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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國中自然與科技領域生物科上學期第五章神經系統發展探究教學模組，目的有

二：其一，希望透過兩階段試驗教學的課程模組精緻化過程，發展合適的「神經系統」教學

模組，供中學教師使用；其二，針對學生以此種探究形式教學模組進行學習所獲得學習效益

之初探，以做為後續課程設計參考。第一階段試驗教學包含 155 名七年級學生，第二次試驗

教學則有 58 名七年級學生。經過兩階段試驗後，完成共計五堂課之精緻化「神經系統」教學

模組，文中詳細介紹模組內容、探究活動及教學方式；另外，在第二次試驗教學時以單組前

後測實驗設計檢驗此探究式教學模組對於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表現的影響。結果發現，學生

學習成就後測表現顯著優於前測(t 前-後=-2.364, p<.05)，表示此教學模組對於學生的學習能夠有

所幫助；然而，學生學習動機並未因探究模組而有所提升，後測結果與前測相比反而整體動

機表現更為低落(t 前-後=3.752, p<.05)，分析各動機向度，發現在成就目標(t 前-後=2.123, p<.05)及

學習環境誘因(t 前-後=2.238, p<.05)有顯著差異。研究者進一步將第二次試驗教學 58名受試者(實

驗組)段考成績與合作教師另一未參與模組教學班級之 30 名學生(對照組)段考成績進行獨立

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學生在段考表現上並無差異(t 對-實=.56, p=.58)。本先導實驗初步證實七

年級學生以此探究形式的模組課程學習至少在成就表現上是有所幫助的，後續「科學教育培

龍計畫」將針對其他不同單元繼續設計模組課程，希冀經過長時間的課程施行後，學生的學

習動機能有所提升。文末亦針對研究結果提出討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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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般而言，我國的課程實施常是以教師講授為主的灌輸式單一教學，著重學科事實知識

的傳遞，認為學生需要培養相同的基礎素養，伴隨而來的課程目標則是要求每一位孩子都應

完成相同授課內容。然而，學生若只是處於被動接受知識的地位，雖能接受系統性的學科知

識，卻扼殺了本身獨特的個性及創造性思維的發展。國際測驗 TIMSS 2011 年的數據顯示，我

國四年級及八年級學童在數學與科學的成就表現雖比日本、芬蘭及美國等先進國家優異，但

能力信念及興趣在國際間卻居於後段，可知現有的課程設計雖然可提高孩子的成就表現，但

學習歷程卻常伴隨低度自信及對自己的負面評價(Martin, Mullis, Foy, & Stanco, 2012; 蔡執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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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曉林, & 靳知勤, 2007)；從教育現場的另一角度，既往的課程設計及教學方式將導致許多跟

不上標準步伐的孩子學習失敗、信心低落，失去學習本有的樂趣及熱忱。 

    因此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精神，強調學生是學習的主體 (國

家教育研究院, 2014)。面對不同智能、性向及興趣的學生，需要透過不同的課程與教學方式

施教，此時老師的價值不再僅是傳授學科知能，而是了解學生學習上的困難，依學生性質給

予學習任務，發展個人潛能。學習不再只有一種方式，因此課程必須從現有僵化的設計模式

中解構。在課程發展上應尊重教師專業自主，採取由下而上的課程發展模式，不僅給予教師

設計、改編、選擇、組織課程的權利，亦應要求教師善盡創新教學、多元評量以提高學生素

質的義務。 

    本研究基於近年學生科學學習興趣低落及因應「科學教育培龍計畫--帶好每個國民中小

學生的數學與科學教學研究計畫」，發展國中七年級自然領域生物科上學期第五章神經系統探

究教學模組。本課程為整體課程模組之前導實驗，課程設計之初先根據課本內容知識，與資

深在職教師討論學生學習需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而找出該單元四大探討概念，按照四

大概念性質發展活動評量方案，最後設計五堂課的探究活動課程。此神經系統探究教學模組

內容，提供國中生物科教師可依學生特質及課程需求，挑選適當的探究活動，自由組合運用。

本文將針對該神經系統探究教學模組織之設計、實施及後續改良進行探討，藉由觀察教室活

動及學生學習成就前後差異，省思該教學模組對教學的實質助益。期望能藉本研究提供國中

教師改進教材教法之參考，並能促進國中學生學習興趣，以提升學習成效。 

貳、 文獻探討 

一、教學模組 

    教學模組(teaching/instructional module)是指同一主題貫穿一系列教與學活動的組合，每一

個活動皆與主題相關卻又能獨立存在，教師可依照實際教學需要自行組合出一套有關的教學

單元 (姚如芬, 2001)。此特點在於教師能因時制宜進行課程安排，依據學生之學習目標、學

習時數可彈性調整課程組合，並兼顧學生學習的主體性，使學習者將所學的概念與原理連結

成有意義的整體 (黃政傑, 1991)。 

    Gagnñ, Briggo 和 Wager 等人指出，模組(Modules)可以是對大學習團體或小學習團體所

設計的一個具體教學活動 (Gagnñ, Wager, Golas, & Keller, 1988)。模組也可以設計成實驗課、

戶外活動、個別研究、或獨立學習，而不一定只以課程教材為基礎來設計。教學模組則能夠

提供學生豐富且多元的學習情境 (張敬宜, 2001)，更可應用在不同學齡層、不同科目，只要

應用得當，除了能有效提升概念學習之外，更能從學習活動中讓學生學習態度(學習興趣、自

信心)及技巧(探究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有所增進(Remsburg, Harris, & Batzli, 2014; 卓文龍, 

2004; 曾郁傑, 2011; 曾雅婷, 2005)。 

    因此學者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的教學活動設計，及國內、外有關自然科課程的發展模式與

經驗，將教學模組的研發設計流程歸納如圖 1(賴慶三 & 楊繼正, 2001)。其中提到單元模組

的呈現與使用方式，可以解構傳統教科書的刻板化與僵化的狀況，將有助於提供學生進行更

多元、更有意義的學習，以充分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及「十大基本能力」。Guo and Chang 

(Guo & Chang, 2004)進一步將教學模組發展舉列八個步驟：(1)確認課程架構與目標；(2)確認

教學目標；(3)列出學習者認知及技能等學習目標；(4)確定學習者之需求、興趣及能力；(5)

發展教學目標及學習者須達到之成果；(6)善用學習原理以促進學生之學習；(7)發展適性化學

習活動；(8)發展評鑑學生之評量與測驗標準。可知模組原型仍須經由修訂與精緻化、設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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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模組新型的過程，以提升模組的可行性與價值性 (洪文東, 2006)。 

    針對科學教育中生物、化學、物理、地球科學等學科之間常有課程或概念的重疊，易造

成學生與教師的負擔或概念混淆。有鑑於此，本研究意圖利用教學模組來統整學科間之重疊

概念，並採用更多元、更多樣性的教學活動，提供學生參與、動手做的學習經驗。 

二、探究元素 

    談論到科學教育，廣受討論的教學模式即為探究教學。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1993)、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0)以及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總綱均強調在進行課程設計及實際教學時，應包含以探究為主的教學策略(國家教育研究

院, 2014)。Jack Hassard (Hassard, 2009)認為科學探究就是科學家發現自然世界、根據證據發

展理論、闡述定律和產生科技的方式，因此科學探究是一段歷程，學習者藉由科學方法了解

現象，而非施教者加諸知能於學習者身上的學習過程。 

 

 
    關於科學方法的解釋，近代可追溯至杜威 (Dewey, 1939)，他認為古代科學與近代科學最

為不同的地方在於實驗操作。其重要的特點在於具有結合理論與經驗、思考與行動及認知與

 

圖 1：教學模組的課計流程圖 (賴慶三 & 楊繼正,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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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功能。如同探究的過程，學習者對於某現象感到興趣，觀察後產生的疑問，可經由查

閱文獻得到部分解釋，現象的解釋與既有的科學知識連結形成假設，或修正部分原有的認知，

設計出實驗、分析並解釋數據來驗證先前假設。因此進行科學探究需使用批判、分析和邏輯

思考，當教師能營造適合探究的學習情境與提供鷹架引導時，這些高階能力才有可能發展。 

基於建構理論，探究教學是實踐教育理念的方法之一，據此，探究常與建構式學習連結 

(Tobias & Duffy, 2009)。事實上學生在進行這兩種學習方式時，會有雷同的元素出現。比方說，

學習是主動地過程，教師的角色是提供機會和情境幫助學生發現理論、概念的意義，學生必

須主動地賦予所有事物意義，也就是建構概念。根據學生自主與教師提供協助的程度，可將

科學探究課程設計大致區分為兩者－Supported Inquiry Science (SIS)和Activities-based Science 

(ABS)。在SIS課程中，教師如同教練，引領學生操作實驗和探索意義 (Dalton, Morocco, Tivnan, 

& Mead, 1997)，因教師提供的鷹架，學生能逐漸消除或重新詮釋發生於課程前的另有概念 

(Carey, 1986)。另一方面，ABS課程則以活動為主，學生在動手做的過程中逐漸建構知識，從

提出問題、設計探究、進行討論到問題解決，學生都有決定權。後期有許多研究者對兩課程

設計進行討論，大多文獻指出惟有在教師適度引導的引導式探究中，學生才能有較佳的學習

效果(Akerson, Abd-El-Khalick, & Lederman, 2000; Akerson & Hanuscin, 2007; Khishfe & Abd‐

El‐Khalick, 2002; 蔡執仲 et al., 2007)。相較於SIS而言，以ABS角度設計出的課程性質，其知

識概念必須具象化，使學生能從活動中探索科學現象，倘若要藉此歸納定律或抽象概念，顧

及心智成熟及認知結構，教育階段應選擇中學生以上之年齡層為佳 (Koksal & Berberoglu, 

2014)。 

    NRC（2000）彙整各方研究後指出在課室探究歷程中，不同的學習事件可被歸類為五種

形式，包含(1)進行科學性提問，(2)找出關鍵證據，(3)由證據形成解釋，(4)連結解釋與科學

知識，及(5)為自己的解釋進行交流及辯護。這些元素唯有學生主動參與科學思考，才能在學

習過程中凸顯出來。因此本研究以上述五種元素為基礎，設計出探究式教學模組，鑑於前人

課程設計之建議，本教學模組主要採活動式課程，不過考慮到學生能力為常態分佈，因此搭

配小組合作形式。而教師方面採取適度介入引導，愈接近課程後端，學生在一堂課所使用的

元素愈多，其自主性愈高，教師提供之鷹架也應隨之減少。 

三、學習動機 

    動機一詞乃是個體從事行動的原動力，引起個體行為，並持續其行為以達成目標的內在

歷程。不過動機的概念非常抽象，許多心理學家為此提出各派理論，以行為學派為例，Skinner

提出個體為了達到目標而行動，假設行為結果對個體有利，此行為將會被強化並保留；反之，

若行為後果使個體嫌惡，則行為則會削弱 (張春興, 2013)。人們即可利用後效增強的方式來

改變行為，此種動機乃由外產生。而人本學者 Maslow 認為人從事各種行為皆是為了要滿足

需求，需求具有層次，唯有生理、安全、愛與隸屬及自尊等基本需求不虞匱乏後，才會進入

成長需求，也就是知的需求、美的需求以及自我實現 (張春興, 2013)，這種需求的產生為內

發性，亦可將其二分為生理取向及心理因素取向。 

若根據上述動機論點，求知需求即可與學習動機連結。學習動機即是個體從事學習行為

的動力，其中影響動機的因素包含需求的影響、欲求的強度以及引導行為方向的內在心理歷

程 (Kleinginna Jr & Kleinginna, 1981)。因此學習動機將會受到學習目標影響，學習者將會因

應學習目標產生不同的學習表現。Lee 和 Brophy (Lee & Brophy, 1996)指出不同的動機傾向會

影響學生的學習，若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為內在動機，將能發自內心主動探求新知。目標導向

理論探討的是動機趨向，而非著眼於有或無的觀點，例如一名學習意願低落的學生，其動機

方向是選擇逃避而不是無學習動機。不過即便是逃避，部分學生可能是擔心被同儕覺得愚笨

而逃避，而另一部分學生則即便想要學習，卻因擔心自己無法理解課程內容而逃避學習，基



        37 
「神模遠算」－神經系統探究教學模組對於七年級學生學習成就與學習動機之初探 

 
 

於此，Pintrich (Pintrich, 2000)根據動機的趨向／逃避觀點，結合精熟／表現導向兩大向度，

將學習動機分為四大類群－趨向精熟、趨向表現、逃避精熟以及逃避表現。學習歷程持精熟

導向的學生，會將學習目的著重於發展自身能力及精熟學習工作；持表現導向者則是將展現

自身能力做為學習目的。後續實證研究 (程炳林, 2003)針對四大類型學生施測，結果顯示同

樣持趨向觀點的學生中，精熟導向的受試者成就測驗分數高於表現導向的受試者，而持逃避

觀點學生測驗分數均低於趨向觀點的受試者，顯示當學生的學習動機傾向自願精熟學習任務

及發展能力時，這樣的內在動機將有助於學生提高學習成就並持續學習。 

如同我們所知，教育現場中的學習情境並非一成不變，學習者的學習歷程也因此呈現動

態，故在探討學習動機時必須檢視整體面貌。Linnebrink 和 Pintrich (Linnenbrink & Pintrich, 

2002)認為學習動機至少包含學科自我效能、自我歸因、內在動機和成就目標四面向，社會認

知理論強調個體(person)、行為(behavior)、環境(environment)的交互作用，學生可以藉由多種

管道產生動機，身為教師最重要的課題便是了解學生為何及如何產生動力學習，倘若能得知

其中脈絡並因應各學科特色設計課程，不僅能使學習動機表現穩定，提升學習興趣，更可營

造自主學習的情境提供學生解決學習任務，產生學習遷移。 

有鑒於上述的論述，本研究將採用蔡執仲、段曉林及靳知勤 (Tuan, Chin, & Shieh, 2005; 

蔡執仲 et al., 2007)所編修的「學生科學動機量表（Students’ Motivation Toward Science 

Learning, SMTSL）」做為研究工具，此量表通過因素分析考驗，因此具備良好信效度。而

SMTSL 量表設計之初即根據 AAAS 及 NRC 編列規準，將問題解決及探究兩大特質納入設計

考量，此二特質也是科學學習中兩大重要元素，由於課程模組主要是依探究式課程進行，其

課程目標在於提高學習動機及興趣，SMTSL 問卷可檢視動機的多元面向，並認知學習結合。

因此本研究採用 SMTSL 問卷，評估教學模組的實施成效。 

參、 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實驗分為兩階段試驗教學，第一次試驗目的為檢測教學模組實施流程及評量試題良莠。

對象為中部某國民中學，屬於積極發展校本特色之中型學校。本次教學抽選 155 名七年級學

生進行「神經系統」探究教學模組課程預試，成就測驗結果用於刪除鑑別度過低及難度不適

之不良試題。預試班級授課教師為具有 19 年任教國中生物經驗。 

    第二次試驗教學對象以另一中部地區國民中學，所屬學校特色為學生人數2,000 人以上，

以升學為導向的大型學校。本次教學選擇 58 名七年級學生進行模組教學，並分析其學習興趣

與成就測驗結果，進一步討論教學模組實施成效。 

二、 研究工具 

    為測量學生學習成就表現，本研究配合學科單元編製一份神經系統成就測驗，編製流程

如下。首先研究者根據單元內容及認知教學目標進行試題編擬，完成後送請一位大學生物教

育專長教授及兩位國中資深教師，請其針對題目與教學目標一致性及試題適切程度進行審查，

研究者根據審查建議修改試題後，完成共計 35 題之成就測驗(初版)。隨後，以接受第一次試

驗教學之 155 名七年級學生進行預試，根據其表現保留鑑別度(D).2 以上與難度(P)介於.2 至.8

的題目，形成共計 27 題正式試題。本試題內部一致性 α 值為.84，在效度方面，本測驗均以

雙向細目表編題並經專家審查。施測完畢後，依據學生每一題的填答，正確給與 1 分，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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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則為 0 分。 

   學生科學學習動機所採用的「學生科學動機量表(Students’ Motivation Toward Science 

Learning, SMTSL)」包含影響學生科學學習動機的六個面向，分別為「自我效能, SE」(7 題)、

「主動學習策略, ALS」(8 題)、「科學學習價值, SLV」(5 題)、「表現目標, NPG」(4 題)、「成

就目標, AG」(5 題)以及「學習環境誘因, LES」(6 題)，共計 35 題。問卷填答以李克特式五分

等第分為非常同意(5)、同意(4)、無意見(3)、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1)等，其中自我效能及

非表現目標導向項度為負向題，因此計分時會反向轉換。此份動機問卷的 α 值為.92，各向度

α 值介於.86 至.97。 

三、 課程模組設計 

    為開發「神經系統」探究教學模組，茲將模組設計發展步驟進一步說明如下，並以圖 2

表示教學模組之設計及發展流程。 

(一) 擬定模組主題：受限於模組課程較為耗時，故先與參與研究之教師進行會議，研

討教學模組之主題與預計之節數，分析對學生較為抽象之單元及概念。考量學生

需求與教學進度，以「神經系統」為探討之主題。 

(二) 教材內容分析：分析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綱要內國中一年級有關「神經

系統」教材內容，以了解教材主題、次主題間的知識結構，並製作成概念圖。 

(三) 蒐集相關教學資料：針對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綱要學習領域國中一年級

有關「神經系統」教材，蒐集各項教學資源，包括不同版本之教科書、習作、視

聽多媒體教材、教學實驗器具等；網路及書籍相關內容；詢問資深教師對此主題

的教學相關經驗。 

(四) 研擬教學活動設計：依據所對教材內容之分析與蒐集到之教學資源，從文獻中選

取適合的教學模式，考慮學生身心發展及學習特質，並以實際動手操作之活動導

向進行教學活動設計，完成「神經」教學模組原型及活動學習單。 

(五) 共同批評與修正：經由 1位於國中任教資深生物老師、3位大學生物系教授指導後，

根據回饋與建議進行模組課程與活動學習單之修改。 

(六) 第一階段試驗教學：依據教學活動設計進行「神經」教學模組第一階段教學，並

收集資料。 

(七) 第一階段教學之反省與修正：根據學生反應、任課教師回饋、研究者本身反思及

學生之評量結果，進行第一次教學的自我反省，在教學流程、教學內容、教材再

予以修正，完成「神經」教學模組之新型。 

(八) 第二階段試驗教學：因第二階段試驗教學之對象從未以分組學習之經驗，導致第

二階段教學之活動進行步調較緩慢，另因應新型「神經」教學模組之修正，課堂

數較第一階段教學增加一節課。在單元及活動內容並無做大幅度修正的情況下進

行教學，並收集相關資料。 

(九) 第二階段教學之反省與修正：根據學生反應、任課教師回饋、研究者本身反思及

學生之評量結果(成就測驗、學習單)，進行第二階段教學的自我反省再予以修正，

完成「神經」教學模組精緻化版本。 

四、 神經課程內容 

    本研究參考各版教科書「生物體的協調作用」單元，選取其中的「神經系統」部分之概

念內容，將之設計成 5 堂探究式模組課程。 

    在本研究中神經模組課程全程搭配分組合作之教學策略，並以各組任務提供學習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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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會在課程開始前先抽取任務，每一任務是不同的「刺激－反應」情境，學生可於每學習

活動中蒐集「受器」、「感覺神經元」、「中樞神經」、「運動神經元」、「動器」等解密圖卡，各

小組需依照自己的任務情境推測所需之解密圖卡，並於課程進行過程不斷討論與修正。因課

程模式有別於傳統講述教學，教學者需於正式教學之前將學生進行異質性分組，並對任務做

詳細說明，以便課程順利執行。 

第一堂課以「人體的感覺受器」為主題，主要分為兩項活動。活動一是透過視覺、聽覺、

嗅覺、味覺、觸覺等去感受餅乾或其他食物，請學生進行觀察並寫下描述，帶出人體是透過

五種不同感官去接受外界的刺激，而能接受到外界刺激的眼睛、耳朵、鼻子、舌頭及皮膚則

為「受器」；活動二是藉由「距離測量器」的輔助對個體全身不同不為之皮膚進行「兩點閾」

的測試，以了解個體體不同部位皮膚之敏感程度差異，不但讓學生親自實驗、記錄數據，更

訓練學生能依實驗結果所得之數據分析並推測皮膚敏感部位與進行問題討論。 

 

 
    第二堂課則以「人體的感覺疲勞」、「刺激與反應」為主軸，分為三部分之學習活動。活

動一分別探討人體對溫度與甜味的感覺疲勞，提供三盆分別裝有冰水、溫水(常溫水)、熱水

的水盆，讓學生按照指示體驗皮膚對冷熱之感覺疲勞；另本研究準備蜂蜜水與無糖麥茶兩樣

不同甜度之食物，請學生依循「蜂蜜水－無糖麥茶－蜂蜜水」之順序飲用，讓學生體驗人體

味覺的感覺疲勞，並請學生預測在其他情境下應「如何吃」才不會產生感覺疲勞，持續感覺

 
圖 2：國中「神經系統」探究教學模組之設計與發展流程 



40 

陳昕晏 吳沛穎 徐敏益 王瑋龍 林宗岐 趙麗玲 鄭夢慈 

 

到甜味。活動二提供學生許多正片後像與負片後像的體驗，比較兩者差異，並與學生討論生

活常見的例子。最後階段則是教師進行前兩堂課之內容統整，提出「刺激－反應」的相關概

念，並強調受器能接受外界刺激，動器則能像外界做出反應。 

    第三堂課先以教師講述的方式介紹神經系統的基本構造－「神經元」、「中樞神經」、「周

圍神經」等基本定義；第二階段則利用文本閱讀的方式讓學生了解中樞神經各部位之相關疾

病，並依照文本做為線索推測各部位之掌管功能可能為何。 

第四堂課的主題是「反射作用與意識行為」，活動一為膝跳反射、跟腱反射及瞳孔反射等

實驗，讓學生體驗此類作用並無法受到自己的控制；活動二則是讓學生進行接尺反應之測試，

除了傳統測定反應時間之外，更可加入操作變因(例如：虎口寬度)，讓學生比較兩不同實驗

處理對反應時間是否有影響，並嘗試設計實驗。 

    最後，教師先介紹「人體的神經傳導途徑」，並比較意識行為與反射作用之路境差異；第

二階段會請各組學生依據任務情境去思考、分析，如何排列前四堂學習活動所蒐集到的解密

圖卡，才能完整且適當的神經傳導路徑；第三階段給予各組分別發表其任務情境與各組的傳

導途徑，教師需依照各組發表狀況給予適當回饋或提出修正。 

    以上為本研究所設計之五堂神經模組課程的內容，表 1 為課程的活動架構、課程活動中

所含之探究元素與各活動之教學時間。教學者可自行考量教學班級之特性、時間、可運用之

資源等因素，將活動做彈性調整。 

肆、 研究結果 

    本研究為「科學教育培龍計畫--帶好每個國民中小學生的數學與科學教學研究計畫」生

物科之前導實驗，本研究具雙重意義：其一，因「神經系統」概念的學習相較於其他生物單

元複雜難懂，雖本研究為前導實驗，亦希望能透過兩階段試驗教學的課程模組精緻化過程，

發展合適的「神經系統」教學模組，供中學教師使用；其二，本先導實驗的施行為針對學生

以此種探究形式教學模組進行學習所獲得學習效益之初探，以做為後續課程設計參考。因此，

在第二階段試驗教學時，以單組前後測實驗設計檢驗此探究式教學模組對於學生學習動機與

學習表現的影響。以下討論第二階段試驗教學之分析結果。 

五、 成就測驗 

    所收集的資料首先以「成對樣本 t 檢定」來分析課程進行前後學生的成就測驗表現差異

情形。扣除 1 名無效成就測驗卷，共 57 份試題進行分析。根據表 2 分析得知，在成就測驗的

t 值為-2.364，其顯著水準小於.05，表示實施教學模組前後產生顯著差異變化。 

 

 

 

 

 

 

表 1: 「神經」單元探究式模組課程內容 

節次 單元內容 時間 課堂活動 學習活動中的探究元素 

0 課程模式簡介 25’ 課程簡介、分組、任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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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體的感覺受器 

15’(15) ○1 觀察餅乾實物 觀察 

20’(35) ○2 膚覺兩點閾測量 觀察、提出問題 

10’(45) ○3 各組發表結果、問題討論 
形成假設、分析結果並提出

結論 

2 
人體的感覺疲勞 

刺激與反應 

20’(20) ○1 對溫度、甜味的感覺 觀察、提出問題、形成假設 

15’(35) ○2 正片後像+負片後像 觀察 

10’(45) 

○3 教師統整刺激與反應之相

關概念(刺激→受器→動器→

反應) 

 

3 
人類中樞神經與周

圍神經 

15’(15) 
○1 教師介紹神經系統基本概

念 
 

15’(30) 
○2 以文本閱讀之方式學習各

腦區之功能 
參考文獻資料、形成假設 

4 
反射作用與意識行

為 

20’(20) 
○1 反射活動(膝跳、跟腱、瞳

孔) 
觀察、提出問題 

25’(45) ○2 接尺反應_變項操作 設計實驗 

5 
人體的神經訊息傳

導途徑 

15’(15) 
○1 傳統教學_神經傳導路徑

(比較意識及反射行為) 

觀察、提出問題、參考文獻

資料 

10’(25) ○2 分組討論+交換卡片 

觀察、提出問題、參考文獻

資料、形成假設、分析結

果、提出結論 

20’(45) ○3 各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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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的部分同樣以「成對樣本 t 檢定」來探討課程進行前後，學生分別在六個

學習動機分項的差異。扣除 9 名無效成就測驗卷，共 49 份試題進行分析。根據表 3 分

析得知，整體學習動機的 t 值為 3.752，其顯著水準小於.05，表示實施教學模組前後學

習動機顯著下降。分析各動機向度，發現在成就目標(t 前-後=2.123, p<.05)及學習環境誘因

(t 前-後=2.238, p<.05)有顯著差異。 

 

 

表2: 成就測驗前後測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結果 

前測 後測 
t前-後 Sig(t)  

95% CI 

Mean SD Mean SD LL UL 

9.895 3.976 11.386 5.185 -2.364 .022* -2.75 -.227 

 

 

表3: 學習動機前後測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結果 

動機面向 
前測 後測 t前-後 

Sig(t)  
95% CI 

Mean SD Mean SD  LL UL 

自我效能（SE） 3.455 1.002 3.297 .924 1.466 .149 -.058 .373 

主動學習策略

（ALS） 

3.901 .828 3.691 .966 1.619 .112 -.051 .469 

科學學習價值

（SLV） 

3.918 .780 3.673 .940 1.983 .053 -.003 .493 

非表現目標導

向（NPG） 

3.378 1.078 3.158 1.016 1.380 .174 -.100 .539 

成 就 目 標

（AG） 

3.849 .886 3.604 1.028 2.123 .039* .013 .477 

學習環境誘因

（LES） 

3.772 .776 3.507 .859 2.238 .030* .027 .504 

整體學習動機 3.712 .476 3.489 .554 3.752 .000* .10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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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討論 

    為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結構轉化，教學設計須著重學生個性發展與潛能激發，而教學策

略採用則需以探究為主，教師也應善盡教學創新、多元之義務，十二年國教適性揚才、有教

無類等理念，即是希望課室中的每一位學生都能發揮所長，投入在學習活動當中；而教育部

近年來積極鼓勵「科學教育培龍計畫--帶好每個國民中小學生的數學與科學教學研究計畫」

亦是基於十二年國教之核心思想，期能以適當之教學設計與策略來提昇學生(特別是學習低成

就學生)之科學學習成就與學習興趣。有鑒於此，研究者希冀能以課程模組的形式，以其靈活、

彈性又豐富之特性，來解構傳統以灌輸為主的教學，模組設計以融入探究元素的活動為主，

以實踐十二年國教基本精神，提供學生進行多元、有意義的學習。 

    「神經」單元教學模組設計為整合型「科學教育培龍計畫」生物科子計畫之先導實驗，

除了希望透過此先導模組教學，瞭解學生以此種教學形式進行學習的效益，以做為後續模組

設計參考外，也希望能夠經由兩階段的教學試驗，將模組精緻化，以提供中學教師教學之用，

有助其達到教學創新、多元。從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學生學習成就後測表現顯著優於前測，

表示此教學模組對於學生的學習能夠有所幫助。因此，儘管這樣的教學方式對於學生來說較

為陌生，且增加許多動手探究的活動，學生依舊能夠從中獲得認知的發展。 

    另外，研究者以第一次試驗教學的七年級學生進行自編成就測驗預試時，曾分析試卷難

度及鑑別度，刪除了六題問題，作者針對這六題刪除題重新檢視，發現部分題型為單元基本

概念，屬於雙向細目表中認知面向的「知識」向度，並非高層次難題，這些基本概念若學生

以傳統講述進行學習或許反而更容易獲得，表示探究形式教學模組的施行可能會因為過於著

重動手做與高層次思考，反而忽略學生基本概念的了解。在前人文獻中提到，使用活動式探

究課程時應顧及心智成熟及認知結構(Koksal & Berberoglu, 2014)，雖本研究對象選用國中七

年級學生，已具備形式運思的能力，但新課程實行時，仍需考慮到未熟悉課程實施模式及學

生個體差異以提供適當鷹架。 

    此先導實驗結果也顯示學生學習動機並未因探究模組而有所提升，後測結果與前測相比

反而整體動機表現更為低落，細看各分向則進一步得知在成就目標(科學學習的過程中，學生

對於成就及概念理解增加時會感到滿足)及學習環境誘因(課程結構、教師如何實施教學以及

同儕互動)顯著下降，也就是說經過模組學習後，學生對於概念理解及課程結構、教學方法等

感到不滿足。研究者推測部分原因為實施教學模組時，教學者(為新手教師)並未隨學習者特

性調整課程模組的進行方式與速度，學生無法適當掌握教學內容，導致動機無顯著提升；再

者，據了解學生為第一次嘗試這類活動式探究課程，曾與授課教師反應與先前上課模式(傳統

講述)差異甚大，不熟悉探究活動的進行，尚無法從課程中歸納活動結果以統整知識概念，凡

此因素皆造成學生產生學習焦慮，故成就感、自我效能顯得低落。 

本「神經」教學模組所涵蓋之概念範圍為七年級學生第一學期第三次段考內容。因此，

研究者將第二次試驗教學 58 名受試者(實驗組)段考成績與合作教師另一未參與模組教學班級

之 30 名學生(對照組)段考成績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希望能進一步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與傳

統教學的差異。結果顯示學生在段考表現上並無差異(t 對-實=.56, p=.58)，顯示儘管實驗組學生

不熟悉探究課程模組形式的教學，表現出學習動機(特別在成就目標與學習環境誘因兩向度)

低落，但其在成就表現上還是與接受傳統教學的學生一樣好，並未變差。此結果亦呼應前人

的論述，台灣的學生儘管可以學習得好，成就表現不俗，但學習歷程卻常伴隨低度自信及對

自己的負面評價(Martin et al., 2012; 蔡執仲 et al., 2007)，本研究顯示儘管更改了教學的形式，

學生情意面向還是無法在短時間內就能有所改變。 

    誠如學者所主張，學習動機的提升並非短時間內即可達成，是需要長時間課程的培養慢

慢累積。在實施較長時間的探究教學之後，學生體悟到其必須精熟知識與技能，才能在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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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過程中進行知識的分享與溝通 (蔡執仲 et al., 2007)。也就是說，學生如能對於探究式教

學有更深的理解，則會傾向以科學推理的方式形成論述，整合學習過程中收集的資料，以更

多的實驗獲得新知及技能，這種正向的成就感回饋便能提升學習科學的內在動機 (Roth & 

Bowen, 1994)。本研究為培龍計畫之先導實驗，因此僅有五堂課的模組設計，現階段透過此

研究了解學生以探究形式的模組課程學習至少在成就表現上是有所幫助的，後續將針對其他

不同單元繼續設計模組課程，相信長時間的課程施行後，學生的學習動機能有所提升。 

陸、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提供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由本研究可證實一旦改變教學模式，必須等待學生適應，才能收其成效。因此進

行任何與原先教學迥異的教學模式研究時，必須實施先導實驗，使學生熟悉教學者及採用之

教學模式後，再進行主要實驗，避免學生產生新奇效果，對於新介入方法異常積極，因此改

變他們的行為或表現，又或者產生排斥現象，不願意投入課程中，將影響外在效度，不利歸

因及推論。 

    再者，教師應於教學進行前與任課教師深入討論各班級風氣及學習特性，針對學生特質

調整課程模組。若教學者為研究者(非原任課教師)，應於教學進行前與原任課教師建立默契，

以利班級經營。唯有良好的師生關係，教學者才能隨學習者特性調整課程模組的進行方式與

速度；而學習者明白學習意義，在不感到無助後專心投入課程中，成就感及自我效能便可隨

之提升。 

    第三，本研究所使用之探究模式為活動式探究課程，學生可在動手做的過程中逐漸建構

知識，是一種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模式，學習者必須充分參與活動的每一個部分；當學生長

期受講述教學的薰陶而缺乏自己決定如何學習時，教師角色就顯得重要，一方面為學生探究

時的引導者，一方面又是規劃學習方向的教練，因此教學者須為經驗豐富之專家教師。本研

究為減少教學實施上的誤差，固定由研究者擔任教學者，惟研究者是新手教師，建議可與專

家教師搭配，進行課室經營及教學模組實施。 

    最後，前述提到學生缺乏科學探究訓練，因此建議教師一方面在課程初期提供明確指導

語及示範實例，於課程進行間鷹架學生使其得以從事探究活動，另一方面需引導學生歸納實

驗結果，以獲得科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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