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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問題導向學習來提升學生研究發展能力 

吳承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研究生 

 

壹、前言 

    九年一貫課程，是最近年來重要的教育改革方案之一。教育部依據九年一貫

課程改革，公佈十大課程目標與十項基本能力為指標，其課程目標之一即在培養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而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都是研究發展能力中相當重

要的部分。在科技發達與社會快速變遷的時代裡，社會越來越複雜與多元，發展

學生問題解決能力與提升研究發展能力，以適應瞬息萬變的科技社會更顯得相當

重要。 

    問題導向學習是由教師設計一個現實生活中常發生的問題，作為學習的起

點，在進行教學前提出問題，由學生主動進行問題解決的過程，讓學生從中學習

知識與技能。學生不但可以透過討論而反映出不同學習型態的學習特質，更可以

透過意見的交換，記錄所見所聞、驗證自己對於問題的了解（林麗娟，2002）。 

以下本文將針對生活科技課程能提升學生研究發展能力、問題導向學習能有

效提升學生研發能力來進行探討，並以一教案「創意太陽能車教學活動」為例，

探討如何實施問題導向的學習。 

 

貳、生活科技課程能提升學生研究發展能力 

     依據教育部公佈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為國民教育的基

礎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習應以探究及實作的方式來進行，強調手腦並用、

活動導向、設計與製作兼顧、知能與態度並重。 

    在民國九十二年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科技學習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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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中，課程目標與分段能力指標重點敘述如下：(教育部，2007) 

一、課程目標 

   (一) 培養探索科學的興趣與熱忱，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二) 學習科學與技術的探究方法和基本知能，並能應用所學於當前和未來的 

       生活。 

   (三) 培養愛護環境、珍惜資源及尊重生命的態度。 

   (四) 培養與人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力。 

   (五) 培養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激發開展潛能。 

   (六) 察覺和試探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二、分段能力指標 

    為了提示教師經由學校教育，安排適當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情境，以促進學生

有效的學習與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依據所培養之國民科學與科技素養的屬

性和層次，制定了學生在學習各階段所應學到的能力指標。在生活科技方面的分

段能力指標為：(教育部，2007) 

   (一) 過程技能：科學探究過程之心智運作能力的增進。 

   (二) 科學與技術認知：科學概念與技術的培養訓練。 

   (三) 科學本質：對科學本質之認識。 

   (四) 科技的發展：了解科技如何創生與發展的過程。 

   (五) 科學態度：處事求真求實、感受科學之美與威力及喜愛探 究等之科學                

                 精神與態度。 

   (六) 思考智能：資訊統整、對事物能夠做推論與批判、解決問題等整合性 

                 的科學思維能力。 

   (七) 科學應用：應用科學探究方法、科學知識以處理問題的能力。 

   (八) 設計與製作：運用個人與團體合作的創意來製作科技的產品。 

        1.閱讀組合圖及產品說明書。 

        2.利用口語、影像、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表達創意與構想。 

        3.了解設計的可用資源與分析工作。 

        4.設計解決問題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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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模擬大量生產過程。 

        6.執行製作過程中及完成後的機能測試與調整。 

    其中「設計與製作」，主要是使學生瞭解如何運用個人與團體合作的創意來

製作科技的產品，這正是科技研究發展的重要內涵。研究發展是把科技創意透過

設計與製作，發展出解決方案，再經過反覆測試與修改，再朝向商品化去研究改

良後產生新產品。因此，「設計與製作」對於研究發展能力的培養是很重要的一

環。國際科技教育學會(ITEA)所訂的科技能力標準中也指出，學生在設計方面的

科技能力，應透過解決問題的活動，體驗如何進行：故障檢出、研究發展、創新

改良、以及實驗(ITEA，2003)。 

 

参、問題導向學習能有效提升研發能力 

    問題導向學習是由教師設計安排一個問題或任務，再交由學生去解決問題或

達成任務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著中在經由與他人合作時而發展出自己建構的知

識和技能（計惠卿、張杏妃，2001）。問題導向學習是以學生為學習的中心，老

師只提供適時的指引，讓學生藉由分組討論及實作，習得知識並完成作品。問題

導向學習中包含了「實作」能力的培養，而「實作」是研究發展中重要的一個環

結。「實作」具有動手做的特色，透過生活科技教學活動中的實作性技能的訓練，

培養學生動手做的習慣，更能增進學生對科技研發的能力。 

    問題導向學習的出發點為真實情境中的問題，引導學生進行探究，最後設定

教學目標為問題解決。這樣不但能提高學生的興趣與動機，還能與原本的概念與

生活經驗作結合，讓學生自我探索，自我學習，進而能將學習概念應用在日常生

活中，而問題導向學習也能將上課內容和教學方法融入實際的生活情境，學生也

能就此培養主動學習與主動察覺問題的態度這對於提升學生的研究發展能力有

很大的幫助。 

    問題導向學習有助於提升「實作」與「問題解決」能力。而「實作」與「問

題解決」的過程中充滿創新與克服困難的歷程，而創新與克服困難正是研究發展

的重要特質。因此藉由「實作」與「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是有助於提升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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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能力。問題導向學習以生活中會發生的問題為學習的起點，以問題解決

為學習的動機，如此不僅能增強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也能提升學生研究發展能

力。問題導向學習也能配合九年一貫課程所要培養的十大基本能力「主動探索與

研究」、「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肆、教案分享 —「創意太陽能車」 

一、教學目標 

   (一)單元名稱：製作創意太陽能車 

   (二)適用對象：國中一年級 

   (三)教學節數：八 節 

   (四)教學目標 : 

     1.認知方面 

       (1) 能認識太陽能車的各項配件。 

       (2) 瞭解產品設計的原理與步驟。 

       (3) 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4) 了解基本手工具的使用方法及其功用。 

    (5) 能觀察太陽能車如何利用力的作用與傳動現象來運動。 

   (6) 能和同學討論如何著手進行製作太陽能車並根據結果進行製作。 

   2.技能方面 

    (1) 學會正確使用基本手工具。 

    (2) 能更安全並正確的配合手工具的使用完成太陽能車。 

   (3) 在實作的過程中，培養學生的研究發展能力。 

 3.情意方面 

(1) 培養學生創造思考的能力。 

(2) 培養學生分析解決的能力。 

(3) 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 

(4) 激發其對科技產品的探究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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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對於不同於自己的意見或想法能虛心接受並相互溝通。 

二、教學器材 

每組所需工具與材料： 

 

編號 名稱 數量 詳細介紹 

1 太陽能晶片 一片 發電用 

2 齒輪 數顆 傳動用 

3 軸 2根 傳動用 

4 手提電鑽 一把 車身鑽孔用 

5 鑽頭 數根 車身鑽孔，配合電鑽使用 直徑為：1mm 

~6mm各一支 

6 剪刀 一把 製作車身剪裁用 

7 美工刀 一把 製作車身切割用 

8 金工弓鋸 一把 切割厚珍珠板用 

9 直尺 一把 製作車身劃線用 

10 筆 一隻 劃線用 

11 熱熔槍 一把 接合車身 

12 雙面膠 一捆 接合車身 

13 珍珠板 一大片 2*15*10(cm) 製作車的外殼(身) 

14 潤滑油 一瓶 潤滑用 

15 厚紙板 一片 製作外型 

16 彩色筆 一組 上色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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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實施流程 

節次             教學活動 活動內容 評鑑 

 第一節 

 

 

 

 

 

 第二節 

 

 

 

 

 

一、發現問題 

學生觀察太陽能車無法前進的可能原

因，小組討論後將所有可能記錄下來。

 

二、學生思考學習議題 

小組討論，太陽能車和行進的相關因素與

太陽能車所需的各項零組件。 

 

 

三、決定適合的設計與製作 

1.分組討論如何組合和設計出最完美的

太陽能車，並詳細紀錄流程和想法。 

2.完成各組的組合流程。 

教師提供數台故障之太陽車，讓

學生觀察其可能的故障原因，小

組討論並以口頭發表。 

 

經由同學彼此之間的經驗享，小

組成員的之間的分析和討論，可

驅使學生澄清模糊概念，知識再

統整應用。 

 

透過小組成員的討論和評估，並

參考相關網站的資訊，以小組的

共識決定設計與組合太陽能車。 

 

 

 

 

 

 

 

 

 

 

 

 

 

製作流程與

設計圖 

 第三節 

 

 

 

 

 

 

 第四節 

一、呈現結果： 

1.根據決定的流程和設計製作太陽能車。

2.測試製作結果。 

3.觀察太陽能車動力的傳動情形。 

 

二、透過問題進行探究 

1.為什麼有些人的太陽能車動不了？提

出可能的原因？ 

2.根據可能的影響的原因設計實驗 控制

變因逐一解決問題。 

3.問題探討結果分享 

請學生將討論結果作成自己的

紀錄。 

 

 

 

 

 教師要求小組經由腦力激盪，

探究原因提出意見，並設計實

驗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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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第六節 

一、分組提出製作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與

解決方案 

 

 

二、自我指引研究 

學生觀察太陽能車的運動情形，太陽能車

為什麼會運動的原因？ 

 

三、學生透過問題進行探究 

1. 什麼是摩擦力？ 

2. 摩擦力在生活上有何作用？ 

3. 如何增加或減少摩擦力 ？ 

 

四、學生討論 

1.車子行進時的受力情形?包含哪些力? 

小組討論並以口頭發表的方

式，提出製作過程中所遭遇的問

題並提出多個決方案。 

 

據舊經驗和實際觀察，小組共同

討論和分析太陽能車運動的因

素。 

 

小組討論並以口頭發表的式，提

出如何降低或增加車子行進時

的摩擦力。 

 

小組討論並以口頭發表的方式

提出意見。 

 

 第七節 

 

 

 

 

  

 第八節 

一、改良和試驗 

各小組經由充份討論和詳細評估，並依據

製作太陽能車之學習經驗，針對場地進行

太陽能車的最佳改良和試驗。 

二、呈現結果 

各小組經過測試表呈現改良方法和試驗

結果，最後進行各組公開比賽  

 

 

 

 

 

1.計時賽。 

2.障礙賽。 

能製作完成

太陽能車 

  評鑑 團隊合作 (20%) 
競賽成績 (40%) 
創意與設計 (40%) 
 

  

 

四、創意太陽能車設計與製作－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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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問題導向學習需把學習目標轉化為與真實生活經驗相關的問題，如此學生所

學習的知識與技能才不會因為與生活脫節而無法運用在現實生活中。教師應鼓勵

學生積極參與發言，勇敢提出自己對事情的看法，並且能使每個學生都能持續不

斷的學習。最重要的是，希望讓學生在學習活動中，始終都是保持對課程內涵的

積極參與，主動產生學習的意願與解決問題的企圖心，最終能達到提升學生研究

發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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