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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lement the goal of nourishing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in 12-Year Basic Education, 

geography teachers need to figure out how to apply an appropriate learning method to students so that 

students can develop the core competencies when learning geography.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d a learning method of the “Planning, Execution, Innovation, and 

Adaptation” competency. A quasi-experimental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to examine senior high 

school sophomor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The research tools such as learning attitude scales, 

competency-driven test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ere applied during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eriod 

for data collecting and analysis.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problem-based learning with the chapter “Global Social-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geography as the problem contexts could be an example of learning the “Planning, Execution, Innovation, 

and Adaptation” competency. Besides, applying this learning method can help increas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but it only has a modest effect on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the “Planning, Execution, Innovation, 

and Adaptation” competency. The study argued that the reason for the limited effect is related to the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learning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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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應 12 年國教以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為目標，地理教師如何透過適當的學習方法，讓學生得以從地

理學科的學習歷程中，達到核心素養的培養，是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學習重要的一環。因此本研究旨於

提出有助於「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素養學習的學習方法，本研究為檢證學習方法的學習成效，採用

準實驗研究法，以高中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在教學過程中使用學習態度量表、素養導向試題評量、

實作評量等工具來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以地理科社會環境議題的單元作為問題情境，運用問題導向學習法做為學習策略，

可作為「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素養導向教學方法的參考範例。其次運用此學習方法有助於提升學習

內容的學習成效，在「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核心素養的培養上則具有部分成效，本研究認為此部分

的原因可能是受到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與學習態度的差異影響。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法、素養導向教學 

緒 論 

因應 12 年國教以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為目標的主軸，高中地理教育先依據總綱核心素養、領域核心

素養與地理學科本質，轉化出兼具核心素養與學科本質的學習表現。其次將地理學科的知識內容架構，

從過去的通論地理、區域地理、應用地理，調整為與學生生活情境更能結合的地理系統、地理技能、

地理視野、空間資訊科技、人文與社會探究實作、社會環境議題等學習內容架構。因此地理教師如何

透過適當的學習方法，讓學生得以從地理學科的學習內容學習中，學習並展現出應有的地理科學習表

現，進而達到核心素養的學習，是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學習重要的一環，也是目前教學現場最迫切要面

對的問題。 

在高中地理學科課程中的加深加廣課程，規劃有「社會環境議題」課程，其學習內容是以環境變

遷、資源與能源、人口與糧食等各項重大議題為主，藉由議題的學習歷程引導學生思考如何維持生態、

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與調適方式，適合作為學生在學習核心素養三面九項中「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素養的問題情境。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地理加深加廣－社會環境議題中的能源議題為學習內容，以適當

的學習方法進行教學設計，並且進行教學實踐。綜上所述，本研究具體目的如下： 

（一） 設計有助於培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素養的學習方法 

（二） 實踐培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素養的學習方法 

（三） 檢討培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素養的學習方法的學習成效 

文獻回顧 

（一）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素養的內涵 

依據總綱中的核心素養的分類，「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屬於自主行動面向的項目之一，其項目說

明及轉化後之各學習階段社會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如表 1。考量不同學習階段學生的學習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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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以及學科知識與領域的不同，社會領域在呼應「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素養項目的內涵目標上也

有所不同，其中在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課程中要達到素養項目的具體目標，是要培養學生對人類生

活相關議題，具備反省、規劃與實踐，並能與時俱進、創新應變的素養。 

表 1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素養內涵對照表 

總綱核心素

養面向 

總綱核心素

養項目 

總綱核心素養項目

說明 

社會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教

育 

自主行動 規劃執行與

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行計

畫的能力，並試探與

發 展 多 元 專 業 知

能、充實生活經驗、

發揮創新精神，以因

應社會變遷、增進個

人的彈性適應力 

探究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規劃學習

計畫，並在執行過

程中，因應情境變

化，持續調整與創

新 

主動學習與探究

人類生活相關議

題，善用資源並規

劃相對應的行動

方案，及創新突破

的可能性 

對人類生活相關

議題，具備反省、

規劃與實踐的素

養，並能與時俱

進、創新應變 

資料來源：整理自社會領域課程綱要（教育部，2018）。 

社會領域中的各學科，再依據社會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訂定出社會領域共同的學習表現架構，

如表 2。在此架構之下，各學科依據科目特性，設計呼應學科本質的學習表現條目，如表 3。以本研究

要達成的「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素養項目為例，在社會領域的學習表現中，可以透過理解思辨構面

下的判斷創新，以及實作及參與構面中的規畫執行來達成。 

在判斷創新的學習表現條目中，社會領域三科均重視學生要能運用學科知識，對議題與事件進行

反思與評價；在規劃執行的學習表現條目部分，歷史科重視歷史類作品的創作、展演，以及公共議題

的歷史性分析；公民科則是關注公共性與利他性的行動方案的規劃與行動反思；地理科強調以小組合

作的方式，針對社會及環境問題，規劃解決問題的策略，並在執行策略後，能提出改善的方案。 

表 2 社會領域學習表現的構面及項目共同架構 

構面 1. 理解與思辯 2. 態度及價值 3. 實作及參與 

項目 a. 覺察說明 

b. 分析詮釋 

c. 判斷創新 

a. 敏覺關懷 

b. 同理尊重 

c. 自省珍視 

a. 問題發現 

b. 資料蒐整與應用 

c. 溝通合作 

d. 規劃執行 

資料來源：整理自社會領域課程綱要（教育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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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會領域學習表現的構面、項目及條目 

構面 項目 條目 

理解與思辯 判斷創新 

歷 1c-V-1 檢視特定歷史解釋所反映的觀點。 
歷 1c-V-2 綜合歷史知識與史料證據，提出個人的分析與詮釋。 
歷 1c-V-3 反思並評價重要歷史事件的影響 

地 1c-V-1 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地 1c-V-2 思辯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價 
地 1c-V-3 跨領域/科目整合相關知能，反思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提出看法

或解決策略 

公 1c-V-1 反思並評論相關公民知識 
公 1c-V-2 整合公民知識，論述自己的主張，並能提出合理的論據 

實作及參與 規劃執行 

歷 3d-V-1 規劃、執行歷史類作品的創作與展演 
歷 3d-V-2 對於具有價值立場的公共議題，進行歷史性的分析與討論，並付諸

行動 

地 3d-V-1 透過小組合作，發掘各種社會或環境問題，規劃解決問題的執行策

略 
地 3d-V-2 小組合作共同執行解決問題的策略，並發表執行成果 
地 3d-V-3 檢討執行策略的成效，並提出改善的方案 

公 3d-V-1 規劃具有公共性或利他性的行動方案並評估其影響 
公 3d-V-2 落實具有公共性或利他性的行動並反思與修正 

資料來源：整理自社會領域課程綱要（教育部，2018）。 

由前述對於社會領域學習表現的討論中，地理科在判斷創新、規劃執行等學習表現項目中的條目，

能相當程度的回應社會領域素養中規劃執行與判斷創新的具體內涵，可做為教學設計的學習目標依

據。然而學生在課程學習後，是否有達到核心素養的學習，仍需透過有效的學習評量加以檢視。 

蔡清田、陳延興（2013）提出核心素養的評量，應重視學生在真實情境下的核心素養表現，著重

於評量學生在多樣複雜的情境中把所學的知識、能力、態度展現出來，以評估學生核心素養的學習成

效。而核心素養導向的評量，必須關注學生的學習表現，宜彈性運用各種測驗、觀察、檔案、面談等

方法，探求學生在歷經專題、體驗、探究、實作等做中學活動的學習狀況（潘慧玲，2016）。在 12 年

國教社會領域課程綱要中對於學習評量內容的說明中，亦指出評量的內容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個別

差異及文化差異，配合核心素養及學習表現的內涵，勿留於零碎的知識記憶，而應兼重高層次的認知、

情意、技能表現，及其在實際生活中的運用，訂定評量標準（教育部，2018）。 

綜合前述的討論，社會領域地理學科在判斷創新、規劃執行等學習表現項目中的條目，能相當程

度的回應社會領域素養中規劃執行與判斷創新的具體內涵，因此本研究以地理科學習表現中的判斷創

新、規劃執行條目作為學習目標擬定的依據，以及作為學習成效評量之標準，並考量學生身心發展、

個別差異及文化差異，採用紙筆測驗、課堂觀察與實作評量等方式，檢證學生在學習表現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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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心素養與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素養是綜合多個概念的專有名詞，其主要內涵是由知識與技能，再加上態度組合而成，是一個成

熟個體在面對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 12 年國民教育綱要總綱中，將基本且個體應共

同具備之素養稱之為核心素養，其涵義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需具備的知識、

能力與態度，而核心素養的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

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教育部，2014）。 

由於核心素養的學習是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不斷積累的歷程，故核心素養的學習有賴於素養導向

的教學設計與實施。依據國教院的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指引中，提出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實施應掌握

四項基本原則：（洪詠善、范信賢，2015） 

1. 關照知識、能力與態度的整合 

教師應調整偏重學科知識的灌輸式教學型態，可透過提問、討論、欣賞、展演、操作、情境體驗

等學習策略與方法，引導學生創造與省思，提供學生更多參與互動及力行實踐的機會。 

2. 情境、脈絡化的學習 

教材與教學設計，無論提問或布置任務，能夠重視情境與脈絡化的學習，引導學生能主動地與週

遭人、事、物及環境的互動中觀察現象，尋求關係，解決問題，並關注在如何將所學內容轉化為實踐

性的知識，並落實於生活中。 

3. 強調學習歷程、學習方法及策略（學會學習） 

教材與教學設計，除了知識內容的學習之外，更應強調學習歷程及學習方法的重要，以使學生喜

歡學習及學會如何學習。 

4. 在生活及情境中整合活用、實踐力行。 

教學設計要能提供學習者活用與實踐所學的機會，並關注學習者的內化以及學習遷移與長效影響。 

為達到上述的的四項原則，蔡清田（2020）進一步提出核心素養的教學設計，其步驟說明如下： 

(1) 核心素養的教學目標宜包含知識、技能、態度等面向的統整，需再具體轉化成學生的學習目標，

並呼應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的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 

(2) 透過學習情境分析設計，導向學習目標的學習情境，引發學習動機並選擇組織學習經驗。 

(3) 核心素養教學設計的發展活動，可透過組織學習重點的學習內容，以發展學習方法與及活動策略

引導學習表現。 

(4) 透過統整活動，活用實踐評量學習重點的學習表現，進行學習表現的學習評量。 

綜合上述的討論，本研究在進行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時，在學習目標的訂定上，需緊密扣合領域核

心素養的具體內涵、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三者，並依據學習目標設計學習情境引發學習動機，設計發

展活動達到學習方法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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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環境議題課程與問題導向學習法 

由於地理教育長年以來，除了地理學科知識內容、實作技能與情意態度的教授外，均具有達成當

代所肯定的目標的功能（施添福，1985），因此在地理教育中落實當代重要目標的實踐，向來就是地理

教育課程規畫的主軸與核心。在社會領綱地理學科學習內容的訂定時，就有下列四大研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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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冶系統思維和豐富生活智能的功能； 

(4) 重視學生自主探究與小組合作學習。 

前述的研定方向原則，在社會領域地理學科社會環境議題課程規劃的具體實踐，就是在學習內容

中以環境變遷、資源與能源、人口與糧食等重大社會環境議題為主軸，兼顧學生日常生活情境與學科

應用；在學習內容條目的設計上皆採取問句形式，以問題引導教與學的思辨，藉此引導學生了解環境

和人類之間的動態關係，並深入思考如何維持生態、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與調適方式，落實深化探

究能力，陶冶系統思維和豐富生活智能等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的功能，並預留學生自主探究和小組合作

學習的機會。 

就目前地理教育教學現場所使用的學習策略，要符合以問題引導學生學習、自主探究與合作學習

等內涵的學習法，本研究認為值得嘗試用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來達成，該

學習法之內涵如下： 

1. 問題導向學習法的內涵 

問題導向學習法是由 Barrow 於 1960 年代時所提出，最早應用於醫學院的課程培養。由於問題導

向學習在國外各大學的醫學教育有不錯的成效，國內許多大學醫學院也引入 PBL 的學習歷程，亦有相

當不錯的成效，PBL 也被許多專業教育及中小學教學採用（張民杰，2003），其最主要的一種以學生

為中心的學習方式，學生經由一個結構不完整的真實問題的探究，應用知識與技能以發展可行的解題

方案的歷程，培養學習者主動學習、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的能力（周天賜譯，2003；楊坤原等，2011）。 

2. 問題導向學習法的學習歷程 

問題導向學習法重視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並重視問題情境的鋪陳、問題探究的歷程，與小組合作

學習的策略，PBL 教學歷程，可以分為下列步驟 

(1) 教師確認或設計一個結構不完整的問題 

教師依據學習目標、學習內容與學生的程度，設計一個與學生生活中必須真實面對的問題，

做為課程學習的起點，並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 

(2) 呈現問題給學生 

教師將學生分成數個合作學習小組、師生彼此自我介紹、說明課程目標與內容、分配小組成

員任務。教師將一個定義模糊、能引起動機的問題，呈現給各小組。教師透過發問，請各小組提

出看法、澄清和界定題目訊息，幫助學生確認已知和待答訊息，以發展各小組的學習目標和探究

的學習議題，並排出優先順序。 

(3) 學生進行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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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確定負責的學習議題後，開始從網路、圖書館、書籍等蒐集資料，以進行自我導向研

究。學生需將資料內容加以整理、分析與批判，以便與小組成員分享。 

(4) 教師觀察學生討論活動 

以自我導向研究所獲得的新訊息為基礎，學生可修正原先的學習議題或探究策略，將新訊息

應用到原問題上。學生可學習分析、辨別資料內容、進而修正先前表述，有助其發展後設認知能

力。 

(5) 小組提出建議解決方案 

學生整合並總結至今所獲得的知識訊息，決定一個最合適的解答。各小組透過口頭或書面報

告、視聽媒體呈現等方式，將成果或解答呈現給全體師生。在發表過程中，各組須清楚地說明內

容、方法及結論等，透過其他小組和教師的提問或回饋，促使學生反思或擴展其想法。（吳清山、

林天祐，2005） 

3. 問題導向學習法與地理學習 

本研究在臺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中，查詢 2011 年至 2021 年間以問題導向學習進行研究之論文，

共有 110 筆資料。若以學習階段區分，大學有 30 筆資料、高中（職）階段有 23 筆資料、國中階段有

30 筆資料、小學階段有 27 筆資料。若進一步由高中（職）、國中階段的研究中，以學習領域進行區分，

多數的研究均以數理、資訊領域的學習為主軸，以社會領域為主題的研究有 4 篇，其中公民與社會科

1 篇（高中），歷史科 2 篇（國中），地理科 1 篇（國中）。其餘尚有以學生自主學習、批判思考、問題

解決、防減災教育、園藝等主題數篇。由上述的整理分析中，可以發現問題導向學習法應用在社會領

域的課程學習上的相關研究較少，但問題導向學習法並非是數理相關領域之專屬教學法，在新課綱重

視素養學習的目標下，地理課程相當重視學生的探究歷程與議題討論，因此問題導向學習法能否有助

於地理課程學習的成效，相當值得探究，也可以填補前人研究不足之處。 

綜合上述文獻回顧，本研究將以社會領域地理學科在判斷創新、規劃執行項目下的學習表現條目，

並結合社會環境議題課程的學習內容為學習情境，作為素養導向教學的學習目標設計的依據。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高中社會領域地理科－社會環境議題能源議題為學習情境，採取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策

略，引導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統整知識、技能、態度，並在生活及情境中整合活用、實踐力行，達到

核心素養中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的學習。故先進行素養導向教學結合 PBL 的教學設計；其次為探討此

教學設計的可行性與成效，在研究設計中將研究方法與評量方式明列。 

（一） 素養導向（單元）結合 PBL 教學設計 

本研究於教學設計時，在學習目標的訂定上，扣合領域核心素養的具體內涵、學習內容與學習表

現三者，其次再依據學習目標設計學習情境引發學習動機，設計發展活動達到學習方法的學習，並藉

由統整活動評量學生學習表現是否達到學習目標。以下針對課程學習目標、發展活動、統整活動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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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設計進行說明 

1. 課程學習目標與結構不完整問題的設計 

課程學習目標是課程發展的核心，是統整核心素養、領域核心素養及地理學科學習重點的具體展

現，並做為課程學習情境與學習活動設計的指引。在課程學習目標的擬定上，本研究統整領域核心素

養的具體內涵、學習表現與社會環境議題能源議題學習內容，提出四項學習目標（如表 4），並依據學

習目標訂定出結構不完整問題：「在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過程中，能源使用方式該如何抉擇？」。 

表 4 本研究教學設計之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地 1c-v-1 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地 1c-v-2 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價。 
地 3b-V-3 從各類資料辨識現象的型態、關聯與趨勢，解讀資料蘊含的意義。 
地 3d-V-1 透過小組合作，發掘各種社會或環境問題，規劃解決問題的執行策

略 

學習內容 

地 Jb-V-1 化石能源的開發利用和人類活動有何關係？ 
地 Jb-V-4 除了核能外，化石能源還有哪些替代能源？ 
地 Jb-V-5 替代能源是否可以取代化石能源的主要地位？ 

學習目標 

1. 透過分析世界能源統計資料，思辨化石能源開發利用與人類活動的關係，並能進行整合評

價 

2. 分析臺灣能源統計資料，解讀臺灣在能源發展上的趨勢 

3. 透過小組合作分析化石能源、核能、再生能源在臺灣使用時的的優點與限制 

4. 透過小組合作，蒐集並分析相關環境、能源統計資料，提出能源發展的可能作法 

2. 學習情境與結構不完整問題呈現的設計 

本研究以高中社會領域地理科社會環境議題-能源議題的學習內容作為主要素材，因此在學習情境

的設計上，以學生日常生活會接觸到的能源新聞與校園能源問題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再進一步以提

出「在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過程中，能源使用方式該如何抉擇？」此問題做為引導能源議題問

題探究的主軸。 

3. 發展活動與學生分組討論的設計  

課程發展活動的設計，一方便要承接學生達成學習目標的設定，同時也做為核心問題「在兼顧經

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過程中，能源使用方式該如何抉擇？」，學生解決問題歷程的學習鷹架。故本研究

在發展活動部份，依序安排了二個引導式的子問題做為學習鷹架，教學設計內容如下： 

(1) 子問題（一）：現實經濟發展與生活中，能源都用到哪裡去了？ 

能源是維持現代經濟發展與日常生活的重要要素，為了引導學生能建構出對於能源來源，以

及能源與生活、經濟發展的關係，透過此問題的提問先引導學生蒐集生活中能源使用的情形，分

析能源使用與日常生活的關聯；其次由分析世界能源消費的資料的歷程，說明世界能源消費的趨

勢，最後比較世界不同地區在能源消費的差異，歸納世界能源消費的問題。讓同學能藉此確實掌

握能源與生活、經濟發展的密切關係，以及對環境的影響與衝擊，藉此回應本課程「1.透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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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能源統計資料，思辨化石能源開發利用與人類活動的關係，並能進行整合評價」的學習目標。 

(2) 子問題（二）：臺灣在能源消費上要面對那些挑戰？ 

此部分的學習活動設計先引導學生比較臺灣不同時期的能源統計資料，分析臺灣在能源消費

上的趨勢與成因，其次運用能源安全、能源效率與能源環境等指標，讓學生透過分組討論歸納臺

灣在能源消費上的問題。藉此回應本課程「分析臺灣能源統計資料，解讀臺灣在能源發展上的趨

勢」、「透過小組合作分析化石能源、核能、再生能源在臺灣使用時的的優點與限制」的學習目標。 

4. 統整活動與小組提出解決方案的設計 

課程統整活動的設計，是要學生展現其學習表現的學習成效，因此在學習活動的設計上，以「在

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過程中，能源使用方式該如何抉擇？」做為小組討論的議題。然後小組藉

由討論議題後，重新定義問題，搜尋已知與需要知道的知識，提出對解決此問題的可能作法。藉此回

應本課程「透過小組合作，蒐集並分析相關環境、能源統計資料，提出能源發展的可能作法」的學習

目標。 

（二） 研究設計 

1. 研究對象與流程 

本研究為了探討問題導向學習法應用在社會環境議題課程能源單元之教學，對於學生在自主行動

素養學習的學習成效，採用準實驗研究設計，將參與研究的 76 位高中二年級社會組學生，分為實驗組

（32 人）與對照組（44 人），其中實驗組分為 8 組，對照組不實施分組。實驗組學生實施問題導向學

習活動設計，並以小組討論方式完成課程活動的學習；對照組實施傳統講述法學習活動設計，以個人

為單位完成課程活動的學習。兩組使用之教材所包含之概念均相同，進行教學的教師亦相同，主要的

差異在於課程學習活動的學習方式。實驗組與對照組兩個班級雖皆為社會組，但人數上差異的原因，

是編班時在數學此科目上有數 A 與數 B 不同教材的因素所致，但比對高二第一學期三次的地理段考成

績，兩個班級之間並無顯著差異。 

在研究流程方面，本研究進行教學實驗前，先對學生實施學習態度量表前測，瞭解學生之學習起

點行為。然後針對兩組學生分別進行為期 3 週共 6 節課的教學，每堂課程均設計課程學習單，於每堂

課程結束後收回，並進行批閱；課程結束後，再對兩組學生實施學習態度量表後測，以及素養導向試

題評量，以瞭解其學習成效。 

2.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的蒐集，分為質性資料與量化資料。質性資料包括課堂觀察、學習歷程檔案；量化資

料則有核心素養態度量表及素養導向試題成績，資料蒐集方式說明如下： 

(1) 質性資料的蒐集來源 

a. 課堂觀察 

本研設計課堂觀察紀錄表作為參與觀察的工具，研究者每節課程結束後，均紀錄教學前的準備

活動、教學歷程中師生互動情形，並記錄獨特教學事件，分析學生的學習表現。 

b.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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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教學設計之課程單元內容，設計學習活動學習單，學生學習單均於上課時發放，並於

課堂時間內讓學生完成學習單的撰寫。作為紀錄及分析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學習成果及歷程。 

(2) 量化資料的蒐集來源 

a. 學習態度量表 

本量表參考大學生通識核心素養量表（李坤崇，2013），以及遊戲式學習融入高中地理實察課程

培養素養之研究（游佳穎，2020），並依據課程單元預計達到之教學目標、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等進行設計。量表填答方式採用李克特式五分量表，依照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

非常同意等 5 種選項，分別給予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以進行後續分析。  

b. 素養導向評量試題 

本研究設計之素養導向評量試題，是依據本研究教案的教學目標（學習表現）進行設計，用以

檢測學生在學習表現上的學習成效，並於設計完成後，經專家教師進行審查，如下表，並對於

試題內容給予評估、建議與回饋，以建立試題之專家效度。 

表 5 素養導向評量試題審查專家教師名單及經歷 

編號 職稱 現職、背景與經驗 

A 主任 高雄市立高中地理科教師、地理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發教師 

B 主任 國立高中地理科教師、地理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發教師 

C 教師 臺北市立高中地理科教師、地理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發教師 

D 教師 臺北市立高中地理科教師、地理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發教師 

E 教師 新北市立高中地理科教師、地理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發教師 

（三） 資料整理編碼與分析 

在量化資料的處理上，本研究將學習態度量表收回後，將學生勾選結果入電腦，在利用 Excel 將

前後測分數實施 t 檢定，分析同一樣本在前後測的態度差異，用以分析教學前後學生的學習態度是否

有明顯變化。素養導向評量試題部分，由研究者依據評量標準評分後，將分數輸入比對實驗組、對照

組班級的學習成效。 

在質性資料的處理上，本研究的質料包括教學現場的觀察、教師教學省思、學生個人學習單、小

組學習紀錄等。在資料的彙整上，本研究以編號的方式來區分所蒐集到的資料。編碼分為三碼，第一

碼為資料種類，第二碼為資料提供者，編碼方式如下表，第三碼為日期，日期表現方式以西元紀年，「學

SA（2）20210307」代表「西元 2021 年 3 月 7 日在實驗組班級座號 2 號學生的學習單。 

質性資料編碼後，由研究者從中分析問題與現象，探討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學習的歷程是否有所

差異，以及分析不同學習法在學習成效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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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質性資料種類及編碼對照表 

資料種類 代碼 資料種類 代碼 

教師觀察記錄 觀 教師 T 

教師教學省思 省 實驗組班級學生（座號） SA（2） 

學習單 學 對照組班級學生（座號） SB（5） 

  實驗班班級小組（組別） SG（1） 

素養導向結合 PBL 學習活動的實踐 

本研究於以地理科社會環境議題的單元作為問題情境，運用問題導向學習法做為教學策略，安排

於校內高二班級進行授課，每次課程的授課時間均為兩節課連排，以利學習活動的進行，具體實踐過

程說明如下： 

（一） 第一堂課：結構不完整問題的學習情境提出與發展活動（一） 

研究者在第一堂課時，先以近期熱門新聞話題－臺積電耗電量引起學生對於能源議題的注意，並

提出本學習活動的是以「在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過程中，能源使用方式該如何抉擇？」此結構

不完整問題為主軸課程。教師在此階段先簡單透過口頭問答的方式，詢問學生對於能源使用方式的想

法，僅有 1 位同學給予口頭回答： 

觀 SA28： 這個問題太複雜了，怎麼選都有問題 

研究者此時利用同學的回答，引導同學進入學習活動的子問題（一）「現實經濟發展與生活中，我

們用了哪些能源？」的分組討論。在子問題（一）的分組討論分為三個流程，各小組先討論「日常生

活中對於能源的使用」，接著利用課程提供的世界各國能源統計資料分析「世界各區域、國家對於能源

的使用」，並完成學習單的填寫。最後小組根據前述兩項分析的結果，討論「這樣的能源使用趨勢，對

我們有什麼影響」。各小組討論期間，研究者在教室內走動巡視，並觀察記錄各小組討論情形，有下列

兩項觀察記錄 

觀 T01： 各小組的討論速度不一，均能在 20 分鐘內完成，部分組別在討論完成後等待報告的

期間，有同學開始聊天或趴著休息，對於討論內容的完整性與正確性不是很在乎。 

觀 T02： 各小組的互動討論品質有差異。例如第四小組的組員會對於彼此的想法給予回饋，第

七小組的負責報告的同學卻未參與討論，做自己的事情然後等待組員提供報告資料。 

另外研究者從各小組在「這樣的能源使用趨勢，對我們有什麼影響」的口頭暨書面報告部分，各

小組均能掌握到目前世界各國依賴化石燃料的發展趨勢，並能在討論中提及依賴化石性燃料對環境的

衝擊。其次有 4 個小組在報告中有提及能源發展應重視替代能源、再生能源，其中有一小組更進一步

提到發展替代能源時，也應注意到其發展過程中的外在成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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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的觀察與紀錄，研究者認為學生經由討論與分享，有達到「透過分析世界能源統計資料，

思辨化石能源開發利用與人類活動的關係，並能進行整合評價」的學習目標，但在討論的內容品質上，

還可以再提升。 

（二） 第二堂課：發展活動與學生分組討論（二） 

第二堂課的課程主題為子問題（二）「臺灣在能源消費上要面對那些挑戰？」，研究者先以學生日

常生活中的手機充電為例，以問答的方式引導同學進入問題討論的情境，並先用講述法的方式說明臺

灣在能源消費就如同世界各國的情形，都是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研究者接續以學習單為工具，提供

臺灣能源供給的統計資料，請各組進行第一次的分組討論「臺灣在能源發展上要面對那些挑戰？」，並

於討論後將小組討論結果書寫於黑板上。研究者依據各組的討論結果，歸納出各組共同認為臺灣在能

源消費上要面對的挑戰有以下三者：能源消費上高度依賴化石能源、能源供給依賴進口、對於能源的

需求持續增加。 

延續第一次分組討論的結果，研究者繼續利用學習單，請各組討論「除了化石能源外，我們還有

哪些能源選擇呢？」，同時於討論前提醒同學需考慮臺灣自身的環境條件因素，並依據此項討論結果，

發表對於「替代能源在臺灣能否取化石能源的地位？」此問題的小組看法。相關討論結果如表 7、8

所示。 

表 7 各小組對於在替代能源在臺灣發展的發展評估統計表 

 第 1 組 第 2 組 第 3 組 第 4 組 第 5 組 第 6 組 第 7 組 第 8 組 平均 

核能 4 2 5 5 4 4 3 5 4.00 

水力 4 2 5 4 4 4 3 4 3.75 

風力 3 3 2 1 3 3 3 3 2.63 

太陽能 2 3 1 3 3 3 3 4 2.75 

生質能 1 1 3 5 1 1 3 2 2.13 

地熱能 2 3 4 3 4 1 3 1 2.63 

海洋能 2 2 5 4 4 3 3 2 3.13 

（表格中數字代表意義：5-非常適合、4-適合、3-尚可、2-不適合、1-非常不適合） 

表 8 各小組針對替代能源是否能取代化石能源的小組觀點彙整表 

組別 小組判斷 小組觀點 

1 不適合 

目前化石能源占比尚高，短時間內還不可能完全取代。在發展再生能源的進程上，還

有許多困難尚未排除，例如大潭電廠爭議之類似的事件，因此我們認為替代能源要完

全取代化石能源還有一段漫長的路。 

2 不適合 
臺灣土地面積太小、臺灣電力用量大，供不應求、要兼顧生態保護，無法進行太多開

發。 

3 適合 
雖然核能發電發生核災會造成危險的後果，但在國家發展的考慮下，各項產業耗電量

越來越高，想要發展得好就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4 不適合 技術不純熟、地狹人稠，不易生產。部分替代能源不適合臺灣的氣候活動及地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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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小組判斷 小組觀點 

5 不適合 
雖然臺灣已經努力開發替代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不過替代能源發電量在相同成本下明

顯不如化石能源，在開發出更有效率的發電方式前，我們認為近 20 年內應該不太可能。 

6 不適合 

短時間不適合，能源轉換效率低而且要將原先化石能源發電全部換成再生能源，需要

大量經費和大片土地，臺灣地狹人稠較難實現。且發展再生能源對於環保生態方面的

影響仍有疑慮。所以我們認為臺灣目前應該只能慢慢減少化石能源的用量，上述這些

替代能源應一邊發展，一邊觀望。 

7 尚可 
我們覺得這是未來的走勢，而且臺灣有足夠的自然資源，只是技術尚未成熟，所以我

們覺得目前是尚可。 

8 不適合 
雖然可取代部分，但要完全取代，仍有難度。且原本化石能源的工具需要轉換，又需

要額外資源。 

（三） 第三、四堂課：統整活動 

延續前兩堂課程的討論內容，研究者先引導同學檢視前兩堂課程的學習討論成果，作為問題情境

的鋪陳，接著再次提出本學習活動的結構不完整問題「在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過程中，能源使

用方式該如何抉擇？」，請各組進行組內的分工，並進行各組問題的釐清與資料蒐集，以及提出解決問

題的可能作法。研究者在各組討論期間走動巡視小組討論情形，並觀察記錄各小組的討論情形（如表

9）。其中討論互動頻率高的組別有 3 組（第 1、4、6 組），討論互動頻率中等有 3 組（第 2、3、5 組），

討論互動頻率低者有 2 組（第 7、8 組）。而小組在討論過程中多半有請求師長協助引導小組進行問題

的釐清與聚焦，惟有第 5、7 組在活動過程中，沒有向師長請求協助。 

表 9 統整活動教師課堂觀察紀錄表 

組別 組內討論情形 

1 

● 互動討論頻率高，但討論過程中多半時間為 3 位同學投入討論，另外 1 名同學較少參與討

論。 
● 討論過程遇到問題時有主動請求師長協助 

2 
● 4 位同學皆投入討論，互動討論頻率高，但討論的過程主要以某特定組員的意見為主。 
● 討論過程遇到問題時有主動請求師長協助 

3 

● 4 位同學皆有投入討論，互動討論頻率中等。 
● 有 1 位組員到討論的過程中，會到其他組走動。 
● 討論過程遇到問題時有主動請求師長協助 

4 
● 4 位同學皆有投入討論，互動討論頻率高。 
● 討論過程遇到問題時有主動請求師長協助 

5 
● 4 位同學皆有投入討論，互動討論頻率中等。 
● 討論過程中未曾請求師長協助 

6 
● 4 位同學皆有投入討論，互動討論頻率高。 
● 討論過程遇到問題時有主動請求師長協助 

7 ● 討論情況欠佳，互動討論頻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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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組內討論情形 

● 討論過程中未曾請求師長協助 

8 
● 討論情況欠佳，互動討論頻率低。 
● 討論過程中有請求師長協助 

（四） 第五、六堂課：分組報告與素養導向試題施測 

本堂課程內容主要為同學分組報告，在報告前由研究者說明報告注意事項，以及組別互評的方式。

並於各組完成報告之後，由師長進行整體回饋。並於課程結束後進行素養導向試題與學習態度量表的

施測。 

學生學習成果與分析 

本研究為檢證學生學習成果之成效，運用學習態度量表、素養導向試題評量與實作評量等研究工

具蒐集資料，相關分析討論如下： 

（一） 學習態度量表前後測分析 

為了解學生在課程學習後，是否在素養方面有顯著性的進步，本研究參考大學生通識核心素養量

表（李坤崇，2013），以及遊戲式學習融入高中地理實察課程培養素養之研究（游佳穎，2020），並依

據課程單元預計達到之教學目標、學習內容、學習表現等進行設計核心素養學習態度量表（附錄一），

此量表分為認知與思辨、發掘各種社會或環境問題、規劃解決問題的執行策略等向度，透過量化研究

方式，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來檢定研究對象於教學後的差異，統計結果如表 10、11 所示。在認知與

思辨的部分（如表 10），實驗組在各項目的後測平均均較前測增加，但多數未達顯著，主要應該是學

生在能源知識部分，已經具備有一定程度的基礎，因此在學習過後不容易有顯著的變化。其次是量表

中的第 2、3、4、7、8 題達到顯著，推論其因素主要是在第一堂課的討論主題，就是以能源的長期變

化趨勢、能源與人類活動的關係，而第二堂課討論主題是讓學生討論各項能源類型在發展上的優勢與

限制為主。顯示經由問題引導的學習帶給學生較為深刻的印象。 

其次在對照組與實驗組的比對中，兩組在第 9 題的部分，略有不同的變化。從量表分數來分析，

兩組學生對於核能在能源使用的比例上均有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實驗組的學生在課程過後，對於支持

繼續增加核能在能源使用上的比例的態度，主要是由同意往非常同意的部分增加。而對照組的學生對

於核能使用比例的態度，主要是由同意往普通的部分增加。兩組會出現這樣的差別，應該是實驗組在

問題討論的過程中，對於再生能源的發展限制有較多的討論，因此在考量能源需求持續增加的趨勢下，

考量經濟發展的需求，以及再生能源無法取代化石能源的因素下，會有出現這樣的想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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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習態度量表統計表（認知與思辯） 

題目內容 
實驗組 對照組 

平均數 增減情形 顯著性 平均數 增減情形 顯著性 

1. 我能舉出人類主要消

耗的能源 

前測 4.48 
增加 .0558 

前測 4.43 
增加 0.439 

後測 4.72 後測 4.34 

2. 我能說明人類消耗能

源的長期變化趨勢 

前測 3.8 
增加 .0002＊ 

前測 3.73 
增加 0.04＊ 

後測 4.4 後測 4.09 

3. 我知道化石能源的消

耗與人類活動的關係 

前測 3.88 
增加 .001＊ 

前測 4.02 
增加 0.43 

後測 4.4 後測 4.14 

4. 我能舉出化石能源在

使用上的優點 

前測 3.92 
增加 .008＊ 

前測 3.95 
增加 0.04＊ 

後測 4.36 後測 4.31 

5. 我能舉出化石能源在

使用上的缺點 

前測 4.08 
增加 .265 

前測 4.02 
增加 0.11 

後測 4.32 後測 4.26 

6. 我支持繼續增加化石

能源在能源使用上的

比例 

前測 2.4 
增加 .787 

前測 2.82 
減少 0.48 

後測 2.48 後測 2.68 

7. 我能舉出核能在使用

上的優點 

前測 4.36 
增加 .005＊ 

前測 4.12 
增加 0.39 

後測 4.6 後測 4.24 

8. 我能舉出核能在使用

上的缺點 

前測 4.2 
增加 .016＊ 

前測 4.19 
增加 0.51 

後測 4.56 後測 4.26 

9. 我支持繼續增加核能

在能源使用上的比例 

前測 3.84 
增加 .1 

前測 3.53 
減少 0.08 

後測 4.16 後測 3.31 

10. 我能舉出再生能源的

發展條件 

前測 4.16 
增加 .109 

前測 3.92 
增加 0.18 

後測 4.44 後測 4.14 

11. 我能舉出再生能源的

發展限制 

前測 4.2 
增加 .346 

前測 4.04 
增加 0.18 

後測 4.4 後測 4.26 

12. 我支持繼續增加再生

能源在能源使用上的

比例 

前測 4.16 
增加 .449 

前測 4.29  1 

後測 4.28 後測 4.29   

13. 我認為能源發展應兼

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

護 

前測 4.44 
增加 .058 

前測 4.41 
增加 0.24 

後測 4.8 後測 4.58 

14. 我認為需要能整合不

同學科的知識，才能提

出解決能源的策略 

前測 4.72 
增加 .49 

前測 4.29 
增加 0.01＊ 

後測 4.8 後測 4.7 

***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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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各種社會或環境問題，規劃解決問題的執行策略的態度量表部分（如表 11），實驗組在各個

面向的態度量表均有提升，但僅有第 15 題達到顯著水準，可能的因素為課程學習活動的安排中，在發

現問題的時數安排上較多，相對在規劃策略時數安排則較少的影響。其次再第 18 題的反向題，數值的

上升主要是有部分的同學，在小組問題討論的過程中，雖然有提供意見與解決問題的想法，但小組討

論後並沒有採用自己的意見，因此在此項目上有覺得自己是等待別人給與答案。 

在對照組的部分，則是在第 18 題與第 20 題部分達到顯著，可能的因素是傳統講述法的學生，也

有安排個人作業的表現任務製作，由於是以個人為單位，因此在這兩個項目的態度上有顯著的變化。 

表 11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習態度量表統計表（發掘各種社會或環境問題，規劃解決問題的執行策略） 

題目內容 
實驗組 對照組 

平均數 增減情形 顯著性 平均數 增減情形 顯著性 

15. 我會發掘各種社會或

環境問題，了解其背後

運作的原理 

前測 3.76 
增加 .007＊ 

前測 3.92 
增加 0.74 

後測 4.24 後測 3.95 

16. 老師上課提到的問

題，我會自己尋找答案 

前測 3.8 
增加 .381 

前測 3.63 
減少 0.68 

後測 3.96 後測 3.58 

17. 運到困難時，我會思考

如何運用所學突破困

難 

前測 4.08 
增加 .259 

前測 3.75 增加 0.66 

後測 4.28 後測 3.82   

18. 遇到困難的問題，我習

慣等別人給我答案 

前測 2.6 
增加 .467 

前測 3.48 
減少 0.007＊ 

後測 2.8 後測 2.85 

19. 面對問題時，我會規畫

多種解決問題的策

略，並思考其可行性 

前測 4 
增加 .502 

前測 3.80 
增加 0.10 

後測 4.12 後測 4.02 

20. 我會確實執行解決問

題的策略 

前測 3.84 
增加 .602 

前測 3.68 
增加 0.03＊ 

後測 3.92 後測 3.95 

21. 我會檢討解決問題策

略的成效，並提出改善

的方式 

前測 3.72 
增加 .055 

前測 3.82 
增加 0.19 

後測 4.2 後測 4.04 

***P<0.01，**P<0.05，*P<0.1 

（二） 素養導向評量試題成效分析 

本研究運用自行編製之素養導向評量試題（附錄二），於學生學習活動結束之後，進行評量測驗，

單一選擇題部分以答題正確率的方式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比較；非選擇題的部分，以五等第的評量

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比較，相關統計結果如表 12、13 所示。 

學習表現地 1c-V-1 的題目共有 4 題，皆為單選題，其中有 1、2、3、11 題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答對

率皆在 7 成以上，代表學生在此學習表現的學習上，有一定的成效；第 4 題則兩組的答對率都低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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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但在答對率上實驗組明顯高過於對照組，此題目的題幹為臺灣西南沿海的養水種電的案例，正確

答案為日照充足，分析答錯學生之答案，多回答水力充沛與季風強勁，可推論學生對於適合臺灣發展

的再生能源類型與區位不熟悉，而實驗組學生答對率較高之因素，應與學習過程中，有進行較多再生

能源發展條件的討論與探究有關。 

學習表現地 1c-V-2 的題目共有非選題 2 題，從等第的比例進行分析，實驗組在 A 等第的比率高過

於對照組，在 B 等第之比例，則對照組高於實驗組，由於非選擇題的部分是依據正確性與完整性進行

評比，因此可以看出實驗組在答題的完整性部分優於對照組。 

學習表現地 3b-Ⅴ-3 的題目有 6 題，皆為單選題。第 1 題為照片題，兩組的答對率高於 7 成且差

異不明顯；第 2 題為統計表題，兩組的答對率高於 7 成且差異不明顯；第 5、6 題為統計圖題，兩組的

答對率均不到 7 成且對照組優於實驗組；第 7 題為統計圖題，兩組的答對率均不到 7 成且差異不明顯，

第 7 題的題目內容是學生必須先依據題目中統計圖的判讀結果進行推論，由學生的答錯的答案內容來

分析，學生主要是在統計圖表上對於能源使用總量、能源使用比例的數值判斷不清楚，因此兩組的多

數學生無法判斷出正確的答案；第 10 題為讀圖題，兩組的答對率高於 7 成且差異不明顯。分析兩組在

此學習表現上的學習成效，學生在解讀資料所蘊含的意義的學習成效上差異不明顯。但第 5 題的部分

是兩組答對率差異較明顯的一題，該題測驗學生對於不同經濟發展程度與人口總數的國家，對於人均

碳排放量與碳總排放量的影響，分析實驗組的答案內容，主要因素應是學生僅考慮人均碳排放量，未

考慮人口總量對碳總排放量的影響，因此選擇錯誤的答案，可推論實驗組的班級近半數的學生在答題

上，未能連結既有的臺灣相關知識。 

學習表現 3d-Ⅴ-1 的題目有 1 題，為非選擇題。在此題目中，學生要先提出在能源議題最重要的

問題，並提出相對應的解決問題方案與執行策略。實驗組此題目的回答上，不僅提出問題，在解決問

題的方案與策略上亦較完整。相對的對照組則多提出問題，但在解決問題的方案與策略上，多數回答

不完整，或未回答。由此可推論實驗組在規劃問題的解決策略上，較具學習成效。 

表 12 實驗組與對照組素養評量選擇試題答對率統計表 

題號 學習表現 實驗組答對率 對照組答對率 

1 地 1c-V-1、地 3b-Ⅴ-3 80.8 81.4 

2 地 1c-V-1、地 3b-Ⅴ-3 80.8 83.7 

3 地 1c-V-1 96.2 86.0 

4 地 1c-V-1 61.5 39.5 

5 地 3b-Ⅴ-3 46.2 67.4 

6 地 3b-Ⅴ-3 88.5 97.7 

7 地 3b-Ⅴ-3 46.2 48.8 

10 地 3b-Ⅴ-3 96.2 97.7 

11 地 1c-V-1 92.3 76.7 

地 1c-V-1 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地 1c-V-2 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價 
地 3b-Ⅴ-3 從各類資料辨識現象的型態、關聯與趨勢，解讀資料蘊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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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實驗組與對照組素養評量非選擇試題答對等第統計表 

題號 
實驗組 對照組 

A B C D E A B C D E 

地 1c-V-2 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價 

8 30.8% 50% 7.7% 7.7% 3.8% 20.9% 65.1% 7% 0% 7% 

地 3d-Ⅴ-1 透過小組合作，發掘各種社會或環境問題，規劃解決問題的執行策略 

9 23.1% 20.3% 45.1% 3.8% 7.7% 16.3% 9.3% 34.9% 27.9% 4.7% 

地 1c-V-2 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價 

12 34.6% 15.4% 34.6% 3.8% 11.5% 37.2% 14% 32.6% 2.3% 14% 

（三） 學生實作評量成果與分析 

本研究的實作評量是讓學生以「在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過程中，能源使用方式該如何抉

擇？」為主題，分組讓學生進行問題解決與執行策略的規劃，藉此檢視學生在學習表現「地 3d-Ⅴ-1

透過小組合作，發掘各種社會或環境問題，規劃解決問題的執行策略」的學習成效。各組的報告依實

作評量評分規準（附錄三）進行評量，評量後的等第統計表如表 14： 

表 14 實驗組與對照組實作評量等第統計表 

組別 小組合作 解決問題的策略規劃 

1 B A 

2 A B 

3 B B 

4 A C 

5 B B 

6 A A 

7 C B 

8 C D 

從各組的等第統計表中，若以兩項指標皆達到 B 以上等第為標準，有 5 組學生達到標準，約佔班

級人數的 6 成，表示這 5 個小組的學生在活動過程中，能有相當程度的互助合作，對課程的知識內容

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且能應用至問題的解決策略規劃上。 

未達標準的三組，情況各自不同，第 4 組雖然小組合作程度佳，但在討論過程中，小組的自主性

高，未能接受教師的引導與建議，因此在報告內容上未能提出具體的規劃內容；第 7 組的情形則是組

內的成員積極度有落差，加上組長未能妥善分配組內的分工，但組內有資料蒐集與分析能力強的同學，

因此在報告內容尚有一定的程度的表現。第 8 組則同樣是組內成員積極度有落差，僅組長和另外一位

同學有在討論，但兩者對於表現任務的要求不清楚，所提出之報告內容完全與主題不符。研究者認為

若要改善此情況，就必須要針對學習狀況不佳的小組，給予較多的引導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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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是設計培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素養的學習方法，並具體實踐於高中社會領

域地理科的學習。為了解此學習方法的學習成效，本研究以素養導向試題評量、態度量表分析、實作

評量討論研究成果。依據研究結果分析與發現，本研究具體研究結論如下： 

（一） 以地理科社會環境議題的單元作為問題情境，運用問題導向學習法進行教學設

計，可作為設計「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素養學習方法的參考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素養在高中社會領域的具體內涵，是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反省、

規劃與實踐的素養，並能與時俱進、創新應變。因此在學習方法上要具備緊扣日常生活情境、反省與

規劃能力與學習遷移等條件。本研究認為高中社會領域地理科的社會環境議題課程，學習內容就是學

生在日常生活的複雜議題，以此結合地理科的理解思辨與規畫執行學習表現作為學習目標；教師在教

學過程中，依據學習目標並運用問題導向學習法設計學習活動，引導學生從學習歷程中培養反省與規

劃能力，以上可作為「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素養學習方法設計的參考範例。 

（二） 以地理科社會環境議題的單元作為問題情境，運用問題導向學習法進行教學設

計，有助於提升學習內容的學習成效。 

由本研究對於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學習態度量表前後測研究結果分析，本研究認為在學習內容的認

知與思辯部分，可以看出以問題作為課程學習活動進行的架構，在兩種教學模式上均可帶給學生較深

刻的學習經驗，但進一步比較其成效，則又以實施問題導向學習法的實驗組較佳。 

（三） 以地理科社會環境議題的單元作為問題情境，運用問題導向學習法進行教學設

計，在「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核心素養的培養上具有部分成效。 

本研究認為核心素養的培養有賴學科學習表現的達成，地理科學習表現中的判斷創新與規畫執行

條目可適切呼應「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核心素養的內涵，本研究透過在素養試題評量檢證實驗組與

對照組在此部分的學習成就，實驗組在判斷創新與規畫執行等學習表現的成效較對照組佳，但班級內

學生的學習成效有差異。其次在實作評量的研究成果分析中，有 3 組未達到本研究所設定的等第標準。

本研究認為實驗組的學生經由問題導向學習法的學習歷程，對於問題的探究得以更加深入與具體，因

此有助於「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核心素養的培養。但實驗組部分組別的成果不佳，本研究認為並非

是問題導向學習法的問題，推測可能影響因素有三，首先是學生對於問題導向學習法的歷程不熟悉，

以及課程進行的時間較短；其次是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與學習態度差異有關；第三是研究者本身非

實驗組班級的任教教師，對於學生的了解程度不夠，因此在分組時未能完全掌握到同學的學習狀況，

讓這些學生又分在同組。 

建議日後教師運用問題導向學習策略時，任課教師與同學間，應先要具有一定程度的互動基礎，

並且在課程設計、課程實踐的過程中，可以適度安排彈性的課程時間，進行小組口頭報告分享，或教

師參與小組討論的學習活動，讓部分互動頻率低、或學習態度不積極的組別，可以提升學習成效；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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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邀請協力教師，在小組討論的節次中，共同引導學生分組的討論，或額外的課餘時間，讓師長引導

較不積極的組別進行討論，讓各組別的學生都能達到應有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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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學習態度量表 

座號：              。姓名：                    。 

內容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我能舉出人類主要消耗的能源      

我能說明人類消耗能源的長期變化趨勢      

我知道化石能源的消耗與人類活動的關係      

我能舉出化石能源在使用上的優點      

我能舉出化石能源在使用上的缺點      

我支持繼續增加化石能源在能源使用上的比例      

我能舉出核能在使用上的優點      

我能舉出核能在使用上的缺點      

我支持繼續增加核能在能源使用上的比例      

我能舉出再生能源的發展條件      

我能舉出再生能源的發展限制      

我支持繼續增加再生能源在能源使用上的比例      

我認為能源發展應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我認為需要能整合不同學科的知識，才能提出解決能

源的策略 
     

我認為與人討論可以增加解決問題的思考和理解      

與獨自完成任務相比，我偏好與同學一起完成任務      

與他人有不同意見時，我認為應該提出來討論，和同

學取得共識。 
     

我會發掘各種社會或環境問題，了解其背後運作的原

理 
     

老師上課提到的問題，我會自己尋找答案      

運到困難時，我會思考如何運用所學突破困難      

遇到困難的問題，我習慣等別人給我答案      

面對問題時，我會規畫多種解決問題的策略，並思考

其可行性 
     

我會確實執行解決問題的策略      

我會檢討解決問題策略的成效，並提出改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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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素養導向試題 

1. 歐盟致力於可再生能源的開發與利用，以照片中的再生能源發電方式為例，預估其發電量到 2030

年時將達到歐盟總用電量的 29.6%，其中又以北海為最主要的分布區域，請問當地可以充分運用此

種再生能源的發電方式，與那些大氣環流系統關係密切？（A）副熱帶高壓帶、西風帶 （B）西風

帶、極圈氣旋帶 （C）東南信風帶、副熱帶高壓帶 （D）東北信風帶、間熱帶幅合帶。 

 

2. 下表為法國、德國、英國與挪威 2018 年能源消費結構，表中數字的單位為百分比。若以能源使用

的形式判斷，挪威應為表中何者？（A）甲 （B）乙 （C）丙 （D）丁 

國別 石油 天然氣 煤炭 核能發電 水力發電 水力以外的再生能源發電 

甲 32.52 15.13 3.46 38.54 5.98 4.37 

乙 21.94 8.23 1.69 0.00 66.03 1.90 

丙 34.95 23.43 20.50 5.31 1.17 14.60 

丁 40.04 35.26 3.95 7.64 0.62 12.43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綠能政策，臺灣西南沿海各地在配合此政策的過程中，有些沿海地區以「養水

種電」做為推動綠能的手段，例如屏東平原利用當地優越的自然條件，將部分魚塭改建為發電基地，

以期居民放棄養魚，改採售電來維持生計，並解決當地的環境問題。 

3. 「養水種電」的政策推動，除了提振當地經濟外，對當地什麼環境問題具有改善的效果？（A）乾

溼季節分明（B）夏秋颱風頻繁（C）地層下陷（D）冬季落山風凜冽 

4. 該平原沿海推動養水種電的政策，其最大的自然環境優勢是：（A）日照充足（B）水力充沛（C）

季風強勁（D）地熱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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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右圖為 2013 年依據某組織公布的

日本、中國、美國、臺灣二氧化碳

總排放量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資料。請問臺灣為下列何者？並請

您說明判斷的依據。（請於答案卷

上作答） 

 

※混合題組（一） 

下表為國際能源總署推估 2017-2040 年全球能源需求表，請依據表中的統計資料，說明世界未來

能源發展的趨勢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 

 

 

IEA 推估 2017-2040 全球能源需求 

資料來源：引用自臺灣能源轉型白皮書核定版。 

 

丙 

丁 

乙 

 

甲 

碳總排放量 

（百萬公噸） 

人均碳排放量（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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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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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以能源需求占比的數據變化判斷，哪一種能源型態的增長速度最快？（A）石油（B）煤炭（C）

天然氣（D）再生能源。 

7. 根據資料的數值，可獲得下列哪項推論？（A）世界各國的能源使用效率將持續提升 （B）世界各

國對於傳統能源的使用總量持續減少 （C）全球無法使用現代能源的人數數量將持續減少 （D）因

能源使用而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增加速度將持續減緩。 

8. 若同時考量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您認同目前的能源發展趨勢嗎？並請簡要說明您的想法。（請於

答案卷上作答） 

9. 要克服該挑戰的過程中，除了地理知識與技能外，還需要那些學科的知識與技能？（請於答案卷上

作答） 

混合題組（二） 

天然氣因為發電效率高、排碳量低，是世界各國用來作為火力發電的重要燃料，也是臺灣未來火

力發電要積極發展的方向。臺灣液化天然氣的供給有 99%來自進口，其中進口的前五大來源國分別是

卡達（28.1%）、澳洲（26.5%）、馬來西亞（14.9%）、俄羅斯（8.9%）、巴布亞紐幾內亞（8.8%）等。

由於液化天然氣揮發快，不利長途運輸，因此各國多採用分區接收、就近利用的方式使用，所以在第

一接收站（高雄永安港）、第二接收站（臺中梧棲港）後，現正興建北臺灣的第三接收站（桃園觀塘港），

供應位於大潭工業區的燃氣發電廠的需求，並預計帶給當地相當程度的經濟發展或地方回饋。 

只是為了接收能源而開闢港口，卻影響了當地原有的藻礁生態。藻礁是無節珊瑚藻類死亡鈣化後，

沉積於礫石灘上形成的「植物礁」，平均 10 年才生成 1 公分，生長速度緩慢，桃園藻礁是經過數千年

生長，才有如今規模。藻礁群曾自大園、觀音綿延到新屋，豐富生態養育近百種生物，獲國際保育組

織 Mission Blue 列為東亞第一個生態希望熱點，但隨著沿海工業區的開發，規模已從 27 公里縮減為約

4、5 公里，桃園沿海現存藻礁僅集中觀音、新屋兩區。請回答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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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前所規劃的第三接收站，是位於桃園的哪一行政區？（A）蘆竹區（B）大園區（C）觀音區（D）

新屋區。 

11. 下列哪一海域發生紛爭時，對臺灣天然氣的供應影響最大？（A）南海（B）北海（C）波羅的海

（D）加勒比海 

12. 假設真有必要在桃園沿海設置第三接收站，您建議要設置在那一行政區，並請分析在此行政區設置

天然氣接收港的利弊得失？（請於答案卷上作答） 

附錄 3 實作評量規準 

評量 
分級 

小組合作 解決問題的策略規劃 

A 

● 每位成員均投入討論 
● 活動過程中均能針對主題進行資料蒐集與討

論。 
● 組內分工明確，組員間互相協助，互動頻率

高。 

● 策略規劃包含經濟發展（生產、社會）與環

境永續等層面 
● 策略規劃內容具體且可行性高。 

B 

● 大部分成員投入討論 
● 活動過程中大部分時間，能針對主題進行資

料蒐集與討論。 
● 組內分工明確，組員間互相協助，互動頻率

中等。 

● 策略規劃包含經濟發展（生產、社會）與環

境永續等層面 
● 策略規劃內容具體、可行性中等。 

C 

● 部分成員投入討論 
● 活動過程中僅部分時間，能針對主題進行資

料蒐集與討論。 
● 組內分工不明確，組員間互相協助不明顯，

互動頻率低。 

● 策略規劃包含經濟發展（生產、社會）與環

境永續等層面之一 
● 策略規劃內容不具體，或不具可行性。 

D ● 未達 C 標準 ● 未達 C 標準 

 

 

 

投稿日期：110 年 09 月 18 日 

修正日期：111 年 05 月 02 日 

接受日期：111 年 0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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