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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觀光工廠提供傳統產業轉型的替代方式，遊客可以看到工廠的生

產流程，了解工業文化，享受休閒娛樂，且觀光工廠還成為校外教學

的熱門地點。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國小學童校外教學的認知、滿意度以及學習成

效，以及其相關性。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到老樹根觀光工廠進

行校外教學的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共得有效問卷392份，並以描述

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相關以及多元

迴歸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 

透過分析，本研究結果發現：首先，不同的學童背景變項在校外

教學認知、滿意度與學習成效部分具有顯著差異。「年級」及「是否

喜歡校外教學」在校外教學認知上呈現顯著差異；「性別」、「年級」

及「是否喜歡校外教學」在校外教學滿意度上呈現顯著差異；「年級」、

「造訪經驗」及「是否喜歡校外教學」在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上呈現顯

著差異。 

其次，校外教學認知與校外教學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校外教學

認知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有顯著正相關；而校外教學滿意度與校外教

學學習成效有顯著正相關。另外還發現，國小二年級及四年級學童較

六年級學童更認同校外教學使學習成效各方面皆有所提升。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老樹根觀光工廠、教師，以及

後續學術研究者參考。 

 

 

【關鍵字】校外教學、校外教學認知、學習滿意度、學習成效、 

觀光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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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urism factory offers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 alternative way to 

transform.  Visitors can see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of the factories, get 

to know industrial culture and enjoy a sense of recreation.And the tourism 

factory is a popular place for outdoor teaching.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and discuss the cognition, 

satisfaction, effect of outdoor teaching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s 

well as explored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cognition, satisfaction, effect of 

outdoor teaching.  The main o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ho learned at Mutou wood Tourism Factory.  A total of 

392 samples were obtain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were computed for data analysis. 

    Through the statistic analysi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ere 

conducted: 

     Firs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f some statistical population 

variables on cognition, satisfaction and effect of outdoor teaching.

“ Grade ”and “ preference of outdoor teaching ” in the cognition of 

outdoor teaching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gender ” , “ age ” 

and“ preference of outdoor teaching” in the satisfaction of outdoor 

teaching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grade ” , “ visit 

experience ”and “ preference of outdoor teaching ” in the effect of 

outdoor teaching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econd, the result of learning cognition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revealed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e result of learning cognition and 

learning effect revealed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e result of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effect revealed positively cor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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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ddition, the second-grade and fourth-grade students agreed more 

than sixth-grade students that outdoor teaching can promote the 

self-development on cognition, affection and skills. 

According to above conclusions, the study provides several specific 

suggestions to Mutou wood Tourism Factor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nd follow-up research. 

 

Keywords：：：：outdoor teaching, learning perception, learning 

satisfaction,learning achievement, tourism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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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美國教育學家杜威主張「做中學」，強調經驗的重要，「教育即生

活，生活即教育」提醒我們除了讀書學習之外，還要去驗證書中所學，

這也正符合我國俗諺中「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道理。1998

年教育部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綱要中強調

學生應具有的基本能力為「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欣賞表現與創

新」、「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表達溝通與分享」、「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規劃組織與實踐」、「運用科技與資

訊」、「主動探索與研究」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這些學生所需

具備的基本能力代表著學習不再只侷限於課本、教室裡，而是需步出

教室，到外頭去吸收知識，學習新事物（王鑫，1995；李崑山，2000；

徐治霜，2006）。近年來教育不斷的改革加上教育品質日益提升，「校

外教學」也就成了教師帶領學生接觸外界事物、探索新知的課程。 

2007 年，教育部為了倡導體驗臺灣在地的文化風采以及身體力

行的互動式學習，推動了「在地遊學—發現台灣」100條遊學路線的

政策1，以切入文化面及知識點的學習之旅為重點，期盼能提供給學

校師生進行深度學習之旅，讓學童們透過不同的體驗，對臺灣的歷史

文化、環境生態、風土民情及特色產業有更深入的瞭解，以改變一般

玩樂取向的校外教學模式。2008 年，教育部頒訂了「國民中小學辦

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實施原則中明訂校外教學為學校課程與教學

之一環，每學年至少辦理一次校外教學活動，且校外教學課程需有系

統、計畫及目標性，以學校本位課程為主軸，結合領域教學及彈性課

程，以學生學習為核心，這更加確立了校外教學的意義價值以及重要

性（教育部，2008）。於同年，教育部還推動了「環境學習中心校外

教學推廣計畫2」，結合公部門與民間資源，鼓勵師生至環境學習中心

                                                 1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10）。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與發展特色學校執行成果。2011 年 9 月 13 日。取自：http://www.edu.tw/news.aspx?news_sn=3154 
2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2008)。天地為教室、草木當課本，出走校園上課去─教育部推動環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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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校外教學，協助學校改善校外教學現況，顯示教育部重視學校校

外教學的品質。 

臺灣生態環境及人文歷史資源豐富，可提供學校進行校外教學的

場域甚多，例如國家公園、國家森林遊樂區、動物園、教學農場、環

境學習中心、觀光工廠等都蓬勃發展，其中觀光工廠為傳統工廠轉型

而來，其保存價值具有獨特性，專業產業知識具教育及歷史意義，同

時又能彰顯文化性（經濟部工業局，2009），適合學生在此進行教學

活動，故成為近年新興的校外教學地點。觀光工廠本身擁有其獨特產

業文化，結合「娛樂」、「教育」、「美學」、「體驗」等功能於一身（經

濟部，2010b），寓教於樂，只要透過專業人員的解說及引導，就可讓

學生樂於學習及體驗傳統產業的歷史價值，進而開拓其眼界與胸襟，

培養對社會的關懷，同時對產業的轉型發展及企業價值傳承，無形中

也提供了莫大的助力。 

 

 

 

 

 

 

 

 

 

 

 

                                                                                                                                            中心校外教學推廣計畫。2011 年 9 月 20 日，取自：http://www.edu.tw/news.aspx?news_sn=2094&pages=0&keyword=%ae%d5%a5%7e%b1%d0%be%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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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整體而言，目前的國民小學都沒有成立校外教學委員會以推展校

外教學之相關事宜，大部分學校的作法都是以「學年」為單位，由學

年教師共同決定校外教學時間、地點，且以每學年實施一次，時間為

一天的方式居多（謝鴻儒，2000；高翠蘭，2008；葉依涵，2008；藍

紅玉，2009）。在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上，教師常具有絕對性的主導

決策權（謝鴻儒，2000；陳瑞華，2010），因此如何配合課程選擇適

合學生的校外教學地點，也就成了重要的課題，教師們在做決定的同

時，也直接影響了校外教學的品質以及教學成效，所以教師在選擇校

外教學地點不得不慎。但是現今國小進行校外教學大都由旅行業者承

辦（教育部，2008；藍紅玉，2009；黃嘉慧，2010；蔡致晟，2011；

何晃宜，2011），旅行社推出旅遊的套裝行程，以供教師選擇，但旅

行業者推出的行程是否能對學生的學習有所助益？是否達到「寓教於

樂」的效果？就需要教師審慎的篩選過濾了。經學者調查研究，目前

校外教學地點大部分是以主題遊樂園居多（賴欣釧，1998；謝鴻儒，

2000；林儷蓉，2000；徐治霜，2006；教育部，2008；藍紅玉，2009；

劉思岑、蘇志祥、張政興、陳維立與陳啟榮，2009；蔡宏仁，2010；

何晃宜，2011），重視感官娛樂的娛樂性活動固然吸引學生，可以讓

學生和同儕盡情的玩樂，放鬆心情，但教學的實質意義卻容易遭受爭

議，所以有學者認為除了遊樂園，校外教學還可以選擇其他地點，除

了考慮可以配合課程教學之外，也可以選擇大部分學生都沒有去過的

地點，當作校外教學地點，比較容易讓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蔡宏仁，

2010），像是博物館、教學農場或是社教機構（林儷蓉，2000；葉依

涵，2008；劉思岑等，2009；蔡致晟，2011），甚至是教育部推出的

「在地遊學—發現台灣」以及「環境學習中心校外教學推廣計畫」，

都提供了教師在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上可以更多元，不會讓校外教學

「有校外之名，卻無教學之實」。 

大部分的學生都很喜歡參加校外教學，認為校外教學就是出去



 

4 

 

玩，學生對於這樣富有刺激感、好奇性的學習活動充滿興趣（徐治霜，

2006）。但校外教學活動結束並不代表著已經圓滿達成，還要檢討成

效與缺失，並吸取經驗以供爾後辦理校外教學之參考，發揮風險管理

的「預防」效果（劉小萍，2009；黃嘉慧，2010）。校外活動結束後，

也要有延伸的學習活動，尤其是給學生省思的機會（周孟志，2003；

教育部，2008；張淑敏和薛雅惠，2009；吳兆田，2010），教師可透

過學生省思或是分享的過程，瞭解學生對活動安排、學習環境以及解

說服務等是否感到滿意、有收穫。國內研究大部分從教師觀點來探討

對校外教學的滿意度，甚少是以學生的觀點而論，故本研究欲探討學

生對校外教學的滿意度，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另外，許多學者們皆認為校外教學活動能達到認知、情意與技能

三方面的成效（李晶，2001；徐治霜，2006；沈進成和許淑祉，2006；

羅功明，2007；林項爵，2010），透過校外教學活動，可讓學生獲得

知識，加上學生親身體驗實作，還能習得技能，進而培養人文關懷與

肯定自我價值的情感。校外教學既然是「教學」活動，就該有教學成

效，學生在參與活動後，也應該要有所得。教師需檢視校外教學對學

生的學習成效及教學缺失之處，才能瞭解活動是否具有教育意義與價

值，同時也能供作日後舉辦相關活動的參考依據。故研究者欲探討學

生參加校外教學活動後，是否能真正達到教學目標？對學習成效是否

有影響？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綜合以上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欲探討國小學童對校外教學

的認知，以及實際參與校外教學活動後的滿意度和學習成效，以及其

相關影響。本研究的主要具體目的如下： 

一、 分析國小學童對校外教學的認知。 

二、 分析國小學童對校外教學的滿意度。 

三、 分析國小學童對校外教學的學習成效。 

四、探討國小學童校外教學認知、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間的影響。 



 

5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一一一一、、、、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Outdoor teaching）））） 

基於本研究的目的，研究中所指的「校外教學」係指學生在教師

和家長及相關人員的協助、引導下，走出學校，在校外的場所（社區、

大自然以及其他校外的教學資源），利用其教學資源，讓學生親身體

驗、觀察、做中學，進行相關的學習活動，同時也是用以培養學生認

知、情意、技能和社會化訓練的一種多元、規劃性的教學活動。 

二二二二、、、、認知認知認知認知（（（（Perception）））） 

在本研究中係指學生對於校外教學的實際瞭解程度。研究者根據

校外教學相關文獻，整理其意義與特性，並編製成問卷，調查學生對

學習成效於校外教學的認知程度。 

三三三三、、、、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Satisfaction）））） 

本研究所指之滿意度，係指國小學童到老樹根觀光工廠進行校外

教學後，對老樹根觀光工廠的環境設施、解說與活動服務，以及老師

的協助與指導，經實際體驗感受後產生之滿意程度。 

四四四四、、、、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Learning achievement）））） 

學習成效包含學生及教師層面，因教與學是一體、同時並進的。

學習成效就是學生在歷經學習過程後，所獲得認知、技能以及情感三

方面的成長。 

五五五五、、、、觀光工廠觀光工廠觀光工廠觀光工廠（（（（Tourism factory）））） 

    觀光工廠為具保存價值廣度、歷史意義深度，且能強調獨特性、

文化性，具產業知識且寓教於樂之活體工廠（經濟部，2009）。本研

究以老樹根觀光工廠為研究範疇，老樹根觀光工廠為教育部提倡「在

地遊學—發現台灣」遊學點之一，又榮獲國家教育研究院「創擬學校」

最佳案例3，故具有適合學生進行校外教學的教學資源及環境條件。 

                                                 3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2011）。2011 年 12 月 7 日。取自：http://www.mutou-wood.com/ 創擬學校係指「可創造教育價值、可產出學習意義、可表達台灣生活文化、可操作體驗的模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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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認知認知認知認知 

一一一一、、、、校外教學的定義校外教學的定義校外教學的定義校外教學的定義 

戶外教育與校外教學兩者的定義有部分是重複、相通的（胡安

慶，1995；林儷蓉，2000；林建宏，2008；蘇怡寧，2009；劉小萍，

2009；黃嘉慧，2010），就字面範疇上來看，校外教學強調在「學校

以外」的教學資源利用，而戶外教學則是強調「室內以外」的學習環

境（劉虹伶，2004；林儷蓉，2000）。現就兩者定義分別探討： 

（一）戶外教育 

從戶外教育的觀點來看，美國國家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1970）對戶外教育所下的定義：「戶外教育不是一單

獨科目，而是所有學校科目、知識與技能的結合。也不是將學校所有

科目搬到戶外教學，教師使用環境（自然或人為、公園或都市地區、

歷史地標或風景等），去幫助學生了解各學科、環境和人之間的相互

關係，以協助藝術、科學、社會研究或傳播學等學科的教學。」（引

自王鑫、朱慶昇，1995）國內許多學者認為戶外教學就是帶領學生走

出教室，在教室外進行有意義的教學活動（王鑫，1995；李崑山，2000；

徐治霜，2006），教師利用社會環境中的資源、情境當作教學素材，

並融合課程設計，提供學生直接體驗的學習活動，且這樣的活動是有

系統、目標和計畫性的，而非一般娛樂活動而已。現就國內外學者對

戶外教學的定義彙整如表 2-1： 

 

 

 

 

 



 

7 

 

表2-1 戶外教學定義表 

學者（年代） 定      義 

George Donaldson

（1958） 

「戶外教育就是戶外教學，含有關戶外的教

學，以及為戶外而教學。」（引自Ford, 1981） 

Lewis（1975） 「戶外教育是擴展課程學習目的至戶外的一

個直接的、簡單的學習方法。它是基於發現學

習的原則並且強調直接使用感官進行觀察和

知覺。」（引自王鑫、朱慶昇，1995） 

Sharp（1993） 「不論任何年級、任何學科的課程，若能從戶

外教學獲得最佳學習效果，便在戶外進行教學

活動。」（引自 Ibrahim ＆ Cordes, 1993） 

王鑫（1995） 戶外教育是指課堂外的活動，基於發現學習原

則與感官的使用，使學生從直接的、實際的、

生活的體驗中學習，並藉這種戶外習得的智

能，促進學生認識自我以及他在社會環境中的

角色，同時有助於學生對特定知識（如環境，

地球資源等）的瞭解。 

李崑山（1999） 兒童在老師帶領，家長的協助下，一起走出校

門，踏入社區、社會、田野、大自然裡，進行

有目標導向性、系統性、計劃性、程序性的教

學活動。 

徐治霜（2006） 戶外教學是透過教師有系統的設計後，帶學生

走出校園，作一系列觀察、參訪、探索的經驗

活動，利用校外的資源、情境，提供給學生不

同的感官刺激，藉以增加學習經驗。 

張淑敏和薛雅惠 

（2009） 

「戶外教學不是單獨科目，而是統整各領域的

課程，具有目標明確、結構完整、有系統的教

學計劃的特色、強調學生主動參與、體驗，以

得到具體經驗，是一種有意義的學習歷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學者們的論述，戶外教育囊括了不同領域的各種相關課

程，並不是獨立的學科。經由戶外教育課程，不但可以使學生學習自

然、人文、社會等基本概念外，同時透過直接實際體驗、觀察、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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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自然或人文的教學資源，使學生對所處的生活環境有更深入的瞭

解，無形中，培養了學生的知識素養同時也強化學習能力。 

（二）校外教學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於臺灣省各級學校校外教學參考手冊中明白

的指出：「校外教學是一種達成課程目標的途徑，它包含：1.從教室

內延伸到校外；2.在課程的任何階段所要獲得的一系列的直接經驗，

這些經驗將增加一個人對環境與人生的了解；3.一種課程設計，包含

學生、教師、和參與工作的校外教學資源人物發展最適宜的教與學環

境」，亦提及校外教學是科學教育、露營教育、自然教育或環境教育

等的加強，包含了多種的課程領域，而教學的範圍可以從學校教室之

外，到四周幾公里的路程之內，皆可為校外教學的地點，像是校園、

鄰近的公園、動物園、兒童樂、農場、國家公園、木材場、採石場……

等（沈六，1997）。 

教育部明訂校外教學為學校課程與教學之一環，以學校本位課程

為主軸，結合領域教學及彈性課程，規劃有系統性的校外教學課程活

動（教育部，2008）。校外教學是一種綜合性、廣泛的教學活動，以

教室為起點，向外擴展，讓學生接觸平時較少碰觸的人事物，且這些

都是最佳的學習教材，拓展生活經驗的同時也能學習新知識，增加學

識涵養。茲就學者對校外教學的定義彙整如表 2-2： 

表 2-2 校外教學定義表 

學者或組織（年代） 定  義 

王靜如（1991） 「校外教學是將教學活動由室內延伸到室

外，甚至是涉及到地方教學資源，以彌補室

內教學之不足。」 

王佩蓮（1998） 「校外教學的範圍是以校外各地為實施教

學的地點，運用校外教學活動與學科結合，

使學生能充分發揮學習原則，即運用感官進

行觀察與知覺，提升學習意願和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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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校外教學定義表（續 1） 

學者或組織（年代） 定  義 

李晶和林儷蓉（2001） 「校外教學是由學生、教師和參與工作的

校外教學資源人物共同發展的一種課

程，是有目標、有規劃的綜合性教學活

動，在學校以外的社區、田野、大自然裡

進行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活動，是一種走出

學校，在校外的場所─不論是戶內或戶外

環境，進行已規劃好的教學活動。」 

臺北市教育局「臺北市國

民小學暨幼稚園校外教

學實施要點」（2002） 

校外教學是目標明確、計劃周延、安全第

一以及重視體驗學習的教學活動，以擴充

學童及幼兒知識領域，增進其見聞，以提

高教學效果。 

沈進成和許淑祉（2006） 「校外教學是由師生利用校外資源，在校

外進行已規劃好的教學活動。」 

林建宏（2008） 「校外教學是利用教室外的學習體驗來

豐富學校課程內容。活動的實施是在擴展

學生生活環境的範圍，使其熟悉生活環

境、發展相關知識。」 

周斌國（2008） 「校外教學為透過教師有計畫的教學活

動設計， 引導學生走出課堂外， 進入社

區、大自然裡作直接的、實際的生活體

驗， 讓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中主動探索、

調查、觀察、體驗、思考、想像…等， 進

而達到教學目標的教學方式。」 

張道榮（2009） 「校外教學是教師將學生帶出學校圍

牆，在校外特定的自然、人文、社會環境

下妥善利用其資源，所進行的各種觀察、

欣賞、操作、體驗、學習和休閒，透過活

動性課程的安排，使學生身體力行、建立

經驗，並激發求知的興趣、擴充其認知、

情意、技能訓練的一種多元性教學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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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校外教學定義表（續 2） 

學者或組織（年代） 定  義 

藍紅玉（2009） 「校外教學是有目標的教學，延伸設定學習

主題，透過教學者的課程規劃、教材設計，

引導學生於學校以外直接接觸，對於各種情

境直接體驗與觀察，讓學生於自由、輕鬆的

自然環境下學習，以增加知識的教學。」 

林項爵（2010） 「校外教學即是利用校園以外的自然環

境、文史古蹟等，透過有系統的介紹方式，

讓學生從中學得課本以外的知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許多學者認為「校外教學」與「戶外教學」的基本概念是相通、

雷同的，「戶外教學」可說是「校外教學」的一環（胡安慶，1995；

林儷蓉，2000；李晶和林儷蓉，2001；紀正德 2006；劉小萍，2009；

蘇怡寧，2009；藍紅玉，2009；黃嘉慧，2010），本研究亦贊同此說

法，「校外教學」與「戶外教學」核心定義皆強調能跨出教室，於教

室以外的環境下進行教學活動，故可以視為學校教學的延伸。 

綜上所述，校外教學是學生在教師和家長及相關人員的協助、引

導下，走出學校，在校外的場所（社區、大自然以及其他校外的教學

資源），利用其教學資源，讓學生親身體驗、觀察、做中學，進行相

關的學習活動，同時也是用以培養學生認知、情意、技能和社會化訓

練的一種多元、規劃性的教學活動。 

二二二二、、、、校外教學的目的校外教學的目的校外教學的目的校外教學的目的 

    室內課程的不足，老師會使用一些教學輔助工具，這些工具雖能

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但還是不比現場教學來得具體、真實。即使教師

講述再生動活潑、吸引人，但還是不比帶學生實際參觀、實際操作來

得有效，唯有透過讓學生透過五官去體認，才會有更好的學習成效。

陳瑞華（2011）亦認為教育的內容不應該只是停留在課本和教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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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有目的、系統化與程序化的教學過程，在老師、家長與社區中熱

心人士的規劃與協助，走出校園、進入社區、認識家鄉和探索社會都

可以成為孩子學習的場域，使學生擺脫傳統、僵化的學習模式，從實

際體驗中得到豐碩的知識。校外教學是由學生、教師和參與工作的校

外教學資源人物共同發展的一種課程，是有目標、有規劃的綜合性教

學活動（胡安慶，1995）。而教育部為落實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

以擴充學生知識領域、增加學習體驗、整合學習效果、深化認識臺灣，

在「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中也將校外教學之目的及課

程目標明定如下（教育部，2008）： 

（一）校外教學為學校課程與教學之一環，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程目標，以學校本位課程為主軸，結合領域教學及彈性課程，規劃

各年級有系統性的校外教學課程活動，據以實施。 

 （二）校外教學課程活動內容以學生學習為核心，增進自然與人文

關懷、認識家鄉及愛護家鄉為主要目標，避免流於以旅遊玩樂性質為

主之活動。 

   現將學者所提出校外教學之目的整理成表 2-3： 

表 2-3 校外教學目的表 

學者（年代） 目      的 

Ford（1981） 校外教學之目的在產生具有環境意識的公民，

以發展終身的知識、技能、態度，以利用、了

解、欣賞自然資源及發展土地管理員的意識。 

徐治霜（2006） 1.培養自然情懷、2.增進人際關係、3.豐富校內

課程、4.落實人文關懷、5.增加生活技能、6.增

加學習興趣、7.促進親師生情誼。 

林建宏（2008） 學生透過活動的實施，將平時所學與實際生活

世界整合，藉由人與人互動的過程中，增進人

際關係的發展，亦可從與自然環境接觸的過程

中，強化人文關懷，學生所學能有所用、豐富

生活經驗是辦理校外教學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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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校外教學目的表（續） 

學者（年代） 目      的 

賴佩芳（2008） 使學生能加強各種知識、技能的學習能力及興

趣、發展人際關係、社會責任的養成及休閒觀

念的建立。 

張雲卿（2008） 提高學童學習興趣、加強學習、發展情感和培

養正確觀念等。 

Thorburn  and 

Allison（2010） 

校外教學在於幫助學生探索自己的價值觀、喜

好以及生活態度。 

陳瑞華（2011） 發展對自然的保育態度，也可讓個體獨立學

習、自由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之習得，希望

學生將所學與實際生活世界整合，學能所用、

豐富經驗才是校外教學的最終目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校外教學目標之相關研究及文獻來看，大部分學者多將校外教

學之目標分為認知、情意及技能三大領域（李晶，2001；徐治霜，2006；

沈進成等，2006；羅功明，2007；林項爵，2010）。然而，依校外教

學目的之大方針而論，校外教學所欲達成的教學目標除了令學童對事

物須有基本的認知、培養學童對事物的態度、發展個人應具有的技能

外，社會面中人際互動亦是重要單元，也就是由校外教學的活動中學

習人際關係的經營，學習日後社會關係的建立，因此校外教學的教學

目標除了包含認知領域、情意領域及技能領域外，亦需增加社會層面

的教學目標，讓學童從活動中學習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增進彼此的關

係，才能為日後發展人際關係及社會關係奠下基礎（林儷蓉，2000）。

校外教學可跨多個學科，不僅能讓老師更靈活運用課程設計安排，更

可讓學生找尋自我價值和學習生活態度，這樣的校外教學可成為主要

的課程，而非僅是次要課程而已（張坤鄉和王文華，2007；Thorburn

＆Allison, 2010）。但目前國內學校實施的校外教學過度強調認知的

目標，著眼於紙筆記錄之收穫，殊不知對學生而言，探索自己的內心

及審視人際關係更為重要，對他們未來的影響更為深遠（張道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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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老師在進行校外教學活動時，不能僅著重片面的、知識性的

學習，要以「學生」為中心，給予學生所想要的，且也要讓學生自己

去探索心靈以及自我價值，老師則是扮演著引導及輔導者的角色。 

透過上述研究，可歸納出校外教學是有目標、目的性的，而不是

流於一般玩樂性質的活動。校外教學的目的，不僅是要完成規劃好的

教學活動和課程目標，還要培養學生基本的認知、情意和技能方面的

基礎訓練，更要藉由教學環境中豐富且多元的刺激，讓學生有所啟

發，同時也要關心學生的社會化過程以及身心靈的成長，使其融入社

會，拓展人際關係，這才能真正達到校外教學的目的。 

三三三三 、、、、校外教學之相關研究校外教學之相關研究校外教學之相關研究校外教學之相關研究 

    觀察校外教學的相關文獻研究，可歸納成「教師」、「學校行政

人員」以及「學生」三個層面，以下就這三層面來探討：  

（一）教師層面 

大部分教師皆肯定校外教學的價值和功能（羅功明，2007；張雲

卿，2008；蔡致晟，2011），利用校外資源進行校外教學活動，是很

有意義的活動，不僅可以讓孩子增廣見聞，也可以讓孩子擴大視野，

同時促進並實現九年一貫課程的目標。對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體驗以及

情意、技能方面的培養也會有所助益（李晶，2001；沈進成等，2006；

徐治霜，2006；羅功明，2007；周斌國，2008；林項爵，2010）。但

由於「活動、地點及交通的安全性」、「需負擔的法律責任」、「校

外教學經費」、「事前籌備工作繁瑣」、「對學生秩序的掌控不易」

以及「課程規劃或進度的壓力」等因素（王靜如，1991；徐治霜，2006；

李崑山，2006；羅功明，2007；葉依涵，2008；李麗卿，2009；劉小

萍，2009；劉思岑等，2009；黃嘉慧，2010），形成教師舉辦校外教

學的阻礙因素，所以目前學校舉辦校外教學大多是一學年一次，且大

部分教師喜歡與「同一學年教師」或是「工作群組」合作辦理（徐治

霜，2006；高翠蘭，2008；葉依涵，2008），也會選擇由旅行業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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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教育部，2008；藍紅玉，2009；黃嘉慧，2010；蔡致晟，2011；

何晃宜，2011），以分擔責任和工作份量。建議教師在舉辦校外教學

時，也可以邀請家長及志工共同參與，一同維護學生安全，如此教師

壓力就會減少（劉思岑等，2009；蔡宏仁，2010）。 

在校外教學的地點選擇上，教師通常具有主要的決策權力（葉依

涵，2008；陳瑞華，2010；謝鴻儒，2000），目的地的選擇主要考量

因素是「安全」以及「花費」，其中又以「安全」為首要考量因素（高

翠蘭，2008；葉依涵，2008；賴佩芳，2008；劉思岑等，2009；黃嘉

慧，2010；蔡致晟，2011），安全因素又可以分成環境、交通以及活

動的安全（葉依涵，2008）。目前校外教學地點多以「遊樂園」為主

（賴欣釧，1998；謝鴻儒，2000；林儷蓉，2000；徐治霜，2006；葉

依涵，2008；教育部，2008；藍紅玉，2009；劉思岑等，2009；蔡宏

仁，2010；何晃宜，2011），教師認為到遊樂園進行校外教學，能符

合學生的期望，主要考量因素是學生意見（沈進成等，2006；周斌國，

2008）。除了遊樂園，「教學農場」、「社教機構」、「風景區」、

「生物保育區」也是教師會選擇適合進行校外教學的好地點（劉小

萍，2009；劉思岑等，2009）。近年來又因環保議題盛行，九年一貫

課程也注重環境教育議題，故環境教育以及生態旅遊逐漸受到重視，

也開始融入校外教學活動中，讓學童可以瞭解認識這塊土地，同時也

能珍惜自然資源（教育部，2008；周斌國，2008；呂雅芸，2008；劉

思岑等，2009；何晃宜，2011）。 

在進行校外教學時，教師注重的因素有「配合課程且具有教育意

義」、「交通及活動安全」、「解說服務」、「DIY活動安排」及「學

生所需負擔的費用」（紀正德，2006；劉思岑等，2009；藍紅玉，2009）。

教師認為應提供學生一個既有趣又有教育價值的校外教學活動，但在

進行校外教學活動時，大部分不是由教師擔任講解工作，或對教學資

源不甚熟悉，建議教師應加強專業知識，多參與進修研習（張淑珍，

2008；張雲卿，2008；劉小萍，2009；劉思岑等，2009；陸立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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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若在校外教學行前加強校外教學之相關知能，就能充分運用教學

資源，進而提升校外教學的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實施校外教學時，教師應指導學生運用學習手冊或是學習單，並

依教學目標就學生學習表現進行評量（教育部，2008）。校外教學的

評量方式多以「學習單填寫」、「心得報告」為主（徐治霜，2006；

高翠蘭，2008；張道榮，2009；李麗卿，2009），但學習單內容應減

少填鴨、封閉式的問答，需基於學生的先備知識來評估，學習單裡所

引導的文字，也必須經過教師的「轉化」與「消化」（張道榮，2009）。

另外，也有學者提出建議，校外教學若遇到雨天，「雨天備案活動安

排之適切性」就顯得重要（紀正德 2006；賴佩芳 2008），原本安排

的活動要有其他替代方案，或是配套措施，才不會讓學生敗興而歸，

這也是在決定校外教學地點時需審慎考量的。 

（二）行政人員層面 

教育部明訂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校內之業務分工，宜請就可運用

之人力進行任務編組，必要時可邀請家長共同研討，並依有關規定做

有系統及邏輯性的規劃及處理，自訂 SOP 標準作業流程（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切實做好各項準備工作以為遵循（教育部，

2008）。學校舉辦校外教學，幾乎都由教師帶隊，學校行政人員所扮

演的是協助、協調的角色。辦理校外教學準備工作相當瑣碎繁雜，例

如:安排車輛、辦理保險、午餐供應、經費核銷、活動手冊及學習單

的編製等，都需耗費許多心力，故若是行政人員能給予老師各項工作

的協助，相信能減輕主辦人員不少的負擔（李崑山，2006；劉小萍，

2009；蔡宏仁，2010；陳瑞華，2010）。從教師開始籌辦校外教學時，

學校的行政人員應扮演輔導、協助及監督的角色，在擬妥實施計畫到

活動成行其間的籌備會，也要主動參與，讓教師在舉辦校外教學時，

更能掌握流程及所需留意的細節，也可以請科任教師參與，以協助維

護學生安全，降低學生風險同時也能減輕教師壓力與負擔。另外，學

校也可在課程發展委員會時將校外教學活動排進學校本位課程（李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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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2006；蔡宏仁，2010），或請家長會給予適當的經費補助，提高

學生的參與率，讓校外教學活動成為學校的發展特色之一。最好各校

也能成立「校外教學委員會」，藉由委員會的力量推動各事項，相信

校外教學活動將會更順利，也能簡化繁瑣的流程。 

（三）學生層面 

大部分的學生都很喜歡到戶外進行校外教學，且參加意願相當高

（王創顯，2003；徐治霜，2006；施旭真，2006；張雲卿，2008；鄭

嘉茜，2008）。學生期望老師舉辦校外教學的類型為到機械設施遊樂

園（周斌國，2008；張雲卿，2008）、主題式展示場所及休閒農場（張

雲卿，2008）。學生認為透過校外教學，不僅可以促進自身在認知、

技能、情意三層面的學習成長（徐治霜，2006；紀靜資，2008），更

可提高學習興趣、好奇心，引發進一步探索的動力，且在接受解說或

是參與體驗活動後，對學習會有很大的幫助，能提升學習成效（施旭

真，2006；周斌國，2008；鄭嘉茜，2008；蔡宏仁，2010）。但也有

學生將校外教學當作「郊遊」，而不是以「學習」為真正目的（廖敏

琪，2006），若校外教學能安排具有挑戰性的任務，以活潑有趣的互

動方式進行，不僅可以加深學生的印象，表現參與熱誠與興趣，增加

學生的成就感，更能達到學習的成效（蔡宏仁，2010）。校外教學資

源取材生活化，在真實情境中學習，學生才會有感覺且易受感動，也

才能印證課本上所學的內容，這樣有趣又容易接受的學習方式，不僅

拓展學生的視野，培養其鄉土情懷，同時建立出個人價值化、意義化

的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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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一一一一、、、、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滿意度」是各研究用來衡量人們對產品、服務、生活品質、工

作、社區或戶外遊憩品質等方面看法的工具，是一項非常有用的行為

衡量指標（侯錦雄和姚靜婉，1997；林俊成、陳麗琴與李俊志，2010），

觀光遊憩的研究也著重在探討滿意度層面（Kim, Suh & Eves, 2010），

更可顯見其重要意義。 

Cardozo（1965）是最早引進「顧客滿意」的學者，提出好的顧

客滿意將增加消費者的再購意願，也較容易接受、購買其它相關產

品，且對產品或服務將有很好的口碑。滿意度是對事物的一種情緒反

應，此反應主要來自個人在購買經驗中所獲得的驚喜，取決於個人所

預期的產品利益之實現程度，且反映出預期與實際結果的一致性程度

（Oliver, 1981）。眾多研究顯示，個人對產品或服務的滿意度乃是受

其「預期程度」與「認知績效」二者交互作用所決定的，進而產生滿

意與不滿意的認知差異評估（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85；

Kotler ,1994；Miller, 1997；Oliver, 1997；張孝銘、邱聯榮和施慧珉，

2007）。  

二二二二、、、、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之定義之定義之定義之定義 

    學習滿意度是評量學生學習成果的主要方法，教育機構及教師藉

由瞭解學生對於學習經驗相關的滿意度調查，可以做為教學評量、課

程改進及教育成效改進的依據（鄧之卿，2006）。消費者進行消費活

動後，會填寫顧客意見調查，業者可藉此得知顧客的滿意程度，而學

生在進行教學活動後，授課者也應瞭解學生對於學習中所提供的一切

要件其滿意程度為何，此為學習滿意度的意義所在，以下將學習滿意

度之定義整理成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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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學習滿意度定義表 

學者（年代） 定        義 

knowles（1970） 
"satisfaction"是指學生對學習活動的感覺或態

度，高興的感覺或積極的態度是滿意的反應。 

Tough（1979）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得到的感覺與態度；高興

的感覺或積極的態度表示滿意，不高興的感覺

或是消極的態度則表示表示不滿意。 

Domer, Carswell 

and 

preckelmeyer

（1983） 

將心理學的差異理論應用在學生學習滿意度方

面，主張學習滿意度在於比較個人的「期望水

準」與「實際所得結果」所產生的差異程度。

兩者之間的差距越小，學生越感到滿意；差距

越大則越不滿意。 

Long（1985） 

學習活動的主要目標是學習成果與滿意度，而

滿意度是指學生對學習活動的愉快感受或態

度。 

馬芳婷（1989） 

學習滿意度是一種對於學習活動的感覺或是態

度。這種感覺或是態度的形成是因為學習者喜

歡該學習活動；或在學習過程中，其需求或是

期望獲得滿足或是達成。 

Martin（1988） 

指出滿意是指個人在獲得經驗之期望，以及他

所感受到該經驗的實際結果之間的一致性，當

所感受到的等於或超出所期望的，便覺得滿

意；反之，則覺得不滿意。 

張春興（1991） 

滿意度係個體欲求或需求時現實的一種心理感

受。滿意度為個體之心理感受，若在學習過程

中感受到愉快或符合自身期望，則會覺得滿

意，若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挫折或失敗經驗，

則有可能覺得不滿意。 

鄭田（1995）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知覺其期望或需求的程度。 

周春美與沈建華

（1995） 

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習者對於學習整體的感覺或

情感的反應，這種感覺來自個人的特定環境

中，實際獲得的學習內涵與其預期應獲得的價

值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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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學習滿意度定義表（續 1） 

林博文（1998） 

學生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生參與學習活動的感覺

或態度，這種感覺或態度表示學生對學習活動

的喜歡程度或學生願望、需求獲得滿足或目標

達成的程度。 

李慶泰（2002） 

學習者在在學習過程中，所知覺的學習活動能

滿足個人學習需求，並喜歡學習活動而產生完

滿的感受和正向的態度。 

黃玉湘（2002） 

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習者參與學習活動後，能達

成學習前所預期的目標及學習需求獲得滿足，

產生心理愉悅感覺，並對學習活動有更積極的

態度。 

Elliott（2003） 

學習滿意度是一種感覺或態度，係指期望或需

求目標之達成，當學習有效達成或超越學習者

的期待時，就會衍生出滿足感，它在學習過程

中會周期性地持續出現此種特徵。 

胡文聰（2004） 

學生覺知在學習活動過程中所得到的感覺或態

度，此種感覺或態度的形成是因為學生在學習

活動能得到其願望與需求的滿足，並可表示出

學生對學習活動的喜歡程度。 

曾兆興（2010） 

「從事喜愛的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感受或

態度，能激勵個人有動機的學習，持久性的學

習，誘發正向的學習態度，最終能滿足個人的

需求與期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定義，學習滿意度為學生在歷經學習過程後，對學習活

動必也會產生心理不同的感受及態度上的差異程度，如果學生得到正

向的感覺，喜愛學習活動，那學習滿意度就會高，反之則不高，此衡

量過後所產生的差異程度即為滿意度。這種感覺或態度的形成，是因

為學生喜愛學習活動，具有學習期望，或在學習過程中，其願望、需

求或學習目標獲得滿足及達成，進而產生滿足與正向感受（Tough，

1979；馬芳婷，1989；林博文，1998；黃玉湘，2002；胡文聰，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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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滿意度的影響因素滿意度的影響因素滿意度的影響因素滿意度的影響因素 

   學習滿意度是衡量學習成果的主要項目之一，影響學生學習滿意

度的因素很多，除了學生的個人因素外，教師、課程與學習環境等因

素都可能有所影響（陳玉婷，2007）。現將學者研究滿意度影響因素

歸納成表2-5所示： 

表 2-5 學習滿意度的影響因素 

學者（年代） 影響因素 

McVeatta（1981） 教材內容、師生互動、教師教學能力與教師特

質。 

馬芳婷（1989） （一） 個人因素：社會背景變項、心理特質 

及學習動機。 

（二） 教師因素：教師特質、教學行為、教學 

方法及內容，以及對學生的態度等。 

（三） 學校因素：學校之行政、環境與政策。 

黃玉湘（2002） 學習環境、學校行政、教師教學、課程內容、

學習成果及人際關係六層面。 

劉再清（2004） 

 

性別、年齡、就讀地區、學校規模、教師教學、 

學習成效、學習環境、學校行政、同儕關係與

課程教材。 

陳玉婷（2007） 學生個人因素、教師、課程與學習環境等因素

都可能有所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歸納上述學者的論述，影響滿意度的因素可分為「學生因素」及

「教師因素」及「學校因素」三類。 

其中「學生因素」包含學生的興趣、學習動機、期望、學習態度、

人格特質、性別、興趣、需求、經驗、學習能力、自尊強弱、學習成

效、同儕間人際關係以及家庭社經地位、父母管教態度與家庭學習環

境等因素；「教師因素」則包含教師專業能力、教師特質、教學方法、

課程安排、教學內容、教材設計的難易度、對學生的態度、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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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等因素。「學校因素」則概括學校設備、學習環境、環境安全及

衛生、教學資源、交通等因素（馬芳婷，1989；馮惠雪，2005；楊詠

婷，2010）。 

四四四四、、、、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滿意度的相關研究滿意度的相關研究滿意度的相關研究滿意度的相關研究 

    不管國內外研究，在學習滿意度的調查研究，會因學習對象和學

習課程不同，而有不同層面的探討（李建霖，2010）。國內探討學習

滿意度的文獻研究中，研究對象大多集中在大專學生（陳正專、吳家

綺與張家銘，2007），以國中小學生為對象的研究較少。在研究國小

學生學習滿意度的層面也集中於體育類別（鄭采玉，2008）。 

目前有關以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之校外教學滿意度相關文獻較

少，大多是從教師觀點而論，茲就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作以下整理： 

高翠蘭（2008）從不同的學生背景、戶外教學實施現況及戶外教

學成效來分析高雄縣國小四、五、六年級的學生戶外教學滿意度。研

究結果顯示，學校規模、戶外教學活動性質、戶外教學成效皆能有效

解釋戶外教學滿意度。就戶外教學總滿意度而言，在學生背景變項

中，學校規模13-24班的學生比學校規模12班以下的學生，對戶外教

學的滿意程度為高。而不同性別、年級、家庭社經等級、學校地區等

較無顯著差異。在戶外教學實施現況中，參加戶外自然環境教學性質

的學生比參加藝術表演欣賞性質的學生，對戶外教學的滿意程度為

高。但有無實施行前教育及教學評量則對滿意度不會造成差異。在戶

外教學成效上，學生認同學習成效與滿意度成正比。 

    張雲卿（2008）從環境、教師、服務人員、同學及活動內容五面

向來探討彰化地區國小中高年級學童戶外教學滿意度及學習成效，研

究結果發現，不同「年級」學童在戶外教學滿意度上存有顯著差異，

且年級越高，滿意度有降低之趨勢。另外，「戶外教學活動地點」與

「性別」對於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亦即不論戶外教學地點為何，或

是男女生，其對於戶外教學的滿意度使沒有差別的。且研究也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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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呈現正向相關，滿意度越高，學生的學習

成效也越好。 

    徐玉齡（2007）調查台北市立動物園昆蟲館學童之使用滿意度，

發現學童使用度為「滿意」，且隨來園次數遞增，但在來園第四次以

後，使用滿意度因環境教育構面不足呈現邊際效應。以學童的背景變

項觀察，昆蟲館設施設計上無性別偏好，性別不會造成學童使用滿意

度的差異；以學童居住區域分析，居住於不同地區的學童在使用滿意

度上仍有差距；以來園次數來分析，使用滿意度隨來園次數遞增，然

而自學童來園二次以上時，使用滿意度反逐漸遞減，顯示使用滿意度

的邊際效應。 

王創顯（2003）調查臺中都會公園戶外教學活動發現，教學活動

滿意度方面，解說員的態度是滿意度最高的，而解說員的人數是滿意

度最低。進而將整體滿意度、環境設施滿意度及教學活動滿意度三者

仔細比較，發現學童對教學活動有更高的滿意程度，對環境設施的滿

意度則較不高。 

吳瑞祥（2009）則探討臺北縣三鶯樹林地區國中生參與校外教學

活動休閒需求與參與後滿意度的差異與相關情形。其結果發現，不同

「性別」及「年級」在校外教學活動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存在，而「家

庭收入」在校外教學活動滿意度則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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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 

一一一一、、、、    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 

張春興和林清山（1989）認為教學是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的一種

活動歷程，而學習成效是教師衡量學生活動歷程的學習成果。學生在

課堂中所表現的反應只能表現一小部分學習的情況，但是否完全吸收

授課內容，將知識內化，教師卻無法完全得知。因為學生的學習成效

屬於一種個體內隱的變化，無法直接觀察得知，必須藉由輔助工具，

例如作業、測驗、或學習前後表現的變化推論學生對課程的吸收程度

（邵瑞珍和皮連生，1995）。學習成效是指教學結束後，學習者在知

識、技能與態度上的改變（邱貴發，1992；楊裕隆，2007；吳銘達和

鄭宇珊，2010），學習成效是衡量學生學習效果的指標，也是評估教

師教學成效的重要項目之一，可深入了解並掌握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

習結果，更是教師改善教學品質的依據（劉海鵬，2002）。藉由評估

後所得之學習結果再做教學方法的調整，可促使學生的學習成效提

高，也使教師的教學品質更為提升。 

以下針對學者對於學習成效定義整理成表 2-6： 

表 2-6 學習成效定義表 

學者（年代） 定  義 

張春興和林清山

（1989） 

學習成效是教師衡量學生活動歷程的學習成

果。 

國立編譯館（1990） 指出學習成效是藉由各種評量方式，以了解學

生達成教學目標的程度，進而了解教師教學效

果。 

王家通（1995） 學習成效為評估學生對於課程內容吸收情況

的一種指標，並可根據學生測驗上的表現，判

斷教師教學之有效性。 

劉海鵬（2002） 學習成效是衡量學習者之學習效果的指標，也

是教學品質評估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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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學習成效定義表（續） 

學者（年代） 定  義 

林雪萍（2008） 學習成就係指在學習活動告一段落之後，對學

習者實施各種可能型態的測驗或評量。藉由測

驗或評量的質化或量化結果，可瞭解學習者對

於學習內容的吸收狀況為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學習成效不是只有學生層面，也包含教師層面，因教

與學是一體、同時並進的。故學習成效就是學生在歷經學習過程後，

所獲得知識認知、技術能力以及情感三方面的成長。 

二二二二、、、、    學習成效之評估學習成效之評估學習成效之評估學習成效之評估 

教育部在2008年發布「97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課

程綱要中明訂「教學」與「評量」是一體的，評量引導教學活動的方

向和學習的內容，呼應學習領域理念與目標，為了瞭解學生是否習得

各階段基本能力以及促使課程目標之達成，教學評量應伴隨著教學活

動同步進行（教育部，2008）。評量在有效教學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

色，它始於確認教學目標，終於判斷目標達到的程度，其最終目的在

提供更多方式讓教師獲得學生學習情況的相關訊息，並將這些具有系

統性、客觀性的證據，用以支持或調整教師的各項教學決定（Linn & 

Gronlund，2000）。因此，學生的學習成效須透過各種「評量」方式

來檢視查核。評量可在教學前、中、後實施，評量以課程設計之能力

指標及教材內容為依據，包括認知、情意、技能（Bloom，1956；楊

裕隆，2007；教育部，2008；張淑敏和薛雅惠，2009；吳銘達和鄭宇

珊，2010）與實踐（教育部，2008）等層面。透過評量，可以瞭解學

生的學習狀況，及時發現學習困難之處，為學生進行補救教學，同時

作為學生學習回饋、及日後擬定教學計畫的參考。 

教學評量方式有量化測驗與質性測驗兩種（林雪萍，2008；教育

部，2008）。教師宜視教學現場的需要，選擇適切的評量方式，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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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切勿單一化，因為這樣會導致教與學的窄化，並扭曲學生的學習

結果。因此，評量勿囿於紙筆測驗，即使採用紙筆測驗做為評量方式，

也避免全部使用客觀式測驗（如是非題、選擇題、配合題、填空題等），

因為客觀式測驗不易測出批判、統整、組織、歸納、表達與創造等各

種能力，且也不易測出動作技能、口語溝通、程序操作與道德情意等

各種層面之學習成效（教育部，2008）。建議教師除了一般的紙筆測

驗外，應多採用主觀與客觀、質與量並重的多元評量方法，有助於學

生記憶、觀念釐清，以及教學活潑化，增加學習興趣（林靜萍和楊坤

原，2004；教育部，2008）。另外，評量應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的結

果，且應兼顧能力、努力向度，顧及個別差異，並讓不同文化、背景

的學習者均能獲得成功的機會（教育部，2008）。 

校外教學是一種「教學活動」，有其教學目標及教學成效。校外

教學結束後，建議教師結合校內課程，指導學生發表學習心得，以整

合校外教學之學習成果，同時也指導學生運用學習單或學習手冊，並

依教學目標就學生學習表現進行評量（教育部，2008）。故在每次校

外教學活動結束後，教師應針對該次教學活動進行評量，校外教學橫

跨多科領域，不是單一課程，故學習成效應採多元評量方式（教育部，

2008），分述如下： 

（一）一般紙筆測驗。 

（二）高層次紙筆測驗：如活動心得、學習活動單紀錄或其他文字敘

述之評量。 

（三）實作評量：如成品製作、表演、實作、作業、鑑賞、實踐、活

動參與，或其他行為檢核表、態度評量表。 

（四）口語評量：如口試、口頭報告、晤談、討論。 

（五）檔案評量：如專題研究、分組報告、遊記、軼事紀錄或其他學

習歷程檔案之評量。 

（六）其他：教師觀察、自我評量、同儕互評、家長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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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之評量除上述方式外，還需引導學生進行反省思考（周

孟志，2003；教育部，2008；張淑敏等，2009；吳兆田，2010）。讓

學生能珍惜自我心智的成長、面對並瞭解自我、察覺自己之優缺點，

並從中得到反省的成效。故校外教學之成效評量要具有敦促、鼓勵的

效果，讓學生審視自我，定能獲得更好的學習成效，並朝向全人化的

方向發展。 

三三三三、、、、學學學學習成效之影響因素習成效之影響因素習成效之影響因素習成效之影響因素 

 學習成就有高、低之差別，成就低者並非都是智力因素造成的， 

其原因相當多（林雪萍，2008）。吳武典（1971）指出，教材、學習

方式、學生本身因素、學習環境與教學方式，皆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

效。黃光雄（1991）則將學習成效分為學生、環境及教學因素。郭生

玉（1996）認為影響學習成效有生理、心理、教育及社會因素。根據

陳新豐和林曉雯（2007）一項國科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影響學生學習成

效的因素中，不外乎教學的情境、學生的特性（能力、知識、態度）、

學生的背景、學生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學校、學生的班級等變項。 

整理相關研究，可以歸納出四種影響層面，分別為「個人層面」、「家

庭層面」、「教學環境層面」及「社會層面」，分別說明如下： 

（一） 個人層面 

包含性別、身體健康狀況、人格特質、學生的智商、學習能力、

學習態度及習慣、學習方法、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等因素。個人因素，

是影響學習成效的首要關鍵因素，唯有學生投入學習，願意學習，才

會有學習成效。而學習動機是影響學習成敗的重要因素（黃光雄，

1991；王文科，1994；郭生玉，1996；Deutsch，2000；Kay，2000；

林敏雄，2007；林雪萍，2008），強烈的學習動機，能持續引發學生

的學習慾望，學習成效也能因此提升。 

（二） 家庭層面 

包含父母的教育程度、管教方式及社經地位。家庭層面即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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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因素，家庭功能的健全與否，代表著提供學生學習條件的健

全程度，這也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 學習環境層面 

包含教師的教學方式、課程設計、教學時間、教材內容以及教室

軟硬體設備。教學環境以及教師的個人教學風格，對學生帶來直接的

影響，學習環境的優劣也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好壞。 

（四） 社會層面 

包含同儕關係、社會文化價值觀。除了個人、教師、家人等「人」

的因素外，對學生產生學習影響的還有同儕（同學、朋友），以及整

個社會環境的價值觀，這些都會對學習成效產生關連。 

四四四四、、、、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 

學習成效相關之研究相當多，各個教學領域都含括在內，研究者

整理學者校外教學所產生之學習成效研究結果，現依照校外教學活動

方式所做的分類（王順美，1994；徐治霜，2006；高翠蘭，2008；劉

小萍，2009），歸納如下： 

（一）文化社教機構 

余雅芳（2003）、吳秀敏（2002）、廖敏琪（2006）、徐玉齡（2007）

及莊美姿（2011）皆以國小學童利用動物園為校外教學資源進行研

究。大多數學童對動物園校外教學的活動內容持有頗高的評價（余雅

芳，2003；莊美姿 2011），學童在參觀動物園後，對動物的概念以及

科學態度明顯優於參觀前，在知識成就及科學態度方面有提昇的作

用，對動物園學習活動也持正向回饋，學童在態度、知識、技能與行

為上有較好的表現（莊美姿，2011）。另外，動物園設施的使用成效

率及滿意度越高、來園次數越多，則學童的環境教育知識學習成效就

越佳（徐玉齡，2007）。廖敏琪（2006）研究結果顯示接受環境教育

解說對學童在環境知識上的成效無顯著差異，但參加有解說員校外教

學的學童環境知識的平均分數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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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瑞棠（2004）、張美珍（2008）、莊淑芬和張美珍（2011）皆

認為博物館提供的教育環境，可要讓學生自己組織架構資訊，屬於自

主式、探索式的學習。博物館透過感官刺激達成學習的效果，可促進

正向的學習經驗，也適合實施合作學習模式，藉由良好的展示情境的

營造，讓學生主動參與、動手操作，在無壓力無負擔的情境下學習（許

毅璿、黃昱翔、隗振瑜與向麗容，2009）。 

靳知勤（1999）認為教師若能掌握各類社教機構的學習本質、資

源特性及運用策略，進而建構其個人之運用能力，融入教學設計中，

對於教學充實與意義化的目標將能達成，同時也能增廣學生學習的深

度與廣度，對學生學習成效將更有所助益。 

（二）戶外自然環境教育 

林慧容和盧秀琴（2005）、賴慶三和林秀蓁（2011）以生物多樣

性主題融入戶外教學，研究結果皆顯示，學生經由生物多樣性教學活

動後，在自然保育態度、概念認知學習，都有積極顯著的提升。黃瑞

成（2006）、傅千芳和吳美麗（2006）以濕地為戶外教學進行環境生

態教育之研究，研究都發現運用戶外教學進行環境教育可有效提升學

生環境知識及環境態度。若教師安排小組的競賽活動，或是採用三段

式課程（室內－戶外－室內）的安排，更可以提升戶外環境教育的教

學成效（黃瑞成，2006）。張淑敏等（2009）認為王功地區的戶外教

學資源自然教學資源包括地理環境和自然生態兩部分，教師可配合學

校課程及需求選擇適當的教學資源進行校外教學。 

劉文勝（2006）與王創顯（2003）皆以公園進行校外教學研究，

研究皆顯示，透過公園進行教學，對學童的環境知識、環境覺知以及

行為皆有正向的成效。劉思岑等（2009）與邱碧虹（2006）則是以國

家森林遊樂區進行校外教學之研究。劉思岑等（2009）指出，森林遊

樂區是臺灣農業發展推動環境教育最重要的一環，而校外教學正是發

展環境教育需求下，對森林的負面影響最小的遊憩活動，藉由校外教

學，可以達到環境教育的教學意義。邱碧虹（2006）認為，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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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各領域教學，並加入森林遊樂區專業的領導與解說服務，讓學生

運用感官進行觀察、知覺體驗與實際操作，不但擴展了教學的空間，

更有助於激發學生肯定自我、尊重生命、愛護生活環境及自然資源等

的潛在情操。 

（三）野外探索活動 

野外探索活動文獻中，研究對象多以國中生為主。張坤鄉和王文

華（2007）認為透過露營進行戶外教學活動，學生對於自我發展各方

面皆會有所進展。張子蘋（2007）研究顯示，露營活動的學習對九年

一貫課程目標的達成有顯著正向的直接影響關係，其活動設計之探索

教育活動對國二學生而言能符合學生之需求，高偏好類群之教學目標

（認知、技能與情意領域）的達成影響效果高於低偏好類群。林敏雄

（2007）則從體驗行銷的角度來看隔宿露營，發現體驗行銷模組對學

習成效之影響具正向關係，其中以感官體驗、行動體驗的影響最為顯

著，而隔宿露營的體驗品質之學習因素影響了學習適應、學習成就，

亦即安排適當的體驗活動，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蔡明娟（2008）、林秀珍和石明宗（2008）、吳崇旗和翁綾君（2010）

及吳兆田（2010）皆以戶外探索教育為研究主題。研究顯示，戶外探

索活動對學生的生活效能與自我概念有正面的影響（蔡明娟，2008；

林秀珍等，2008；吳崇旗等，2010；吳兆田，2010），活動雖然大都

以活動呈現，但其真正精神在於提供學生實際的實作情境，使其能將

課堂內的概念、知識與技能，加以融會貫通，並透過「做中學」的歷

程（林秀珍等，2008），將學到的經驗轉換到日常生活中，並傳遞關

懷與服務的精神，影響周遭的人，同時也更熱愛臺灣的土地（蔡明娟，

2008）。 

（四）社區鄉土教學活動 

洪瑞佑（1999）、熊湘屏（2002）、張月霞（2003）與陸立儀（2010）

皆利用社區鄉土資源進行教學之研究，研究結果皆認同其教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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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培養學生瞭解、關懷與認同家鄉的情操。周斌國（2008）與吳哲

仰（2008）皆以國小學童利用發電廠為校外教學資源進行研究，研究

顯示多數學生對於發電廠校外教學有高度的學習興趣，參與校外教學

之學生比一般教學之學生在學習態度上更為積極，且認同參與校外教

學後，在發電知識學習上更具學習成效。 

社區鄉土教學資源對學生在在鄉土地理知識的學習上具有增進

的效果，且效果顯著優於室內講述教學，妥善運用此資源，可以增加

學生學習知能與興趣，養成學生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自我探索

與發現的能力，提升學習成效，並將學生對環境事物的第一手經驗，

轉化為行動力，達成學生愛家愛鄉的最終目標。 

（五）娛樂休閒活動 

沈進成等（2006）以利用主題樂園資源達成國民小學校外教學目

標為研究主題，研究結果顯示多數教師認為到劍湖山世界校外教學是

符合學生期望，且適合高年級學生進行一天校外教學活動的場域。園

區資源對校外教學目標的達成度，以情意領域較認知領域高，科技資

源及生活資源對達成教學目標的適宜性較高。教師希望事先獲得科技

資源及生活資源的資料以利課程編排，並希望園區提供解說服務。 

李晶等（2001）、林儷蓉（2000）及李晶（2001）研究休閒農場

提供國小校外教學資源的運用。研究中發現，休閒農場資源可協助達

成校外教學的目的，有助於提高學童在認知及情意目標領域的學習成

效。休閒農場之三生資源中以生態資源運用最為廣泛，生產及生活資

源的運用則較少，活動形式以參觀、體驗為主，教師認為農家的生活

體驗與農場的動植物及其它生物資源適合做為教學上使用。 

羅功明（2007）探討花蓮縣國小教師對實施休閒農場校外教學的

認知與態度之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對「休閒農場資源」、「教學

體驗」與「教育解說」等教育體驗課題有較強的認知，認為到休閒農

場校外教學是「有意義的活動」、「能開闊學生的學習」、「培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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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體驗」。 

綜合上述研究，國小學童參與校外教學活動後，在學習成效方

面，會有所提升（林儷蓉，2000；洪瑞佑，1999；吳秀敏，2002；熊

湘屏，2002；高翠蘭，2008；張雲卿，2008；賴慶三等，2011），且

隨著年級越高，學習成效會有降低之趨勢（徐治霜，2006；高翠蘭，

2008；張雲卿，2008）。另外，學生校外教學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

有顯著正相關（高翠蘭，2008；徐玉齡，2007；林敏雄，2007；張雲

卿，2008）。整體而言，校外教學是各領域課程的延伸，與學校課程

相輔相成，對學童學習會產生正面的教育意義，且在情感態度、知識

認知、技能與行為上也較有好的表現（余雅芳，2003；周斌國，2008）。

有系統的課程整合，能促成學生深度學習，讓校外教學產生多面向、

多元化的學習成效。 

五五五五、、、、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滿意度與學習成效 

關於學生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相關的研究相當多，包含各個

科目及不同學齡的學生，現針對運用校外資源進行教學所產生的滿意

度與成效之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高翠蘭（2008）研究高雄縣國小學童戶外教學之成效與滿意度及

其相關因素，研究中指出，學童校外教學的學習成效與滿意度互有顯

著正相關。張雲卿（2008）探討彰化地區國小中高年級學童戶外教學

活動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結果亦顯示學童戶外教學參與滿

意度與學習成效有顯著性相關，代表學童滿意度越高，學習成效也就

越好。 

徐玉齡（2007）研究指出，學童使用臺北市立動物園昆蟲館環境

教育設施滿意度越高的學童，則在環境知識及環境態度上會有較佳的

學習效果。王創顯（2003）研究發現，學童在臺中都會公園進行校外

教學，在教學活動滿意度方面，對解說員的人數是滿意度為最低，故

若想要有更好的教學品質，則要增加解說員的人數，顯見校外教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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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解說工作的滿意度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具有一定的影響。邱碧

虹（2006）認為，利用知本國家公園進行校外教學，教學的效果是令

人滿意的，且教學活動對學生在自然生態保育的概念有提升的效益。

林敏雄（2007）研究表示，中學生透過隔宿露營所產生的體驗滿意度

對學習態度、學習適應的影響達顯著水準，具正向關係，體驗滿意度

的高低影響了學習成效，特別是學習態度、學習適應。 

歸納上述學者研究可得知，教師運用校外資源進行教學，學生滿

意度越高，就會有越好的學習成效（林敏雄，2007；徐玉齡，2007；

高翠蘭，2008；張雲卿，2008）。故建議教師在校外教學過程中能多

舉辦讓學生親身體驗，且生動活潑之教學活動（張雲卿，2008），並

提供學生學習成功的機會（高翠蘭，2008），以提升學生校外教學滿

意度，進而相對提生其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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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觀光工廠觀光工廠觀光工廠觀光工廠 

一、觀光工廠之發展背景觀光工廠之發展背景觀光工廠之發展背景觀光工廠之發展背景 

臺灣觀光工廠改造運動於近年逐漸興起，起步較晚，但在先進的

歐美、日等國卻發展得相當成熟。最早可追溯到一九八○年代英國的

產煤重鎮鐵橋峽谷（IronBridge Gorge），鐵橋峽谷被全世界公認是十

八世紀工業革命的象徵，到了二十世紀初，逐漸開始沒落，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國家經濟衰退，工廠幾乎快倒光形同廢墟。當時有一個鑄

鐵工廠，首先蓋起了博物館，並請專員來解說，讓前來參觀的觀光客，

可以體驗工業革命時的鐵工廠樣貌，讓廢棄的工廠又再度活了起來，

就這樣，在當地文化人士的搶救及居民的努力下，還原當時社會生活

情況及建築物，讓鐵橋峽谷有了不同風貌。此地至今聚集了七座工業

博物館，近三百個工廠建築觀光景點，每年吸引三十萬人次到此一

遊，並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定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非文化類型

的工業型世界遺產（李建興，2008）。像這樣由製造業結合旅遊業，

朝向產業觀光化之發展，實為今日觀光工廠先驅。目前英國已有 1000

多家工廠開放參觀，以食品業、鞋業、紡織業、陶瓷業、玻璃業等民

生消費性商品最成功，工廠結合購物與觀光，形成經濟發展的雙重引

擎。 

在歐洲，除了英國，荷蘭的乳酪、鑽石和木鞋工廠，以及德國海

尼根啤酒工廠，也都是舉世聞名的熱門觀光景點，遊客至今絡繹不

絕。而美國的觀光工廠也有 400 多家，以食品廠、啤酒廠、糖果工廠

及電子工廠佔大多數4。在亞洲，日本的觀光工廠（日本稱為「工場

見学」）發展也臻於成熟，不遑多讓。在日本「全国工場見学5」網站

囊括各行各業，近 300家工廠，數量相當可觀，其中也是以食品製造

業數量居冠國人參加日本旅行團時，也常有參觀工廠的行程，像是知

                                                 
4經濟部觀光工廠自在遊網（2011)。「觀光工廠」計畫發展緣起。2011 年 9 月 13 日，取自：http://taiwanplace21.org/plan.htm    
5学研キッズネット（2011）。全国工場見学ナビ。2011 年 9 月 22 日，取自：http://kids.gakken.co.jp/spguide/html/spguide/factory_n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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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石屋製菓（白色戀人）、Sapporo啤酒博物館、雪印乳業、明治製

菓、森永製菓等，這些工廠都精心融入自家產業特色，強調立業精神

及品牌效益，讓遊客透過實際參觀現場以及參與體驗活動的經驗，留

下美好且難忘的回憶。 

在臺灣，觀光工廠的概念及構想，是由 2002 年當時的工業局長

施顏祥（現經濟部長）所提出，為協助陷入發展困境的傳統產業尋求

一條可永續前行的道路，提出相關的技術升級或產業轉型的政策措

施，期許傳統製造業能融入服務，讓企業能多元、多角化經營，並開

創觀光新資源，以製造業兼營觀光服務的模式開啟產業新格局。

2003 年，經濟部工業局提出「推動製造業發展觀光休閒產業計畫」，

同時委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推動「觀光工廠輔導」計畫，隔年

以「推動地方工業創新轉型發展計畫」接續發展，對象擴充至具有獨

特產業歷史沿革並有意願轉型的工廠，希望在既有產業的製造基礎

上，以技術輔導為出發點，協助具有獨特產業文化、產業歷史沿革

及觀光教育價值的傳統工廠轉型為「觀光工廠」，以及協助各縣市發

展「地方產業特色化」及「地方特色產業化」，使老工廠以利地方產

業創新與轉型，再創產業新契機。 

2008 年，宜蘭產業界也在自發性的推動以及縣府旗下的工商發

展投資策進會的協助下，替縣內的老產業重新尋根，在玉兔鉛筆總

經理唐鏡川等有志之士的發動下，號召縣內的老工廠，成立了「宜蘭

縣觀光工廠發展協會」6。2009 年，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也開始輔

導工廠轉型觀光服務，業種涵蓋食衣住行育樂，可見觀光工廠概念

已被傳統工廠接受。且不同於經濟部的輔導計畫，新北市政府委託

專業輔導團隊，協助廠商進行各項軟、硬體設計規劃、導覽人員培

訓、舉辦行銷活動等項目，獲得輔導資格的工廠不僅不必負擔輔導

                                                 
6
 宜蘭觀光工廠發展協會（2008）。觀光工廠盡在蘭陽 宜蘭觀光協會成軍 誓將蘭陽變成全台觀 光工廠密度最高的觀光大縣。2011 年 9 月 24 日。取自：http://www.diy.org.tw/p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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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還有機會獲得硬體補助經費，最後還會協助投入觀光工廠評

鑑，獲得經濟部工業局頒發的觀光工廠標章7。 

觀光工廠結合了產業文化、教育學習及觀光遊憩等經營模式，透

過參觀、實作體驗和解說的方式，搭配行銷，傳達製造、歷史傳承兼

具的意義，並且藉由整體再發展的設計規劃，賦予工廠再造、展現新

生命力之契機，同時提供民眾知識性及趣味性的觀光休憩新選擇，讓

原本的老工廠換上新裝且滿足多元化觀光旅遊的需求，成為「活體工

廠」。且工廠在加速轉型升級的同時，也強化了競爭優勢和差異

化，工廠從代工製造轉換為以創意、風格及品牌形象為主體的經營

模式，由單純的製造加工逐漸轉型為觀光工廠，累積在地產業知識，

整合地方特色，提升為高附加價值的新興產業，使創意生活之產業

化，而觀光工廠的發展也愈加蓬勃，為地方發展再創商機與榮景，

成為觀光新顯學，新興的旅遊新景點。 

二二二二、、、、    觀光工廠之定義觀光工廠之定義觀光工廠之定義觀光工廠之定義 

經濟部為推動觀光工廠的發展，在 2003 年公布了「工廠兼營觀

光服務作業要點」，允許觀光工廠可以進駐工業區，並設置遊客休憩

區及實作體驗區，以從事休憩、工廠參觀及產品展示販售等業務。要

點中指出，觀光工廠為兼營觀光服務之工廠，以具有觀光、歷史文化、

教育價值等，廠地完整仍繼續從事登記產品製造加工者，且以非屬危

險性工業為原則。而工廠兼營觀光服務係指從事製造加工並領有工廠

登記證之工廠，將其可供參觀之部分廠地、廠房、機器設備等設施提

供遊客觀光、休憩服務（經濟部，2003）。換言之，只要工廠具有觀

光、歷史文化、教育價值之相關條件，透過提出申請，只要通過獲准，

就可以申請變更成具有觀光功能的工廠。 

在「工廠兼營觀光服務作業要點」中，將觀光工廠分成三類（經

濟部，2003）： 

                                                 
7 新北市經濟發展局官網（2011)。台北市產業觀光輔導計畫。2011 年 10 月 2 日。取自： http://www.economic.ntpc.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42&article_id=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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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類工廠 

1.使用型態 

第一類工廠係指工廠利用部分廠地（生產事業用地）、未申請立

體混合使用建築物兼營與登記產品有關之觀光服務業務者。此類工廠

不必申請變更營業登記。 

2.設置之設施 

設置實作體驗區及遊客休憩區，實作體驗區得作為工廠參觀、實

作體驗、教育解說之用；遊客休憩區得作為休憩、產品展示及販售等

相關用途之用。為達到前項機能，工廠得設置實作及解說設施、景觀

設施、產品展示 （售） 設施、安全防護設施、遊客休憩設施及停車

場等。 

（二）第二類工廠 

1.使用型態 

第二類工廠係指利用部分廠地（生產事業用地）及立體混合使用

建築物兼營觀光服務業務者。此類工廠必須向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申請工廠變更登記。 

2.設置之設施 

除得設置第一類工廠設施外，其立體混合使用建築物部分樓層內

並需設置餐飲、文化、休閒服務設施，且相關產業所占樓地板面積不

得超過該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三十。 

（三）第三類工廠 

1.使用型態 

利用部分生產事業用地申請變更為相關產業用地兼營觀光服務

業務者，需依工業區用地變更規劃辦法規定程序，向經濟部工業局申

請用地變更規劃，並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工廠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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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置之設施 

第三類工廠之生產事業用地內得設置第一類工廠之設施外，相關產業

用地內還需設置餐飲、文化休閒、零售等設施。 

    而國內研究學者也針對觀光工廠，提出看法及見解，茲將專家學

者對於觀光工廠的定義整理成表 2-7： 

表 2-7 觀光工廠之定義表  

學者（年代） 定              義 

經濟部工業局

（2006） 

「整合具有歷史文化、產業教育、觀光休閒之

地方工業，展現產業新風貌，降低產業外移、

空洞化的影響，帶來創新轉型發展的新契機，

也延續文化的傳承及增加觀光服務。」 

陳蓉瑩（2005） 

「意指現有工廠從製造擴充到工廠參觀、文化

教育、實作體驗、遊憩休閒、展示販售、餐飲

零售等服務多元化之活體工廠。」  

林銘鴻（2005） 

1.「觀光工廠是產品製程的參與、觀光遊憩服

務、創造活動體驗等三位一體的結合。」 

2.「觀光工廠具有產業轉型，創造新的經濟活動

與提升新的產業附加價值。」 

3.「『工廠』與『觀光』透過本業優勢與完善管

理，促使產業永續經營。」 

林融聖（2008） 1.「目前仍進行生產之工廠為主，只因內部與外

部環境因素之影響，導致產能縮減，而造成廠

區內部份產房或土地閒置之故。」 

2.「必須回歸產業本身的根髓，尋找自我的優勢

與劣勢，藉由觀光元素的導入，重拾產業的光

采。」 

3.「結合產業週邊資源，並連結地方之社區，朝

向永續目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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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觀光工廠之定義表（續） 

學者（年代） 定              義 

張理如（2009） 「觀光工廠為具觀光教育或產業文化價值，實

際從事製造加工之工廠，將其產品、製程或廠

地廠房供遊客參觀者。其本身就是活體工廠，

是兼具有寓教於樂和增廣見聞的功能，當製造

業朝向兼具歷史文化和觀光休閒結合時，不僅

可以創造更多觀光旅遊的需求，也使觀光旅遊

更豐富化與深度化。」 

經濟部工業局 

（2009） 

「凡具保存價值廣度能強調獨特性、具產業知

識有寓教於樂富含教育性質、具歷史意義深度

能彰顯文化性之工廠。」 

經濟部工業局 

（2010a） 

「具觀光教育或產業文化價值，實際從事製造

加工之工廠，將其產品、製程或廠地廠房供遊

客參觀者。」 

林函妤（2010） 「觀光工廠係由『產業文化』、『工業地景』組

成的複合體，其講求造就『吸引力』來延續工

廠的競爭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上述專家學者的看法及見解，本研究從觀光工廠所具備的條

件、功能及價值來分析觀光工廠： 

（一）觀光工廠所具備的條件 

1.扎根於製造業： 

     觀光工廠的發展根基仍在製造業上，在提供觀光遊憩的同時，

仍須扎根本業，使工廠運作正常，發展觀光只是錦上添花而已，而非

救命仙丹。 

2.具多元功能與價值： 

    觀光工廠的收益成效取決於體驗過程的設計是否符合公司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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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陳述，遊客參觀後及參觀過程中的娛樂性、教育性、親身性、美感

性的共鳴度（蔡淑梨和洪啟峰，2009）。觀光工廠需提供觀光遊憩所

需的基礎設施，像是廠區整體規劃、工廠主題與動線設計、工廠營運

模式、企業形象文宣規劃以及導覽系統與體驗設施，都必須具備完善

（經濟部，2010b）。觀光工廠需集「娛樂」、「教育」、「美學」、「體驗」

等功能於一身，寓教於樂。所以方便的交通、安全的休閒空間、以及

提供遊客餐飲、購物、參觀製作過程、實作體驗活動、教育解說導覽

服務等，都是不可或缺的，以滿足遊客各方面的需求。 

 

 

 

 

 

 

 

 

 

 

 

 

 

圖 2-1強化工廠觀光化服務實施程序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0b），地方型群聚產業發展計畫，p.34 

 

 
觀光工廠

主題與動

線規劃 

廠區整

體規劃

佈局  
導覽系統

與體驗設

施建置 

觀光工

廠營運

模式 

企業形

象文宣

規劃 

   
觀光工觀光工觀光工觀光工

廠廠廠廠    

 
娛樂 

 
教育 

 
美學 

 
體驗 



 

40 

 

3.融合傳統與創新： 

    觀光工廠在產業轉型的同時，需審視自身優勢及條件，融合傳統

與創新。工廠藉助解說裝置、景觀空間及廣告影片，以至藝術創作的

延伸，向遊客述說企業過去的成長史，將珍貴的傳統文化資產保存並

傳承下去。在行銷的同時，也注入創新與創意元素，發展屬於自己的

品牌文化及獨佔價值，讓老品牌改頭換面，才能更吸引遊客。 

 

（二）觀光工廠的功能及價值： 

1.振興傳統產業，增加產業附加價值 

老工廠由於產品或技術已屆於成熟甚至衰退階段，市場的拓展也

有限，在這個以服務業為主的新經濟系中，產業結構需由「量的追求」

調整成「質的轉變」。觀光工廠的設置跨足觀光新領域，利用本身的

產品及核心競爭力，使製造業與知識經濟接軌，讓原本僅從事生產工

作的老工廠能藉由發展觀光而轉型，並提升企業的附加價值。 

2.透過觀光行銷，達成文化傳承及永續發展 

產業資源中的特色性、主題性與體驗性係產業觀光主要核心價值

所在，也是產業觀光與其它自然賞景或人文古蹟等休閒遊憩資源最大

差異與競爭力（陳雅君，2005）。觀光工廠相較於一般旅遊景點最大

的不同特色，就在於企業豐厚的文化歷史及獨特的人文樣貌，和長久

累積的產業知識、製造生產流程，以及能讓遊客親臨現場的真實體

驗，這些都是產業觀光化歷程中最關鍵的策略性資源（經濟部工業

局，2010b）。透過專業人員的解說以及文物所傳遞的無形資產，都可

以讓遊客更方便了解、感受和重溫文物（Chen & Chen,2010）。旅遊

產品的體驗活動若為遊客提供有趣的、令人興奮愉悅的經驗，就能提

高顧客價值以及滿意度，實際體驗越高，滿意度也就越高（張孝銘等，

2007；黃長發和李貞，2008； Chen & Chen，2010；Yoon & Lee，2010）。

觀光工廠透過新的經營模式及體驗活動，讓產業在觀光的創意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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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提升了品牌形象及強化核心價值，同時也符合時代需求並得以繼

續保存，為未來的發展描繪出無限可能的藍圖。 

3.B to B 轉變為 B to C ，創造體驗經濟 

在現今以知識做為整體產業競爭的發展環境中，「服務經濟、體

驗經濟」已成為企業努力的目標，許多傳統產業將原先的 B to B

（business to business）企業端經營，跨入到 B to C（business to 

customer）末端消費者經營。觀光工廠以「生產製造」者的角色，直

接與終端消費群互動，成為分享產業知識、傳遞企業價值的實體交流

平台，提供遊客深度閱讀工廠之產業文化的機會。藉由互動式的導覽

解說以及販售 DIY（do it yourself）體驗，透過五感體驗讓顧客產生

情感連結（李君如和陳品孜，2011），拉近彼此關係，替產品創造無

限的心理價格，終而形塑出在消費者心中，企業獨特的差異化以及品

牌認同的核心價值，讓消費者即使離開後，也能在無形中將品牌形象

深植記憶，同時也帶動消費者購買慾望。 

4.群聚地方產業，帶動經濟發展 

    經濟部自 2006 年執行「地方型群聚產業發展計畫」第一期計畫

以來，其目標就是將具有潛力的地方產業聚集，經過整合規劃，形成

群聚效益，並連結上下游或週邊具國際競爭力的同業或異業，並加入

地方政府協助統籌各方資源，使能成為地方發展的重要群聚產業。而

對於具有文化采風的地方產業群聚，觀光工廠更是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不僅可結合當地觀光資源，建立策略聯盟，提升合作競爭力，活

絡地方經濟發展，如此必能促進產業的長期發展，根留臺灣。 

三三三三、、、、觀光工廠之現況觀光工廠之現況觀光工廠之現況觀光工廠之現況 

觀光工廠輔導計畫自經濟部 2003 年推動以來，成果豐碩，九年

來輔導評鑑 106家觀光工廠，其中成功開館營運者 86家，據統計，

2010 年參訪旅客有 500萬人次，觀光產值達 14億元；2011 年預估將

超過 600萬人次，觀光產值可達新台幣 16億元以上，已產生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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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觀光化效益8。且經濟部為使輔導計畫能有更具體的指標依據，

維持既有觀光工廠的經營品質，自 2008 年起訂定評鑑作業機制，祭

出「3 年評鑑一次」的政策，評鑑考核內容包含「觀光工廠主題」、

「廠區空間規畫」、「導覽解說與體驗設施」、「企業形象與文宣設

計」與「觀光工廠營運模式」，共計五大觀光工廠評鑑要素9。評鑑

機制主要是針對自力轉型兼營觀光的工廠，能藉由產官學研所組成的

評鑑小組建議，補強其觀光設施及服務不足之處，希望讓廠商順利完

成轉型並獲得認證，讓原本關門從事生產的工廠能經由觀光化的過

程，讓遊客飽覽工廠製程與認識產業文化，並透過體驗商品進而安心

消費的良性循環，終而促成產業再生並活絡地方經濟的群聚擴散效

應。 

    為了讓更多民眾認識並瞭解觀光工廠，「觀光工廠自在遊 Factory 

Tours」也參加台北國際旅展、台中世貿旅展、台北民生旅展等大型

廣宣活動，也於台中世貿中心以休閒旅遊美食展為主題的展場中，規

劃「觀光工廠博覽會」主題專區，將台灣觀光工廠發展至今的成果經

驗分享出來，並塑造企業形象和工廠觀光化之服務內容宣傳，讓民眾

認識各個不同產業的觀光工廠，感受到台灣在地的產業文化，了解各

地方產業之差異性的產品特質，進而提供寓教於樂的學習機會，成為

民眾週休假日遊程設計的優質新選擇。 

觀光工廠在國內已為企業產生品牌加值的正面效益，並吸引國內

外旅遊觀光團體參訪，讓遊客體驗產業觀光的獨特魅力。顯示觀光工

廠不僅已成為國民旅遊不可或缺的一環，也為傳統製造業注入一股永

續發展新活力。工廠觀光化輔導推動至今，計畫產業效益日益顯現，

年度輔導廠商的體質更勝於以往，報章媒體也多所主動採訪報導，顯

示廠商及社會大眾已認同我國觀光工廠新的經營模式理念。觀光工廠

                                                 
8
 經濟部（2011）。經濟部即時新聞。2011 年 10 月 1 日。取自: 

http://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22797 
9經濟部觀光工廠自在遊網（2011)。「觀光工廠」計畫發展緣起。2011 年 10 月 6 日，取自：http://taiwanplace21.org/pl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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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代工製造之思考模式，轉換為以創意、風格為主體的「美學經濟」

（李君如和陳品孜，2011），將可為臺灣產業發展開創出新的藍海商

機。 

四四四四、、、、觀光觀光觀光觀光工廠之相關研究工廠之相關研究工廠之相關研究工廠之相關研究 

    國內探討觀光工廠研究可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消費者行

為，第二部分是企業經營及產業發展層面，而其中又以消費者行為的

研究居多。 

    在探討消費者行為方面，觀光工廠的服務品質、觀光吸引力與體

驗行銷會直接影響消費者的知覺價值，且此三者也會影響顧客滿意度

及忠誠度（江俞慧，2008；陳俞伶，2008；王麗雅，2009；甄克堅，

2011）。其中，有參加體驗活動的遊客對於館內體驗行銷之滿意度平

均值會高於無參加體驗活動的遊客（王照雄，2011），故觀光工廠業

者應將遊客的遊憩體驗偏好納入考慮因素，並因應不同的消費族群特

性，擬定不同的體驗行銷策略，提供遊客感官與情感的體驗活動，讓

遊客做中學，感受到較高的顧客價值，無形中對工廠產生信賴，使用

產品的意願也增加，進而達到提升遊客滿意度與忠誠度的目的（江俞

慧，2008；潘季珍，2008；李君如和林筱淇，2010；李孟純，2010；

劉峰廷，2010；裴佳雯，2010）。 

    在企業經營及產業發展層面上，觀光工廠的設施及其文化歷史發

展，都是其獨特的觀光資產，其主題性、特色性與體驗性是產業觀光

主要核心價值所在，也是與其它自然美景或人文古蹟等休閒遊憩資源

之最大差異，同時也是該產業最具競爭力之處（陳雅君，2005）。林

融聖（2008）也指出，透過觀光工廠的發展模式，能夠重新活絡閒置

資產再利用之功能，增加了工廠的收益與提高資產使用的能力，達到

資產活絡與產業轉型升級的目的，同時藉由閒置資產硬體設施之保

留，作為觀光活動中的導覽設施，讓工廠不再僅是生產的場所，更為

工廠帶來實質的經營效益。根據學者研究指出，觀光工廠的收益成效

取決於體驗過程的設計是否符合公司的核心價值以及引起遊客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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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及共鳴，消費者喜歡多樣與新奇，然而企業的資源有限，因此需開

發、設計有趣的體驗課程，才可靈活地展現觀光工廠的應用價值（蔡

淑梨等，2009；林融聖，2008；裴佳雯，2010；蔡長清和高淑娟，2011）。

故觀光工廠在發展觀光事業時，可朝人才培育與訓練、教育資源與產

品研發的方向努力（周意婕，2010；賴炳樹，2011），並藉由學校推

廣教育之實施，使傳統文化的傳承可以融入於民眾生活之中。另外，

工廠解說員的解說服務也是相當重要的，不僅影響遊客觀光活動的效

益，亦影響業者企業行銷的效果，故觀光工廠欲提高觀光營收時，應

積極提昇服務場景及加強解說人員的訓練，以提高解說服務滿意度，

有效地達到傳遞資訊與行銷及教育的功能，同時激發遊客的購買意願

（蘇榮堯，2010；陳儀甄，2011）。但陳瑩盈（2005）的研究提及解

說服務重要程度與解說服務滿意程度之間有顯著差異，且重要程度皆

高於滿意程度，顯示解說服務仍有其改善的空間，工廠仍須培訓一批

專業的導覽解說人員，使其服務更臻於完善。 

有些觀光工廠因位於郊區，礙於交通不便或是地處偏遠的關係，

較難吸引大量人潮前往，所以若僅靠觀光工廠單一景點欲招攬遊客，

難以達到產業觀光之效果（林融聖，2008）。因此建議業者應善用地

方資源，融入商圈、地方特色產業，推行「套裝行程」，透過「聚集

效應」，由點延伸至線乃至於面的策略聯盟觀光合作（賴炳樹，2011），

串連週邊觀光產業，加上提供遊客完善的大眾運輸工具，必能帶動地

方發展及增加觀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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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研究架構與假設研究架構與假設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旨根據研究動機、目的及文獻探討之結果，發展出本研究

的研究架構圖以說明各變項之間的關係，希冀能藉此更進一步瞭解各

研究變項彼此間的相互關係。本研究探討的變項共分為四類，包括學

生基本背景、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學習成效。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根據研究架構，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H1：學生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認知具有顯著差異。 

H2：學生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 

H3：學生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顯著差異。 

H4：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正相關。 

H5：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正相關。 

H6：校外教學滿意度對學習成效具有正相關。 

H6 

H5 H4 

H2 H3 H1 

 

校外教學滿意度 

 

校外教學認知 

 

校外教學學習成效 

 
學生基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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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研究者先以文獻探討方式探討校

外教學、滿意度、學習成效等相關研究及其理論基礎，並依此設計研

究架構、編製問卷內容，對到老樹根觀光工廠進行校外教學之國小學

童進行調查，藉由受試者在問卷上所給予的回饋，蒐集學生對校外教

學滿意度以及學習成效之看法，並運用相關的統計方法對其回饋加以

解釋，最後根據研究發現提出結論與建議。本研究的實施流程如圖

3-2：  

 

 

  

 

 

 

 

 

 

 

 

圖 3-2 研究流程圖 

 

 

 

 

 

正式施測 

預試與修改 

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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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文
建立研究架構 

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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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 

本研究主要是要了解國小學童在校外教學的滿意度與學習成

效，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調查，問卷架構參考前人的研究問卷，

並針對本研究目的而加以改編。問卷設計完成初稿後，先與專家教授

討論，並依據其指導意見增刪問項內容以及修改題意不明部分，最後

完成問卷。問卷格式採結構式問卷，又為便於國小學童讀題，問卷採

全注音字體（如附錄一）。 

本量表採半開放式問卷，除第六部分題項第 43、44題外外，其

餘皆採李克特式（Likert scale）五點尺度量表，以學生熟悉、易懂的

選擇題方式來作答。受試者根據每一題題項的描述，選出符合自己感

受選項，每一題皆有五個選項，「非常不同意」1 分、「不同意」2 分、

「普通」3 分、「同意」4 分、「非常同意」5 分的計分方式。分數

越高者表示同意的程度越高。各面向問題分數累加後，作分析比較。

若此一量表總分愈高，表示愈正向積極。問卷內容如下： 

一一一一、、、、    學生基本背景變項學生基本背景變項學生基本背景變項學生基本背景變項 

    本研究所指之學生基本背景，共有 6 小題（第一部份，第 1題到

第 6題），包括性別、學校年級、造訪經驗、是否喜歡校外教學及最

喜歡的科目及校外教學教學活動。校外教學活動方式分類則參考王順

美（1994）、徐治霜（2006）、劉小萍（2009）等學者的分類，分為戶

外自然環境教育（自然生態保護區、森林公園）、文化社教機構（博

物館、動物園、發電廠、工廠）、休閒娛樂活動（遊樂區、休閒農場、

風景區）、社區鄉土教學活動（文化中心、消防隊、圖書館）、野外

探索活動（夏冬令營、露營）及藝術表演欣賞（聽音樂會、看表演）

等六類。 

學生基本背景之題項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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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學生背景變項之題項 

學生背景變項題號與問項 

1. 性別 

2. 你就讀（   ）縣/市（   ）國小（   ）年級。 

3. 除了這一次，你以前有沒有來過老樹根觀光工廠？  

4. 你喜歡校外教學嗎？ 

5. 你最喜歡的科目？ 

6. 你最喜歡參加的校外教學是？ 

（戶外自然環境教育、文化社教機構、休閒娛樂活動、社區

鄉土教學活動、野外探索活動、藝術表演欣賞、其他） 

 

二二二二、、、、校外教學認知變項校外教學認知變項校外教學認知變項校外教學認知變項 

本研究所指之校外教學認知變項，為學生對校外教學的基本概念

認知，依據校外教學之相關文獻，並參酌鄭嘉茜（2008）之研究問卷

量表，修改成為校外教學認知之問項。問卷題項共有 9 小題（第二部

份，第 7題到第 15題），從學童的角度來探究其對於校外教學的認

知程度。校外教學認知之題號與問項如表 3-2 所示： 

表 3-2 校外教學認知之題項 

校外教學認知題號與問項 

7. 參加校外教學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安全。 

8. 校外教學讓學生在輕鬆自然的環境中學習。 

9.校外教學可以到不一樣的地方上課。 

10.校外教學會比平常上課有趣。 

11.參加校外教學都需要有導覽解說服務。  

12.校外教學是有目標性的教學活動。 

13.我認為校外教學都要有體驗學習的活動。 

14.校外教學也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 

15.校外教學是由老師、學生和相關活動人員共同進行的。 

 

三三三三、、、、校外教學滿意度變項校外教學滿意度變項校外教學滿意度變項校外教學滿意度變項 

本研究所指之校外教學滿意度變項，為學生在老樹根觀光工廠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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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校外教學，對工廠環境設施、解說服務及活動安排，以及帶隊老師

協助指導等的滿意程度，問項係參考王創顯（2003）、高翠蘭（2008）、

張雲卿（2008）之研究問卷量表，並加以修改成為校外教學滿意度之

問項。問卷題項共有 12 小題（第二部份，第 16題到第 27題），從

學童的角度來探究其對於校外教學的滿意程度。校外教學滿意度之構

面與題目如表 3-3 所示： 

表3-3 校外教學滿意度之題項 

校外教學滿意度題號與問項 

16.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廠區很乾淨。 

17.這裡的布置很吸引我。 

18.這裡的解說人員對我們的態度都很親切。 

19.在出發前，老師對校外教學的活動內容介紹得很清楚。 

20.這裡的各種標示、指標都很清楚。 

21.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注意我們的安全。 

22.這裡的廁所很乾淨。 

23.解說人員說話的音量能讓我聽得清楚。 

24.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掌控良好的秩序。 

25.解說人員的解說方式很吸引我。 

26.整體來說，這裡的各項設施都很齊全。   

27.我喜歡參與這裡的各項活動。 

 

四四四四、、、、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學習成效變項學習成效變項學習成效變項學習成效變項 

本研究所探討的校外教學成效，依據文獻探討教學目標及學習成

效皆可分為認知、情意、技能三面向，故以此為題項以求得學生的學

習成效。問卷問項係參考王創顯（2003）、高翠蘭（2008）與徐治霜

（2008）之研究問卷量表，並加以修改成為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問

項。問卷題項共有 10題問項（第四部份，第 28題到第 37題），如

表 3-4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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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題項 

校外教學學習成效題號與問項 

28.校外教學讓我學到更多課本沒有教的知識。 

29.校外教學讓同學們互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感情更融洽。 

30.我會將校外教學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課堂上。 

31.校外教學讓我和大自然接觸更多。 

32.我會操作使用這裡的木器遊具。 

33.校外教學讓我學會要愛護環境，做好環保工作。 

34.我會將校外教學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生活中。 

35.活動結束後，我會將活動內容說給家人或朋友聽。 

36.校外教學讓我學會如何與人相處。 

37.校外教學讓我更喜歡學習新事物。 

除了上述變項外，研究問卷還增加重遊意願（第五部分，第 38

題及第 39題），及意見回饋（第六部分，第 40題到第 42題），問

項包含老樹根觀光工廠提供的學習單是否有學習上的幫助，以及學童

最喜歡參觀的區域，與希望校外教學增加之活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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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一一一一、、、、研究區域與對象研究區域與對象研究區域與對象研究區域與對象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統計資料，至今已輔導106間觀光工廠轉型，

其中老樹根觀光工廠為教育部提倡「在地遊學—發現台灣」遊學點之

一，又榮獲國家教育研究院「創擬學校」最佳案例，具有豐富的教學

資源及學習環境，故本研究施測之對象為參訪老樹根觀光工廠之國小

學童。 

二二二二、、、、    抽樣方法抽樣方法抽樣方法抽樣方法 

本研究為探討三個變項之間關聯性問題的研究，為一相關性研究 

（Correlational research），由於無法得知觀光工廠過去遊客的實際客

群數目，為研究與抽樣的便利，本研究抽樣方法採用非隨機抽樣的「立

意抽樣法」，以獲得本研究所需之資料。 

三三三三、、、、    量表預試量表預試量表預試量表預試 

本研究預試問卷以利用老樹根觀光工廠進行校外教學之國小學 

童為取樣對象。經與老樹根觀光工廠聯繫後，於2012年2月8日至2012

年2月24日間，由新竹縣十興國民小學（16人）及臺中市東海大學附

屬國民小學（20人），共36人進行預試，剔除填答不完整以及漏答之

問卷，得有效問卷30份。將有效問卷以SPSS12.0中文版進行分析，「校

外教學認知」量表Cronbach's α值為0.827，「校外教學滿意度」量表

Cronbach's α值為0.894，「校外教學學習成效」量表Cronbach's α值為

0.888，全量表Cronbach's α值為0.935，表示量表信度極高，是可以被

接受的，故全部題項保留。又因量表皆依據前人相關研究及文獻探討

而設計，故具有一定的效度。 

四四四四、、、、    正式問卷正式問卷正式問卷正式問卷 

回收預試問卷經過修改後，正式問卷於2012年2月26日至2012 

年4月25日期間進行正式施測，取樣對象為利用老樹根觀光工廠進行

校外教學之國小學童，並以帶隊老師之配合意願為主要考量，共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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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份問卷，回收410份，回收率達98.8％，刪除填答不完整之無效問

卷，得有效學童問卷392份，有效問卷率95.6％。其中二年級學童填

答問卷，因考量到學生對問卷語句可能會有不瞭解的情形，故由研究

者親自施測，分批至施測班級，將問卷題目逐一解說，帶領學生填答。 

在392份有效樣本中，以臺中市華盛頓雙語小學人數最多，樣本

數為125人（佔31.9％），其次為臺中市賴厝國民小學，樣本數為87

人（佔22.2％），其餘分別臺中市樹義國民小學，樣本數為67人（佔

17.1％），新北市南勢國小49人（佔12.5％），臺中市惠文國民小學

36人（佔9.3％）及臺中市春安國小28人（佔7％）。 

 

表3-5 正式問卷有效樣本資料分析 

學  校  名  稱 樣本數 百分比（％） 

臺中市華盛頓雙語小學 125 31.9 

臺中市賴厝國民小學 87 22.2 

臺中市樹義國民小學 67 17.1 

新北市南勢國小 49 12.5 

臺中市惠文國民小學 36 9.3 

臺中市春安國小 28 7 

總  計 39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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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問卷回收之後，先以人工的方式逐一檢視，舉凡填答不

完全或是未依規定填答之問卷，視為無效樣本，予以刪除，再將有效

問卷資料整理編碼，輸入電腦，以SPSS 12.0 中文版電腦統計軟體進

行進行統計分析。依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其對應假設，擬使用之統計

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 

主要在運用次數分配統計，作次數分析、平均值、百分比、標準

差等分析結果，以呈現資料分佈情形。運用在研究內容包括： 

（一）學童個人背景相關變項之描述。 

（二）學童對於校外教學的認知。 

（三）學童對於老樹根觀光工廠的滿意度。 

（四）學童在校外教學後的學習成效表現。 

二二二二、、、、推論性統計推論性統計推論性統計推論性統計 

為驗證研究假設，本研究所使用的推論統計方法包含：信度分

析（Reliability Analysis）、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及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運用之方式如

下： 

（一）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信度分析用於測量結果是否有一致性或穏定性，信度愈高表示較

不會因形式或時間的改變而變動，誤差值愈低。本研究利用

Cronbach’s α係數來檢測校外教學滿意度與成效問卷之內部一致性，

用於問卷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滿意度以及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量

表。吳明隆（2007）認為信度良好的問卷或是量表，其總量表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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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α值最好在 0.80 以上，如果在 0.70至 0.80之間，還算可

以接受的範圍；而分量表，其信度 Cronbach's α值最好在 0.70 以上，

如果在 0.60至 0.70之間，屬於還可以使用。 

 

（二）因素分析 （Factor Analysis）  

因素分析是一種資料縮減的統計技術，主要目的乃以較少的構 

面來呈現原先複雜的資料結構（吳明隆，2007）。本研究主要針對學

童校外教學認知、滿意度及學習成效進行因素構面的萃取，以獲得清

晰的組成構面概念，求得量表的建構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本

研究分析先透過Kaiser-Meyer-Olkin（KMO）取樣適切性量數及Bartlett 

球形來檢定，KMO值要有0.7以上，低於0.5則不適合做因素分析（李

德治、童惠玲，2009）。 

 

（三）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t 檢定在於比較一組樣本的平均值與某一定值間之差異，或是兩

組樣本的平均值間是否存在差異，且其對應值是連續，則使用獨立 t 

檢定。而 t 檢定是在於當自變項是類別變項，依變項是等距時使用，

但是僅是用於自變項只有兩類的變項中。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

檢定學童之「性別」、「是否喜歡校外教學」、「是否曾造訪老樹根

觀光工廠」三變項在校外教學認知、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上是否具有顯

著差異存在。 

 

（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用以檢定學童之「年級」、「喜愛科

目」、「喜愛的校外教學活動」三變項在校外教學認知、滿意度及學

習成效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存在。若達顯著水準，則以 Scheffé 進行

事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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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本研究以 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法來分析校外教學認知、滿意度

與學習成效間之間的相關性。 

 

（六）多元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 

迴歸分析是屬於多變量的統計技術，多元迴歸主要用在探討一組

自變數對一個依變數是否具有影響力或是預測力（吳明隆，2007）。

多元迴歸是檢定每一個自變數在預測依變數最可能的數值上的貢獻

程度。本研究將檢測國小學童校外教學認知、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間

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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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結果分析與討論結果分析與討論結果分析與討論 

    問卷回收後，刪除漏答或是填答不完整者，隨後逐筆輸入問卷資

料，並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把所得資料加以整理，進行統計分析與

討論。統計分析結果分成五節來說明，第一節為學生背景變項分析，

第二節為學童校外教學認知、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現況分析，第三節為

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認知、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關係，第四節為校外

教學認知、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相關及迴歸分析，以下是問卷之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研究學童之背景變項分別包括性別、年級、造訪經驗、是否喜

歡校外教學，以及最喜歡的科目和校外教學活動類型。各變項之次數

分配分布情形分述如下（見表4-1）： 

一一一一、、、、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受訪學童男生為197人，佔50.3%；受訪學童女生為195人，佔

49.7%，顯示受訪者中男性學童和女性學童人數差不多，比例約各佔

1/2。 

二二二二、、、、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受訪學童中，二年級者有135人，佔34.4%，四年級者有125 人（佔

31.9%），六年級者有佔132人（佔33.7%）。其中以二年級佔最多數

（34.4%），其次為六年級（佔33.7%），最後為四年級（佔33.7%），

三者有效樣本數接近1/3。 

三三三三、、、、造訪經驗造訪經驗造訪經驗造訪經驗 

    在受訪學童中，來過老樹根觀光工廠的為144人（佔36.7%），沒

來過的為248人（佔63.3%），由此顯示，受訪學童多未曾到過老樹根

觀光工廠。 

 



 

57 

 

四四四四、、、、是否喜歡校外教學是否喜歡校外教學是否喜歡校外教學是否喜歡校外教學 

    在受訪學童中，喜歡校外教學的學童有有370人（佔94.4%），不

喜歡校外教學的有22人（佔5.6%）。資料顯示，國小學童大多喜歡校

外教學活動，此結果與王創顯（2003）、徐治霜（2006）、施旭真（2006）、

張雲卿（2008）研究結果相同。 

五五五五、、、、最喜歡的科目最喜歡的科目最喜歡的科目最喜歡的科目 

     因為國小二年級與四、六年級學習的科目不同，故此部分依年

級分別統計。受訪學童最喜歡的科目中，二年級童喜愛科目前三科目

分別為「生活」有40人（佔二年級29.6%），「健康與體育」有30人

（佔二年級22.2%），「數學」有24人（佔17.8%），顯示二年級最喜

歡的科目為「生活」，此結果與鄭嘉茜（2008）研究結果相同。四年

級學童喜愛科目前三科目分別為「健康與體育」有49人（佔四年級

39.2%），「自然與生活科技」有17人（佔四年級13.6%），「綜合活

動」有15人（佔12%）；六年級學童喜愛科目前三科目分別為「健康

與體育」有39人（佔六年級29.5%），「藝術與人文」有32人（佔六

年級24.2%），「社會」有15人（佔11.4%），六年級學童最喜歡的科

目為「健康與體育」，此結果與王創顯（2003）相符。由以上資料發

現，即使年級不同，國小學童最喜愛的科目的前三名中皆有「健康與

體育」。  

六六六六、、、、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 

在受訪學童中，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為「休閒娛樂」226人（佔

57.7%），「野外探索」為70人（佔17.9%），「文化社教」為44人（佔

11.2%）。其餘分別為「戶外自然環境教育」為27人（佔6.9%），「社

區鄉土」為14人（佔3.6%），「藝術表演」為11人（佔2.8%）。由資

料顯示，受訪學童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為「休閒娛樂」，學童多數

喜歡到遊樂區、休閒農場和風景區進行校外教學活動，此部分結果與

周斌國，（2008）與張雲卿（2008）研究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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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受訪之國小學童男女比例約佔1/2，二、

四、六年級也約各佔1/3，受訪學校以臺中市華盛頓雙語小學（佔31.9

％）為多數。經過統計，受訪學童有94.4％的學童喜歡校外教學，有

63.3％的受訪學童未曾到過老樹根觀光工廠；而最喜歡的科目，二年

級為生活，四及六年級皆為健康與體育，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以休

閒娛樂（佔57.7％）為主，資料分析彙整如表4-1。 

4-1  學童個人背景變項資料分析（N=392） 

變   項 基本資料 樣本數 百分比（％） 

男生 

女生 

197 

195 

50.3 

49.7 性別 

總計 392 100.0 

二年級 135 34.4 

四年級 132 33.7 

六年級 125 31.9 
年級 

總計 392 100.0 

不曾來過 248 63.3 

曾經來過 144 36.7 造訪經驗 

總計 392 100.0 

喜歡 370 94.4 

不喜歡 22 5.6 
是否喜歡 

校外教學 
總計 392 100.0 

生活 40 29.6 

健康與體育 30 22.2 

數學 24 17.8 

綜合活動 21 15.6 

語文 20 14.8 

最喜歡的科目 

(二年級) 

總計 135 100.0 

健康與體育 49 39.2 

自然與人文科技 17 13.6 

綜合活動 15 12 

社會 14 11.2 

藝術與人文 12 9.6 

語文 10 8.0 

數學 8 6.4 

最喜歡的科目 

(四年級) 

總計 12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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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學童個人背景變項資料分析（N=392）（續） 

變   項 基本資料 樣本數 百分比（％） 

健康與體育 39 29.5 

藝術與人文 32 24.2 

社會 15 11.4 

語文 13 9.8 

綜合活動 12 9.1 

數學 12 9.1 

自然與人文科技 9 6.8 

最喜歡的科目 

(六年級) 

總計 132 100.0 

休閒娛樂 226 57.7 

野外探索 70 17.9 

文化社教 44 11.2 

戶外自然環境教育 27 6.9 

社區鄉土 14 3.6 

藝術表演 11 2.8 

最喜歡的校外教

學活動 

總計 39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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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學童校外教學認知學童校外教學認知學童校外教學認知學童校外教學認知、、、、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現況分析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現況分析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現況分析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現況分析 

本節針對有效問卷之受測學童資料對校外教學認知、滿意度與學

習成效三部分，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 

一一一一、、、、    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 

（一）校外教學認知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受訪學童對校外教學的認知採用敘述性統計分析，其分析結果依

平均數之排列如表4-2所示。由該表可看出學童對校外教學認知中，

以「校外教學會比平常上課有趣（M=4.62；SD=.69）」認知最強，

其他平均數在4以上，達同意及非常同意者，有「校外教學讓學生在

輕鬆自然的環境中學習（M=4.61；SD=.70）」、「參加校外教學最

重要的就是注意安全（M=4.57；SD=.08）」、「校外教學可以到不

一樣的地方上課（M=4.54；SD=.73）」、「校外教學是由老師、學

生和相關活動人員共同進行的（M=4.25；SD=.88）」、「校外教學

也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M=4.18；SD=.98」」、「校外教學是有目

標性的教學活動（M=4.03；SD=1.02）」。由上述顯示，校外教學對

學童而言，與平時在教室裡的學習是不一樣的，除了可以在輕鬆、不

一樣的環境下進行教學活動外，還可以學習知識，增進自我成長以

外，同時也認同注意安全是校外教學重要的一環。而認知平均得分較

低者，如「我認為校外教學都要有體驗學習的活動（M=3.81；

SD=1.18）」、「參加校外教學都需要有導覽解說服務（M=3.78；

SD=1.16）」，可以得知學童在進行校外教學時，是否有體驗活動或

是導覽解說，對學童而言重視認同的程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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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國小學童校外教學認知敘述統計量表 

題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0校外教學會比平常上課有趣。 4.62 .69 1 

8.校外教學讓學生在輕鬆自然的環境中學習。 4.61 .70 2 

7.參加校外教學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安全 4.57 .80 3 

9.校外教學可以到不一樣的地方上課。 4.54 .73 4 

15.校外教學是由老師、學生和相關活動人員共同進

行的。 
4.25 .88 5 

14.校外教學也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 4.18 .98 6 

12.校外教學是有目標性的教學活動。 4.03 1.02 7 

13.我認為校外教學都要有體驗學習的活動。 3.81 1.18 8 

11.參加校外教學都需要有導覽解說服務。 3.78 1.16 9 

註：校外教學認知分數之範圍「1」表示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二）校外教學認知之因素分析 

依據回收之有效問卷，校外教學的認知有十個問項，針對校外

教學認知部分進行因素分析，縮減其構面。本研究進行因素分析時，

利用主成份法進行因素負荷量之參數估計，且以最大變異轉軸法，進

行正交轉軸，萃取特徵值大於1 之因素，並利用因素負荷量大於0.4

以上之變項，為該因素加以命名。此外並使用Kaiser-Meyer-Olkin 

（KMO值）取樣適切性量數與Bartlett 球形檢定來檢測資料是否適合

進行因素分析，其檢定結果均達標準以上（KMO 指數>0.05）。 

本研究校外教學認知KMO 值為0.798，Bartlett’s球型檢定達顯

著，顯示各變項間有顯著的關係，表示本研究之因素個數選取乃屬

適當，而經因素分析簡化問項後，共萃取出三因素，總解釋變異量

為61.8%，分別將其命名為「學習情境轉換」、「課程規劃」、「體

驗及服務要素」（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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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校外教學認知因素分析表 

題 項 敘 述 

因素一 

學習情

境轉換 

因素二 

課程規

劃 

因素三 

服務體

驗與安

全要素 

10.校外教學會比平常上課有趣 .787   

8.校外教學讓學生在輕鬆自然的環境中學習 .787   

9.校外教學可以到不一樣的地方上課 .596   

14 校外教學也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  .779  

15.校外教學是由老師、學生和相關活動人員共同

進行的 
 .747  

12.校外教學是有目標性的教學活動  .634  

11.參加校外教學都需要有導覽解說服務   .775 

13.我認為校外教學都要有體驗學習的活動   .707 

7.參加校外教學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安全   .638 

特徵值  1.96 1.86 1.74 

解釋變異量％  21.75 20.71 19.34 

累積解釋變異量％  21.75 42.45 61.80 

因素平均數  4.59 4.15 4.05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Bartlett 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自由度               

顯著性             

.798 

823.621 

36 

.000   

 

1.因素一：「學習情境轉換」 

包含3個變數，依因素負荷量高低順序，構成因素一的變項分別

為「校外教學會比平常上課有趣」、「校外教學讓學生在輕鬆自然的

環境中學習」、「校外教學可以到不一樣的地方上課」。由於這些題

項與轉換學習環境所產生心情及情境上的改變相關，因此將其命名為

「學習情境轉換」。因素能解釋總變異量的21.75%；此3個變項的平

均值為4.59，在三個因素中排序第1。即此因素為學童對校外教學最

明顯普遍的認知。 

2.因素二： 「課程規劃」 

包含3個變數，依因素負荷量高低順序，構成因素二的變項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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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校外教學也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校外教學是由老師、學生

和相關活動人員共同進行的」、「校外教學是有目標性的教學活動」。

由於這些題項與校外教學的課程安排有關，因此將其命名為「課程規

劃」。因素能解釋總變異量的20.71%；此3個變項的平均值為4.15，

在三個因素中排序第2。 

3.因素三：「服務體驗與安全要素」 

包含3個變數，依因素負荷量高低順序，構成因素三的變項分別

為「參加校外教學都需要有導覽解說服務」、「我認為校外教學都要

有體驗學習的活動」、「參加校外教學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安全」。由

於這些題項與參加校外教學所安排的課程體驗及其相關因素，因此將

其命名為「服務體驗與安全要素」。因素能解釋總變異量的19.34%；

此3個變項的平均值為4.05，在三個因素中排序第3。 

 

（三）校外教學認知之信度分析 

    信度即是測量的可靠性，指測量結果的一致性或是穩定性。本研

究用一般學術上較為常用的Cronbach's α係數求取量表的內在一致

性。吳明隆（2007）認為信度良好的問卷或是量表，其總量表的信度

Cronbach's α值最好在0.80以上，如果在0.70至0.80之間，還算可以接

受的範圍；而分量表，其信度Cronbach's α值最好在0.70以上，如果在

0.60至0.70之間，屬於還可以使用。本研究「校外教學認知量表」總

量表Cronbach's α值為0.786，各分量表之Cronbach's α值分別為「學習

情境轉換」0.677、「課程規劃」0.702、「體驗及服務要素」0.603，

皆在合理範圍內，代表本量表的各個因素構面都具有可靠性與代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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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校外教學認知信度分析表 

因素構面 正式問卷題號 題數 Cronbach's α值 

學習情境轉換 8、9、10 3 .677 

課程規劃 12、14、15 3 .702 

體驗及服務要素 7、11、13 3 .603 

總量表  9 .786 

二二二二、、、、    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 

（一）校外教學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受訪學童校外教學的滿意度採用敘述性統計分析，其分析結果依

平均數之排列如表4-5所示。由該表可看出學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

中，以「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注意我們的安全（M=4.39；SD=.85）」

平均最高，其他平均數在4以上，達滿意及非常滿意者，有「這裡的

解說人員對我們的態度都很親切（M=4.13；SD=.99）」、「解說人

員說話的音量能讓我聽得清楚（M=4.10；SD=1.03）」、「我喜歡參

與這裡的各項活動（M=4.06；SD=.97）」、「這裡的各種標示、指

標都很清楚（M=4.05；SD=.95）」。由上述可得知，學童認知中「注

意安全」是很重要的，代表在進行校外教學活動時，老師們會隨時注

意學生的安全，不時叮嚀提醒學生，而其餘達到4 以上的問項，大部

分與解說、活動較為相關，顯示學童對於老樹根觀光工廠提供的解說

服務，以及活動安排滿意度高。而滿意度平均較低者，如「老樹根觀

光工廠的廠區很乾淨（M=3.91；SD=1.04）」、「整體來說，這裡的

各項設施都很齊全（M=3.89；SD=1.10）」、「這裡的布置很吸引我

（M=3.85；SD=1.09）」、「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掌控良好的秩序

（M=3.77；SD=1.20）」、「解說人員的解說方式很吸引我（M=3.51；

SD=1.13）」、「這裡的廁所很乾淨（M=3.38；SD=1.31）」，顯示

學生對於老樹根觀光工廠環境衛生、設施及解說人員的解說方式滿意

度較低。另外，學生對教師掌控秩序的滿意度不高，可能是因為校外

教學不在教室中進行，學童彼此間互動頻繁，教師對班級秩序的控制

也相對較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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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國小學童校外教學滿意度敘述統計量表 

題     項 
平均

數 

標準

差 

排

序 

21.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注意我們的安全。 4.39 .85 1 

18.這裡的解說人員對我們的態度都很親切 4.13 .99 2 

23.解說人員說話的音量能讓我聽得清楚。 4.10 1.03 3 

27.我喜歡參與這裡的各項活動。 4.06 .97 4 

20.這裡的各種標示、指標都很清楚。 4.05 .95 5 

19.在出發前，老師對校外教學的活動內容介紹得很清楚 3.99 1.06 6 

16.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廠區很乾淨。 3.91 1.04 7 

26.整體來說，這裡的各項設施都很齊全。 3.89 1.10 8 

17.這裡的布置很吸引我 3.85 1.09 9 

24.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掌控良好的秩序。 3.77 1.20 10 

25.解說人員的解說方式很吸引我。 3.51 1.13 11 

22.這裡的廁所很乾淨。 3.38 1.31 12 

註：校外教學滿意度分數之範圍「1」表示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二）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因素分析 

依據回收之有效問卷，學童參與校外教學的滿意度有12個問項，

針對校外教學滿意度部分進行因素分析，縮減其構面。本研究校外教

學滿意度KMO值為0.901，Bartlett’s球型檢定達顯著，顯示各變項間

有顯著的關係，表示本研究之因素個數選取乃屬適當，經因素分析共

萃取出三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61.61%，分別將其命名為「工廠環境

與設施」、「解說與活動」與「老師協助與指導」 （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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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校外教學滿意度因素分析表 

題 項 敘 述 

因素一 

工廠環

境與設

施 

因素二 

解說與

活動 

因素三 

老師協

助與指

導 

16.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廠區很乾淨。 .745   

17.這裡的布置很吸引我 .705   

22.這裡的廁所很乾淨。 .678   

20.這裡的各種標示、指標都很清楚。 .653   

26.整體來說，這裡的各項設施都很齊全。 .643   

23.解說人員說話的音量能讓我聽得清楚。  .808  

27.我喜歡參與這裡的各項活動。  .761  

25.解說人員的解說方式很吸引我。  .623  

18.這裡的解說人員對我們的態度都很親切。  .481  

21.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注意我們的安全。   .822 

19.出發前，老師對校外教學的活動內容介紹得很清

楚。 
  .698 

24.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掌控良好的秩序。   .526 

特徵值  2.90 2.35 2.15 

解釋變異量％  24.17 19.55 17.89 

累積解釋變異量％  24.17 43.72 61.61 

因素平均數  3.82 3.95 4.05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Bartlett 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自由度               

顯著性             

.901 

1824.375 

66 

.000 

 

 

（1）因素一：「工廠環境與設施」 

包含 5個變數，依因素負荷量高低順序，構成因素一的變項分別

為「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廠區很乾淨」、「這裡的布置很吸引我」、「這

裡的廁所很乾淨」、「這裡的各種標示、指標都很清楚」、「整體來

說，這裡的各項設施都很齊全」。由於這些題項與老樹根觀光工廠的

環境與設施相關，因此將其命名為「工廠環境與設施」。因素能解釋

總變異量的 24.17%；此 3個變項的平均值為 3.82，在三個因素中排

序第 3，即此因素為學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中平均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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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素二：「解說與活動」 

包含4個變數，依因素負荷量高低順序，構成因素二的變項分別

為「解說人員說話的音量能讓我聽得清楚」、「我喜歡參與這裡的各

項活動」、「解說人員的解說方式很吸引我」、「這裡的解說人員對

我們的態度都很親切」。由於這些題項與老樹根觀光工廠解說人員給

予學童的解說服務，以及活動安排有關，因此將其命名為「解說與活

動」。因素能解釋總變異量的19.55%；此3個變項的平均值為3.95，

在三個因素中排序第2。 

（3）因素三：「老師協助與指導」 

包含3個變數，依因素負荷量高低順序，構成因素一的變項分別

為「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注意我們的安全」、「在出發前，老師對校

外教學的活動內容介紹得很清楚」、「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掌控良好

的秩序」。由於這些題項與學童參加校外教學活動時，老師所提供的

指導，因此將其命名為「老師協助與指導」。因素能解釋總變異量的

17.89%；此3個變項的平均值為4.05，在三個因素中排序第1。 

 

（三）校外教學滿意度之信度分析 

    本研究「校外教學滿意度量表」總量表Cronbach's α值為0.886，

各分量表之Cronbach's α值分別為「工廠環境與設施」0.821、「解說

與活動」0.801、「老師協助與指導」0.646，皆在合理範圍內，代表

滿意度量表的各個因素構面都具有可靠性與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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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校外教學滿意度信度分析表 

因素構面 正式問卷題號 題數 Cronbach's α值 

工廠環境與設施 16、17、20、22、26 5 .821 

解說與活動 18、23、25、27 4 .801 

老師協助與指導 19、21、24 3  .646 

總量表  12 .886 

三三三三、、、、校外教學學習成效校外教學學習成效校外教學學習成效校外教學學習成效 

（一）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由表4-8知，至老樹根觀光工廠進行校外教學之學習成效，以「校

外教學讓我和大自然接觸更多（M=4.39；SD=0.83）」最高，其他平

均也全都達到4以上，屬同意到非常同意者，有「我會操作使用這裡

的木器遊具（M=4.27；SD=0.98）」、「校外教學讓我學到更多課本

沒有教的知識（M=4.25；SD=1）」、「校外教學讓我學會要愛護環

境，做好環保工作（M=4.19；SD=0.83）」、「活動結束後，我會將

活動內容說給家人或朋友聽（M=4.19；SD=0.94）」、「校外教學讓

我更喜歡學習新事物（M=4.18；SD=0.96）」、「我會將校外教學學

習到的知識運用在生活中（M=4.10；SD=0.97）」、「校外教學讓我

學會如何與人相處（M=4.05；SD=0.96）」、「我會將校外教學學習

到的知識運用在課堂上（M=4.00；SD=1.11）」以及「校外教學讓同

學們互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感情更融洽（M=4.00；SD=1.11）」。

由上述得知學童在老樹根觀光工廠進行校外教學後，在學習方面能產

生學習成效，顯示校外教學對學生的學習是相當具有效果，非制式化

活動的教育意涵也容易為學生所吸收、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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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國小學童校外教學學習成效敘述統計量表 

題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31.校外教學讓我和大自然接觸更多。 4.39 .83 1 

32.我會操作使用這裡的木器遊具。 4.27 .98 2 

28.校外教學讓我學到更多課本沒有教的知識。 4.25 1.00 3 

33.校外教學讓我學會要愛護環境，做好環保工作。 4.19 .83 4 

35.活動結束後，我會將活動內容說給家人或朋友聽 4.19 .94 5 

37.校外教學讓我更喜歡學習新事物。 4.18 .96 6 

34.我會將校外教學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生活中。 4.10 .97 7 

36.校外教學讓我學會如何與人相處。 4.05 .96 8 

30.我會將校外教學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課堂上。 4.00 1.11 9 

29.校外教學讓同學們互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感

情更融洽。 
4.00 1.11 10 

註：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分數之範圍「1」表示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二）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因素分析 

依據回收之有效問卷，學童校外教學的學習成效有10個問項，針

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部分進行因素分析，縮減其構面。本研究校外教

學認知KMO 值為0.93，Bartlett’s球型檢定達顯著，顯示各變項間有

顯著的關係，表示本研究之因素個數選取乃屬適當，而經因素分析簡

化問項後，共萃取出三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68.28%，分別將其命名

為「技能學習應用」、「外界環境互動」、「知識學習成長」（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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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因素分析表 

題 項 敘 述 

因素一 

技能學

習應用 

因素二 

外界環

境互動 

因素三 

知識學

習成長 

30.我會將校外教學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課堂上。 .775   

32.我會操作使用這裡的木器遊具。 .748   

34.我會將校外教學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生活中。 .593   

33.校外教學讓我學會要愛護環境，做好環保工作。 .531   

29.校外教學讓同學們互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感

情更融洽。 
 .839  

36.校外教學讓我學會如何與人相處。  .632  

37.校外教學讓我更喜歡學習新事物。  .556  

35.活動結束後，我會將活動內容說給家人或朋友聽。   .781 

28.校外教學讓我學到更多課本沒有教的知識。   .647 

31.校外教學讓我和大自然接觸更多。   .551 

特徵值  2.72 2.32 1.78 

解釋變異量％  27.23 23.21 17.84 

累積解釋變異量％  27.23 50.44 68.28 

因素平均數  4.14 4.08 4.28 

Cronbach`s α  .834 .767 .700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Bartlett 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自由度               

顯著性             

.930 

1785.114 

45 

.000 

 

 

（1）因素一：「技能學習應用」 

包含4個變數，依因素負荷量高低順序，構成因素一的變項分別

為「我會將校外教學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課堂上」、「我會操作使用

這裡的木器遊具」、「我會將校外教學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生活中」、

「校外教學讓我學會要愛護環境，做好環保工作」。由於這些題項與

學童參與校外教學活動時，將所學會的知識技能應用在生活或是課堂

上有關，因此將其命名為「技能學習應用」。因素能解釋總變異量的

27.23%；此4個變項的平均值為4.14，在三個因素中排序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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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素二： 「外界環境互動」 

包含3個變數，依因素負荷量高低順序，構成因素二的變項分別

為「校外教學讓同學們互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感情更融洽」、「校

外教學讓我學會如何與人相處」、「校外教學讓我更喜歡學習新事

物」。由於這三題題項與校外教學讓學童與他人和外界事物產生連

結、互動有其相關性，故將其命名為「外界環境互動」。因素能解釋

總變異量的23.21%；此3個變項的平均值為4.08，在三個因素中排序

第3。 

（3）因素三：「知識學習成長」 

包含3個變數，依因素負荷量高低順序，構成因素三的變項分別

為「活動結束後，我會將活動內容說給家人或朋友聽」、「校外教學

讓我學到更多課本沒有教的知識」、「校外教學讓我和大自然接觸更

多」。由於這些題項與參加校外教學讓學童獲得更多新的知識與體

驗，因此將其命名為「知識學習成長」。因素能解釋總變異量的

17.84%；此三個變項的平均值為4.28，在三個因素中排序第1。 

 

（三）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信度分析 

    本研究「校外教學學習成效量表」總量表Cronbach's α值為0.900，

各分量表之Cronbach's α值分別為「技能學習應用」0.834、「外界環境

互動」0.767、「知識學習成長」0.700，皆在合理範圍內，代表學習

成效量表的各個因素構面都具有可靠性與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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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信度分析表 

因素構面 正式問卷題號 題數 Cronbach's α值 

技能學習應用 30、32、33、34 4 .834 

外界環境互動 29、36、37 3 .767 

知識學習成長 28、31、35 3 .700 

總量表  10 .900 

 

四四四四、、、、重遊意願重遊意願重遊意願重遊意願 

    重遊意願包含願意再次造訪老樹根觀光工廠，以及願意推薦家人

朋友來此遊玩的意願。國小學童對於再次造訪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同意

程度介於「普通」與「同意」之間（M=3.95；SD=1.17），有269人

（佔68.7％）表示願意再次到老樹根觀光工廠遊玩。推薦家人朋友到

老樹根遊玩的同意程度介於「普通」與「同意」之間（M=3.90；

SD=1.14），有251人（佔64％）表示願意推薦親友到老樹根觀光工廠

遊玩。由上述得知，國小學童的重遊意願多持正面的同意（表4-11、

4-12）。 

 

表4-11 學童願意再次到老樹根觀光工廠遊玩統計表 

  樣本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68 42.9 

同意 101 25.8 

普通 82 20.9 

非常不同意 25 6.4 

不同意 16 4.1 

總  和 392 100.0 
 

 

 

 

表4-12  學童願意推薦家人和朋友到老樹根觀光工廠遊玩統計表 

 樣本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60 40.8 

同意 104 26.5 

普通 91 23.2 

非常不同意 20 5.1 

不同意 17 4.3 

總  和 39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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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意見回饋意見回饋意見回饋意見回饋 

（一）學習單的學習成效 

老樹根觀光工廠對於前來進行校外教學的學童，皆會提供學習

單，但不是每個班級都會在工廠內填寫，有的則是由老師帶回學校再

讓學童填寫。在問卷題項第40題「老樹根觀光工廠提供的學習單，對

我的學習會有幫助」，同意程度介於「普通」與「同意」之間（M=3.71；

SD=1.24）認為「非常同意」的有136人（佔34.7％），「普通」的有

112人（佔28.6％），「同意」的有92人（佔23.5％）。由此可知，大

部分學童認為老樹根觀光工廠提供的學習單對學童的學習會有所幫

助，但也有近三成的受訪學童表示成效普通，這也顯示出學習單內容

可再針對低、中、高不同年段的學生做調整，可設計適合的題目，以

增進學童的學習成效（表4-13）。 

表4-13 工廠提供學習單對學習成效的幫助統計表 

       樣本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36 34.7 

  普通 112 28.6 

  同意 92 23.5 

  非常不同意 35 8.9 

  不同意 17 4.3 

  總  和 392 100.0 

（二）最喜歡的區域 

學童中最喜歡老樹根觀光工廠區域的前五名分別為「創造力DIY

手動館」103人（佔26.3%），「景觀遊具區」為87人（佔22.2%），

「魯班益智館」為62人（佔15.8%）。其餘分別為「阿嬤蔬菜農園」

為29人（佔7.4%），「獨角仙小棧」為28人（佔7.1%）。由資料顯示，

受訪學童最喜歡老樹根觀光工廠中能動手操作、遊玩或是觀察自然生

態的區域（表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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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學童最喜歡的參觀區域統計表 

區  域 樣本數 百分比（％） 

創造力DIY手動館 103 26.3 

景觀遊具區 87 22.2 

魯班益智館 62 15.8 

阿嬤蔬菜農園 29 7.4 

獨角仙小棧 28 7.1 

木頭鳥咖啡館 25 6.4 

土埆厝三合院 20 5.1 

神奇木頭工房 14 3.6 

木藝驚奇館 10 2.6 

樂活木工館 7 1.8 

學習步道 6 1.5 

台灣文化木偶館 1 .3 

總  和 392 100.0 

 

（三）希望下次校外教學能增加的活動項目  

學童希望下次校外教學能增加的活動項目（可複選），選擇人數

最多的前三名為「尋寶或是闖關遊戲」有309人，「探險冒險活動」

有294人，「小組競賽活動」有223人。由此可知，學童喜歡參與動態

的活動項目，可能是因為平時上課多是靜態活動，故校外教學活動也

就希望多以動態活動為主了（表4-15）。 

 
表4-15 學童希望校外教學增加的活動項目統計表 

活動項目 樣本數 

尋寶或是闖關遊戲 309 

探險冒險活動 294 

小組競賽活動 223 

認識昆蟲、植物或動物 169 

寫生畫畫比賽 99 

不用再增加 33 

其他：9人 

（電動玩具、創作、欣賞風景、

自由活動、生存遊戲、吃喝玩

樂、自行參觀、增加科學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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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認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認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認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認知、、、、滿意度與學習成效之關係滿意度與學習成效之關係滿意度與學習成效之關係滿意度與學習成效之關係 

本節主要以獨立樣本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國小學童

背景變項對校外教學認知、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差異情形。 

一一一一、、、、    學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認知之差異性檢定學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認知之差異性檢定學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認知之差異性檢定學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認知之差異性檢定 

（一）性別 

在性別對校外教學認知各構面的獨立樣本t 檢定分析結果顯

示，不同性別的學童對校外教學認知的同意程度並無顯著差異。唯進

一步觀察各構面平均數發現，女學童在各構面及整體上的同意程度皆

高於或等於男學童（表4-16）。 

表4-16  性別對校外教學認知之獨立t 檢定分析表 

因素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男 197 4.57 .59 -.691 
學習情境轉換 

女 195 4.61 .51  

男 197 4.23 .70 -.033 
課程規劃 

女 195 4.23 .69  

男 197 4.02 .87 -.928 服務體驗及 

安全要素 女 195 4.10 .70  

 

（二）年級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級學童對校外教學認知之

「學習情境轉換」（F=4.040，p＜.05）、「課程規劃」（F=10.581，

p＜.001）、「服務體驗與安全要素」（F=16.622，p＜.001）三因素

的同意程度有顯著差異，經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在「學習情境轉

換」因素上，二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在「課程規劃」因素

上，二年級學童和四年級學童分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在「服務體

驗與安全要素」因素上，二年級學童和四年級學童分別顯著高於六年

級之學童（表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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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不同年級對校外教學認知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檢

定 

A二年級 135 4.66 .48 4.040* A>C 

B四年級 123 4.62 .46   

C六年級 132 4.48 .67   

學習情境

轉換 

 
總和 392 4.59 .55   

A二年級 135 4.32 .62 
10.581*** A>C, 

B>C 

B四年級 123 4.35 .58   

C六年級 132 4.00 .80   

課程規劃 

 

總和 392 4.23 .69   

A二年級 135 4.22 .72 
16.622*** A>C, 

B>C 

B四年級 123 4.21 .78   

C六年級 132 3.75 .77   

服務體驗

及安全 

要素 

總和 392 4.06 .79   

註：*表p<0.05，***表p<0.001 

（三）造訪經驗 

學童是否曾造訪老樹根觀光工廠對校外教學認知各因素的獨立

樣本t 檢定分析結果顯示，不論是否曾來過的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學童

對校外教學認知構面的同意程度並無顯著差異。又進一步觀察各因素

平均數發現，沒來過的學童在各因素及整體上的同意程度皆高於有來

過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學童（表4-18）。 

表4-18  造訪經驗對校外教學認知之獨立t 檢定分析表 

因素 造訪經驗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沒來過 248 4.61 .57 -.472 
學習情境轉換 

來過 144 4.58 .50  

沒來過 248 4.26 .66 1.319 
課程規劃 

來過 144 4.17 .74  

沒來過 248 4.09 .80 1.137 服務體驗及安 

全要素 來過 144 4.0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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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喜歡校外教學 

在是否喜歡校外教學對校外教學認知構面的獨立樣本t 檢定分

析結果顯示，在「學習情境轉換」（t=4.297，p＜.001）、「課程規

劃」（t=2.326，p＜.05）與「服務體驗及安全要素」（t=2.297，p＜.05）

因素上，喜歡校外教學與不喜歡校外教學之學童對校外教學認知構面

同意程度有顯著差異。繼而觀察兩者在各因素平均數發現，喜歡校外

教學的學童在校外教學認知各因素及整體上的同意程度皆高於或等

於不喜歡校外教學之學童學童（表4-19）。 

表4-19  是否喜歡校外教學對校外教學認知之獨立t 檢定分析表 

因素 
是否喜歡

校外教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喜歡 370 4.64 .47 4.297*** 
學習情境轉換 

不喜歡 22 3.76 .95  

喜歡 370 4.25 .67 2.326* 
課程規劃 

不喜歡 22 3.81 .88  

喜歡 370 4.09 .76 2.297* 服務體驗及安 

全要素 不喜歡 22 3.58 1.02  

註：*表p<0.05，***表p<0.001 

（五）最喜歡的科目 

1.二年級：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喜歡不同科目的二年級學童對

校外教學認知構面三因素無顯著差異（表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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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二年級學童喜歡科目對校外教學認知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喜愛科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檢定 

A語文 20 4.75 .30 1.315  

B生活 40 4.78 .37   

C數學 24 4.61 .63   

D健康與體育 30 4.54 .62   

E綜合活動 21 4.60 .37   

學習情境 

轉換 

 

總和 135 4.66 .48   

A語文 20 4.41 .56 .575  

B生活 40 4.37 .63   

C數學 24 4.22 .61   

D健康與體育 30 4.38 .68   

E綜合活動 21 4.20 .58   

課程規劃 

 

總和 135 4.32 .62   

A語文 20 4.53 .62 2.036  

B生活 40 4.29 .65   

C數學 24 4.17 .70   

D健康與體育 30 3.98 .91   

E綜合活動 21 4.17 .51   

服務體驗及

安全要素 

總和 135 4.22 .72   

 

2.四年級 

由表4-1可知，因四年級學童喜愛各科目的人數有所差距，故本

研究在探討四年級學童喜歡科目對校外教學認知之差異分析時，先依

科目性質將科目群組後再進行分析，共分4組，分別是「語文」與「藝

術與人文」群組命名為「語文與藝術人文」；「數學」及「自然與人

文科技」群組命名為「數學與自然科技」；「社會」及「綜合活動」

群組命名為「社會與綜合活動」，加上原有的「健康與體育」。四年

級學童喜愛之科目分別是「語文與藝術人文」、「數學與自然科技」、

「健康與體育」、「社會與綜合活動」。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

示，喜歡不同科目的四年級學童對校外教學認知構面三因素無顯著差

異（表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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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四年級學童喜歡科目對校外教學認知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喜愛科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檢定 

A語文與藝術人文 22 4.70 .49 .646  

B數學與自然科技 25 4.61 .58   

C健康與體育 49 4.77 .40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9 4.68 .38   

學習情境 

轉換 

 

總和 125 4.68 .49   

A語文與藝術人文 49 4.43 .72 .410  

B數學與自然科技 29 4.31 .60   

C健康與體育 25 4.34 .67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2 4.23 .59   

課程規劃 

 

總和 125 4.32 .63   

A語文與藝術人文 49 4.20 .66 .659  

B數學與自然科技 29 4.27 .70   

C健康與體育 25 4.37 .81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2 4.11 .61   

服務體驗及

安全要素 

總和 125 4.25 .70   

3.六年級 

由表4-1可知，因六年級學童喜愛各科目的人數有所差距，故依

照科目性質將科目群組後再進行分析，和四年級相同，也分成4組，

分別是「語文與藝術人文」、「數學與自然科技」、「健康與體育」、

「社會與綜合活動」。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喜歡不同科目

的六年級學童對校外教學認知構面三因素無顯著差異（表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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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六年級學童喜歡科目對校外教學認知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喜愛科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檢定 

A數學與自然科技 21 4.48 .72 1.727  

B健康與體育 39 4.77 .37   

C語文與藝術人文 45 4.67 .41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7 4.68 .49   

學習情境

轉換 

總和 132 4.67 .48   

A數學與自然科技 21 4.15 .79 2.085  

B健康與體育 39 4.29 .61   

C語文與藝術人文 45 4.29 .61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7 4.57 .47   

課程規劃 

總和 132 4.33 .62   

A數學與自然科技 21 4.16 .76 .722  

B健康與體育 39 4.35 .70   

C語文與藝術人文 45 4.13 .79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7 4.25 .53   

服務體驗

及安全要

素 

總和 132 4.22 .71   

（六）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 

本研究調查發現，因國小學童喜愛校外教學活動的各組人數有所

差距，特別集中於「休閒娛樂活動」（佔57.7％），故依照活動性質

群組後再進行分析，本研究將校外教學活動「戶外自然環境教育」及

「野外探索活動」群組命名為「戶外環境教育及探索活動」；「文化

社教機構」、「社區鄉土教學活動」與「藝術表演欣賞」群組命名為

「社教鄉土及藝術活動」，加上原有的「休閒娛樂活動」，共有3組，

分別是「社教鄉土及藝術活動」、「休閒娛樂活動」、「戶外環境教

育及探索活動」。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喜歡不同校外教學

活動的學童對校外教學認知構面三因素上沒有顯著差異（表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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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對校外教學認知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喜愛的校外教學活動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 

檢定 

A社教鄉土及藝術活動 69 4.51 .67 .951  

B休閒娛樂活動 226 4.60 .54   

C戶外環境教育及探索

活動 
97 4.63 .49   

學習情境 

轉換 

 

總和 392 4.59 .55   

A社教鄉土及藝術活動 69 4.15 .67 1.796  

B休閒娛樂活動 226 4.20 .72   

C戶外環境教育及探索

活動 
97 4.34 .63   

課程規劃 

 

總和 392 4.23 .69   

A社教鄉土及藝術活動 69 4.16 .73 1.039  

B休閒娛樂活動 226 4.01 .80   

C戶外環境教育及探索

活動 
97 4.09 .79   

服務體驗

及安全要

素 

總和 392 4.06 .79   

 

二二二二、、、、學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差異性檢定學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差異性檢定學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差異性檢定學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差異性檢定 

（一）性別 

在性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各因素的獨立樣本t 檢定分析結果顯

示，國小女學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工廠環境與設施」（t=-2.05，p

＜.05）、「老師協助與指導」（t=-2.10，p＜.05）兩因素上的滿意程

度，皆顯著高於男學童。接著進一步觀察各因素平均數發現，女學童

在各因素及整體上的滿意程度皆高於男學童（表4-24）。 

表4-24  性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之獨立t 檢定分析表 

因素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男 197 3.78 .88 -2.05* 
工廠環境與設施 

女 195 3.95 .75  

男 197 3.86 .86 -1.75 
解說與活動 

女 195 4.00 .75  

男 197 3.97 .83 -2.10* 
老師協助與指導 

女 195 4.14 .74  

註：*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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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級學童對校外教學滿

意度之「工廠環境與設施」（F=8.021，p＜.001）、「解說與活動」

（F=10.811，p＜.001）、「老師協助與指導」（F=13.397，p＜.001）

三因素的同意程度有顯著差異，經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在「工廠

環境與設施」因素上，四年級學童顯著高於二年級學童和六年級學

童；在「解說與活動」因素上，二年級學童和四年級學童分別顯著高

於六年級之學童；在「老師協助與指導」因素上，二年級學童顯著高

於四年級學童及六年級之學童（表4-25）。 

表4-25  不同年級對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檢定 

A二年級 
135 3.82 .80 8.021*** B>A, 

B>C 

B四年級 125 4.09 .74   

C六年級 132 3.70 .87   

工廠環境與設施 

 

總和 392 3.86 .82   

A二年級 
135 4.13 .66 10.811*** A>C, 

B>C 

B四年級 125 3.98 .76   

C六年級 132 3.69 .92   

解說與活動 

 

總和 392 3.93 .81   

A二年級 
135 4.30 .68 13.397*** A>B, 

A>C 

B四年級 125 4.05 .79   

C六年級 132 3.81 .83   
老師協助與指導 

總和 392 4.05 .79   

註：***表p<0.001 

 

（三）造訪經驗 

學童是否曾造訪老樹根觀光工廠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各因素的獨

立樣本t 檢定分析結果顯示，不論是否曾來過的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學

童對校外教學滿意的同意程度並無顯著差異。唯進一步觀察各因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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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發現，沒來過的學童在各因素及整體上的滿意程度皆高於有來過

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學童（表4-26）。 

表4-26   造訪經驗對校外教學滿意度之獨立t 檢定分析表 

因素 造訪經驗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沒來過 248 3.89 .83 .617 工廠環境與 

設施 來過 144 3.83 .80  

沒來過 248 3.98 .82 1.393 
解說與活動 

來過 144 3.86 .78  

沒來過 248 4.08 .83 1.043 老師協助與 

指導 來過 144 4.00 .72  

 

（四）是否喜歡校外教學 

在是否喜歡校外教學對校外教學滿意度構面的獨立樣本t 檢定

分析結果顯示，在「工廠環境與設施」（t=2.433，p＜.05）、「解說

與活動」（t=2.642，p＜.05）與「老師協助與指導」（t=2.371，p＜.05）

因素上，喜歡校外教學與不喜歡校外教學之學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程

度有顯著差異。繼而觀察兩者在各因素平均數發現，喜歡校外教學的

學童在校外教學滿意度各因素及整體上的同意程度皆高於或等於不

喜歡校外教學之學童學童（表4-27）。 

表4-27 是否喜歡校外教學對校外教學滿意度之獨立t 檢定分析表 

因素 是否喜歡

校外教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喜歡 370 3.89 .80 2.433* 
工廠環境與設施 

不喜歡 22 3.35 1.04  

喜歡 370 3.97 .78 2.642* 
解說與活動 

不喜歡 22 3.35 1.07  

喜歡 370 4.08 .77 2.371* 
老師協助與指導 

不喜歡 22 3.67 1.00  

註：*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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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喜歡的科目 

1.二年級：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喜歡不同科目的二年級學童對校

外教學滿意度在「工廠環境與設施」（F=3.001，p＜.05）及「老師協

助與指導」（F=2.556，p＜.05）因素上有顯著差異，但經Scheffe法事

後比較發現並無顯著差異的配對組（表4-28）。 

 

表4-28   二年級學童喜歡科目對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喜愛科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檢定 

A語文 20 4.09 .74 3.001*  

B生活 40 4.02 .70   

C數學 24 3.86 .87   

D健康與體育 30 3.57 .86   

E綜合活動 21 3.49 .72   

工廠環境

與設施 

總  和 135 3.82 .80   

A語文 20 4.30 .56 .968  

B生活 40 4.21 .72   

C數學 24 4.13 .64   

D健康與體育 30 4.00 .70   

E綜合活動 21 4.00 .58   

解說與 

活動 

總  和 135 4.13 .66   

A語文 20 4.55 .55 2.556*  

B生活 40 4.36 .68   

C數學 24 4.13 .64   

D健康與體育 30 4.40 .68   

E綜合活動 21 3.98 .73   

老師協助

與指導 

總  和 135 4.30 .68   

註：*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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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年級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喜歡不同科目的四年級學童對

校外教學滿意度在「老師協助與指導」（F=2.795，p＜.05）因素上有

顯著差異，但經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並無顯著差異的配對組（表

4-29）。 

表4-29   四年級學童喜歡科目對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喜愛科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 

檢定 

A語文與藝術人文 22 4.03 .81 .681  

B數學與自然科技 25 3.83 .75   

C健康與體育 49 3.83 .92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9 3.70 .71   

工廠環境

與設施 

總和 125 3.84 .79   

A語文與藝術人文 22 4.27 .64 1.75  

B數學與自然科技 25 4.15 .62   

C健康與體育 49 4.26 .66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9 3.90 .69   

解說與 

活動 

總和 125 4.15 .65   

A語文與藝術人文 22 4.38 .71 2.795*  

B數學與自然科技 25 4.29 .74   

C健康與體育 49 4.50 .53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9 3.99 .65   

老師協助

與指導 

總和 125 4.30 .69   

註：*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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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六年級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

示，喜歡不同科目的六年級學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構面三因素並無顯

著差異（表4-30）。 

表4-30   六年級學童喜歡科目對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喜愛科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 

檢定 

A數學與自然科技 21 3.78 .84 .733  

B健康與體育 39 3.90 .81   

C語文與藝術人文 45 3.68 .81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7 3.93 .77   

工廠環境

與設施 

總和 132 3.81 .81   

A數學與自然科技 21 4.04 .71 .992  

B健康與體育 39 4.18 .68   

C語文與藝術人文 45 4.04 .66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7 4.28 .61   

解說與 

活動 

總和 132 4.13 .66   

A數學與自然科技 21 4.30 .74 1.261  

B健康與體育 39 4.38 .58   

C語文與藝術人文 45 4.14 .76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7 4.42 .63   

老師協助

與指導 

總和 132 4.29 .68   

 

（六）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喜歡不同校外教學活動的學童

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在「解說與活動」（F=4.545，p＜.05）因素上有顯

著差異。經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在「解說與活動」因素上，喜愛

「戶外環境教育及探索活動」顯著高於喜愛「社教鄉土及藝術活動」

之學童（表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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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  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對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喜愛的校外教學活動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 

檢定 

A社教鄉土及藝術活動 69 3.86 .87 .444  

B休閒娛樂活動 226 3.84 .81   

C戶外環境教育及探索

活動 
97 3.92 .81   

工廠環境

與設施 

 

 
總和 392 3.86 .82   

A社教鄉土及藝術活動 69 3.69 .89 4.545* C>B 

B休閒娛樂活動 226 3.95 .81   

C戶外環境教育及探索

活動 
97 4.07 .70   

解說與 

活動 

 

總和 392 3.93 .81   

A社教鄉土及藝術活動 69 3.97 .84 .784  

B休閒娛樂活動 226 4.09 .77   

C戶外環境教育及探索

活動 
97 4.02 .81   

老師協助

與指導 

總和 392 4.05 .79   

註：*表p<0.05 

 

三三三三、、、、學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差異性檢定學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差異性檢定學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差異性檢定學童背景變項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差異性檢定 

（一）性別 

在性別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各因素的獨立樣本t 檢定分析結果

顯示，不同性別的學童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的同意程度並無顯著差

異。唯進一步觀察各因素平均數發現，女學童在各因素及整體上的同

意程度皆高於或等於男學童（表4-32）。 

表4-32  性別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獨立t 檢定分析表 

因素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男 197 4.11 .87 -.831 
技能學習應用 

女 195 4.17 .71  

男 197 4.02 .94 -1.202 
外界環境互動 

女 195 4.12 .71  

男 197 4.26 .76 -.408 
知識學習成長 

女 195 4.2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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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級學童對校外教學學

習成效之「技能學習應用」（F=8.433，p＜.001）、「外界環境互動」

（F=4.639，p＜.05）、「知識學習成長」（F=11.047，p＜.001）三

因素的同意程度有顯著差異，經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在「技能學

習應用」因素上，二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四年級學童，四年級學童又顯

著高於六年級學童；在「外界環境互動」因素上，二年級學童顯著高

於六年級之學童；在「知識學習成長」因素上，二年級學童和四年級

學童分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表4-33）。 

表4-33   不同年級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 

檢定 

A二年級 135 4.27 .74 8.433*** 
A>B, 

B>C 

B四年級 125 4.24 .69   

C六年級 132 3.91 .87   

技能學習應用 

 

總和 392 4.14 .79   

A二年級 135 4.20 .78 4.639* A>C 

B四年級 125 4.12 .75   

C六年級 132 3.90 .93   
外界環境互動 

總和 392 4.07 .83   

A二年級 135 4.40 .58 11.047*** 
A>C, 

B>C 

B四年級 125 4.40 .65   

C六年級 132 4.04 .87   
知識學習成長 

總和 392 4.28 .73   

註：*表p<0.05，***表p<0.001 

（三）造訪經驗 

學童是否曾造訪老樹根觀光工廠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各的獨立

樣本t 檢定分析結果顯示，在「知識學習成長」（t=2.203，p＜.05）

因素上，沒來過的學童的學習成效顯著高於有來過老樹根觀光工廠的

學童（表4-34）。 



 

89 

 

表4-34  是否曾造訪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獨立t 檢定分析表 

因素 造訪經驗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沒來過 248 4.16 .80 .732 
技能學習應用 

來過 144 4.10 .79  

沒來過 248 4.10 .81 .919 
外界環境互動 

來過 144 4.02 .87  

沒來過 248 4.34 .70 2.203* 
知識學習成長 

來過 144 4.17 .77  

註：*表p<0.05 

（四）是否喜歡校外教學 

表4-30結果顯示，在「知識學習成長」（t=2.324，p＜.05）因素

上，喜歡校外教學與不喜歡校外教學之學童對校外教學習成效程度有

顯著差異。繼而觀察兩者在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各因素平均數發現，喜

歡校外教學的學童在各構面及整體上的同意程度皆高於或等於不喜

歡校外教學之學童學童（表4-35）。 

表4-35  是否喜歡校外教學對校外教學習成效之獨立t 檢定分析表 

因素 
是否喜歡

校外教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喜歡 370 4.30 .70 1.797 
技能學習應用 

不喜歡 22 3.89 1.05  

喜歡 370 4.09 .82 1.571 
外界環境互動 

不喜歡 22 3.80 1.02  

喜歡 370 4.16 .77 2.324* 
知識學習成長 

不喜歡 22 3.76 1.01  

註：*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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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喜歡的科目 

1.二年級：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喜歡不同科目的二年級學童對

校外教學學習成效構面三因素並無顯著差異（表4-36）。 

 

表4-36   二年級學童喜歡科目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喜愛科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檢定 

A語文 20 4.45 .69 1.553  

B生活 40 4.33 .75   

C數學 24 4.14 .79   

D健康與體育 30 4.37 .69   

E綜合活動 21 3.98 .72   

技能學習

應用 

總和 135 4.27 .74   

A語文 20 4.48 .63 2.319  

B生活 40 4.30 .80   

C數學 24 3.97 .75   

D健康與體育 30 4.28 .73   

E綜合活動 21 3.89 .89   

外界環境

互動 

總和 135 4.20 .78   

A語文 20 4.53 .51 .916  

B生活 40 4.39 .68   

C數學 24 4.28 .64   

D健康與體育 30 4.49 .48   

E綜合活動 21 4.29 .46   

知識學習

成長 

總和 135 4.4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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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年級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喜歡不同科目的四年級學童對

校外教學學習成效構面三因素並無顯著差異（表4-37）。 

 

表4-37    四年級學童喜歡科目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喜愛科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檢定 

A語文與藝術人文 22 4.39 .70 1.952  

B數學與自然科技 25 4.20 .77   

C健康與體育 49 4.48 .65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9 4.04 .80   

技能學習

應用 

總和 125 4.27 .75   

A語文與藝術人文 22 4.17 .75 2.396  

B數學與自然科技 25 4.22 .73   

C健康與體育 49 4.47 .72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9 3.91 .93   

外界環境

互動 

總和 125 4.21 .79   

A語文與藝術人文 22 4.36 .64 1.544  

B數學與自然科技 25 4.48 .53   

C健康與體育 49 4.52 .53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9 4.23 .55   

知識學習

成長 

 

總和 125 4.4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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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六年級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喜歡不同科目的六年級學童對

校外教學學習成效構面三因素並無顯著差異（表4-38）。 

 

表4-38    六年級學童喜歡科目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喜愛科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檢定 

A數學與自然科技 21 4.39 .56 1.15  

B健康與體育 39 4.20 .85   

C語文與藝術人文 45 4.17 .80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7 4.45 .58   

技能學習

應用 

 

總和 132 4.27 .74   

A數學與自然科技 21 4.27 .66 .262  

B健康與體育 39 4.28 .69   

C語文與藝術人文 45 4.14 .86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7 4.21 .88   

外界環境

互動 

總和 132 4.22 .78   

A數學與自然科技 21 4.35 .60 2.566  

B健康與體育 39 4.45 .60   

C語文與藝術人文 45 4.24 .61   

D社會與綜合活動 27 4.62 .42   

知識學習

成長 

 

總和 132 4.4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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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喜歡不同校外教學活動的學童對

校外教學學習成效構面三因素並無顯著差異（表4-39）。 

表4-39   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差異分析表 

因素 
最喜歡的校外教學 

活動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 

檢定 

A社教鄉土及藝術活

動 
69 4.10 .77 2.86  

B休閒娛樂活動 226 4.08 .84   

C戶外環境教育及探

索活動 
97 4.31 .68   

技能學習

應用 

總和 392 4.14 .79   

A社教鄉土及藝術活

動 
69 4.01 .87 .332  

B休閒娛樂活動 226 4.08 .83   

C戶外環境教育及探

索活動 
97 4.12 .82   

外界環境

互動 

總和 392 4.07 .83   

A社教鄉土及藝術活

動 
69 4.26 .67 1.247  

B休閒娛樂活動 226 4.24 .75   

C戶外環境教育及探

索活動 
97 4.38 .71   

知識學習

成長 

總和 392 4.28 .73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知在學習認知的「學習情境轉換」因素，二

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喜歡校外教學顯著高於不喜歡校外教

學之學童；在「課程規劃」因素，二年級學童和四年級學童分別顯著

高於六年級學童，喜歡校外教學也顯著高於不喜歡校外教學之學童；

在「服務體驗與安全要素」因素，二年級學童和四年級學童分別顯著

高於六年級之學童，喜歡校外教學也顯著高於不喜歡校外教學之學

童。 

學童對對校外教學滿意度的「工廠環境與設施」因素，女學童顯

著高於男學童，四年級學童顯著高於二年級學童和六年級學童，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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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也顯著高於不喜歡校外教學之學童；在「解說與活動」因素，

二年級學童和四年級學童分別顯著高於六年級之學童，喜歡校外教學

顯著高於不喜歡校外教學之學童，喜愛「戶外環境教育及探索活動」

顯著高於喜愛「社教鄉土及藝術活動」之學童；在「老師協助與指導」

因素，女學童滿意程度皆顯著高於男學童，二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四年

級學童及六年級之學童，喜歡校外教學顯著高於不喜歡校外教學之學

童。 

    在「技能學習應用」因素上，二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四年級學童，

四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在「外界環境互動」因素上，二年

級學童顯著高於六年級之學童；在「知識學習成長」因素上，二年級

學童和四年級學童分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沒來過的學童的學習成

效顯著高於有來過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學童，喜歡校外教學與不喜歡校

外教學之學童對校外教學習成效程度有顯著差異（表4-40）。 

表4-40   不同背景變項在研究變項各構面之比較結果 

T值/F

值 

構面因素 性別 年級 是否

來過 

是否喜

歡校外

教學 

最喜歡

的科目 

最喜歡的校

外教學活動 

學習情境轉換 - * - *** - - 

課程規劃 
- *** - * - - 

校外

教學

認知 

服務體驗與安全 
- *** - * - - 

工廠環境與設施 
* *** - * - - 

解說與活動 
- *** - * - * 

校外

教學

滿意

度 
老師協助與指導 * *** - * - - 

技能學習應用 
- *** - - - - 

外界環境互動 
- * - - - - 

校外

教學

學習

成效 
知識學習成長 - *** * * - - 

註：*表p<0.05，***表p<0.001，- 表無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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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滿意度與學習成滿意度與學習成滿意度與學習成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相關及迴歸分析效之相關及迴歸分析效之相關及迴歸分析效之相關及迴歸分析 

本節為採用Pearson積差相關及迴歸分析法探討校外教學認知、校

外教學滿意度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相關及影響性。 

一一一一、、、、    校外教學認知與校外教學滿意度之關係校外教學認知與校外教學滿意度之關係校外教學認知與校外教學滿意度之關係校外教學認知與校外教學滿意度之關係 

（一）校外教學認知與校外教學滿意度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 

經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後發現，校外教學認知因素與校外教學滿

意度因素，組合而成的關係均為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表示國小學

童校外教學認知同意程度越高，對校外教學的滿意度也會越高，校外

教學認知與校外教學滿意度之間相關係數為0.613，屬於中度相關（見

表4-41）。 

表4-41  校外教學認知與滿意度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 

 工廠環境與

設施 

解說與活動 老師協助與指導 校外教學

滿意度 

學習情境轉換 .298*** .378*** .318*** .385*** 

課程規劃 .424*** .519*** .372*** .510*** 

服務體驗與安全 .441*** .468*** .484*** .539*** 

校外教學認知 .498*** .579*** .504*** .613*** 

註：***表p<0.001 

 

（二）校外教學認知與校外教學滿意度各因素之迴歸分析 

1.工廠環境與設施 

    校外教學認知各因素與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工廠環境與設施」的 

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整體迴歸F值為45.390（p＜.001），達顯著水準。所

以校外教學認知對「工廠環境與設施」的滿意度有顯著關係，具有26%

的解釋力（R²=.260），且無共線性問題，故為有效之迴歸式。再分析

校外教學認知之各因素，發現「課程規劃」標準化Beta值為0.256 （p

＜.001），「服務體驗與安全」標準化Beta值為0.307（p＜.001）皆呈顯

著性。結果表示國小學童校外教學認知方面，其「課程規劃」與「服

務體驗與安全」因素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當「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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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服務體驗與安全」的認知越高，學童對於「工廠環境與設施」的

滿意度也就越高，兩者可以有效預測學童滿意度達26％（見表4-42）。 

表4-42 校外教學認知與「工廠環境與設施」之迴歸分析 

投入變項 原始迴歸

係數B 

標準誤差 Beta t值 顯著性 VIF 

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  

（常數） .920 .317  2.905** .004  

學習情境轉換 .078 .079 .052 .992 .322 1.461 

課程規劃 .304 .066 .256 4.602*** .000 1.628 

服務體驗與安全 .320 .051 .307 6.223*** .000 1.276 

R=.510       R²=.260      Adj. R²=.254      F=45.39***   

註：**表p<0.01，***表p<0.001 

 

2.解說與活動 

    校外教學認知各因素與校外教學滿意度之「解說與活動」的 

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整體迴歸F 值為67.620（p＜.001），達顯著水準。

所以校外教學認知對「解說與活動」的滿意度有顯著關係，具有34.3%

的解釋力（R²=.343），且無共線性問題，故為有效之迴歸式。再分析

校外教學認知之各因素，發現「課程規劃」標準化Beta值為0.338 （p

＜.001），「服務體驗與安全」標準化Beta值為0.282（p＜.001）皆呈顯

著性。結果表示國小學童在校外教學認知方面，「課程規劃」與「服

務體驗與安全」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此表示當「課程規

劃」與「服務體驗與安全」的認知越高，學童對於「解說與活動」的

滿意度也就越高，兩者可以有效預測學童滿意度達34.3％（見表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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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3  校外教學認知與「解說與活動」之迴歸分析 

投入變項 原始迴歸

係數B 

標準誤差 Beta t值 顯著性 
VIF 

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  

（常數） .448 .293  1.530 .127  

學習情境轉換 .141 .073 .096 1.935 .054 1.461 

課程規劃 .393 .061 .338 6.430*** .000 1.628 

服務體驗與安全 .289 .048 .282 6.073*** .000 1.276 

R=.586       R²=.343      Adj. R²=.338      F=67.620*** 

註：***表p<0.001 

3.老師協助與指導 

    校外教學認知各因素與校外教學滿意度之「老師協助與指導」的 

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整體迴歸F 值為48.388（p＜.001），達顯著水準。

所以校外教學認知對「老師協助與指導」的滿意度有顯著關係，具有

26.7%的解釋力（R²=.267），且無共線性問題，故為有效之迴歸式。

再分析校外教學認知之各因素，「學習情境轉換」標準化Beta值為0.113 

（p＜.05），「課程規劃」標準化Beta值為0.136（p＜.05），「服務體驗

與安全」標準化Beta值為0.384（p＜.001）皆呈顯著性，校外教學認

知三因素對「老師協助與指導」滿意度預測力皆達顯著水準，影響高

低依序為「服務體驗與安全」、「課程規劃」與「學習情境轉換」。結

果表示國小學童參加校外教學在認知方面，「學習情境轉換」、「課程

規劃」與「服務體驗與安全」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表示

當三者的認知越高，學童對於「老師協助與指導」的滿意度也就越高，

三者可以有效預測學童滿意度達26.7％（見表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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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4  校外教學認知與「老師協助與指導」之迴歸分析 

投入變項 
原始迴歸

係數B 
標準誤差 Beta t值 顯著性 VIF 

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  

（常數） 1.084 .303  3.581*** .000  

學習情境轉換 .163 .075 .113 2.159* .031 1.461 

課程規劃 .155 .063 .136 2.456* .014 1.628 

服務體驗與安全 .386 .049 .384 7.853*** .000 1.276 

R=.522       R²=.272      Adj. R²=.267      F=48.388***  

註：*表p<0.05，***表p<0.001 

二二二二、、、、    校外教學認知與學習成效之關係校外教學認知與學習成效之關係校外教學認知與學習成效之關係校外教學認知與學習成效之關係 

（一）校外教學認知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 

經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後發現，校外教學認知因素與校外教學學

習成效因素，組合而成的各組關係均為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表示

國小學童校外教學認知同意程度越高，其校外教學的學習成效也會越

高。校外教學認知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間相關係數為0.665，屬於

中度相關（表4-45）。 

表4-45  校外教學認知與學習成效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 

 
知識學習成長 外界環境互動 技能學習應用 

校外教學

學習成效 

學習情境轉換 .434*** .390*** .450*** .477*** 

課程規劃 .600*** .570*** .579*** .656*** 

服務體驗與安全 .419*** .394*** .400*** .455*** 

校外教學認知 .609*** .569*** .596*** .665*** 

註：***表p<0.001 

（二）校外教學認知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各因素之迴歸分析 

1.知識學習成長 

    校外教學認知各因素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知識學習成長」的

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整體迴歸F 值為78.546（p＜.001），達顯著水準。

所以校外教學認知對「知識學習成長」的學習成效有顯著關係，具有

37.8%的解釋力（R²=.378），且無共線性問題，故為有效之迴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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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析校外教學認知之各因素，發現「學習情境轉換」標準化Beta值

為0.167（p＜.01），「課程規劃」標準化Beta值為0.416（p＜.001），「服

務體驗與安全」標準化Beta值為0.155 （p＜.01），皆達顯著水準，影

響高低依序為「課程規劃」、「學習情境轉換」與「服務體驗與安全」。

結果表示國小學童參加校外教學在認知方面，「課程規劃」、「學習情

境轉換」與「服務體驗與安全」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

表示當三者的認知越高，學童對於「知識學習成長」的學習成效也就

越高，三者可以有效預測學童滿意度達37.8％（見表4-46）。 

表4-46 校外教學認知與學習成效「知識學習成長」之迴歸分析 

投入變項 
原始迴歸

係數 

標準 

誤差 
Beta t值 顯著性 VIF 

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  

（常數） .823 .258  3.192 .002  

學習情境轉換 .222 .064 .167 3.452** .001 1.461 

課程規劃 .438 .054 .416 8.141*** .000 1.628 

服務體驗與安全 .144 .042 .155 3.431** .001 1.276 

R=.615       R²=.378      Adj. R²=.373      F=78.546***  

註：**表p<0.01，***表p<0.001 

2.外界環境互動 

    校外教學認知各因素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外界環境互動」的 

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整體迴歸F 值為70.717 （p＜.001），達顯著水準。

所以校外教學認知對「外界環境互動」的學習成效有顯著關係，具有

35.3%的解釋力（R²=.353），且無共線性問題，故為有效之迴歸式。

再分析校外教學認知之各因素，發現「課程規劃」標準化Beta值為0.449 

（p＜.001），「服務體驗與安全」標準化Beta值為0.161 （p＜.01）皆

呈顯著性。結果表示國小學童參加校外教學在認知方面，「課程規劃」

與「服務體驗與安全」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表示當「課

程規劃」與「服務體驗與安全」的認知越高，學童對於「外界環境互

動」的學習成效也就越高，兩者可以有效預測學童滿意度達35.3％（見

表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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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7  校外教學認知與學習成效「外界環境互動」之迴歸分析 

投入變項 
原始迴歸 

係數 

標準 

誤差 
Beta t值 顯著性 VIF 

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  

（常數） .484 .301  1.609 .109  

學習情境轉換 .133 .075 .087 1.769 .078 1.461 

課程規劃 .542 .063 .449 8.626*** .000 1.628 

服務體驗與安全 .170 .049 .161 3.485** .001 1.276 

R=.595       R²=.353      Adj. R²=.348      F=70.717***  

註：**表p<0.01，***表p<0.001 

3.技能學習應用 

    校外教學認知各因素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技能學習應用」的

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整體迴歸F 值為85.501 （p＜.001），達顯著水準。

所以校外教學認知對「技能學習應用」的學習成效有顯著關係，具有

39.8%的解釋力（R²=.398），且無共線性問題，故為有效之迴歸式。

再分析校外教學認知之各因素，發現「學習情境轉換」標準化Beta值

為0.126 （p＜.01），「課程規劃」標準化Beta值為0.453 （p＜.001），

「服務體驗與安全」標準化Beta值為0.171 （p＜.001），皆呈顯著性，

影響高低依序為「課程規劃」、「服務體驗與安全」與「學習情境轉換」。

結果表示國小學童參加校外教學在認知方面，「學習情境轉換」、「課

程規劃」與「服務體驗與安全」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

表示當三因素的認知越高，學童對於「技能學習應用」的學習成效也

就越高，三者可以有效預測學童滿意度達39.8％（見表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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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8  校外教學認知與學習成效「技能學習應用」之迴歸分析 

投入變項 原始迴歸 

係數 

標準 

誤差 
Beta t值 顯著性 VIF 

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校外教學認知  

（常數） .412 .276  1.493 .136  

學習情境轉換 .182 .069 .126 2.644** .009 1.461 

課程規劃 .519 .058 .453 9.008*** .000 1.628 

服務體驗與安全 .173 .045 .171 3.851*** .000 1.276 

R=.631       R²=.398      Adj. R²=.393      F=85.501***  

註：**表p<0.01，***表p<0.001 

三三三三、、、、    校外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關係校外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關係校外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關係校外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關係 

（一）校外教學滿意度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 

經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後發現，校外教學滿意度因素與校外教學

學習成效因素，組合而成的各組關係均為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表

示國小學童校外教學滿意度同意程度越高，其校外教學的學習成效也

越高，校外教學滿意度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間相關係數為0.626，

屬於中度相關（見表4-49）。 

表4-49  校外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 

 知識學習成長 外界環境互動 技能學習應用 
校外教學

學習成效 

工廠環境與設施 .493*** .398*** .481*** .513*** 

解說與活動 .560*** .517*** .528*** .601*** 

老師協助與指導 .457*** .419*** .461*** .501*** 

校外教學滿意度 .586*** .517*** .570*** .626*** 

註： ***表p<0.001 

（二）校外教學滿意度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各因素之迴歸分析 

1.知識學習成長 

    校外教學滿意度各因素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知識學習成長」

的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整體迴歸F 值為69.385（p＜.001），達顯著水準。

所以校外教學滿意度對「知識學習成長」的學習成效有顯著關係，具

有34.9%的解釋力（R²=.349），且共線性問題並不嚴重，可視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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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迴歸式。再分析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各因素，「工廠環境與設施」標

準化Beta值為0.165 （p＜.01），「解說與活動」標準化Beta值為0.343 （p

＜.001），「老師協助與指導」標準化Beta值為0.166（p＜.01）皆呈顯

著性，校外教學滿意度三因素對「知識學習成長」之學習成效預測力

皆達顯著水準，影響高低依序為「解說與活動」、「老師協助與指導」

與「工廠環境與設施」。結果表示國小學童參加校外教學在滿意度方

面，「解說與活動」、「老師協助與指導」、「工廠環境與設施」對校外

教學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表示當三者的滿意度越高，學童對於「知

識學習成長」的學習成效也就越高，三者可以有效預測學童滿意度達

34.9％（見表4-50）。 

表4-50  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知識學習成長」之迴歸分析表 

投入變項 原始迴歸 

係數 

標準 

誤差 

Beta t值 顯著

性 

VIF 

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  

（常數） 1.871 .175  10.724*** .000  

工廠環境與設施 .146 .052 .165 2.800** .005  2.061 

解說與活動 .310 .057 .343 5.449*** .000 2.365 

老師協助與指導 .153 .048 .166 3.204** .001  1.603 

R=.591       R²=.349      Adj. R²=.344      F=69.385***  

註：**表p<0.01，***表p<0.001 

 

2.外界環境互動     

校外教學滿意度各因素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外界環境互動」

的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整體迴歸F 值為51.924（p＜.001），達顯著水準。

所以校外教學滿意度對「外界環境互動」的學習成效有顯著關係，具

有28.6%的解釋力（R²=.286），且共線性問題並不嚴重，可視為有效

之迴歸式。再分析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各因素，「解說與活動」標準化

Beta值為0.395 （p＜.001），「老師協助與指導」標準化Beta值為0.165

（p＜.01）皆呈顯著性，「解說與活動」及「老師協助與指導」因素

對「外界環境互動」之學習成效預測力皆達顯著水準。結果表示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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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參加校外教學在滿意度方面，「解說與活動」及「老師協助與指

導」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表示當兩者的滿意度越高，

學童對於「外界環境互動」的學習成效也就越高，三者可以有效預測

學童滿意度達28.6％（見表4-51）。 

表4-51  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外界環境互動」之迴歸分析表 

投入變項 
原始迴歸 

係數 

標準 

誤差 
Beta t值 顯著性 VIF 

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  

（常數） 1.632 .209  7.807*** .000  

工廠環境與設施 .033 .063 .033 .535 .593 2.061 

解說與活動 .408 .068 .395 5.986*** .000 2.365 

老師協助與指導 .174 .057 .165 3.041** .003  1.603 

R=.535       R²=.286      Adj. R²=.281      F=51.924***  

註：**表p<0.01，***表p<0.001 

 

3.技能學習應用 

    校外教學滿意度各因素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技能學習應用」

的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整體迴歸F 值為62.850（p＜.001），達顯著水準。

所以校外教學滿意度對「技能學習應用」的學習成效有顯著關係，具

有32.7%的解釋力（R²=.327），且共線性問題並不嚴重，可視為有效

之迴歸式。再分析校外教學滿意度之各因素，「工廠環境與設施」標

準化Beta值為0.179 （p＜.01），「解說與活動」標準化Beta值為0.282 （p

＜.001），「老師協助與指導」標準化Beta值為0.200（p＜.001）皆呈顯

著性，校外教學滿意度三因素對「技能學習應用」之學習成效預測力

皆達顯著水準，影響高低依序為「解說與活動」、「老師協助與指導」

與「工廠環境與設施」。結果表示國小學童參加校外教學在滿意度方

面，「解說與活動」、「老師協助與指導」、「工廠環境與設施」對校外

教學學習成效具有正向影響，表示當三者的滿意度越高，學童對於「技

能學習應用」的學習成效也就越高，三者可以有效預測學童滿意度達

32.7％（見表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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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2  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技能學習應用」之迴歸分析表 

投入變項 原始迴歸 

係數 

標準 

誤差 

Beta t值 顯著性 VIF 

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  

（常數） 1.572 .193  8.141*** .000  

工廠環境與設施 .173 .058 .179 2.988** .003  2.061 

解說與活動 .277 .063 .282 4.400*** .000 2.365 

老師協助與指導 .200 .053 .200 3.791*** .000 1.603 

R=.572       R²=.327      Adj. R²=.322      F=62.850     ***  

註： **表p<0.01，***表p<0.001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顯示，校外教學認知與校外教學滿意度之間相

關係數為 0.613，屬於中度相關，國小學童校外教學認知同意程度越

高，對校外教學的滿意度也會越高。進而以多元迴歸分析，校外教學

認知「學習情境轉換」、「課程規劃」與「服務體驗與安全」三因素，

對校外教學滿意度之「老師協助與指導」具有正向影響力，當三者的

認知越高，學童對於「老師協助與指導」的滿意度也就越高。而校外

教學認知「課程規劃」與「服務體驗與安全」兩因素，對滿意度之「工

廠環境與設施」與「解說與活動」也具有正向影響，當「課程規劃」

與「服務體驗與安全」的認知越高，學童對於「工廠環境與設施」與

「解說與活動」的滿意度也就越高。 

校外教學認知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間相關係數為 0.665，屬於

中度相關，代表國小學童校外教學認知同意程度越高，校外教學的學

習成效也會越好。校外教學認知「學習情境轉換」、「課程規劃」與「服

務體驗與安全」三因素，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知識學習成長」、「技

能學習應用」具有正向影響力，當三者的認知越高，學童在「知識學

習成長」、「技能學習應用」的學習成效也越佳。而校外教學認知「課

程規劃」與「服務體驗與安全」兩因素，對「外界環境互動」的學習

成效也具有正向影響，當「課程規劃」與「服務體驗與安全」的認知

越高，學童對於「外界環境互動」的學習成效也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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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滿意度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間相關係數為 0.626，屬

於中度相關，即表示國小學童校外教學滿意度程度越高，校外教學的

學習成效也會越好。研究結果顯示，校外教學滿意度「解說與活動」、

「老師協助與指導」與「工廠環境與設施」三因素，對校外教學學習

成效之「知識學習成長」、「技能學習應用」具有正向影響力，當三者

的滿意度越高，學童在「知識學習成長」、「技能學習應用」的學習成

效也越佳。而校外教學滿意度「解說與活動」及「老師協助與指導」

兩因素，對「外界環境互動」的學習成效也具有正向影響，當「解說

與活動」及「老師協助與指導」的滿意度越高，學童對於「外界環境

互動」的學習成效也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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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章根據本研究之實證分析結果，歸納整理出本研究的結論，同

時針對研究結論，提出對老樹根觀光工廠及老師日後舉辦校外教學的

規劃建議，同時也提供日後相關研究的方向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一一一、、、、    國小學童之背景變項及校外教學認知國小學童之背景變項及校外教學認知國小學童之背景變項及校外教學認知國小學童之背景變項及校外教學認知、、、、滿意度與學習成滿意度與學習成滿意度與學習成滿意度與學習成 

效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效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效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效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一）國小學童之背景變項 

受訪學童方面，男學童與女學童比例約各佔1/2，以臺中市華盛

頓雙語小學人數最多（佔31.9％），受訪樣本中二、四及六年級各約

佔1/3，其中有63.6％的學童表示未曾造訪過老樹根觀光工廠，此為初

次造訪。學童最喜歡的科目中，低年級學童為「生活」，中年級及高

年級為「健康與體育」。有94.4%的學童表示喜歡校外教學，此結果

與許多研究相同（王創顯，2003；徐治霜，2006；施旭真，2006；張

雲卿，2008；鄭嘉茜，2008）；而學童最喜歡的校外教學活動為「休

閒娛樂」類型的活動（佔57.7％），研究結果與周斌國（2008）、張

雲卿（2008）相同。 

 

（二）校外教學認知 

    校外教學認知經過主成份分析後，萃取出三個成份，分別命名為

「學習情境轉換」、「課程規劃」、「服務體驗與安全」三個因素構面。

國小學童對於校外教學認知同意程度介於「同意」與「非常同意」之

間（M=4.28），表示具有相當高的認知程度。從校外教學認知問項

敘述統計量表排序發現，國小學童對於校外教學認知衡量，較高者

為：「校外教學會比平常上課有趣」、「校外教學讓學生在輕鬆自然

的環境中學習」、「參加校外教學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安全」、「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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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可以到不一樣的地方上課」；較低者：「我認為校外教學都要有

體驗學習的活動」、「參加校外教學都需要有導覽解說服務」。就受

訪學童觀點而言，學童對於校外教學可以轉換學習情境以及心情的認

同程度高，希望能藉此有不同的學習經驗，顯示學童喜歡能走出教室

上課，嘗試新鮮的學習環境，至於校外教學提供的解說導覽或是體驗

活動，對於學童而言是較不重視的。 

 

（三）校外教學滿意度 

校外教學滿意度經過主成份分析後，萃取出三個成份，分別命名

為「工廠環境與設施」、「解說與活動」與「老師協助與指導」三個

因素構面。國小學童對於校外教學滿意度同意程度介於「普通」與「同

意」之間（M=3.93），表示多持正面的同意。從校外教學滿意度問

項敘述統計量表排序發現，關於國小學童對於校外教學滿意度衡量，

較高者為「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注意我們的安全」、「這裡的解說人

員對我們的態度都很親切」、「解說人員說話的音量能讓我聽得清

楚」、「我喜歡參與這裡的各項活動」給予高度的同意程度。而滿意

度較低者為「這裡的布置很吸引我」、「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掌控良

好的秩序」、「解說人員的解說方式很吸引我」、「這裡的廁所很乾

淨」。由以上所述可以得知，學童對園區解說人員的服務以及活動的

安排都感到滿意，加上一個班級配有一位解說員，且每位解說員都會

配戴小型麥克風，所以學童對於解說服務感到滿意。但學童對於園區

的布置、廁所，以及解說方式滿意度較低，尤其廁所乾淨度是學童所

特別在意的，若是參與校外教學的學童人數眾多，廁所使用量大，園

方就必須加強清潔工作。另外，因為園區解說人員負責帶隊、解說以

及活動的進行，所以班級秩序也大多由解說員掌控維持，老師則只需

在旁適時給予協助，對於學童秩序掌控程度較不像在教室內一樣，故

學童對老師協助秩序管理的滿意度相對而言也就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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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外教學學習成效 

國小學童對於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同意程度介於「同意」與「非常

同意」之間（M=4.16），表示學童多持高度正面的同意，學童認為

校外教學能提升學習成效，此結果與許多研究結果相同（林儷蓉，

2000；洪瑞佑，1999；吳秀敏，2002；熊湘屏，2002；高翠蘭，2008；

張雲卿，2008；賴慶三等，2011）。從校外教學滿意度問項敘述統計

量表排序發現，全部問項皆達到滿意程度（4分）以上，其中較高者

為「校外教學讓我對大自然認識更多」、「我會操作使用這裡的木器

遊具」、「校外教學讓我學到更多課本沒有教的知識」、「校外教學

讓我學會要愛護環境，做好環保工作」。顯示學童對於到老樹根觀光

工廠進行校外教學，所能獲得的學習成效給予高度的同意程度。老樹

根觀光工廠雖然位於臺中市市區，但是園區內有蔬菜農園和木器遊

具，加上安排的活動多與操作木器教具、彩繪有關，所以學童也就有

了多方嘗試、學習的機會。 

 

二二二二、、、、研究假設考驗結果研究假設考驗結果研究假設考驗結果研究假設考驗結果 

（（（（一一一一））））「「「「年級年級年級年級」」」」及及及及「「「「是否喜歡校外教學是否喜歡校外教學是否喜歡校外教學是否喜歡校外教學」」」」在校外教學認知上呈現顯著在校外教學認知上呈現顯著在校外教學認知上呈現顯著在校外教學認知上呈現顯著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H1：：：：學童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認知具有顯著差異學童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認知具有顯著差異學童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認知具有顯著差異學童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認知具有顯著差異---部分成立部分成立部分成立部分成立。。。。 

研究結果發現，學童背景變項中的「年級」及「是否喜歡校外教

學」與校外教學認知同意程度呈現顯著差異水準。在「學習情境轉換」

因素上，二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喜歡校外教學者顯著高於

不喜歡校外教學者；在「課程規劃」因素上，二年級學童和四年級學

童分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喜歡校外教學者顯著高於不喜歡校外教

學者；在「服務體驗與安全要素」因素上，二年級學童和四年級學童

分別顯著高於六年級之學童，喜歡校外教學者顯著高於不喜歡校外教

學者。由此可知，二年級的學童與喜歡校外教學的學童，對所以對校



 

109 

 

外教學認知程度也較強，推論可能是因為二年級因為參加校外教學次

數不比四、六年級的學童多，所以對校外教學充滿興趣，而喜歡校外

教學的學童也是如此，故兩者對校外教學認知程度也較為顯著。從上

述結論中發現，喜歡與不喜歡校外教學的學童在各個構面上均有部分

差異程度存在，研究結果與鄭嘉茜（2008）研究結果相同，其認為喜

歡校外教學的學生對各構面都有較強的同意程度，反之則偏低。 

而其餘「性別」、「喜愛科目」、「喜愛校外教學活動」、「造

訪經驗」不同的國小學童，在校外教學認知各層面上，均不具顯著差

異。其中「性別」及「造訪經驗」在校外教學認知沒有差異存在，不

會因不同而產生認同上的差異，此結果與鄭嘉茜（2008）相同。 

由以上結論可得知研究假設H1部分成立。 

 

（（（（二二二二））））「「「「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年級年級年級年級」」」」及及及及「「「「是否喜歡校外教學是否喜歡校外教學是否喜歡校外教學是否喜歡校外教學」」」」在校外教學滿意在校外教學滿意在校外教學滿意在校外教學滿意

度上呈現顯著差異度上呈現顯著差異度上呈現顯著差異度上呈現顯著差異 

H2：：：：學童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學童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學童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學童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部部部部分成立分成立分成立分成立 

研究結果發現，學童背景變項中的「性別」、「年級」及「是否

喜歡校外教學」與校外教學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水準。在「工廠環境

與設施」因素上，女學童顯著高於男學童，四年級學童顯著高於二年

級學童和六年級學童，喜歡校外教學者顯著高於不喜歡校外教學者。

推論其可能原因是因為老樹根觀光工廠的環境與設施以木器遊具為

主，許多活動也多與操作木器有關，沒有大型遊具，所以對喜歡追求

刺激的男生而言，滿意度也就較不比女生高。而四年級滿意度比二及

六年級高，可能是因為園區的木器遊具操作，對六年級學童較簡單，

對二年級學童而言有些難度，對四年級學生則較為剛好，所以四年級

滿意度也就較高。至於喜歡校外教學者，因其本身對校外教學活動興

趣較高，較願意接觸新環境、新事物，所以對園區的環境設施也相對

會比不喜歡校外教學者來得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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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說與活動」因素上，二年級學童和四年級學童分別顯著高

於六年級之學童，喜歡校外教學者顯著高於不喜歡校外教學者，以及

喜愛「戶外環境教育及探索活動」顯著高於喜愛「社教鄉土及藝術活

動」。原因推論高年級學童校外教學及生活經驗皆較中、低年級的學

童來得豐富，故對於解說及活動安排也就較習以為常，而喜歡校外教

學者對於校外教學的活動充滿好奇心與期待，故對於解說與活動的安

排也較投入，滿意度相對也較高；而喜愛「戶外環境教育及探索活動」

的學童，多偏愛較為動態、操作的教學活動，而老樹根觀光工廠多是

安排此類活動，故滿意度也會顯著高於偏愛靜態參訪的「社教鄉土及

藝術活動」之學童。 

在「老師協助與指導」因素上，女學童顯著高於男學童，二年級

學童顯著高於四年級及六年級學童，喜歡校外教學者顯著高於不喜歡

校外教學之學童。原因推論女學童較男學童願意聽從老師的指示，對

老師的滿意度也較男學童高；低年級的學童心智發展尚未成熟，老師

會較為費心指導、從旁協助，故低年級學童受到老師的照顧較多，對

老師的滿意度也較高；而喜歡校外教學的學童，會遵從老師的指示從

事活動，所以滿意度也較不喜歡者來得高。 

而其餘「喜愛科目」、「喜愛校外教學活動」、「造訪經驗」不

同的國小學童，在「校外教學滿意度」各層面上，均不具顯著差異。

其中「造訪經驗」在校外教學滿意度上沒有差異存在，不會因是否曾

來過而產生滿意度上的差異，此結果與鄭嘉茜（2008）相同。 

由以上結論可得知研究假設H2部分成立。 

 

（（（（三三三三））））「「「「年級年級年級年級」、「」、「」、「」、「造訪經驗造訪經驗造訪經驗造訪經驗」」」」及及及及「「「「是否喜歡校外教學是否喜歡校外教學是否喜歡校外教學是否喜歡校外教學」」」」在校外教學在校外教學在校外教學在校外教學

學習成效上呈現顯著差異學習成效上呈現顯著差異學習成效上呈現顯著差異學習成效上呈現顯著差異 

   H3：：：：學童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學習學童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學習學童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學習學童基本背景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顯著差異成效具有顯著差異成效具有顯著差異成效具有顯著差異---部分成立部分成立部分成立部分成立 

在「技能學習應用」因素上，二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四年級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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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學童又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此結果推論越低年級因平時練習

實作機會較越高年級少，故技能不比越高年級來得熟稔，所以在老樹

根觀光工廠學到的操作、DIY體驗所獲得的學習成效也相對來得高，

換句話說，六年級學童因平時接觸練習機會較多，故學習成效也較不

顯著。 

在「外界環境互動」因素上，二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六年級之學童。

此原因推論二年級學童校外教學經驗較六年級學童來得少，所以在校

外教學活動時，對同學及外界環境接觸也較充滿期待與好奇，互動機

會多，學習成效也較高。 

在「知識學習成長」因素上，二年級學童和四年級學童分別顯著

高於六年級學童，沒來過的學童的學習成效顯著高於有來過老樹根觀

光工廠的學童，喜歡校外教學與不喜歡校外教學之學童對校外教學習

成效程度有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顯示，年級越高，對於校外教學的

學習成效也越不高，六年級學童及有來過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學童，因

學習經驗較多，或是有類似的體驗經驗，故知識學習的成效也較不顯

著而不喜歡校外教學者，因其對知識的學習較不感興趣，所以成效也

較不顯著。 

由以上結果可發現，六年級對於校外教學的學習成效認同程度皆

不如低或中年級來得好，此研究結果與許多研究提出，較高年級學習

成效不如較低年級來得好結果符合（徐治霜，2006；高翠蘭，2008；

張雲卿，2008；林哲宏，2009）。 

而其餘「性別」、「喜愛科目」、「喜愛的校外教學活動」不同

的國小學童，在「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各因素中均不具顯著差異。其

中，「性別」對於校外教學學習成效無顯著差異，與許多研究結果一

致（余雅芳，2006；徐治霜，2006；高翠蘭，2008，林宏哲，2009）。 

從以上結論可得知研究假設H3部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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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向影響向影響向影響 

H4：：：：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正相關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正相關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正相關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滿意度具有正相關—成立成立成立成立。。。。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學童校外教學認知同意程度越高，對校

外教學的滿意度也會越高，兩者間屬中度相關。進而以多元迴歸分

析，校外教學認知「學習情境轉換」、「課程規劃」與「服務體驗與安

全」三因素，對校外教學滿意度之「老師協助與指導」具有正向影響

力及顯著解釋能力；而校外教學認知「課程規劃」與「服務體驗與安

全」兩因素，對滿意度之「工廠環境與設施」與「解說與活動」也具

有正向影響及顯著解釋能力。從以上結果可知，當學童對校外教學的

認知程度越高，校外教學滿意度也就越高，故研究假設 H4成立。 

 

（（（（五五五五））））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5：：：：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正相關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正相關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正相關校外教學認知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正相關—成立成立成立成立。。。。 

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學童校外教學認知同意程度越高，校外教學

的學習成效也會越好，兩者間為中度相關。進而以多元迴歸分析，校

外教學認知「學習情境轉換」、「課程規劃」與「服務體驗與安全」三

因素，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知識學習成長」、「技能學習應用」具

有正向影響力及顯著解釋能力；而校外教學認知「課程規劃」與「服

務體驗與安全」兩因素，對「外界環境互動」的學習成效也具有正向

影響及顯著解釋能力。故當學童對校外教學的認知程度越高，校外教

學學習成效也就越好，所以研究假設 H5成立。 

 

（（（（六六六六））））校外教學滿意度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校外教學滿意度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校外教學滿意度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校外教學滿意度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6：：：：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校外教學滿意度對對對對學習成效具有正相關學習成效具有正相關學習成效具有正相關學習成效具有正相關—成立成立成立成立。。。。 

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學童校外教學滿意度程度越高，校外教學的

學習成效也會越好，兩者間具有顯著正相關，此結果與眾多研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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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翠蘭，2008；徐玉齡，2007；林敏雄，2007；張雲卿，2008）。

本研究進而以多元迴歸分析，校外教學滿意度「解說與活動」、「老師

協助與指導」與「工廠環境與設施」三因素，對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之

「知識學習成長」、「技能學習應用」具有正向影響力及顯著解釋能

力；而校外教學滿意度「解說與活動」及「老師協助與指導」兩因素，

對「外界環境互動」的學習成效也具有正向影響及顯著解釋能力。故

當學童對校外教學的滿意度越高，校外教學學習成效也就越好，所以

研究假設 H6成立。 

 

 

 

 

 

 

 

 

 

 

 

 

 

 

 

 



 

114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一一一、、、、對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建議對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建議對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建議對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建議 

（一）研究結果顯示老樹根觀光工廠對國小學童進行校外教學，所帶 

來的學習成效是顯著的，對學童的學習有所幫助。且從表4-11與表4-12

得知，學童對老樹根觀光工廠的重遊意願相當高，顯示對多數學童而

言，老樹根觀光工廠提供的校外教學活動對學童而言是具有吸引力

的，建議園區可以再配合時節或是節日等，添加不同的元素布置園

區，讓到此遊玩的遊客或是進行校外教學的學童在不同時候都能有耳

目一新的感覺。 

 

（二）園區提供的解說服務影響著學習成效，學童對於解說員的態度

及說話的音量皆給予高度的滿意，表示學童喜歡透過解說活動來學習

新知。建議園區繼續培訓專業的解說員，可加強解說員的解說方式，

使其生動活潑或幽默化。解說員帶領方式如不吸引學童，將使學童無

法專注解說員的解說活動(王創顯，2003)，建議可與國小學童的生活

經驗相結合，如此必能引起共鳴，也更能吸引學童注意力，對活動的

進行及秩序掌控也有幫助，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三）滿意度題項中，學童對於園區的廁所清潔的滿意度不高，顯示

工廠提供的廁所設施仍須加強打掃工作，建議園區在參訪人數眾多

時，加強人力協助廁所的清潔與維護，讓學童使用廁所能更方便。 

 

（四）意見回饋部分 

1.學習單的幫助 

由學童的意見回饋得知，老樹根觀光工廠對於前來進行校外教學

的學童，皆會提供學習單，但不是每個班級都會在工廠內填寫，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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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由老師帶回學校再讓學童填寫。在題項42題「老樹根觀光工廠提

供的學習單，對我的學習會有幫助」，認為「非常同意」的有136人

（佔34.7％），「普通」的有112人（佔28.6％），「同意」的有92

人（佔23.5％）。由此可知，大部分學童認為老樹根觀光工廠提供的

學習單對學習會有所幫助，但也有近三成的受訪學童表示成效普通，

這也顯示出學習單內容可再調整設計，加入更饒富趣味的題目，以激

發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成效。  

2.最喜歡的工廠區域 

本研究發現學童最喜歡老樹根觀光工廠區域的前五名分別為「創

造力DIY手動館」103人（佔26.3%），「景觀遊具區」為87人（佔22.2%），

「魯班益智館」為62人（佔15.8%），「阿嬤蔬菜農園」為29人（佔

7.4%），「獨角仙小棧」為28人（佔7.1%）。由資料顯示，受訪學童

最喜歡老樹根觀光工廠中能動手操作、遊玩或是觀察自然生態的區

域，建議園區能針對這幾個區域，再多增加活動或是教學資源，更新

替換也是必須的。像是獨角仙小棧，在獨角仙繁殖期，可培育獨角仙，

若未適逢獨角仙的繁殖時期，建議園區可提供照片或是學習看板、解

說牌讓學生觀看，更能滿足學童的求知慾望。 

3. 希望下次增加的校外教學活動 

由本研究結果得知，多數學童希望未來校外教學能增加「尋寶闖

關遊戲」、「探險冒險活動」以及「認識昆蟲、植物或動物」。建議

園區在設計活動時，除了操作木器遊具、DIY彩繪活動外，還能再多

增加此類動態活動。另外，也有學童希望可以有「自由參觀」的時間，

建議園區人員與老師可視情況讓學童自由參觀。 

 

二二二二、、、、對老師的建議對老師的建議對老師的建議對老師的建議 

（一）可多舉辦校外教學活動 

研究結果顯示，校外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有顯著相關，學童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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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外教學的滿意度越高，學習成效也就越好。建議老師可以針對課

程，不定期的舉辦校外教學活動，讓學生有更多學習的管道。若考量

到時間、人力等問題，可召開親師座談會與家長溝通聯繫，或是透過

學校行政單位請求協助支援。 

 

（二）校外教學活動內容需配合年級做調整 

研究結果顯示，六年級學童的滿意度以及學習成效皆不及二、四

年級來得好，這顯示在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上，老師需配合學童的生

活經驗以及心智發展成熟度，或是將課程內容作調整，同時參考學

生、家長的意見，以規劃出更適合學童的校外教學活動。 

 

（三）老師需適時從旁協助與指導 

本研究發現，學生對於老師的協助與指導滿意度很高，但因老樹

根觀光工廠皆提供每班一名解說員，解說員要負責帶領學生從事各項

活動與解說工作，又要負責掌控班級秩序，有時會出現分身乏術的情

形。所以老師若能隨時在旁輔助解說員，適時協助掌控班級秩序，將

使解說員工作更順利，學生也有更好的學習品質，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四）選擇地點要注意安全及人數限制 

本研究發現，學童認為校外教學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且對於老師

注意學童安全也給予了高度的滿意。這顯示出老師在選擇校外教學地

點上需注意安全。以老樹根觀光工廠為例，老樹根觀光工廠是屬於中

小型的觀光工廠，故建議若有大型學校要來此進行校外教學，可將學

生分批前往，以免造成同一時間過多學生在此進行活動，造成壅塞，

而影響學生活動安全以及工廠設施、遊具的使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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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後續研究後續研究後續研究後續研究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本研究從觀光工廠所提供的校外教學活動來探知學生的滿意度

以及學習成效，但本研究範圍僅限於老樹根觀光工廠，建議日

後進行相關研究時，可納入其他觀光工廠相互作比較。 

（二）本研究對象以國小學童為主，建議後續研究相關者可增加家

長、老師，或是園方解說員及學校行政單位等對象，將其意見

整合歸納，研究結果將更為完整周延。 

（三）校外教學的學習成效採用問卷量表測知，建議後續相關研究者

可以輔以採用其他方法，例如觀察法、訪談等質性的研究方法

來衡量學習成效，研究結果必會更深入、更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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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正式問卷 

 

 

 

 

 

 

 

請小朋友在請小朋友在請小朋友在請小朋友在□內打內打內打內打ˇ 

    

請小朋友在請小朋友在請小朋友在請小朋友在□□□□內打內打內打內打ˇ̌̌̌    

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分分分分：：：：個個個個人資料人資料人資料人資料    

1. 性別：□男生  □女生 

2. 你就讀：（（（（                    ））））縣/市（（（（                    ））））國小（（（（                ））））年級 

3. 除了這一次，你以前有沒有來過老樹根觀光工廠？ 

□有  □沒有 

4. 你喜歡校外教學嗎？  

□喜歡  □不喜歡 

5. 你最喜歡的科目（（（（只能選只能選只能選只能選一一一一個個個個，，，，請打請打請打請打ˇ））））： 

□(1)語文（國語、本土語言、英語）□(2)生活（低年級） □(3)數學  

□(4)健康與體育    □(5)綜合活動 □(6)藝術與人文（中、高年級） 
□(7)社會（中、高年級） □(8)自然與生活科技（中、高年級） 

6. 你最喜歡參加的校外教學活動是：（（（（只能選只能選只能選只能選一一一一個個個個）））） 

□(1)戶外自然環境教育，例：自然生態保護區、森林公園。 

□(2)文化社教機構，例：博物館、動物園。 

□(3)休閒娛樂活動，例：遊樂區、休閒農場、風景區。 

□(4)社區鄉土教學活動，例：文化中心、消防隊、圖書館。 

□(5)野外探索活動，例：夏（冬）令營、露營。 

□(6)藝術表演欣賞，例：聽音樂會、看表演。 

 

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分分分分：：：：對校外對校外對校外對校外教教教教學的認知學的認知學的認知學的認知（（（（每題只能選每題只能選每題只能選每題只能選一一一一個個個個））））    

7. 參加校外教學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安全。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8. 校外教學讓學生在輕鬆自然的環境中學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9. 校外教學可以到不一樣的地方上課。 

親愛的小朋友： 

你喜歡校外教學嗎？這是一份關於「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的研

究問卷，共有 4 面。請你仔細的想一想，再認真的回答下面

這些問題。這不是考試，也不會打分數，不用擔心，只要

按照自己的感覺回答就好了。祝你 

健康快樂 

亞洲大學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張峻嘉 博士 

研究生：詹欽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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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 校外教學會比平常上課有趣。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1. 參加校外教學都需要有導覽解說服務。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2. 校外教學是有目標性的教學活動。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3. 我認為校外教學都要有體驗學習的活動。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4.校外教學也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5.校外教學是由老師、學生和相關活動人員共同進行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第三部第三部第三部第三部分分分分：：：：校外教學的滿意度校外教學的滿意度校外教學的滿意度校外教學的滿意度（（（（每題只能選每題只能選每題只能選每題只能選一一一一個個個個））））    

16.老樹根觀光工廠的廠區很乾淨。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7.這裡的布置很吸引我。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8.這裡的解說人員對我們的態度都很親切。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9.在出發前，老師對校外教學的活動內容介紹得很清楚。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0.這裡的各種標示、指標都很清楚。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1.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注意我們的安全。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2.這裡的廁所很乾淨。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3.解說人員說話的音量能讓我聽得清楚。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4.進行活動時，老師會掌控良好的秩序。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5.解說人員的解說方式很吸引我。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6.整體來說，這裡的各項設施都很齊全。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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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我喜歡參與這裡的各項活動。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第四部第四部第四部第四部分分分分：：：：校外校外校外校外教教教教學的學習成效學的學習成效學的學習成效學的學習成效（（（（每題只能選每題只能選每題只能選每題只能選一一一一個個個個））））    

28.校外教學讓我學到更多課本沒有教的知識。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9.校外教學讓同學們互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感情更融洽。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0.我會將校外教學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課堂上。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1.校外教學讓我和大自然接觸更多。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2.我會操作使用這裡的木器遊具。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3.校外教學讓我學會要愛護環境，做好環保工作。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4.我會將校外教學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生活中。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5.活動結束後，我會將活動內容說給家人或朋友聽。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6.校外教學讓我學會如何與人相處。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7.校外教學讓我更喜歡學習新事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第五部第五部第五部第五部分分分分：：：：重遊意願重遊意願重遊意願重遊意願（（（（每題只能選每題只能選每題只能選每題只能選一一一一個個個個））））    

38.如果有機會，我還想再來老樹根觀光工廠參觀及遊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9.我會推薦家人或朋友也來老樹根觀光工廠參觀及遊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學習意見回饋學習意見回饋學習意見回饋學習意見回饋    

40.老樹根觀光工廠提供的學習單，對我的學習有幫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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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我希望下次校外教學能增加： 

（可以選多個喜歡的答案，只要你希望增加的都可以打ˇ）    

□(1)尋寶或是闖關遊戲      □(2)探險冒險活動    

□(3)認識昆蟲、植物或動物  □(4)寫生畫畫比賽          

□(5)小組競賽活動          □(6)不用再增加             

□(7)其他：例如                           。 

42.你最喜歡老樹根觀光工廠中的哪一區？ 

（（（（只能只能只能只能勾選勾選勾選勾選一一一一個個個個你有參觀你有參觀你有參觀你有參觀的區域的區域的區域的區域）））） 

□(1)創造力 DIY 手動館（可以彩繪木器 DIY的地方） 

□(2)魯班益智館（可以玩木頭益智玩具、欣賞魯班影片） 

□(3)神奇木頭工房（觀看木器製作過程的地方） 

□(4)木頭鳥咖啡館（漂流木打造的咖啡館，也是彩繪 DIY 的地方） 
□(5)土埆厝三合院（古早的房子） 

□(6)獨角仙小棧（獨角仙的家） 

□(7)景觀遊具區（有木器遊樂設施、溜滑梯） 

□(8)木藝驚奇館（販賣木藝商品的地方） 

□(9)樂活木工館（可以打造自己的夢幻布置小物） 

□(10)車枳美學館（車枳木器體驗） 

□(11)臺灣文化木偶館（展示許多木偶藝術品） 

□(12)阿嬤蔬菜農園 

□(13)學習步道  
～謝謝小朋友填寫問卷，請你再檢查一一一一次，不要漏答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