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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偵探影片探討學生科技學習的遷移模式（第 3 年）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問題解決是一個複雜的心理歷程，如何培養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一直是科

技教育所關心的重點。但學生在進行問題解決活動時，經常不知如何運用應有的

問題解決模式，導致其過程多是以嘗試錯誤的方法來。本年度計畫的研究重點在

運用一系列的情境學習，以探討是否能有效協助學生建構其解決問題的模式。 

科技的學習必須融入適當的情境，若缺乏適當情境的體驗，學生難將所學與

其生活經驗結合，因此問題解決能力之培養，是需在適當的情境中進行。本研究

所應用的情境學習策略包含：觀察、模擬與實作。在觀察的情境上，係以科學偵

探影片媒介，因其能藉由偵探推理及破案的過程，將科學與科技整合應用，此可

幫助學生融入到真實問題解決的情境，並培養學生邏輯思考及問題解決的能力。

其次，再藉由模擬、實作活動之情境體驗，協助學生瞭解科學及科技知識的應用

與問題解決的歷程，進而發展出正確的問題解決模式。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

目的為：(1) 運用科學偵探影片的觀賞、情境式的模擬以及實作的活動等三種情

境，引導學生發展自我的問題解決模式；(2)探討學生在上述不同的情境下，其

問題解決歷程之改變情形。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重點，在於瞭解學生經由觀察、模擬及實作等三種情境的引導下，

其問題解決模式之歷程變化情形。為達此一研究目的，本研究運用科學偵探影片、

情境模擬活動、以及實作活動等策略發展一系列具有連貫性的問題解決教學活動，

並設計相關之學習活動單。而後，藉由 14週（每週 100分鐘）的教學，檢視學

生在三種情境下所展現之問題解決模式。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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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之研究團隊，是由兩位科技教育領域之專家及兩位具有多年教學經驗

之生活科技教師所組成，教學活動之設計則是依據問題解決以及情境學習等相關

理論發展而成。整體教學活動大致上可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之教學活動，是

藉由科學偵探影片（片名：偵探伽利略）之觀賞，引導學生透過觀察的方式，學

習偵探問題解決及邏輯思考的歷程。在影片觀賞的過程中，學生亦需同時記錄影

片中所應用到的科學與科技，以建立後續活動所需之概念知識。為使學生對於影

片中相關的科學與科技概念知識有正確且完整的理解，在觀賞完科學偵探影片後，

即由授課教師補充相關的科學及科技知識。之後，並再次觀賞同部科學偵探影片，

以協助學生確實瞭解片中所呈現的相關知識。此外，學生也觀賞其他包含相近原

理之科學偵探影片，以強化學生的科學及科技知識，並使其對於偵探解決問題之

模式有更深入的觀察。此一階段結束之後，學生需依據影片觀賞的心得，繪製其

問題解決的模式（簡稱模式一）。 

第二階段之教學活動，則是透過情境模擬的方式，以協助學生進一步建構其

問題解決的模式。而在實施情境模擬活動之前，為確保學生在後續活動中能有足

夠的工具／機器／材料的操作技能，教師先進行三週的操作技能訓練活動，以培

養學生之實作技巧。情境模擬活動的實施方式，是以科學偵探影片之劇情為基礎，

要求學生扮演成片中主角以解決突發事件，過程中學生必須運用第一階段所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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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原理與技術，嘗試發展出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案，並以模擬的方式來呈現其解

決方案。在第二階段活動結束後，學生需依據本階段活動的學習經驗，繪製其問

題解決的模式（簡稱模式二）。第二階段之情境模擬活動內容如下： 

 

貝塚北警察署接獲報案電話，有一名登山客在富士山山腳下離奇失蹤，若不

及時找到，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因此，草薙警部、弓削志郎巡查、內海薰巡查趕

到帝都大學，懇求湯川教授(偵探伽利略)和他們一起火速趕往富士山救人。車行

到富士山山下時，草薙警部忽然看到路旁大樹下正倒臥著一個人，正是那名失蹤

的登山客，這時忽然一陣地震，一塊巨大的岩石剛好落在回程的道路上。 

眾人在地震停歇後，立即去救出登山客，但倒在回程路上的巨大岩石卻是怎

樣也無法靠人力搬開，湯川教授表示一定要想辦法將岩石移開，這樣才能將人及

時送下山，不然等救援隊過來就太慢了。這時湯川教授看了看道路的斜度和一旁

掉落的樹木以及車上的器材與工具，笑了笑說他想到可以將岩石移開的方法了。

如果你是湯川教授，你將如何移開岩石呢？請你運用以下所提供的材料及器材，

以 1:20 的比例來模擬現場狀況，並說明你將如何移開岩石。 

 

案發現場  模擬現場 

巨大岩石 長 400 cm，寬 200 cm，

高 200 cm 

 木塊 10 x 10 x 20cm 

警車 長 400 cm，寬 200cm，

高 160cm 

 模型車 長 20 cm，寬 10cm，高

8cm 

現場材料 大樹幹、小樹幹  材料 木板、木條、厚紙板、

瓦楞紙 

車上器材 彈性繩、帆布、鐵絲、

膠帶、矽膠、手提鑽

床、手提線鋸 

 器材 橡皮筋、彈力束帶、西

卡紙、鐵絲、膠帶、雙

面膠、熱熔膠、鑽床、

線鋸、美工刀、剪刀 

 

第三階段之教學活動，是透過實作活動來建構學生之問題解決模式。此實作

活動之內容，是以學生在第一階段中所學之科學與科技知識為基礎，學生需運用

相關之科學原理與技術，透過實際動手製作以及實地測試的過程，來檢驗方案的

可行性。在第三階段的活動結束後，學生則需依據其實作的心得，繪製其問題解

決的模式（簡稱模式三）。第三階段之實作活動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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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XX 年 7 月，超級強烈颱風「瓦力」壟罩台灣，造成部分山區道路中斷，

山中居民無法獲得外界物資，直升機又因為氣候惡劣無法執行運送任務，使得山

區居民面臨斷炊的危機，怎麼辦呢？此時，身為貨運達人的你被委以重任，你必

須利用你高超的開車技巧及改裝車的技術，將救援物資運送給山區民，你要怎麼

做呢？ 

 

狀況說明： 

利用之前完成的木頭車，以及新發放的材

料，設計並改良木頭車，使其能順利運送貨

物，並在撞擊障礙物後，可將貨物拋出。 

計分方式： 

1. 共要運送 3 個貨物，一次運一個，分數

為三次得分之總和。 

2. 運送過程中，貨物若掉出車外或車子翻

覆，不算得分 

3. 車子自斜坡上順利滑下至平地得 10 分 

4. 車子有撞擊到障礙物得 10 分 

5. 車子撞擊障礙物後，貨物順利離開車子

得 10 分 

6. 貨物越過障礙物後落地，依落點與障礙

物之水平距離計算得分，每 1cm 得 1分。 
 

 

本研究之教學實驗時間共為 14週，每週授課 50分鐘。研究對象是新北市某

國中二年級共 103位學生，該校為男女合班的學校。參與本次教學的教師為本研

究的研究團隊成員之一，為資深的生活科技教師，具有豐富的教學實務經驗。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蒐集的資料為活動過程中五份的活動學習單，包含：(1)活動單

一：偵探影片觀賞記錄單（一）；(2)活動單二：偵探影片觀賞記錄單（二），與

問題解決流程圖（模式一）；(3)活動單三：情境模擬記錄單，與問題解決流程圖

（模式二）；(4)活動單四：實作活動記錄單；(5)活動單五：問題解決流程圖（模

式三）。 

為深入瞭解學生三次問題解決模式之發展歷程，本研究依據 Chang和

Barufaldi（1999）以及國內外多位學者對於問題解決歷程之定義，以及參考張

俊彥、翁玉華（2000）評量問題解決模式的作法，將問題解決的過程分為：(1)

界定問題；(2)蒐集資訊；(3)發展備選方案；(4)選定備選方案；(5)執行備選方

案；(6)評鑑結果；(7)回饋修正等七大步驟，各步驟之定義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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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問題解決步驟 

問題解決步驟 步驟定義 

1. 界定問題 確認並界定問題之所在、分析問題發生的原因，瞭解目

前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2. 蒐集資訊 藉由觀察與經驗分析問題，廣泛蒐集所有與問題相關的

資料，瞭解問題的本質與可用的方法。 

3. 發展備選方案 掌握足夠的資訊後，開始發展出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構想之方案可以不只一種，越多越詳細越好。 

4. 選定備選方案 由上個步驟所發展出來的方案中，透過模擬實驗等方

式，權衡可行性、效果、便利性和經濟性等各項利弊得

失，選出最佳的解決方法。 

5. 執行備選方案 實際執行所選擇的解決方法。  

6. 評鑑結果 針對所選擇的方案，比較實際執行之情況與預期結果的

差異，評估其成效，檢討成功的原因或探討如何加以改

進。 

7. 回饋修正 依據評鑑結果，重新思考問題及蒐集資訊後，發展新的

解決方案或修正原有之解決方案，並再度執行新的方案。 

 

本研究以上述七個步驟作為分析學生問題解決歷程的參考標準，並邀請兩位

資深生活科技教師，分別針對學生學習單中所繪製的問題解決流程圖進行歸類與

分析，將學生所繪製的問題解決流程圖對應至七項問題解決步驟中，以記錄其解

決問題歷程的步驟數及步驟類別。藉此，可分析學生在三個情境下的問題解決歷

程的改變情形，以瞭解其問題解決模式的演變。 

 

參、結果與討論 

 

為瞭解學生問題解決的歷程，本研究先就學生三次問題解決模式中所含的步

驟數量進行次數分配的統計。從分析之結果來看，學生在第一次繪製問題解決流

程圖時，其運用的問題解決步驟數量平均為 3.77個；第二次繪製問題解決流程

時，其運用的步驟數量平均為 4.12個；而最後一次繪製時，其運用的步驟數量

平均為 5.44個。詳細之次數分配情形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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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學生在三個情境下所運用的問題解決步驟次數（N=103） 

教學策略 

模式中 

所含的步驟數 

觀察（模式一） 模擬（模式二） 實作（模式三） 

人次(百分比) 人次(百分比) 人次(百分比) 

0 0(0%) 0(0%) 0(0%) 

1 0(0%) 0(0%) 0(0%) 

2 4(3.9%) 9(8.7%) 0(0%) 

3 44(42.7%) 20(19.4%) 3(2.9%) 

4 35(34.0%) 36(35.0%) 14(13.6%) 

5 13(12.6%) 28(27.2%) 39(37.9%) 

6 6(5.8%) 8(7.8%) 29(28.2%) 

7 1(1.0%) 2(1.9%) 18(17.5%) 

 

由表 2可以看出，學生在歷經觀察、模擬與實作的活動後，其問題解決步驟

的發展越趨完整。在首次繪製問題解決流程圖時，多數學生僅能運用到三至四個

步驟，而在完成實作活動的教學後，多數學生已能運用五個以上的問題解決步驟。

為深入瞭解學生在各問題解決流程圖中所運用的步驟為何，本研究進一步針對各

步驟在三次問題解決流程圖中被運用的次數，其結果如表 3所示： 

 

表 3 問題解決七步驟在三個情境下所呈現的次數（N=103） 

教學策略 

問題解決步驟 

觀察（模式一） 模擬（模式二） 實作（模式三） 

人次(百分比) 人次(百分比) 人次(百分比) 

1. 界定問題 31(30.1%) 38(36.9%) 65(63.1%) 

2. 蒐集資訊 46(44.7%) 52(50.5%) 63(61.2%) 

3. 發展備選方案 98(95.1%) 101(98.1%) 102(99.0%) 

4. 選定備選方案 36(35.0%) 33(32.0%) 56(54.4%) 

5. 執行備選方案 95(92.2%) 94(91.3%) 101(98.1%) 

6. 評鑑結果 52(50.5%) 65(63.1%) 99(96.1%) 

7. 回饋修正 30(29.1%) 41(39.8%) 74(74.8%) 

 

由表 3可以看出，在學生三次問題解決流程中，以「發展備選方案」與「執

行備選方案」兩者被運用的次數為最高，顯示學生對於七項問題解決步驟中，最

容易理解及運用的步驟應為發展與執行方案兩者。從模式一之數據中可看出，學

生一開始較少提及「界定問題」、「選定備選方案」以及「回饋修正」等幾項步驟，

顯示其最初對於這些步驟之功能並不是非常理解，但在經由情境模擬之活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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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鑑結果」以及「回饋修正」兩項步驟之運用即有相當程度的成長；而在實

作活動後，學生在「界定問題」、「選定備選方案」、「評鑑結果」以及「回饋修正」

等步驟之應用皆有明顯的提升，顯示本研究之教學引導對於學生問題解決模式各

步驟之發展有正向的影響。 

第一階段之問題解決教學活動，主要是藉由科學偵探影片的觀賞來啟發學生

的問題解決能力。科學偵探影片具有科學與科技的整合應用，可幫助學生藉由偵

探的角色融入到真實問題解決的情境，此外，透過觀察偵探推理及破案的過程，

學生可學習偵探的邏輯思考模式，及如何應用科學與科技來解決問題。藉由第一

階段活動學習單的分析，本研究亦發現多數學生都能描述出偵探破的歷程以及影

片中破案的關鍵點，包含：觀察現場蒐集證據、推論犯罪手法（發展方案）、藉

由實驗加以驗證等。由於影片中的偵探大多一次便順利解決案件，這可能會造成

一個假象，使學生所發展的問題解決模式亦多為簡單的單線模式，如：問題發生

→蒐集資料→發展備選方案→執行備選方案→問題解決等。相較於本研究所界定

之七項問題解決步驟，學生較少考慮到對於方案成效的評鑑以及方案失敗時的處

理方式，也較缺乏回饋修正的歷程。學生在第一階段的問題解決模式之示例，可

如圖 2所示。 

 

 

圖 2 學生在第一階段的問題解決模式之示例圖 

 

第二階段之問題解決教學活動，是由從科學偵探影片中的情境所衍生的模擬

活動。學生必須運用科學或科技相關知識，設計出具有合理性及可行性的問題解

決方案，其重點是在於訓練學生從科學的角度思考問題解決方案的合理性與可行

性。從表 3模式二的數據可以發現，學生在對於「評鑑結果」以及「回饋修正」

兩個步驟之應用明顯增多，顯示學生在經由情境模擬的教學後，對於方案的評鑑

能力更為提升，也開始瞭解到如何修正失敗方案，或找出具有可行性但尚未成功

的方案。學生在第二階段的問題解決模式之示例，可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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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學生在第二階段的問題解決模式之示例圖 

 

第三階段之問題解決教學活動，乃是運用與科學偵探影片及情境模擬活動相

關之科學原理，所設計的問題解決實作活動，而活動的重點在於透過實際動手作

的歷程，去體驗解決方案的過程。從表 3模式三的數據可以發現，多數學生的問

題解決模式已相當具體且詳細，其中之「界定問題」、「選定備選方案」、「評鑑結

果」以及「回饋修正」等步驟皆有明顯的成長。在界定問題方面，經由實作活動

的體驗，學生開始瞭解到在解決結構不良的問題時，應將問題界定清楚，換言之，

就是找出真正關鍵的問題所在。在「選定備選方案」方面，學生開始會依據實驗、

模擬的結果，或是考量各種條件限制作為選擇方案的依據；而在「評鑑結果」及

「回饋修正」方面，學生已瞭解到多數方案皆非一次可以成功，並會針對成功方

案再加以改良，且成功後會檢討成功的因素，以納入經驗當中。而面對方案失敗

時，亦能更明確的指出方案失敗或模擬成功後，其後續的執行步驟。學生在第二

階段的問題解決模式之示例，可如圖 4所示。 

 

 

圖 4學生在模式三的示例圖 

 

肆、結論 

一、透過影片觀察、情境模擬、實作活動等教學策略之搭配運用，可幫助學生建

立完整的問題解決模式 

觀賞科學偵探影片的活動，可幫助學生建立初步的邏輯思考觀念；情境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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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則是可協助學生瞭解如何構思並選擇具有可行性的問題解決方案；實作

活動亦能協助學生完整建構其問題解決的完整模式。本研究以為，透過影片觀察、

情境模擬、實作活動等情境式活動之運用，可建立學生較完整的問題解決模式。

尤其，透過實作活動的經驗，學生可以體會到所構思的解決方案是否確實可行，

也可以瞭解到如何進行方案的評估與修正。 

 

二、問題解決之教學不應只關注在教導學生瞭解問題解決的步驟，而更應著重在

養成學生問題解決過程中的質性知識 

1. 邏輯推理的概念：在學習問題解決模式前，學生應先具備有基本的邏輯

推理概念，方有助於學習後續問題解決過程中選擇與評鑑等步驟。 

2. 分析問題的能力：教師應加強學生界定與分析問題的能力，尤其是面對

「界定不明的問題」時，方能有助於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案。 

3. 選定備選方案的技巧：教師應透過模擬、簡單的實作實驗等方式教導學

生瞭解如何正確的選出具有可行性的備選方案，如此將有利於後續問題

解決流程之進行。 

4. 方案判斷的能力：當學生初步實驗或篩選過所發展之備選方案後，教師

應嘗試提升學生判斷方案可行性的能力，亦即能夠藉由模擬或實作的過

程，判斷應持續修正方案或發展新方案，如此可有助於提升學生解決問

題的能力。 

5. 回饋修正的技巧：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應多提供學生在問題解決方案

的回饋與修正的學習活動，以提升學生評鑑及反思的能力，如此方能建

構出真正完整的問題解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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