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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大學通識海洋冒險體驗課程學生情緒經驗與教學活

動間的關聯性，以及授課教師對於學生情緒經驗所做的反思與回應。本研

究採立意取樣，以一所大學開授之「戶外歷險與探索」課程的 43 位修課

學生為對象，課程安排包含學科知識講解、平靜水域動作技能學習，以及

海洋冒險體驗學習。海洋體驗學習活動中，學生參與了全天 SUP／獨木

舟、半天衝浪以及二天一夜衝浪露營等三個活動，研究者帶著相機、攝影

機、與筆記本全程參與課程，進行參與式觀察。於每一次活動前後進行情

緒問卷的施測，並蒐集學生於每次活動後所撰寫的心得。以二因子變異數

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資料分析。獲得以下結論：（一）在這門課的

海洋冒險活動中，期待、愉悅、興奮、有趣、感恩與自在等情緒是學生經

驗較強的情緒，從深刻經驗的頻次而言，疲累、成就感、感恩、滿足、愉

悅、遺憾、期待、有趣、興奮、挫折感及安全感則是較常被提及的學習情

緒。（二）從事海洋冒險體驗活動前後，學生有明顯的情緒轉折。他們在

活動後獲得了較強的愉悅與成就感，但同時也經驗更多的疲累與挫折感。

（三）教學者針對課程實踐歷程提出了課程價值、教學設計以及課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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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關鍵詞：戶外歷險、課程實踐、教學反思、學習情緒

    通識教育是大學的基礎教育，或者，更準確地說，通識教育是大學教

育的基礎（劉金源，2006）。大學教育作為國家的「高等」教育，有其重

要的意義與價值；除了培養具知識素養的專家外，更應培養具有人文關懷

的公民。正如學者所言：「沒有專業的通識是空洞的，沒有通識的專業是

盲目的」（劉金源，2013），專業與通識應相互為用，以達大學教育之初

衷。然而，我國通識教育推行多年，其成效值得肯定，但也衍生不少問

題。黃俊傑 (2001：72) 就曾批判，「近年來許多大學院校所開授的通識

課程頗有日趨逸樂化之傾向，例如有些通識課在『戶外教學』的名義下，

幾乎已成為學生事務課外組主辦的課外活動，知識內涵大幅降低」。研究

者多年來在大學開設戶外冒險與探索課程，為了免於課程逸樂化，除了持

續關照運動技能教學中的認知成份以強化課程的「知識承載度」之外，更

強調讓學生在安全確保的情境下適度地冒險與犯錯。我們發現這樣的課程

更能培養學生的合作能力，並激發學生挑戰自我、尊敬自然的態度，讓大

學生「能完成自身的『心靈覺醒』，有機會成為『完整的人』」（陳復，

2016：127）。

    林從一 (2014) 指出，臺灣的大學如今仍未能擺脫「重研究、輕教

學」的詬病，導致從事大學教學研究者人數相當有限。究其成因，一方

面可能是因為致力於精進教學的老師未必覺得從事教學研究會有額外的

意義或價值；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因為在大學的教學現場，嚴謹的實驗設

計與教學設計常有扞格之處，使得教學研究不易受到學術性期刊的認可。

西方學術界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已經漸漸興起大學教與學的學術研究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oTL)，鼓勵大學教師，不但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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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學科領域進行探究，也能針對教學過程進行研究（王秀槐，2007）。

SoTL 強調大學教師必須瞭解學生是怎麼學習的，以及應該學習教學方面

的知能，以瞭解該怎麼教學，才能促進學生有效的學習，藉以扭轉過去重

研究、輕教學偏頗的現象，強調教學與研究應該同樣的被重視 (Hativa, 

2000; Shulman, 2000)。吳崇旗與謝智謀 (2006)，回顧過去戶外冒險的相關

研究指出，在過去研究中，多以問卷調查法或是分組實驗法等量化研究取

向為主，雖能夠提供概括的全貌，但可能囿於研究設計上困難，例如：在

戶外的情境中突發狀況，而產生了一些限制。如果能夠輔以質化資料，可

以提供另一個研究觀點。 

    Berliner (2001) 指出，教師能否展現的比其他同業傑出，關鍵在於他

們是否具備省思能力，能夠由各種教學情境及特殊事件中學習成長，從中

抓取有意義的訊息，發展出實務知識。張祿純 (2009) 針對國中體育教師

教學反思及教學創新關係進行研究，發現國中體育教師的教學反思與教學

創新息息相關。教學反思對其教學創新具有預測力。研究者認為，教學研

究的價值主要在於教學分享與教學反思，一方面提供訊息給類似領域的其

他教學者參考以精進教學，一方面則迫使教學者本人能反思其教學歷程，

對於累積特定學術領域的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Shulman, 2013) 具有不可輕忽的教育意涵。因此，研究者試圖透過此教學

研究的執行與報告，分享並反思一門通識海洋冒險課程的教學實施歷程。

    除了「重研究、輕教學」外，臺灣的各級教育向來亦有「重認知、輕

情意」的問題，且此問題於強調專業的大學教育尤為嚴重。然而，情緒在

人類行為動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Linnenbrink-Garcia & Pekrun, 2011)，

它既可以是推動行為的動力，也可以是行為的自然結果。情緒的發生不只

需要生理的喚起，更需要認知的評價，因此，情緒在動機與認知歷程中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對於教學與學習歷程都相當重要。但就如 Schutz 與

Pekrun (2007) 所言，在教育領域中，情緒研究的進展相當緩慢，未能進入

教學研究的主流。然而，在戶外冒險課程的教學歷程中，研究者經常看見

學生的情緒起伏與流轉，也看見這些情緒經驗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扮演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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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通識海洋教育的缺口

    相較於臺灣通識教育的蓬勃發展，發展時間稍晚的海洋教育則悄悄地

成為另一個教育政策的重要軸線。從 2004 年「國家海洋政策綱領」之頒

布，到 2006 年出版「海洋政策白皮書」，及至於 2007 年教育部出版的「

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俱都顯示，做為一個海洋國家，臺灣開始從政策

面與教育面更認真地看待自己與海洋的關係。教育部於 2008 年公布並於

2011 年開始實施的微調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更進一步確認海洋教育屬於

應融入課程與教學的重大議題，使臺灣的海洋教育自小紮根。從九年一貫

課綱的主題軸觀之，海洋教育的主題包含海洋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

化、海洋科學，以及海洋資源等範疇，期待學童能達到知海、親海、愛海

的教育目標（教育部，2008）。楊一德與李勝雄 (2012) 檢視分析 2001 到

2011 年海洋教育的論文後發現，2007 年到 2010 年 4 年間的研究數量佔了

2001 年 2011 年間出版論文的 78%，他們認為與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

書的公布有關。研究者以海洋教育為關鍵字搜尋相關論文的結果，亦發現

相關論文以小學階段的課程與教學最多，國中階段的研究便已零星，高中

種角色。因此，研究者意欲透過這個研究，有系統地檢視在這一門通識海

洋冒險教育課程中，學生所經驗的諸多情緒及其間的流轉。 

    最後，作為理解這個研究的註腳，研究者要再次強調：我們定義自己

從事的是一個「教學研究」。意即，它是一個與教學內容、教學場域與學

習脈絡息息相關的研究。教學者充份運用大學所在的自然環境與地理資源

作為學生的學習脈絡，也在其間檢視學生的情緒經驗。定義本研究為「教

學研究」的第二個意涵，在於彰顯研究者對「教學」的關懷更勝研究。為

了突顯這個研究的教學意義，我們特別在研究中納入了教學反思的成份，

試著透過這個研究讓教學者與自己的教學歷程對話，萃取日後繼續精進教

學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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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研究則更為稀少（我們找到的僅 2 篇）。在大學階段，由於有不少

大專校院開授水域活動以及其他專業領域（如海洋科學、海洋文化等）的

課程，與海洋教育相關的研究數量較多。然而，在大學通識課進行海洋教

育的研究，則僅有侯建章 (2016) 一篇。侯文詳細描述了教學的歷程，對

於開授相同領域課程的其他教師有實務上的參考價值；但缺乏研究理論與

問題變項，則是它學術上的限制。本研究的課程內容與侯師課程性質頗為

接近，但本文研究者更完整地記錄了課程中教學與學習的歷程，同時從檢

視理論上對學習有重要影響的學生情緒經驗，希望能對海洋通識課程的教

學提供一些具學術性的啟發。

    戶外歷險起源於 1941 年，德裔猶太人 Kurt Hahn 鑑於當時工業化的

結果，導致青年與青少年體適能下降、企圖心降低、冒險精神喪失以及自

我控制能力弱化的情況 (Freeman, 2011)，因此在英國威爾斯 (Wales) 地區

成立第一間「戶外冒險學校」 (outward bound school)，揭開近代冒險教育

發展的序幕。至今，已有多達 30 幾個國家設有戶外冒險學校的 50 多個基

地（謝智謀，2004）。在冒險教育中，學員承擔任務、面對危險、挑戰自

我、克服困難，往往需要在痛苦與挫折中面對自己與他人，因而冒險教育

往往富含生命與品格教育的成份或效果。亦如林易潔、楊宗文與陳金盈

(2013) 研究中受訪學員所言，「我覺得很累、很崩潰，刺激歸刺激，好玩

歸好玩，但就是很崩潰，但是結束之後有等級提升的感覺」。換言之，透

過戶外自然情境的困難與挑戰，參與者在當下可能會很崩潰，然而在活

動參與後所得到的經驗，卻是一種自我超越的滿足。精神科醫師陳俊霖

(2012) 以其個人曾在大山大海中走過的經驗為例，深信大自然有療癒心靈

的能力。劉姿慧 (2015) 分析受訪者參與體驗教育後之轉化歷程並發現，

參與體驗教育對青少年而言不只是新鮮、有趣，同時具有冒險性與挑戰

性，更是一種改變自我的契機。這種改變不只存在於活動情境，同時還

可以落實到生活實境。Deane 與 Harre (2013)，也提出類似的概念，他們

二、戶外歷險的情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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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指出，透過活動參與後的回饋與反思，能夠促進參與者將戶外歷險

的經驗延伸到一般的生活情境。Hattie, Marsh, Neill 與 Richards (1997) 

的後設分析對於冒險及戶外探索教育的效益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證據。他們

整理了冒險教育在 6 個面向 (學業成就、領導能力、自我概念、人格、

人際以及冒險性) 40 個指標上的可能效益，基於 96 個研究（包含 151 個

獨立樣本）的 1728 個效果量，分析結果顯示，冒險教育的平均效果量

達 .34，非常顯著；更值得注意的是，與冒險活動結束時相比，後續追踪

的平均效果量仍達 .17。研究者過往的教學經驗中，亦持續觀察到冒險經

驗對學生的情意有顯著的影響，雖然無法以真正實驗設計探究其效果量，

但本研究將透過問卷中的開放問題以及學生於活動參與後的心得報告，呈

現大學生在海洋通識課冒險經驗中的感覺與想法。

三、教學與學習歷程中的情緒動力

    將近 40 年前，歸因理論學者 Weiner (1979) 曾指出，在心理學史上，

情意 (affect) 曾經二度被重要運動忽視；第一次是行為主義革命時，自陳

的感受未被行為科學認可；第二次則是認知革命時，情意在心智結構中沒

有地位。Weiner 當時認為，接下來會是心理學家與教育學者將更認真地

對待情意議題的時代。不過事與願違，除了在 Weiner 自己歸因理論中的

歸因向度相關之情緒，以及學習或測驗中的焦慮情緒外，情意或情緒在

學習教學中的角色並未在教育心理學研究中蔚為風潮；直到最近 15 年左

右，才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在這個領域發表研究 (Pekrun & Schutz, 2007)。   

    檢視與學習相關的情緒研究，我們清楚看見情緒在教學與學習的歷程

中其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情緒在學習動機中是重要的推動力量。

在 Ford (1992) 建構的動機方程式（動機＝目標×情緒×信念）中，情緒

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決定了動機的強度（即愈含有強烈情緒成份的動

機愈強）。 

        其次，情緒是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間的中介變項 (Sansone & 

Thoman, 2005)。Dettmers 等人 (2011) 以 3483 名 9 年級學生做的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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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學生在做數學作業時的負面情緒經驗與他們投注的努力有顯著的負相

關，也能顯著預測他們稍後的數學學業成績。Trevors, Muis, Pekrun, 

Sinatra 與 Muijselaar (2017) 以 282 名大學生做的研究則顯示，在閱讀中若

經驗的是驚訝或好奇，有助於學習爭議性內容，但若經驗的是困惑情緒，

則不利於爭議性內容的記憶。 

    第三，學習情緒會透過其他變項中介學習成效。由於課業學習大多是

認知的學習，因此，學習情緒也可能透過認知或動機的中介來影響學習成

就。Pekrun (2006) 及同僚統整了與學業成就情緒相關的研究，發展了「學

業情緒控制價值理論」(The 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s)，

在這個理論中，情緒影響學生的認知資源、學習動機、學習策略、以及自

我調節學習，然後這些變項再影響學業成就，且這些中介的歷程也有不

少的研究證據支持 (Aspinwall, 1998; Clore & Huntsinger, 2007; Fredrickson, 

2001; Maclntyre & Vincze, 2017; Postareff, Mattsson, Lindblom-Ylanne, & 

Hailikari, 2017)。

    除此之外，學習情緒也可能是學習經驗與學業成就造成的結果；因

此，學生所經驗的學習情緒也反應了學生對於自己學習成效或教師教學品

質的主觀評價 (Goetz, Ludtke, Nett, Keller, & Lipnevich, 2013)。不僅如此，

教室中教師與學生的情緒更進一步共構了班級氛圍，此氛圍形塑了其中

的師生關係與互動，並進而影響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 (Meyer & Turner, 

2006)。 

    過往研究常聚焦在負面情緒（特別是焦慮）對學習的影響，近年因為

正向心理學的影響，正向情緒的對於學習及生活適應的影響日益受到學者

重視 (Pekrun & Stephens, 2012)。Moskowitz (2009) 研究發現人們即使是處

在壓力中仍能體驗正向情緒，而此種認知將是導致較佳因應及達到身心健

康的前置起因。Davis, Nolen 與 Larson (1998) 的研究也發現，當個體從負

向事件中找到正向的部分，這種情緒經驗的轉換稱之為「找到正向意義」

(benefit-finding)。過去的研究發現許多生活適應或學習產生困擾的學生，

大多是體驗到過多的負向情緒，正向情緒的經驗則太少，因而引發負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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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最終導致生活適應及學習上的諸多問題（羅婉娥、古明峰、曾文志，

2013）。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研究僅聚焦於二分（正／負）情緒，或者僅檢視

為數極少的特定情緒。然而，將情緒二分實在是個很粗糙的作法，因為學

習是一個動態的歷程，在此動態歷程中學生其實經驗了為數眾多的各樣情

緒  (Efklides & Volet, 2005)。目前在相關領域研究的學者大致有共識，認

為學生其實在多樣的學習情境中經驗各種不同的情緒，而且這個情境的變

異性在從事相關研究時應被納入考量 (Postareff, Mattsson, Lindblom-

Ylanne, & Hailikari, 2017)。 

    不論是在學科教學者或是運動休閒術科教學的領域，國內都尚未有研

究檢視在教學與學習歷程中學生情緒經驗的發展、變動或流轉的過程。在

海洋運動教學的歷程中，由於學習環境與活動本身具高風險性，在其中的

情緒發生或轉折應該會比一般課室教學更為明顯；因此，探究在這個學習

歷程中的情緒轉折就成為這個研究的重要目的。 

    綜合以上的文獻回顧與討論，我們期待透過本研究回答以下三個問

題，也期待這三個問題的回答能對海洋通識課程的教學有所啟發。

（一）在通識海洋冒險體驗課程中，大學生的情緒經驗為何？

（二）這些情緒經驗與教學及學習活動之間有什麼關聯性？

（三）對於學生的情緒經驗，授課教師的反思與回應為何？教師期待如何   

      改善課程以回應學生回饋的情緒經驗？

    本研究的參與者可以分成三類，包括了授課教師、教學助理團隊以及

修課的學生。

（一）授課教師

    本課程由一位校內專任教師開授，該師畢業於師專體育科，曾在國小

一、研究參與者

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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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10 年，之後返回母校任教，多年來持續在戶外冒險領域開課，頗受

學生好評，是全校第一位得到三次校級教學優良獎的教師。該師過去多

年積極爭取各種計畫案，使學校戶外運動裝備的品質與數量都維持極佳

水準。 

（二）教學助理團隊 

    海洋冒險體驗教學其實具有相對高的風險，為了確保學生的安全，本

次的課程中，安排了一位具衝浪教練資格的碩士班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

並有 3 位碩士班學生參與校外海洋活動，擔任同儕助教與安全戒護，並協

助課前各項教學器材的準備。

（三）修課學生 

    「戶外歷險與探索」課程開設於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屬該校通識教

育課程之一，修課學生共計 43 名，學生來自校內各系。由於課程相當

熱門，所以非以第一志願無法選上；修課學生以大二學生為主，其中有 

40% 為女性。部份學生已經有一些海洋運動的經驗，少部份學生則完全

不會游泳，所以學生的水域活動起點行為差異極大。

（一）課程與教學設計理念

    1. 運用大學所在的自然環境資源作為教學場域

      臺灣東部海岸沿線有許多河口及海灣，研究者經過多年課程實踐，

      將這些自然環境規劃為SUP／獨木舟以及衝浪的戶外教學場域。

      藉由碩士班原野生態技能與體驗課程，帶領學生針對東海岸衝浪、

            SUP 及獨木舟教學活動設計進行研究，帶領大學部修讀戶外風險管

      理課程學生，針對東海岸海洋運動相關場域進行風險評估。透過課

      程連結與實作，將在地自然環境轉化為一個教學者熟悉、可控制、

      提供學習者安全無虞的探索學習場域。

    2. 藉由目標導向的課程設計，落實學習者選擇與實踐的能力

      本課程以學習者從未經歷且具有高度風險與挑戰的衝浪及SUP／

二、課程與教學設計及實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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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木舟作為學習活動，設計一個學習環境，透過一系列準備與實踐

      的過程，驅使學習者自我挑戰，學習選擇與承擔，進而實踐設定的

      目標。

    3. 在離家與返家的歷程中，尋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冒險」是人類天性，人在「離家－返家」的過程尋找生命及自我

      存在的意義。本課程透過衝浪、露營、SUP／獨木舟等活動中，  

      海洋環境的風險性與不確定性，讓學生體驗「離家→歷險→返家」

      的歷程，強調離家前的準備、過程中的努力與堅持以及返家後的反

      思與成長。 

（二）課程與教學實施歷程

    1. 風險管理

      由於海洋運動在本質上具有相當高的風險性，教學者在設計課程時

      非常強調風險控管。為了要使學生能安全地且有安全感地學習，授

      課老師結合其開設在大學部的戶外風險管理及碩士班原野生態技能

      與體驗等相關課程，評估環境的風險，培訓一批取得救生員證照並

      熟悉戶外教學場域的助理人員。在這批專業助教的協助下，讓每學

      年戶外課程的開設有了更多安全保障。

    2. 教學鷹架的建構 

      面對戶外環境的變動性與不確定性，教學者設計了一個鷹架明確的

      學習環境與歷程，包含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安排在教室講解學科

      知識，第二階段進入平靜水域（衝浪安排在游泳池，SUP／獨木舟

      安排在校外人工湖泊）進行動作技能學習，第三階段再安排到海洋

      開放水域進行冒險與體驗學習的實作。透過「先在低風險的環境精

      熟技能，再安排學生到相對較高風險的環境中遷移所學」的方式， 

      來提升學習的效果並降低學習者恐懼害怕的情緒反應。

    3. 教學內容的安排與實施歷程 

      本課程的教學內容與實施歷程，因篇幅較大，我們提供雲端連結供

      有興趣的教師或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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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式觀察

    由於第一作者係教學者，所以由第二作者自第一堂課起即隨堂觀課，

針對每次教學照相與錄影，相關影音資料雖非本次研究的分析對象，卻成

為本研究的脈絡知識，並提供教學者作為建立教學檔案與進行教學反思的

參考。

（二）情緒問卷 

    在本課程中有三次重大的戶外活動（海洋獨木舟加SUP、衝浪、衝

浪露營含炊事，時間分別為一整天、半天及二天一夜），在這三次的活動

前後，研究者請學生填寫一份活動前自我評估問卷以及課後回饋問卷，因

此總共有 6 個資料蒐集點。

    我們從文獻中整理出上百個不同的英文情緒名詞，但限於問卷的篇幅

與學生填答時間，研究者從其中挑出了 37 個比較常見且與此課程性質比

較相關的情緒，其中正向與負向的情緒各約有一半。活動前後的情緒題項

完全相同，但活動後問卷還包含了二個開放式問題，其一是我們請學生列

出每一次活動結束後所感受最深刻的三個情緒經驗，並簡單說明為什麼；

其二則是請學生簡單寫下他們當天活動的心得。透過這 6 份問卷的資料，

我們試著探究學生學習情緒經驗的發生與流轉。 

    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份問卷並未提供一般量表常見的信度與效度訊

息。未能提供的主要原因來自情緒研究者對於情緒結構仍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學者認為情緒可以由幾個向度（例如：方向、強弱）來定義，有些學

者則認為情緒是離散 (discrete) 而複雜的，因此很難把諸多看起來相似的

情緒整合成一個高階情緒。因此，我們暫時將每個情緒當成「單一題項測

量」(single-item measurement)。由於是單一題項，便無法計算內在一致

性係數 alpha。此外，由於我們檢視的情緒是狀態性的而不是特質性的，

三、研究工具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 

      0B7WC7-qvEPEfRTE5NHBVWm1IRHM?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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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會隨著個人外在環境與內在經驗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也不適用用以

檢視工具穩定性的再測信度。這樣做並非我們的創舉，多年前 Weiner 在

發展歸因理論時便在其問卷中使用單一題項來測量歸因面向相關的情緒 

(Weiner, Amirkhan, Folkes, & Verette, 1987)。如今，仍有一些情緒研究

因採用單一題項（一個情緒一題）的測量方式而未能提供信效度（例：

Goetz, Ludtke, Nett, Keller, & Lipnevich, 2013; Jeong, Gonzalez-Gomez, & 

Canada-Canada, 2016; Maclntyre & Vincze, 2017; Nett, Goetz, & Hall, 2011)，

而 Goetz 等人 (2013) 更特別引 Wanous, Reishers 與 Hudy (1997) 對工作滿

意度單一題項工具所做的後設分析，強調單一題項工具仍能有相當良好的

信、效度。

（三）心得報告

    修課學生在每一次活動參與之後必須繳交一份心得報告，此報告亦作

為本研究分析的質性資料。

（一）資料處理

    三次活動前後所實施的 6 份問卷，先由工讀生將量化與質性資料輸入

Excel 中，量化資料在除錯後轉為 SPSS 資料檔，再以 SPSS 15.0 進行統計

分析。 

（二）量化資料分析

    1. 以描述性統計，計算出每一個情緒題項的總分與平均數，進行排

      序，以了解學習者的情緒經驗。

    2. 以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不同活動類型及活動前後之間，

      學習者在這 37 個情緒題項得分的差異情形。

    3. 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釐清 37 個情緒題項可以萃取出多少的情緒層

      面，以探究這些個別情緒間的群聚性與區別性。

    4. 以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不同活動類型及活動前後之間，

      學習者在因素分析所獲之情緒層面得分的差異情形，試著呈現更單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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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的情緒流轉圖像。

（三）質性資料內容萃取與分析

    三個重要戶外教學活動後，學生所填寫的問卷末有二道開放問題，第 

1 題係請學生在封閉問卷的 37 個情緒中挑 3 個當天感受比較深刻的情緒

並說明為什麼，第 2 題則是請學生簡單寫下當天課程活動後的心得。此

外，學生的期末報告皆係以電子檔上傳學校之教學平台，由助理下載後

存檔。

    問卷開放問題第 1 題的結果由第二作者將每次活動每個情緒被提名的

次數加總列表，第 2 題的結果以及學生期末反思報告則由二位研究者分別

閱讀並採紮根理論 (ground theory) 第一步「開放編碼」的方式抽取段落文

本中的情緒概念。由於在本研究中質性資料主要係作為提供更豐富的脈

絡而非形成理論，研究者並未進一步從事「主軸編碼」以及「選擇性編

碼」(Ezzy, 2002)。

    我們將三次教學活動前後學生所填的 6 份問卷中，得分最高的 10 個

情緒與得分最低的 10 個情緒平均值列出，俾便於讀者對於此課程教學活

動中學生的情緒經驗有一個概覽。從表 1 我們可以看到二個重點。首先，

在高分情緒部份，愉悅、有趣以及感恩是三個教學活動前後都有、相對較

高的情緒經驗；期待、新奇、活力充沛與自在是在活動前平均感受較強烈

的情緒經驗；滿足、疲累與成就感是活動後比較強烈的情緒經驗。其次，

在強度較弱的情緒感受部份，無助、憤怒、悲傷及愧疚是不論活動前後都

很少被經驗的情緒；失望、難過及遺憾是比較少在活動前被經驗的情緒；

而煩躁、害怕及孤單則是在活動後較少經驗的情緒。其他較少經驗的情

緒還包括了苦惱、痛苦、憂慮等情緒。從情緒的性質來看，學生在三次教

學活動前後的情緒經驗相對較為愉悅，整體教學活動的情緒氛圍也相當

一、海洋冒險體驗活動中的學生情緒經驗

肆、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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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學生參加海洋冒險體驗活動之前後情緒經驗分析結果

正向。



    在每次活動後的問卷中，我們請學生挑出三個他們感受最深刻的情

緒，並說明原因；這個問題強迫學生聚焦在比較強烈的情緒，也讓我們有

機會看見情緒後面的原因。由於每位學生可以提三個，我們將每次活動每

個情緒被提名的次數加總並以表 2 呈現。這個結果與表 1 的結果類似但略

有差異，但筆觸卻更加鮮明。從表 2 我們可以看見一群疲憊不堪但卻相當

有成就感的學生，他們為能修到這門課、遇見認真的老師及活動期間同學

們的陪伴與支持而感恩。在課程中，他們常覺得滿足、愉快、期待、有趣

及興奮，但是也經驗了一些遺憾及衝浪上的挫折感。疲累、遺憾及挫折感

是透過開放式問卷才得浮現的學習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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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學生參與海洋冒險體驗活動後感受最深刻的三個情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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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小節我們呈現了發生在這門課程中學生情緒經驗的大致樣貌，回

答了第一個研究問題。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是第二個研究問題，亦即學生

的學習情緒經驗與學習活動間的關聯性為何？在這一小節，我們試著理解

學生情緒經驗在不同學習活動間以及活動前後的差異，俾能略為窺見情緒

流轉的歷程。 

    由於我們在三次主要的海洋冒險體驗活動（海洋獨木舟／SUP、半日

衝浪、衝浪露營）的前後都讓學生填寫問卷，因此我們使用二因子（活動

類型 X 前後時間）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針對 37 個情緒經驗進行探討。

由於個別情緒的感受會隨著學習的經驗和環境的改變而產生微妙的變化

(Eynde, Corte, & Verschaffel, 2006; Peterson, Brown, & Jun, 2015)，因此探

討其變化有其意涵，值得一一被檢視。限於篇幅我們無法將這 37 個重複

量數變異數分析的結果一一列出，但是有二個結果值得一提。首先，這 

37 個情緒的 3X2 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中，沒有一個有顯著的交互作用，

意即，活動前後的情緒變異不會因著活動類型而有不同。其次，在主要效

果中，除了孤單與安全感二個情緒外，幾乎所有的情緒分數皆不因活動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意即，學生在參與海洋獨木舟／SUP、半日衝浪以及衝

浪露營這三個重要的教學活動時，他們的情緒經驗相當類似。最後，在活

動時間前後的主要效果上，則在許多的情緒上都看見顯著的差異。由於 

37 個重複量數多因子變異數分析都沒有顯著的交互作用，教學活動間的

主要效果絕大多數亦不顯著，因此我們將焦點放在教學活動前後學生情緒

經驗的改變。我們針對三個活動分別就 37 個情緒進行相依樣本 t 檢定，

並將有顯著差異的結果以粗體字表示於表 3。

二、情緒與課程活動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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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參加不同水上活動之前後學生情緒得分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

    從表 3 可知，37 個情緒變項中有超過一半（19 個）曾在教學活動前

後有顯著差異，代表我們選擇的情緒有不少是對教學敏感的，是會隨著活

動的參與而改變的。其次，我們看見，在參與活動之後，學生在愉悅感、

成就感、滿足與感恩都顯著地提升了（t 值為正的正面情緒）；但同時，

也感受到更強的挫折感、疲累與遺憾（t 值為正的負面情緒）。此外，相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6(1)，39-78



溫卓謀、章勝傑    通識海洋冒險體驗課程參與者情緒經驗之研究56

對於活動後，學生在活動前明顯地感覺比較興奮、憂慮、期待及緊張，同

時也感覺比較活力充沛（表中情緒 t 值為負者）。這幾個情緒都與未知的

風險或獲益有關，所以在參加具探索或冒險性質的活動前會比較高是合理

的現象，一但參加了活動後，稍早未知的風險確定沒有發生，緊張憂慮自

然下降，而期待的獲益若發生，則興奮與期待會降低，代之而起的會是愉

悅、滿足或成就感（這是在這門課中發生的現象）；然而，若期待的獲益

未發生，則會有挫折、失望、遺憾的情緒發生（在這門課中，這個現象與

前一現象同時存在）。為了簡化學生情緒經驗的圖像，我們也從事探索

性因素分析 (Kline, 2005; Loehlin, 2004)，將 6 次問卷施測合計蒐集的 227 

筆資料，在不限定因素層面下，以主成份分析法配合最大變異法進行斜

交轉軸。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刪除因素題項不足之四個題項（平靜、輕

鬆、痛苦、孤單）；進行第二次因素分析，刪除因素題項不足之一個題項

（遺憾）；進行第三次因素分析，共萃取五個因素構面，解釋變異量分別

為 23.116%、11.901%、11.463%、7.265%、6.366%，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60.161%（表 4）。此探索性因素分析共萃取 5 種情緒體驗的層面，命名

如下：因素一包含了舒暢、自信、幸福、滿足、狂喜、有趣、自在、成就

感、驕傲、安全感、愉悅、溫暖、興奮、感恩，命名為成就與滿足的情緒

體驗。因素二包含了憂慮、煩躁、困惑、苦惱，命名為憂慮與困惑的情緒

體驗。因素三包含了難過、失望、悲傷、憤怒、愧疚、無助，命名為難過

與悲傷的情緒體驗。因素四包含了緊張、新奇、害怕、不安，命名為緊張

與不安的情緒體驗。因素五包含了疲累、活力充沛、挫折感、期待，命名

為疲累與挫折的情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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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情緒經驗因素分析摘要表

    針對這 5 個因素，我們同樣做了 5 次二因子（活動 X 時間）重複量

數變異數分析。同樣為了使結果更容易明瞭，我們省略了這些變異數分析



溫卓謀、章勝傑    通識海洋冒險體驗課程參與者情緒經驗之研究58

的變異摘要表，而是將 5 個因素分析的主要效果（冒險活動性質、活動前

後）與其交互作用（冒險活動 X 活動前後）的 F 值與 p 值摘要於表 5。

在詮釋表 5 前要說明的是，這 5 個變異數分析的相依樣本的 Mauchly’s 球

形檢定 W 係數皆不顯著，故皆未違反檢定之假設。從表 5 的摘要我們可

以看到，冒險活動類型的主效果在五個情緒因素上都不顯著，意即這些學

生的情緒經驗並不因參與的是獨木舟／SUP、半日衝浪或者是衝浪露營而

有顯著不同。其次，除了難過與悲傷這 2 個因素外，其他 4 個情緒因素我

們都看見顯著的活動前後差異主效果；意即，相較於參加前，學生在參與

海洋冒險活動後，他們的成就與滿足感顯著地增強，雖然同時顯著增強的

還有疲累與挫折；此外，憂慮、困惑以及緊張不安則明顯地下降了。

表 5：五個情緒因素的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這堂課程重要的一個理念就是提供學習者選擇與實踐的歷程。學生在

選課前透過教學大綱以及之前修過課同學的資訊，都了解選這堂課他們要

比別人花更多的時間，也要犧牲好幾個週末假期。上課之前，學習者對於

衝浪、SUP 及獨木舟的海洋體驗活動大概都只能從網路媒體獲得相關的訊

息，也許早有學習意願，然而，礙於安全、風險、交通、經費及器材設備

一、愉悅有趣的正向情感經驗

伍、討論與反思



等因素的限制，只能停留在想像而無法付諸行動。本課程教學者提供充分

的資源（器材、設備、交通及人力），藉由循序漸進的鷹架建構，讓學習

者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去挑戰、實踐。藉由實踐的歷程，在面對大海的風

險與挑戰的過程中，學習者感受到同儕的合作、關懷與支持，也因此充分

體驗到滿足、愉快與感恩的情緒經驗。誠如 Goetzet 等人 (2013) 的論述，

學習情緒可能是學習經驗與學業成就造成的果；因此，學生所經驗的學習

情緒也反應了學生對於自己學習成效或教師教學品質的主觀評價。從這樣

的一個角度來思維，也彰顯了這堂課程的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底下摘錄

幾位同學活動參與後所體驗的愉快情緒描述：

      「衝浪課程絕對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一路上大家幫忙搬浪板、互      

      相協助、洗浪板、輪流衝浪、互相給予回饋、收拾環境、及最後在泳

      池沖洗防寒衣等等，我認為團隊合作也在這門課發揮的淋漓盡致，大

      家衝完浪都很累，很想趕快休息，但在互相幫忙的當下，我真的沒有

      聽到有人喊累甚至偷懶，我覺得這門課帶給我們的不僅只是衝浪技

      巧，其實還有團隊精神及挑戰自我，都是很珍貴」 (SM)、「又嘗試  

      到了一個以前沒嘗試過的戶外活動，從這個灣划出海又划進另一個

      灣，還嘗試了海上的翻船復位及獨木舟衝浪，獨木舟衝浪更是讓人有

      了美好而滿足的經驗」 (ZH)。「原本是帶著壓力來到今天的活動，但

      在外海的湧浪區時開始覺得在這麼美的地方享受戶外活動，實在令人

      感動，壓力的消失不說，更期待能有下次的機會再次參與」 (JC)、

     「能跟這麼多同學和朋友一起去海邊體驗SUP和獨木舟真的很棒，尤

      其是又有專業的老師和幫手的協助，使安全性提高。最重要的是老師

      願意開這堂課，我們才有這機會去接觸，真的很謝謝老師」 (JF)。

    從學生的情緒經驗回饋，彰顯了本課程讓學習者在實踐歷程中體驗正

向情緒經驗的信念，實踐了大學通識教育中所強調的「人與人」、「人與

事」、「人與物」、「人與自然」等價值之銜接、統合與確立（江澄祥，

2009)。薛承泰 (2017)，在聯合報民意論壇中，引述馬雲在一場演講的論

述，提到未來三十年是互聯網與資訊科技的天下，年輕人需要學習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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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Q、 IQ 之外，還有 LQ（學習去愛、去關心人與環境、學會感恩）。

從同學們感受深刻的情緒中，感恩是多數人會出現的情緒，他們為能修到

這門課、遇見認真的老師及活動期間同學們的陪伴與支持而感恩。透過冒

險體驗活動的設計或許也是培養新世代年輕人 LQ 的一種方式。

    這堂課以目標導向的方式來設計，透過海洋環境的風險性與不確定

性，讓學生體驗「離家→歷險→返家」的冒險歷程。為了離家，學生必須

做好萬全的準備，透過學科理論的講解說明，對於海洋氣象的相關知識有

基礎的了解（波浪、海流、潮汐、週期、湧浪等），藉由平靜水域的練

習，學習衝浪的躍浪、歪爆、坐板、划手追浪、起乘等動作技能，熟練獨

木舟以及 SUP 的划行與救援技巧。最後啟程出發來到了未曾經驗的海洋

環境，在不斷嘗試與學習的過程中，歷經了體能、心智、疲累與挫折的打

擊與挑戰。學生在學習歷程中因遇見困難無法解決而挫折，也同時預告了

在困難解決時可能經驗更強的成就感。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在參與海洋冒

險活動後，他們的成就與滿足感顯著地增強，雖然同時顯著增強的還有疲

累與挫折；此外，憂慮困惑以及緊張不安則明顯地下降了。這樣的情緒體

驗，也呼應了過去林易潔、楊宗文與陳金盈 (2013)、陳俊霖 (2012) 等人

的相關研究及論述，透過戶外自然情境的困難與挑戰，參與者在當下可能

會很崩潰、疲累，然而在活動參與後所得到的經驗，卻是一種自我超越的

滿足。也許，一位英美系女生 TX 心得報告中的一段文字可以作為這門課

學生情緒經驗轉折的註腳：

      4/22 那天是我們第一次去海邊練習衝浪，心情無非是又期待又緊張。

      當全身泡在海水裡練習嗆水時，我才發現海浪真的不是開玩笑，一波

      一波的接著來，如果沒有馬上站起來，根本沒有喘息的機會。而我們

      初學者學習衝浪，都是從淺灘區的碎浪開始，配合海浪的划手及起乘

      動作，真的跟在游泳池的感覺不一樣，游泳池風平浪靜，想要站起來

      真的不是問題，但真正到了海邊，選擇浪就很重要了，選錯浪及在海

二、體驗召喚、啟程、歷險、歸返的情緒歷程



      裡翻滾甚至是嗆水絕對是必經的過程。經過幾次反覆的練習，開始對      

      衝浪產生一點挫折感，納悶為什麼自己站不起來，不斷地請組員幫忙

      修正動作及請教老師，不斷地被衝下水又拉著浪板重新開始，忽然覺

      得我不喜歡衝浪了。我就是站不起來！在浪板輪給其他組員練習時，

      我靜靜的在靠近岸上的地方思考了一會，覺得我修這門課不就是為了

      要挑戰自己，為什麼這麼快就放棄了？想了又想還是認為，我不要這

      麼快就認輸。接著又再次回到海裡，一步一步地回想著泳池練習的動

      作，努力做好每一個起乘步驟。在試過幾次之後，我終於站起來了！

      當下的我真得非常感動，雖然我認為自己沒有太多運動細胞，但在努

      力那麼多次之後，我還是挑戰成功了！雖然可能有些人已經站起來無

      數次，但我認為我已經達到自己的目標了，首先第一步就是站起來。      

      回程途中，我帶著滿滿的成就感和家人朋友分享喜悅，也已經開始期

      待下周的兩天一夜衝浪課程。

    翁佩玲 (2010) 研究指出，學習力的表現包含了自信、挫折容忍力、

以及社會行為。而本研究發現，部分參與者提出學習的目的不只要習得技

能，還要具有學習能力，不僅要「學會什麼」，更重要的是要「學習如何

學習」。從上述學生的心得論述提到，在衝浪過程中，經歷了海裡翻滾嗆

水的恐懼，無法站立浪板的挫折；藉由反思激勵學習動機，找回學習的自

信；透過與家人及朋友的分享獲得滿滿的喜悅與成就。這樣的情緒經驗反

映其在學習力的表現。

        Davis 等人 (1998) 指出，當個體從負向事件中找到正向的部分，這種

情緒經驗的轉換稱之為「找到正向意義」(benefit-finding)。Moskowitz 

(2009) 研究發現人們即使是處在壓力中仍能體驗正向情緒，而此種認知將

是導致較佳因應及達到身心健康的前置起因（羅婉娥、古明峰、曾文志，

2013）。從以上的論點來看，如果同一群學習者看見成就感與挫折感同時

增加的現象，顯示出這樣的結果是有達到協助學習者經驗到「找到正向意

義」的情緒轉換。誠如學生 GM 所言：

      「在學習衝浪的過程中，我領悟到了許多事情，令我感受最深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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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因為遇到了挫折就放棄學習、理解它。許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

      當中或許會有挫敗，但是這些挫敗才是使我進步的因素。而在衝浪過

      程中我也感受到另一件事，人生就像在追浪，一旦浪過了就再也回不

      來了，所以我們要做好最充足的準備去把握住每一道浪」。 

    另一位同學 WC 也提及了相似的自我挑戰帶來意義的經驗：

      「經過這段日子的學習與體驗，我覺得我為自己的青春寫下了很棒的

      篇章，人們都會對未知充滿恐懼，因為害怕、不安而不敢跨出那一

      步，但很多事沒去做你根本不會知道結果是甚麼，在這次的活動中，

      我覺得我不只戰勝了恐懼，也戰勝了自己，一個不會游泳的人但卻願

      意克服內心的恐懼去從事水上活動。在每天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我們

      不會特別去感謝自己身邊所擁有的一切，但在空閒的時間多多走出戶

      外，並去探險更多不同的事物，便能夠更珍惜生命中的所有，也為自

      己的人生增添不一樣的風景。」  

    這樣的論述表達學生經由體驗冒險教育課程的實施，學習到「控制中

的冒險」和從成敗經驗之中，學習感動和領悟，因此本研究結果非但呼應

了劉姿慧 (2015)、Deane 與 Harre (2013) 以及 Hattie 等人 (1997) 等人的論

點，透過戶外冒險活動的體驗，藉由活動參與後的回饋與反思，能夠促進

參與者將戶外歷險的經驗延伸到一般的生活情境，對學生的情意發展有顯

著的影響，更讓學生藉由冒險教育提升應對挫折感和珍惜周邊的事物的

體悟。

（一）本課程的設計讓學習者在實踐的歷程，感受到負向的情緒，也體驗

      正向的情緒經驗，在課程中，他們經驗了一些遺憾、疲累與挫折

      感，但是也獲得滿足、愉快、期待、有趣以及興奮的感受。而煩

      燥、害怕及孤單則是在活動後較少被經驗的情緒。其他較少經驗的

      情緒還包括了苦惱、痛苦、憂慮等情緒。這樣的情緒經驗達成了研 

      究者課程設計的理念。透過課程連結與實作，將在地自然環境轉化

三、對於學生的情緒經驗，授課教師的反思與回應



      為一個教學者熟悉、可控制、提供學習者安全無虞的探索學習場

      域，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下學習，自然會讓學生感到有趣，充滿期

      待，同時降低了學生的害怕與憂慮。學生疲累的來源，主要來自衝

      浪露營活動中，帳篷過於悶熱影響睡眠品質，未來可以嘗試用天幕

      搭配蚊帳來取代帳篷。

（二）以目標導向的方式，透過海洋環境的風險性與不確定性，讓學習者

      體驗「離家→歷險→返家」的冒險歷程。強調出發前的準備與練

      習，過程中的堅持與變通以及返家之後的反思與成長。學生在學習

      歷程中因遇見困難無法解決而挫折，也同時預告了在困難解決時可 

      能經驗更強的成就感。挫折的產生是學習過程中必經的歷程，重點  

      在於經歷挫折之後能不能轉換成為成功的滿足。為了讓學生能夠在      

      努力學習之後獲得成功的情緒感受，教學者提供了一個鷹架學習的

      模式，從平靜水域到開放水域，建構了由簡單到挑戰的學習情境。

      衝浪技能的學習的確讓很多的學生經歷了挫敗，教學者藉由器材設

      備的調整，提供面對挫敗無助的學生浮力更大，板面更寬的衝浪

      板，增進學生追浪起乘的成功率，協助學習者從挫敗的情緒轉換為

      成就的體驗，進而鼓勵學生自我挑戰，讓學習者從成敗的經歷中建

      構強壯的自我。

（三）為了避免課程掉入逸樂化趨勢以及知識淺化的危機，本課程從時間

      的安排以及內容的設計來進行檢視，學習者除了在學習時間的投

      入，更藉由實際海洋體驗，走入真實的海洋世界。

      1. 從課程的時間安排來看：本課程為 2 小時 2 學分，學期 18 週總

        時數共計 36 小時。基於課程設計的理念及目標的導向，將學習

        時間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戶外知能與基礎水域能的教學，

        接著分組，A 組同學先進行 SUP／獨木舟的學習，接著進行衝浪

        學習；B 組同學則先安排衝浪技能學習，再進行 SUP／獨木舟學

        習。換言之，分組後每一位同學投入學習的時間包含共計 46 小

                時。遠比課程原先的 36 小時多出了 10 個小時，期間包含三次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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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假期的時間，可以看到學生對於這堂課程的投入與用心。

      2. 從課程的內容規劃來看：除了技能的教學之外，也包含了探討海

        浪及海流形成的原因、潮汐現象、離岸風 (off-shore wind) 與向

        岸風 (on-shore wind) 的形成以及其對衝浪、 SUP／獨木舟等活

        動的影響；了解湧浪與碎浪的區別，辨識海浪各部位的名稱（浪

        頭、浪尾、浪壁等）及不同的浪區 (Inside 與 Outside)，理解不同

        海底地形（沙灘、鵝卵石、礁岩）對於海浪的影響等海洋相關知

        識。藉由簡報的說明並錄製數位教學影片，來建立學習者對於海

        洋的基本知識。雖然經過課堂的教學，學習者對於海還是相當陌

        生，本課程透過獨木舟及衝浪的體驗學習之後，讓學生走入真實 

        的海洋世界，透過實踐與體驗，學習者對於原先似懂非懂的海

        洋知識有更深刻的體會與瞭解。誠如學生 JTS 在其心得中所提

        到：「第一次實際來到海邊，老師讓我們先下到海中，體驗浪打   

        在身上的感覺，去感受它，並且教我們如何去判斷好浪跟壞浪，

        選擇好浪也是衝浪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之一呢！」。

（一）在這門課的海洋冒險活動中，期待、愉悅、興奮、有趣、感恩與自

      在等情緒是學生經驗較強的一些情緒，而難過、悲傷、失望、無

      助、煩躁、苦惱、害怕則是經驗相對較弱的情緒。從深刻經驗的頻

      次而言，疲累、成就感、感恩、滿足、愉悅、遺憾、期待、有趣、

      興奮、挫折感及安全感則是較常被提及的學習情緒。情緒多樣化的

      表現，代表著經由冒險挑戰的活動設計，幫助學生離開舒適圈，進

      而激發他（她）們許多過去沒有發現的能力，例如判斷力、參與

      感、用心、合作、願意冒險等較為成熟的感受與經驗。

（二）學生在從事海洋獨木舟／SUP 、半日衝浪或者衝浪露營三個主要海

一、結論

陸、結論與建議



      洋冒險活動時，他們的情緒經驗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在從事海洋冒

      險活動之前與之後，學生有明顯的情緒轉折。基本上，他們在活動

      後經驗了較強的愉悅與成就感，但同時也經驗了更強的疲累與挫折

      感；此外，憂慮困惑、緊張不安以及興奮期待感在活動後也都顯著      

      地降低了。這樣的情緒轉折，彰顯出海洋冒險活動的意義與價值，

      給孩子們機會去體驗「控制中的冒險」，從成敗的經驗之中學習

      感動和領悟。獲得自信、強化挫折容忍力，以及提升社會行為的

      表現。

（三）關於課程，教學者針對課程的實踐歷程提出的反思包括：

    1. 本課程的設計讓學習者在實踐的歷程，體驗正向的情緒經驗，實       

      踐了大學通識教育中所強調的「人與人」、「人與事」、「人與

      物」、「人與自然」等價值。

    2. 以目標導向的方式，透過海洋環境的風險性與不確定性，讓學習者

      體驗「離家→歷險→返家」的冒險歷程。學生在學習歷程中因遇見

      困難無法解決而挫折，也同時預告了在困難解決時可能經驗更強的

      成就感。

    3. 避免課程逸樂化之傾向，學習者除了在學習時間的投入，更藉由實

      際海洋體驗，走入真實的海洋世界，透過實踐與體驗，學習者對於

      原先似懂非懂的海洋知識有更深刻的體會與瞭解。

（四）整體而言，本研究在學術上的主要貢獻有二。首先，本研究展現了

      在課程活動前後學生情緒的多樣性與流轉，呼應了近年來學習情緒

      研究學者所強調，學習情緒經驗多元性、情境性與動態性的現象。

      其次，在此海洋冒險體驗課程中，學生知覺到的情緒經驗大多是極

      為正面的。對應正向心理學與學習情緒領域的研究，我們應可推論

      此情緒經驗對學生的認知學習與心理健康可能也有正面的影響；然

      而，影響效果有多大，卻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檢視。因此，本研究

      的第二個學術貢獻即在於，作為國內極少數學習情緒研究的研究之

      一，激勵更多的教學者或研究者從事相關領域的研究，使吾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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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現場中的情緒歷程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在教學方面的建議

    1. 海洋冒險活動本就係高風險的活動，參與者很難不帶著情緒張力

      參與，教學者若能察覺學生的情緒發生與流轉，應該提供學生更立

      即的回饋與協助，也應該幫助學生更快地克服困難取得學習的成

      就感。

    2. 在通識開設海洋冒險相關課程，如果不要求學生先具備基本的水域

      能力，則班上學生的個別差異會太大，若以學生的水域能力篩選修      

      習學生，則又失去「通識」課的意旨；根據本次教學研究經驗，我      

      們仍傾向不以水域能力篩選學生，但建議教學者在教導相關水域技

      能時，將學習的鷹架搭建的更精緻，使學生在學習的歷程中經驗適

      當的挫折感以及極大的滿足感與成就感。

    3. 在教學的過程中，可以讓學生參與教學活動的準備工作與事後的清

      洗、整理的工作。在戶外冒險的課程中，許多時候在從事這些（看

      來）非核心學習活動時，學生可以學到更有價值的做人處世、待人

      接物的品格。

    4. 在本課程衝浪露營的活動中，教學者透過讓學生將所炊煮的食物吃

      完、不可留任何廚餘的要求，以及事前如可選購、處理食材以減少

      垃圾量的教導，強化學生「無痕山林」的概念。不少學生在期末報

      告中表達了這個經驗對他們造成的震撼。我們建議相關海洋教學活

      動時，不論多少，儘可能納入環境教育的要素，既能提高課程知識

      承載度，也使學生對環境生態議題有更深刻的學習。

（二）課程永續發展的思維

      戶外現場教學的不確定因素較多，加上安全責任的考量，大部分的

      教師均望而却步，如何提升老師開課意願並永續發展課程？研究者

      提出以下的建議：

二、建議



    1. 建立教學團隊：可以藉由單一老師整合相關課程或者是多位教師的

      課程整合來建構教學團隊。以本次的課程為例，研究者整合了體育

      學系大學部戶外風險管理以及碩士班原野生態技能與體驗課程。碩

      士班的學生先針對衝浪、SUP 及獨木舟探索體驗的遊程進行規劃，

      大學部的學生則利用這次課程的活動來進行風險管理的實作實習。

      藉由整合運作的模式，建立本課程的人力資源系統，協助活動的

      進行。

    2. 爭取校內教學計畫並整合校外資源：校外課程實施人員的載送、器

      材的搬運以及活動風險管理的問題，所牽涉到的除了經費的需求之

      外，更包含專業人力的投入。在經費需求的部分，如果能夠連結學            

      校的教學相關計畫獲得更多的經費挹注，會讓活動的運作更加的便

      利。以本次的課程為例，結合了教育部特色大學計畫，提供充分的      

      經費支援。除了上述教學團隊的建立之外，搭配活動的需求聘請專      

      業人力的協助也有其必要性。例如獨木舟海上航行的過程中，如果

      能夠有動力小艇的戒護，會讓活動的安全性更有保障。學校若能提

      供更好的支援系統，教師發展此類型課程設計的意願會更高。

    3. 連結在地資源以建置戶外教學基地：戶外海洋探索活動，在課程本

      身之外，器材的搬運與整理以及環境的變數是最大的挑戰。本課程      

      在衝浪露營活動的設計上，連結了在地社區發展協會，提供了器材

      置放、清洗以及露營的環境。教學者與在地社區長期合作，建置出

      一個衝浪體驗學習的教學基地；透過在地連結，讓我們熟悉教學的

      場域，也節省器材長途搬運所需投入的人力及物力。

（三）在研究方面的建議

    1. 在高等教育階段更多從事「教學」研究。稍早我們在文獻探討中曾

        提到，在蒐尋海洋教育的文獻時，發現相關領域課程與教學的研究

        以小學階段最多，到了大學階段則甚少學者為之。然而，要使相關

        領域的教學不只停留在個人的經驗之內，我們確實需要更多的教學        

        者將他們的教學歷程（以及在其中的學生學習歷程）與所屬學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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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分享，方能使相關教學的教材教法有效提升。

    2. 更多從事教學方法與學習成效關聯性之研究。這些年間，「學生學

        習成效」在大學校務評鑑的領域高喊入雲；然而，對很多在大學現

      場教學的教授而言，學校（或教育部或評鑑中心）所談的學生學習

      成效往往甚難理解。在本研究的課程中，除了海洋運動相關知識

      （認知）與技能的學習外，教學者也檢視了學生的學習情緒（情

      意）。我們建議更多的通識教師在從事教學研究時聚焦於情意面向

      的學習成效，對於通識教學的品質提升與價值確認，應該會有更具

      體的貢獻。

    3. 由於本研究使用的情緒測量工具為單一題項的工具，故無法提供一

      般量表工具常見的信效度數據。研究者理解這個工具的限制，並建

      議有志於研究教學／學習情緒歷程的學者針對此問題加以研究，或

      可發展出可檢視教學／學習情緒之更具信效度的測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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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of an adventure course offered in 

a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arning emotions and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to reflect upon the 

teaching practices by examining those relationships. Forty-three college 

students who enrolled in the “Outdoor adventure and exploration” course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Students learned SUP, ocean canoeing, and surfing 

through a “classroom–calm water–open water” learning paradigm. Three 

major open water activities, including a one-day SUP/canoeing, a one-

afternoon surfing, and an over-night surfing camp were arranged during 

corresponding semester. Methods such as participating observation, survey, and 

student learning logs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on students’ learning emotions. 

It is concluded that, a) Expectation, enjoyment, excitement, interesting, 

thanksgiving, and easy-going were among the most frequently experienced 

emotions, and tiresome, achieving, thanksgiving, satisfaction, enjoyment, 

regret, expectation, interesting, excitement, frustration, and security were 

among those most significantly experienced emotions. b) Emotions experi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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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and after these activities manifested significant shifting in that students 

experienced stronger enjoyment and achievement after those learning activities, 

but they also experienced stronger tiredness and frustration after the activities. 

c) The instructor reflected on his own instruction on course value, course 

management,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accordingly.

Keywords: outdoor adventure,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teaching reflection, 
                  achievement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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