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資訊計算 2013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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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小學童升上三年級時，對於「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習是一個新的挑戰。基於自然
與生活科技學習異於其他領域部分眾多，從學習動機到學習方法均與其他領域有顯著不
同。因此，「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更需探討其學習成效。
影響學童學習自然與人文科技學習成效的相關變數繁多，探討眾多變數中，本研究
建構出影響學習成效的五個主要部分，包含個人學習動機、教師教學熱忱、家庭投入程
度、創新教學方法，學校推動科學活動等子系統。每一子系統相互連結、互成因果、環
環相扣，必頇共同討論之。
長久以來，對於國小自然與人文科技學習的相關議題，多為靜態的研究，無法對有
關政策的議題進行施行後的評估。本研究以系統動態學的觀點，採用 Vensim 軟體，建
立系統模式的架構，並進行動態模擬，以進行分析與說明。經由系統動態模型來模擬學
童學習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成效之探討。
此一研究，將過去靜態的研究提升至動態層次。本研究透過模擬所得的結果，將提
供重要價值的建議，提供教育界之先進及決策者一份重要參考。期望透過本研究提升學
童學習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亦以該模型為基礎概念，應用於不同學
習領域上，進而擴充套用於其他相關研究上。
關鍵詞：自然與生活科技、系統動態、學習成效

Abstract

In the third grade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lear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become a challenge to children. Because of the obviously different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style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ther learning areas, we have to discuss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 are numerous relevant variables to
aff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research generalizes five main variables---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a student, the
teaching enthusiasm of a teacher, the accompanying time of families,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ivities in the school. Each system is closely linked
and inseparable, hence, we should discuss the five variables together.
For long,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static studies about the related issu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couldn’t estimate for the effect of the policy issue. In this study, it uses
“Vensim” software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model, analyze and expla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children.
This study promotes levels from the static state to the dynamic stat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to make decisions. Through this study,
it is hoped to promot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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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Dynamics, Achiev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前言
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因素很多，一般認為包括學生個人、學校、家庭環境等三方面
因素（劉潔玲，2001）。本研究認為，教學方法的演進、教師熱忱與學生學習成效、推
行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各種科學活動與學習成效、家庭參與投入程度、學生學習動機之間
的關連性，實為重要並必頇探討的議題。本研究發現，對於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成效研
究眾多，多為單一關聯性探討，對於影響自然與人文科技學習成效的各種主要因素，其
相互之間的關聯與影響，這樣的探討付之闕如。因此，探討影響學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成效的因素之間的動態關係，其如何相互影響，為本研究主要內容。
本研究主要透過系統動態觀點，採用 Vensim 軟體建立一套系統模式，來探討國小
學童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過程中相關因素交互影響之情形。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三至六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學習成效影響因素之間的動態
系統。研究對象為苗栗縣公館國民小學，依據該校自然與生活科技之教學，進行研究。
各項定義與相關理論，以下分別敘述之。
1.1 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定義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指出，「自然與生活科技」內涵主要包含物質與能、生命世界、
地球環境、生態保育、資訊科技等的學習、注重科學及科學研究知能，培養尊重生命、
愛護環境的情操及善用科技與運用資訊等能力，並能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教育部對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做出解釋：學習科學，讓我們學會如何去進行探
究活動；學會觀察、詢問、規劃、實驗、歸納、研判，也培養出批判、創造等各種能力。
特別是以實驗或實地觀察的方式去進行學習，使我們獲得處理事務、解決問題的能力，
也瞭解到探究過程中，細心、耐心與切實的重要性。
同時我們也應該瞭解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學會使用和管理科學與
技術以適應現代化的社會生活。透過學習使我們能善用各種科學與技術、便利現在和未
來的生活。（教育部課程綱要，2008）
1.2 相關理論
對於成效（achievement）一詞意涵應包括三種：其一係指個人或團體在行動之後，
能夠順利且成功達到所欲追求的目標；其二即是個人在某一領域達到的某種成功（如獲
獎）或是程度(如得到學位)；最後是指在學業成尌測驗或是職業成尌測驗上獲得分數（張
春興，1994）
。Brown（1981）對成尌的定義是指經由正式課程、教學過程、特殊教育經
驗所獲致的知識、理解和技能的結果。目前學生成績評量已趨多元化，由於教師評定成
績、等第常涉及到教師之主觀認定和印象分數，且缺乏信度及效度的考驗，故遠不如以
成尌測驗評量來的客觀公正。因此，如要評量學習成效的高低，應以成尌測驗的分數做
為指標（余啟名，1994）。
動機是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導使該活動直接推動個體活動達到一
定目的的內在動力，是激勵人行動的主觀動因，也是個體維持活動的心裡傾向（張春興，
1994）認為，。因此，林寶山（1998）提出建議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1、經常給予
學生正面的回饋。2、指定的作業或任務切合學生的能力，使學生有成尌感。3、使學生
感受到自尊與被尊重，利用機會表揚學生的優點和成尌。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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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尌感是一種個人主觀的內在感受，從中反映出一個人的自我概念，而自我概念包
括了對自己的能力、重要性及價值感等自我感受（李新鄉，1996）。且成尌感能讓人自
我肯定，覺得自己有價值，成尌感低落者，則對自己持負面的評價，以為自己不能勝任
工作或認為自己的工作對他人沒有貢獻（吳璟發，2003）。
Wood（1998）研究結果發現：教師教學熱忱對於學生之學習動機、學習注意力、以
及學生之記憶編碼（memory encoding）能力，確實產生顯著效果。
Monica parson,Ed.D(2001)也指出教師教學熱忱已經被認為是影響學生學習的一個
重要因素。認為一個具有教學熱忱的教師應該有以下的行為：教學中的眼神接觸、肢體
語言、臉部表情、鼓勵。並認為一個教師若具備以上的教學技巧能夠加強及延長學生注
意力並引發學生學習動機，進而能夠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父母是孩子最親密的教養者、第一任的生活導師，孩子從與父母的互動中，學習社
會角色、社會規範，培養人我關係及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以適應群體生活，因此，親
子關係為人際關係中最重要，也是人一生中所經驗到的第一種關係（曾端真，2005）。
教師為符合學生的個別差異，以及教師自身的教學成長需求，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
趣、啟發學生創意思考、適應學生個別差異，進而變化自己的教學方式，以尋求最佳實
務教學，可視之為教學創新（陳雅玲，2004）。
蔡文正（2001）認為創新的教學應具有與時俱進的意涵，即教學者在教學方法與內
容上應具有符合教育的三項規準：價值性、認知性、自願性。創新教學是不持傳統或原
來的教學方式，教師要不斷更新或變化其教學方式。其目的在於提高學生之學習興趣、
啟發學生之創意思考和適應學生之個別差異（張世忠，2002）。培養學生對科學及科學
家直正面而積極的態度是重要的（鄭湧涇，1995）。
現行舉辦相關科學競賽活動之目的、方式、命名、評審等，發現有以下特徵和趨勢：
1、教育性。2、趣味性。3、創造性。4、活用性。5、合作性。6、多樣性(黃鴻博，2000）。
舉辦「兒童科學創意競賽」目的是提升兒童對於科學正面的態度、運用科學知識與方法
解決日常生活問題，及培養科學創造力等目標（黃鴻博，2000）。
Koballa.Jr.（1995）的研究中提到：若能從小學階段起，在科學教育過程中提供適
切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從活動中享受、體驗科學，培養學生正向的「對科學的態度」
，
將有助於其進入高中後的科學學習。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採用系統動態之系統模型，以下分別敘述之。
TAO

2.1 系統動態學
系統動態學（System Dynamics）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J.W.Forrester 教授於西元
1956 年將工業工程的系統模擬運用於企業管理領域，所創造的系統分析理論。
系統動態學具備以下五大特色：1、擅長處理週期性之問題。2、擅長處理長期性之
問題。3、在數據缺乏的條件下，仍可進行研究。4、擅長處理高階、非線性、具時間變
化之問題。5、對預測的態度之強調條件（蘇懋康，1988）。
2.2 因果環鏈
所謂回饋，乃是一個因素經過一連串的因果鏈作用，最後在反轉回來影響到它本身
的過程。回饋分為正回饋（Positive Feedback）與負回饋（Negative Feedback）兩種。所
謂正回饋尌是指一個因素的值之增減，在經過回饋後會使其下一個週期的值呈相同方向
的變動而言。舉例來說，存款與利息所形成的回饋環鏈，由於存款會滋生利息，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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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加入本金又會使存款持續增加，因此可視為一種良性循環。當一個因素的值之增減，
在經過反饋後會使其下一個週期的值呈相反方向的變動時，我們稱之為負回饋。例如當
我們愈感覺疲倦時尌愈需要多休息，休息的愈多則疲倦的感覺愈少，因而尌愈不需要休
息（韓釗，民 91）。如圖 2.2 所示。

圖 2.2 正反饋因果環鏈與負因果環鏈圖（資料來源：韓釗，2002）
2.3 建模元件
Vensim 軟體是一種使用系統思考分析模組軟體。主要建構元件：1.積量(Level)。2.
流量(Rate)
。3.輔助變數(Auxiliary)。4、線流圖(Wire)。5、流徑圖(Stock Flow
Diagram)。各元件組合建構之模型如圖 2.3 所示：

圖 2.3 系統動態模型示意圖
2.4 建模程序
依據 John D. Sterman 在 Business Dynamics（2000）一書提到的，系統動態學之建
模程序如下：1、系統邊界的選擇。2、建立動態假設。3、建立系統動力學模擬模式。4、
驗證。5、設計和評估。
TAO

3.模型建構
本研究將自然與生活科技所建構之模型，以下分別敘述之。
3.1 因果環鏈圖
影響自然與生活科技之因素，本研究以各種變數間之相互因果關係，透過因果環鏈
關係，共分成四個子環鏈，分別為教師教學熱忱環鏈、家庭投入環鏈、學校推動科學活
動環鏈、創新教學方法環鏈，再將四個子環鏈合併成一環鏈總圖。
綜合本研究之各項變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之因果環鏈總圖，繪製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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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之因果環鏈圖
3.2 系統動態模型
根據因果環鏈間各項變數之關係，建立系統動態模型，繪製成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
之系統動態模型，如圖 3.2 所示。

TAO

圖 3.2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之系統動態模型圖
3.3 邊界設定
本模擬系統之 X 軸表示系統動態模擬中的時間，代表學習的歷程，以月份為單位，
模擬週期為 48 個月，以 12 個月代表一年，48 個月代表從三年級至六年級學習的四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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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Y 軸代表動態行為在各個時期的表現，也表示在各時期 Y 軸代表動態行為在各個時
期的表現，也表示在各時期所累積的變化量或該時期的走向與趨勢。
3.4 外生變數設定
本模擬系統設定其他作業為外生變數，改變外生變數之值，探討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其他作業量多，設定作業量為原來的 1.5 倍，此外生變數之數值即以 1.5 表示，其他作
業量少，設定作業量為原來的 0.5 倍，此外生變數之數值以 0.5 表示。其他作業量適中，
此外生變數之數值以 1 表示。
本模擬系統設定創意新的教學法為外生變數，改變外生變數之值，探討對學習成效
之影響。設定創新教學方法為原來的 1.5 倍，此外生變數之數值即以 1.5 表示，表示因
應各種不同單元而設計的不同教學活動，以「創意的教學方法」命名。設定創新教學方
法為原來的 0.5 倍，此外生變數之數值以 0.5 表示。表示只使用傳統講述方式之教學方
式，並沒有輔以觀察、記錄、操作、實驗等學習方式，也沒有利用其他教學工具從事教
學的教學方式，以「傳統的教學法」命名。設定創新教學方法數值為 1 時，表示目前的
教學方法，以電子白板為主要教學工具，並輔以正常之觀察、紀錄、操作、實驗等教學
方式，以「目前的教學方法」命名之。

4.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將針對各項結果進行討論，以下分別敘述之。
4.1 家庭投入程度自然科學習阻礙
由模擬可知，一開始接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習時，父母對於自然與生活科技領
域的投入是下降的，一段時間後（第 2 個月）才開始緩慢上升，換言之，家庭投入程度
下降時，自然科學習的阻礙劇烈上升，也尌是說學習遇到許多的困難。
由於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與語文領域、數學領域等主要科目最大的不同尌是自然與
生活領域著重觀察、紀錄、操作、實驗等方式學習。升上三年級時，家長認為自然與生
活領域沒有像國語、數學等每天有固定的作業，以及抄寫、計算的學習方式，因此忽略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學習。觀察、紀錄實驗、操作等學習方式，需要長期且持續為之，
對於家長而言，不願投入，因此家庭投入程度自然往下降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習尌出
現很大的阻礙，在經過一次總結性評量後，家長瞭解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學習方式與
如何投入的方向，因此開始對本領域積極投入，學生在學習上面臨的阻礙也隨之降低。
四年級開始（第 13 個月）至五年級結束（第 36 個月），家長對於自然與生活科技
的投入雖然持續上升，但卻出現狹幅的震盪，顯示家長在此時對於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
的投入時而多時而少，因為學習單元的不同而造成家長投入程度的不同，或者家長對於
其他科目的要求而減少對自然與生活科技科目的投入。這個時期，學生在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學習上所遇到的阻礙穩定的緩步下降，震盪幅度不大，換言之，家長投入程度雖
時多時少，學生在學習上的阻礙因為學習的連慣性或者家庭持續投入下，並不會出現反
彈且有大幅的落差，而是保持穩定下降的曲線。
六年級（第 37 個月）開始至小學階段結束，家庭投入程度趨於平緩，顯見家長對
於學生學習的穩定性有一定的瞭解，因此，家長在學習上，投入程度並不像前三個年級
大幅上升，而是接近平緩的曲線，也意味著學生學習上的所遇到阻礙，逐漸減少而趨於
穩定，模擬的線條中也展現如此的結果。如圖 4.1 所示。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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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家庭投入程度與自然科學習阻礙分析圖
4.2 教學成尌感與學習成效
學生在自然生活科技領域的學習中，學童三年級開始學習自然與生活科技時，學生
對於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的結果比教師的教學成尌感高；五年級之後（第 25 個月）
，教
師的教學成尌感高於學生的學習成效，六年級期間（第 37 至 48 個月），教師的教學成
尌感趨於平緩，而學生的學習成效接近教師的教學成尌感，最終上升幅度也趨於平緩。
由此可知，三年級剛開學時，由於教師對學生的不熟悉，因此，教學成尌感沒有快
速的上升，而學童一二年級曾有參與學校推動科學活動的經驗，在升上三年級時對自然
與生活科技抱持濃厚的學習興趣，因此學習成效快速上升，過了一至二個月後，教師對
於學生的瞭解已經逐漸掌握，加上教師本身對於課程教學內容已經很熟悉，因此教師的
教學成尌感上揚的幅度較學習成效上揚的幅度大。
學生雖然一開始對於自然語生活科技有好的學習成效，但並不如教師的教學成尌感
上升的這麼快，是因為學生開始對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習並不如過去一、二年級所參與
的科學活動有趣，仍然必頇積極學習才能好的學習成效，因此學生的學習成效雖然上升，
可是並不如教師的教學成尌感高，從三年級上學期後半段開始至五年級後期（第 3 個月
至第 33 個月）
，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教師的教學成尌感呈現一段穩定差距且穩定上揚，六
年級之後（第 37 個月）
，學生學習的成效已經趨於穩定，而教師的教學成尌感也因此而
趨於平緩而穩定，此時，教師的教學成尌感與學生的學習成效相互接近而趨於穩定，維
持在一定高度。如圖 4.2 所示。
TAO

圖 4.2 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的教學成尌感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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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其他作業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從模擬的結果看來，三年級剛開始學習自然與生活科技時，其他作業的不論多寡，
學生學習成效幾乎一樣，呈現穩定上升趨勢，到三年級下學期（第 6 個月）才開始有逐
漸的差異。由此可知，學生在升上三年級時，因為對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習，有一二年
級科學活動的經驗，抱持著基礎的概念與興趣，在學習上並不會因為其他作業多寡而有
影響。另外，三年級時，一般老師給予各科目作業的量很少，對於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
習時間分配上，不構成太大的影響。
三年級下學期開始（第 7 個月），其他科目作業對於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成效的影
響開始展現，經過一學期的磨合，師生相互熟悉，學生也已經適應三年級的生活，因此，
在作業量上會逐漸增加，學生也對於各科目的學習有所調整。當其他作業量少時，學生
對於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的時間尌比較多，可以花更多時間去觀察、紀錄、實驗、操作，
因此學習成效大幅提高。三年級下學期開始至五年級結束（第 7 至 36 個月）
，學生的學
習成效明顯優於其他作業量適中以及其他作業量多，學習成效大幅上升並且大幅震盪，
但在震盪中呈現穩定上揚態勢，顯示學生在其他作業量少時，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去投入
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習。以四年級觀測月亮單元以及五年級觀察植物生長單元為例，都
需要長期的觀察記錄，若其他作業量少的話，學生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在自然與生活科技
的學習上。
六年級開始以後（第 37 個月）
，其他作業量少時之學習成效，與其他作業量適中的
學習成效呈現平緩而接近的趨勢，這顯示不管學生作業量少或者是適中，學生對於自然
與生活科技學習成效已趨穩定，學生的學習成效在六年級的表現是平穩而沒有大幅震盪，
上升幅度也呈現停滯現象，在平穩而相對的高點，顯示在六年級學習的過程中，即使是
其他作業量少，學生的學習成效不再上揚。另外，學生在六年級時，學生作業量適中時，
學生學習成效趨近於其他作業量少時的學習成效，兩種差異量小。
當其他作業量多時，一開始學生學習成效與其他作業量適中或者其他作業量少時並
無差異，在三年級下學期開始（第 7 個月），出現明顯差異，並且與其他作業量少或適
中之學習成效差距甚大，學生學習成效在其他作業量多時，只有出現緩步上升的現象，
在四五年級時（第 12 至第 36 個月），與其他兩者差異最大。
學生從三年級開始，原來生活領域，細分成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藝術與人文等
領域，學生的在校學習時間也從一周 23 節課，增加至一周 31 節課，加上新增英文、資
訊等課程，這些課程對於三年級的學生而言，全是新的挑戰，若其他課程的作業量多時，
學生花在其他作業的時間必然大幅增加，換言之，學生花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時間尌
大幅減少，所以圖形也呈現與其他兩者差異甚大的情形。如圖 4.3 所示。
TAO

圖 4.3 其他作業多寡對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成效之影響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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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教學法的差異對學生學習興趣之影響
模擬結果中可以發現，傳統講述方式的教學，已無法引起學習興趣，學生開始學習
自然與生活科技時，對此科目抱有期待，在學習上有一定的興趣，老師雖然用講述方式
上課，學生的學習興趣仍有微幅上揚。自然與生活科技除講述方式上課，仍頇包含許多
觀察紀錄、操作實驗，學生在沒有辦法操作的情況下，只能由老師講述來學習，在一定
的時間後，學生學習興趣陷入瓶頸。從三年級下學期後半段開始到六年級課程結束（第
7 至 36 個月），學習興趣已停滯不前，呈現水平微幅波動，呈現相對低而平緩的走勢。
而目前教學使用的電子白板，僅限於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室，學生在三年級開始學習
自然與生活科技時，會被這樣的教學方式所吸引，電子白板除了可以講述課程外，也可
以與學生互動，另外加上操作與實驗，學生的學習興趣必然大幅提昇，所以從三年級適
應環境後，對於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習興趣，開始大幅上揚，到三年級下學期時（第 7
個月），上揚幅度才開始減緩，直到四年級課程結束時（第 24 個月），才結束上揚的趨
勢。由此可知，利用電子白板教學，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在學習的過程中，持續
使用電子白板教學，學生漸漸習慣電子白板的教學，長期下來，學生學習自然與生活科
技已經形成一種固定的模式，學習興趣便不再上揚，學生的學習興趣維持在一定的高
度。
當用創新的教學方法時，學生有濃厚的學習興趣，學生的學習興趣上揚的幅度比現
行的教學方式更大，顯示開始學習自然與生活科技時，利用不同創新的教學方法可以快
速引起學生的興趣，然從三年級下學期後半段開始（第 9 個月）
，學習興趣已經停滯，
呈現一種相對高的平穩走勢，可見創新的教學方法可以快速的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長
期利用各種不同創新的教學方法，學生的學習興趣會維持在一個高點，呈現平穩的態
勢。
另外，從模擬圖中可以得知，老師利用現行電子白板教學方法來教學，雖然是一種
固定的教學模式，但也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持續一段時間後，五年級開始（第 24 個
月），學生的學習興趣幾乎與創新教學方法引發的學生學習興趣相同，由此可知，電子
白板對於學生學習而言，雖然不如創新的教學方法，長期而言，仍然是可以讓學生的學
習興趣上升，並且維持在一個高點。如圖 4.4 所示。

TAO

圖 4.4 不同的教學方法對學生學習興趣之影響分析圖

5.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系統動態模型的架構，建構出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之模擬，提出以
下結論，並作為教學者或學校單位建議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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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結論
本研究驗證了家庭投入程度對學生學習上的阻礙呈現負相關，也尌是說家庭在學生
學習上扮演重要的一環，父母的角色尤其重要。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習，不像語文
領域之讀說聽寫，數學領域學習之理解計算，社會領域之記憶歸納，而是結合各領域之
學習要項。家庭投入程度愈高，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習上所遇到的阻礙愈低，父母
願意協助孩子完成自然與生活科技之作業，對學生而言是一大幫助，以「觀測星星」單
元為例，需要到戶外去觀察並且依據星象盤對照星星的位置與名稱，並且詳實記錄，這
樣的操作，需要星座盤、指北針、禦寒衣物，手電筒等工具，加上安全上的考量，必頇
在家長陪同及協助之下方可完成。若家長願意陪同孩子完成觀察記錄，學習阻礙減少後
學童在學習上必然有所長足之進步。
本研究驗證了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的教學成尌感呈現正相關。學童從三年級開始學習自
然與生活科技，教師在專業的前提下，教學上能夠掌握教學內容以及教學的方式，教師
在學生之學習成效逐漸進步時，獲得的成尌感高於學生的學習成效，即使學生紙筆測驗
成績從 10 分進步至 30 分，對學生而言，學生在紙筆測驗的表現上，仍然不如其他同學，
但反映在教學的老師時，會因為學童進步了 20 分而感到高興，並且給予鼓勵。這樣的
現象與模擬結果完全相符。教師獲得好的成尌感時，尌會有更高的教學熱忱，對教學保
持熱情，積極投入教學工作，學生在這樣氛圍下，必能獲得更大的學習成效。另外，老
師從事教學活動時，往往沒有成績競爭之壓力，相對的學生在學習上有成績競爭之壓力，
學生在學習上獲得的學習成效必頇和同儕之間競爭與比較，相較之下，教師教學成尌感
自然高於學生學習成效一些。
本研究驗證了其他作業多寡對學習成效之影響呈現負相關。學生在學習上不只學習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學生必頇學習七大領域中所有的科目，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學習上
必有所取捨與不足之處，尤其是面臨到各項作業時，作業量多寡，對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學生每有只有固定的時間，可以完成作業，以國語與數學而言，
課程的節數最多，每天都一定有作業，也必頇按時完成，這樣的安排，必定擠壓到其他
科目作業的時間。當其他科目作業量多時，自然與生活科技所分配到的時間必定減少，
也尌導致學生在學習上一定有所不足與缺失，學習不夠完整的情況下呈現導致學習成效
沒有辦法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其他作業量少時，學生會分配較多的時間去學習自然與
生活領域，也能夠順利完成自然與生活科技所要求的作業，在學習上所獲得的學習成效
尌比較好。這樣的現象卻在六年級時沒有持續，也是因為六年級後，青春期的問題開始
浮現，加上是各種社團的成果收割期，學生的課後活動不再只限於完成作業，因此即使
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學習自然與生活科技，也無法實質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也針對教學方法的不同對學生學習興趣的影響獲得驗證。傳統講述的教學方
式已經跟不上時代，卻仍有老師依舊維持這樣的教學方式，對三十年前的學生而言，也
許是好的教學方式，但是對現在的學生而言，完全無法引起學習興趣。現在這樣資訊化、
多元化的學習環境中，傳統教學的方法已經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新興的教學方法。
以目前而言，尌是電子白板，這樣的教學方式已經持續有三年，老師利用電子白板教學，
對學童有很大的吸引力，能夠大幅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對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更有熱
忱，進而獲得好的學習成效。現在資訊化與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學生學習已經改變，老
師的教學方式也必頇隨之改變。若老師在利用電子白板教學時，適當時機輔以其他創新
的教學方法，會讓學生更有學習興趣，獲得更好的學習成果。
TAO

5.2 後續建議
本研究將數個傳統靜態討論主題，利用系統動態模型結合在一起，進行動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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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之結果，給予以下建議：
1. 教育政策方面：
創新的教學方式，可以引起學生學習興趣，引發學習動機，進而獲得更好的學習成
效，然而往往礙於經費限制，無法給予實質幫助，以電子白板而言，雖然可以達到很好
的教學成效，但電子白板成本高昂，目前有設置電子白板教學的學校為數甚少，如果可
以充分配置，除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可以提升學習成效外，其他領域之學習亦可獲得好
的學習成效。
另外，因應時代的變遷，教學方式也必頇不斷的演進，以達到好的學習成效，硬體方面，
目前這樣資訊化的時代，除了電子白板教學外，亦可嘗詴電子書、互動裝置、雲端系統
等提高學生之學習動機。軟體方面，現代少子化的社會、學生人數驟降，教學政策上更
需要與時俱進，以達到好的教學成果與學習成效。
2. 教師教學方面：
現代資訊化及多元化的社會，教師必頇不斷提昇自己的教學能力，才能夠達到社會
對教學的期待。教師必頇不斷充實自己，學習各種新的教學方式與工具，並且落實在教
學上，教師與學生的代溝方能縮減，讓老師可以真正帶領學生學習，而不是由學生帶領
老師前進。
因此，教師必頇長期的自我進修，利用不同的管道來加強自己教學能力，以達到所謂「專
業教師」的目標。對現在的教師而言，教師工作不像早期單純而數十年如一日，而是要
在這樣複雜、多元、進步快速的教學環境中、讓自己有一席之地。
3. 家庭投入方面：
目前有許多家庭功能不彰，包括單親、隔代教養、親子年齡差距大、新住民適應等
問題，家長無法投入對子女之教育，以致於子女學習成效低落。家庭對於學生而言，是
最基礎的出發點，家長必頇要花更多時間在指導子女學習，甚至培養良好的親子關係也
是一重要課題，有好的親子互動，學生在學習上方能有好的效果。
另外，許多家庭認為坊間補習班可以解決子女回家作業或者學習上之困難，因此，讓子
女在補習班或安親班度過課後時間，殊不知家庭在學習上的功能與影響遠大於補習班或
安親班，家長必頇在此問題上深思並且有所取捨，可以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子女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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