須面
對學生考試成績高低的壓力。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體驗學習課程，似乎無法對
學生考試方面有幫助。實驗組 B 班教師指的考試分數為學生在學校期中考和期
末考的成績，由於學校社會領域考試經常偏重學生對課文的熟悉度，採體驗學習
進行教學時，雖然將課文概念融入教學活動中，然而未再對課文內容進行解說，
讓實驗組 B 班教師產生體驗學習可能無助學生於考試分數的擔憂。然而，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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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本研究社會領域學習成就測驗的表現看來，實驗組 B 班學生雖然在綜合統
整部分未優於對照組學生，而在低層次認知和高層次認知部分均優於對照組學
生。因此，或許實驗組 B 班教師可以擔憂體驗學習可能無助於學生考試分數，
但卻可以放心體驗學習對學生在社會領域的學習成就具有正面效果。

二、學生意見
研究者與實驗組學生進行個別訪談，瞭解學生對於透過體驗學習教學法學習
社會領域的經驗與想法。實驗組 B 班學生自三年級上學期至本實驗課程開始前，
均由實驗組 B 班教師擔任社會領域之教學，有一年半餘的時間，在這期間，實
驗組 B 班教師多以講述法進行教學。實驗組 B 班學生在本實驗課程結束後，接
受研究者的個別訪談，學生回想比較在實驗課程期間和過去以講述法學習時自己
的學習差異。
（一）容易瞭解體會課程內容
部分實驗組 B 班學生認為透過有親身經驗的來賓所進行的分享，相較於只
聽教師說明，學生認為可以容易瞭解課程內容，也更能體會。
那些貴賓來，因為他們曾經體會過，跟我們講，比較容易懂。（實驗組
B 班 14 訪談，940614）
訪問完這樣就會去體會到他們替人家服務，或是自己做會有多麼辛苦。
[聽老師講] 沒有，自己去做比較能體會到。（實驗組 B 班 30 訪談，
940614）
整體而言，有學生認為透過這幾次的體驗學習課程，可以瞭解學習的內容，
以及該單元所要表達和意義。
弄得比較清楚，我會比較清楚那些單元的意義，它的裡面的內容（實驗
組 B 班 16 訪談，940614）
體驗學習讓學生容易瞭解並體會各課程單元的內容與意義。
（二）提升學習興趣
實驗組 B 班學生過去的社會領域學習經驗，大多都是坐在教室聽老師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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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和習作。以體驗學習的教學方式進行社會領域課程教學，多數學生都覺得跟
過去的社會領域上課方式有很大不同。
讓我變得更有興趣，因為我覺得有來賓來或出去訪問，我覺得比較好
玩，不會像上課本那麼無聊，我覺得比較有趣。
（實驗組 B 班 29 訪談，
940614）
比較好玩…就是不用一直看課本阿，然後老師一直講一直講，然後就很
煩阿，就不想上了。（實驗組 B 班 07 訪談，940614）
過去社會領域的上課侷限於聽老師講解課本中的內容，部分實驗組 B 班學
生覺得無聊，體驗學習提供了豐富的教學內容與多樣的教學方式，讓學生覺得很
有趣、很喜歡，整體上也對社會領域愈來愈有興趣。
（三）學生所學不限於課本
在家鄉的農業、家鄉的工業、家鄉的服務業等單元都有請經驗豐富的來賓到
學校與學生互動，而攜手合作為家鄉的單元則是讓學生走出校門，自己與校園生
活圈的商家、人員互動，這樣的學習內容超越了課本與習作所包含的。
如果沒有你 [指研究者] 來的話，我們可能就只上課本和習作，我們只
知道課本和習作，不知道的還有很多。
（實驗組 B 班 29 訪談，940614）
貴賓可以提供我們一些知識，然後不會像之前只教課本知識，可以教其
他的一些有…經驗的知識，他們有做過的。（實驗組 B 班 08 訪談，
940614）
部分實驗組 B 班學生認為來賓或其他人有其個別的經驗和知識，這些經驗
知識超越了課本的描述，因此，透過與他人的互動，可以學習到課本以外的知識。
（四）學生與家人分享學習經驗
以體驗學習進行的社會領域課程，讓多數學生覺得喜歡、有趣之外，部分實
驗組 B 班學生回家後，會主動與家人分享並討論在學校的學習內容，除了增加
學生與家人互動的題材之外，學生在描述過程中，也再一次整理所學內容，加深
印象。
服務業的時候，我就比較好奇為什麼會請到空中服務員，我回家就跟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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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媽講她跟我們講了什麼，我也覺得那個工作也不是很輕鬆。媽媽說
可以學學他們去多努力一些，以後可以創造更好的未來。
（實驗組 B 班
14 訪談，940614）
有時候媽媽就會叫我寫感想給她看…我覺得這樣我也可以再回想一下
那樣歡樂的時光…媽媽就會認為這樣的話可以增加我社會領域，不用跟
以前一樣一直死背…可以比較活用社會（實驗組 B 班 05 訪談，940614）
家長聽了學生所分享的在學校的學習後，時常可以針對學生所分享的內容給
予適當的鼓勵，同時家長也對於對學校課程安排有適當的瞭解。
（五）希望課程持續進行
部分實驗組 B 班學生表示很喜歡以體驗學習進行的社會領域課程，希望以
後還能繼續用這樣的方式上課。若是能繼續用體驗學習方式上課，部分實驗組 B
班學生表示將會很期待上社會課，也能夠對學習內容有深刻印象。
希望這次社會課還可以流傳留到五年級那邊，以後可以繼續上到…五年
級再用這種方式上（實驗組 B 班 08 訪談，940614）
如果以後還能再上這樣的社會課，我覺得我會越來越喜歡社會課，而且
每次都會很期待上社會課。（實驗組 B 班 28 訪談，940614）
我希望下次還能上這樣子的課，這樣子我會記得誰有來過，誰有介紹什
麼東西給我們知道（實驗組 B 班 22 訪談，940615）
由於以體驗學習進行的社會領域課程，讓學生感到很有興趣及印象深刻，因
此部分實驗組 B 班學生希望這樣的課程能夠持續進行。
（六）可增加活動和互動
在訪談中，實驗組 B 班學生對於各單元上課方式的喜好各有不同，也各有
不同的印象深刻內容或事件，大多數實驗組 B 班學生均對整體實驗課程有正面
的評價。然而，有一位實驗組 B 學生表示家鄉的漁業、家鄉的農業和家鄉的工
業單元，因為有些部分較難不易瞭解，因此覺得有些不喜歡。
之前上的那個漁業農業工業，有些地方有一點難。（實驗組 B 班 25 訪
談，940614）
還有一位實驗組 B 學生提到以看影片方式進行的課程，他覺得無聊不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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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來賓分享較有趣，但是時間也不希望太長，該學生也表示在以體驗學習進行的
單元中，他非常喜歡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
只有看影片…會覺得無聊…請人來說…比較喜歡…但講太久也會有一
點無聊。（實驗組 B 班 19 訪談，940615）
另外，有一位實驗組 B 學生則提到家鄉的工業單元如果不要和其他兩班學
生一起上課，可以有較多的時間和來賓討論，會更好。
大概是工業吧…因為三個班一起進行的…希望可以個別班…這樣可以
給我們比較多時間 [跟來賓討論]。（實驗組 B 班 08 訪談，940614）
實驗組 B 班學生提出以體驗學習進行的社會領域教學中較不喜歡，而在日
後設計可以調整的部分，主要有課程內容的難度可以更適合學生的程度，而活動
的互動性越高越能讓學生投入，以及應提供更充足的互動時間，免得讓學生有意
猶未盡的感覺。

參、實驗組 C 班
一、教師意見
（一）選擇單元適切
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體驗課程的選擇，應與學生生活高度相關，及對學生
將來生活有所幫助的內容較為適切。
你選擇這個東西讓他們可以真實的去接觸到，跟他們相關度非常高的東
西，而且對未來，對他的方向有很大關係的東西，我覺得很好。那其實
選擇的方向，就是有前瞻性，對於他未來的生活人生就業有幫助的東
西，這個東西來作體驗，我覺得會很棒。
（實驗組 C 班教師訪談，940621）
而本實驗課程家鄉的產業中各單元介紹家鄉的漁業、農業、工業、服務業及
攜手合作為家鄉的單元，是學生生活中常常接觸的內容。且學生透過深入瞭解家
鄉的產業，亦可延伸試探自己的興趣，對學生將來的生活有所幫助，因此本研究
實驗課程單元選擇頗為適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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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導與反思的重要
在課程進行時，除了情境互動的體驗活動之外，互動前的引導與互動後的反
思均有重要的功能。
課程在進行的時候，引導很重要，他要知道要體驗的是什麼，不是出來
晃一下，或是聽人家講，講完了就沒什麼了。回去的反思，也非常重要，
因為前面引導的部分，到活動的時候，他可能又有另外的體驗或感受，
或跟你前導的部分又有出入，那整合，完整的過程，在他們小小的腦袋
內，會印下比較清晰的架構。（實驗組 C 班教師訪談，940621）
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在互動前引導可以讓學生知道體驗的內容，而非僅
是遊戲。學生在體驗時有自己的感受，因此體驗後，教師帶領學生進行反思、比
較、整合，會讓學生對學習內容有清晰的架構。
（三）快樂學習
體驗學習提供了不同於過去僅在教室中聽教師講述課本內容的學習方式，影
片、來賓、角色扮演、訪問等活動，均讓大部分學生感到好玩、有趣。
很重要的是他可以快樂的學習，他可以快樂的學習就不會拒絕學習，排
斥學習，自然而然在這狀況，就會吸收到東西，這很重要，比較符合他
們學習的需求。因為他們希望是快樂的，不是被壓迫的。
（實驗組 C 班
教師訪談，940621）
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以體驗學習進行社會領域教學，讓學生可以快樂的學
習，不會排斥學習，因此對於課程內容的學習吸收，自然有所幫助。
（四）人際能力提升
本研究實驗課程中，在家鄉的農業、家鄉的工業、家鄉的服務業均邀請來賓
至班級與學生互動，而攜手合作為家鄉則讓學生外出訪問。
對於他的能力，人際的能力，因為我們的是體驗，有帶去做，做一定要
接觸人，所以在這方面也會有相當大的幫助。（實驗組 C 班教師訪談，
940621）
在體驗學習過程中，學生有許多與他人互動的機會，在互動當中，學生需要
與人溝通，表達自己並理解別人。因此，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對學生的人際能

161

力有幫助。
（五）增進團隊合作
體驗學習除了讓學生有與他人接觸的機會，學生之間的互動也增加了，學生
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學習任務。
在整個活動過程中，他們的互動增加了，互動不是下課時間的玩鬧，而
是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對他們彼此的瞭解，還有分工合作，還有人格特
質的顯現。整個活動來說，對他們的團隊是很有幫助的。因為接下來，
不管做那個課程，不論是小組討論或分享，都很容易就可以進行。（實
驗組 C 班教師訪談，940621）
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在小組互動的過程中，學生學習分工合作，也學習溝
通協商，讓學生團隊合作的能力有所提升。因此，學生在體驗學習中獲得的能力，
也展現在後續的其他課程中。
（六）對不同程度學生有不同層面的幫助
體驗學習課程在班級教學裡，教師仍然要面對個別差異大的不同學生。體驗
學習讓學生從具體的經驗中學習，而非僅是對課本中的文字進行敘述和解釋。
本身就滿聰明的人，只有給他死的知識，跟他自己看，對他來說可能效
果不會差很多，但是你給他體驗，他可能會發展出活用的能力，所以幫
助就比較大。再來就是，對那些中程度，他對這科目是本來沒有特別喜
愛或厭惡的，但是透過這課程，他可能變的比較喜愛，會深入探討，這
影響也很大。再來，對於那些表達能力較弱的人，在這過程可能會增加
他們溝通表達能力，因為有一再地訓練，總是會輪到他，就算不輪到他，
看久了，他也會學習到。（實驗組 C 班教師訪談，940621）
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透過體驗學習進行社會領域課程可以提供不同程度
學生在不同層面的幫助。對於程度較佳的學生，經由體驗學習可以發展出活用知
識的能力；對於程度中等的學生，體驗學習可以增加學生對社會領域的興趣；而
對於程度較差的學生，透過練習與觀察，有助於學生溝通表達能力的提升。
（七）學生親自操作感受較深
本研究實驗課程的五個單元，所採用的教學策略各不相同，不同單元情境呈
現程度和互動性高低，均不相同。實驗組 B 班教師在教學之後，比較各單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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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進行與學生的學習反應。
整個來說，課程設計是漸進式，感覺上真的是學生要親自去操作的東
西，他們會感受特別深刻（實驗組 C 班教師訪談，940621）
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當情境愈真實、課程提供的互動性愈高，學生越能親
自操作，學生的感受就會較深刻。

二、學生意見
研究者與實驗組學生進行個別訪談，瞭解學生對於透過體驗學習教學法學習
社會領域的經驗與想法。實驗組 C 班學生自三年級上學期至本實驗課程開始前，
均由實驗組 C 班教師擔任社會領域之教學，有一年半餘的時間，在這期間，實
驗組 C 班教師多以講述法進行教學。實驗組 C 班學生在本實驗課程結束後，接
受研究者的個別訪談，學生回想比較在實驗課程期間和過去以講述法學習時自己
的學習差異。
（一）提升學習興趣
訪談中，多數實驗組 C 班學生表示很喜歡這幾個以體驗學習教學法進行的
社會領域課程單元。除了喜歡這幾個以體驗學習教學法進行的社會領域課程單元
之外，部分原本不喜歡社會課的實驗組 C 班學生，變得喜歡社會課，部分原本
就喜歡社會課的實驗組 C 班學生，變得更喜歡社會課。亦有學生表示希望可以
繼續上以體驗學習進行的社會領域課程。
原本不喜歡，變很喜歡，很喜歡。因為我覺得社會課可以教我們生活知
識。（實驗組 C 班 17 訪談，940531）
自從你 [指研究者] 來以後阿，我就愈來愈喜歡社會，因為老師就常常
辦活動。（實驗組 C 班 30 訪談，940531）
我真希望時間不要這麼快就過去，這樣可以繼續上，各種活動，遊戲中
學習。（實驗組 C 班 18 訪談，940615）
與學生學習意見調查相同，多數學生表示喜歡體驗學習課程，也增加了對社
會領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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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所學不限於老師
在家鄉的農業、家鄉的工業、家鄉的服務業等單元都有請經驗豐富的來賓到
學校與學生互動。部分實驗組 C 班學生認為透過與他人的互動，可以深入、具
體的瞭解他們的生活經驗，而這些經驗卻不一定為教師所知。來賓的真實生活經
驗能夠引起實驗組 C 班學生的興趣，也能讓實驗組 C 班學生獲得更多知識。
他們內容都講得很豐富，像有些老師有些還不太知道，老師只會簡單的
告訴我們。（實驗組 C 班 28 訪談，940531）
來賓比較有經驗，老師又不是做農業那些的，請來賓來阿，讓我更瞭解，
就會很感興趣。（實驗組 C 班 23 訪談，940602）
我覺得有客人來的話，他會說我們不知道的東西，有更多的知識…因為
老師沒辦法知道很多東西，其他人會有不同的知識。（實驗組 C 班 11
訪談，940615）
學生能夠瞭解教師並非對所有事情都有具體經驗，對於部分教師較不熟悉的
內容，僅能做簡短的說明和解釋。學生透過與人互動，可以獲得一些教師所知有
限的具體知識和經驗。
（三）學生產生同理心
家鄉的服務業單元在來賓分享之後，學生進行角色扮演，有實驗組 C 班學
生表示透過角色扮演可以體會別人的感覺。
讓我體會到別人的感覺跟心情，瞭解別人，多多替別人著想。（實驗組
C 班 18 訪談，940615）
在攜手合作為家鄉單元出校門進行訪問，教師並未事先安排受訪者，學生必
須自己邀請受訪者。因此，學生可能會面臨被受訪者拒絕或不禮貌對待的情況。
學生透過訪問陌生人的經驗，發現訪問的困難之處，讓學生對請求幫助者產生了
同理心，將來若自己成為受訪者，會以正面的態度回應。
可以比較瞭解作記者很辛苦阿，如果有人要訪問我的話，要有禮貌告訴
他。（實驗組 C 班 19 訪談，940531）
透過角色扮演和實際訪問他人，無論是學習的內容或是學習的過程，都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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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觸發學生同理心的產生。
（四）學生與家人分享學習經驗
以體驗學習進行的社會領域課程，讓多數學生覺得喜歡、有趣之外，部分實
驗組 C 班學生回家後，會主動與家人分享在學校的學習內容，增加與家人互動
的題材。
媽媽就說這種活動很好，叫我多認真一點，回家可以再教她。…工業阿，
農業阿，漁業阿，服務業阿，我都有講。然後，媽媽都跟我說這個活動
很好，現在我知道工作很辛苦，所以我要多學，上課要認真阿。（實驗
組 C 班 19 訪談，940531）
就是說我們去訪問阿，訪問的狀況，就是說我們要訪問的內容，還有一
些被我們訪問的人的回答，還有心得。媽媽說以後如果有那麼好的社會
課阿，可以再多一點。（實驗組 C 班 23 訪談，940602）
家長聽了學生所分享的在學校的學習後，時常可以針對學生所分享的內容給
予適當的鼓勵，也肯定學校課程的安排，並鼓勵學生把握學習機會。
（五）部分來賓分享的內容較難瞭解
實驗組 C 班學生均有其對各單元上課方式的喜好，也會將印象深刻的內容
與家人分享。雖然，大多數實驗組 C 班學生對整體的實驗課程有正面的態度，
然而，有三位學生表示比較不喜歡家鄉的工業單元，因為他們僅是聽來賓分享，
而且不太瞭解來賓分享的內容，因此對該單元較不感興趣。
[比較不喜歡] 到五樓視聽教室那次，因為只有講而已。
（實驗組 C 班 03
訪談，940602）
我覺得郭爺爺在講的時候，我聽不懂他在說什麼。（實驗組 C 班 30 訪
談，940531）
工業就是聽郭爺爺講，一直聽就愈聽愈無聊，因為他那個有些就怪怪
的，我都不會，所以我就比較不喜歡工業。
（實驗組 C 班 17 訪談，940531）
學生對家鄉的工業單元內容較不熟悉，且三個班級一起聽來賓分享，學生與
來賓的互動機會較少，因此，讓部分學生感覺只是在聽來賓講而已，較難掌握並
理解來賓分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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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在課程設計與單元選擇方面，實驗組教師整體上認為本研究實驗課程整體設
計紮實有系統。而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本研究實驗課程單元選擇適切，但實驗
組 A 班教師認為可再更審慎從效益角度進行評估單元的選擇。
在教學進行方面，情境互動是體驗學習的主要特色，而實驗組 A 班教師與
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引導、反思與歸納在體驗學習教學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
然而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反思會造成某些學生的負擔。
在教師觀察到的學生學習方面，以體驗學習進行社會領域教學是學生新的學
習經驗，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快樂學習，有助於學生人際互動能力，
並增進團隊合作，而不同程度的學生有不同的收穫，尤其是課程中讓學生親自操
作的部分越多，學生越能有所感受。而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體驗學習對學生的
考試並無幫助。
在學生的學習反應方面，整體而言，學生自覺透過以體驗學習所進行的社會
領域課程，可以容易並深入瞭解學習內容，也可以增加對該課程單元和整體社會
領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學生在課程中所學的對象與範圍不限於教師和課
本，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有產生同理心的機會。單元課程結束後，學生會與家人分
享自己在該單元深刻印象的學習內容。整體實驗課程結束後，學生希望日後能持
續以體驗學習進行社會領域教學。然而，若能再增加課程內容的互動性，並調整
學習內容至更適合學生的程度，則可以讓學生學習更投入，學習收穫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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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實驗組教師專業成長
為瞭解實驗組教師在參與本研究所產生的專業成長，乃於實驗結束後，分別
對實驗組教師進行訪談，下列分別對三位實驗組教師進行說明。

壹、實驗組 A 班教師
一、引發日後課程與教學的思考
實驗組 A 班教師在進行教學時，依照研究者設計並討論過的流程進行，然
而在教學過程中會觸發一些日後對該單元課程設計與教學的新想法，經常在課程
進行中思考可以如何修正和調整，而使課程更好。
我會依照你的課程去做，做完之後我會有我新的想法，我會想應該怎麼
做怎麼做會更好，我也會去修正說，如果以後沒有這些東西，我自己呢？
在調整上我會怎麼做。（實驗組 A 班教師訪談，940610）
有些是對社會領域該單元課程的想法，有些則不限在社會領域。而這些想法
會存在教學者的記憶裡，以便在日後適當的時機，提出使用。
想法有時候不見得是這個課我應該要怎麼上會比較合適…就是隨時會
有這些小點子，當你下次在做什麼的時候，你的選擇是其他的而不是這
個，或者是在排課程順序的時候該怎麼排…就儲存在你的記憶庫裡面
阿，然後想到的時候就把它拿出來用阿。
（實驗組 A 班教師訪談，940610）
實驗組 A 班教師經常思考課程與教學的問題，在教學過程中不斷試探、尋
找更好的教學方法，並隨時蒐集點子，儲存在腦中，以便日後教學有需要時之應
用。

二、應用體驗學習精神
本研究的體驗學習課程設計中所使用的部分教學策略，雖然實驗組 A 班教
師認為對學生學習頗有幫助，但某些策略如學生分組外出活動或邀請來賓至班級
分享，對實驗組 A 班教師而言，當其獨自進行教學時，有實行上的困難待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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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訪問的這個部分，我們這學期帶出去，像分組就沒有辦法照顧到每一
組，每一組都會一兩個搗蛋小朋友。不會用分組的方式，可能是全班帶
出去做什麼…像說我不是在地的人，那要找在地的 [指請來賓到學校]
有困難，像如果農村漁村，要做體驗的話，其實可以把它放在校外教學，
可以做到…我覺得還是要去做阿，但是我覺得可以折衷，譬如用學校本
位課程。（實驗組 A 班教師訪談，940610）
實驗組 A 班教師也已經思考可以如何應用體驗學習精神，而將學習策略調
整為可行性較高的方法，例如以全班活動或校外教學或學校本位課程等方式，以
同年級教師團隊合作的方式，共同發展課程，以減輕個別教師的負擔。

三、願意再進行合作研究
本研究由研究者先行設計課程，再與實驗組教師進行討論，由實驗組教師執
行。為確保實驗組教師瞭解研究者設計課程的想法及詳細的教學流程，花了相當
多時間在溝通與討論上。
站在老師的立場，一定是一團亂，你必須要肯調整，在教室裡面老師本
來就是主控者，要安排要計畫，那你插入了一個東西要配合。彼此要溝
通，要花很多時間…不過我覺得對學生的立場是很不錯的…我是會願意
花額外的時間來做對學生有幫助的。（實驗組 A 班教師訪談，940610）
對於合作研究的模式，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可以為教學帶來新的刺激，對
學生而言是有幫助的，然而對教師而言，因為不是學校的常態課程，教師需要調
整其原本的教學，也要額外花時間參與討論，是讓教師產生猶豫的地方。然而，
實驗組 A 班教師認為她願意花時間去做對學生有幫助的事。

貳、實驗組 B 班教師
一、體驗學習精神帶著走
實驗組 B 班教師認為體驗學習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增加學生互動
的能力。因此，實驗組 B 班教師表示會將體驗學習精神帶到日後的教學上。
會帶著走，會有那個觀念。我覺得看螢火蟲的圖片，跟看真的螢火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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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不一樣的阿，我覺得那種精神會在自己的腦海裡面，會帶著走。
（實
驗組 B 班教師訪談，940627）
雖然實驗組 B 班教師對體驗學習精神的體認，傾向於強調情境互動與實物
本身，然而實驗組 B 班教師願意讓其收穫，伴隨日後的教學。

二、教師應持續充實
實驗組 B 班教師在參與本研究之後，認為要多與其他教師討論，不可停留
在自己多年不變的固定教學方式中，從參與討論中可以學習別人的觀點和方法。
不可以覺得自己就是教得很好，要多去請教人家，多跟別人討論，我覺
得那種經驗也不錯。像是我們這次上社會，能夠參加我覺得很好，就是
跟其他老師一起討論。（實驗組 B 班教師訪談，940627）
從參與體驗學習教學的過程，實驗組 B 班教師看到雖然是相同的一套課程，
然而不同教師在不同班級實施時的情況有所不同，在討論的過程中，實驗組 B
班教師會以其他教師的教學經驗做為參考。

三、樂意再進行合作教學
實驗組 B 班教師從參與體驗學習教學中，看到學生快樂的學習，也對於重
新設計組織過的課程內容較能掌握，減輕課程準備和教學上的負擔。因此，實驗
組 B 班認為如果日後還有類似的機會，願意嘗試再次合作。
小朋友我覺得他們很快樂，這學期的社會課本這麼混亂，如果讓我自己
來上，他們大概也沒有什麼收穫，就變成讀書只是在應付考試，可能我
自己去抓課文精神，也不是抓得很好，因為你已經幫我們整理過了…如
果以後有機會的話，不要忘了我…如果還有這樣的教材，當然我覺得可
以去嘗試阿…自己去設計喔，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因為現在的時間體
力上面，好像不太允許。（實驗組 B 班教師訪談，940627）
對於可能有益於學生學習的新教學方法，實驗組 B 班教師接受度很高，很
樂意去嘗試。然而，若要實驗組 B 班教師自行思考設計課程，目前在時間和體
力等因素的限制下，則尚難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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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實驗組 C 班教師
一、掌握社會領域精神與教學重點
實驗組 C 班教師在參與本研究之前，由於個人興趣與學習背景，對於社會
領域精神與教學重點無法掌握。但在有限的備課時間下，仍會著重於國語、數學
等科目，而忽略社會領域。實驗組 C 班教師參與本研究的原始動機便是尋求自
己在社會領域教學上突破的機會。
之前都會有一個反應，就是說社會課到底在講些什麼，課本內容好像拉
拉雜雜的，重點在哪裡，光看課本，不是那麼容易抓到…我以前都不知
道我到底要怎麼上社會，因為我本身對於這方面的知識不是很多…可是
給學生上課，你說不出東西來，實在說不過去，也對不起學生。（實驗
組 C 班教師訪談）
由於本研究課程的設計方式為研究者以該校使用的教科書版本內容為範
圍，先進行課程設計，再與實驗組教師進行討論。透過討論及實際進行教學，實
驗組 C 班教師與自己過去在社會領域教學的經驗比較，認為能以較明確的方式
呈現課程內容，學生也能有比較清楚的學習。
不會像以前，說實在啦，不知道自己在講什麼，不是很明確，小朋友聽
過之後，感受也是很模糊，好像沒有辦法很具體的說出東西來。但是現
在就是感覺上滿明確的。（實驗組 C 班教師訪談，940621）
實驗組 C 班教師雖有多年社會領域教學經驗，但在自己摸索下卻對社會領
域精神和教學重點無法掌握，參與本研究後，讓實驗組 C 班教師感覺對於社會
領域教學較能具體掌握。

二、適度掌握體驗學習教學模式
實驗組 C 班教師在教學後，對於體驗學習教學所掌握的模式為引導、活動
和反思，實驗組 C 班教師與自己過去社會領域教學的經驗比較，發現引導與反
思是教學中相當重要的部分，然而自己過去卻沒有注意到。這樣的發現，也讓實
驗組 C 班教師在日後的課程規劃和進行，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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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兩個重點，是我以前都沒有注意到的，前導跟反思的部分，其實這兩
個部分都很重要，可是以前我都就是整個上過去，上完就上完了，沒有
再返回來再來思考，再來做統整，可是我覺得這個部分對學生的影響其
實很大…在整個課程的規劃上，我會比較知道課前該做些什麼，課程解
釋比較會做統整、反思。（實驗組 C 班教師訪談，940621）
實驗組 C 班教師也認為當教師愈能掌握教學模式，在教學中愈能發揮每個
階段的精神，學生的學習就會愈加深刻、愈有意義。
老師如果能夠比較深刻體認它的精神的話，相對的學生感受就會比較
多。（實驗組 C 班教師訪談，940621）
雖然，實驗組 C 班教師在描述教學時，傾向於將經驗反思、應用和歷程反
思統稱為反思或統整，未做詳細區分。然而，對整個體驗學習教學模式而言，尚
符合其精神。

三、增加教學自信心
實驗組 C 班教師在師資養成過程中並未對社會領域教學有深入瞭解，雖然
有多年的教學經驗，但對於自己的教學並沒有信心，尤其是在促進學生認知方面
的學習，實驗組 C 班教師自認為不足。在參與本研究之後，實驗組 C 班教師除
了對社會領域精神和教學重點較能掌握之外，也直接增加了教學的自信心。
我不是正科的教育體系出來，是學士後學分班，所以對整個教學過程，
其實我並不是很有自信…都是靠自己的經驗去摸索…不知道這樣做是
好還是不好，夠不夠好。我覺得在認知方面，我學到比較多，我可能在
情意上，跟他們的交流，我覺得自己做得還滿有自信，可是在知識的傳
授上面，可能也是沒有受過正式的長久時間的訓練，所以在這方面較缺
乏。所以這樣上下來之後，我覺得整個對我以後的教學會有很大的幫
助。（實驗組 C 班教師訪談，940621）
本研究體驗學習教學，提供實驗組 C 班教師一個社會領域教學的範例，實
驗組 C 班教師透過討論和實際進行教學，過程中特別注意到自己過去教學經驗
中缺乏的部分，在掌握了社會領域教學重要的精神之後，實驗組 C 班教師對自
己的教學增加許多自信心，也對於日後的教學起了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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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用體驗學習精神
在參與本研究之後，實驗組 C 班教師從教學中看到學生的學習與成長，對
於體驗學習有正面的看法，願意在日後的教學繼續使用這套課程。即使，教學年
級和單元的改變，實驗組 C 班教師仍願意將體驗學習的精神融入後續的課程與
教學中。
上次有說到，你這次這套東西我會繼續用，但是因為我沒有再教三年
級，我下去換到一年級。內容沒有辦法一樣，但是精神我會帶過去，尤
其是低年級學生，他們課程比較簡易麻，如果配合體驗的活動一定會很
棒，所以我一定會把它帶過去。（實驗組 C 班教師訪談，940621）
要實驗組 C 班教師自行設計體驗學習課程，或多單元的使用體驗學習課程，
在備課和上課的雙重時間限制下，短期之內較難做到。但就長期而言，實驗組 C
班教師願意往這方向前進，並且對自己有信心。
依我目前的時間，一天二十四小時，是不太可能的。但是我會很認同這
樣的方式，我也會朝這個方向去走。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讓學生去做滿
有感受的東西，盡量，有這樣的經驗後，應該會朝這個方向走就更容易
了，我會走得更快。以後時間上可以配合的話，一定會做得更好。（實
驗組 C 班教師訪談，940621）
實驗組 C 班教師在參與本研究後，相當認同體驗學習，不僅在日後的教學
會繼續應用，並且使未來自己發展課程成了可能，也有了信心。

五、樂意再進行合作研究
本研究由研究者先行設計課程，再與實驗組教師進行討論，實驗組 C 班教
師認為這樣的合作模式很好，可以減少自己摸索課程的時間，也可以對課程內容
有清楚掌握。為確保實驗組教師瞭解研究者設計課程的想法及詳細的教學流程，
花了相當多時間在溝通與討論上。隨著實驗組教師逐漸瞭解研究者的想法，也逐
漸熟悉教學模式之後，討論的時間才較為減少。
我覺得很好，沒有什麼問題，因為你都幫我們把課程整理好了，看了你
的東西，再跟課本或手冊對照一下，就可以比較快進入狀況。所以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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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幫我們節省很多的時間…我們之前有比較花時間進去討論，不
過也可能是剛開始合作，比較需要花時間去搞清楚，因為文字上的敘述
詮釋每個人都不同。（實驗組 C 班教師訪談，940621）
對於實驗組 C 班教師而言，本次合作研究是一個不錯的經驗，除了看到學
生學習與成長之外，自己也有收穫，並且體認到可以有不斷進步的空間。
如果有人要再合作，基本上我很樂意，因為兩個人總比一個人好，一起
做的話，又會有不同的體驗，老師其實也是一種體驗學習，一定會有再
進步的空間，因為沒有完美的，所以如果有人再需要的話，請隨時告訴
我。（實驗組 C 班教師訪談，940621）
雖然參與合作研究讓實驗組 C 班教師付出比原本預期多的時間，然而相較
於學生和自己的成長，實驗組 C 班教師認為相當值得，是一個良好的經驗。因
此，對於日後如果有類似的合作機會，實驗組 C 班教師樂意再次參與。

肆、小結
在體驗學習教學結束後，研究者對實驗組教師進行個別訪談，瞭解實驗組教
師在參與本研究過程中是否有收穫和成長。
從訪談中發現三位實驗組教師收穫不盡相同，探究其差異的原因似乎與教師
參與本研究的動機、對合作研究的期待、思考課程與教學所重視的層面、自我反
思的能力等各方面有關。實驗組 A 班教師本身相當著重教學能力的成長，思考
的方向主要在如何提昇自己課程設計與教學的能力，使有助於學生認知方面能力
的提升，因此，實驗組 A 班教師的收穫主要在於引發其日後課程和教學的思考。
實驗組 B 班教師本身相當強調學生快樂的學習，只要學生有新的學習機會，實
驗組 B 班教師都會讓學生嘗試，然而卻較少思考課程的發展或教師本身的改變。
實驗組 C 班教師長期以來對於社會領域教學的無法掌握而欲尋求突破，在參與
的過程中，實驗組 C 班教師比較體驗學習教學和自己過去教學的差異，也觀察
到學生不同於過去教學的學習反應，因而對實驗組 C 班教師日後的教學有很大
的啟發。
整體而言，實驗組教師透過參與體驗學習課程討論與教學實施，可以對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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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領域及體驗學習有更深入的瞭解，也就是更能掌握社會領域精神與教學重點、
並適度地掌握體驗學習教學模式。另一方面，實驗組教師也從課程實施的過程
中，引發有助於日後設計課程的思考面向、並增加社會領域的教學自信心。在整
體課程結束後，實驗組教師對體驗學習有正面看法，願意將體驗學習精神融入日
後的教學中，並且當日後有合作研究的機會時，樂意再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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