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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社會參與素養學習方法的行動研究—
以地理資訊單元的教學為例 ∗
Action Research on Cultivat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Literacy
Learning Methods - Taking the Teaching of Spatial Information Unit
as an Example
張聖翎 a
Sheng-Lin Chang
Abstract
This research design contributes to achieving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core
literacy, and conducts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uses teaching observation
records, performance assessment, paper and pencil tests, self-evaluation of personal collaboration skills,
personal learning reflection and in-group peer reviews to examine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designed in this study employ: (1)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Design-Based Learning (DBL) as learning strategies; (2) use spatial information units as learning content,
and select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dimensions corresponding to the core literacy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3) use the digital map initiative (issue advocacy) as a performance task. The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iss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nd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guide
students to use information and thinking tools to collaborate. The research results validify the program’s
efficiency to cultivate the Core Competency (C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general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cluding C1 Moral Praxisand Citizenship, C2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eamwork, and C3 Cultural
and Glob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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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設計有助於達成社會參與核心素養的學習活動，進行該學習活動的實驗教學，以教學觀察
記錄、實作評量、紙筆測驗、個人協作能力自評、個人學習反思與組內互評等資料檢視該實驗教學的
學習成果。本研究設計的學習活動以分組合作學習與「設計導向學習」
（Design-Based Learning, DBL）
做為學習策略；以地理資訊單元做為學習內容，並挑選出相對應社會參與核心素養的學習表現；使用
數位地圖倡議（issue advocacy）做為表現任務；針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進行議題探究，並於探究過程中，引導學生使用資訊與思考工具進行協作。研究結果顯
示，有助於培育總綱中的核心素養 C 社會參與，包含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作與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三大項目。
關鍵詞：社會參與、合作學習、設計思考、倡議、地理資訊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社會參與的重要性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因應學習型態的轉變、人口結構及國際趨勢、快速的科技發展，
強調全人教育、跨領域統整教學活動、與生活情境連結，終身學習之素養表現（吳清山、方慶林，2018）
。
「核心素養」為課程連貫與統整發展的主軸，透過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的實踐，落實適性揚才之教育，
培養具有終身學習、社會關懷心及國際視野的現代優質國民。核心素養乃經學習歷程而獲得，涵蓋認
知、技能、情意等面向，因此，
「能力」包含廣義技能面向，如認知與後設認知技能、社會與情緒技能、
身體實作技能等；然而，素養學習不以學科知識與技能學習為限，而著眼於全人發展，素養學習內化
為個體成長發展的養分與動能，結合且應用於生活，並能實踐力行之，以成為終身學習者（洪詠善，
2018：58-60）。總綱中的核心素養分為「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三大面向，其中社會
參與包含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與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三大項目（教
育部，2014：4-5）。既然社會參與是身為世界公民的一份子不可或缺的核心素養，那麼地理科對於培
育社會參與素養究竟能提供怎樣的貢獻？如何能將課綱中的理念具體落實在教學現場中？是研究者想
要進一步探究的主題。

（二）空間思考的重要性
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is）為地理學三大傳統之一，隨著電腦科學的發展，空間資訊能夠被電腦
紀錄、儲存與運算，搭配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地理資訊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全球定位系統）
、Remote Sensing（RS，遙測）3S 的發展，空間資訊科學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
更是與日漸增。空間資訊科技主要涵蓋了測繪、地理資訊系統及資訊等相關領域的知識及技術，在各
領域不斷地進步發展下，不僅空間資料的形態十分多元，所能提供的資訊服務及應用亦日趨廣泛。GIS
中的系統（System）可以進一步擴展為科學（Science）
，即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或稱之為
GIScience，其同時包含了地理資訊系統技術及更多相關的科學應用等，其應用層面涵蓋環境監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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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規劃、科學調查、資源管理、災害監測及管理、生態科學、人文社會等（徐百輝，2019：8-9）。地
理科依據《總綱》及社會領綱的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並參考了國際地理聯合會公布之《2016 地理教
育國際憲章》揭櫫的基本精神，在部定必修課程中，安排地理資訊單元；此外，還在加深加廣課程中，
制定了「空間資訊科技」綱要，讓學生能了解空間資訊科技的概念與重要性，並具備實作與應用至學
術或生活情境的能力（教育部，2018b）
。目的在培育學習者運用空間思考來發現問題，並奠定其探究
真實世界現象空間分析的能力，進行觀察、提出問題、觀點與解方。
在上述兩點的背景脈絡下，研究者將針對自身能否將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所揭櫫的教學
理想，具體實踐於教學現場的過程，進行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本研究企圖以地理科部定必修
課程中，主題 A「地理技能」中的項目 b.「地理資訊」做為實驗教學的學習內容，提出培育社會參與
素養的課程設計。希望透過課程的實踐，檢核此一課程設計能否有助於學習者達到社會參與核心素養
的培養？意即能否引導學習者主動關心社會議題，並具備探究真實問題的能力？能否引導學習者與小
組成員進行協作，共同完成專案，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並產生行動，進而發揮社會影響力？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有三：
1. 設計有助於達成社會參與核心素養的學習活動。
2. 進行該學習活動的實驗教學。
3. 檢視該實驗教學的學習成果。

文獻探討
為了能掌握培育社會參與素養課程設計應具備的關鍵要素，研究者針對下列五個主題進行文獻探
討，分別是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實施原則、社會參與、合作學習、設計思考與「設計導向學習」
、議題
融入教學與倡議，以幫助研究者形成社會參與的操作型定義，以及擬定具體可行的行動研究計畫，最
後提出「利用數位地圖進行議題倡議」的小組實作任務，做為「有助於達成社會參與核心素養學習活
動」的行動研究個案。

（一）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實施原則
根據國教院「素養導向教學的界定、轉化與實踐」一文中的說明（洪詠善，2018）
，核心素養的學
習有賴於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與實施，而教學設計與實施須掌握四項基本原則，包含第一，整合知識、
能力（包含技能）與態度；第二，重視情境與脈絡的學習；第三，重視學習的歷程、方法及策略；第
四，強調實踐力行的表現，以培養學習者具備三面九項核心素養。現行學界與教學現場進行課程與教
學設計有多元模式，例如目標模式、歷程模式、重視理解設計（understanding by design）等模式，每
個設計模式皆有其脈絡與特色。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與實施可掌握四項基本原則，依據領綱之學
習表現及學習內容，以及該領域/科目核心素養相互檢視與交織轉化為學習目標、學習任務情境、學習
歷程，以及學習評量，以培養具備三面九項核心素養的終身學習者。設計模式宜海納百川，可隨領域
∕科目性質與對象而彈性調整，不須固定一種模式，以創發現場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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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參與（social participation）
為了瞭解社會參與的意義與範疇，以下將就社會參與的相關研究、學生進行社會參與的實踐方式
與課綱中的社會參與三個面向來進行討論，並歸納出本研究對於社會參與的定義與研究重心。
1. 社會參與的意義
社會參與 1是指眾人參與的集體活動（collective behavior）
，是公民社會的特色。
「社會參與」是德
國學者哈伯瑪斯（J. Habermas）
「公領域」
（public sphere）的實踐，也是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的
形成方式。社會參與的要素包括：活動、互動、社會交換、缺乏強制性，通常參與者沒有酬勞，也沒
有家族義務（李宗薇、莊佳穎，2015：81）
。早期臺灣對於社會參與一詞，多被認為是政治活動的一種，
而公民投票則被視為可以增進決策正當性，擴大公民參與，提升民主素養的一種方式（林水吉，2005）
。
因此，社會參與多出現在政治學相關的研究中，例如：許文傑（2000）認為公民參與是落實民主政治、
追求公共利益及實現公民資格。然而，隨著社會民主化，社會參與一詞的定義也顯得更為廣泛。例如：
蘇琬玲（2007）認為的社會參與，係指個人貢獻己力，主動參加社會事務、社團、活動、課程，與他
人互動，並融入整體的生活，達到共享的過程。林萬億（2010）認為社會參與乃是扮演社會角色、從
事社會活動、以及與他人互動，諸如參加體育休閒或政治活動、以及參與志工或社區服務等。而世界
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對社會參與的定義則是，提供人們合理與客觀的資訊、提供公
眾諮詢、實際參與公眾活動，與民眾合作並解決問題使公眾能清楚其福利，是一種賦權授能
（empowering）。因此，「社會參與」除了政治性、激進的示威遊行，還有公益、服務性活動，如社區
服務，擔任志工等（李宗薇、莊佳穎，2015：81）
。
2. 學生進行社會參與的實踐方式
隨著校園民主、學生自治精神的實踐，無論是學生參與校園內學生自治團體的行動，或學生透過
媒體了解各項公共議題，或對於公共議題表達意見，都被視為社會參與。若從校園內提供的課程來看，
學校大多透過開設服務學習課程，讓學生可以藉此課程直接行動，並以參與式的方式解決問題、培養
各項軟能力。若從校園外提供的活動來看，則有政府機關對於學生社會參與，訂有多元的鼓勵方式，
以引導學生從事社會參與之活動（簡信男，2015）
。例如：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主辦的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2.0 Changemaker計畫 2。目前社會參與實踐，大多出現在大學課程、社團活動，或是校園外的機關團
體為青年所舉辦的活動當中。隨著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推行，相信社會參與核心素養的培
養，可借鏡上述發展經驗，從大學階段向下延伸至高中階段。
3.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對社會參與核心素養的定義
在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說明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
，分為
「自主行動」
、
「溝通互動」
、
「社會參與」三大面向，藉以作為統整各教育階段與教學領域的教育目標。
其中，社會參與是指：強調學習者在彼此緊密連結的地球村中，需要學習處理社會的多元性，以參與

1
2

又稱公民參與或公共參與。
110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2.0 Changemaker 計畫
https://www.yda.gov.tw/content/messagess/contents.aspx?siteid=563426067575657313&MmmID=56362031625760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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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與他人建立適切的合作模式與人際關係，每個人都需要以參與方式培養與他人或群體互動的素
養，以提升人類整體生活品質，社會參與既是一種社會素養，也是一種公民意識（教育部，2018b）
。
綜上所述，研究者歸納出三個重點：第一，社會參與強調「互動」
，包括學習者之間組成學習團體，
以及學習者與教育場域以外的社區居民、社會群體進行雙向或多向互動；第二，社會參與強調「行動」
，
學習者除了著眼於知識、技能與態度的提升，還必須能夠以具體的行動參與公共事務；第三，社會參
與關注「議題」
，除了在地的公共議題外，還必須能關心全球議題，並藉由議題的討論將在地與國際進
行連結。因此，如何設計出符合素養導向精神的課程？以及如何安排能具體落實在教學現場的課程操
作流程？以期達成上述三個重點，將成為本行動研究的重心。

（三）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泰門斯（J.M. Taymanns）認為合作學習是指一些特定的群體活動，在此活動中，學生以小團體的
方式一同工作，除了保持個人的貢獻外，也和大家一同努力，以達到共同設定的目標。在合作學習中，
團員共負榮與辱。R.T Johnson and D.W. Johnson 則強調合作學習的精神，在於只有每個團員都達到預
訂的目標，那麼這個團體的合作學習，才算真正的成功。因此，合作學習講求團員中的彼此支援、協
助、分享與鼓勵，以共同完成既定的目標。而合作學習成功的關鍵在於：共同目標（group goal）
、彼
此支援（interdependence）
、學習中的互動（on-task interaction）
、個人的參與（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訂定分組的原則（criteria for grouping）
、合作的社交技巧（cooperative social skills）
、檢視合作過程（group
processing）
（陳惠美，2000）。
分組合作學習具有以下特色（教育部，2013）
：(a) 能使學生適性發展、尊重差異、截長補短、互惠雙
贏；(b) 提升學生參與的學習動機，從被動聽講轉變為主動參與；(c) 學習支持系統從老師一人，擴大
到同儕互動與協作。
為了達到良好的小組互動，老師應分享給學生們相應的合作技巧。老師可透過說明與示範、安排
情境練習與實踐、討論與回饋、鼓勵學生持續實境並應用於生活中等方式來指導。

（四）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與「設計導向學習」
1. 設計思考的緣起與發展
IDEO 執行長 Brown 定義設計思考是指：
「以人為本的設計精神與方法，考慮人的需求、行為，也
考量科技或商業的可行性」
。原先運用於工商業設計師在設計新產品或新服務時，將思考的過程貼近使
用者的內在需求，運用直接觀察與同理心瞭解人們的需求後，便快速製作原型，並以勇於嘗試的精神
不斷測試，最終產生新產品或新服務的歷程。在追求產品、服務創新或商業模式創新的過程中，設計
思考為各種議題提供了創新解決方案的思維與方法論。因此，設計思考從原本泛指設計師或設計產業
解決問題的思考方式，進而成為企業與大學教育創新的重要策略。後來，加州史丹佛大學設計學院
（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 at Stanford, d.School）與教育學院合作，設立了 K-12 實驗室（K-12
Lab），開始將設計思考應用於學校計畫（Taking design thinking to schools research project）。此舉讓設
計思考的價值從影響設計創意產業的發展，與相關產業工作者的工作思維，擴大到影響教育學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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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展出設計導向的教學策略（王玉蓮，2017）
。
2000 年初，在史丹佛大學任教的D. Kelly發現二十一世紀的許多問題無法在單獨領域中獲得解
決，與其各領域「愈走愈深」
，不如分散一點人才到「愈走愈廣」
。因此，他與資訊工程系T. Winograd、
管理科學系B. Sutton 等人合作，成立了d.School，開始教授非設計科系的學生設計思考。d.School將設
計思考過程歸納成五大步驟，分別為「同理」
（empathize）
、
「定義」
（define）
、
「發想」
（ideate）
、
「原型」
（prototype）、「測試」（test）。其中，「同理」是指讓參與者瞭解同理心的重要性，以及培養如何具備
同理心；
「定義」是為了讓設計目標能更明確、更聚焦，參與者能將所觀察、蒐集到的經驗與資料，透
過歸納重點、建立關聯等，以常用的釐清方法，釐清所欲解決的問題；
「發想」是讓參與者能學到發想
的技術，進而將發現的問題轉化為解決方案；
「原型」是要讓參與者提出更接近最終的解決方案，製作
原型，藉此取得使用者的意見回饋；
「測試」則是讓參與者能創造原型進行測試與驗證，瞭解測試的重
要性，並學習到如何測試，進而蒐集使用者回饋（王佳琪、宋世祥，2019）。d.School於BOOTCAMP
BOOTLEG 3設計指南中分享許多免費的設計思考資源，提供給大眾利用與分享，並建議思考工作坊共
創模式宜以小組為單位，小組成員以 5-7 人為宜。由此可知，設計思考並不是僅僅是一套方法、流程，
而是一種思維方式（王玉蓮，2017）
。
2. 「 設 計 導 向 學 習 」、「 問 題 導 向 學 習 」（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 與 「 專 案 導 向 學 習 」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的比較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Learner-Centered Learning, LCL）的教學方式近幾年備受重視，也成為國
內外教育方針的主流。
「設計導向學習」是一種新興的跨領域探究式學習方式，結合設計思考及設計實
作為基礎的教育方法，該學習形式整合設計過程和設計思考，而學習活動專注於解決複雜的任務，並
反覆產生解決方案來解決未知的問題。學習過程注重以互動方式來探索任何的可能性，包括探索可能
的設計問題及可能的解答，讓學生逐步累積綜合及創新能力。教師在過程中會提供學習上的引導及工
具支援，讓學生們共同解決問題或完成一項任務。由於學生在過程會有創意發想的發散過程、動手實
作、概念收斂和設計過程的資料整合，所以學生在「設計導向學習」過程中，除了學習到設計思考外，
還包含專案過程管理、以及製作描述產品與設計過程的專案報告。除了「設計導向學習」外，
「問題導
向學習」與「專案導向學習」也是教育現場常見的探究式教學實踐方式。從圖 1 可知，這三種教學方
式擁有許多共同的特徵，但在學習內涵、使用問題結構，以及學習結果範疇上有所差異（楊朝陽等，
2018）
。
「問題導向學習」著重於雙菱形流程中的第一與第二階段，
「專案導向學習」則著重於雙菱形流
程中的第三與第四階段。而「設計導向學習」與前述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問題的發想是始於先同理
真實世界問題的利害關係人再進行問題聚焦，並根據問題聚焦結果產生問題解決的原型方案設計，並
以利害關係人為對象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原型測試與修正後，才會得出較佳的解決問題方案。

3

BOOTCAMP BOOTLEG 下載連結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7c6b79629687fde090a0fdd/t/58890239db29d6cc6c3338f7/1485374014340/METHODC
ARDS-v3-sli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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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問題導向學習及專案導向學習與設計導向學習的雙菱形流程對照關係圖
資料來源：引自楊朝陽等（2018：404）
。

目前課綱中關於設計思考的內容，出現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領域綱要，被列在總
綱 A 自主行動核心素養面向的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項目，意指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
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而 A2 的具體
內涵落實到藝術領域高中階段，則為藝 S-U-A2 運用設計與批判性思考，以藝術實踐解決問題（教育
部，2018a）。研究者相信除了藝術領域外，注重人地互動學科關懷的地理科，應相當適合將設計思考
與「設計導向學習」融入到課程設計中，藉以培養學生的社會參與核心素養、同理心與勇於挑戰的精
神。

（五）議題融入教學與倡議（advocacy）
「議題」為日常生活中具討論性的主題，其不僅涉及在對問題尋求答案，更在探討各種可能的替
代答案〈多元觀點〉，並分析各種答案背後的觀點〈價值立場〉
，進而澄清價值，選擇方案和做決定，
甚至產生行動。檢視全球之學校課程改革，其內涵可能有所不同，但皆在於強化教育與社會的連結。
教育與社會時代變遷緊密結合的途徑之一，即是回應生活中所面對的議題，於學校教育中培養學生學
習議題有關的知識、技能和情意，使其理解議題發生的背景、性質、現象、內容、成因及影響，養成
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以提升面對議題的責任與能力。議題具有以下五種特性，分別是時代性、
脈絡性、跨域性、討論性與變動性。若因應議題的特性，將議題融入課程擴充原有科目之學習，對於
素養導向課程的落實，有加乘的效果。若從國際趨勢的面向來看，議題融入的教學目標可以充分回應
聯合國 17 項「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內涵，特別是第 4 項永
續教育的目標。為增益學生的學習成效，在進行議題融入課程時，對於議題教育實施可發揮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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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系統性、關聯性及實作性，宜善加掌握並發展出「做中學」的教學設計（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
既然議題融入課程有其意義與重要性，那麼引導學生了解倡議的意義與方法，並能進一步去實踐
在生活中，應該是一種可以嘗試發展的表現任務形式。根據Pact 4（2018）對於倡議的定義：倡議是指
關於說服人們的一系列行動，能夠影響擁有政治或經濟實力的群體採行有益於弱勢族群的公共政策。
倡議是一種工具，是一種可以用來影響任何個人或組織的策略。該組織歸納自身的發展經驗，在提供
給倡議者的行動手冊中，提出倡議五原則，分別是：所有的倡議都從在地發展出來、證據驅動訊息、
不分黨派、聯盟比個人或單一組織更有效、倡議是累積出來的。並提出發展倡議計畫的 10 個步驟（表
1）與建議的倡議方式。從表 1 可知，發展倡議的步驟 1 至步驟 4 其重點在於定義倡議內容，而步驟 5
至步驟 10 則著重在倡議計畫執行的具體行動。研究者評估Pact所提供的倡議方式，發現透過「媒體」
來進行倡議，應該是高中學生實踐起來可行性較高的一種行動方式，也可以跟社會領域綱要中，地理
科的加深加廣課程－「空間資訊科技」的主題G.地理媒體的反思，以及地Eb-Ⅴ-5 問題探究：針對特定
地理議題繪製主題地圖，進行議題討論、地Gb-Ⅴ-3 問題探究：應用地理媒體向他人分享自己對某個
社會空間議題的看法（教育部，2018b）兩個條目進行學習連結。
表1

發展倡議計畫的 10 個步驟

序號

內容

步驟 1

確定問題：最緊迫的課題是什麼？（此即問題意識）

步驟 2

分析問題和建議的解決方案

步驟 3

定義利害關係者，並評估資源

步驟 4

設定初始目標

步驟 5

決定目標受眾，並定義要求

步驟 6

選擇倡議戰術

步驟 7

發展訊息內容

步驟 8

制定倡議策略

步驟 9

執行

步驟 10

記錄、評估和修改

所謂媒體倡議是指使用傳統或新媒體與大量閱聽者進行溝通，以達到推進公共政策的目標，或影
響閱聽者對於重要公共事務所採取的態度。所謂傳統媒體包括報紙，電視和廣播，而新媒體則是指社
群媒體、簡訊與智慧型手機的應用程式。倡議方式的選擇取決於倡議者想要達到的目標、倡議內容的
性質與媒體本身的性質。新媒體由於進入門檻低，加上方便與許多人進行交流，目前已成為最重要的
宣傳管道。過去十年，以網際網路為基礎而發展的網站，如：Facebook、Twitter、直播和錄製的串流
影片（YouTube），以及 WhatsApp、Line 等應用程式，已徹底改變了人與人間的互動方式。

4

Pact 成立於 1971 年，是一個國際性的非營利組織，深耕於公共衛生、公共治理、環境議題、能源議題、婦女賦能、小
額信貸等方面，與將近 40 個國家或地區的在地組織，企業和政府建立合作關係，期待為社區的永續發展提出持久可
行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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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的實驗教學活動設計將特別強調素養導向教學原則，包括以下六點：
(a) 以學習者為主體的學習；(b)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的完整學習；(c) 解決真實生活的問題；(d) 重
視學習歷程與策略；(e) 重視社會議題；(f) 強調實踐力行等，以及議題融入教學特性，倡議的原則、
步驟與準則來進行研究設計，最終提出以「議題倡議」做為實驗教學的表現任務形式。本研究希望以
地理學最重要且最具學科代表性的地圖工具，來彰顯出地理科地圖工具的圖像化溝通能力，對於議題
的呈現與傳播具有一定的影響，應可對於增進社會參與素養做出貢獻。因此，研究者引導學習者運用
「數位地圖工具」結合「媒體」來進行倡議，由各學習小組自訂社會影響力指標，再蒐集、彙整與分
析倡議對象的回饋意見，藉以得出社會參與的成效評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研究者 109 學年度任教的兩個高一班級，共 62 人。進行本課程前，兩班學生已完成
地理科部定必修課程中，主題 A「地理技能」中的項目 b.「地理資訊」的學習，具備空間資訊的基礎
知識，並且能夠運用 Google My Map 雲端軟體工具來進行點、線、面資料的向量式輸入編輯，具備獨
立繪製數位地圖的能力。

（二）研究時間
自 2020 年 12 月至 2020 年 3 月，研究期間橫跨上下兩學期並包含寒假，研究者利用每週兩節，一
節 50 分鐘的部定必修地理課程，進行本行動研究計畫；上下學期中的寒假時間，則為學生進行專案原
型測試的時間，其目的在於蒐集並分析倡議對象的回饋意見。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用張德銳等（2007）修改自 Lewin 的行動研究模式，第一階段為「發現問題」，第二階
段為「診斷問題」
，第三階段為「擬定與實施行動計畫」
，第四階段為「選擇方法與分析資料」
，第五階
段為「結論與省思」等五個階段進行行動研究。

（四）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目的與操作型定義，本研究選擇參與觀察法、問卷調查法、實作評量、紙筆測驗等方法，
有系統地蒐集資料，並進行量化與質化分析，以評估本實驗教學的成效。

（五）社會參與的操作型定義與相對應的研究工具設計
1. 社會參與的操作型定義
根據文獻探討結果，本研究對於社會參與的操作型定義具體說明如下：
(1) 學習者是否能主動關心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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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否與小組成員產生良好社會互動，進行專案協作？
(3) 學習者能否展開具體行動並產生社會貢獻？
2. 社會參與的操作型定義與研究工具的對應
為了檢驗本實驗教學是否有助於社會參與核心素養的培養，研究者根據三項操作型定義設計出相
對應的研究工具。由表 2 可知，研究工具的檢核資料來源有二：一為教師端，研究者將運用參與觀察
法，將實驗教學過程中所觀察到的學生學習情況、課程執行過程，以及對任何對課程設計有幫助的想
法以文字或照片記錄下來，一方面可以針對學生的學習需求與成效進行即時教學調整，亦可透過觀察
與反思了解課程實踐過程中的亮點與未來改進的方向；二為學生端，研究者將利用學生產出的小組實
作評量、個人紙筆測驗、個人協作能力自評前測與後測、個人學習反思與組內互評等資料進行分析。
換言之，進行實驗教學前，學習者必須先行完成個人協作能力自評的前測；在學習過程中，必須以小
組協作的方式，逐步完成實作評量的學習成果；在實驗教學完成後，則須完成 50 分鐘的紙筆測驗、個
人協作能力自評的後測、個人學習反思與組內互評，以期了解學習成效，並檢視是否已具備學習遷移
的能力。
表2

社會參與的操作型定義與研究工具

操作型定義檢核項目

研究工具
1. 實作評量

學習者是否能主動關心社會議題？

2. 紙筆測驗
3. 個人學習反思
1. 教學觀察記錄（教師端）
2. 實作評量

學習者能否與小組成員產生良好社會互動，進行專

3. 紙筆測驗

案協作？

4. 個人協作能力自評 5（前測、後測）
5. 個人學習反思
6. 組內互評
1. 實作評量

學習者能否展開具體行動並產生社會貢獻？

2. 紙筆測驗
3. 個人學習反思

3. 研究工具設計 1：實作評量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結果與社會參與的操作型定義，設計出表 3 小組專案成果實作評量評分指標
（rubric）
，此一評分指標的設計目的，除了讓研究者了解學生在實作方面的學習成果，也可做為學生
評估自身學習成果的指引。評分指標的檢核項目共有 13 項，表現層級主要分為達成與未達成兩階段，
部分項目則增列優良層級。
5

本研究引用 New Pedagogies for Deep Learning: A Global Partnership（NPDL）組織 https://deep-learning.global/於 2015 年
編製的 6 種深度學習能力（deep learning competencies）中協作能力的自評表（collaboration deep learning progression），
檢視學習者是否能在具有較強的人際關係和與團隊相關的技能的團隊中相互依賴和協同工作，包括有效管理團隊動態
和挑戰，共同做出實質性決策以及向他人學習並為他人學習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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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小組專案成果實作評量評分指標

表現結果

未達成

檢核項目
1. 主題能否與 SDGs 對應
2. 數位議題地圖主題與倡議內容是否
能對應

達成

無法對應

能對應

無法對應

能對應

優良

倡議內容能充分展現主題

未完成或內容
3. 能應用同理心地圖

與倡議對象關 能完成

內容完整與倡議對象關聯度高

聯度低
4. 能從同理心地圖的資料運用在人物
誌的撰寫

未完成

兩者內容對應性
低

兩者內容對應性高

5. 能完成地理媒體工具使用評估表

未完成

能完成

內容完整、分析內容明確且合理

6. 能完成倡議企畫書

未完成

能完成

內容完整、明確且可行性高

兩者內容

兩者內容

無法對應

對應性高

8. 倡議地圖的內容與繪圖工具能與倡 兩者內容

兩者內容

7. 人物誌與倡議企畫書內容能對應

議企畫書內容對應
9. 數位倡議地圖設計能符合地圖符號
化原則

無法對應
無法正確表現
點、線、面符
號

10. 社會影響力分析能與倡議企畫書內 兩者內容
容對應

對應性高
能正確表現
點、線、面符號
兩者內容

無法對應

對應性高

11. 能運用數位媒體進行倡議

未使用

能使用

12. 能蒐集並分析倡議對象的回饋意見

未完成

能完成

13. 能針對小組專案執行成果進行反思

未完成

能完成

能運用協作平臺
進行完整倡議說明
內容完整、分析內容明確且合理

4. 研究工具設計 2：紙筆測驗
紙筆測驗的目的：在於了解學生完成本實驗教學後，是否能產生學習遷移。紙筆測驗的命題設計
基礎來自於學習重點，即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以下為本研究的命題設計步驟說明：在學習表現方面，
必須先找出總綱中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接著選出社會領域綱要中對應的學習表現，最後再連結到本
研究的操作型定義。在學習內容方面，則必須先分析實作評量中的學習內容，再行尋找相應的生活情
境，並以此生活情境做為測驗情境，其後再根據學習表現逐一對應進行命題。而表 4 即為本研究經過
上述流程所編製的紙筆測驗命題設計雙向細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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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與總綱對應之核心素養
總綱

紙筆測驗命題設計雙向細目表

與社會領域綱要對應之
學習表現

高級中等學校教

面 核心

育（U）

向 素養

社會領域核心素 面 目 學條目

項目

構 項 普通型高級中

試題情境與內容
本研究對
社會參與的
操作型定義

試題情境：以「自願性地理資訊」與日
本「道路族地圖」案例進行設計
日本道路族地圖網站
http://dqn.today/drzqn-map/請問：

養具體內涵
社-U-C3

C3

珍視自我文化的 2.

多元

價值，尊重並肯 態

文化

認多元文化，關 度

與

心全球議題，以 及

國際

拓展國際視野， 價

理解

提升國際移動 值

b.
同
理
尊
重

地 2b-Ⅴ-1
具備地方感與
鄉土愛，關懷
其他地區的社
會及環境議

1. 上述情境反映出哪些議題？這些議題
學習者是否

分別可以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能主動關心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社會議題？

SDGs）中哪些項目進行對應？（請參

Goals,

考附圖 SDGs 的類別進行作答）

題。

力。
b.
資 地 3b-Ⅴ-2

C
社
會
參
與

C1
道德
實踐
與
公民
意識

學習者是否 2. 若你所居住的社區發生類似的問題，
能主動關心

你會如何運用地理資訊系統與其他研

社會議題？

究方法來發現值得研究的議題？

社-U-C1

料 選擇統計方

具備對道德、人

蒐 法、地理資訊

權、環境與公共

整 系統等適當工

3. 我們如何運用地理資訊系統來幫助人

議題的思考與對

與 具進行資料分

們了解議題、賦予意義並思考可能的

話素養，健全良

應 析與歸納。

好品德、提升公

用

能否展開具

d.

體行動並產

民意識，主動參
與環境保育與社
會公共事務。

3.
實
作
及
參

社-U-C2
C2

發展適切的人際

人際

互動關係，並展

關係

現相互包容、溝

與

通協調、社會參

團隊

與及服務等團隊

合作

合作的精神與行

與

地 3d-Ⅴ-2

規 小組合作共同
劃 執行解決問題

生社會貢
獻？

解決方案？請具體說明，數位地圖的
圖名、製圖理念、圖例設計與地圖內
容。
4. 如何運用地理媒體、資訊工具來進行
議題倡議並發揮社會影響力？請以流

執 的策略，並發

程圖，具體說明執行步驟、目的與注

行 表執行成果。

意事項。

c.

能否與小組

溝 地 3c-Ⅴ-3

成員產生良

通 團隊協力共同 好 社 會 互
合 解決問題。

動，進行專

作

案協作？

5. 組成倡議團體時，團體內應該如何協
作才能發會最大動能？倡議團體又應
如何與外界溝通讓議題獲得重視與討
論？

動。

5. 研究工具設計 3：個人協作能力自評
本研究引用 New Pedagogies for Deep Learning: A Global Partnership（NPDL）組織於 2015 年編製
的 6 種深度學習能力（deep learning competencies）當中的協作能力自評表（Collaboration Deep Learning
Progression）(NPDL，2015)，用以檢視學習者是否具有良好的人際關係？能否與團隊相互依賴和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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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包括有效管理團隊動態和挑戰，共同做出實質性決策，能向他人學習，並為他人學習做出貢獻
等。該自評表的評鑑項目共有五個向度，向度一，以團隊相互依賴的方式工作；向度二，人際關係和
團隊相關技能；向度三，社交、情感和跨文化技能；向度四，管理團隊動能和挑戰；向度五，善用數
位工具。根據學習者評估自身的實際學習表現，分為證據有限、萌芽、發展、加速與精熟等五個階段。
由於該自評表為英文版本，為了降低學生在填答上的挑戰，研究者同時提供中文翻譯，方便對照後填
答。
6. 研究工具設計 4：個人學習反思
本研究按照學習歷程的時間順序，進行問卷試題設計，分為「A 學習活動過程中」與「B 學習活
動完成後」兩大時間階段，並針對「自我覺察」、「社會互動」
、「社會議題」、「社會貢獻」等面向進行
題目編製，如表 5。再使用 Google 表單製作個人學習反思問卷，蒐集學生的質化反饋。
表5
學習時段

A
學習活動
過程中

B
學習活動
完成後

個人學習反思問卷題目設計

編號

題目

A-1

學習過程中，我所在團隊的協作氛圍與運作情況？

A-2

我為團隊提供了哪些貢獻？

A-3

學習過程中我感到最大的挑戰為何？我選擇了怎樣的應對方案？如果未來出現類似
情境，我將會選擇如何處理？

A-4

學習過程中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部份為何？為什麼？以及對於我的影響？

A-5

學習過程中我最想感謝的人、事、物為何？為什麼？

B-1

執行專案後，我對於自己又多了哪些認識？

B-2

執行專案後，我對於社會議題的看法為何？

B-3

執行專案後，我身為一個高中生，對於社會參與的想法與具體做法為何？

B-4

從學習面向的認知部份來看，我學到什麼？請具體說明

B-5

從學習面向的技能部份來看，我學到什麼？請具體說明

B-6

從學習面向的態度部份來看，我學到什麼？請具體說明

7. 研究工具設計 5：組內互評
為了瞭解小組成員執行專案過程中的實際表現，本研究設計了三個題目：分別是 1.某組員對於全
組成果的貢獻度（由高到低，分別為 5-1 分）
。2.請列出某組員的具體貢獻。3.請寫出某組員值得學習
的地方。並利用使用 Google 表單製作線上問卷，蒐集學生的量化與質化反饋。

（六）實驗教學學習活動設計
本實驗教學的學習內容，係以教育部（2018b）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中「部定必修課程學習內容中的 A.地理技能 b.地理資訊地 Ab-Ⅴ-3
問題探究：地理資訊的生活應用」條目為主體；並融入「加深加廣選修中空間資訊科技之學習內容 E.
空間資訊的獲取與處理 b.資料處理與呈現地 Eb-Ⅴ-5 問題探究：針對特定地理議題繪製主題地圖」條
目，引導學生進行議題討論。由上述兩大條目的學習內容可知，本實驗教學重點在於培養學生空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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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與空間資訊能力，能將議題倡議內容繪製成數位地圖，並運用在實際的倡議行動。
為了培養社-U-C1 具備對環境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提升公民意識，主動參與環境保育
與社會公共事務，以及社-U-C3 關心全球議題，以拓展國際視野，研究者將引導各學習小組找一個自
己有興趣且能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6的議題進行倡議。此設計可對應培養社會參與素養中，C1 道
德實踐與公民意識與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研究者運用 Google classroom 於課前開設課程專頁（照片 1）
，以便透過網路建立及管理課程、作
業和成績，在作業中新增教材，例如：YouTube 影片、Google 表單問卷和 Google 雲端硬碟中的其他
項目，以及透過課程訊息張貼公告與留言回覆功能，提供即時意見交流，或透過問題導向的討論促進
學生互動交流。學生端則可以利用 Google classroom 的課程專頁追蹤課堂作業及繳交作業，查看報告、
意見回饋和成績，以及透過課程訊息串或電子郵件分享資源及互動交流。研究者企圖透過資訊融入教
學，引導學生善用雲端資訊工具進行學習與小組專案協作。
研究者針對合作學習多種學習策略進行了解，並考量任教班級的學生特質與實際教學進度後，決
定以探究取向中的團體探究法（Group Investigation）做為本研究的分組合作學習策略。以下為團體探
究法的設計要點說明。
團體探究法是由 Yael Sharan 與 Shlomo Sharan 所發展的一種合作學習法，強調以學生為主體的教
學取向（student-oriented approach）
，重視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動學習角色，以學生互動為主要的學
習手段，而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某一特定主題，可適用於任何學科的探索學習。團體探究法的小組人
數以 4-6 人為宜，適用於任何學生感興趣的學習情境，能夠協助學生學習有系統地探究一個主題，並
對此主題的內容有深度的理解，也可以學習與別人合作解決問題，其教學建議流程如表 6（教育部，
2013）
。
表6

團體探究法之團體探究計畫表

主要活動

詳細做法

界定主題並組成探究小組

學生依個人興趣選擇加入某一主題探究小組

小組擬定探究計畫

包括進度、方式與工作分配等

小組進行探究

小組成員進行探究

小組準備探究成果發表

小組成員準備發表他們的探究發現

小組進行成果報告

先行規範進行方式與報告時間，其後才進行小組報告

師生共同評量

師生回饋同學學習表現，之後老師進行學習評量

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結果與高中地理教育學習重點，同時考量高中生實際在課堂中與課後合宜的
學習時間，並依循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實施的四項基本原則，歸納出以下四項設計原則：1. 以分組合
作學習與「設計導向學習」做為學習策略。2. 地理資訊單元做為學習內容，並挑選出相對應社會參與
核心素養的學習表現。3. 使用數位地圖進行議題倡議（issue advocacy）做為表現任務。4. 針對聯合
6

聯合國大會 2015 年制訂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2030 Agend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提供人類與地球現在及未來
和平與繁榮的藍圖。「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以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為核心，緊急呼籲所有國家，包括已開發及開發
中國家採取全球夥伴行動，期能在 2030 年前終止貧窮、改善健康與教育、減少不平等、激勵經濟發展、減緩氣候變
遷及保育森林及海洋生態系。畢竟每個問題都是息息相關，有賴於各國攜手合作才能扭轉當前局勢，進而達到永續發
展的可能。https://www.ait.org.tw/wp-content/uploads/sites/269/un-sd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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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永續發展目標進行議題探究，並於探究過程中，引導學生使用資訊與思考工具進行協作。表 7 為本
研究實驗教學流程設計與研究工具對應說明。
表7

實驗教學流程設計與研究工具對應

教學策略
節

合作學習策

設計

次

略與社會互

思考

動模式

步驟

實驗教學內容

研究工具

請學生進行個人協作能力自評前測，之後由研究者向學生說明實作任
務、小組合作學習注意事項與設計思考步驟，再引導學生成立倡議團 個人協作能力
1

小組建立

體小組。本研究採取分組合作學習策略之探究取向中的團體探究法， 自評前測
將全班分為 8 組，一組 3-4 人組成學習小組。由學生自行組成具有相 教學觀察記錄
同議題興趣的倡議小組，並推派一人擔任小組長。
（照片 2）
研究者說明設計思考第一步驟：「同理」的重要性，並引導學生啟動
「議題探究」
，從聯合國 SDGs 議題中挑選組內有興趣的項目，並確定

2

組內互動

同理 倡議對象；接著運用同理心地圖（Empathy Map）（照片 3）與人物誌
（Persona）
（照片 4）等工具，引導學生觀察並理解倡議對象。
（照片
5）
研究者引導學生利用前一節課倡議小組所完成的人物誌，獲得本次倡 教學觀察記錄

3

組內互動

定義 議活動的觀點定義，包括：決定數位議題地圖的倡議核心、自訂社會 實作評量
影響力指標，與決定傳播平臺等。
（照片 3）
發想

4

組內互動
原型

寒

組內與組外

假

的社會互動

研究者引導學生利用 5W2H1T1E 7思考工具完成專案企劃的發想，包
括：數位議題地圖內容與決定地理媒體工具。專案企劃發想完成後，
小組便進入製作原型的階段，即利用地理媒體工具，製作數位議題地
圖，並將議題地圖上傳到倡議媒體。（照片 6、照片 7、照片 8）
各小組利用寒假期間，進行原型測試，蒐集倡議對象對於數位議題地

測試 圖的回饋意見，並根據回饋意見修訂倡議內容與方式，以及檢驗是否 實作評量
達成各小組自訂的社會影響力指標。（照片 9）
研究者引導學生將寒假所蒐集到的倡議對象回饋意見，製作成小組專

5

組內互動

反思 案執行成果簡報，藉以將經驗分享給全班同學，並於組內進行任務執
行反思。

教學觀察記錄
實作評量
教學觀察記錄

小組間相互
6

學習組內與
組外的社會
互動

全班 8 個小組輪流進行一組 3 分鐘的小組專案執行成果報告，並利用
反思 線上表單進行小組互評；之後完成個人協作能力自評後測，以及個人
學習反思與組內互評線上問卷。

實作評量
個人協作能力
自評後測
個人學習反思
組內互評

7
7

進行 50 分鐘紙筆測驗的學習評量
5W 是指 Why.What.Where.When.Who、2H 是指 How.How much、1T 是指 Target、1E 是指 Effect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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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利用 Google classroom 協助進行實驗教學

照片 3

照片 5

同理心地圖

倡議專案企劃階段

照片 2

建立小組階段

照片 4

照片 6

人物誌

倡議地圖繪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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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倡議企劃書

照片 8

照片 9

運用地理媒體與社交平臺等資訊工具，進行倡議專案原型測試

數位倡議地圖

研究成果分析
（一）教學實踐過程中的觀察
1. 小組建立方面：由學生自行尋找一組 3-4 位成員成立倡議小組，較早建立小組的組別，其成員多具
有人格特質相近或互動默契較佳的情況。
2. 小組合作學習方面：部份於講述式學習活動進行時，參與度較低的學習者，透過學習小組的互動，
有參與度較為提升的表現。在研究者引導小組進行合作學習後，大多數的組別皆能順暢地進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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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但仍有部分組別因為組長領導風格與組員合作技巧的落差，降低了組內協作工作的流暢度，並
進一步影響到每一節課小組實作的進度。
3. 議題探究方面：研究者希望各組先討論出組內成員最有興趣進行探究的議題，之後再與 SDGs 項目
進行對應；但有部份組別因為初期沒有想法，因此，先瀏覽 SDGs 項目後，再從其中找尋自身有興
趣的議題。有些組別因為平時對於議題的關心程度較低或組員間缺乏共識，導致在確定議題上，花
費了相當多的時間。若從倡議對象來看，多數的學習者無法第一時間掌握對象的設定，通常會將倡
議對象設定為所有人。在研究者引導其縮小目標對象以方便聚焦並執行的建議下，大多數組別最後
都設定以高中生為倡議對象，一來方便進行訪問、調查，二來年齡相仿，較容易「同理」。但也有
少數對於議題掌握度高的組別，很快就確定倡議對象且設定為非高中生，如：關心食物浪費議題的
小組，鎖定家庭中主要購買食材的主婦們為倡議對象，並以即期商品店家分布圖做為倡議地圖主題。
4. 「設計導向學習」方面：由於學習者為第一次接觸設計思考，以及同理心地圖、人物誌等相關思考
工具，因此，對於相關操作步驟、流程與思考工具的使用，需要較多的時間進行理解與操作。
5. 研究者與學習者的互動：多數的組別在遇到困難或疑問時，會主動向研究者諮詢，讓研究者有機會
以「引導者」或「教練」的身分帶領學習小組釐清問題或提供建議，以促進小組共同討論出解決方
案。研究者透過移動到各學習小組觀察其互動或主動詢問是否有需要協助的地方，以確認各小組的
學習狀況與進度，也方便各小組與研究者互動交流。

（二）實作評量
1. 成果表現分析：透過小組專案成果實作評量評分指標（表 3）檢核兩班共 16 個學習小組的實作成果
後，發現全部組別都達成 13 項檢核項目的要求。其中還有 4 組同學表現優良，分別在項目 2：數位
議題地圖主題與倡議內容是否能對應、項目 3：能應用同理心地圖、項目 4：能從同理心地圖的資
料運用在人物誌的撰寫、項目 5：能完成地理媒體工具使用評估表、項目 6：能完成倡議企畫書、
項目 11：能運用協作平臺進行完整倡議說明，以及項目 12：能蒐集並分析倡議對象的回饋意見等項
目，達到「優良」的表現。
2. 從地理媒體工具來看：由於本學習活動於高一階段實施，加上學習者在國中階段尚未接觸過任何電
子地圖製圖工具，且高一地理必修課程有一周兩節實施時數的限制。因此，在本學習活動實施前，
在高一必修課程的訓練下，學習者僅具有 Google My Map 的實作製圖經驗。雖然，研究者有提供
Google My Map、TGOS 地圖協作平臺與 Story Map 三種數位地圖工具，但最後全班所有組別仍在自
主評估後選擇以 Google My Map 來製作數位倡議地圖。從所有組別填寫的地理媒體工具使用評估表
可歸納出二大主因：一為之前已有相關實作經驗，操作起來較為省時、順手，相較於 TGOS 地圖協
作平臺與 Story Map，其使用門檻較低；二為 Google My Map 所提供的點、線、面數化功能，已滿
足倡議地圖的製作需求。
3. 從數位媒體來看：主要透過 Facebook、Instagram 來進行倡議，少數組別則使用 Line 群組、電子郵
件或 Google 協作平臺。除了小組自行宣傳外，少數組別還請同學、老師或家長協助轉貼文章。
4. 從社會影響力指標來看：研究者引導各小組自行設計社會影響力指標，故各小組指標不一，歸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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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有，按讚數、貼文回覆數、線上表單回覆數、留言數、地圖瀏覽次數、貼文點擊率等方式。
5. 從議題地圖內容來看：表 8 為 16 個倡議小組提出的 SDGs 項目與小組數位倡議地圖名稱對應一覽
表，就主題來看，均與學習者的生活經驗有關；就議題空間影響範圍來看，則分布在校園內、學校
周邊、臺北市、臺灣部份地區或全島；與 SDGs 對應的項目來看，在 17 項當中已涵蓋 10 項，其中
第 11 項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與第 12 項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
均各有 3 個組別選擇該項目進行倡議地圖的製作，成為最受關注的議題。
6. 就專案管理達成度來看：16 個小組中，有 4 個小組（25%）每週專案進度達成率為 100%；另外有
10 個小組（62.5%）的每週專案進度達成率平均超過 80%，顯示出若將專案流程搭配思考工具加以
明確化、模組化，將有助於學習小組達成每週進度，減少挫敗感。
7. 專案歷程簡報實例：請參見附錄一（臺灣食物銀行分布圖）、附錄二（高中生一日碳足跡地圖）
。
表8

SDGs 項目與小組數位倡議地圖名稱對應一覽表

SDGs 項目編號與內容

SDGs
細項編號

2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6.b

8
9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生產力的就業，
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
速創新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12 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
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小組數位倡議地圖名稱

2.a

臺灣食物銀行分布圖

3.3

臺南市登革熱案例分布地圖

3.9

臺灣空汙品質地圖

4.1

高中生通勤時間地圖
臺灣縣市用水程度地圖
校園老鼠出沒地點分布圖

8.9

東部主要產業分布圖

9.1

基北區基礎建設分布圖

10.3

全國高中資優班分布圖

11.2

文湖線捷運增點建議地圖

11.6

北一女附近垃圾桶分布圖

11.7

獨居老人分布地圖

12.5

即期商品店家分布圖
臺北市的資源回收站分布圖

12.b

北一女附近古蹟活化路線圖

13.3

高中生一日碳足跡地圖

（三）紙筆測驗
為了瞭解學習者是否能進行學習遷移，研究者在實驗教學結束後，進行 50 分鐘的紙筆測驗。測驗
目標是根據總綱的核心素養、社會領域綱要的學習表現，以及本研究對於社會參與的操作型定義來進
行命題設計，試題內容則是以日本的道路族地圖網站事件為情境，設計出五題非選擇題，來評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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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學習遷移狀況（表 5）
。
紙筆測驗結果分析如下：
1. 超過 90%的受試者能從情境敘述中，發現相關的議題，並能將之與 SDGs 項目進行對應。
2. 若自己所居住的社區發生類似的問題，受試者提出下列研究方法進行議題探究：包括使用地理資訊
系統來製作噪音分布地圖並分享給大眾、上網查詢相關法規資料、針對噪音出現的時空分布進行田
野調查、運用線上表單或社群軟體調查噪音出現的緣由、蒐集並分析居民對噪音的想法等。
3. 超過 80%的受試者能具體說明地理資訊系統對於議題倡議的功能與重要性。
4. 超過 90%的受試者能針對情境設計出合宜的數位倡議地圖，並具體說明圖名、製圖理念、圖例設計
與地圖內容。
5. 超過 80%的受試者能夠使用流程圖說明倡議的步驟，並具體說明其目的與注意事項。
6. 受試者認為良好的倡議團體協作方式，應具有下列特性：選出合適的領導人、依據能力與興趣進行
明確的分工、重視溝通、保持正面的態度、提出具可行性的工作計畫、遇到問題能彈性協調、採取
共識決、相互幫助等。
7. 受試者認為倡議團體為了讓議題獲得重視與討論，應採取下列態度或方式與外界進行互動：禮貌的
態度、專業的宣傳內容、運用多媒體介紹、善用數位媒體與社交媒體進行宣傳、串聯相關團體、建
立對話取代單向灌輸、與相關公部門建立關係、與學校的師生合作、在重要且人潮多的公共場所宣
揚理念等。

（四）學生個人協作能力自評
前測自評表發出 62 份，回收 62 份均完整填答，回收率為 100%；後測自評表發出 62 份，回收 62
份，其中完整填答的問卷為 61 份，回收率為 98.4%。剔除未完整填答的問卷，本研究將 61 份完整填
。由表 9 可知，經過實驗教學後，五向度學習表
答的前後測問卷分析結果製成表 9 與表 10（照片 10）
現達到「發展」程度以上的受試者均超過 90%，且「精熟」與「加速」階段的人數比例皆有明顯的提
升。學習表現位於「精熟」階段的人數比例，以向度五善用數位工具為最高（30%）
，向度一以團隊相
互依賴的方式工作（26%）則居次，顯示受試者對於使用數位工具運用在協作與思考，以及和他人合
作並共同決策擁有高度的信心。學習表現位於「精熟」階段的人數比例，則以向度三社交、情感和跨
文化技能的比例最低（10%）
，顯示受試者對於自我覺察、聆聽他人並尊重人我不同觀點上，還有提升
的空間。實驗教學前，向度一以團隊相互依賴的方式工作（3%）
、向度三社交、情感和跨文化技能（3%）
、
向度四管理團隊動能和挑戰（3%）與向度五善用數位工具（8%）等四個向度，均有受試者自評其學
習表現位於「證據有限」階段；經過實驗教學後，學習表現位於「證據有限」階段的人數比例均有下
降，僅存向度三社交、情感和跨文化技能（2%）與向度五善用數位工具（3%）的受試者還需要更多
學習的機會與時間來提升學習表現，也顯示出教學現場中，受試者在各向度的學習發展上，的確存在
著個體差異，需要教師端提供差異化的教學策略來協助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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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五向度前後測學習表現階段人數分布比例（單位：％）

向度 向度一

向度二

向度三

向度四

向度五

以 團 隊 相 互 依 賴 人 際 關 係 和 團 隊 社交、情感和跨文 管理團隊動能和 善用數位工具
學習
表現階段

的方式工作

相關技能

化技能

挑戰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精熟

3

26

7

16

7

10

7

21

11

30

加速

30

43

21

39

23

36

28

36

25

38

發展

31

25

38

34

51

46

57

34

34

26

萌芽

33

7

34

10

16

7

5

8

21

3

證據有限

3

0

0

0

3

2

3

0

8

3

照片 10

學生個人協作能力自評表

由表 10 可知，受試者在五向度的學習表現呈現「階段提升」的比例均高於「階段下降」的比例，
代表經過實驗教學後，受試者在五向度均有相當比例的人數展現出進步。其中向度一以團隊相互依賴
的方式工作，有 61%的受試者表現階段提升 1 個到 3 個階段，居五向度之首，表示受試者對於如何與
他人合作、共同決策並做出貢獻有明顯的進步。此外，向度二人際關係和團隊相關技能，以及向度五
善用數位工具兩項也有超過 50%的受試者表現階段提升 1 個到 3 個階段，代表受試者在如何與他人合
作產出作品，解決衝突達到目標，使用數位工具進行協作與思考，並做出貢獻等方面，均有所提升。
而向度三社交、情感和跨文化技能僅 39%的受試者表現階段提升 1 個到 3 個階段，居五向度之末，則
反映出如何理解自我的視角，以及能聆聽並理解、尊重他人不同於我的觀點，是未來進行教學時最需
要投入更多引導的面向。受試者在五向度的學習表現呈現「階段維持不變」的比例大約在 30%到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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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分析個別受試者的資料發現，其前後測的學習表現主要位於「精熟」、「加速」與「發展」三個
較高表現的階段，因此，受試者評估自己的進步程度尚未達到下一個階段；而對於前測已經位於最高
階「精熟」階段的受試者而言，前後測理應出現「階段維持不變」的結果。受試者在五向度的學習表
現呈現「階段下降」的比例大約在 10%到 21%，研究者透過觀察與訪談，推論其可能原因有二：一為
本自評表為英文版本，雖然已提供中文翻譯對照，但受試者本身對於自評表中各向度不同學習階段的
文字理解有所差異，導致出現部分受試者填答結果出現後測表現階段低於前測表現階段的狀況；二為
受試者經過學習後，對於自我的狀態應更能清楚的覺察與描述，因此，出現後測時的標準判定比前測
時更為嚴格的情況；三為素養能力需要長時間的培養，有些學習者需要更多任務實踐以累積個人發展
成效。整體來看，進行實驗教學後，受試者在協作能力上均有顯著的提升，達成了本研究的操作型定
義：學習者能夠與小組成員產生社會互動，進行專案協作，即總綱社會參與核心素養中的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合作。
表 10

受試者五向度學習表現前後測比較（單位：％）

向度
向度一

向度二

向度三

向度四

學習

以團隊相互依賴 人際關係和團隊 社交、情感和跨文 管理團隊動能和

表現階段

的方式工作

相關技能

化技能

挑戰

向度五
善用數位工具

前後測比較
階段提升

61

54

39

46

56

階段維持不變

30

33

39

38

34

階段下降

10

13

21

16

10

（五）學生個人學習反思與組內互評
研究者設計了表 6 個人學習反思問卷，以及組內互評的線上問卷，以瞭解受試者在實驗教學歷程
中的所感所得，以及學習後的反思結果。問卷結果分析如下：
1. 自我覺察方面（表 6：B-1）
(1) 受試者均能透過此次實驗教學，發現自身個性或能力的亮點與特性。例如：高中生也能發揮影響
力、塗鴉可以應用在地理科、能有效率的帶領團隊達成任務、能與組員進行理性的溝通、能有效
的掌控時間、分析和統整的能力較好、更了解自己在團隊中的定位、能認真完成一份具挑戰性的
任務、簡報製作能力強、上臺報告不怯場、擅長提出一些特別的建議、很喜歡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的感覺等。
(2) 部分受試者能勇敢的面對自身的弱點，能採取積極的態度來面對，並找出未來努力的方向。例如：
「…耐心的欠缺，我看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的概要後，在粗略掃過後就直接略過自己覺
（S54）
得不好做的內容，沒有耐心看細項，以致於略過了同學提出的可行方案」

「…我總認為自己算是一種獨行俠，不太喜歡跟別人合作，但這個團隊教會我這件事。」（S60）
「我覺得自己要學會分配工作給自己的組員，不要總是想自己把事做完，學會分配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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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
（S61）

2. 團隊協作方面（表 6：A-1, A-2, A-5）
(1) 超過 90%的受試者認為自己團隊互動的氣氛融洽，對於不同觀點能相互尊重並尋求共識。
(2) 受試者認為團隊中主動性高的成員能夠提升其他成員的積極度。
(3) 受試者認為按照成員專長、興趣來進行分工有助於提升團隊的執行效率。
(4) 部份組內溝通產生困難或摩擦的組別，仍持續以善意、包容的態度來進行溝通，學習換位思考並
理解彼此的需求後，組內就能逐漸建立起共識，並逐步提升成員的參與度，讓團隊繼續前進完成
專案。
(5) 所有的受試者均能具體列出自己在組內的貢獻，也能感謝其他組員的付出，並發現組員們值得學
習之處。
3. 學習上的挑戰與應對方案（表 6：A-3）
(1) 如何進行倡議，例如：
「不知該如何倡議，因為以前沒有接觸過有點迷茫。…聽取老師的建議，跟著步驟走。詢問前輩
意見，跟他人學習。」
（S03）
「當我們設計第一個表單並傳給廣大的倡議對象時，我們發現填寫表單的人在一些問題的回答不
夠完整，因此讓我開始思考如何設計出更好的問卷。而我和組員們擇的應對方案為：在第二次的
表單中作出修正。如果未來出現類似情境，我將會選擇在正式發出問卷之前，先給班上認識的同
學及家人們做一個前測，再逐步修正問卷的設計，發出第二次的問卷。」
（S07）
「為了將倡議議題內容傳播出去，我選擇在親友群組與社群媒體中貼上我們的主題連結，以增加
曝光率。口頭報告時，看到同學以部落格方式呈現，未來我也會將這種方式納入考量。」
（S55）
(2) 選擇倡議主題，例如：
「在一開始選擇題目時，我們就猶豫了很久，因為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可以進行調查和製作。我
們一開始本來想調查非洲的愛滋病，但範圍太大不易統整，且後來經過討論，我們想更貼近自己
的出生地臺灣，因此，我們選擇了現在的主題：臺南市的登革熱病例調查。在未來的報告中，我
們應該還會遇到許多次選擇主題的機會，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先著眼於我們的周遭，
而不是選擇遙遠而難以達成的目標。」
（S14）
「選出一個適當的倡議主題，要符合時事及有可行性，對象和倡議方式也都要納入考量」
（S15）
(3) 時間管理，例如：
「…評估並分配時間。因為我們是小組合作報告，我們要掌握每個人大致工作效率，以分配工作，
還有了解每堂課大概可行進度，確實執行計畫，知道我們有多少時間可用，然後以我們的能力可
以完成多少事情。…如果下次遇到類似這種作業或狀況，我想應該會先確認清楚大家想做什麼然
後怎麼做，而制定的計畫應該是盡量達成目標，不要畫地自限，以免像這次有小遺憾。」
（S27）
(4) 組員參與度低，例如：
「當大家都沒有認真參與時，我有跟他們講這個專案的重要性，讓他們能更認真的投入這件事。
未來希望在一開始就將工作分配明確，並要有期限壓力。」（S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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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社會議題的看法（表 6：B-2）
(1) 受試者均表示認同社會議題的重要性，且自身對於相關議題的關注度有增加，例如：
「我知道自己對於社會議題的了解還不夠充足，因為很多同學報告的內容題材是我不曾聽過的，
但是其中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例如：歷史古蹟）
。我覺得社會議題真的很重要，但一直欠缺關注，
但今後，我會積極關注社會議題。」（S52）
(2) 相信行動帶來改變的可能性，例如：
「我不再覺得社會議題與我無關（像是登革熱就是在每年臺灣的夏天都容易擴散的疾病）
，也不覺
得那些社會議題的倡議者都在做些不大可能的任務，因為我發現雖然想要改變大家的想法很困
難，但是只要我有勇氣去表達自己的倡議理念，從中就可以改變大家對於該議題的誤解及增加關
注度。」（S07）
(3) 開放態度、理性溝通，例如：
「我發現其實很多社會議題比較少學生關心，透過這次的機會，也聽了其他組別的分享，了解了
其他不同的社會議題，以及相關的解決辦法。我對社會議題抱持著開放的態度，大家可以提出不
同的看法，經過自己的思考，可以選擇支持並有相關實際行動，但若不支持，也要理性溝通，不
可以過於激進。」
（S09）
(4) 媒體的社會責任，例如：
「經由這次的表單調查，我們發現很多民眾都沒有積極在關心社會議題，也對這方面知之甚少，
且大部分的知識消息來源都是電視新聞或手機，若是新聞臺能夠多加討論重要的社會議題，定能
增進民眾的常識。」（S14）
5. 高中生的社會參與（表 6：B-3）
(1) 實際行動去倡議，例如：
「我認為社會參與看來很難，但事實上，若是從生活出發，從小問題著手，其實並不是很遠大，
高中生也可以發揮影響力。首先，先找到生活最親近的人事物可能面臨甚麼問題，再來要思考解
決辦法。有目標後，再想想議題要有多大的影響力，根據理想中影響力的大小，選擇要如何倡導
議題，達到社會參與。」（S22）
(2) 參與他人或團體的活動，例如：
「我認為不同年齡層的社會參與可以提供不同的觀點，會讓倡議更加完善，所以應該要鼓勵大眾
參與公共議題。另外，我應該更加關注我身邊的人事物以及環境，發現不足的地方並且想辦法改
善，並且參與一些我感興趣的倡議活動。」
（S16）
(3) 採取倡議以外的行動，例如：
「多看新聞瞭解時事，參加公益活動，提出意見與別人交流」
（S13）
「協助傳播社會議題，再者，對於相關調查有所回應，並且督促身邊的人也關心一下社會議題。」
（S31）
6. 學習成果（表 6：B-4, B-5, B-6）
(1) 認知方面，包括：了解議題的重要性、知道倡議的定義與方式、知道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了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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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設計、深化對地理資訊系統的理解與應用、知道如何運用地理媒體進行倡議、知道 SDGs、更
深入了解小組所設定的議題、知道探究問題的方法、訓練邏輯思維、了解專案管理、知道不同組
別的創意發想等。
(2) 技能方面，包括：簡報製作、口語表達、數位媒體應用、資訊工具應用、線上表單製作、數位地
圖設計與製作、專案執行、時間管理、資料蒐集與分析、團隊溝通協調、企劃書撰寫、人物誌與
同理心地圖的運用、蒐集與分析、資料資訊圖表繪製、利用協作平臺製作網頁等。
(3) 態度方面，受試者主要提到：積極、認真、盡力、合作、尊重、包容、體諒、勇敢、負責等特質。

結論與省思
本研究設計有助於達成社會參與核心素養的學習活動，進行該學習活動的實驗教學，以教學觀察
記錄、實作評量、紙筆測驗、個人協作能力自評、個人學習反思與組內互評等資料檢視該實驗教學的
學習成果。希望以此行動研究說明地理科如何落實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所揭櫫的教學理想，
提供具體可行的學習活動設計案例與建議。
本研究設計的學習活動以分組合作學習與「設計導向學習」做為學習策略；以地理資訊單元做為
學習內容，並挑選出相對應社會參與核心素養的學習表現；以數位地圖進行議題倡議做為表現任務；
針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進行議題探究，並於探究過程中，引導學生使用資訊與思考工具進行協作。
根據本研究實驗教學過程與研究結果，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從研究成果來看，均有助於三項操作型定義的達成，因此，本實驗教學能有效培育社會參與核
心素養。
第二，以小組合作學習與「設計導向學習」法，搭配空間資訊工具，來進行議題倡議，有助於社會參
與核心素養的培養。
第三，未來應著重於差異化的合作學習引導，持續實踐「設計導向學習」法，透過加強與議題團體的
合作來落實議題融入教學；從學生身邊的議題出發，並進一步與 SDGs 進行連結，應可自然地
發展出跨領域探究的可能性。
根據上述三點可知，本研究設計有助於培育總綱中的核心素養 C 社會參與，包含 C1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與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三大項目。
透過本次行動研究的歷程，無論是研究者或是學習者都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也更加相信社會參
與素養的培育，對於個人自我成長、關注重要議題，並能以行動對世界做出具體貢獻，是可行的且具
有重要意義。在此提出以下兩點反思：第一，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強調以學習者為主體，因
此，小組合作學習是一個相當合宜的學習策略，但如何減少組員間學習風格與合作技巧的差異影響學
習成效，則為未來課程設計焦點。未來在建構學習小組前，將提供學習者完整的自我評估工具與團體
動力引導；並於小組建構後，視小組實際互動狀況，持續提供差異化的教練協助或框架引導，以提升
學習者的參與度。第二，在探究真實問題時，除了地理科常用的問題導向學習外，設計導向學習應為
未來可發展的方向，由於設計思考強調以人為本，先「同理」目標對象，再「定義」問題，接著「發
想」解決方案並做出「原型」
，其後立即「測試」以取得目標對象的意見，最後透過「反思」進行「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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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來持續修正解決方案，此一流程，相當適合運用在社會參與與社會創新。但是，若要落實「同理」，
除了運用工具與投入相當的時間外，如何透過體驗活動讓學生有感，是極大的挑戰。未來將與相關議
題團體或熟悉設計思考應用的教師合作、交流，應可降低執行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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