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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四節，將分別針對我國與英國的科技教育內涵；

問題導向學習的內涵；問題導向學習的理論基礎以及問題導向學

習的教學模式，進行文獻探討。 

 

第一節  我國與英國的科技教育內涵 

 

為了因應國內社會變遷與科技發展，以及順應世界潮流，自

民國八十六年起，我國便將原有的中學工藝課程更名為「生活科

技」，直到近年來在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下，生活科技與自然合

併為一大領域，國內科技教育界的學者們更積極的研究各國科技

教育課程的理論，並將其應用於生活科技課程設計。而英國自

1988 年推動的現行國定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將科技訂為

十大學習領域之一，並以「設計與科技」（design and technology , 

D&T）為主要次領域。之後，澳洲和紐西蘭訂頒的國定課程均將

科技教育訂為關鍵學習領域（key learning area,KLA）之一，並師

法英國的理念與內容。而且在最近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研訂中

的 1－13 年級科技課程綱領，也是以英國的國定科技課程為重要

參考依據（李隆盛，民 89）。由澳洲、紐西蘭與香港的課程改革

發展，顯見英國科技教育頗有值得吾人借鏡之處（張永宗，民

91）。 

在本節將針對我國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生活科技課程之教

育內涵與英國之科技教育內涵加以說明。 

壹、我國科技教育的內涵 

在民國九十二年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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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中，詳盡的規劃了此一領域課程的

全新樣貌與藍圖，其中在科技課程方面，主要內容有：「生

活科技」（包含：食品、材料、機械應用、電及其應用、訊

息與訊息傳播、居住、運輸等次主題）和「創造與文明」（包

含：創意與製作、科技文明等次主題）兩大主題，重點敘述

如下： 

一、基本理念 

自古人類為了求生存就學會了利用身旁隨手可得的

物體當工具，隨著社會的進步，人類使用的工具不斷的進

步，不但節省了大量的人力，也讓我們享受到四季和各地

的美食，使我們更便於居住及兩地往來，這些都是人類透

過科技的發展，善用機具、材料、方法、知識和創意等資

源，增強人類解決生活週遭問題的能力，所獲得的結果。

因此科技是利用人類本身的認知、創意和使用機具，改變

材料或資料的形式或性質，以增進其實用價值的活動（魏

秀恬，民 90），以便利現在或未來的生活。所以，科技著

重於解決問題的實際與創意 。 

          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依據下列四點基本

認識來規劃課程（教育部，民 92）： 

（一）自然與生活科技之學習應為國民教育必要的基本課  

        程。 

（二）自然與生活科技應以探究和實作的方式來進行，強調

手腦並用、活動導向、設計與製作顧及知能與態度並

重。  

（三）自然與生活科技之學習應該重視培養國民的科學與技 

術的精神及素養。 



 15

（四）自然與生活科技之學習應以學習者的活動為主體，重 

視開放架構和專題本位的方法。 

二、課程目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目標旨在協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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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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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第四階段之分段能力指標為： 

（一）過程技能：科學探究過程之心智運作能力的增進。 

1、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2、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二）科學與技術認知：科學概念與技術的培養訓練。 

        1、認識食品、食品添加劑及醃製、脫水、真空包裝等 

食品加工。 

2、認識各種天然與人造材料及其在生活中的應用，並 

嘗試對各種材料進行加工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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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道簡單機械與熱機的工作原理，並能列舉它們在 

生活中的應用。 

4、認識電力的供應與運輸，並知道如何安全使用家用 

電器。 

5、了解訊息的本質是意義，並認識各種訊息的傳遞媒 

介與傳播方式。 

6、認識房屋的基本結構、維生系統及安全設計。 

7、認識水、陸及空中的各種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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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2、了解技術與科學的關係。 

3、了解科學、技術與工程的關係。 

4、從日常產品中，了解台灣的科技發展。 

5、認識科技發展的趨勢。 

6、對科技發展的趨勢提出自己的看法。 

7、認識和科技有關的職業。 

8、認識和科技有關的教育訓練管道。 

9、認識個人生涯發展和科技的關係。 

10、認識各種科技產業。 

11、認識產業發展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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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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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解決 

策略的習慣。 

2、在不違背科學原理的最低限制下，考量任何可能達 

成目的的途徑。 

3、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劃，有計畫的 

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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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  

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2、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3、在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操控變因，做流程規  

劃，有計劃的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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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攝影、錄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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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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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科技學習領域

課程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與分段能力指標歸納得知：生活

科技課程之最終主旨，在於使學生能夠養成主動參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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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引導的學習習慣，當面對問題時，能以積極態度做多方

思考，提出解決方法，提升問題解決能力，並藉由團隊探討

問題的過程，學習如何分配工作、如何與人共同完成一件事

情，且能善用資源與人分享資訊，傾聽別人的報告，適時提

出意見，進而從中培養溝通表達、和諧相處的能力，以蘊育

社會技巧，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貳、英國科技教育的內涵 

1988 年之後，英國中央制定國定課程適用於 5－16 歲的 

學生，內容包含三大核心學科以及七大基礎學科，而科技則 

是基礎學科之一。科技內含 D＆T 和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IT）兩項科目，而 D＆T 課程主要目的是在教導 

學生運用知能解決實務問題，因此 D＆T 這個科目的概念即 

是強調手腦並用，加強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與設計的能力（張 

永宗，民 91）。根據英國國定課程網頁中（http://www.nc.uk.net） 

提到 D＆T 欲達成的目標，包含八個逐漸增加困難度的層級 

說明，可提供對學生在每個關鍵階段學習完成時，施行結果 

的判斷基礎。 

一、欲達目標（attainment target，AT） 

                不同階段的學生在每一個關鍵階段完成時，應具備

的 

知識、技能和理解，此一目標包含八個逐漸增加困難度的 

層級說明。 

二、層級能力（level 1-8） 

            每一層級能力主要說明，學生在該層級中應具有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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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演示的類型和範圍，以作為老師在學生完成每個關鍵階 

段學習時的評量基礎。其中較為重要的層級能力細項說明 

如下： 

（一）能用圖片、文字說明構思。 

（二）能整理出完成的部分並且增強自己的構思。 

（三）激發構想並滿足不同需求的設計。 

（四）思考合乎實際的計劃以達成目標。 

（五）考慮使用者的觀點以產生計劃。 

（六）驗證可以做的更好及要改進的部分。 

（七）能提出資訊來源並使用資訊。 

（八）能經由討論使構想更清晰。 

（九）在發展過程中，能檢驗工作、修正方案以改善缺失。 

（十）在設計製作過程中，能利用研究結果判斷評估如何 

有效使用資訊。 

（十一）能使用一系列的策略去發展適合的構想並檢試資

訊。 

（十二）能檢試設計的衝突需求，並說明符合需求的構想， 

利用這些分析提出建議報告。 

由上述英國科技教育內涵得知：英國科技教育目標是讓

學生經由產品設計與製作的過程中，學習如何蒐集、使用資

訊，與人分享，透過討論以建立適當、清晰的構想，並逐一

解決在發展過程中所遇到各種困難或改善產品製作方法，進

而提升學生設計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參、小結 

其實設計的歷程與科技問題解決的歷程是極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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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設計的動機常為創造或改良不便的事物，而科技問

題解決的過程，是為滿足真實生活的需求。因此，從台灣科

技教育的課程目標及英國科技教育的欲達目標可以歸納而

言，科技教育課程即是強調學生能藉由團隊探討問題的過

程，以積極態度做多方思考，且善用資源與人分享資訊，提

出解決方法，進行有程序的設計，改善週遭環境的不便或缺

陷，以解決真實生活中的問題與滿足實際需求，並提升問題

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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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導向學習的內涵 

 

壹、問題導向學習的理念 

        問題導向學習是一種在外國施行已久的教學法，最初是 

興起於醫學教育，慢慢地在最近這幾年已普及至工程學院、

法律及商業教育的課程。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BL）是

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策略，由教師設計一個符合真實

情境的問題做為學習的起始點，在未施予學習者任何教學前

呈現問題，由學習者主動進行問題解決的過程（張杏妃，民

90）：界定問題、分析問題、資料蒐集整理、規劃研究、應

用測試、結果分析、評鑑及分享成果。在學生解決問題的過

程中，即能主導整個學習的進行，建構解決問題的相關知

識，進而培養自我導向終身學習的能力，問題解決的技能，

以及團體合作之道。在問題導向學習的過程中，教師所扮演

的角色不再是主導課程的進行，而是退居第二線，成為學生

解決問題的夥伴，擔任輔助、顧問、指導員（ tutor）的角色。

老師藉著提出問題、探索、鼓勵學生做必要的反應，從旁幫

助或啟發團體思考，而使學生能藉由問題導向的學習而有所

進步，而老師在何時適時地及適當地介入參與團體中，則是

問題導向學習的關鍵（林繼昌，民 88）。 

        問題導向學習的原創者認為從問題開始的學習過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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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正反映出日常生活中實務工作者的學習歷程－為解決

問題而學習，而不是像傳統的教學－先學習學科內容，再嘗

試解決問題（王千倖，民 88）。傳統的講述教學過程中主要

是教師主導整個課程的進行，如此學生雖能習得較具結構的

知識體，但所學的知識內容是否能靈活運用並和生活相結

合，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高頌洲，民 91）。West & Watson

（1996）認為利用講述教學法，雖然可以讓學生獲得較有系

統的學科知識，但是卻無法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去解決真

實世界中的問題，因此，也無法提昇學生解決問題的技巧能

力與創造力（王千倖，民 88）。Biggs（2000）認為PBL 因

為下列三種理由而受到重視（1）實際運用過PBL 教學的教

職員與學生都認為 PBL 教學比傳統教學有趣。（2）在職場上

的表現，以 PBL 方式學習的畢業生優於接受傳統教學的畢業

生。（3）接受 PBL 教學的學生能夠自主學習，並且能和同伴

分享智慧資源，藉此提昇團隊的成就。不同的教學方式對專

業知識與非專業知識成長，有很大的影響。如圖 2-1 所示，

PBL 的應用，在高參與性的學生最能產生知識價值（洪榮昭，

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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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專業知識成長                   理論建構 

                                         知識創造 

參                              知識推導   

    與          非專業知識成長  

        性                         知識應用 

                                    知識理解 

低                                  知識記憶 

    演講  個案  個案   問題   問題 

    導向  解說  研究  解決     導向                   

圖 2-1  教學方法與參與性對知識發展的影響 

資料來源：洪榮昭，民 90，頁 11。 

 

問題導向學習所重視的教學成效，不在於學生是否真正 

解決了問題，問題的結果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於學

生在問題解決的過程所學習到的知識和經驗，哪怕是沒有將

問題解決，只要是在過程中有所得，則就是一次成功的學習

（高頌洲，民 91）。 

貳、問題導向學習的特色 

        王千倖（民 88）指出問題導向學習的主要特徵：（1）以

問題為學習的起點；（2）問題必須是學生在其未來的專業領

域可能遭遇的非結構式的問題；（3）學生的一切學習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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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問題為主軸所架構的；（4）偏重小組合作學習，較少講述

法的教學；（5）學生必須擔負起學習的責任，教師的角色是

指導後設認知學習技巧的教練。 

高頌洲（民 91）指出問題導向的學習特色為：（1）以問

題為學習的起點；（2）真實世界的非結構化問題；（3）學習

內容以問題為主軸；（4）注重小組合作學習、主動學習；（5）

學生是學習活動中的主角。 

計惠卿、張杏妃（民 90）指出問題導向學習的特色：（1）

以真實世界的非結構化問題聚焦教學習目標；（2）以問題解

決歷程來統整多元智能學習；（3）以擁有感落實自我導向的

主動學習；（4）以社群互動凝聚學校與社區共識；（5）以學

習的促進作為教師的工作內涵。 

林淑慧（民 92）指出問題導向學習法的要素歸納如下：

（1）以一個真實的問題為學習起點；（2）問題必須能將學

習者的認知及其未來的專業知識相連結；（3）學習是在小團

體中進行；（4）問題本位學習法是一種自我導向學習；（5）

老師具體促進者（ facilitator）的角色功能。 

由上述幾位學者所提出的問題導向學習之特色，本研究 

者歸納如下： 

一、以一個真實世界（ real－world）的非結構性問題為學習的 

起點 

問題導向學習非常重視學習問題的複雜性，以「非結 

構性的問題（ ill－ structured problems）」取代傳統教學常 

用的「結構性問題（well－ structured problems）」，因為結 

構性問題通常是有標準答案，但學生在生活中所面臨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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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題是非結構性問題，也是沒有標準答案的（王千倖， 

民 88 ）。根據 Savery 及 Duffy（1995）所歸納的理由為： 

（1）一個真實的問題能夠涵蓋所有所需資訊的層面，這

樣也才能置學習者於廣泛資訊的學習環境中；（2）學習者 

必須在接觸真實性的問題中才會比在虛構（make-up）的 

問題中更能熟悉及更有興趣融入學習情境；（3）問題的發 

展結果可能對學習者較具吸引力（引自林淑慧，民 92，頁

51）。 

二、問題必須與學習者將要學習的知識或其在未來專業領域可 

能遭遇的問題相連結 

王千倖（民 88）指出：Pavelich，Olds & Miller（1995） 

在其所設計的 EPICS（Engineering Practices 

Introductory Course Sequence）的課程實驗研究顯示， 

大學裡的科學及工程學科的入門課程，以這種「運用真實 

的問題，給予學生真實的解決問題經驗」的方式教學，可 

以提昇學生在其專業領域上的問題解決能力。讓學生的學 

習能夠與未來實際的情況相連結，可以讓學生及早體驗解 

決實際問題的情境，並且滿足學習的目的，使學習成為一 

項有趣的活動。 

三、學生在合作學習中負起自我學習的責任 

        問題導向學習透過分組活動進行，藉由同儕間的分工 

及合作來達成解決問題的目的，過程中同儕間能彼此分 

享、豐富彼此的學習經驗，亦可由小組的合作學習，讓學 

生有表達自我及聆聽他人想法意見的機會（高頌洲，民 

91）。林淑慧（民 92，頁 51）提到「Faidely 等人（2000） 

強調協調合作的機制是問題導向學習法一項重要特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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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中學習比個人獨自學習更能增加學習者的成就，而且 

更具有團體成員可以互相分享知識的優點，因為藉著參與 

團體解決問題的過程，學習者能夠體驗到將先前已有的認 

      知與現在對問題的思考內容加以整合的一個學習方式；附 

帶的，學習者並自學習過程培養與團隊成員相互協調合作 

的技能。」 

洪榮昭（民 90）指出： PBL 的運作方式可分為下面 

四種（1）學生自學→小組討論→與教師討論→小組再討 

論→全班分組討論。（2）學生自學→小組討論→與教師討 

論→學生自學→小組再討論→全班分組討論。（3）小組討 

論→學生自學→小組討論→與教師討論→全班分組討

論。（4）小組討論→與老師討論→學生自學→與小組討論 

→全班分組討論。從這四種運作方式來看可以得知：問題 

導向學習必須讓學生在團體小組中共同分享學生自行搜

尋資訊獲得的知識，並針對自己的知識作說明，所以學生 

必須自我督促，從過去傳統教學中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 

動求知者，因此可以幫助學生自行決定什麼是他們要學的 

重要知識和技能。 

另外，學習者在問題導向學習過程中接觸到問題時， 

必須先分析問題，釐清自己的先備知識是什麼，缺乏的知 

識是什麼，再找出下一步將要做什麼，才能將問題解決。 

因此在這樣的學習架構下，即能發展學生自我引導學習的 

能力，在其面對未來生活或工作問題時，也能積極的尋求 

解決之道，成為一個能運用自己的知識處理複雜情況的終 

身學習者。 

四、以學生為中心，教師扮演促進者（ facilitator）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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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模式即是一個教師輔助學

生主動解決問題的過程（高頌洲，民 91）。強調學習過程 

是以學生為中心，有別於傳統教學中以教師為中心的學習 

方式。教師在學習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學習的促進 

者，他（她）必須能夠重視學習的過程、信任學習者並且 

建立、維持一個鼓勵學生解決問題的學習環境（計惠卿、 

張杏妃，民 90），如此才能讓學生發揮學習的自主性。另 

外，促進者給予學生在開始進行學習時的方向引導，藉著 

適當的鼓勵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而且在合作學習中為了 

確保問題可以有效的靠團隊知識解決，團體必須維持其整 

合性的凝聚力，因此促進者必須能幫助團體維持有效的運 

作（林淑慧，民 92）。 

王千倖（民 88）提出Yarnall & Kafai 在西元 1996 年  

提出設計一為期四個月、名為「從設計中學科學」的科學  

活動，讓二十個五年級的學生利用 Logo 個別設計一個可  

以教導更小的學生有關海洋生物環境的電腦遊戲。學習成  

效顯示，學生對於電腦的知識進步很多，但是對於海洋生  

物環境的學科內容涉獵不深，這點和學生在電子佈告欄討  

論的內容相關，因為學生的討論偏向電腦技術的問題，較  

少討論有關科學知識的內容。至於學生為什麼只針對電腦  

技術問題討論而忽略學科內容，從討論的資料中顯示，曾  

經有學生提出「海洋中有多少哺乳動物？」，可是老師卻  

在佈告欄上以責備的方式回應該問題，從此再也沒有學生  

主動提出有關學科內容方面的問題。因此，在討論的過程 

中，教師的職責是鼓勵學生合作、知識交流，如果學生所 

提的問題不當，教師應當引導學生修改所提的問題，藉以 



 28

引導所有學生作更深入的思考與討論，而不應對學生所提 

的問題做價值判斷。由此可知，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模式 

是以學生為學習的中心，教師在一旁應以鼓勵的方式，指 

引學生討論的方向並維繫團體的互動。  

叁、問題導向學習的應用 

美國醫學院教授巴洛斯（H. S. Brrows）先生，曾將其應 

用在醫學院的學生訓練方面，對於培養學生實際問題解決能 

力，效果相當顯著。後來史丹福大學（Sandford University） 

教授布利祺（ E.  W.  Br idges）和范登保大學（Vanderb i l t  

Universuty）教授霍林玖（P. Hallinger）將這套方法應用到行  

政人員培訓，對於行政人員得專業發展幫助甚大（吳清山，  

民 91）。  

林麗娟（民 91，頁 47）提到 Doig & Wener（2000）以  

College of Human Medicine a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醫學  

課程為例，將課程的安排以第一年運用一般演講式的上課，  

而第二年利用問題導向式的學習方式，這種學習的方式加強  

學生在基礎科學知識的學習，不但改變了學生對於基礎科學  

知識接受的觀感，且更強化概念整合，提昇學生在其專業領  

域上的問題解決能力。  

    林麗娟（民 92）針對大學營養系的學生，分組實施問題

導向學習教學與傳統教學，研究結果發現 PBL 組的學生透過

找答案的方式自我探索，並善用網路資源；學生將學習的內

容與現實情境相結合；在知識的分析與討論能夠以更寬廣的

角度彼此討論，另外在情意反應與專題作業的表現也都顯著

由於傳統教學組的學生。  

從上述這些實際教學活動來看，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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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確實成功的提昇了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及強化學生的學

習。  

肆、問題導向學習與開放教育之理念相同  

        從問題導向學習的特色及精神得知，其學習理念與開放

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以下將從開放教育之目的、特色及實

施重點加以探討問題導向學習與開放教育之共同理念。  

  一、開放教育之目的  

          開放教育（Open education）是起源於英國的非正式教  

育，  而後在美國蔚為風氣，並受全球注目（蔡進雄，民  

88）。呂生源（民 87）曾整理出有關開放教育之定義：陳  

伯璋、盧美貴（民 85）指出開放教育重視學習的自由，強  

調人性化的教學以及充分尊重學生的自主性；鄧運林（民  

84）為開放教育所下的操作性定義為孩子在沒有老師協助  

下，能夠自動自發的去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它能夠主  

動的去蒐集資料，幫助自己去解決學習上的問題，也能夠  

有執行學習活動的能力，甚至能夠自我評估他的學習成  

果。  

開放教育的目的是激發學生不斷主動探索學習，重視  

其生活經驗，使其獲得全人發展與自主的學習能力的教育  

理念與措施，教師們站在輔導的立場，讓學生「自動自發  

的自主學習」。高敬文（民 65）提出開放教育的目的如下  

（引自邱淑宜，民 92）：  

（一）重視學生生活經驗、適應個別學生的需求  

1、重視學生生活經驗與心理經驗。  

2、尊重學生個性與個別差異。  

3、主張以信任、自由、責任為教學基本原則，以創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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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互信自學、共作的快樂教室為目的。  

（二）培養學生自主的學習能力，始能終身學習  

1、注重自我選擇、自我負責的學習。  

2、注重學習方法與過程能力。  

3、注重自我學習之意願的培養。  

二、開放教育的特性  

          邱淑宜（民 92）指出開放教育是以學生為學習中心， 

所以當學生在學習區學習時，如果不依教師所計劃的主題  

而做別的活動是被允許的。此時，教師只要觀察其活動並  

加以紀錄，遇到困難再適時介入輔導即可。而且在學習過  

程中要尊重學生的想法，讓學生擁有學習的自由，鼓勵學  

生熱衷於自己學習的態度並自我探究欲發展之方向。  

三、開放教育的實施重點  

          開放教育以人本主義為基礎，以學生為本位，充分激

發每位學生潛能，尊重每位學生的價值與尊嚴（邱淑宜，

民 92），因此在實施上應有下列幾項重點原則：  

（一）改變學生在學習中的角色，引導學生做探索活動，激  

發學生主動學習。  

（二）兼顧教與學的歷程，加強平時的觀察與紀錄，以瞭解  

教學活動的適切性。  

（三）教師活化教材，採用多樣材料與活動。  

（四）提供學生自我思考的空間。  

    （五）學習評量的開放，不再是以往傳統教學單一考試評量。 

從開放教育的內涵可知，開放教育與問題導向學習的基  

本理念是相同的，主要都是以學生為中心（開放教育實施個  

別化教學，問題導向學習是以小組教學為主），尊重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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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由學生自行決定學習內容，以培養學生自我學習的能  

力與方法，使學生能自主的探索學習，面臨問題時能夠主動  

去蒐集相關資料，加以解決，進而達成終身學習的目的。而  

教師只要站在協助的立場，當學生遇到困難時再適時介入指  

導即可。  

伍、問題導向學習與專題導向學習之異同  

一般而言，傳統的生活科技教學偏向採取專題導向學

習，也就是讓學生經由設計、製作產品的過程中，學習技能  

    與知識。因此本小節將比較問題導向學習與專題導向學之相

同與相異之處。  

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與問題導向學  

習同樣簡稱 PBL，但兩者卻不同（邱貴發，民 85）。專題導  

向學習是以生活中發生的問題，來引導學生進行深度的探  

究，使學生最終達成設計並創造出和題目相關的產品（周鳳  

文，民 91）。  

黃明信（民 91）指出專題導向學習與問題導向學習都是

一種學習策略，但有下列之異同點：  

一、相似的地方  

（一）兩種學習策略都是設計供學生在真實世界的情境中增

進學習。  

（二）提供具備多種方法或答案的開放性專題計劃或問題，

供學生去模擬專家的情境。  

（三）兩種學習方法都是以學習者為中心，老師扮演輔助者  

或教練的角色。  

（四）兩種學習方法都採團體合作學習的模式。  

（五）兩種學習方法都鼓勵學習者尋找多樣化的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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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兩種學習方法都強調實作評量  

二、相異的地方  

（一）專題導向學習模型  

1、學生必須定義他們所要創作專題產品的目的和聽眾、  

研究主題、設計產品、專案管理計劃。  

2、開始處理專題，解決生產內容相關的問題和議題，完  

成產品。  

專題導向學習是學生結合其想法和方法來完成

真實世界的產品製作。因此最終成果是專題學習的控

制力量，但是成功學習最重要的內涵是知識內容和生

產過程中技能的獲得。  

（二）問題導向學習模型  

1、呈現一個問題。  

      2、針對問題組織先備知識。  

      3、假設各種額外的問題。  

      4、確認所需要資訊的線索。  

      5、設計蒐集資訊的計劃。  

      6、從事必要的研究並且重新分享歸納新的知識。  

      7、發表結論。  

問題導向學習以問題做為他們學習操控的力

量，因此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解答。有些問題需要學生

做清楚的定義、假設、蒐集資料、描述答案，有些問

題是用來吸引學生學習，是沒有答案的。 

問題 導 向學 習 屬 於專 題 導向 學 習 其中 的 一種 方 式

（David,1999），張杏妃（民 90）提出專題導向學習與問題 

導向學習之異同，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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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專題導向學習與問題導向學習比較表  

  專題導向學習  問題導向學習  

學
習
起
點
核
心
不
同 

專題導向學習強調以真

實世界的專題為學習的

起始與核心。例如：以

「水」為學習的主題，

「水污染」為次主題，

學習者即進行一系列與

水污染相關的知識與技

能學習。  

問題導向學習強調以真實世界

的問題為學習的起始與核心。

例如：「如果你是環保署人員，

你該如何有效解決大台北地區

的水質污染問題？」學習如何

解決真實世界問題之知能。  

相
異 

學
習
歷
程
結
果
不
同 

學習者於專題導向學習

活動初期必須先定義欲

創作之「專題產品」目

的及研究主題，繼之設

計，產出產品，進行專

案管理計劃並解決生產

過程之相關問題與議

題，以完成產品。  

學習者進行問題導向學習時，

必須先整合先備知能分析、假

設各種相關的次要問題，及所

需資訊，據以擬定蒐集資訊的

計劃，繼而從事必要的研究並

且重新分享歸納新的知識，學

習活動結束後學生可選擇是否

發表最終的產品，問題導向學

習強調對於問題解決歷程的反

省和作自我評鑑（ Barrow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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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同 

1、學習理論的依據相同：  
皆是以建構主義、情境學習、合作學習做為基礎的學習  
策略。  

2、對於學習者與教師的角色定位相同：  
皆強調學習者必須主動的進行自我導向學習，成為主動  
的學習者；教師則是學習的輔導者，擔任學習合夥人、  
教練、顧問的角色。  

3、學習目標一致：  
 皆以知識的生活應用、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及自我管理、  
團隊合作的技能做為主要的學習目標。  

資料來源：張杏妃，民 90，頁 12。 

由上述比較綜合歸納可知，專題導向學習與問題導向學 

習之異同點如下： 

一、相同之處 

（一）兩種學習策略都是學習者在真實世界情境中學習。 

（二）兩種學習策略都以建構主義與情境學習論為基礎。 

（三）兩種學習策略都採用合作學習模式，同時進行主動學 

習，蒐集資訊。 

（四）兩種學習方式都以培養學生應用所學解決問題能力為 

學習目標。 

（五）兩種學習策略都以學習者為中心，教師扮演促進者的 

角色。 

二、相異之處 

（一）專題導向學習以專題產品為學習起始點，學生必須先

定義專題產品的主題和目的，在製作過程中須解決與

生產內容相關的問題，進而習得相關的知識及技能，

並藉由最終呈現的產品加以反省評鑑。 

（二）問題導向學習以問題的呈現吸引學生學習，學生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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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問題組織先備知識，再分析相關次問題，蒐集資

訊加以歸納整理，從事研究以釐清解決方案，並在蒐

集資料及討論過程中獲得知識及反省評鑑。  

陸、小結 

    從問題導向學習理念與特色可知，問題導向學習是一種

由教師提供學生真實問題的學習情境，採用團體合作方式，

以學習者為中心，鼓勵其找尋多樣化的資訊，從中建構知

識。而問題導向學習與專題導向學習雖不完全相同，但其理

論基礎、學習目標與教學過程中教師、學生的角色定位是一

致的，目的都是激發學生結合生活經驗，不斷主動探索學

習，使其獲得自主學習的能力，這也正符合開放教育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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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題導向學習的理論基礎 

 

    課程與教學應該建立在開放與共創的基礎上，教師應協助學

生主動參與知識的建構，讓學生在合作學習的社會互動過程中產

生學習（詹志禹，民 91），教師不必事先決定學生應該學習的內

容，只要提供學生一個真實的學習情境，讓學生自行探討問題以

獲得學習的機會。而問題導向學習正好強調，學生要以真實世界

中非結構性的問題為學習起點，在分組討論的過程中，必須主動

參與，經由與同儕的溝通協調後，分工合作完成共同的任務，以

達到學習目標，這不但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相符，也非常符合情境

學習論。以下茲就建構主義與情境學習進一步探討。 

壹、建構主義 

Driver（1995）指出，在建構主義觀點中，學習者是主 

動致力於建構意義，並且是帶著他們的先備知識（prior  

knowledge）來適應新的情境（引自吳玉明，民 91，頁 54）。 

具體而言，建構主義知識論強調知識的獲得唯有個體主動去 

建構，非被動地且無條件接受由外在環境所強行灌輸之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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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理原則，是有所選擇性的學習，且個體所建構的知識 

與個體先前已具備的舊經驗有密切的關聯，社會建構主義學

派更主張學習是由學習者與週遭學習環境交互作用而發生

的（陳榮宗，民 90）。 

Tudge（1990）提到 Vygotsky 認為每一個兒童在不同的

領域其發展有實際上的水準（actual development level），經

由成人的協助或與能力較強的同儕互相合作幫忙後能輔助

其學習潛能的發展，以達到更優秀的水準，在兒童獨自學習

與成人或同儕合作完成學習的兩水準間的差距，即為近側發

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的概念（引自張

杏妃，民 90）。Slivan（1986）指出在近側發展區域內，兒童

會將原本在社會文化中的知識，漸漸內化到個體心中的歷

程，是因為學習者的學習是源自於社會文化的活動（引自黃

明信，民 91）。  

Piaget 提出的發生認識論（genetic epistemology）將人  

類認知運作視為認知主體（ epistemological subject）與認知

客體（epistemological object）（外在環境）交互作用的歷程。

其中「平衡化」（ equilibration）理論闡明了有機體與環境互

動中，個體為了不斷的適應環境的變化，一方面形成內在的

結構來「同化」（ assimilation）外界的訊息；另一方面環境

的變化也促使個體改變內在結構來「調適」（accommodation）

外在環境（徐光台，民 85）。學習是學習者透過新經驗與舊

知識舊經驗的融合，不斷修正原有的知識，來同化和調適外

在環境的改變，以達平衡（引自黃明信，民 91，頁 25）。  

Bruner 曾指出：教學生學習任何科目，絕不是對學生心  

靈中灌輸些固定的知識。而是啟發學生主動去求取知識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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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知識。教師不能把學生教成一個活動的書櫥，而是教學生  

如何去思維；教他學習要像歷史學家研究分析史料那樣，從  

求知過程中去組織屬於他自己的知識。所以求知是自主活動  

歷程，而非只是承受前人研究的結果（引自張春興，民 83）。 

所以 Bruner 的發現學習論主張學生經由自己操作，並根據自  

己的知識和經驗去探索問題或發現解決問題的線索。  

在問題導向學習中強調從實作中學習，藉由學生主動參  

與，以團體合作的模式，與同儕間相互討論發現問題，為了  

解決問題而協商、互動的過程中去建構和應用知識，這正符  

合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  

貳、情境學習  

情境學習理論是根據以下概念所建立的：知識是情境脈  

絡化的，是受到它被使用的情境、活動和文化所影響的，因  

此學習者必須在知識所使用的情境脈絡中，學習知識的應  

用。Brown 等人指出，認知在日常生活中是多面向的，他們  

強調知識是情境化的（knowledge is situated），知識是活動、 

情境和文化交互作用下的一種產物（引自謝謹如，民 91）。 

Lave and Wenger 對於學習以及情境之間關係所持有的  

觀點，就是學習與社會實務並非彼此分離，學習應是生產性  

社會實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引自方吉正，民 87，頁 186）， 

他們提出的「合法週邊參與」（ l e g i t i m a t e  p e r i p h e r a l  

participation；LPP）強調學習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一種主  

動獲取的過程；Brown and Duguid 提出「偷」（ steal）的觀念， 

認為學習的過程本身就是偷取知識的過程，而「偷」本身就  

是一種主動性的行為，透過偷取、佔有，學習者逐漸充實本  

身知識與技能（引自方吉正，民 87，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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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境學習過程中強調高層次的思考，因此學習內容安 

排要能與日常生活貼近，學習者要能互相合作以解決問題。 

學生學習如何去發現一個問題，然後試著去解決問題。教師 

不必事先決定學習者所需的知識，而是經由適當的環境建

構，引導學生自行控制學習的順序、速度及內容，並詮釋學 

習的內容（謝謹如，民 91）。培養學生發展隨情境而調整知 

識模式，以解決問題、推理思考與發展學習遷移的能力，主 

動吸收知識，並加以統整、活用，而不是傳統的被動吸收及 

累積知識（劉秀琴，民 90）。 

王千倖（民 88）認為問題導向學習非常符合情境學習理 

論所強調的「提供學習者『真實的學習情境（ authentic learning 

 contexts）』」，而且有許多「情境學習理論」的學者認為若要 

增進學習者的學習遷移，幫助學生在生活中運用所學於其未 

來專業或培養生活中問題解決技巧與能力，一定要提供學習 

者真實的學習環境（Brown， Collins ＆Duguid，1989；Lave 

＆Wenger，1991；Young＆Kulikowich，1992；McLellan，1993； 

Young，1993；Achilles＆Hoover，1996）。 

問題導向學習都強調以真實世界的問題做為學習的核  

心，提供學生在真實世界的情境中主動學習，使學生能更有  

興趣的體驗極具價值性的真實問題，並親自參與問題的解決  

。在以過程為中心的實務活動中，學生藉由個人與情境互動  

獲得學習的機會，並培養自我引導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應用  

所學知識技能，才能真正了解其意義和價值。  

參、小結  

        綜合上述可知，建構主義強調學習者必須主動的進行自

我導向的學習，藉由與週遭環境的互動組織知識，而情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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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理論強調教師應以輔導者的角色，提供學習者真實的學習

情境，使學生能在情境、文化與活動交互作用下獲得知識。

而問題導向學習的內涵是讓學生主動從真實世界中發現問

題，進而在解決問題過程中達到學習的目的，因此，問題導

向學習是一種以建構主義及情境學習做為理論基礎的教學

策略，  

 

 

 

第四節   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模式  
 

    有關教學模式的設計，許多學者專家提出不同的看法，例

如：Taba（1962）指出教學單元的規劃可循八個步驟進行，分別

為（1）診斷需求；（2）訂定明細目標；（3）選取內容；（4）組

織內容；（5）選取學習經驗；（6）組織學習經驗；（7）評鑑；（8）

檢核均衡性與順序性（引自李隆盛，民 87）、Gustafson（1994）

提出教學設計模式為（ 1）界定：確認問題、分析情境、組織管

理；（2）發展：確認目標、確定方法、建構草案；（3）評鑑：測

試草案、分析結果、實施 /再循環（引自李隆盛，民 86）、計惠卿

和張杏妃（民 90）提出的問題導向學習教學設計模式為（1）分

析；（2）設計；（3）發展；（4）實施；（5）評鑑。本研究嘗試以

計惠卿和張杏妃（民 90）所提出的問題導向學習教學設計模式，

如圖 2-2 所示，作為生活科技教學活動的基本架構並參照Wood

（2003）提出的問題導向學習設計和實施課程單元流程圖，如圖

2-3 所示。問題導向學習教學設計模式共分為分析、設計、發展、

實施、評鑑五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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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設計模式 

修改自：計惠卿和張杏妃，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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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問題導向學習設計和實施課程單元流程圖 

修改自： Wood（2003） 

壹、分析階段 

        在分析階段中最重要的是選擇一個真實世界中有價值  

的問題以進行課程的設計，因此教師在進行問題選擇時必須  

做到下列三個主要工作分析：  

一、學習目標分析  

          教學活動應該要符合教學目標，假設欲規劃一個能源  

與運輸的教學活動，而教學活動的學習目標則是希望學生  

不僅能了解是日常生活中的交通工具、及其動力的運用與  

傳輸，還能靈活運用以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相關問題  

（高頌洲，民 91）。不同的學習目標必須選擇的不同的問  

題型式進行課程實施。  

二、學習者分析  

          在分析學習者過程中必須考量到「問題」是否可以讓  

學生有強烈的擁有感，吸引學生注意，讓學生可以全力投  

入積極參與學習活動，因此必須妥善分析學習者的先備知  

識、興趣、特質⋯等。  

三、問題分析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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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活動設計中，教師最大挑  

戰就是對於各種問題的深入了解與學習認知，當教師對問  

題有更充分的了解後，才能決定最適合做為學生學習的問  

題。而且在實施課程活動時，教師也才能勝任促進者的角  

色。因此教師可以使用錄影帶、故事、小說或新聞標題當  

作問題的基礎，進行資料的蒐集及相關內容的認識，決定  

出最能達成學習目標、符合學習者興趣，使其能積極投入  

的問題做為核心問題，即完成問題選擇工作。  

 

貳、設計階段  

經過分析階段確定問題導向學習的「問題」之後，就必  

須設計出具體的學習活動。  

一、決定學習者角色與情境  

          在真實世界的問題情境中，不同狀況的問題，處理的  

角度與方法也就不同。因此為了讓學生的學習情境真正符  

合日常生活的情況，教師應先考量：可能發生問題的情境  

應該如何？以及涉及該問題的角色有哪些？在這幾種情  

境及角色中，何者最能引起學生興趣及注意力？在多方考  

量後確定學習者在學習活動中所要扮演的角色及面臨的  

情境，將問題改寫成一個開放性且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故  

事情節。  

二、繪製學習地圖，考慮學習成果及問題的領域  

          為了達成教學目標，教師應安排學生的學習成果應該  

有哪些，並進一步繪製涵蓋整個學習活動的學習地圖，如  

圖 2-4 所示，如此可以更加清楚明瞭的呈現問題所包含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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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問題導向學習學習活動及成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張杏妃，民 90，頁 20。  

 

三、學習評量設計  

學生的學習是受到使用的評量方法極大的影響。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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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僅僅依賴老師的回憶作用，那麼問題導向學習在課程 

方面是不能成功的。所有的評量都要遵循「測驗學生與課 

程成果」關係的原則，因此要使用合適範疇的評量方法 

（Diana F Wood, 2003）。在活動的評量可分為形成性評量 

及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主要是確認學習者在學習過程 

中的表現，以做為課程的調整與補充，總結性評量是在課 

程結束後了解學習者的收穫與改變，並促使學習者自我反 

省。其評量方法列舉如表 2-2： 

 

表 2-2 問題導向學習之學習評量方式  

修改自：高頌州，民 91。  

 

參、發展階段  

一、發展問題的呈現格式  

問題情境及角色的說明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是相當重  

要的，詳盡而完整的呈現是有助於學生掌握問題解決線  

評量階段 評量方法列舉 

形成性評量  

˙同儕量表˙自省量表 

˙口試  ˙訪談觀察及測驗 

˙問題模擬˙個案回顧 

˙真實評量˙實作評量 

總結性評量  

˙個案回顧˙學生判斷評量 

˙選擇測驗˙簡答測驗 

˙申論測驗˙檔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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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可以更快的融入學習情境中參與活動的進行。所以問  

題的呈現可以多樣化，且盡量與其他課程以及日常生活情  

境相關，但應審慎設計將課程目標融入問題中，例如：影  

片的播放、實際情境的敘述、故事情節的呈現⋯等。許多  

問題導向學習的問題設計成多幕的方式呈現，一次只給學  

生一幕的問題，當問題解決後，第二幕的問題將延續與第  

一幕所建構的知識相關。通常第一幕的問題是開放性且建  

立 在 之 前 所 學 知 識 上 ， 或 者 是 會 引 起 廣 泛 討 論 的

（Duch,2001）。以下為 Wood（2003）所提出如何創造有

效用的問題導向學習腳本的要點：  

（一）學習目標盡可能在學生研究腳本後，由學生自行發覺  

界定，但應與教授的學習目標一致。  

（二）問題要適合學生課程階段及學生的理解水準。  

（三）腳本要具備學生原本的興趣或與未來的實務相關。  

（四）基礎科學用能呈現出「臨床腳本可激勵知識整合」的  

關聯性。  

（五）腳本應具有一些提示，以激起討論。同時激勵學生去  

尋找呈現的主題之解釋。  

（六）問題要有足夠的開放性，避免在討論過程太早結束。  

（七）腳本要能提昇學生的參與，以使學生能從不同的學習  

資源來尋找資料。  

二、確認教與學的模式  

問題導向學習重點不在於有關問題解決之根本，而是  

在於使用適當的問題來增加知識的理解。因此教師在整個  

教學活動過程中扮演輔助、促進、指導員的角色，所以教  

師不是訊息提供者，除了科目的專業知識外，教師還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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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團體原動力的處理技能，熟悉教學策略和課程計劃，  

以便控制討論時間，並完成詳細的評量。而學生是整個教  

學活動的核心，他們必須主動學習，與他人溝通，在團隊  

合作中負起解決問題的獨自責任，彼此分享資訊。因此在  

教與學的模式中，應當為教師是協助學生學會如何學習。  

三、安排必要的演講活動  

使用問題導向學習實施教學活動中，有關學生必須具  

有的先備知能，教師可事先規劃安排相關知識內容的演說  

或提供適當的資料蒐集工具與方法。  

四、發展評量工具  

由於問題導向學習的實施通常採用小組制，因此必須  

有一套客觀的評估方式，才能了解學生是否達到預定的學  

習目標，以及了解學生的學習效率，學習過程的表現並協  

助學生適應新的教學方式。所以有時候問題導向學習的評  

估成績沒有名次、也沒有絕對的分數。問題導向學習的評  

估並不一定都是老師評估學生，學生也要自我評估，學生  

和學生之間要互相評估，因此在發展評量工具時，可設計  

一套小組成員互評表以及學生自評表。在教師評量的部分  

可針對學生的口頭發表、資料蒐集、工作計劃分析、工具  

設備的使用⋯等，加以紀錄做為評量的依據。   

肆、實施階段  

Wood（2003）提出，在問題導向學習實施的過程中教師  

與學生均需角色扮演：  

一、指導員  

每個小組可配置指導員一名，  Duch（2001）指出，  

如果是在大型班級裡可採用流動式方便指導者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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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ing Faciliator Model），以及同儕指導者模式。流動

式方便指導者的模式意即由教師扮演著流動式方便指導

者的角色，來回走動於各小組間，詢問問題以及探求各個

學生的理解情形，而同儕指導者模式是由於指導者不足，

同儕指導者可扮演 2 至 3 個小組的交替或流動式方便指導

者的角色。指導員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激發全體成員參與活動。  

（二）協助主持者激勵團體的動力及掌控時間。 

（三）檢查書紀要做正確紀錄。 

（四）檢驗理解程度。 

（五）確保團體能達成適當的學習目標。 

（六）評量的執行。 

二、主席：指導員可徵求自願擔任主席者 

（一）領導團體完成所有過程。 

（二）激發全體成員參與。 

（三）維護團體的動力。 

（四）確保書紀能跟上腳步並做正確的紀錄。 

三、紀錄員：指導員可徵求自願擔任紀錄員 

（一）紀錄團體的意見。 

（二）幫助團體整理他們的想法。 

（三）參與討論。 

（四）紀錄團體使用的資源。 

四、團體成員 

（一）跟著過程的次序步驟進行。 

（二）參與討論。  

（三）細聽並尊重他人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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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所有的學習目標。  

（五）與他人分享資訊。  

 

另外，指導員必須在下列七個實施步驟裡扮演主動的角  

色，以確保所有的學生都已做了適合的工作，並激勵學生對  

資料做深入的了解，以下是 Wood（2003）提出問題導向實  

施過程七個步驟：  

步驟一、查驗腳本內呈現的不熟悉名詞，並使其涵義清  

晰。紀錄員要表列在討論後仍然未說明的名  

詞。  

步驟二、界定將討論的問題：學生可能在一些議題上會  

有不同的觀點，但全部均要被考慮。紀錄員要  

紀錄意見一致的問題成一表列。  

步驟三、腦力激盪方式來討論問題；依據以前的知識提  

出可能的說明；學生可利用彼此的知識並檢驗  

不完整知識的範圍；紀錄員紀錄所有的討論。  

步驟四、複習步驟二和步驟三將說明安插入試驗性的解  

答中。紀錄員整理說明，並重新組織。  

步驟五、明確表達學習目標；團體要閱讀意見一致的學  

習目標；指導者要確定學習目標是可以專注  

的、可達成的、可理解且適當的。  

步驟六、私人研究（所有學生都要蒐集與每一個學習目  

標有關的資料）。  

步驟七、團體分享私人研究的結果（學生們驗證他們的  

學習資源，並分享結果；指導員檢驗學習並評  

量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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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評鑑階段  

課程發展的每個步驟如能做的完善，就能確保實施教學  

活動的品質，學習也才容易成功，為了達到此目的，就必須  

仰賴「評鑑」。評鑑是針對整個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活動設  

計過程做確認，如有缺失就必須立刻修正。依照評鑑時機，  

評鑑大致可分下列兩種：  

一、形成性評鑑  

主要是在課程發展過程中所做的評鑑，目的是為了力  

求課程完美，教師可透過教學設計專家、其他教師⋯等專  

業人士的討論，確認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目標是否相符  

合、教學內容是否合宜⋯等相關問題。  

二、總結性評鑑  

主要是在課程結束後所做的整體性的評鑑，目的在比  

較、分析課程活動的價值與成效，教師可以透過學生的學  

習成效、學習反應及態度的改變⋯等，了解整個課程的優  

缺點，以做為下次教學活動設計的參考。  

 

本研究的教學活動嘗試以計惠卿和張杏妃（民 90）所提出的

問題導向學習教學設計模式，做為設計的基本架構，並參考 Wood

（2003）提出的問題導向學習設計和實施課程單元流程，撰寫活

動中的故事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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