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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的及內容：
專題式學習(PBL)能有效改善傳統填鴨式教育的教學與學習策略（林麗娟，2006；
李建億和黃瑋苹，2004；Bell, 2010; Krajcik et al., 1994; Huang et al., 2004），也能培育
學生成為良好的研究者、解題者及高層次的思考者（Bell, 2010; Gultekin, 2005）。因此，
本研究目的是想要探討運用專題式學習(PBL)於國小四年級數學教學及學習過程中，師
生可能遭遇的挑戰及解決之道，提供改進傳統的創新教模式，以作為科學教育工作者之
參考。研究對象包括本校四年級六個班共 168 名學童，採用合作行動研究對下列問題進
行研究：
一、在專題式學習(PBL)實施過程中，驅動問題（driving question）的特徵為何？
二、在國小四年級實施專題式學習(PBL)所遭遇的困難如何？
三、教師如何協助國小四年級學生解決專題式學習(PBL)所遭遇的困難？
四、運用專題式學習(PBL)於國小四年級數學教學的可行模式為何？

貳、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研究方法
為共同解決教學實務上的問題，本研究採用合作行動研究（co-operative action
inquiry）法進行。研究的焦點在於專題式學習（PBL），融入自然、社會領域和數學教
學的實施過程（包括：計畫、執行及評量）中所遭遇的困難及解決之道。期間需要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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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問卷調查及訪談等技術蒐集資料，並且共同反省思考、交互辯證，發掘困難與改
善行動，是一種實施研究（implementation research）（Thomas, 2000）。

二、實施步驟
本研究實施步驟如下：
1.文獻探討：為尋求解決問題途徑，研究者先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研讀及整理，
以找尋可行的解決方式，並作為規畫進行研究的參考基礎。
2.尋求合作夥伴及研究對象：參與本研究的合作夥伴有五位同事及本研究者共六
位；國小四年級學生 168 名。
3.正式研究：研究者一方面參考文獻資料及參與成大「PBL 教學應用」研習資料，
針對學生學習的課程內容，與五位協同參與研究的老師共同設計主題及學習任務(例如
附件一)，然後融入校本課程進行。主題式學習(PBL)的課程實施都是放在課餘作為加
深、加廣用，原則上不限定時間(通常在每學期第三次月考前實施完畢)，讓學生擁有學
習的自主權，目標放在能力的培養(特別是問題解決能力和創造能力)，而不是找到正確
的答案。
本研究在 101 學年度四上研究的重點在結合數學長度和面積的估算(計算)用以探
討社會第一單元第二課「我們的社區有多大」(附件一)；四下的研究重點是結合數學的
統計圖表，用以探討本校掌溪畔特有常見冬候鳥--高蹺鴴鳥有幾隻？在合作行動研究的
過程中，我們也以學生的作品及學習成效來反思行動策略的有效性。
5.與同事分享：利用周三下午的學年會議，或每週四早上例行專業研討會，與同事
分享初步研究果，並互相扮演「諍友」的角色提供建議，作為反思及改進本研究計畫之
參考。預計在 101 學年度上、下學期每月 1 次，至少實施 6 次。
6.資料蒐集及整理：為瞭解教學成效並且作為修正改進教學模式的參考，擬透過
前、後測蒐集量化資料作為評估教學成效的參考。使用工具如下：(1)學業成就：教師
自編成就測驗；(2)解題能力：新編問題解決能力測驗(詹秀美和吳武典，2003)。至於
(3)創造力的部分，擬從流暢、變通、獨創和精進的程度來評鑑 PBL 最後產生的學生作
品。此外，我們也會蒐集其他質性資料：如觀察札記、評量單、學習單、教學錄影(音)、
教學日誌及電腦網路資料庫記載資料等，儘量蒐集完整資料以作為客觀分析的基礎。
7.分析研究資料：(1)量化資料採描述性統計分析及 t 檢定以瞭解學童學習成就
或解題能力的進步情形；(2)觀察札記、評量單、學習單等質性資料以內容分析及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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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分析為主，並作為量化分析之佐證資料。
8.將研究過程及結果寫成研究報告，並在適當時機發表(如學校週三研習、科學
教育學術研討會、嘉市國中小學教師論文競賽、全國教師進修網電子報或其他科教期
刊)，以分享有興趣之教學實務工作者或研究者。

壹、 目前研究成果：
一、我們的社區有多大？
嚴格定義「我們的社區有多大？」應該是屬於面積概念的範疇，且社區可大可小，
要四年級小朋友實際測量和計算有困難。於是我們利用社會課本「地圖上的家鄉」教導
同解讀地圖上的比例尺，然後在美勞課時間請各組把社區畫下來。社區的範圍有多大？
由老師指定，目的在於估測社區的周長。老師從各組當中挑一張最適合的社區地圖（圖
1）
，教導小朋友如何畫比例尺。例如，行嘉吊橋的長度當作是 300 公尺（實際 297 公尺）
，
地圖上畫了 10 公分，那表示地圖上比例尺 1 公分代表實際上是幾公尺？小朋友知道是
1 比 30 公尺之後，老師開始佈題：
「現在從學校西側門出發，過軍輝橋、麥當勞，再轉
溪興街，往慈玄宮走，再從行嘉吊橋走回來學校西側門。這樣走一圈有多長？」請各組
到黑板解題（圖 2）。當時，研究者曾被台上學生專注的神情所感動！而解題過程中，
我們發現有小朋友不會測量地圖上的長度，或一直算不出答案來，這時就會有同學主動
上台願意從旁協助（圖 3），他們互助合作的行為，也讓研究者感到教學「前所未有的
輕鬆！」老師不必再多費許多唇舌幫學生解題了。這完全擺脫傳統填鴨的教學模式。

圖 1 繪製我的家鄉社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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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小組合作解題

圖 3 同學互相幫助解題

二、學習成效
研究者在進行上述兩項探索活動的前後，分別進行解題能力、創造力和學習動機等
量表的施測，以作為學習成效的評估。研究結果發現，解題（N=56, M1=21.5, M2=30.52,
p﹤.05）、創造力（N=56, M1=72.75, M2=89.87, p﹤.05）、學習動機（N=56, M1=23.62,
M2=28.54, p﹤.05），後測的成績皆比前測成績高（圖 4），且都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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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學習成效統計圖
顯示專題式學習（PBL）
，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有顯著的幫助。當然，在研究進行當中，
我們實際觀察所蒐集到的資料也顯示，學生的解題能力變強了，老師上數學課丟出一個
問題時，許多同學都會主動思考解題，不再依賴老師解題；也因為學生的解題想法不受
老師限制而變得有彈性，學會變通，且獨特的解題方式也跟著出現。在學習動機方面，
數學向來是多數小朋友不喜歡的科目，但專題式學習（PBL）讓他們覺得好玩、有趣而
且不會很難，不懂不會的地方同學也會幫忙，他們從學習當中獲得安全感、成功的解題
經驗之後，便不再害怕數學，學習動機明顯增加很多。此外，我們也發現這些接受專題
式學習的學生，他們對於長度、估測和周長的數學概念，要比其他班級好很多。尤其是
周長和面積往往都在同一單元教，學生經常把兩者混淆在一起。但這次的學習活動，讓
小朋友對於周長的概念印象特別深刻，也因此大部分學生計算面積時，不再周長和面積
兩者搞不清楚了。

貳、 目前完成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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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蒐集大部分參考文獻及資料。
二、101 年 11 月底，本校四年級六個班級已成社區探索(主題：我們的社區有多大？)。
三、101 年 12 月初，六個班級學生皆完成學習成效評估。
四、101 年 9~12 月間，六位老師針對本研究進行教師專業對談共九次。
五、101 年 12 月，本研究初步成果寫成論文參加嘉義市教育論文競賽榮獲優等。

參、 預定完成進度
一、擬於 102 年 1 月 23 日學校備課時，參考本研究上學期研究成果，修正規畫下學期
課程計畫及研究應注意方向。
二、102 年 1 月 23 日，預訂下學期周三下午的學年會議，及週四早上專業研討會日期
及地點，以便進行研究專業對話。
三、102 年 6 月本研究執行完畢，並參加本研究期末報告研討會。
四、102 年 7 月撰寫總結報告，並將原始憑證送交嘉義市政府教育處彙辦。
五、102 年 7 月將本研究總結報告送交彰師大科教中心。

肆、 討論與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本研究在進行期間有兩項挑戰是較難克服的：（一）在問題情境方面，也就是所謂
的驅動問題。回想研究者在預試期間所設計的問題，有的題目為了把問題情境講清楚，
用了過多的文字描述形容，結果一些低成就學生反而愈看愈模糊，不知道題目在問什
麼？有的學生看到那麼多字，便懶得想、不想看；有時候研究者想要用插圖卻畫不出來
或找不到；此外，從社會課本當中，想到數學課本內容，要如何聯結統整起來，就需要
老師多翻課本，多思考了。本研究這兩個成功的例子，讓研究者認為圖文並茂是較好的
驅動問題，字可以不用多，圖的部分可以用數位相機或掃描器蒐集，或請有美術專長的
老師畫完再掃描成電子檔也可以，最重要的是圖形中的情境脈絡要讓小朋友覺得熟悉，
提問要讓學生容易想，知道要做什麼，特別是其中也必須包含重要的概念，才能讓有意
義的學習產生；（二）在學生方面，主要是學生對於資訊科技的運用較生疏。我們希望
在創新的教學模式當中，學生能利用 Web 2.0 工具(如 Photo Story, Live@Edu)呈現專
題式學習的成果並且與他人分享，這部分對國小四年級學生而言仍不熟悉，就連許多老
師也是如此。其實但這類軟體工具並不複雜，簡單易學又可免費下載，只要老師肯學，
多試幾次便可上手。學生學習軟體有困難，可以先找幾位種子學生教會了再請他們教其
他同學，很快就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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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專題式學習（PBL）「我們的社區有多大？」教學活動設計
適用
月次

九～十一月

學習節數

第二週～第十二週

週別

6 節課
結合社會和數學領域，讓學生利用數學課所學到長度、面積、周長的知識，實際應用
設計
到社區地圖的測量上。
理念
學 一、能認識公里長度單位及公里和公尺間的關係。
習 二、能認識平方公尺及平方公尺和平方公分間的關係。
目 三、能實際測量與從地圖上估算面積的大小。
標
翰林版社會第一單第二課地圖上的家鄉
教材
來源 南一版數學第五單元長度第八單元面積和周長
社 1-2-4 測量距離、估算面積、使用符號繪製或閱讀簡略平面地圖。
N-2-15 能認識測量的普遍單位，並處理相關的計算問題。
能力
4-n-13 能認識長度單位「公里」，及「公里」與其他長度單位的關係，並作相關計算
指標
4-n-15 能認識面積單位「平方公尺」，及「平方公分」間的關係，並做相關計算。
配合
領域

藝
術
與
人
文

能力
指標
編號

教學活動

活動一：社區定點、長度、社區面積、
周長大小估測
【引起動機】
一、教師先請同學估算並發表從家裡到學校有多 4-n-13
遠？
二、同學間互相比較從家裡到學校的距離。
【發展活動】
一、教師指導學生實際測量，從家裡到學校的距離 N-2-15
的方法有哪些？步行或搭乘汽機車的方法。
二、老師帶學生用步行實際測量，社區中某段距
社
離，例如：行嘉吊橋北岸到南岸有多長？
1-2-4
三、從 Google 地球擷取本社區地圖，根據比例尺
4-n-1
引導學生估算社區的周長與面積。
【綜合活動】
分享與省思，體驗估算社區大小最有效率的方式。
第一~六節結束

評量
依四年級各科評量計畫評量。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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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方式

教學
資源

能舉手發
表估算及
比較的結
果
能學會各
種測量方
法
能實際測
量
能估算社
區的周長
與面積
能了解估
算社區大
小最有效
率的方式

節數

6節

Googl
e 地球
數位
相機
利用
Web2.
0 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