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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can we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competency-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geography?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08 curriculum guidelines,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pedagogy in geography 

have turned towa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based on an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What we are 

curious about is why PBL has suddenly become an important learn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geography. What are actual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cept and implementation of PBL? How can PBL 

lessons b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in geography education? Can PBL help students demonstrate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aforementioned problems, 

the researchers utilized PBL methods to implement experimental geography classes, with the geographic 

perspective (the southern region) used as learning materials and with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and content of the problem and proposing possible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working as 

learning objectives. Through learning from the southern regio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attempted to 

develop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s in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Following this teaching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PBL was indeed helpful in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ability. 

However, their problem-solving ability was rather predominantly related to the students’ quality and basic 

geographic knowledge. Experiencing pressure from a time limit, how can teachers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basic knowledge? If 

problem-solving ability is the focus of future talent cultivation,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hat teacher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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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students’ learning activities on the nature of their academic subjects and learning objectives, write 

essential questions, and extract important learning points rather than explain everything down to the last 

detail. As far as the acquisition of important basic knowledge is concerned, self-guided learning can be used 

to strengthen or extend students’ learning. However, how we help students engage in their self-guided 

learning is another case and leaves considerable room for inquiry. 

Keywo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geographic perspective,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 Southern region 

摘 要 

如何才能有效落實地理科素養導向的教與學？108 課綱實施後，地理科的教育哲學與學習方法從

整合模式，轉而以 PBL 學習法為主。PBL 學習法為什麼會成為地理教育教學實踐的重要學習法？PBL

學習法的理念與實施有何特色？PBL學習法在地理教育中可以如何設計與實踐？PBL法能否有助於學

生達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學習表現？為了釐清上述問題，本研究以 PBL 學習法進行地理課程的

實驗教學，以地理視野—南方區域為學習內容，以學習表現「地 3a-Ⅴ-2 分析問題形成的背景與內涵，

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能策略。」作為學習目的。該實驗教學企圖透過南方區域的學習，培養分析問題和

解決問題的學習表現。實驗教學後的成果顯示：PBL 學習法的確有助於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且能達

到持久理解和遷移應用之效益。但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學生素質和基礎知識能力相關，在有限的時間壓

力下，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與基礎知識能力的建構難以兩全，倘若解決問題能力為未來人才培育之重

點，建議教師進行學習活動須根據學科本質與學習目標，擬定核心問題，提取重要學習重點，揚棄取

材周全的習慣，而重要基礎知識的學習可藉由自主學習來加強或進行延伸學習。至於自主學習的實踐

方式，則有賴進一步的探究。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整合教學模式、地理視野、學習表現、南方區域 

前 言 

108 社會領域課綱是根據總綱建構而來，總綱明確提出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目標，因此每一個學

科都有義務為落實核心素養提供貢獻。根據國教院官方提出的核心素養定義：係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

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教育部，2014）。素養的學習並非靜態、單向的接收，

更重要的是能學以致用，達到學習遷移。換言之，它是「做中學∕學中做」的靈活運用、整全表現與

反思辯證。在素養導向的教育目標和二十一世紀人才培育的趨勢中，中學地理教育應該要扮演什麼樣

的角色？如何為核心素養提出貢獻？ 

地理學的學科本質在於探究人地、人人、地地之間的交互作用，以自然地理的系統知識、技能和

人文地理的素養做為學習途徑和材料，透過不同的教材選擇和教學策略、教學方法達到認知、情意、

技能多元學習表現具體落實。然而不同學習階段，有著不同重點與學習目標，地理教育也被賦予不同

的教育定位和價值。108 課綱的社會領域課程旨在培育學生面對未來、開展不同生涯所需的公民素養，

在此課程目標之下，地理科的教育目標重視透過學習表現與學習歷程達到素養能力的培育，例如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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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價值、宏觀統整的視野、系統邏輯的思維、環境倫理的態度、溝通表達的方法、問題意識的培

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完成任務的策略（地理學科中心，2019）。要能達到上述地理科素養能力的培育，

則必須在教學活動中具體落實地理科的學習表現。 

地理科要在核心素養上提供貢獻，本研究認為須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過程較能克盡其功。以問題

導向為學習過程的學習法有很多，例如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BL）、設計思

考學習法（Design-based learning）、專案導向學習∕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公民行動方

案（Action plan）……。但檢視總綱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後與地理科的學科素養之後，我們推估 PBL

學習法可能在地理課室實行最具效果，所以本研究企圖透過 PBL 學習法來設計地理科的學習活動，並

透過行動實踐來檢視其成效。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1. PBL 學習法有何特色？ 

2. 如何應用 PBL 進行地理科的課程設計並加以實踐？ 

3. 如何檢視 PBL 是否有助於培養地 3a-Ⅴ-2 解決問題之學習表現？ 

為了釐清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嘗試以地理視野中的「南方區域—中南美洲」為學習內容，以問

題導向學習法進行課程設計，以學習表現「地 3a-Ⅴ-2 分析問題形成的背景與內涵，提出解決問題的

可能策略。」做為學習目標，透過教學案例的具體實踐後，進行分析與檢視問題導向教學法是否有助

於達到「地 3a-Ⅴ-2」學習表現的能力養成。據此，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如下： 

1. 釐清 PBL 學習法在地理教學的實施方式。 

2. 以 PBL 學習法設計地理課程之學習活動。 

3. 進行 PBL 地理課程學習活動的實驗教學。 

4. 檢驗 PBL 學習法的教學成效。 

5. 反思 PBL 學習法實踐的困難以及可行性。 

綜言之，本研究透過釐清 PBL 學習法的內涵與特色後，以 PBL 學習法進行地理科學習活動的設

計與行動實驗研究後，期能找出更符應 108 課綱素養導向的精神與未來人才培育的需求的教學法，做

為第一線教師的素養導向教學的參考。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1. 在行動研究中實驗 PBL 學習法 

Kurt Lewin 是提出行動研究的先驅，他認為行動研究是許多迴圈所形成的反省性螺旋，每一個迴

圈導致另一個迴圈，然後建構成的連續性歷程。每一個迴圈都包含計畫、事實的發現、行動和結果偵

查等步驟組成（Lewin,1948）。Kurt Lewin 後有諸多學者提出不同的行動研究模式，但其共同特徵都強

調螺旋式的循環過程，此循環過程涉及到四個基本元素，即計畫、行動、觀察和反省（林素卿，2014。

本研究基於行動研究的精神，依據行動研究循環的過程進行研究設計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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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著重核心素養能力的培養，高中教育中不同學科有其學科本質與存在的價值，而地理科具

體落實學科本質與實踐學習表現便是地理科為總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所提供的具體貢獻，但究竟何種

教學法才能有助於達成學習表現與核心素養？本研究以 PBL 學習法是否有助於達成培養學生「地 3a-

Ⅴ-2 分析問題形成的背景與內涵，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能策略」為問題，進行研究規劃和教學活動設計，

進而以 PBL 學習法的操作步驟進行實驗教學，最後檢視 PBL 學習法是否能為核心素養中的系統思維

與解決問題提供貢獻。本研究根據上述問題先進行了計畫、行動、觀察和反省，但受研究時間限制，

未能進行行動研究螺旋性循環中的反饋修正與再教學。 

2.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甲校高二學生，甲校為普通型高中，也是社區型高中。施測對象含高二社會組學生

共 10 個班別、合計 358 人。研究對象資訊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對象相關資訊 

學校屬性 普通型高中∕社區型高中 

授課教師 A 師 B 師 C 師 

實驗組與對照組 
205-207 201-204 208-210 

實驗組 對照組 1 對照組 2 

實施班級數 3 4 3 

課程實施時間 109 年 12 月 109 年 12 月 109 年 12 月 

學習表現評量 
施測時間 

110 年 3 月底 110 年 3 月底 110 年 3 月底 

3. 教學實驗 

本研究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分析比對，觀察並檢視不同學習法對培養「解決問題」能力的有

效性。共有甲校 ABC 三位教師參與，三位教師皆有多年的教學資歷並有合作學習的教學經驗，以課

綱中的南方區域之中南美洲為學習內容，以龍騰版教科書為主要參考素材，並於高二上學期完成南方

區域之中南美洲的課程內容。在進行授課與引導學習時，分別採取不同學習法進行。採用的學習法有：

PBL 學習法、結合 PBL 學習法與講述的折衷學習法、以及講述法三種。實驗組的 A 師採用 PBL 學習

法並落實問題引導、小組協作、分組討論、執行任務和溝通表達的學習方式；對照組 1 的 B 師，部分

採用 PBL 學習法，選擇性的使用問題引導、小組協作與分組討論來進行學習活動，但省略分組討論後

的表達分享以及執行任務的部分，由老師以講述法歸納和呈現學習內容的重點；對照組 2 的 C 師其授

課內容乃以課本學習素材為主，搭配廠商提供的學習手冊，主要以講述法進行教學，重視認知內容。

實驗組與對照組 1、2 的學習者皆於 109 年 9 月開始分別接受不同的學習法進行課室學習，至 109 年

12 月進行「南方區域—中南美洲」的教學實驗與觀察，實驗組與對照組授課教師的基本資料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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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習法的比較 

組別 實驗組 對照組 1 對照組 2 

授課教師 A 師 B 師 C 師 

學習內容與 
學習素材 

1.部定必修地理視野—南方區

域中南美洲的發展與挑戰 

2.龍騰地理第三冊 

1.部定必修地理視野—南方區

域中南美洲的發展與挑戰 

2.龍騰地理第三冊 

1.部定必修地理視野—南方區

域中南美洲的發展與挑戰 

2.龍騰地理第三冊 

學習方法 PBL 折衷（PBL+講述） 講述法為主 

教學特色 

1.問題意識引導 

2.異質分組討論 

3.小組協力完成任務 

4.小組分享、表達 

5.引導多，口述少 

1.問題意識引導 

2.異質分組討論 
小組簡單分享討論內容 

3.輔以 PPT 或板書的口述教學 

1.PPT 或板書進行口述教學為

主 

2.偶爾輔以小組討論或遊戲競

賽 

確認研究對象後，接下來便是進行教學活動設計與實踐，教學實踐中採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觀察

研究，除了分析實驗組採用 PBL 學習法在教學歷程中產生的學習效益，也評估 PBL 學習法在實驗操

作中可能遭遇的困難與挑戰，並評估 PBL 學習法實踐的可行性。另外，本研究也根據學習目標將學習

表現能力轉換成紙筆評量的情境試題，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中的比對，分析不同教學法的學習成效，

於甲校期中考進行統一施測，每位受試者的施測時間與情境一致，並設定期中考時間，每個學生都在

最認真的狀態下完成作答，將施測時可能的變因干擾降至最低。綜言之，本研究乃是透過歷程觀察與

成果評量，來檢視 PBL 學習法是否有助於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進而成為地理教育落實核心素養的學

習策略之一。 

（二）研究設計與流程 

為了具體回應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本研究先擬定

研究計畫，接下來進行文獻回顧，分析 PBL 學習法的理

論基礎與教育理念，釐清此種教學法的特色與操作方

式。然後根據教學目標、學習重點、PBL 學習法的內涵

與操作方式來進行地理科課程的學習活動設計，並規劃

表現任務以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接下來，選取樣本進

行實驗教學，在教學實踐與學習活動完成後，再根據學

習表現能力指標轉換為評量規準和情境試題，用以檢視

學生的學習成效。同時在施測學校進行不同教學法的觀

察、評估與比對，進而檢視 PBL 學習法是否能有效、有

助於達到學習表現「地 3a-Ⅴ-2 分析問題形成的背景與內

涵，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能策略。」最後提出 PBL 學習法在課程實踐的具體效益、實施困難與限制，進

一步提出 PBL 學習法在地理課程設計的檢討與建議，期能為地理教育提供素養導向學習法之具體實踐

的方法與例證。整體研究流程圖如圖 1。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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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與理論分析 

二十一世紀的課程改革，逐漸捨棄追求生產與

效能的「目標、達成、評量」之授課模式，重新建

構為由學習的意義與經驗組織而成的「主題、探究、

表現」模式（黃郁倫，2014），更能趨近落實素養導

向的課程及教學發展，以符合二十一世紀的人才需

求。108 課綱強調三面九項核心素養，重視學生多

元智能的發展，對於地理教育而言，並非全新思維，

而是推動多年的教學方向與教學模式。1980 年代，

為了改變傳統教學模式，施添福提出了整合教學模

式，並已獲具體實踐。從事地理教育的學者及第一

線教師以此學理基礎，建構累積成今日新風貌。據

此，我們想先了解在地理教育行之多年的整合模式

教學有何特色，為何需要再提出問題導向學習法？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人才培育與新課綱核心素養能力

的培養是否有其不足之處？ 

1. 核心素養中的解決問題能力培養 

處於資訊和知識爆炸的時代，盱衡社會環境變遷與未來人才培育需求，現代教育除了教授學科知

識，培養孩子擁有面對挑戰、解決問題的能力更顯重要。108 課綱以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圖 2）

做為課程發展主軸，培養孩子成為「終身學習者」，以期能培養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

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教育部，2014）。 

檢視這些核心素養的落實，高中地理教育提供的貢獻，便是透過地理系統知識的學習落實地理學

科本質（圖 3），培養地理學科素養（圖 4）。 

 
 

圖 3 地理科學科本質 

資料來源：地理學科中心（2019）。 

圖 4 地理科學科素養 

資料來源：修改自地理學科中心（2019）。 

 

圖 2 總綱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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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重點在於探討核心素養中之「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之面向，該核心素養的意涵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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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4），此核心素養在社會領綱的具體內涵為：「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

備探索、思考、推理、分析、批判、統整與後設思考的素養，並能提出解決各種問題的可能策略。」

（教育部，2018），而地理學是一門處理和人類生活相關問題的學科，其學科本質在培養學生的多元能

力。學科素養對於「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貢獻之一便是透過地理技能、地理系統、地理視野以培

養系統思維，分析問題的內涵，並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此外，有別於過去的地理教學以區域現象為

學習主體，轉變為區域問題的理解與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並進一步培養邏輯思維的概念（陳國川，

2017）。因此，落實學科素養中的「解決問題能力」培養，有助於達成總綱核心素養，而學科素養該如

何具體落實，則有賴於透過學習內容，具體實踐學習表現。 

核心素養的推動與地理科的整合教學模式諸多理念一致，行之多年整合模式教學特色為何？為何

還須提出 PBL 學習法？我們先來檢視地理教育整合教學模式的發展背景與特色。 

（二）108 課綱實施前的地理教學—整合教學模式 

1980 年代前，地理教學礙於無法擺脫聯考束縛，零碎的地理事實氾濫於地理的教與學，導致無法

落實地理教育目標與學科本質。施添福（1986）在當時即指出，學校教育應該將重點放在永久性概念

的傳達，並且讓學生學習獲得知識的過程和方法，讓學生踏出校門，仍可依據過去學習的歷程和方法，

不斷更新知識，養成終身學習。 

因此，地理教育教學方法應以學生學習活動為中心，學生從做中學建構知識，從解決問題中熟悉

方法，並在歷程中培養興趣和養成正確態度。有鑑於此，施添福（1986）提出了「地理科的整合教學

模式」，其課程設計流程如圖 5 所示。他認為地理學具有科學性格，地理學科中的情意目標如適應環境、

國際視野等必須建立在認知基礎之上，尤其是經由科學知識與科學方法所獲得的認知基礎，始能培養

出地理教育追求的情意目標。若要能夠達到地理科教育目標，地理教學模式應整合認知、情意、技能

三大學習領域，同時也要整合教學目標、教學活動、教學評量三者。施添福透過整合教學模式為教學

上的每一個細節予以明確定位（施添福，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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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整合教學模式的流程 

資料來源：施添福（1989：22）。 

整合教學模式在教學活動中強調歷程、方法和自主學習；在教學評量上，重視評量在教學的功能

與意義，並講究評量的時機、方式、目的和內容。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實施診斷性與形成性評量，評估

學生進步情形與學習困難，最後根據教學目標與教學活動實施總結性評量。整合教學模式，務使教學

目標、教學活動、教學評量三者緊密相連且缺一不可。綜言之，整合教學模式之「整合」的意義有二：

其一、教學過程「指引學習方向的教學目標」、「落實學習內容的教學活動」，「檢視學習成效的教學評

量」，三者應視為教學整體。其二，教學目標、教學活動、教學評量三者都必須同時兼顧「認知、技能、

情意」三個學習領域，三者環環相扣，渾為一體（施添福，1989）（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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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地理科整合教學模式的課程設計架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施添福（1989）。 

80 年代後已有許多高中地理教師根據該教學模式的操作步驟，設計單元教學目標與單元教學活

動，以實踐整合模式的教學法（陳國川，2020）。這個時期的單元教學活動包括了閱讀、資料蒐集、討

論、繪製圖表、製作海報、口頭報告……等，許多教師的教學活動已經融入並能安排多元的活動型態。

整合模式教學法成為地理教育具體實踐的指導方針，改善了傳統口說、講述和考試訓練為主的教學模

式，奠定了地理教育的發展，也為地理教育創造了不同的課室風景。但整合模式教學法雖然強調教學

目標要結合認知、技能和情意目標，期許學習者能夠在做中學培養情意，獲得知識，但仍以獲得知識

為重。 

面對新課綱中高中地理教育教育重點的改變，行之多年的整合教學模式，雖有助於整合學習目標、

教學評量、教學活動三個面向，同時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目標的均衡發展，但系統思考、解決問題

能力的養成，並非傳統整合教學模式所強調的重點。只是針對解決問題能力培養的學習法有很多，也

都有相關研究論述其效益，例如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BL）、設計思考學習

法（Design-based learning）、專案導向學習∕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公民行動方案（Action 

plan）……。但設計思考學習法、專案學習法、公民行動方案雖然強調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但以產

品、專案、行動為任務導向，對於高中學習階段的教學與部定必修的學習重點而言，有其實際執行的

困難。因此本研究認為問題導向學習法既有助於系統思維與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且在教學場域具體

實踐的可行性也較高，近年來，為了配合核心素養的培育，不少地理教育學者和現場的地理教師，也

在整合教學模式的基礎上，推動問題導向學習法（PBL），成為落實和培養地理學科素養能力的重要學

習法之一，問題導向學習法（PBL）是否能在地理教育中有助於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接下來本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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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釐清問題導向學習法 PBL 源起、特色與操作方式的探討。 

（三）問題導向學習法（PBL）的特色 

問題導向學習法（PBL），源起於醫護教育，是一種由「問題」來引導學習的方式。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醫學院於 1968 年首先提出，用臨床教案或病例作為情境讓學生自我學習的平臺，當時 McMaster

把 PBL 定義為一種教育哲學，並稱之為「McMaster Philosophy」（Ee and Tan ,2009，引自張碧珠、蔡

宛臻，2018）。直到 1986 年，南伊里諾大學醫學院的 Dr. Howard Barrows 及 Ann Kelson 正式將這個

教學法定義為「問題導向學習法」（PBL），PBL 不只普遍使用於醫學院的教學，也漸漸被不同學科、

領域和不同年段的教師所採用。 

1. 問題導向學習法（PBL）的理論基礎 

問題導向學習法（PBL）並非憑空出世，此種學習法也是建構在許多教育哲學和理論的基礎之上。

PBL 是建構式學習流派的分支（Jonassen,1997），與建構主義一脈相承（Savery and Duffy, 1995），建構

主義意謂著，學習者透過個人∕群體學習，建構知識及其賦予的意義。學習者是主動參與學習，而非

被動接受知識（Ee and Tan, 2009）。問題導向學習法（PBL）強調學生面對一個「待解決的問題」，透

過與他人合作，釐清問題的意義，並決定出學習、探索的方向，以達成解決問題的目標。學習是主動

的，在探究問題、問對情境、討論概念、反思和評估問題的解決之道的過程中組織和建構知識（Ee and 

Tan ,2009，引自張碧珠、蔡宛臻，2018）。此外，問題導向學習法也受到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

杜威主張教育即生活，個體須不斷在生活中接受教育，使教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並等同於生活。而

學生為解決問題而努力找尋資料和答案的過程，問題導向學習法的內涵符合杜威先生所提倡的「做中

學」（Learning by Doing）的精神。 

2. 問題導向學習法（PBL）的特色 

Barrows 指出：「在 PBL 的教學過程中，學習者所參與的活動應與真實世界相去不遠，是使學習者

得以模擬日後在職場所面臨的情況」，依據 Barrows、Savery 的定義，PBL 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

法，使學習者得以主動地透過執行研究、整合理論與實務和應用知識與技能來發展一個可行的解決問

題的方法（Barrows, 2002; Savery, 2006）。透過問題來進行探究，除了可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外，更能

連結知識與生活經驗，促進學生的自我學習、知識轉移（Norman and Schmidt, 1992）。 

具體而言，一般所謂的問題導向學習法（以下簡稱為 PBL 學習法），係指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

設計與教學，用結構不完整的問題，來引發學習動機，透過教師設定的教學目標、情境設計，引導學

生藉由小組合作學習來培養思考、討論、批判與問題解決能力，有效提升自主學習的習慣，並進行目

標問題的知識建構、分享與整合（陳國川，2020；Edens, 2000）。根據上述的定義，PBL 學習法主要

的特色有： 

(1) 以問題為教學主軸—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由實際問題出發，學生藉由解決問題的過程學會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以結構不完整的問

題（ill structured problem）作為引起動機和貫串學習內容的探究線，所謂的結構不完整的問題是指問

題未經明確定義、沒有標準答案、問題相對複雜且具有挑戰性、解決問題的方法通常是跨章節、跨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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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解決問題的策略是不可測、沒有原則或案例可供參考(Jonassen,1997)。教師根據問題設計情境，引

導學習者蒐集資料、思考和討論，進而提出解決策略。解決策略常需整合不同學科、領域的觀念、知

識、技能共同來解決問題。 

(2) 以小組協作為平臺—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問題導向學習法（PBL）在教學情境中以解決「結構不完整的問題」，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為

目標，但結構不完整的問題，通常沒有明確的方法來確定適當的行動策略，且擁有多種解決方案、解

決方案路徑、多個評估解決方案的標準，學習過程中，採分組討論進行，透過小組成員彼此間的互動、

討論、協商、共同合作來獲得解決問題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進而提出較佳的解決問題方法並互相分

享之。問題導向學習法（PBL）讓學生在學習歷程中有著緊密的連結，歷經發展階段時，成員相互依

存、共榮，透過努力達成任務，促進彼此的學習。（張碧珠、蔡宛臻，2018） 

(3) 以討論互動為模式—符合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精神： 

建構主義認為知識是個人與別人經由磋商與和解的社會建構。PBL 是一種藉由討論的主題和解決

問題的歷程來建構自己與主題相關知識的過程，而討論是催化學習的團體動力（張靜嚳，1996）。因為

結構不完整的問題沒有標準答案、沒有原型案例的答案可供參考，因此在操作的過程中要求學習者必

須要表達個人觀點、做出問題判斷、說明策略並為他們自己辯護（Jonassen, 1997）。為了確保團體的

運作良好，學生必須了解如何解決衝突的技巧，在團體內部建立信任，並有效傳達自己的想法，在學

習經驗與歷程中提升團體運作的人際溝通技巧。 

(4) 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自我主動學習（Learn to Learn）： 

問題導向學習法（PBL）的實踐中，教師是學習的引導者、陪伴者，學生才是學習主體（黃郁婷，

2018）。學生對自己的學習規劃負責，重視學習歷程中「如何學」以及「為什麼學」，同時也透過回饋

改善歷程評量（洪福財，2012）。在整個 PBL 學習法的實施過程中，學生在解決問題的歷程中能培養

自我學習的能力，也就是終身學習的能力(關超然、李孟智，2013)。其自我學習能力如下： 

a. 可以清楚地為問題下定義。 

b. 能自行發展出不同的假設。 

c. 可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選取可用資源。 

d. 能藉由新增的資訊來修正自己原先的假設。 

e. 在一連串的理性分析、推論之後，能夠針對問題提出合理的解答並清楚描述。 

PBL 是一種學習法，是一種教學方式，也是一種教育理念。PBL 教學模式「以問題為教學主軸」、

「以學生為學習中心」、「以小組協作為平臺」、「以討論互動為模式」的學習精神，期許學生透過在解

決和解答問題的歷程中，以小組協作、互動討論來完成任務，以自主學習和探究思考的歷程來建構知

識和技能，並在期能在歷程中完備專業能力、自主學習、團隊合作及溝通表達等素養。若問題導向學

習法（以下簡稱為 PBL 學習法）具體且有效實踐而達到預期效益，則能呼應總綱三面九項中核心素養

的「系統思維與解決問題、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的培養。此外，PBL 學習法

的內涵、操作歷程與地理科學科本質與素養相近，地理學是一門解決人地互動與人類生活問題的一門

學科，PBL 學習法又是強調在學習歷程中解決問題，因此 PBL 學習法應是地理科落實素養教學諸多策

略的重要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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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 PBL 學習法以解決問題為核心，在歷程中透過知識和技能來解決問題，其內涵與總綱

核心素養的理念相近。而地理學又是一門強調解決人地互動與生活問題的學科，因此本研究認為 PBL

學習法是落實學科素養的策略選擇之一。 

PBL 學習法在地理教學的實施方式 

釐清了 PBL 學習法的內涵、特色與操作方式後，那麼 PBL 學習法在地理教育中可以如何設計與

實踐呢？為了達成教育目標，地理科在課綱的設計將過往以知識內容為重的學習轉以探究問題為要，

教學的重點在於核心問題的設計與解決核心問題所需要的關鍵知識和技能（地理學科中心，2019）。而

PBL 學習法從「提出問題」到「解決問題」的歷程，為地理學培養「問題意識」，達成地理學科素養

中「解決問題的能力」、「完成任務的策略」提供具體的方法。 

有鑑於此，本研究結合 PBL 學習法的操作模式、地理學科本質、社會領域綱要的設計精神，提出

PBL 學習法在地理科具體實踐的方式，其操作步驟如下（圖 7）： 

1. PBL 學習法進行學習活動設計時，以「提出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來

架構整體課程的邏輯脈絡。 

2. 設計初始，教師可根據社會領綱或相關的主題∕議題，進行學習素材的分析，掌握學習重點，提取

重要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據此擬定學習目標。 

3. 根據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提出結構不完整的問題（核心問題）以及解析問題的邏輯，並從問題中提

取解決問題所需要的關鍵知識和技能。 

4. 根據問題，設計教學情境與學習活動。 

(1) 學習活動開展初始，以迷你講堂帶出問題情境，透過問題意識引發學習動機。 

(2) 教師藉由提供衝突、困難、疑問等情境，讓學習者好奇、分析、尋找答案與解決方法，甚至提出

批判思考的結果，讓學習者因為要探究問題、解決問題而覺得有趣和有意義。 

(3) 以「提出問題，尋找答案」交織循環 

教師透過「有計畫的問題」引導學生「思考」，在學習者好奇的問題中，進行「有選擇性的探究歷

程」。例如，透過媒介和策略引導提問，啟發學生的問題意識，引動思考和提升動機。在探究和尋

找答案的歷程中，師生在問答的互動中，形成一個有機的課室生態。 

(4) 根據問題與所需的知識、技能進行多元學習活動設計與安排，營造學習經驗。 

在歷程中，教師提供了識別與強化認知功能的資訊，增強學習和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所有的

認知與技能都建構在解決問題的架構中，「做」中「學」費時，學習內容宜避免過多而致認知負荷

或讓體驗探究淪為空思空想。 

(5) 小組協力和互助討論完成任務 

(6)a. 任務是一種評量機會，是展現學習者對重要概念和想法的理解，可以運用各種形式讓學生呈現

和表達他們的理解，也可以是提供遷移和應用的機會。 

b. 小組協作與互動討論是獲取知識技能的重要平臺，教師透過解決問題的歷程，讓小組在情境化

的學習中互學、自主的探究和建構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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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後進行總結性評量，設計表現任務以展示學習成果，教師亦可視時間和學生特質而彈性調整評量

方式，例如紙筆評量或其他多元評量方式。 

6. 學習活動結束後，學生根據自己的學習歷程與成果，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效；教師根據學生的學習表

現成就，檢視教學活動是否達到學生學習效益，最後再進行調整和修正。 

 

圖 7 地理科 PBL 學習活動的設計與實踐流程 

「學習目標」是學習活動的羅盤，指引師生前行的方向；提出「結構不完整的問題（核心問題）」

是學習的動機也是課程發展主軸，「解析問題的步驟」則是學習進路與解決問題的鷹架；「解決問題的

關鍵知識與技能」是學習的素材與路徑；而地理教師藉由多元活動的安排「營造學習經驗」，讓學生在

問題意識中，發現問題，釐清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同時也在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建構知識和培

養能力。然而，在採用 PBL 學習法進行學習活動時，教師在擬定教學策略、使用工具或規劃多元活動

來營造學習經驗時，應盡可能設計由小組討論、協力合作、自主完成任務，避免口述與直接指導。 

PBL 學習法與其他學習法或講述為主的教學法最大的差異便是教師角色認知的重大調整，在多元

活動、探究策略的進行、任務的表達與展現，教師的角色，不是單純、單向的傳道、授業、解惑者，

而是扮演「主持人」、「引導師」、「協作夥伴」的角色，透過主持開展學習，提供詢答；透過引導，串

聯和協助學習者組織想法；透過協作夥伴，掌握分組學習狀態，適時提供協助，透過上述三種角色，

協助學習者連結先備知識、舊經驗與新知識，將學習者腦中零碎的知識片段組織和系統化，提供任務

提升溝通表達、團隊合作，提供資訊提升認知能力，最後才能有機會提出一個解決問題的策略。 

地理學是一門知識領域，也是一門實踐課程，在教學中重視「知識的啟發」，而非「知識的獲得」

（陳國川，2017）。應用 PBL 來進行學習活動設計時，更是特別注重「歷程」中的學習，在解決問題

的歷程中習得思考探究、團隊合作、自主學習和判斷能力，既是 PBL 的精要，也是地理學科要達成的

學科素養。但學習過程中並非全然屏除地理學科的知識和技能，畢竟問題意識的產生、分析問題的能

力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需要地理學科的知識和技能，因此教師在分析學習素材和學習重點時，必須

要揚棄取材周全的習慣，提取與解決問題相關的關鍵知識和技能即可，透過解構、組織和建構，重新

編輯學習材料與營造學習經驗，始能符合地理科 PBL 學習法的課程學習活動設計之精要。 

綜言之，PBL 學習法在地理科課程設計乃是建構在領綱的精神與學科本質之上，據此精神，分析

領綱的學習重點或學習素材，提取重要的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擬定學習目標，提出結構不完整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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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解析問題的步驟，架構學習脈絡，規劃多元學習活動營造學習經驗，使學習在「提出問題—解決

問題」的歷程中發生和累積。 

PBL 學習法在地理課程學習活動的設計 

108 課綱中社會領域綱明確揭櫫地理科學習內容中的地理視野之教學重點，旨在強調「從地理的

角度理解區域文化的特色、區域問題的內涵、解決區域問題的策略」（教育部，2018：24）。本研究以

地理視野中的南方區域—中南美洲為學習材料，進行 PBL 學習法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踐，學習活動的

設計建構在領綱揭櫫的精神與 PBL 的內涵。根據 PBL 學習法在地理教學的操作步驟，本課程設計重

點摘要如下： 

（一）解析課綱與學習素材，擬定學習目標 

課程設計的第一步，先分析課綱中南方區域的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以「南方區域的自然環境背

景、殖民歷史、殖民地經濟、現代發展的優勢與挑戰」為主要的學習內容；以學習表現「地 3a-Ⅴ-2

分析問題形成的背景與內涵，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能策略。」為學習目標。 

（二）提出結構不完整的問題，架構學習脈絡 

接下來提出結構不完整的問題或核心問題—「殖民歷史如何形塑南方區域的發展命運？」來架構

整個學習脈絡，並透過四個子問題作為解析問題的步驟：「南方區域由誰來定義？」、「吸引歐洲強前來

南方區域的誘因背景為何？」、「歐洲殖民如何形塑南方區域今日發展的命運？」、「南方區域可以透過

哪些條件來改善經濟發展現況？」同時反思，南方區域發展的條件中哪些是機會？哪些是難以撼動的

宿命？ 

（三）提取解決問題所需的關鍵知識與技能 

透過核心問題架構課程脈絡，透過解析問題的步驟提取關鍵的知識和技能。從釐清南方區域發展

的問題，到藉由尋找答案及因果關係的推論，分析南方區域問題產生的自然與歷史背景，並且分析殖

民背景以及殖民歷程透過哪些政策或手段型塑南方區域今日發展的問題與現況，最終嘗試利用南方區

域的優勢條件，為社會經濟發展問題提出可能的解決策略。綜整上述設計重點，提出整體的課程架構

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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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經驗的營造 

PBL 學習法除了以問題為教學主軸、藉由問題意識引發學習動機外，其精神乃是「以學生為學習

中心」，因此教學策略需輔以「以小組協作為平臺」、「以討論互動為模式」來進行學習活動。此外，整

個課程的進行特別重視學習鷹架的搭設，以迷你講堂營造學習情境、以多元學習活動來營造學習經驗，

最終在尋找問題答案的歷程中，建構知識、技能，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在課程設計初始，底

定「目標」、「問題」、「關鍵知識和技能」之後，便據以發展學習活動，進行學習經驗的營造，搭設學

習鷹架，維持學生的學習方向，最終完成任務。整個課程的學習鷹架主結構如下：迷你講堂—問題—

學習經驗—學習任務，主結構下仰賴多元的學習活動和學習素材加以組織和支撐，並輔以人—教師、

同儕、環境—教室、設備的支持以及策略、方法引導實作和體驗，細節舉例說明如下： 

1. 以迷你講堂導入學習，透過問題情境連結和開展學習內容 

本學習活動以迷你講堂作為連結「教師」、「學生」、「學習內容」的媒介，透過迷你講堂營造情境，

並以問題意識引動學生投入課室學習的開關，並開啟學生對問題的好奇與想像。迷你講堂中以布蘭登

線的存在與區域差異，帶出南方區域和中南美洲的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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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南方區域課程設計的架構 

學習目標： 
學生能藉由學習材料與問題導向學習法，分析南方區域的區域發展問題、形成的背

景與內涵，並嘗試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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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講堂： 

本章節標題為「南方區域的發展與挑

戰」，究竟什麼是南方區域？南方區域與北

方區域有何不同？他們為什麼會變成南方

區域？觀察圖 9 後，你看到哪些訊息？你

有什麼好奇或疑問嗎？哪些地方被劃分在

南方區域？ 1983 年德國前總理 Willy 

Brandt，研究世界的貧窮，提出 Brandt line

（布蘭登線）指出南北發展存在巨大的鴻

溝，你覺得 Brandt 為什麼要提出布蘭登

線？對於南方區域存在哪些偏見或刻版印

象？南北發展的巨大鴻溝是如何造成的？

這些國家有哪些發展的優勢和挑戰？ 

 
圖 9 南方區域與布蘭登線 

資料來源： Brandt（1980）。 

2. 透過問題，引發好奇，漸進引導提問 

期待學生對於問題能夠「有感」然後可以「有解」，所以本教學活動透過核心問題和解析問題的步

驟，串聯學習內容與探究歷程，同時也透過文本、影片、圖表……引導思考，提出好奇和疑問，再依

據問題漸進引導。例如在課程進行初始，讓學習者閱讀文本，針對中南美洲提出 3 個好奇的問題。閱

讀文本摘要如下： 

美洲，一個大陸兩個世界，兩個壁壘分明的世界。前者象徵井然有序，後者代表紛擾零亂；前

者象徵團結強大，後者代表分崩離析；前者富裕進步，後者代表貧窮落後。質言之，拉丁美洲意味

著孱弱、動盪、次等。誠如《被切開的血管》一書中寫道：「我們甚至失去了被稱作美洲人的權利……，

今天對世界來說，美洲就是美國，我們充其量只是住在一個身分模糊的美洲次大陸，一個二等的美

洲居民。」 

這個身分模糊的美洲次大陸，幅員遼闊，物產豐饒，如此得天獨厚。在哥倫布開啟航海新紀元

之前，曾孕育出馬雅、阿茲特克、印加古文明，如今卻會淪落成為低度開發之地，甚至是貧窮之城。

「我們的財富哺餵著帝國和當地首領的繁榮」，正是「地球的富有，造成了人類的貧困」，在拉丁美

洲，「發展是遇難者多於航行者的航行」。殖民帝國不斷的揮霍著拉丁美洲的財富，拉丁美洲的農民

不論過去還是現在為外國企業賺進大把的鈔票，自己卻是一貧如洗。「拉丁美洲的過去和現在都由

於本身的富有而遭到不幸，這是整個拉丁美洲悲劇的縮影。」 

資料來源：《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教師展示小組提問和綜整大家的疑問後，連結核心問題與子問題逐步開展學習內容。在問答互動

中，蒐集學生的想法，作為理解學生先備知識與思考取徑的依據，同時讓學生藉由自己提問、觀察、

蒐集和分析資料進而獲得答案，提升學習自主性與參與度，而非由依循教師單向引導。 

3. 在「做中學」—透過觀察、比較、分析、歸納來建構知識與技能 

在 PBL 學習法中，知識和技能的習得是來自解決問題的歷程中獲取，並非教師講述而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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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須在解析問題的架構下，設計許多學習任務，藉由任務逐一完成，而朝解決問題方向前進。以活

動二為例，以「歐洲列強跨越千里來到中南美洲是歷史的機緣還是自然環境的必然？」引發思考，教

師提供大航海時期的歷史背景文本外，也透過地形圖、板塊圖和礦產分布圖，推論中南美洲地質、地

形、礦產三者之間的關係，透過氣候分區與熱帶經濟作物分布圖，推論熱帶環境與歐洲蔗糖市場需求

之間的關係，讓學習者透過觀察、比對、推理來建構知識，同時解答了「為什麼地球的富有會成就今

日中南美洲人民的貧窮？」除了歷史的機緣巧合外，還有當地自然環境提供的條件，成為吸引歐洲殖

民者大量前來的誘因，進而分析和推論「歐洲前來，是歷史的機緣與自然環境的必然共同形塑的結果。」 

  

圖 10 中南美洲板塊與礦產分布圖 

資料來源：陳國川（2015）。 

4. 設計多元活動，融入探究學習策略與工具，讓學生身心腦都能投入 

Barrows（1986）在說明 PBL 學習法時也指出，在學生經過分組後，應安排多元學習活動，包括

觀察、探索、實作、蒐集、整理資料以釐清問題脈絡，並進一步提出解答。因此為了讓學習者「身」、

「心」、「腦」都能投入學習活動，維持學習動機，持續完成任務或到達支持學習目標，在學習經驗的

創造中，透過多元活動的安排並使用許多的探究策略和工具，以維持學生學習動機和探究思考。例如

在學習活動三：苦澀與甜蜜，以「糖—創造甜蜜也是引發罪惡的世界商品」的文本，讓學生用戲劇模

擬、同理心地圖（圖 11），描述 18 世紀中南美洲的蔗農∕奴工所見、所聽、所感。進而推理在這農生

產體系∕銷售中，誰能決定生產內容？如何決定？產生哪些影響？此外，也讓學生用心智圖，整理中

南美洲殖民與大地主制對中南美洲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在活動四：機會與命運中，讓學

生觀賞影片—摩托車日記片段及閱讀文本，再用 ORID 來帶出中南美洲的居民生活與生產在受歐洲殖

民的影響，當地居民可能面臨哪些問題與挑戰？在這樣的環境中你可以怎麼做？ 



98 

 

 

圖 11 同理心地圖與戲劇模擬 

透過核心問題中提取主要概念，利用不同的探究策略，藉由參與、探究、表達、反思而學習主要

概念，目的是希望在探究策略活動中增加參與感，同時也透過多元活動聚焦概念，組織學習內容。 

5. 小組協作和互動討論完成任務 

PBL 學習法的知識和技能是在探究和解決問題的歷程中獲得，也是在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因著完成

不同任務而漸次累績，最終或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而這些任務的完成需要仰賴小組互相討論、

協力完成。因此課程設計以分組任務為學習成果，逐步發展學習活動，在小組協力、激盪、共創的歷

程中，釐清南方區域面臨的問題、分析南方區域問題產生的背景以及問題的內涵，而致最終為南方區

域發展問題嘗試提出解決策略。 

（五）在學習歷程中設計不同任務，展現學習成果 

課程設計在多元活動安排形成性評量的小型任務，並在經過南方區域—情境化、系統化的學習，

從地理視野的尺度與角度理解區域文化的特色、區域問題形成的原因與內涵後，嘗試提出解決問題策

略。例如，透過好奇與疑問：「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已經結束，為何歐美國家仍可左右南方區域的發展？

舊殖民雖然已經走入歷史，但新殖民勢力如何控制中南美洲，中南美洲從歷史中走了過來，過去的經

驗是否可以成為未來發展的借鏡？如何才能改善今日經濟發展的困境嗎？發展的契機與挑戰會是什

麼？」最後透過故事山（圖 12），綜整中南美洲發展歷程，並嘗試提出解決區域問題的策略。以故事

山的「源起、歷程、問題」，是呈現他們對學習重點的理解學習成果，故事山的「解決∕改善、願景∕

挑戰」是呈現他們能否遷移應用前面所學，願景的想像是再檢視學生成果與價值觀的展現。 

綜言之，整體的課程設計建構於核心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步驟，以迷你講堂中的問題情境與問題意

識開啟學習，在「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安排多元學習活動，運用探究學習策略與工具營

造學習經驗，透過小組合作、問題討論完成任務，最後得以展現學習成果，遷移應用所學的知識和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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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故事山—歐美殖民中南美洲的因與果 

PBL 學習法教學實驗歷程的發現 

地理科 PBL 的課程設計完成後，以社區型高中進行教學實踐，實驗場域在第一作者任教的甲校進

行，進行地理科 PBL 課程的教學實踐的過程中，實驗組可以看到多項具體學習效益，但也遭遇相當大

的挑戰。 

（一）教學實驗過程的具體效益 

針對 PBL 的教學實踐所帶來的學習效益，依據不同步驟分析如下： 

1. 提出問題架構學習脈絡，有助於建構系統與因果邏輯 

透過提出結構不完整的問題和解析問題的步驟，來架透學習脈絡，學習活動得以在「提出問題到

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鋪陳建構，此種邏輯脈絡有助於幫助學習者建構系統思維與因果推理。例如在南

方區域問題脈絡中「從釐清南方區域中存在的問題、分析問題產生的背景以及發展的挑戰，然後提出

可能解決的策略」，在問題探究中思考與分析推理，有助於建構系統與因果邏輯。 

2. 迷你講堂的問題意識，有助引發好奇與思考 

實驗組中從迷你講堂、師生問答互動，嘗試提出問題到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的歷程，透過問題意

識引導思考，有助於提升學習動機，學生有明顯感受「好奇」、「有趣」、「有意思」、「有挑戰」、「想進

一步知道答案」，跟其他老師的學習不一樣，很有思考性。此外，在 PBL 學習法的課室中，教師提供

文本、圖表，學生根據資料和觀察後，經小組討論後提出問題，教師綜整學生提問，然後進行腦力激

盪，進而釐清問題形成的「因」，推論導致現況及未來發展的「果」，這此一歷程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

活動的參與感。 

3. 分組討論與多元活動，有助於營造學習氛圍 

小組協作與分組討論的模式，尤以四人分組的田字型座位模式，最有助於小組互學，既能互視聚

焦學習又可避免邊緣人的存在；透過多元活動的安排與探究學習策略的融入，適時穿插指定任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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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在忙碌中探究、尋找答案、完成任務，可以維持學習者較高的學習動機，同時減少講述過久可能

引發的注意力渙散的狀態。「要動腦想，還要找答案，有時候還要統整資料、上臺發表，這種上課方式

真的很忙、很燒腦、很累但很有趣！」，這是同學對 PBL 學習法的心得回饋之一。 

整體而言，PBL 的提問、小組協作、分組討論、執行任務有助於維持較高學習動機，提升學習參

與度，並營造良好學習氛圍。 

（二）實驗教學過程的挑戰 

在進行實驗教學的過程中，教師遭遇到許多挑戰，根據 PBL 操作步驟分述如下： 

1. 解析課綱，擬定學習目標 

教師在舊經驗中習慣根據課本內容授課，較少思考「為何而教」，而在 PBL 學習法中則重視「為

何而教」，知識技能是解決問題的學習素材，也是解決問題的能力養成。但教師要跳脫過去模式，思考

透過哪些學習內容達成哪些學習表現，需要心智模式和習慣的調整。同樣的學習素材，因為學習目標

中的學習表現不同，則學習經驗的營造也會全然不同，如何在課綱中藉由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擬定教

學目標，「萃取」能力有待培養和累積。 

2. 提出結構不完整的問題 

課程設計初始教師要提出問題較容易達成，但要提出結構不完整的問題相對困難，提出好問題，

有助於學習活動的開展、啟發學生思考與引動學習熱情，因此能否提出具開放性、思辨性、挑戰性、

並能以跨域知識與技能提出解決策略的好問題，是教師在課程設計中的一個巨大挑戰。 

3. 根據核心問題和解析問題的步驟提取關鍵知識和技能 

提取關鍵的知識和技能，很容易受制於傳統教學習思維，想要「周全」的習慣，易導致課程過於

龐雜而無法在有限時間內完成，且學習零碎無法聚焦，因而影響 PBL 學習法的成效，讓教師和學生都

對此學習法失去信心。 

4. 藉由問題引導融入學習情境與經驗 

針對學習表現中的釐清問題，可以從學生提出的問題檢視是否能釐清問題。從迷你講堂到進入多

元學習活動，PBL 學習法透過問答交織引發思考，在問與答中進行隨時檢視學習狀況，在提出問題部

分，我們發現學生所提的小問題容易陷入偏見和刻版印象，例如從自己的視角或西方世界的觀點來評

價南方區域，或是只從經濟的層面評估南方區域的發展程度，如何在刻版印象引導走向客觀分析和推

論，則挑戰教師能否敏覺學習者狀態並彈性調整。此外，多數學習者還不習慣自己找答案、建構知識

和技能，導致解決問題的動力低落；教師的提問若過於抽象、龐大或無法與學習者的生活連結時，學

習者難以理解問題，亦會導致學習者無法融入學習情境，不得其門而入。 

5. 完成任務與提出解決問題策略 

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是此一單元的重要學習任務。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時，對於教師與學習者都

深具挑戰。提出解決問題策略的能力與學習者的素質和基礎知識關係密切，在解決問題時，須運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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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知識和技能方能提出符合邏輯、符合中南美洲優勢條件的解決策略，聚焦精準且有效的解決問題。

如若不然，學習者所提出的策略常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當地特色。此外，學習者過往在課室中「根據

情境解決問題」的經驗較少，因此進入情境、思考時間較久，加上解決問題需釐清問題、分析問題形

成的背景與問題內涵，頗需理解中南美洲的環境背景、發展現況，甚至需要對經濟活動、進出口貿易、

商品價值等基礎知識有一定了解，才能提出相對合理合宜、合乎邏輯的解決策略，因此仰賴教師搭設

學習鷹架以及敏覺學習者狀態而作彈性因應與適時引導，例如實驗組的班級，要將討論的結果轉換成

文字時或說出時，常常無法用完整的句子與合適的疑問詞表達，更有甚者不習慣在人前說話、不知如

何提問、下筆，因此課室裡採用分組學習、分組完成任務可降低學習者負擔。整體而言，教師須覺察

教室現場學習者的反應與姿態予以引導和指導，始能收取最大學習效益。但「很花時間」、「需要耐心

等待」是教師操作過程中的心聲。 

6. 結構不完整的問題其解決策略沒有標準答案 

結構不完整的問題或核心問題的解答或解決策略往往沒有標準答案，學習者可以根據學科的知識

和技能、學習經驗、評估的標準……等指標提出可能或可行的解決策略，但正因為沒有標準答案，「模

糊」往往會為師生帶來了不安與焦慮，進而對對 PBL 學習法產生質疑。例如，哪些是中南美洲的發展

機會？哪些是難以撼動的宿命？殖民歷史帶來的熱帶栽培業是機會還是經濟發展難以撼動的宿命？在

沒有標準答案的探究過程中思辨解決策略的可行性，學習者為自己的觀點辯護，並嚐試提出佐證論述。

在問題探究歷程中，體認 PBL 學習法的價值在於「學習解決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本身」。 

7. 分組討論與溝通表達 

PBL 學習法著重分組協作、互動討論而後合力、自主完成任務，進而溝通表達與分享。觀察實驗

組學習者在進行學習活動時，我們發現部分學習者在過往的經驗中不習慣與人討論、不知如何討論、

不知如何開始，導致有些小組處於靜默、閒聊或少數人主導話語權的狀態，因此部分學習者會開始抗

拒這種學習氛圍，覺得是「無聊」、「浪費時間」，此時急需仰賴教師適時指引討論方式；另外，在分組

討論後，要分享或發表討論結果時，部分學習者無法具體、清楚地表達所思所想，教師除了適時鼓勵

之外，也可以提供工具或句子框架供學習者使用，降低憑空發想或短時間組織字句的挫折感。而學習

者在分享或發表時，可能因為音量較小，導致成效不佳，或是認為老師講課才是學習，因此輕忽與同

學互學的效益。建議教師進行 PBL 學習法教學時，教師宜事先建立小組共學的教室守則與專注尊重的

聆聽原則。 

整體而言，以 PBL 學習法進行學習活動，存在最大挑戰便是與時間賽跑，教師根據學習者的學習

經驗與特質，搭設學習鷹架，例如教師的提問與引導、學生的探究思考與回應、多元活動安排例如閱

讀文本、觀賞影片、探究策略、小組討論、分享發表……，逐步鋪陳和引導到學習終點，但相對耗時，

知識和技能的建構速度慢，與講述法為主相較，知識的學習效率、學習內容豐厚度皆是教師面臨的為

難與掙扎，如何才能兼顧進度的學習重點以及素養學習的緩慢醞釀，揚棄「取材周全」是實施 PBL 學

習法最需調整的思維模式，而問題導向學習法重視歷程中的學習、也重視解決問題的能力，各校期中

考的紙筆測驗能否有效評量，這是衍生出的另一個問題。面對學校進度考量，對照組 1 的Ｂ師，最終

選擇部分採取問題導向學習法中的核心問題架構脈絡、問題意識引導，但減少分組討論和任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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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分享時間，部分改以講述為主的教學方式進行調整。 

此外，課室中學習是以開放性的問題開展而起，教師採取的教學方法、學習素材以及面對學生產

出的答案與解決策略，都應該採取相對開放的態度，並且隨時敏覺學習者的需求與變化，予以彈性調

整和因應，讓孩子在適度開放環境中自主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綜言之，PBL 學習法重視歷程中的學習，透過問題意識引導、分組討論和多元學習活動的營造，

有助於提升學習動機，培養探究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分組討論和多元活動的安排費時長且易使

教室秩序失序，仰賴教師敏覺和引導；而追趕進度不及則需建立揚棄取材周全的思維，提取與問題最

為相關的關鍵知識與技能，始能有助於問題意識的培養和解決問題能力的提升。 

PBL 學習法的學習成果檢視 

經過 PBL 學習法具體實踐之後，本研究想進一步釐清此種學習法是否能有助於學生達到「分析問

題、解決問題」學習表現？據此，本研究透過下列二個方式—故事山和紙筆評量來評估學生的學習成

果，進而檢視 PBL 學習法對達成學習表現「解決問題」能力培養的有效性。實驗教學以及故事山進行

的時間為 109 年 12 月，進行的組別為實驗組與對照組 1，進行的方式為課內小組討論協作，但綜整歸

納與完整呈現則為課後延伸功課；紙筆評量進行的組別為實驗組和對照組，施測時間為 110 年 3 月。

評估方法與成效如下： 

（一）表現任務之學習成果檢視 

本課程的教學目標期望可以具體落實學習表現「地 3a-Ⅴ-2 分析問題形成的背景與內涵，提出解

決問題的可能策略」。據此，教師擬定評量向度與具體表現水準，來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並設計以「故

事山」的模版圖來展示學習成果，評量的向度與內容如表 3 所示。 

表 3 學習成果的評量規準表 

向度 
具體表現水準 

優 良 待加強 

釐清問題 
能清楚且具體描述南方區域社

會經濟發展的問題。 

能提出問題，但無法具體描

述。 

無法描述南方區域的社會經

濟發展問題。 

分析問題形

成的背景 

能透過因果邏輯的推理，分析南

方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產生

的自然與人文環境背景。 

能說出南方區域的問題或

環境背景，但無法將兩者關

聯或組織起來。 

無法說出南方區域社會經濟

發展問題的背景。 

分析問題的

內涵與影響 

能具體描述歐洲在中南美洲殖

民歷程，以及殖民對中南美洲社

會經濟造成的影響。 

能具體描述歐洲在中南美

洲殖民歷程或殖民對中南

美洲造成的影響。 

無法說明歐洲在中南美洲殖

民歷程及殖民對中南美洲造

成的影響。 

提出解決問

題策略 

能根據南方區域的自然與人文

環境的條件與特色，提出具創意

且符合邏輯的解決問題策略。 

提出具創意或符合邏輯策

略，但不符合當地發展條件

與特色。 

僅提出解決問題策略，但不符

合邏輯與當地條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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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學生在這個單元的學習成果展現，是小組經過協力討論後，根據中南美洲發展的優勢條件

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並「利用故事山模板中的源起、歷程、問題、解決等要素，說明歐洲殖民對中

南美洲社會經濟的影響、挑戰以及可能的解決策略。」但礙於授課時間限制，實驗組與對照組 1 都未

在課室中完成故事山模板，而是當作延伸學習的回家課業。但實驗組在 PBL 學習法的核心問題以及解

析問題的架構下漸次引導，加上活動 1 至活動 4（圖 8）搭設的學習鷹架，學習者得以在學習脈絡中釐

清問題、分析問題的背景與內涵以及提出可能的解決策略，因此雖未在課室完成故事山，但多數學習

者也能在課後完成。但從學生作業的樣本中，發現釐清與分析問題的學習表現上，學生普遍能使用精

簡文字描述南方區域經濟發展問題、問題產生的背景，也能嘗試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只是在提出解

決策略時多數學生只能使用關鍵字詞，例如「產業轉型」、「產業升級」等，詳細論述或具體作法較無

法深化，因此推估可能與學習者基礎知識不足或過往學習經驗或偏向認知記憶有關，教師若能在課室

中適切引導與提醒需寫出更具體的內容，則較能提出合乎邏輯、符合當地特色的解決策略。學生學習

成果可參考附錄資料 2。 

（二）紙筆評量之學習成果檢視 

本研究透過紙筆評量檢視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學習成果。首先根據學習表現與學習目標轉換成紙筆

評量的情境試題，從學習表現「地 3a-Ⅴ-2 分析問題形成的背景與內涵，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能策略」

轉換的情境試題共 4 小題，每小題再細分其學習表現能力為「釐清問題」、「分析問題背景」、「分析問

題內涵」、「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情境試題詳見附錄資料 1。該情境試題融入於全校期中考試題中，

於 110 年 3 月對修習高二部定必修的社會組 10 個班級進行全面施測。另外，此次期中考評量尚包含其

他單元學習內容，試題總共有選擇題 17 題（佔 34 分），混合題型 5 個題組（佔 66 分），合計 100 分，

其中「南方區域—中南美洲」之情境試題為混合題型，該題組共計 4 小題 18 分。其中混合題型，結合

選擇題與非選擇題，有較開放的作答空間與論述需求，屬於較能深度評量學生整合運用、表達說明能

力的題型。 

根據施測結果，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總成績與解決問題學習表現的評估與分析比較，學習表現成

果以該題組每小題作答的正確率為依據，總體學習表現則以總得分為依據，施測結果分析如下： 

根據圖 13 所示，在選擇題中，實驗組（PBL 法）與對照組 1（折衷法）無明顯差異；但在混合題

的學習表現實驗組較對照組 2（講述法）略佳；此施測結果與 PBL 學習法在學習歷程中使用大量文本

閱讀、討論、提問的情境引導，並有多元活動提供更多實作機會有關，因此學生在混合題型中，面對

相對開放的作答情境與問題思考時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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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選擇題與非選擇題答對率比較 

根據圖 14 所示，在釐清問題的學習表現上，實驗組的表現並沒有優於對照組，對照組 1 表現更加

出色，對照組 2 也有平均水準，本研究推估該學習表現的試題設計為選擇題，加上該試題以圖表為情

境，學生需透過閱讀圖表擷取訊息，因此該題反映的是學生素質和認知能力，學習者能否在試題情境

中釐清問題與學生素質與基礎知識有一定相關。當然在釐清問題的學習表現，實驗組與對照組無明顯

差異，亦可能是本研究試題設計不佳、試題數量太少、PBL 學習法操作不佳或其他因素所致，面對這

些因素有待進一步釐清。 

 

圖 14 甲校施測班級在情境試題之學習表現 

至於在分析問題背景與分析問題內涵兩項學習表現上，實驗組兩項學習表現略優於對照組 1、2，

對照組 2 之學習表現也達平均水平，本研究推論在分析問題產生的背景與問題的內涵，與過去地理科

的學習經驗與學習內容相似，一般地理教師多能掌握該學習重點，學生也能在既有的學習經驗中累積

和發揮，對照組 2 之教師以講述地理學科知識為主，學生在學習內容的學習相對周全，因此兩項學習

表現都有一定水準。研究中也發現，本實驗教學的授課時間為 109 年 12 月，施測時間為 110 年 3 月底，

授課與施測具時間差，實驗組學習表現相對較佳，顯示實驗組記憶停留時間明顯相對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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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總體表現與解決問題學習表現的相關分 

註：圖中圓點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班級平均成績對應的數值。 

在解決問題的能力表現部分，根據圖 14、圖 15，我們發現實驗組明顯優於對照組，實驗組與對照

組 1 的教學方式皆採用核心問題來建構學習脈絡、利用問題意識引導思考、藉由分組討論完成學習，

但對照組 1 的教師礙於進度壓力，減少了學習者在課室裡執行任務、表達與分享成果的部分，以爭取

時間完成學校預定進度，因此解決問題能力的養成尚未周全。此外，授課時間距施測時間達 3 個月，

但實驗組解決問題的學習表現能力仍高於其他對照組，本研究推論課室裡讓學習者有機會執行任務、

溝通表達與分享，有助於將習得的知識與技能統整、內化而成為素養能力，並能產生「持久的理解」，

因此能夠在學習者心智中維持較「長時間」且內化成為「帶著走」的能力。另外，本研究進行總體表

現與解決問題能力的相關分析，相關係數 r 值=0.767，兩項學習表現呈現高度相關，整體學習表現較

佳者，其解決問題的表現亦相對較佳。因此，不論何種學習法，解決問題的學習表現皆與學生素質和

基礎知識密切相關，學生素質與基礎知識愈佳者，愈有助於提出合乎邏輯與特色的解決問題策略。經

實驗後初步結果顯示，透過 PBL 學習法進行學習後，學生可明顯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如圖 15 中實

驗組所示。 

研究反思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地理視野—南方區域之中南美洲為學習內容，以甲校學生為研究樣本，進行 PBL 學習法

的實驗教學，經研究實證後，可以獲得以下結論：結合 PBL 學習法、學科本質、社會領域綱要的設計

精神，提出 PBL 在地理科具體實踐方式和操作步驟（圖 7），在實驗教學後，確認運作良好。而學習

者透過 PBL 學習後有助於提升學習動機，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維持概念與技能的持久理解。 

（二）省思與挑戰 

在研究學習表現的成果時意外的發現，採用 PBL 學習法並不會影響學生期中評量成績，而且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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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表現：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明顯高於其他兩組，顯示了 PBL 學習法不僅有助於培養問題解決的能

力，同時能兼顧紙筆評量的學習表現，顛覆了採用不同學習法例如小組討論、多元活動、學習任務會

降低評量表現的認知，也是令人欣喜的看見。然而在研究與實驗教學中，也遭遇了許多困難，在解析

課綱、設定學習目標、提取關鍵知識點、設計活動與學習任務等相對容易。面臨較大的挑戰，歸納如

下： 

1. 師生常因擔心學校評量成績不佳，成為改變學習方式的阻礙，說服學校同仁合作是跨越障礙的起

步。問題解決屬於高層次能力，表現任務或實作評量更能有效評量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本研究仍嘗

試將學習表現轉換為紙筆測驗，做為全校期中評量部分試題，一則提供實踐學習表現轉換為紙筆評

量的可行性，讓教學與評量能緊密相扣，期能有機會藉改變評量方式而調整教學方式，只是能展現

學習表現的情境題型之命題技巧、試題品質都有賴精進。 

2. 在 PBL 的課室中，教師扮演課室的主持人、引導師、協作者，而非單向講述者，讓課室對話與學習

因教師的引導而串連，進而組織想法、聚焦概念，產生深度思考與培養解決問題能力的效益，其中

主持串聯引導能力、敏覺現場的需求及語言的流動有待進一步提升。 

3. 教師習慣根據教科書教學，筆者雖可提出相對開放、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但要提出沒有明確定義、

沒有明確操作方式的結構不完整的核心問題難度極高，如何提出結構不完整的問題，以驅動學習者

更開放多元思考，也是筆者深感挑戰之處。 

4. 解決問題的能力受學習者本身素質與基礎知識影響，學習素質與基礎知識較佳者，較能提出符合邏

輯與特色的解決問題策略。基礎知識建構與解決問題能力培養在有限時間內難以兩全。而探究學習

活動需要充足時間讓學習者綜整、思考、詮釋、表達，時間壓力挑戰了素養教學需要慢火溫煮、緩

慢熟成的歷程。 

5. 多元活動與學習任務的設計與進行費時、費心、費力，必須熟諳課綱學習重點，並閱讀大量資料、

學習不同的教學策略工具，才能設計較佳的學習活動，教師備課壓力大。 

（三）建議 

解決問題能力是地理科重要學科素養，也是 108 課綱核心素養與未來人才培育之重點，因此克服

上述在實驗教學中所遭遇的挑戰實有其必要性，因此本研究教與學的學習策略與重點，建議可做下列

調整： 

1. 傳統紙筆評量不容易檢視「解決問題」的能力表現，建議可搭配實作評量方式或轉換學習表現的情

境試題，來評量學習表現之能力。 

2. PBL 學習法的操作與講述法為主的教學模式不同，提問技巧、引導串聯、小組協作、組織思考工具

等面向的培力增能是驅使教師前行的動力與支持。 

3. 進行 PBL 學習法需要時間培養學習表現能力，教師須根據學科本質與學習目標，擬定核心問題，提

取重要的學習重點，必須揚棄取材周全的思維與習慣。 

4. 基礎知識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密切相關，在時間壓力下可搭配自主學習進行學習者基礎知識與能力的

優化。 

據此，後續研究重點可以朝如何落實多元評量的客觀公平性？如何為教師增能及揚棄取材周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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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如何搭配自主學習來平衡培養解決問題能力與建構基礎知識難以兩全的問題，以求 PBL 學習法

在合宜的評量、教學和資源等配套支持下發揮最大的效益，為學科素養和核心素養提供具體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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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學習表現評量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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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學習成果—故事山。透過故事山的模板，描述歐洲在中南美洲殖民的背景、歷

程、影響和衍生的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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