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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課程的性質與內涵之差異，以及教學目的訴求之不同，不同學科領域的
學者對 PBL 之應用，有越來越多的嘗試著重於將原始 PBL 的模式加以變動，以
求符合課程的需求。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基於師資培育課程的特質，利用改良式
PBL( modified problem-based learning )，將認知鷹架融入「教學原理」課程的 PBL
運作裡，並結合專題導向學習，以建立學生教學原理之學科知識，和教學設計之
基本知能。同時，藉由 PBL 之運作，希望促進其一般性技能，如問題解決、知
識建構、人際互動與團體合作等能力之提升。最後，透過改良式 PBL 整體課程
的實施，以瞭解在改良式 PBL 中所建構的認知鷹架，在促進 PBL 運作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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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自從 1963 年 Barrows(1996)發展出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以來，將近六十年光景，大量醫學教育的研究以一種錦上添花的方式，證實其在
教學上無與倫比的效果。Walker 和 Leary（2009）更從過去三十年的研究裡，利
用統計後設分析整合了八十二個 PBL 研究裡的 201 種結果，彙整出 PBL 作為一
個教學方法上令人可喜的證據，並為教育工作者帶來無法抗拒的魅力。整體而言，
證實了 PBL 的確超越傳統教學的成效，例如能幫助學生習得標準測驗中所涉及
的基本概念，又如它在提升學生的一般性技能，包括自我導向學習、問題解決、
資料蒐集及自我評估的知能上，都有極好的成效。同時，PBL 對長期的學習成效
頗為明顯，尤其是以應用為主的學習。更令人欣喜的是，Walker 和 Leary（2009）
發現不僅在醫學教育，在科學、工程學，甚至是社會科學、商學，以及師資培育
的教育上，都有不錯的成效。
前述如此可喜的證據，卻帶來一個令人不解的迷惑。相較於醫學領域，PBL
在師培領域並未大放異彩，即使相關研究呈現出 PBL 在師培教育的希望，相較
於其他領域，似乎暗示著讓人裹足不前的隱憂（徐靜嫻，2009）。雖然許多學者
強調，醫師專業和教師專業在系統專業知能之培養過程、行使專業自主權，以及
診斷問題之決策本質上，有其相似處（符碧真，2000；Calderhead, 1995; Grady,
1991），但不可否認地，二者亦有許多本質的差異。此外，PBL 在教育應用上，
案例問題的設計、PBL 運作的方式、評量的實施等都相對有所差異（徐靜嫻，2009；
徐靜嫻，2012）
。McPhee(2002)點出了關鍵，亦即，除非我們相當清楚地知道 PBL
是如何地被使用在不同學科領域和情境脈絡裡，否則很難確認 PBL 在師資培育
裡成功運作的機制。Jonassen(2011)亦指出，學習環境中有相當多因素影響著 PBL，
對於不同學科領域、學習對象、問題與學習內容，教學者應思考這些因素，並為
學生建構合適的鷹架以支持其成功運作。
因此，為探究 PBL 在師資培育中可應用的機制，本研究目的，是以改良式
PBL（融入認知鷹架作用與專題導向學習至 PBL 運作裡）應用到「教學原理」
課程中，以建立學生教學原理之學科知識，和教學設計之基本知能。同時，藉由
問題導向學習之運作，使學生的一般性技能，如問題解決、知識建構、人際互動，
與團體合作等能力得以提升。最後，則希望能瞭解在改良式 PBL 中所建構的認
知鷹架作用在促進 PBL 運作上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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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PBL 的源起與特徵
PBL 不僅是一種教學方式，更是一種核心哲學，目的乃在建構一個以學生為
中心、跨領域教育及能於專業實踐上進行終身學習的課程(Boud & Feletti, 1997)。
創始人 Barrows(1998)認為，PBL 主要是培養醫學生透過假設──推理的推論過程
來診斷病情的能力，需要融合多領域專家的知識做出合理判斷。
Barrows 提出 PBL 的概念與方式後，帶動醫學院的大量應用，在各領域也有
諸多嘗試，許多不同的想法和作法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徐靜嫻，2009，2012；楊
坤原、張賴妙理，2005），希望能將 PBL 的理念成功運作到多元情境當中。
Barrows(1996)也認為不必設限地將 PBL 視為一種固定的教學法，教師可隨課程
有所變通。整體而言，PBL 有幾個重要的核心特徵(Savery, 2006)：
1. 學生中心，在學生目前具備的知識和經驗可承擔的情況下，引導其投入學習，
學生必須對學習（解決問題）負責，透過對學習所有權的擁有以增加學習動機。
2. 使用結構鬆散的問題作為學習的刺激，允許自由探索。
3. 透過找尋、研究與整合多領域知識來對議題做全面的認識，並發展可行的解決
策略。
4. 學習如何有生產力地與他人合作，分享資訊。
5. 透過自我導向學習，將所學應用到分析與解決問題。
6. 透過自我評估和反省，強化反思的學習本質與後設認知的技能。
7. PBL 所引發的活動，必須能應用到真實生活中，即應有具體價值性。
8. 評量必須兼重過程與結果，以確認學生真的從 PBL 中獲益，因此學生必須能
夠說明他們所學的東西。
9. PBL 並非課程中的一部份而已，它應是課程中主要的教學方法。
Savery(2006)指出，在不同學科、領域和年齡層中應用 PBL 時，常有一些誤
用和迷思，導致未能達到預期的學習成效，主要原因可能是：首先，誤以為 PBL
是一種教授問題解決的課程設計。事實上，PBL 是藉由學習有關問題的解決，例
如判斷問題的類型、分析問題情境、學習蒐集資料及評估問題解決策略等，而學
會如何解決問題；其次，對所使用問題的本質和類型缺乏研究與發展；其三，未
能在 PBL 設計、準備以及學習資源上有足夠的投資；最後，未使用吻合學習結
果的評量方法。因此，未來的研究與應用需更注意這些影響因素，以確保 PBL
的效果得以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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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資培育應用PBL的相關探討
PBL 曾成功應用在職前課程、在職進修與專業成長課程裡。在職前課程方面，
有的旨在透過 PBL 建立相關的課程學科知識，並將學理應用到教學設計，增進
推 理 與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Kwan, 2008; Simone, 2008; Steinkuehler, Derry,
Humelo-Silver, & Delmarcelle, 2002)；有的在提升師資生解決問題、溝通、知識
建構及人際發展等一般性技能(Murray-Harvey, Curtis, Cattley, & Slee, 2005)，或透
過 PBL 發展出新而有品質的教與學的心智模式(Askell-Williams, Murray-Harvey,
& Lawson, 2007)。特教職前與在職教育則強調利用真實案例，建立職前教師臨床
診斷與安置個案的能力(Blackbourn, et al., 2008; Elrod, Coleman, Shumpert, &
Medley, 2005; McLinden, McCall, Hinton, & Weston, 2006)。至於在職訓練課程，
教學計畫能力的提升(Newton & Newton, 2009)、專業知識、信念與價值的重新建
構(Goodnough, 2005)、自我效能提升與革新教學信念等則為主要訴求(Haney,
Wang, Keil, & Zoffel, 2007)。在國內的研究裡，李雅婷（2011）曾引導師資生於
小學指導 PBL，以培養其 PBL 實作教學的能力，徐靜嫻（2012）則利用 PBL 融
入國小學程的「教育實習」，探討師資生在教學專業知識與技能、學習能力與興
趣，以及專業互動等能力的學習成效。另外，陳鳳如（2008）利用 PBL 培養師
資生在「教育測驗與評量」上的專業知識與態度。陳國泰與王寶墉（2005）則是
探討 PBL 對修習「國語科教材教法」師資生的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的影響。
在課程設計方面，有的單純以 PBL 進行、有的配合實習的規劃、亦有結合
網路的方式運作(Blackbourn, et al., 2008; Kwan, 2008; McLinden, et al., 2006;
Murray-Harvey, et al., 2005; Park & Ertmer, 2008; Steinkuehler, et al., 2002; Simone,
2008)。
三、PBL 設計的考量
（一）PBL 設計的基本原則
學者專家對於 PBL 實施幾近五十年經驗，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建議，作為
PBL 教學設計的考量（計惠卿、張杏妃，2001；Edens, 2000；Jonassen & Hung,
2008；Savery, 2006）：
1.強調自我導向學習，同時要能促進自我反省與自我調整。過程中，學生不僅是
主動學習者，批判與創造思考的參與者，亦是知識建構者。
2.教師角色必須是學習的促進者（梁繼權，2008；楊坤原、張賴妙理，2005；鄒
國英、黃玉珠和林玉華，2007；Delisle, 1997/2003; Cordeiro & Cambpell, 1995;
Trop & Sage, 2002）
。透過課程設計、過程中的引導與支持，隨時調整自己角色，
評估學生學習歷程與結果以提供學生改進方向(Delisle, 1997/2003; Step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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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n, & Stepien, 2000)。
3.以結構鬆散的問題作為學習焦點。學習的內容與知識需環繞問題而組織起來
（賴明亮，2002），透過問題解決歷程，學生不僅獲得這些知識技能，同時又
將其應用到問題上。
案例問題是 PBL 的核心，其適切性對 PBL 運作具有舉足輕重之影響，應審
慎思考其結構性、複雜度與真實性的面向(Dolmans & Snellen-Balendong, 1997;
Duch, 2001; Jacobs, Dolmans, Wolfhagen, & Scherpbier, 2003)。就結構性而言，
Jonassen 和 Hung(2008)將問題分為十種類型，隨結構鬆散程度亦有所差別（參
見圖 1），而最能成功被應用到 PBL 的通常是中度結構鬆散的問題。
演算的問題(algorithmic problems)
故事的問題(story problems)
使用規則來歸納的問題(rule-using induction problems)
作決定的問題(decision problems)
排疑解難的問題(troubleshooting problems)
診斷─解決的問題(diagnosis-solution problems)
策略表現的問題(strategic performance problems)
政策分析的問題(policy analysis problems)
設計的問題(design problems)
兩難的問題(dilemmas problems)
演算的問題(algorithmic problems)

結構完整的

結構鬆散的
圖 1 問題類型的類型學
資料來源：All problems are not equal: Implications for problem-based learning, by D. H. Jonassen, &
W. Hung, 2008, 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2(2), p.12.

其次，複雜性必須具挑戰性且能激發學生參與，並提供機會讓學生從多元觀
點檢視問題，然而其複雜度又需符應學生的準備度與先備知識。最後，真實性的
考量則是問題情境必須符合學生生活經驗，並與學生未來職場的狀況相關連
(Delisle, 1997/2003; Cordeiro & Campbell, 1995)。
（二）改良式 PBL 之應用
隨課程性質及訴求的差異，越來越多研究嘗試將 PBL 原始模式加以變動，
以符合課程需求。
Bavitz(2009)對三十年來各領域使用 PBL 的效果進行分析，認為未來在設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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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上，需關注 PBL 在不同領域及情境下如何被使用，包括不同的問題形式
、教師指導的程度、不同類型的學生參與對象、講授內容或其他教學方法的融入
等。他提出一個值得被注意的觀點：若從教育的目的而言，我們所追求的是提供
較好的機會讓學生學習，以促進學習成效。因此，傳統教學和 PBL 都只是其中
一種特別的安排與強調而已，意味多元途徑的使用和研究是應被鼓勵的。甚至在
未來研究裡，應探究內容的講授、全班的討論，或其他可促進 PBL 效果的因素
，其在 PBL 裡扮演的角色。例如，Kwan(2008)較學士後師資班學生對傳統形式
PBL、替代形式 PBL 配合教師引導推論的工作坊，以及改良式 PBL 配合歸納探
索形式的工作坊等三種形式的 PBL，對其學習幫助的評價。結果顯示學生偏好改
良式 PBL，而傳統形式 PBL 被認為最具挑戰性。
（三）使用認知鷹架作用
在不同學科領域與情境脈絡下，PBL 是如何被使用應被具體詳細描述，如此
便可找出可提升 PBL 成效的方法，例如特定的認知鷹架、教練模式、示範策略
等。Jonassen (2011)清楚地提出影響問題解決的因素，一是內在於學習者本身的
因素，例如先備知識的程度、過去的經驗、推理能力、不同認知風格與對知識的
信念等；二是外在的因素，包括觀點、動態性、結構（解決之道的複雜性、關係
的複雜性）、困難度（所包含學科知識的廣度）和情境脈絡等。為使問題能被成
功地解決，學生必須學習如何在問題解決過程中，關連各種在問題個案中的要素
以學習解決問題，而認知鷹架就是協助學生分析、比較這些要素與關係的媒介。
Jonassen 認為，一般可應用到 PBL 中的認知鷹架包括下列幾種形式，都能以不
同形式與程度協助問題的解決(Jonassen, 2011)：
1.提供示範的例子：可將複雜的解決策略拆解成較少而有意義的解決要素與步
驟。
2.利用類比的事物：可使學生透過結構特徵的相似性，獲得問題要素間一對一的
關連性，並對問題的解決有一概括化的理解。
3.因果關係推論的建構：教師可透過引導其對情況的描述、情況的確認、事件的
假設，與結果的推理等來協助其解決問題。
4.提問：彈性相當大，可用在對過程、目標、計畫及行動的邏輯推理，也可用以
協助瞭解問題，及產生解決之道。
5.辯論：結構鬆散的問題有很多的解決之道，透過辯論可辨明不同觀點，並找出
支持最優先解決之道的理由。
6.模擬練習：讓學生遭遇相似情境的操弄而學習如何解決問題，並透過其回饋而
獲得對問題變項間關係的理解。
此外，亦可使用概念圖或魚骨圖來協助學生歸納所學，亦可使用迷你講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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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間以釐清重要概念與定義(Simone, 2008)。當 PBL 被初次使用時，鷹架作用
尤其重要，它用以支持自我學習導向與問題解決能力之發展，而當學生能獨立運
作時，就可逐步抽離。
（四）界定問題類型與特質
PBL 的主要特徵為具有鬆散結構的問題（案例），因為所有的教學活動和學
習過程，都環繞在此問題上。因此，若要使 PBL 成功地運作並發揮效果，不同
領域適合什麼樣類型的內容，其問題的難易度、模糊性和複雜度，都應被界定清
楚。然而，Jonassen 和 Hung（2008）卻發現，在各領域中所使用的結構鬆散之
問題，差異性很大，並間接影響解決問題的難易度，同時也會影響學生的信心。
一般而言，案例問題必須使學生學習到課程所涵蓋的內容，故不同領域會發展出
不同性質的問題。他們指出，醫學、護理、社工與教育領域，常使用診斷與解決
的問題，在建築、化工與工程領域，設計的問題居多，但在商管與教育領導領域，
強調做決定與政策分析的問題，在法律領域則多屬規則使用的問題。然大部分文
獻都在討論醫學領域，多屬診斷與解決的問題，對於其他問題類型是如何被成功
運作並不完全明朗。
此外，Jonassen 和 Hung(2008)認為即使都是結構鬆散的問題，問題的困難度
也決定了 PBL 的適切性。因為 PBL 是以問題為學習焦點，所要學習的知識技能
都環繞在問題上，其困難度決定了問題被成功解決的可能性。問題的困難度分為
問題的複雜度與結構性兩個面向。複雜性涉及知識的廣度、容易完成的程度、程
序的錯綜複雜性，以及問題解決過程中要處理要素間關係的複雜性；結構性則包
含問題的透明度（對問題的瞭解程度）、是否涉及不同觀點、是否有跨領域的情
形、問題的動態性如何（一個行動會影響下個決定的連鎖反應），以及可選擇解
決方案之多寡程度等。
（五）結合專題導向的學習
PBL 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強調主動學習、探索、提問、批判思考與問題解
決的教學策略，與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都能促發積極學習，參與
高層次的思考。但主要差異在於 PBL 較強調問題解決，利用結構模糊的問題以
形成多樣化的學習議題，並根據不同解決策略而有不同的結果。專題導向學習重
在探究，利用問題驅動討論以探究主要議題，其學習成果通常需要以一個成品來
呈現所學到的知識與技能（陳毓凱、洪振方，2007）。由於某些特定領域的課程
性質，需要學生透過問題解決的過程找出最合適的解決方案，並以具體的成品來
呈現，此時專題導向學習自然而然就會被嵌入 PBL 中，要求學生以團體或個人
的方式來完成這個學習任務（成品）(Levin, Dean, & Pierce, 200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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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習評量的設計
Ravitz (2009)、Strobel 和 van Barneveld（2009）以及 Walker 和 Leary（2009
）等學者，對過去三十年的研究做了概括化的整理研究，一致的看法是，PBL
不應只評估標準測驗的內容知識之成效，更重要的是針對關鍵學習成果來評估，
並找出高品質評量工具以檢測學習的歷程與結果。Belland、French 和 Ertmer（
2009）認為過去的研究都不夠充分地說明應如何來評估較深內容的學習、問題解
決的能力，和自我導向學習等學習結果。然而，這些學習結果的評估很重要，因
為它們是對學習者未來轉化到其他學習，以及以表現為傾向的工作表現具有很深
的影響。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問題
1. 探討改良式 PBL 在建立學生教學原理學科知識的成效如何？
2. 學生對改良式 PBL 在提升其問題解決、知識建構、人際溝通與團體合作等能
力之感受如何？
3. 探討改良式 PBL 中認知鷹架作用使用的成效如何？
4. 探討改良式 PBL 在建立學生教學設計基本知能的成效如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同時採量化與質化方式進行。量化部份，以紙筆測驗進行「學習成就
測驗」評估學科知識之獲得；以問卷調查「學生 PBL 運作表現能力自我評估表」，
收集學生問題解決、知識建構、人際溝通與團體合作等能力提升的自我評估與感
受；
「鷹架作用成效評估表」用以瞭解認知鷹架在促進 PBL 運作上的成效。質化
方式包括課堂觀察與實錄、課後研究者小組會議、研究者反思與行動日誌、學生
的學習產出及訪談等。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師培課程「教學原理」作為研究範圍，它是課程發展與設計及各科
教材教法的先修課程。其核心內涵的教學設計是專業教師教學上最核心的能力之
一，亦是決定教學品質優劣之基礎。研究者有鑑於過往學生過度依賴教科書指引，
易淪於以教案輸出為結果，而無法進行真正的教學設計與探究之缺失，故選取本
科作為研究範圍。
四、研究對象
主要以本校國小教育學程，修習「教學原理」的學生為主，皆為學程第一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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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學生，分別來各系所，年級分佈自大二到研究所學生，共30名。性別分佈為
男性1位，女性29位。
五、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有兩位，均為師培中心專任教師且都具 PBL 教學五年之經驗。研究
者 A 為授課教師，研究者 B 為非參與觀察者。研究架構由研究者 A 依課程內容
與教學目的，設計改良式 PBL 課程模式，再與研究者 B 進行研討、修正，並共
同研擬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與分析工具。授課均由研究者 A 執行，研究者 B 進
行觀察與紀錄，完全不涉入教學過程。課後研究者進行小組會議以確認課程進度、
問題與需調整之處。為減低研究者效應，訪談部分均由研究者 B 實施。
六、資料收集
（一）學習成就測驗（紙筆測驗）
期末進行學習成就測驗，內涵包括三個 PBL 案例研討所涉及的學科知識，
並參考教師檢定考試考古題，以選擇題和簡答題方式進行。
（二）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包括「學生 PBL 運作表現自我能力評估表」、「鷹架作用成效評估
表」。前者於每一案例完成後填寫，共三次，學生自我評估一般性技能，即問題
解決、知識建構、人際溝通和團體運作等四個面向是否有所提升。為使學生如實
填答，學生自行選取代號取代真實姓名。後者是用來瞭解認知鷹架作用在促進
PBL 運作上的成效，於期末施測。
（三）課堂觀察與實錄
1.第一部份為上課錄影實錄，每堂均由教學助理錄影、紀錄並撰寫成逐字稿，真
實記錄課堂活動，包括案例運作之實際狀況，師生互動之情形等。
2.第二部份是研究者 B 對課堂的觀察描述與評估。目的是為了客觀地評估改良式
PBL 的運作情形，並提供另一個觀點檢視學生的學習與課程實施。
3.第三部份為研究者 A 所記錄的「PBL 運作表現評估表」
，是對各小組三次 PBL
案例研討進行觀察與評估，目的有三：首先，藉以掌握 PBL 小組運作狀況，
判斷如何調整引導與介入行動，以促進學習效果。其二，瞭解學生由第一到
第三個案例探討上各種能力面向的改變。第三，學習評量應兼重歷程與結果，
「PBL 運作表現評估表」強調的是對學習歷程的評估。
（四）課堂後小組晤談記錄
小組晤談可提供學生有關案例研討方向、問題及資源等方面的諮詢。小組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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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透過學校教學平台與授課教師互動溝通，此方面之實錄亦收錄之。
（五）研究者反思與行動日誌
研究者 A 和 B 分別對於課堂觀察之現象與問題、課後討論、文獻閱讀心得
等加以記錄以與其他資料相互印證。
（六）學生的學習產出
以 PBL 案例研討而言，包括課堂口頭報告及書面結案報告。結案報告包含
三次案例問題研討的過程、四步驟的逐次修訂與理由、行動計畫的擬定、執行、
結果、成效評估、省思等。其次，三次案例的具體作品，含第一次的計畫書、第
二次的完整教案設計，及第三次的優良/有效教學評估等，都可具體瞭解其教學
設計的能力與品質。最後，學生於期末需撰寫個人 PBL 學習省思報告。
（七）訪談
包含焦點訪談與個別訪談。就焦點訪談而言，研究者 B 於課程結束時進行
各小組的半結構式訪談，以瞭解學生對於本科知識與技能學習上的收穫、一般性
能力之提升情形、各種鷹架對其協助為何、收穫和困難為何，以及對課程的其他
看法等。此外，於各組中抽樣學生隨時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以深入瞭解其對課程各
面向、學習成效上看法。例如，對課程設計與實施上滿意與不滿意的地方？案例
探討的情形與困難？學習上的成就與挫折？對老師引導方式的想法等。學期結束
時亦對教學助理進行訪談以獲取第三者觀點。
七、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量化資料之分析與品質掌控
首先，在編製「學習成就測驗」前，為確認內容效度，先行擬訂「教學原理
課程學習之認知目標與主要教學內容對應表」
，並依此編製「學習成就測驗」
，以
確定題目與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的相符。於課程結束之後，以單樣本平均數 t 檢
定就「學習成就測驗」成績進行考驗，以了解學生的成績是否高於 60 分。其次，
透過直方圖瞭解成績分佈狀況，最後統計學生在不同內容之答錯率，以瞭解學習
上的困難。
其次，為了解學生一般性技能是否提升，在每一次案例完成後，均要求學生
填寫「學生 PBL 運作表現能力自我評估表」。其內容涵蓋問題解決、知識建構、
人際溝通與團體運作等四個項目，每個項目下又分為三或四個細目，例如問題解
決之下有闡述、分析與定義問題、形成學習目標、擬定可行策略、評估解決之歷
程與結果等四個細目。四個項目共有 13 個細目，請學生依當次案例進行狀況，
勾選自己的表現為優、良好、尚可、待改進，或差，並加以說明。填答結果除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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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平均數、百分比等描述性統計，以瞭解學生對這些能力提升之感受外，並就學
生於三次案例完成後之三次填答情形，進行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以了解學生在三次案例自我評估的差異情形。
第三，
「鷹架作用成效評估表」
，學生必須針對六個鷹架作用，包含練習的例
子、提問、迷你歸納式講授、模擬、替代性觀點，以及概念圖等，依照每一個鷹
架作用對自己四個面向能力提升情形，進行排序。填答結果除進行平均數、百分
比等描述性統計，以瞭解學生在不同鷹架作用下，就學生自我評估在問題解決、
知識建構、人際溝通與團體運作等能力之提升情形，並進行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以瞭解不同鷹架對四個能力面向影響的差異情形。
此外，為瞭解「學生 PBL 運作表現能力自我評估表」問卷的可靠性與有效
性，以「Cronbach Alpha」進行信度考驗；各子量表之 α 值由高至低依序
為.92、.82、.80、.79，其中最高者為「團體運作」，最低者為「知識建構」，而
總量表的 α 值為.84，大致上，無論是總量表或各分量表皆有良好之信度。
為瞭解問卷本身內容的廣度與適切性，除根據文獻建立與修正問卷之內容，
並進行專家效度評估，兩份問卷送交熟悉 PBL 之學者判斷內容適切性及表面上
的有效程度，修正後實施。
（二）質性資料之分析與效度掌控
資料呈現上，統一以（對象/資料類別/時間）方式編號，RA 代表研究者 ARB
代表研究者 B，TA 代表教學助理，G 代表組別，S 代表學生。分析步驟如下：
1. 原始資料依【特定對象 資料類別 時間】方式編號。
2. 依研究目的與課題，建立資料分析主要概念架構圖與主題。
3. 依訂定之類別範疇主題將資料做初步歸類，再依探究面向擬出次主題。
4. 隨資料反覆審視過程，持續對次主題及其細目做合併與刪減。
5. 各類資料比對、歸納、交叉分析與彙整。
本研究採三角檢驗方式以增加資料之可信度。首先，資料蒐集以不同形式質
化與量化蒐集工具並行。其次，為正確描述參與事件與人物行為，除研究者 A
以教學者，研究者 B 以觀察者角色對 PBL 的教學進行觀察記錄與省思外，並輔
以教學助理之錄影與實錄，以拼湊出改良式 PBL 課程教學之完整圖像。第三，
為增加闡釋效度，減少研究者以授課教師主觀意識闡釋資料之威脅，各種資料隨
時進行交互比對，而研究者 B 的意見亦可達到平衡觀點的目的。最後，改良式
PBL 是對醫學院 PBL 的修正，對師資培育在應用上的差異，除從實證資料進行
解釋，將從理論部份加以審視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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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流程與進行步驟
（一）改良式 PBL 的設計與規劃
根據文獻探討所得，PBL 應用至不同領域，可考慮採用彈性的 PBL 設計，
以適應該領域的需求與特質。然而，如同既有研究的建議，如何掌握 PBL 的核
心特徵，並結合支持性的鷹架輔助，審慎思維案例問題的設計，將是課程設計者
所應努力的。據此，在文獻探討的基礎下，本課程規劃改良式的 PBL，設計的主
要思維闡明如下：
本研究所設計的 PBL 模式，乃基於原始 PBL 之原理與精神，融入專題導向
之作法。同時，穿插使用教師引導歸納的迷你講授、練習的例子、提問、模擬，
與概念圖等認知鷹架。
首先，基本精神上，強調透過真實生活中會遭遇的問題作為學習內容，教師
從旁提供資源與引導，學生自我導向學習，透過小組合作與知識分享來建構知識。
其次，遵循 PBL 所強調的，問題設計與課程主軸欲培養的知能相扣，擬定每一
案例問題之學習焦點(learning foci)。
教學原理的主要教學目標，是建立學生教學原理之學科知識，以及教學設計
之基本能力。主要學習內涵與焦點，包括認識教學的概念與意義、熟悉教學設計
的模式（案例一）
，進行教學設計工作（案例二）
，最後依照優良教學的特質進行
評估（案例三）(三個案例及練習案例如附錄)。由於學生缺乏相關教學先備知識，
故案例問題設計上，有以下考量：
1. 複雜性與模糊性（非結構性）不可太高
Jonassen 和 Hung（2008）指出應考量學生的領域知識、解決問題的經驗、
推理能力等來設計案例問題。對初學者而言，當問題複雜性與模糊性太高時，容
易減少其解決問題的自信心。因此，考量學生初入師資培育的特質，同時需掌握
PBL 問題應有的特質，亦即它與真實生活情境相關、具開放性質、能引起探索的
動機、需要高層次思考技能，以及能促進團體合作等特質來設計。型態上偏向規
則使用、歸納的問題，屬中度偏易的結構鬆散問題。在本課程中，雖然要解決的
是教學設計的問題，然而學生乃是基於教學既有的理論和原則進行，並非「無中
生有」的設計問題。
2. 案例問題採循序漸進式帶出
案例問題帶領學生由淺而深地進入教學設計之情境。其背景是以一個推動環
保教育的創意教案比賽，參賽者必須經過三階段選拔。初賽為規劃兩頁的教學計
畫之計畫書以爭取入賽資格。第二階段為複賽，需將計畫書具體化為可執行的、
詳細的教案設計。第三階段則為決賽，團隊必須建構出優良教學的特徵，並一一
檢視自己的教學計畫，以準備進入決賽的教學活動。三階段分別為三個案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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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學期刊 15(1)

之學習焦點。而每一個問題的解決都是下個問題的準備與基礎。
選取環保教育作為主題，考量其為世界潮流與重要議題，兼具 PBL 所強調
的跨領域本質，且生活化又接近學生經驗，依年級而可深可淺，資料豐富，未來
教學上必會使用得到，故具重要性、價值性與應用性。本設計不以教科書單元入
手，避免學生過度仰賴教科書之缺點。亦即，先建立教學設計、研究的知能，未
來自可彈性應用各種資源。份量以一單元兩到三節課為主，不至對初學者產生太
大壓力，但又可有所發揮。
3. 採取改良式的 PBL
首先，問題解決的過程是要建立學生的教學設計知能，問題解決的結果亦是
其學習結果的具體呈現。因此，結合專題導向學習的特質，要求學生於學期末提
供具體作品（教案設計）以展現其學習成果。同時，為掌控成果之品質與減少學
習的焦慮感，每一個案例問題，均提供問題解決方案之具體評估標準(Newton &
Newton, 2009)。這些標準屬大方向之引導，非細節的規定，故具彈性而又能有方
向感。
其次，針對教學原理作為一個教學基礎學科而言，許多基礎概念的釐清仍舊
十分重要，故於每一案例運作後，對於案例研討中重要學科知識與核心概念，以
引導歸納式的迷你講授作一歸納與釐清，以利知識建構與下個案例問題的探討。
再者，為探究 PBL 在師資培育應用上的機制，本研究採納 Jonassen (2011)
的建議，在 PBL 運作過程中，融入不同認知鷹架以支持 PBL 的運作。
除上述所提的迷你講授外，亦融入練習的例子、提問、模擬，與概念圖等鷹
架作用。首先，本課程設計了一個「史懷哲計畫──健康上籃，快樂入網」的練
習案例（如附錄），鋪陳於正式案例前以協助學生建立 Delisle 所提出的「想法」
（問題應該怎麼解決？）
、
「事實」
（從問題陳述知道什麼？）
、
「學習論題」
（要解
決問題還要知道什麼資訊？）
、
「行動計畫」
（要解決問題我們需進行哪些工作？）
PBL 四步驟的概念（引自林麗娟，2002）。
其次，以模擬而言，是指課程內三個案例問題皆是模擬教育界實際問題而來，
透過操弄問題的解決而瞭解未來會遭遇的相似情境。比方說，第一和第二個案例
問題是模擬教學設計比賽，第三個案例問題則是利用教師專業成長輔導系統的概
念，學生可以先掌握教學表現的要點去引導自己的教學演示；第三，提問從一開
始便隨時帶入，可以是闡明問題、引導推理和協助評估其目標、行動與結果為主；
最後，概念圖則是在每一案例結束時，要學生將所學的內涵整理出來，功能在協
助學生建立因素間的因果關係與歸納所學概念。通常會有三個概念圖，學生透過
三者的比對，可以彙整出在本課程所學到的核心概念與能力，也是一種學習省思，
對後設認知能力的提升也頗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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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課程融合專家之建議(Barrows & Tamblyn, 1980 ; Delisle, 1997/2003;
Forgarty, 1997)，採八步驟進行：
1.

遭遇問題

2.

闡明問題中的重要術語並釐清問題中的事實

3.

分析與定義問題：究竟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4.

形成學習論題：要解決問題，還需要知道什麼資訊呢？

5.

擬定可行策略（行動計畫）

6.

自我研討與執行行動計畫

7.

展現成果

8.

評估解決之歷程與結果

（二）課程期程與實施
研究流程乃隨課程進行開展，課程研發期主要工作為擬定課程大綱並依課程
內容擬出主要學習內涵，進而依此設計案例問題。繼而發展 PBL 上課學習暨資
源手冊及評量工具等。課程實施為一學期，隨課程實施同步進行形成性和總結性
評量，故亦為課程評鑑期。課程整體之規劃之架構與期程安排如表 1。
表1
教學原理課程 PBL 整體課程規劃架構表
週次

1-3

4-6
國慶放
假一次

主要教
學活動

鷹架作用
的使用

PBL
Case 1

練習的例子
提問
模擬
歸納式的迷
你講授
替代性觀點
概念圖

小組教
學法相
互教學
與報告

主要
學習
內涵
教學
計畫
書之
構思
與撰
寫
各式
教學
法之
研讀
與分
享

學科學習之
教學目標

1. 建立教學設計的
基本概念與敘寫
的能力
2. 瞭解創新教學的
意義

1.熟悉各種教學法的
內涵與應用

一般性能力
養成的教學
目標
1. 建立解
決問題
的能力
2. 促進自
我導向
學習的
能力
3. 建立多
元蒐集
資訊之
能力
4. 建立人
際溝通
之能力
5. 促進團
體互動
之能力

評量活動
1. PBL 運作表現評
估表（教師）
2. 個案研討之過程
與成品
3. 學生 PBL 運作表
現能力自我評估
表（第 1 次）
1. 教師觀察
2. 小組組員互評教
學法的個人報告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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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7-13

主要教
學活動

PBL
Case 2

14-16

PBL
Case 3

17

教學演
示

18

鷹架作用
的使用

提問
模擬
歸納式的迷
你講授
替代性觀點
概念圖

提問
模擬
歸納式的迷
你講授
替代性觀點
概念圖

模擬

期末測
驗

主要
學習
內涵

進行
教學
設計
與教
學計
畫之
敘寫

探討
有效
教學
的原
理，並
以此
檢視
所設
計的
教學
進行
模擬
教學

學科學習之
教學目標
1. 建立教學研究的能
力。
2. 建立教案敘寫的能
力。透過教學計畫
的設計與敘寫，需
瞭解教案的格式、
內涵等。包括，需
求分析、對象分
析、教材內容的探
究、目標之擬定、
評量工具的製作、
選擇合適的媒體等
工作的探究。

1. 熟悉有效的教學原
理。

一般性能力
養成的教學
目標

評量活動

1. PBL 運作表現評
估表（教師）
2. 個案研討之過程
與成品
3. 學生 PBL 運作表
現能力自我評估
表（第 2 次）

1. PBL 運作表現評
估表（教師）

（續下頁）

2. 實際將有效或優良
的教學原理或特
性，由教學計畫轉
化成實際教學。

2. 個案研討之過程
與成品
3. 學生 PBL 運作表
現能力自我評估
表（第 3 次）

1.將所設計的教案具
體轉化為教學活動

1.教學演示小組自
評與組互評
1. 學習成就評量
2. 問卷調查：鷹架
作用成效評估
3. 訪談（焦點訪談）
4. 學習者 PBL 運作
互評表（事後繳
交）
5. 繳交 PBL 學習檔
案既省思報告

學習
成就
評量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PBL 對學生教學原理學科知識建立之成效
學生期末的紙筆「學習成就測驗」，其成績使用單樣本平均數 t 檢定進行考
驗，分析之結果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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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期末「學期成就測驗」對學科知識建立的成效
項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期末考成績

30

69.07

15.263

3.254**

**p < .01

圖2

期末「學期成就測驗」結果之直方圖

由表 2 得知，單樣本平均數考驗的樣本平均數為 69.07 分，t(30)=3.254，考驗
結果 p=.003 < α=.01，達顯著水準，拒絕虛無假設，亦即學生期末成績高於平均
60 分。再者，期末考的學習成就測驗之內容包含四大主要內涵，學生答對人數
由多到寡為「有效（優良）教學原理」、「教學設計與教案敘寫」、「教學計畫
書的撰寫」，最後為「各式教學法」。此外，使用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測總得分與組別差異是否有關，結果亦顯示不同組別與期末考成績無
關。整體而言，改良式 PBL 對教學原理學科知識之建立並無特別優勢。主要原
因可能是測驗形式採教師檢定考試形式出題。學生有可能對知識概念已經建立，
但題目所涉及細節需要記憶，此有賴個別學生對內容記誦的熟悉度，因此會有相
當的個別差異度。若從圖 2 來看，大部分落在 60 到 80 分之間，亦屬正常。因此，
未來應考慮如何包含更多能檢視出學生學科知識的題型，如應用、分析等之題項。
值得注意的是，基礎學科知識的建立，仍有賴教師講授以確認學生的理解度，故
PBL 對於要精熟大量基礎知識的科目而言，具相當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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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對改良式 PBL 在提升其問題解決、知識建構、人際溝通與團體合作等
能力之評估
為瞭解學生從案例一、案例二，到案例三，在四個面向上（問題解決、知識
建構、人際溝通與團體合作）能力提升的自我評估情形，學生每次案例結束均填
答「學生PBL運作表現能力自我評估表」
，利用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重複
量數(ANOVA)行分析，其結果如表3：
表3
三個案例中學生學習運作表現F考驗摘要表（以CASE1-3所填寫問卷之總和進行
分析）
項目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問題
解決

1.case1
2.case2
3.case3
1.case1
2.case2
3.case3
1.case1
2.case2
3.case3
1.case1
2.case2
3.case3

29
29
29
29
29
29
29
29
29
29
29
29

12.79
14.14
15.17
10.10
10.76
11.45
11.66
12.90
12.76
10.97
12.55
12.83

2.411
1.552
2.001
2.127
1.455
1.502
2.159
1.319
1.618
2.612
2.010
1.713

13.804***

事後
比較
3>2>1

6.773**

3>1

6.930**

2>1
3>1

11.993***

2>1
3>1

知識
建構
人際
溝通
團體
運作
**p < .01

***p < .001

首先，從描述性統計得知，在 P（問題解決）
、K（知識建構）
、I（人際溝通）、
G（團體運作）四個面向皆達顯著，其中又以 P（問題解決）最具顯著水準
F=13.804***，其次為 G（團體運作） F=11.993***，再者為 I（人際溝通）
F=6.930**，最後是 K（知識建構） F=6.773**。依據考驗結果，拒絕虛無假設，
即在不同案例中，學生在此四個面向之表現是有差異的。
經以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檢驗發現，在問題解決中CASE1與CASE2有顯
著差異，CASE1與CASE3有顯著差異，由各組平均數得出CASE2>CASE1，
CASE3>CASE1，可看出從案例一持續到案例二、案例三，問題解決能力都有明
顯的提升。知識建構的面向，即使由案例一到二的提升不明顯，但到了案例三仍
有顯著差異。人際溝通方面，CASE1與CASE2，CASE1與CASE3有顯著差異，
在團體運作中CASE1與CASE2，CASE1與CASE3有顯著差異，各組平均數為
CASE2>CASE1，CASE3>CASE1。意味著相較於案例一，學生在案例二和案例
三都覺得人際溝通與團體合作能力有顯著提升。
其次，學生的課後省思分別反映了PBL在提升此四項一般性能力的效果：
17

教育科學期刊 15(1)

收穫最大的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因為從一個想法變成要真正去把內容教授出
來並用教案的格式詳細呈現，其實都很不容易，但在過程中，大家主動找尋
答案及請問老師都是一種在自主學習的過程中把東西真正學到的表現，這樣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習者，對我而言是真正體現了教學的終極
目標。（G3S1 課後省思 1010118）
我覺得收穫最大的地方是在知識建構的部分，透過實際操作，讓我們能夠真
正參與可能實際會面臨到的問題，讓我們在解決問題時不被書本的框架所侷
限，更能使我們不斷地去探索以及檢討。（G3S4 課後省思 1010118）
團體合作，一整組的人為了一個主題而一起努力整個學期的過程，應該是最
珍貴的收穫。以後回想起來一定是忘不掉大家出腦出力流血流汗的革命精
神。（G4S1 課後省思 1010118）
我覺得是人際互動，使我學會了傾聽不同意見，互相交流，以增進自己的視
野，發現自己的答案不一定是最好和正確的，多多聽他人，有助於我思考。
（G1S2 課後省思 1010118）
三、改良式 PBL 中認知鷹架作用使用的成效
根據學生期末填寫「鷹架作用成效評估表」（一學生病假，故個數為 29）。
進行的重複量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結果如表 4。
表4
鷹架作用成效評估（三個案例中學生學習運作表現 F 考驗摘要表）
項目

鷹架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問題
解決

1.練習的例子
2.提問
3.迷你歸納式講授
4.模擬
5.替代性觀點
6.概念圖
1.練習的例子
2.提問
3.迷你歸納式講授
4.模擬
5.替代性觀點
6.概念圖
1. 練習的例子
2. 提問

29
29
29
29
29
29

3.24
3.59
3.14
2.86
2.93
2.83

.951
.825
.351
1.246
.923
.759

3.106*

事後
比較
2>6

29
29
29
29
29
29

2.79
2.86
3.52
2.83
2.97
2.62

1.114
.875
.986
1.002
1.052
1.293

2.788*

3>6

29
29

2.03
1.97

.906
.823

2.073

知識
建構

人際
溝通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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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迷你歸納式講授
4.模擬
5.替代性觀點
6.概念圖
團體 1.練習的例子
運作 2.提問
3.迷你歸納式講授
4.模擬
5.替代性觀點
6.概念圖
*p < .05；**p < .01

29
29
29
29

1.97
2.28
2.59
2.17

.823
.882
1.018
1.136

29
29
29
29
29
29

1.93
1.59
1.38
2.03
1.52
2.38

.998
.733
.561
1.149
.871
1.178

5.272**

6>2
6>3
6>5

使用重複量數(ANOVA)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進行分析後，從平均數來看，
學生認為鷹架作用對各項能力提升的狀況是：
（一）對問題解決最有幫助的是「提問」，其次為「練習的例子」。
（二）對知識建構最有幫助則為「迷你歸納式的講授」
，其次為「替代性的觀點」。
（三）對人際溝通最有幫助的是「替代性觀點」，其次為「概念圖」。
（四）對團體運作最有幫助的則為「概念圖」，其次為「模擬」。
進一步檢視各鷹架作用對哪些能力的提升較有幫助，可歸納出以下現象：
六個鷹架中，練習的例子、提問、模擬及概念圖等四者對問題解決最有幫助，
依次為提問、練習的例子、概念圖、及模擬。而迷你歸納式講授與替代性觀點則
是對知識建構最有幫助，且迷你歸納式講授又強過替代性觀點。
首先，針對第一個現象，研究者發現練習的例子、提問、模擬及概念圖等鷹
架，以不同的形式對問題解決有所幫助。第一，以「練習的例子」而言，其作用
在於協助學生初次接觸 PBL 時，建構解決問題的框架，是整個 PBL 課程的基礎，
為其後三個案例問題的運作提供方向：
藉由範例的提供，讓我們瞭解問題解決的四步驟，在腦海中對「四步驟」有
一個約略的概念，為接下來三個案例的練習，是有幫助的。
（G2S6 課後省思
1010118）
其次，提問對問題解決的幫助在兩個面向：一是引導學生找出思考的盲點，
並提供可能方向以找出多元的問題解決方法；二則是協助學生評估概念，使其「可
以從中去推敲自己的概念與內容是否正確」（G2S4 課後省思 1010118），進而提
出修正方案：
提問，能幫助我們找出自己的問題及思考的盲點，促使我們針對自己所遇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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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想盡解決的辦法，如果還是沒抓到方向，老師會再進一步詢問我們
所提解決方法的原因，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幫助我們自己解決問題。
（G3S8
焦點訪談 1010118）
「提問」扮演著決定學習方向的重要地位，要不多不少，引導太多無法帶出
批判思考，引導不足則會讓學生原地踏步；另一方面，提問也扮演著建立學習氛
圍的角色，要讓學生暢所欲言，並提供信心與心理支持，願意接受挑戰：
從一開始沒有頭緒，經過老師慢慢提示、引導，這樣抽絲剝繭的方式對我們
幫助其實頗大的，一方面給我們思考的空間，另一方面又可以給予糾正及指
導。（G3S6 焦點訪談 1010118）
這可以讓我們有思考的機會，運用自己已有的知識與想法來解決問題，有效
提升我們勇敢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G2S1 課後省思 1010118）
第三，「概念圖」的使用在本課程中有三處：在課程初始，要求學生使用概
念圖建構主要的教學內容，其次就是要求各組利用它來規劃主要教學活動，最後
則是在學期末時，再運用它歸納所學習的內涵。其最大的功能在於產生概念及歸
納要點：
記得學期前半段，老師曾要求每組要作一個概念圖，當時我們除了不清楚要
怎麼做，也不清楚作概念圖的用意何在，一直到學期後半，我逐漸體會出概
念圖的重要，它幫助我們看清楚每個案例中所學習到的內容，抑或是本組的
教案設計上的架構為何，從概念圖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哪些內容與主題相關、
哪些部分必須刪除，我認為善用概念圖對往後的學習是很有幫助的。
（G2S6
課後省思 1010118）
最後，「模擬」在問題解決中所扮演的鷹架作用，則是利用未來學生會遭遇
的真實性問題來建立其問題解決的能力，換言之，在 PBL 中模擬情境的案例問
題就成為決定性的因素。它必須夠「真實」
、夠「難易適中」
、最好還要夠「有趣」，
才能讓學生陷在其中，卻又能有能力迎刃而解。
案例問題很不錯，慢慢的進入，從初審、複審到教學演示，感覺就像真的參
加節能減碳地球活動，從中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而且剛好環保是我們現實
生活中所面臨到的問題，也是未來出去教學會教到的課，我們可以藉由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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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別組的教學，讓我學到更多的環保方式。（G2S8 課後省思 1010118）
模擬情境的一個重要機制，是要讓學生在「身歷其境」的體驗式教學中，能
深切覺得這一切的努力，會直接地建立對未來職場實際用到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因此，成就感的獲得不僅是當下的問題解決，更在於其對未來工作的掌握感。當
下問題得以解決，也暗示了能在未來解決類似的問題，這是其他鷹架所難以取代
的。
模擬情境，我覺得非常特別，用這樣的方式讓我們能感受到自己是真正的處
理這個案例而並不只是課堂中的任務，讓我們能投入去討論去做，相對的也
因此能得到成就感。（G1S6 焦點訪談 1010118）
透過模擬情境，我們可以實際去操作整個教學計畫，將課本的理論應用到實
際情境當中，整個課堂上的三個案例彷彿就像實際的情境，讓我們瞭解到教
學小組會遇到的困難以及該如何解決，這樣的學習方式我覺得很特別。
（G3S4 課後省思 1010118）
有關於迷你歸納式講授與替代性觀點，則是如何對知識建構產生影響力呢？
以「迷你歸納式的講授」而言：
每一次的 mini-lecture 是我最期待的部分，雖然當中包含許多必須記誦的學
者觀點，但老師的 mini-lecture 除了幫助我釐清自己不清楚的概念、也解決
了小組在討論時所遭遇的問題，等於是幫助我對該部分的學習做一個統整。
（G4S7PBL 運作表現能力評估表 1001212）
為了維持 PBL 自我學習與探索式教學的精神，迷你歸納式的講授並非扮演
傳統講授式教學，單純知識傳遞的功能，而是先由學生透過案例研討，閱讀相關
文獻並嘗試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將重要的教學原理學科知識配合案例問題解決的
進程穿插其間。因此，它扮演著對學科知識的釐清與學習內容的歸納統整之功能。
由於其提供的時間點並非在問題解決之前，因此學生必須自行閱讀教師所提供資
源手冊中的相關文獻，並搜尋相關資料以解決問題，相較於傳統的教學，比較能
夠促進其自主的學習。至於「替代性觀點」是一種透過強烈互動、競爭性觀點的
提供來建構知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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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及同學們針對我們成品的缺失提出質疑並提供我們可行的修改方法（替
代性觀點），反而是幫我們釐清盲點，甚至是幫我們想到了我們沒想到的部
分，讓我們的學習更加完整。（G4S1 焦點訪談 1010118）
替代性觀點可以由教師或由其他同學提供，可以是針對報告內容提出質疑，
同時有評估的功能，因此各小組需對自己報告的部份言之有理，準備充分，捍衛
自己的觀點。有趣的是，各組競爭性觀點不但沒有火藥味，反而因為它的開放性
氛圍，使各小組有良性的互動，使課堂展現 Beane（1997）所謂「民主的課程」
的特質。亦即，透過這樣的課程互動，學生所建構的知識，並非來自單一教師的
傳遞，而是在課堂中由師生一同建構出來的。
四、PBL 對學生教學設計基本知能建立之成效
本研究所設計的三個案例，由教學計畫書的設計理念出發、逐步進到教案內
涵的分析與敘寫，再引導如何以優良教學之特質帶出實踐。對學生而言，每一個
步驟、每一個細節都是由小組成員研讀各項資料、具體分析教學設計的要素，一
點一滴合作形成，這種由「做中學」而形成的知識，使其得以在模擬情境中，實
際操作了一個完整的教學設計：
三個案例而言，我學到了如何寫出完整的教學計畫書、教案、教學目標（包
含認知、情意及技能）、編寫主題式的教學架構及其詳細內容、活動順序的
安排、教具的呈現、媒體融入教學、時事的結合以引起學習動機、試教的注
意事項（講述、發問、與學生互動、做正面的回饋、引導正確的學習方向及
思維、台風的穩健、隨機應變的能力、公平對待每一個學生讓其有參與感等
等。）（G3S1 課後省思 1010118）
（一）

突破教科書藩籬，建構教學研究的能力

像寫教案的話也不是說我們看一個既有的格式來寫，因為像我們系上（兒家
系），我們是有一個版本出來讓我們就是照寫。我覺得這邊的東西會讓我們
思考說我們寫這個定義是為什麼，然後整個流程下來的時候是，我們自己就
是把所有時間跟要做的事情分配好，會變成說，你有去想過要做什麼，然後
為什麼做什麼才去做什麼。（G3S4 焦點訪談 1010118）
（二）

透過系統性邏輯思維，建立統整性課程設計的能力

運作 PBL 的過程中，必須先找到相關資料，再從中判斷哪些資料比較適合
教學內容，還有分析它們能使學生增加哪方面的知識，然後在呈現方面，需
要瞭解哪些方法可行並且可以增加她們的動機……；不管是本身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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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在找尋、判斷、分析、實際執行，這些能力都在學習過程中不知不覺
的建立了起來。（G1S5 課後省思 1010118）
（三）

透過做中學的實務性思維，建構對理論之理解

最大的收穫在於（瞭解）教師如何選擇應該教、可以教，且學生能夠理解、
願意學習。……，教學的意義並非所有知識一股腦兒塞入學生的資訊庫中，
需要的是教學者經過挑選「該教什麼」，並配合每一個學生吸收能力不同而
調整「如何去教」。在教什麼和如何教的摸索過程中，PBL 運作給予很大的
幫助，從分析學習者特性與先備知識，在一次次的修正中，終於逐步挑選出
最適合這個年齡孩子能夠理解的範圍內，又能達到教學目標的教學內容與教
學方式。（G4S5 運作課後省思 1010118）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將改良式 PBL 應用到師資培育課程的教學原理課程，雖然在建立學
科知識上的成效並未能超越一般的課程，然而在提升學生教學設計基本知能，以
及問題解決、知識建構、人際溝通和團體合作等能力上是肯定的；而在改良式
PBL 中妥善安排鷹架作用對各項能力的提升都有不同程度的幫助。
首先，很顯然地，不論是問題解決、知識建構、人際溝通和團體合作，學生
歷經案例一、案例二到案例三的學習，顯示著這些能力逐步地提升，尤其是問題
解決的能力。相較過往的課程設計，學生不再只是按照一些優良的教案依樣畫葫
蘆，他們以統整的主題出發，從一開始便無可避免地必須突破教科書的框架，從
廣泛的資料中閱讀、分析、篩選出適合他們學習對象的內涵。每一項教學要素的
工作，就像一個個待解決的問題，必須透過團體合作與分工，最後抽絲剝繭找出
合理的方案與對策，中間涉及小組成員持續地互動、協調，每一員都是拼圖的一
角，無可或缺，因此團體合作的能力亦大幅提昇。
其次，就鷹架作用的實施成效來看，可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即使本研究裡
所使用的鷹架作用，都是在 PBL 教學中經常會使用的輔助工具，然而哪些工具
對哪些能力的促進最有幫助，經常是模糊的。本研究發現，對問題解決能力最有
幫助的是提問和練習的例子，顯示 PBL 有關「提問」的類型、頻率、形式等的
研究，將會對 PBL 教師在引導學習上有決定性的幫助。尤其是當我們使用不同
的案例問題形式時，我們所期待學生培養的思考能力的界面，便會因提問的安排
與提問策略的使用，而導致相當程度的差異。其次，「練習的例子」可能比我們
想像中顯得更具影響力，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示範了問題解決的可能脈絡，對於
初次接觸 PBL 的學習者而言，其引導性似乎決定了未來的路會好走一些，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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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恐懼感和增加了方向感。
至於學生認為「迷你式的講授」和「替代性的觀點」對知識建構最有用，反
映出學生未能跳脫傳統知識建構的概念，但卻又在某種程度上擁抱知識建構在課
堂民主性的概念。在本研究裡，研究者為了配合問題解決的學習內容，將本課程
所需核心的學科知識以精簡的方式適時融入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其功能有檢
視、回應學生案例研討的成果、或釐清他們的盲點、或歸納統整學習。然而，學
生忽略了，在整個研討歷程裡，逐漸形塑出這些知識的人是他們自己，而非教師，
教師只是在最後畫龍點睛地將其做一釐清與總結罷了。但對於學生而言，教師的
講授對其在心理上而言，讓他們對知識的掌握更踏實，因為畢竟教師是專家！雖
然如此，替代性觀點作為知識建構的推手，比起傳統的教室，具有無限地潛力。
它代表著知識權威的轉移、師生與學生間作為知識建構主體性的流動、對有爭議
的知識其彼此對抗時應有的民主態度與素養。這樣的教室或許可以呼應左藤學教
授所謂的「學習共同體」的概念。
第三，就學生教學設計基本知能的建立而言，透過模擬的情境，利用 PBL
三個案例引導學生完整設計與實際教學的歷程，不僅可使學生跳脫教科書指引的
侷限，從一開始便要以研究者的態度去看待教學設計這件事，可以糾正過去對教
學設計的被動態度。另一方面，以主題課程的方式進入，可以培養教學設計系統
性思維的能力，以及善於因應新興議題課程的能力。而做中學的歷程，使教學的
理論活化，學生以實務性的思維理解與建構本課程的學科知識。
最後，美中不足的地方在於學習成就測驗並未如預期能夠彰顯本課程以改良
式的 PBL 對於學科知識建構的成效。這使研究者省思 Savery (2006)所言，在不
同學科、領域和年齡層中應用 PBL 的教學方式，未能達到預期的學習成效的一
個主要因素是未使用吻合學習結果的評量方法，以致於無法充分地進行評估。但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議題則是，如同教學原理課程如此有大量學科知識的基本學
科，若要保留目前 PBL 對各項學習之成效的同時，如何強化講授的內容和形式，
將是一個值得的挑戰。畢竟，沒有一種絕對完美的教學設計，但不斷地嘗試找到
使學生最能獲益的方法，我們責無旁貸。未來在研究上，若能廣泛地測試在相似
學科下執行的結果，更精確而妥善地規劃相對應的能力與評量形式，將可大大降
低對 PBL 的迷思與誤用，並能將 PBL 更有效地運用在適當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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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練習案例問題：史懷哲計畫──健康上籃，快樂入網
今年暑假，你們參與了教育部所推動的「史懷哲計畫」
，到一所鄉村的國民小
學進行學童的課業與生活輔導。你們發現，孩子們飲食習慣相當不好，有三
分之一過胖，有些偏食，且喜歡喝含糖飲料與垃圾食物。因此，校長希望你
們能在兩個月裡，讓學生能從生活中建立健康飲食的概念與作法，你們究竟
可以作些什麼呢？請提出具體方案給校方參考。
案例問題 1
教育部雖然推動「環保教育」多年，但在教學現場的成效仍舊有限。一方面
為了要提升教師的教學創意與行動力，一方面要強化「環保教育」的落實，
而因舉辦了全國「節能減碳救地球」的國民小學教學設計比賽，得獎的作品
將可以獲得獎金五萬元。此競賽一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初審，初審
通過後為教案的複審，複審通過者需要實際地進行教學演示活動。現在，你
們將代表新北市新莊區輔仁小學參加競賽。初審要求每一團隊首先針對競賽
的主題撰寫一份兩頁的計畫書，闡述你們的基本設計理念或理論基礎、主要
教學目的、內容與活動概念架構圖（以兩節課為主，教學對象自訂），以及
教學設計的執行步驟，以篩選出有潛力的作品進入複賽。初審的評分參考注
意事項如下：
（1）能發揮創意教學的理念；
（2）內容能與目前世界最新的資
訊與時事結合；（3）資訊媒體能有效融入。
案例問題 2
目前你們團隊已經進入複賽階段，複賽將在一個月後進行，各團隊需繳交正
式且詳細的教學計畫，相關的資源、媒體、學習單等都要附上。根據過去得
獎團隊的經驗，能兼重認知、情意和技能的教學，主題新穎、內容紮實、教
學多元化，以及善用資訊媒體都是評審重要的考量。此外，針對你們的計畫
書初審結果，評審給予以下評語，請審視評審意見並修正你們的計畫書後，
進行詳案設計。評審意見如下：（教師針對每小組計畫書給予書面意見，約
一到兩頁）
案例問題 3
恭喜你們已進入最後的決賽，兩星期後你們將要到競賽現場進行實際的教學
演示。所有得獎的作品連同教學實錄，都會製成光碟分送至全國各小學，作
為推動環保教育的典範教學，因此，最後的評審標準除了書面教案外，教學
演示是否能呈現優良教學的特徵將是一個重要的評審依據。因此，請小組團
隊根據學理討論出優良教學的重要特徵，並一一檢視你們要如何在教學演示
時達到這些要求，並在最後的決賽日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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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n though Problem-based learning has been applied to a variety of areas, it
may not effectively fulfill different curriculum goals, since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volve specific nature and contents. There is an increasing attempt to think of
accomplishing different educational goals by modify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but
still highlighting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PBL approach.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a modified PBL which combined several cognitive scaffolding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an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principles
of teaching. On the one hand, it would like to promote pre-service teacher students’
abilitie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heir generic skills, such as problem solving,
knowledge construction, people interaction, and group work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effect of promoting the function of PBL by different cognitive scaffolding will be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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