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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scovery problems” in the initial unit of the “Inquiry and Practice” course, 

which is difficult for most teachers to master. If students can explore the topic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with 

problem awareness, then students can apply in the process of solving problems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y 

have learne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transfer. This is what the 12-year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desires: that the core competencies are cultivated, and the image of lifelong learners is conceived. Whether it 

can successfully guide the discovery of problems and cultivate problem awareness is related to the depth of 

inquiry and practical curriculum practice. However, how to guide students to “ask a good question” and 

generate problem awareness that can be continuously explored is unfamiliar to many teacher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action research as the main method and aims to design a set of learning 

methods that can effectively guide students to discover problems and establish meaningful problems. First of 

all, the pilot teaching is used as case study, and it is found that students’ prior knowledge, life experience, and 

recognition of the curriculum will affect the generation of questioning motivation and problem awareness. 

After reflection, the researcher corrected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and tried to 

adjust the context of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for different students, in order to examine whether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can cultivate students’ problematics. Then in the formal course,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examine whether this learning method is effective in hel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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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develop problematic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lassroom learning atmosphe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uided by the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model, and the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the telling method. As for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more 

likely to ask questions, and has better performance in observation ability, data collection abilit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In particular, non-choice questions were written in a better conceptual manner and 

clearer answers were formulated b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limited time, this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at 

future inspections of inquiry and practical courses can be used for follow-up research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Keywords: problematics, inquiry and practice, geography education 

摘 要 

本文旨在探究「探究與實作」課程中，多數教師難以掌握的課程初始單元「發現問題」。學生若能

針對有興趣的議題，帶著問題意識去探究；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學生能將學習的知識、技能加以應

用，達到學習遷移的目的，這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所欲培養的核心素養，以及終身學習者的圖像。

因此凡事起頭難，能否成功引導發現問題、培養問題意識，攸關探究與實作課程實踐的深度，但如何

引導學生「問一個好問題」，產生可以持續探究的問題意識，往往是現場老師們較為陌生的教學模式。 

因此，本文以行動研究為取徑，以設計一套能有效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建立有意義問題的學習方

法為目的。首先以初次教學作為先期研究，發現學生先備知識、生活經驗、對課程認同等都會影響提

問動機與問題意識之產生。研究者經過反思，針對問題修正教學活動，並試圖針對不同學生，調整學

習活動之情境，以檢視此學習活動是否能培養學生之問題意識。接著在正式課程中透過實驗組與對照

組的教學，檢視此學習方法是否有效協助學生培養問題意識。 

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的課堂學習氣氛受到分組合作學習模式的引導，專注程度遠較採用講述法

的對照組還要高。而評量結果，實驗組明顯比較會問問題，在觀察能力、蒐集資料能力、提出解決問

題能力的指標有較佳表現，尤其非選擇題都能寫出比對照組還要概念化且清晰的答案。而受限時間，

本文也建議未來針對探究與實作課程的檢視，可做整個學期的後續研究。 

關鍵詞：問題意識、探究與實作、地理教育 

 

學生為何要培養問題意識？ 

2019 年上路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對第一線教學現場掀起的波瀾始終是社會廣泛討論的議

題，社會領域加深加廣選修加入「探究與實作」課程，對地理老師亦是新的挑戰。回歸課綱脈絡，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目標在培養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教育部，2014）。因為資訊化

的世界，社會環境瞬息萬變，企圖透過學科知識的學習和技術的訓練，已難以解決不斷湧現的新問題

（陳國川，2018。未來的公民不管在那個領域，都必須具備發現問題、定義問題並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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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因應不斷進步的人類社會。因此具有探究與提問能力的人，便具備自我成長與學習的動力，以及

獨立思考的基礎；再以此基礎投入實作行動、解決問題並創造價值，成就個人與全球社會之幸福

（well-being），這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設定之 2030 學習羅盤的目標（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8）。 

在此脈絡下，針對普通型高中，社會領域綱要地理科學習內容研訂的方向有四：1. 以培養核心素

養為導向，學習內容兼顧學科知識、技能及核心素養的連結；2. 以學科方法、重大議題和學科應用三

個面向，作為設計課程的主軸；3. 學習內容具備深化探究能力、陶養系統思維和豐富生活智能的功能；

4. 重視學生自主探究和小組合作學習的機制（教育部，2018）。在部定必修學習內容起始的安排，便

以地理技能為主題，其條目除了地理學的傳統與觀點外，強調「研究問題的發想」、「資料的來源與蒐

集」、「資料整理、分析與展示」以及「問題探究：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步驟」。 

其最終目標「問題解決」指的是「人們運用既有的知識、經驗、技能，藉各種思維及行動來處理

問題，使情況能變遷到預期達到的狀態，此種心智活動的歷程。」（黃茂在、陳文典，2004）而小至個

人生存生活、大到人類社會的進步與延續，都是不斷透過問題的解決來達到。而在解決問題的整套歷

程，都必須要有問題意識（problematic）引導，才能逐步完成發現問題、確定問題、形成策略、執行

實現乃至於整合成果到推廣應用。因此問題意識的培養是問題解決能力養成過程的核心，本研究彙整

社會領綱地理技能與探究與實作相關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整理以下面向作為探討問題意識是否養成

的指標： 

1. 觀察能力：學生必須具備敏銳的觀察力，才能意識到問題的存在，進而形成疑問、好奇，是問題意

識的開端。 

2. 資料蒐集能力：為了解決問題，必須能蒐集到所需的資料。 

3. 資料整理解析能力：能將所蒐集的資料，整理成能解釋、驗證問題的資訊。 

4. 自省的能力：能夠清楚所蒐集的資料、建構的資訊不足或錯誤之處，並能適時調整、補充、改進。 

5. 提出解決問題策略的能力：問題清晰、資訊充分，才能針對問題癥結，提出有效的解決問題策略。 

回到地理科課堂上，要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便是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在不同的人文社會與環境議題，讓學生以分組探究、實

作的方式進行學習，並以多元的方式展現探究成果（教育部，2018）。綜上，探究與實作課程乃探究教

學法具體實踐的場域。在教育理論中，探究（inquiry）指學生主動去探尋問題並尋求解決問題的過程，

必須運用到高層次的思考能力。而教師必須提供探究的動機與方向，並協助學生發展有組織的思考方

向（黃政傑，2001）。因此並非教師「發問」後由學生「實作」，而是學生產生自己的問題意識，提出

欲探究的核心問題，再利用高中所學的知識與技能，產生具體的實作成果。而最具挑戰性的第一步便

是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因為學生不是被動的知識吸收者，而要成為積極的思考者，在過程中必須不

斷發問、觀察、分類、解釋、應用到提出成果。而問題意識便是這一切過程的原動力。因此本文關心

的核心問題便是：如何設計一套有效的學習方法，以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以引發後續探究實作課程

的動力。為探究此問題，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1. 設計能有效引導學生發現並成立有意義問題的學習方法。 

2. 依照課程規劃與學生特質差異，調整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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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評量檢視本研究設計之教學模式，是否能提升問題意識。 

文獻回顧與理論架構 

（一）問問題、探究、與實作 

若以「問問題」在公共圖書館的館藏系統搜尋，會得出許多的結果，如：《大哉問時代：未來最需

要的人才，得會問問題，而不是準備答案》、《會問問題，才會帶人》、《你會問問題嗎：問對問題是成

功領導的第一步》等，會問有意義的問題、具備問題意識，不僅僅是幫助學習，也是真實應用在未來

職場、解決現實問題的關鍵且核心的能力。事實上，「大部分的好企業都是為了回答每個問題、與解決

某個難題而誕生」（丁惠民，2015：191），具備問題意識、會問問題本身就是各行各業非常看重的領導

者才能。但如何問好的問題、具備問題意識，並非與生俱來，李明昆（2011）針對國三學生科學問題

提問研究中發現，學生要形成問題或提問是件困難的事情，且學生在提問初期往往容易離題，難以形

成概念性問題。而學生提出的探究性問題質量皆不佳，主因有二：學生缺乏充分機會去思考問題本質

及問題周邊之關連；另一則是學生缺乏以合適的語言將心中的問題呈現於外的能力。（李明昆，2011：

64）。但他也發現學生在合宜的提問情境與策略下，對提升學生提問意圖是正面的。因此透過學習活動

設計，建立適合的提問鷹架，對促進學生提問、培養問題意識，有其重要性。 

在 108 年正式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中，自然與社會領域之綱要首次列入「探究與實作」

課程，以社會領域為例，其課程設計主要依循學習表現第三構面：「實作與參與」。而第一個項目就是

「發現問題」。若無問題意識、無法發現問題，自然無法延續後面的探究，也就不知要「實作」什麼了。

因此問題意識的培養成為該課程初期關鍵，教師必須建立有效、合適的提問鷹架，引入合宜的情境，

讓學生找到後續探究的問題。這是具挑戰性的部分，也是新課綱素養導向的精神。藍偉瑩（2019）指

出，素養導向課程發展與設計，是以學生知識、能力與態度的發展為考量，學生不再只是完成教師的

指令，而是實際經歷探究的歷程，建構概念。是以，探究與實作課程，是讓學生能經歷發現問題、探

究最後得到知識或表現的實踐場域。 

新課綱高中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最早在 109 學年上學期實施，大部分都是 109 學年下學期

才開始陸續實施。在此之前所累積的研究有限，如在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探究與實

作」關鍵字搜尋有 15 篇文章，有 9 篇屬自然科學領域，多在探討科學探究過程與建模，跟人文社會科

學相關的僅 1 篇。而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以「探究與實作」為關鍵字搜尋，18 篇結果中也只

有一篇為高中公民科、一篇國小社會領域，其餘皆為自然科學領域（搜尋日期：2020 年 12 月 16 日）。

洪晨瑜（2019）整理了自 2015 年到 2019 年，探究教學應用於社會領域的 10 篇相關研究，都是在國小

階段，高中的第五學習階段尚未見到。因此就課程發展而言，地理科乃至於社會領域的探究與實作課

程研究仍有極大的探討空間。 

（二）問題引導教學（Problem-Based Learning）與探究式教學 

依社會領綱所揭櫫之精神，探究與實作的課程具有深化素養學習的意義（教育部，2018：36）。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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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加廣課程特別強調學習表現的第三構面，即「實作及參與」，底下包含「發現問題」、「資料搜整與

應用」、「溝通合作」及規劃執行」四個項目。發現問題乃是一切探究的起點，若學生沒有「好奇心」，

無法發現問題，也就沒有繼續問下去的動機與動力，探究與實作的課程也就無法持續下去。此精神與

問題引導學習的精神不謀而合。 

在定義上，問題引導學習指的是讓學習者透過解決生活中複雜現象有關的疑問性（questions）、好

奇性（curiosities）、爭議性（doubt）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之問題來獲得學習，本身可以被定義為

一種探究學習歷程。（徐超聖，2012：1-2）。學生的探究活動，便發生在這個問題引導學習與問題解決

的過程中。相較於傳統講述教學法，學生必須在多樣的情境脈絡中，在解達問題的過程運用知識、技

能並形成態度，而知識與技能在被運用的過程中必須被充分理解，因此可獲得更深刻的學習、概念的

保留與遷移。 

比較問題引導教學與探究教學法，兩者皆具備觀察情境、試著發問、蒐集資料並解釋問題等過程，

教師扮演的角色從講述者變成引導者。因此在設計探究與實作課程，其精神與問題引導教學是契合的。

而要點燃問題引導學習之火，「發問」本身即是最重要的部分。此脈絡下的「問題」具備幾個特徵：1. 

複雜性，即無法直接回答、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必須應用相關領域的知識或技能才能解析。2. 具有

吸引力，能夠讓學生保持興趣並願意持續探索。3. 具有意義的，與學生的生命經驗有關連。4. 真實

的，必須來自熟知的生活世界。近年來十分熱門的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

理論所延伸出的核心問題（Essential Question）概念，明白表示探究是重要關鍵的教育目標，因為知識

可能有一天會過時，具有提問能力的人，才能與時俱進，以符合終身學習者的課綱目標（侯秋玲、吳

敏而，2016）。 

（三）提問與思考工具 

教學現場的「問題」本身有其層次性。如為了引起動機，或確認學習狀況，教師常常使用「吸引

式」、「誘答式」或「引導式」的問題，這類問題通常有標準答案，如：「地中海地區的氣候特徵，必須

做出怎樣的農業生產調適？」這是學生在課本上就可以找到的答案。在傳統講述教學場合，學生只要

負責「回答」即可，不見得會對問題做更後設的思考，懷疑問題本身。 

但在探究與實作課程，教師必須引導學生在情境脈絡下「發現」問題，但學生學習與生活經驗都

較為有限，教師可透過一些技巧或方法來協助學生發想、歸納、統整或是做高層次的思考。而本研究

所設計的學習活動，便是透過爬梳各領域常用的、有效的提問與思考工具，以因應不同的情境，引導

學生有效地發現問題，並將問題概念化，形成可以不斷探究的核心問題。以下為本研究所採用的五種

提問與思考工具： 

1. 焦點討論法（Focused Conversation Method）： 

為加拿大文化事業學會所發展出的討論方式，引導參與者透過不同省思階段，將討論引導到更深

的境界（陳淑婷、林思玲，2017：47）。應用在教學現場討論或觀察的過程中，先進行客觀層次（Objective）

的事實擷取，做出最直觀的觀察。再者是反映性層次（Reflective），讓學生與情境產生感受、聯想，

反映了情境與學生生活經驗或先備知識的連結。接著是詮釋型層次（Interpretive），學生必須結合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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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客觀事實、心理感受，去反思為何有這些反映。最後是決定性層次（Decisional），通常是學生經

過前三個階段的引導，可以構思出自己在這個情境中最關心的、最好奇的問題，進而作為深入探究的

起點。 

教師在課堂中若精熟使用焦點討論法，有助於帶領學生剖析複雜的情境、現象，慢下來反思並結

構化自己的心智流程，以達到對議題的深入探討。 

2. 九宮格思考法（Mandal）： 

又稱為曼陀羅思考法，即將情境、命題或主題放置於九宮格的中央，周圍八格用以延伸思考。此

法可以訓練學生的聯想力、邏輯力與創造力（胡雅茹，2017）。與西方常使用的心智圖（Mind map）

功能相同，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做與主題相關的聯想或發散式思考，以對現象有深刻的剖析。就心智圖

而言，因為結構自由，很有可能無限發散。九宮格法僅有八個空格可以填入，受此限制學生必須謹慎

篩選、找出與中央主題最相關的概念填入，可兼顧發散的聯想、以及收斂的邏輯。 

3. 腦力激盪法（Brainstorming）： 

是激發創造力的思考方法，具有不批判、自由發揮、量重於質、結合不同創意的特色，在先自由

進行發散之後，再逐步整體創意與構想。（周若珍，2020：54）此法也是目前各種教師工作坊常用、流

行的技巧，初始階段大家針對主題拋初各種想法，之後再試圖歸納、收斂。這也是「解放」學生腦袋

的好方法，讓各種可能的想法都先羅列出來，通常會使用便利貼來匯聚小組想法。初始看來會顯得資

訊混亂，但便利貼也有助於重新整理、讓資料可歸納整理為資訊，可以達到團體共創的成效。之後再

將便利貼重新歸納、分類，便可將小組眾人的觀察或觀點，匯聚成小組的共識。 

4. KWLQ 策略 

KWLQ 策略具備明確指引，讓學生依循教師設計之步驟開展探究的過程。（賴榮興，2019）此策

略從學生的先備知識出發（What I know, K），並自我檢視面對目前的主題，已經知道什麼？進一步思

考針對這個主題，學生還想知道什麼（What I want to know, W）？想要、需要發現的內容為何？接著

反思已經學到什麼（What I learned, L），最後並鼓勵學生提出更多問題（Questions, Q），以開啟後續的

探究。  

這個方法教師扮演引導學生發現自己問題的引導者，學生必須先有先備知識，也必須問出屬於學

生自己的重要問題，並經歷到負起自己學習責任的過程。當然教師也必須具備更多組織性的技巧、彈

性與耐性。（徐超聖，2012：5） 

5. 5W1H 六何法 

六何法指的是運用英文中六種疑問詞：何人（Who）、何事（What）、何時（When）、何地（Where）、

為何（Why）以及如何（How），來分析現象背後各面向的脈絡。此法在各領域與教學現場被廣泛地使

用。 

本研究的學習活動設計採用以上的問題引導工具，來自不同領域，但重點都是在訓練思考能力，

因為如果對問題的思考方向不對，做事反而事倍功半。教師若能善用工具，可以將問題化繁為簡，訓

練學生的邏輯思維，為問題引導學習點燃好奇心的第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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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教學設計 

（一） 透過行動研究建立適宜的學習方法 

教師參與研究可以提昇自己的反思意識與能力，了解自己的行為意義與作用，也才能理解學生到

底再做什麼、想什麼；更進一步可以改進教學工作，甚至提出切實可行的教育改進方案。（陳向明，2002：

2）教育理論引導著課程、教學與學習模式的演化，而要了解對老師們而言很「新穎」的探究與實作課

程，還是得回歸真實教學現場的操作。因此本研究企圖以行動研究來探究「探究與實作」課程是否能

夠在教學現場順利實施。因為任何課程教學方案，都不應該被看成已經是正確的有效的解決方案，而

是在教育情境中不斷修改驗證。行動研究便提供教師關心並檢視自身教學、以回應真實教學現場碰到

的各種場景與問題的指引（夏林清，2011；鄭增財，2006）。所以探究與實作的行動研究，想要找出一

個能否培養學生問題意識的學習方法，也是要不斷設計、調整，收集回饋，讓學生可以跟著老師一起

成長。如圖 1： 

 

圖 1 行動研究的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在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的課程計畫填報與共備過程中，作者周遭有不少社會領域的教師對此課程

抱持懷疑或誤解的態度，有的認為學生不可能會問問題、沒有探究能力；有的認為這是複習部定必修

考科、可以「掛羊頭、賣狗肉」的時數；而最多教師是認真地規劃充實的講述課程，企圖帶領學生「理

解」、「記憶」課綱設計之地理方法應用主題，而不是探究。追根究底是教師面對新的課程主題，對探

究與實作有不同面向的不解、誤解甚至排斥，其實也是傳統教學現場長期以來必須「取材周全」地「灌

輸知識」，以應對各種考試的慣性。 

因此要讓第一線教師有信心、不畏懼、乃至於到認同此課程，透過行動研究找到合適的教學與學

習方法、彰顯培養學生問題意識的重要性，並讓教師理解探究與實作課程其實是有方法跟工具可依循，

才能讓現場老師認同此課程的價值，並有效地進行教學。 

（二） 研究者與實施對象 

本研究的協力研究者為地理學科中心南部社群的三位教師，該社群於 2020 年研發的教學資源內容

   計畫 

 行動 

 觀察  反省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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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以下簡稱探究與實作）的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三位

教師負責「問題發想」的單元，以培養學生問題意識、能夠在教師引導下在情境中發現問題為課程目

的，並能依照學生差異，發展適性的學習活動，設計不同情境的問題引導學習。 

為了在正式教學前確認課程的可行性，本研究選擇 A 校高二社會組的三個班級作為先期研究對

象，因為該班級正好在 109 學年第一學期實施探究與實作課程，為地理、歷史、公民三科教師進行協

同教學。透過先期研究班級的操作，以了解學習活動設計的問題，並予以修正，以利後續正式教學進

行。 

本研究正式教學對象選擇 A、B 兩所學校的高三同學作為課程試行對象，使樣本具備相同的先備

知識。每校的其中一個班作為實驗組，實施團隊所設計的素養導向學習活動；另一個班作為對照組，

以坊間出版社出版的探究與實作教科書，透過講述法進行教學。以上研究對象資訊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對象資訊 

研究歷程 先期研究 正式研究 

學校別 A 校 A 校 B 校 

學校屬性 社區型完全中學 社區型完全中學 普通型高中 

學生屬性 高二社會組學群 高三普通班 高三普通班 

操作課堂 探究與實作 應用地理 應用地理 

師資 社會跨科協同 地理單科 地理單科 

實施班級數 3 個班 
實驗組 A1 一班 
對照組 A2 一班 

實驗組 B1 一班 
對照組 B2、B3 兩班 

課程實施時間 2020 年 11 月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3 月 

（三） 教學設計：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比較 

三位研究者在地理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發負責探究與實作課程的「發現問題」單元，規劃三週共

6 節課的課程來設計從引導問題發想一直到擬定核心問題的課程。南部社群團隊設定的主題是「府城

雅食」，以在地具特色的美食小吃作為探究對象，選定的領綱條目為：地 Mb-Ⅴ-3 文化資產、歷史現

場與現代發展的關係、地 Md-Ⅴ-1 農業生產、食物消費、飲食文化與地理環境。在教學活動設計完成

後，首先在 A 校高二進行試教，作為先期研究；蒐集回饋修正之後，再設定適合的情境，在 A、B 兩

校以此主題進行正式試教。 

為了檢證本研究之學習活動設計是否能有效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在 A、B 兩校挑選各一個班級作

為試教班級，是為實驗組；也另外安排其他班級，依照一般教師最普遍的講述法學習，作為對照組。

兩組學習方法差異整理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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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實驗組與教學組學習方法差異 

組別 實驗組 對照組 

教學目的 引導學生發現地理問題、培養問題意識 

學習方法 1. 異質分組合作學習 

2. 探究式學習法 

3. 問題引導式學習 

1. 傳統講述法為主 

2. 課堂討論活動為輔 

特色 1. 利用生活、學術情境進行問題引導，學生需

要在情境中大量練習閱讀理解。 

2. 教師不斷進行提問練習與引導，學生思考時

間較多。 

3. 學生需練習使用提問思考工具，並有練習概

念化的機會。 

1. 教師將發現問題的概念整理後講述，學生可

直接接收相關概念。 

2. 知識架構有條理且清晰。 

教學流程 1. 運用 ORID 引導討論生活情境影片 

2. 腦力激盪法發想主題 

3. 運用 ORID 學術情境文本 

4. 5W1H 提問練習 

5. KWLQ 概念化練習 

6. 九宮格法提問與解決方法擬定 

1. 地理問題發想 

2. 地理學的觀點 

3. 研究方法介紹 

4. 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步驟 

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學習方法不同，本研究也將觀察以下差異： 

1. 課堂學習效果差異： 

(1) 學習氣氛有何差異？ 

實驗組以問題導向來設計學習活動，採用分組合作學習模式，課堂中有許多對情境與資料的閱讀

理解、以及小組的分組討論；而對照組採用目前教師最常使用的講述法、清晰地介紹問題發現的步驟、

方法與相關知識。這兩者在學習氣氛上應有顯著的不同，本研究將透過教師觀課記錄、授課教師日誌

的自我省思，來觀察學習氣氛的差異。 

(2) 課堂學習歷程有何差異？ 

透過觀課記錄與日誌，還可以觀察教學過程中，學生是否能順利跟上教師所設計的學習活動，並

展現其進步的歷程。 

2. 學習表現差異： 

為了檢視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學習表現差異，本研究設計一套「發現問題」的評量測驗（如附件一），

並以培養問題意識的指標：觀察力、資料蒐集能力、資料整理能力、自省反思能力以及提出問題解決

策略的能力作為評量設計的效標，透過效標參照（criterion-referenced test, CRT）可以得知學生在這個

能力是否精熟（黃德祥等，2011），並檢視兩組學生的學習表現是否有差異。 

學習評量參照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近年所研發之素養導向試題為參考模式（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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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洪逸文，2017），以社會領綱學習表現第三構面為主要設計的依據，共計規劃 3 個題組、共 10

小題，如表 3 所示。3 個題組皆採用情境素材，其中第一與第三大題、共 6 個子題採用生活情境；第

二大題共 4 個子題採用學術情境。情境結合連續性文本、表格、地圖等多元素材，希望透過不同情境

與素材設計的評量，考察綜合運用能力，評鑑學生是否能夠達到問題意識的培養。其中前兩個題組為

混合題型，包含選擇題與非選擇題；第三個題組全為非選擇題。而非選擇題也訂定評分尺規，依照學

生發現問題、概念化等的程度，作為評分依循。 

表 3 問題意識評量測驗指標 

題組 題號 題型 測驗指標 

題組一 

1 非選擇 觀察能力 

2 選擇 蒐集資料能力 

3 選擇 蒐集資料能力 

4 選擇 提出解決問題策略能力 

題組二 

5 選擇 觀察能力 

6 非選擇 蒐集資料能力 

7 非選擇 整理分析資料能力 

8 非選擇 自省能力 

題組三 
9 非選擇 整理分析資料能力 

10 非選擇 提出解決問題策略能力 

（四） 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的流程，即：計畫、行動、觀察、反省修正，並在三個學校觀察不同屬性學

生之操作成效。 

1. 初次教學暨先期研究：109 學年第一學期（2020 年 11 月）先於 A 校實作發現問題的單元，並觀察

與紀錄教學遭遇的困難。該校教師社群在每一班授課後進行共備會議與修正，這些修正也作為學科

中心資源研發設計與本研究後續設計的參考。 

2. 歸納問題：反思 A 校教學困難、學生學習困難的原因。 

3. 改進策略：修正 A 校、並著手修改兩校的課程設計。包含調整適合之情境、依學習狀況調整情境導

入之比重、調整提問活動時間規劃以及調整引導問題方法等。 

4. 正式教學：在 109 學年第二學期初（2021 年 3 月），由 A、B 兩校學生同步實施。每校並規劃實驗

組與對照組，比較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的學習活動，與慣行教科書講述法為主的學習活動之差異。 

5. 成效檢視：本研究企圖透過問題意識素養導向評量、教師課堂日誌自省，以及觀課記錄三者的比較，

檢視彼此是否有相關性。 

本研究流程設計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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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流程 

（五） 資料與檢證設計 

本研究預計蒐集教學者課堂觀察與課堂反思、學生的問題意識素養導向評量與觀課紀錄，作為成

效檢證的工具。透過量化與質性、學生、教師與觀察者三方不同觀點進行相關檢證，檢驗彼此觀點是

否呈現一致性。 

1. 教師課堂日誌與反思：由教學者於教學活動結束後，進行撰寫。內容包括班級平時教學法、課堂觀

察紀錄、達成預期成效之處、未達預期成效之處、課後檢視與修正之處等面向，期望透過教師自己

的紀錄與自省，檢視教學端的成效。此資料在先期研究、正式教學皆採用。 

2. 問題意識素養導向評量：以大考中心素養導向評量設計相關原則，設計包含人文與自然、生活與學

術的情境，分別設計檢視學生觀察、資料蒐集、資料整理解析、自省以及提出解決問題策略的能力。

並透過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比對，檢視本研究的教學設計是否能有效培養問題意識。 

3. 觀課紀錄：透過第三者的觀課紀錄，觀察教師教學過程中，學生是否能夠投入、教學步調是否適宜

以及其他相關細節，都必須透過第三方觀察者來記錄。 

教學活動成果分析 

（一） 初次教學與先期研究發現 

A 校的初次教學，是教學者第一次實際執行探究與實作課程，透過教師課堂觀察日誌紀錄，其結

果可以從以下層面分析： 

1. 課程期待度低：許多學生對全新的探究與實作課程是陌生的，過往並不存在相關學習經驗。加上對

於非紙筆測驗的課堂，會現實地降低上課投入程度，亦即參與課堂動機本身就不足，遑論透過小組

活動來增益其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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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境先備知識貧乏：許多學生在缺乏生活經驗與先備知識的情況下，對於課程規畫的主題與教師引

導的情境無法有效觀察與理解，因此教師在後續的班級便需要增加情境引入的時間，提供學生充分

的時間了解情境內容的現象、知識，並反覆、多次觀察後，才能初步地提出好奇與疑問，教師也才

能後續引導建構概念性的問題。 

3. 概念化能力薄弱：學生對於情境的閱讀理解能力，大多可以掌握訊息擷取，但進一步將表象、客觀

性的事物進一步轉化成概念性問題，已經超越學生平時學習的經驗，此處需要教師大量時間陪伴與

引導，也需花上比預期更多的時間。 

4. 專注力不足：其中一個班級學生專注力較差，無法長時間閱讀教師所提供之情境文本，即便是影片

的形式。因此教師選擇將影片長度濃縮，讓學生可以不必過長時間地專注。但衍生的問題是情境內

容縮減，同學們在閱讀理解過程中能擷取的訊息也變少，也影響到後續概念化思考的練習。 

（二） 改進策略 

1. 清楚的課程說明：上課前讓同學知悉探究與實作課程的意義，從現實面對應新型大考的素養導向試

題、申請入學的學習歷程檔案，到人生各階段發現問題與解決的問題能力之培養，讓同學對接下來

的學習有著更清晰的藍圖。 

2. 減少情境資訊量：原本生活情境的影片長度 40 分鐘，剛好一節課，但是時間過長，學生雖然能夠

擷取到充分的訊息，但最後專注力都會下降。因此透過剪接，將影片長度縮減到 20 分鐘，又同時

保留適合讓學生擷取的部分。 

3. 從現象到概念的引導訓練：學生透過教師引導，在情境中擷取訊息尚屬容易，但是如何將個別的資

料，分類、整理，較缺乏經驗，使得教師需耗費大量時間到各組桌邊個別指導。為了改進此狀況，

教師在短講的內容，加入如何將同類名詞或現象歸納、並以概念化的名詞來整理。這個訓練過程先

以學生日常生活經驗來引導，如學校處室、掃區等作為舉例，再延伸為教學內容所引進的情境內容。 

4. 教師與小組討論模式調整：原本教學設計的鷹架較為不足，加上學生生活經驗的限制，常使得小組

討論抓不到方向，教師往往需耗費大量時間，在小組裡面針對個別盲點解惑與引導。經過短講的改

進，學生順利被引導至討論的主題，此時教師與小組的討論更可加深或加廣。 

（三） 正式教學成果發現 

據觀課紀錄與教師授課日誌，可明顯發現因實驗組設計的學習活動必須持續分組討論，所以在老

師引導之下總是可以維持較好的學習氣氛。而對照組相對而言對於課程投入的動機較弱。課堂觀察的

分析如下： 

1. 實驗組上課學習氣氛明顯較佳 

B 校實驗組班級 B1 在此校三個研究班級之中，原本並非學業成績表現與學習態度最佳的班級，

原本教師們預設較為嚴肅抽象的問題發現課程，課堂氣氛不會太熱絡。但實際上課發現，觀課教師們

皆觀察到學生不論在聆聽教師短講課程、還是分組進行討論，都有不錯的學習氣氛。 

B1 班課堂是在具備討論桌的地理專科教室，並採取兩節連堂的時段操作，搭配需觀看影片或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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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後，進行小組討論的流程，時間上較為充裕。但連兩節課程對學生的體力負荷較大。觀課教師甲

發現，在三週的課程中，學生在前 1.5 小時都可以維持極為專注的學習氣氛，不論是教師在臺上短講、

觀看影片、討論文本，學習都很投入，即便是「同學的『閒聊』還是都有扣緊到影片內容」，甚至「對

於影片的重點沒有看到，會反映可不可以倒帶」。而每一個小活動或討論大多為時 15 分鐘左右，因此

看完影片、閱讀文本後，再接著討論，可以避免同學長時間只做一個任務而感到乏味、出神。這部分

經由先期研究的回饋所做的調整，對學習的流暢度有所助益。如觀課教師丁的發現：「部分學生的專注

力大約在 20~30 鐘左右時，有些許下滑，但臺上老師有成功讓學生再次振作！」，B1 的授課教師提及

「發現討論到最後的 10 分鐘，學生基本上已經腦力耗盡，此時邊巡各組的討論成果，並適時給予鼓勵

的話語和增強物，能讓學生再重拾討論的信心。」 

而位於 A 校的實驗組 A1，囿於學校設備，僅能在一般普通教室進行，且課表並無法安排連堂，

一次僅有一節課。但是討論氣氛一樣熱絡，觀課教師丁發現「雖然教室課桌椅並非方便討論的環境，

但學生主動聚集討論，不拘站坐。」，且「學生注意力集中，教師給予引導說明時，相當專注。」這種

專注投入的差不多維持到下課前 5 到 10 分鐘，會有部分組別因為任務完成，或任務卡關需要教師引導，

才會開始放空、發呆或做其他的事情。 

至於對照組的 A2 與 B2、B3 三個班級，因為上課過程中缺乏分組討論，以聆聽教師講解整理過

的知識為主，授課教師丁感受是專注度都不佳，以平時上課表現本來就比較好的 B3 來說，「有撐完 45

分鐘沒睡覺，但看起來眼神空洞無學習動力」，而 B2 狀況就更糟糕「專注度極差，15 分鐘就開始趴睡」、

「學習氣氛在討論的部分，對照組明顯比實驗組差很多，不太熱烈，且明顯沒有太大的興趣，而且討

論零零落落，不太主動」。而 B2 的上課狀況也是差不多，學生缺乏動力。 

這最直接的反映便是學習方式的差異，講述法學生僅需要聆聽，當學生認為這些主題沒興趣，便

會選擇性開始發呆或放空，逐漸從學習的狀態抽離。再者，發現問題這個單元所講授的認知知識，從

高一到高三其實都有相關單元，如地理概說、地理實察、鄉土地理專題研究與地理議題探索等，對學

生而言感受上是已經上過的知識，投入學習的誘因十分有限。而實驗組班級並不只是單純吸收知識，

而是一連串閱讀理解、分組討論，B1 的授課老師觀察到「雖然對於 B 校的學生來說，虱目魚的主題

並非生活中會主動感興趣的主題，但是 B1 透過課堂的思考活動引導，會能夠從納悶到開始對虱目魚

產生好奇與發問」、「他們會開始在腦袋裡提取過去所學的地理知識，來解析要探討的主題」，他們從開

始的納悶、經歷小組討論的「卡關」，無法全然理解教師講解的任務，但完成任務的態度卻很明確。換

個角度來說，分組合作學習讓小組同學「很忙」，一直都有明確任務要閱讀理解、討論、書寫等，因此

只要在體力與腦力負荷得了的狀況下，明顯維持較佳的學習氣氛。 

2. 實驗組學習歷程的進步： 

無論是在 A1 或 B1，皆可觀察到小組討論的速度、流暢度與概念化的程度都有逐週進步。教師們

在這兩班第一週的觀察，已經可以感受到學生學習氣氛是好的；但是同學比較不熟悉分組討論上課的

模式，剛開始難免生疏。如觀課教師甲在 B1 的第二週「可以感受到，學生這節課比較習慣動腦了，

所以操作的速度也都有比較快。」觀課教師乙也認為：「可能因為之前較少使用類似學習方法，因此在

流程上相對陌生，但經過時間練習，狀況應會大幅改善」，以 B1 為例，逐漸可以看到小組是分工合作

將討論的結論書寫下來，而部分小組也學會透過分工合作，來拆解、閱讀理解文本，以增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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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明顯感受到討論速度、流暢度以及擷取訊息的進步，B1 的授課教師在第二週的課程注意到「這

週使用的文本有三頁 A4 的文字、地圖與圖表，但學生卻比上週能更快速完成擷取訊息，且把歸納的

想法寫下的精緻度變高，例如『虱目魚 1920 年前有錢人才吃得起』。」因為課堂進行到第二、三週可

以發現有討論完畢的組別終於有時間可以放空休息聊天，在第一週是看不到的。 

至於現象概念化的能力，其進步並不容易觀察得到，且此能力對於學生而言是需要長時間內化成

長，並非如擷取訊息能力般，可以透過訓練明顯感受到。 

3. 分組討論需考量教師負擔 

經由課堂觀察，實驗組的學習方法有效提升學生的分組討論能力與擷取訊息能力，對將現象轉化

為問題以及概念化能力也有所進步，最後都能將探究與實作的核心問題從直白缺乏概念的描述性或記

憶性問題，慢慢轉化為需要分析、推論或評價的核心問題，教師們對於學習法的操作皆為肯定。如觀

課教師丁：「這次觀課讓自己收穫許多，雖然課程內容在大學時期就曾經被訓練過，但在教學現場並沒

有使用過類似的課程。看了課堂老師的訓練、引導過程後，大概能理解操作流程、方法、注意事項，

以及不同年級狀況下，可能會出現的困難與問題。」而不論授課教師或觀課教師，都認為要進行探究

與實作問題引導課程只靠單一教師非常辛苦且效率較差，因為小組討論過程中常常需要教師到桌邊引

導討論，因此教師整節課都是馬不停蹄地運作，像是 B1 授課教師在課後反思提及「我真的沒有一秒

可以停下來，上到快斷氣了」、「我從前面的組別開始個別指導，基本上後面的四組我沒辦法真的好好

地帶他們討論，每組我大概都只有一分鐘可以幫他們導正思考脈絡，很考驗我的表達能力和學生的理

解能力」，而需要引導的組別較多時，教師分身乏術，無法立即與老師討論的組別難免顯得空轉，降低

了課堂效率。因此丁師認為「這類課程似乎需要兩位以上的教師，再指導各小組會比較緊湊一些」甲

師也覺得「問題引導在整個探究與實作課程中，是很花時間的部分，如果分太多組，同學又很需要老

師逐桌引導，將會很花時間。若可以協同教學，可以減輕很多負擔。」 

（四） 評量表現差異 

本研究採用之素養導向評量為混合題題組，子題題型包含觀察、蒐集資料、整理分析資料、自省

以及提出解決問題策略等能力，有選擇題、非選擇題等題型。選擇題、非選擇題分別以答對率與得分

作為比較依據。A、B 兩校共五個班的作答情形如表 4。 

表 4 兩校各班答題結果（選擇題以答對率呈現，非選擇題以平均得分呈現） 

依測驗目標分組 觀察能力 蒐集資料能力 

班級 第 1 題 10 分 第 5 題 5 分 第 2 題 5 分 第 3 題 5 分 第 6 題 15 分 

A1 7.26 88.10% 59.52% 30.95% 13.48 

A2 7.42 89.74% 64.10% 30.77% 13.32 

B1 6.79 90.91% 42.42% 30.30% 13.09 

B2 6.30 81.48% 51.85% 48.15% 5.70 

B3 7.25 87.50% 50.00% 28.13% 9.53 

標準差 0.42 3.31% 9.90% 7.32%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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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測驗目標分組 整理分析資料能力 自省能力 提出解決問題策略能力 

班級 第 7 題 15 分 第 9 題 15 分 第 8 題 10 分 第 4 題 5 分 第 10 題 15 分 

A1 4.50 9.14 7.86 77.50% 8.45 

A2 2.16 8.16 7.50 82.05% 4.74 

B1 2.97 7.58 7.88 75.76% 10.73 

B2 3.11 8.59 4.81 81.48% 4.07 

B3 2.41 5.72 7.34 56.25% 4.84 

標準差 1.01 1.19 1.39 9.49% 2.59 

整體而言，實驗組同學並非在每一題表現都比較好，但是在部分題目卻呈現明顯的優勢，如第 6

題（蒐集資料能力）、第 10 題（提出解決問題策略能力），至少有一校呈現明顯的領先；有些題目實驗

組可呈現相對優勢，但不明顯，如第 5 題（觀察能力）、第 7、9 題（整理分析資料能力）。但有若干題

目是實驗組無法顯示優勢，甚至對照組表現明顯較佳，例如第 2 題（蒐集資料的能力）在兩校都是對

照組表現較佳。  

就評量結果進一步分析如下： 

1. 實驗組較能掌握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發問模式。 

若以表現較明顯的題目來看，第 6 題測驗指標為蒐集資料的能力，問題是請學生選擇一項蒐集第

一手資料的方法，並說明要以此方法蒐集何種探究問題所需的資料。B1 的學生普遍比較能掌握調查方

法的內涵，因此可以清楚寫出使用這個調查法的原因。回顧上課過程中，對照組同學僅聽教師講述介

紹各種研究法的特點與使用時機，但並未去實際應用思考與內化。而實驗組問題發現的第三週課程即

是要將各組草擬的問題與子問題，寫出對應的方法來解答或回應問題，因此學生是在真實情境中找出

自己的問題、並認真思考其解答方式，因此能夠表現出對調查方法較高的掌握程度，如圖 3。 

 

圖 3 實驗組第 6 題回答可較深入具體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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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 10 題是經過觀察後，選擇一個主題並擬定探究的問題。實驗組同學經過較長時間的觀察、發

散、收斂等問題發想與提問工具的操練，在 B1 有 15 位、44%比例的同學可以全對，相對於 B2 的 1

位、B3 的 5 位同學，優勢十分明顯；而 A 校該題得分實驗組 A1 平均也遠高於 A2。該題兩校實驗組

中位數落在 10 分，對照組都落在 5 分，呈現明顯差距。在正式教學期間，A1 與 B1 同學在初期都會

呈現針對探討主題的問題「不試著提問、而是直接把自以為的答案」寫出來的慣性，反映了學生在平

時的評量訓練習慣於「肯定的」答案，對於要寫出「問句」是不熟悉且陌生的；但是經過問題發現的

學習方法洗禮，實驗組同學相對其他學生更能針對議題或主題，運用自己的先備知識來提出可探究的

問題，如圖 4 所示。 

而對照組的同學的表現類似實驗組在正式教學之初、不會發問、急於寫出答案的現象，許多寫出

來的都不是問句，而是一個同學自我詮釋的解答，如圖 5。教師們共同討論分析後認為，這是教育現

場慣常的機械式考題練習，造就的慣性，因為同學長期的考試經驗「答案」都是一個肯定句，對於非

選擇題也習慣性要試著分析，尚未習慣將「問句」作為答案。 

 

圖 4 B1 同學普遍可以針對主題，提出一個好奇與問題，作為後續探究的問題 

 

圖 5 B3 的同學為例，並非「提出問題」，而是試著用先備知識來試著「講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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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察能力的差異 

第 1 題（生活情境，非選擇）與第 5 題（學術情境，選擇）所檢視的為觀察能力，結果兩校的作

答情形不論實驗組、對照組結果差異都不大，第 1 題在非選擇題中各校各班平均得分標準差、或第 5

題在選擇題各校各班答對率的標準差，均為最低，顯示這 5 個班呈現的觀察能力相當。甚至第 1 題在

這五個班內部的得分標準差也是最低，顯見各班同學對此題都有相當的掌握度；該題測驗同學是否能

從情境中擷取訊息，並比較飲食特色的區域差異後，並書寫之，難度不高，兩個實驗組答題狀況眾數

皆為滿分 10 分。但若進一步比較如表 5 所示，會發現實驗組得分會更往高分群靠，甚至 B2 在此題僅

呈現類似常態分布的情形。 

表 5 各班第 1 題得分人數統計 

第 1 題得分 A1 A2 B1 B2 B3 

0 4 3 2 1 1 

3 1 0 5 4 6 

5 0 0 5 0 2 

6 11 14 3 13 4 

8 12 6 7 5 5 

10 14 15 11 4 14 

關於此現象，可呼應先期研究教師的發現，學生的觀察能力與生活經驗息息相關，生活經驗與學

習經驗影響了觀察能力的發展，缺乏相關經驗或知識，學生觀察的敏感度也就有限。兩校皆為高三學

生，起點行為類似，在此題呈現的程度差異不大；但實驗組較能達到精熟。 

3. 評量的檢討 

本研究設計的問題發想評量中，搭配情境在第 7 題設計了繪製風花圖的作圖題，但是全體答對率

都很低，眾數都是 0 分，絕大部分同學甚至直接放棄交白卷。風花圖雖在高一就已學習過，但以往的

評量模式大多為選擇題的判釋與閱讀理解，要能夠真正畫出來必須要對此圖表工具有充分的理解。而

同學平時並無大量、經常性操作地理技能的機會，因此直接在考題要求畫出，即便已經是利用半成品

引導，對同學仍然是很困難，因此該題在這次評量中屬於挑戰過大、不佳的題目。 

（五） 綜合分析比較 

實驗組規劃了循序漸進的引導學生發現問題的學習方法，可以明顯發現課堂中學生專注力、討論

能力皆有顯著提升，而且回饋在評量的部分題目，觀察力略微領先，且更能夠解釋自己所選擇的研究

方法、也能針對選擇的主題提出較為概念化的探究問題。因此師生投注了比別人多的上課時間，確實

對「問問題」養成較佳的行為模式。但對於是否真正能達到問題意識的培養，由於整體評量並未呈現

一面倒的顯著，甚至在多數同學較為熟悉的選擇題題型，其題目結構與過往課綱的地理方法、地理實

察等屬性的評量題目相近，實驗組並未呈現較大優勢。 

但就質性的觀察分析來看，問題引導課程的課堂風景確實有效且強力訓練學生在情境中觀察、紀

錄、嘗試提問，讓心智處於高強度的運作。這回應素養導向課程設計中，「遇到問題，要先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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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去比較差異、分析，最後歸納出來，再來決定策略」（藍偉瑩，2019）的心智歷程是一致的。只是

素養的培養並非只有本研究實驗教學的短短課時，是一個長期累積轉化的過程，本研究僅能看出課堂

風景的變化，是否能深植問題意識，尚未能提供肯定的答案。再者，在授課教師的回饋中，進行這樣

的高強度討論，對教師而言是極大的負擔，參與教師們一致認為，若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能採協

同教學，教師們才能更有效率深入引導學生的探究過程，否則對教師的耗損是太大的。 

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 研究發現：培養問題意識學習方法在教學現場的實踐 

本學年是大多數高中實施社會科探究與實作課程的第一年，在既有的「教」與「學」的慣性之下，

對師生都造成了衝擊。教師長期以來不習慣問題引導的課程設計，首先會焦慮「學生怎麼會問問題？」

因此有不少學校試行探究實作課程一個學期之後，調整為「幫學生想好問題罐頭」，學生依照興趣選一

個題目來探究並實作。而學生長期以來習於學習「標準答案」，要他「問問題」反而是一個不自然、不

習慣的狀態，僅極少數能動性較強的學生不需要教師引導，其平時就已經有想探究的問題。 

但以上現象，正是新課綱的理念所要改變的，期望學生除了知識的學習，也能在適當的時機運用

技能、並且具備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終身學習態度；而探究與實作正是實踐深化素養學習的課程。 

本研究藉由教師利用 O.R.I.D.技巧，在生活、學術情境進行引導思考，並循序漸進讓同學操作各

種問題發想的工具，不論是發散問題的九宮格法、解析問題的 5W1H，或是按部就班的 KWLQ 策略，

都提供學生在課堂上更多的動腦機會；雖然這些學習需要花費比講述法還要多的時間，但是從課堂觀

察與評量結果顯示，學生在試著提出問題、為了解答問題而思考方法的面向等，相關能力都有一定程

度的深化。 

本研究發現可歸納如下： 

1. 觀察與提問能力的培養： 

透過質性的課室觀察，以及評量結果，實驗組班級的觀察能力與提問能力有隨著課程演進與推展

更加順暢與進步，而這也的確反應在評量上，在觀察力、提問能力有較佳的表現。對照組接受講述法，

學習內容雖然經過教師有系統地整理，理應可以有效率地學習，但成果卻非如此。 

2. 教師負擔過重： 

本研究的教學設計雖然實驗組課堂風景可以看到學生投入於各種問題的研討，相較於對照組的沉

悶，確實保持極高的學習狀態。但是每一節課對教師的腦力與體力都是極大的負荷，學生在課堂進行

中需要大量的協助與引導，若只是單一教師進行，並非永續之道。本課程設計為 6 節，授課教師已大

喊吃不消，而後續探究與實作課程仍有大量需要教師引導的部分，如何分配課程強度是課程規劃過程

中需仔細思量的。若能更細緻規劃，探究與實作課程對學生問題意識培養、解決問題能力的養成是可

以抱以正面的期待。 

整體而言，花時間引導學生針對現象觀察、思考並發問，對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思考深化的培養是

值得的，但教師需先學習適當的引導與問題發想工具，並能熟練地運用，才能增進引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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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侷限與建議： 

本研究僅針對探究與實作課程問題發現的單元設計，但問題意識的培養是長時間且持續性的。社

會領綱地理科部定必修的學習內容，從地理技能的研究觀點與研究方法開始，搭配各項目的問題探究，

一直到加深加廣選修的探究與實作，有其循序漸進培養發現問題、蒐集資料、整理資料乃至於提出解

決問題策略的能力，培養問題意識自然無法在短短幾節課就達成。因此反應在選擇題的評量結果，並

無顯著的能力提升。但是本研究所設計之提問思考工具，確實可以培養學生面對不同情境的閱讀理解，

對觀察力、提出解決問題策略有較明顯差異。 

探究與實作課程的評量並非只有在前期的問題意識引導，一套完整的探究與實作課程必須包含問

題發現、資料蒐集與分析、實作與表現任務等面向，學生的問題意識在整個過程中都會不斷被微調、

優化、聚焦，最後完成表現任務。因此一個完整的問題意識行動研究，其實可以擴大為一整個學期的

課程，並透過若干屆課程的調整，最後形成一套可順利引導學生探究與實作的課程，這也是本文後續

研究可以以整學期課程進行行動研究並改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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