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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achievement tes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average time spent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less a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lso.

本研究旨在探討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對
高職電機科學生「數位邏輯」實習課程學
習成效之影響。本研究採不等組前測─後
測之準實驗設計。將研究對象分為控制組
與實驗組兩組，實施為期六週共 36 小時的
實驗教學，其中，控制組採傳統教學方式
處理，實驗組除採用傳統教學方式之外，
兼採問題解決教學策略進行實驗處理。藉
由實驗結果瞭解傳統教學與問題解決教學
策略對高職電機科學生之學習成就與問題
解決態度之差異，並提出具體建議，以供
「數位邏輯」實習課程教學之參考。

Keywor ds: Digital Logic, Problem-solving
teaching strategy, Problem-solving
attitude
二、緣由與目的
近十年來，美、澳、歐等國家調查發
現，職場上所須的能力內涵由以往專業能
力為首要條件逐漸轉變為團體合作、溝
通、創造思考、解決問題、自我學習與使
用科技等關鍵能力(key competencies; core
skill; basic foundational skills)，成為先決條
件[1]。
過去的教學型態與教學方法只注重個
人或團體的解題結果與表現方式，著重可
觀察行為以及環境、個人能力和情意方面
等因素，逐漸轉移到學生的認知型態，即
知覺、記憶、思考、判斷和問題解決能力
[2,3]。因此，在解決問題的認知歷程與策
略的應用，在教育上引起廣泛的討論與研
究。學校教育的最主要任務是知識的傳遞
與認知技能的教學，而認知技能之中最重
要的一項無疑是問題解決能力[4]。教師在
決定如何教之前若能先選擇一套有效的教
學策略、瞭解學生的學習動機、問題解決
態度及情意等因素，便有利於教學成功。
心理學家認為問題解決是複雜且高度結構
化的心智活動歷程，各個教育先進的國家
競相努力培養的能力，在科技教育中更將

關鍵詞：數位邏輯、問題解決教學策略、
問題解決態度
Abstr 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 Digital Logic ” Practical course with
problem-solving teaching strategy for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Divis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used for this study,
and the instruments consisted of a pre-test
and a post-test. The post-test included
achievement tests, problem-solving attitude
inventories and questionnaires. Two groups
of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for six
week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aught
through problem-solving teaching strateg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through
traditional teaching strategy.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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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的能力視為最重要的核心能力
[5]。面對變動的二十一世紀，學生必須具
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才能在變動中應付裕
如。
有許多的研究顯示解決問題的能力可
以從教學的情境中予以發展，並且可由練
習而加強[6]。近年來有關問題解決策略的
教學研究，傾向於某特定學科領域。如數
學、理化解題、閱讀理解、專家與生手、
工業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使研究結果能實
際應用於學科的教學中。提供一個結合技
職教育內涵以整合其專業知識及技術能力
的問題解決活動，為傳統技術為基礎的教
學增加了另一方向。因此，問題解決教學
策略在技職教育的認知與解題歷程是個值
得探討的新領域。
問題解決過程需要思考產生問題解決
的途徑，始能作有效之反應。因此，高層
次思考能力有助於問題解決能力的發展。
然而影響問題解決因素方面，除了能力之
外，態度是很重要的關鍵因素[7]。問題解
決態度係指個人面臨問題解決情境時，解
題信心、問題解決趨避風格與個別掌控等
三方向一致性之表現。
「數位邏輯」在高職電機電子群中均
列為必修科目，主要因為「數位邏輯」在
微電腦科技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學生
畢業後欲從事微電腦、電機控制以及相關
之行業，必須具備「數位邏輯」之相關知
識與技術能力。在「數位邏輯」課程的學
習中，學生在推理與問題解決的活動中，
由知識表徵(符號、意義)與學生本身的心智
模式互動，才能建構屬於自己的數位邏輯
概念。有鑑於此，藉以「數位邏輯」實習
課程，實施問題解決教學策略，探討其對
數位邏輯學習成效之影響。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
透過高職電機科二年級「數位邏輯」實習
課程，實施問題解決教學策略。探討問題
解決教學策略對高職電機科二年級學生
「數位邏輯」實習課程學習成效之影響。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探 討 傳統 教 學法 與 問題 解 決教 學 策
略，對於高職電機科學生「數位邏輯」
3

實習課程學習成就之影響。
(二)比較問題解決教學策略與傳統教學策
略對高職電機科學生問題解決態度差
異。
(三)探討高職電機科學生在數位邏輯實習
學習成就學科測驗表現上高分組與低
分組學生對於問題解決態度之差異。
(四)瞭解學生對問題解決教學策略進行「數
位邏輯」實習課程教學之看法。
(五)藉由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具體的建
議，以供「數位邏輯」實習課程教學之
參考。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方法敘述如下：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探討實施問題解決教學策
略對於高職電機科學生「數位邏輯」實習
課程學習成效的影響。
1. 研究對象：本研究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電機科二年級忠
班學生為研究對象。
2. 實驗課程內容：本研究以民國七十五年
教育部公布之電機科二年級「數位邏輯」
實習課程之單元為主要範圍進行實驗。
3. 研究方法：本研究實驗組加入問題解決
策略教學，兼採質的觀察；控制組則採
用傳統教學來進行「數位邏輯」實習課
程實驗研究。
控 制 變 項

自 變 項

依 變 項

學生專業基礎能力
1.工業安全與衛生
2.基本電學
3.電子學
4.電工法規
5.屋內配線
6.電工製圖
7.集合
8.布林代數

學習成效
教師能力
1.專業知識
2.教學經驗

教學策略
控制組：傳統講述式練習法
實驗組：問題解決教學策略

教材性質

(一)學習成就能力
1.學科測驗
2.術科測驗
(二)問題解決態度
(三)問題解決教學
策略學後看法

質的研究

1.教學內容
2.評量工具

觀察

圖 1 研究架構圖

三、資料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使用之前測與後測筆試部份係
依據雙向細目表編製測驗，編製過程中酌
取專家意見，不同的單元教材依其上課時
數與重要性，給予不同比重。編製完成後，

選取與實驗學校背景、學生性質程度相近
似的國立台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電機科二
年級學生為預試對象。預試完畢即透過試
題分析統計，將不佳的試題予以刪除。表 1
顯示為評量工具之信度。
表 1. 評量工具之信度
評量工具
前
測

就有顯著差異存在。
表 3 不同教學策略在學習成就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學習成就

差異考驗
差異考驗

實驗組>控制組* 實驗組>控制組* 實驗組>控制組*

KR-20 信度係數
*p<.05

0.81

後測(筆試)

(三)分派於傳統教學法與問題解決教學策
略兩組之學生，對於學生問題解決態度
之差異分析。
依據表 4 結果得知，不同教學策略學
生問題解決態度未達顯著差異；換言之，
兩組學生對於問題解決之解題信心、趨避
風格及整體表現上並無顯著差異。

0.90

本研究經由統計軟體得分析資料得下
列結果：
(一)不同教學策略分組之學生在「專業基礎
能力」背景能力的前測平均分數無顯著
差異。
依據表 2 結果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
學生接受「專業基礎能力」前測分數未達
顯著差異；即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學生的
程度相近。

表 4 兩組學生在問題解決態度差異分析摘要表
問題解決態度
解題信心 趨避風格 個別掌控 整體態度
差異考驗
實驗組>
差異考驗
---控制組*

註：1.*p<.05
2.--未達顯著水準

表 2 專業基礎能力前測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組
別
傳統電路實驗
教學
問題解決策略
教學

「數位邏輯」實
「數位邏輯」實 「數位邏輯」實
習課程學習成
習課程學習成 習課程學習成
就學習成就測
就學科測驗
就術科測驗
驗(學科與術科)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22

27.68

5.44

24

25.04

4.26

t值

(四)高職電機科學生表現於數位邏輯成就
測驗高分組與低分組對問題解決態度
之差異分析。
依據表 5 結果得知，不同教學策略學
生問題解決態度達顯著差異。

1.82

(二)不同教學策略，以「前測分數」為影響
之共變項因素，對學習成就測驗之影響
1. 不同教學策略分組之學生，以「前測分
數」為影響之共變項因素，在成就測驗
學科測驗平均數有顯著差異；且問題解
決教學法顯著優於傳統教學法。
2. 不同教學策略分組之學生，以「前測分
數」為影響之共變項因素，在成就測驗
術科測驗平均數達顯著差異；且問題解
決教學法顯著優於傳統教學法。
3. 不同教學策略分組之學生，以「前測分
數」為影響之共變項因素，在成就測驗
學科與術科測驗(學科與術科比例為 3:7)
平均數達到顯著差異；且問題解決教學
法顯著優於傳統教學法。
綜合上述 1、2 及 3 項研究結果發現，
不同教學策略在接受實驗教學後，以「前
測分數」為影響之共變項因素，對學習成
就測驗之影響，摘要如表 3 所示，由該表
可知由於教學策略的不同，而導致學習成

表 5 「數位邏輯」實習學習成就學科測驗高分組與
低分組學生在問題解決態度差異分析摘要表
問題解決態度
解題信心 趨避風格 個別掌控 整體態度
差異考驗
差異考驗

--

--

高分組> 高分組>
低分組** 低分組*

註：1.*p<.05, **p<.01
2.--未達顯著水準

(五)問題解決態度與學習成就測驗之相關
分析。
1. 問題解決態度與學習成就學科測驗有顯
著相關。
2. 問題解決態度與學習成就術科測驗有顯
著相關。
3. 問題解決態度與學習成就(學科與術科)
測驗達顯著相關。
綜合上述 1、2 及 3 項研究結果發現，
問題解決態度與學習成就學科、術科測驗
4

之相關考驗，摘要如表 6 所示，由問題解
決態度與學習成就測驗有顯著相關。

3. 參與研究學生對於「數位邏輯」電路設
計的概念與認知技能薄弱，顯示高職電
機科學生數位電路設計能力有待加強。
4. 在術科測驗中，實驗組學生於規定時間
內各題完成的人數多於控制組學生，且
實驗組完成時間明顯比控制組短。
5. 學生對問題解決的態度，實驗組與控制
組並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學習成就學科
測驗表現，高分組在問題解決態度上顯
著優於低分組。
6. 讓學生自行說明所完成的電路，能幫助
學生更了解電路，以及問題的發生原因
與如何解決問題。
7. 實驗組學生對於問題解決策略的教學給
予正向的評價，除了有系統的方法幫助
學生解決「數位邏輯」電路的問題外，
學生也希望能有活潑、輕鬆的互動式教
學。
(二)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經過六週「數位邏輯」實習課
程問題解決策略的實驗教學，歸納出以下
之結論並討論之。
A.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對於「數位邏輯」實
習課程學習成就之影響
1. 實施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對於「數位邏
輯」實習課程學習成就學科測驗能力之
表現上顯著優於傳統實習課程教學方
式。教學過程中實驗組以問題解決教學
策略進行實驗處理，控制組則採一般傳
統教學方式處理，經六週之教學實驗
後，對全體樣本實施「數位邏輯」實習
課程學習成就學科測驗，研究結果發現
實驗組優於控制組。
2. 實施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對於「數位邏
輯」學習成就術科測驗能力之表現上顯
著優於傳統實習課程教學方式，且實驗
組學生完成時間較控制組學生完成時間
短。
3. 實施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對於「數位邏
輯」學習成就能力之表現上顯著優於一
般傳統實習課程教學方式。
由上述測驗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經
過問題解決策略的學習與一段時間練習之
後，對於問題解決策略的運用更加熟稔，

表 6 問題解決態度對學科後測之 Pearson 積差相關
考驗摘要表
項目名稱
解題信心 趨避風格 個人掌控 整體態度
學習成就
「數位邏輯」實習
課程學習成就學科
＊
＊＊
＊
-測驗
「數位邏輯」實習
課程學習成就術科
＊＊
＊＊
＊
-測驗
「數位邏輯」實習
＊＊
＊＊
＊＊
-課程學習成就測驗

1.*表達.05 顯著相關，**表達.01 顯著相關
2.--表沒有顯著相關

(六)學生對問題解決教學策略之看法
由表 7 得知，學生在問題解決教學策
略學後看法調查中，其表現於認知、技能
及情意等三向度及整體表現的平均數分別
為 x2 (認知)=4.27、 x 2 (技能)=4.21、 x 2 (情
意)=3.97、 x2 (整體)=4.17。認知、技能向度
及整體表現傾向於滿意與非常滿意之間，
情意向度傾向於無意見與滿意之間。
表 7 實驗組學生在問題解決教學策略滿意程度中
各向度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平均數
項目 人數 N
認知
技能
情意
整體

24
24
24
24

平均數

x1

標準差
SD

題數

34.13
37.88
23.83
95.83

2.97
2.94
2.76
6.86

8
9
6
23

x2
4.27
4.21
3.97
4.17

順序
1
2
3
─

四、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發現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本研究經過教學
實驗後，得到以下幾個研究發現：
1. 由學生表現於高職電機科學生專業基礎
能力(前測)量表中發現，電子學、電工
法規與屋內配線的成績表現偏低，顯示
學生此部份的專業基礎能力不足。
2. 一般學生對於電路動作不正確時，通常
會使用較無系統的嘗試錯誤法解決問
題，或是求助於同學及老師。實驗組的
學生在學習過問題解決策略後大多會先
行使用問題解決策略，獨立完成故障排
除。
5

能多元思考問題解決的路徑以達目的，可
明顯增加學習成效。此一結論與國內外許
多的研究有相類似的結論。例如：Dixon,
Heppner, Petersen 和 Ronning 研究問題解決
訓練對一般大學生問題解決態度的效果，
將五十名自願參與研究的大學生分為實驗
組與控制組進行實驗，結果發現接受訓練
的實驗組在反應的品質和自覺的問題解決
技巧上的確有所進步；但卻無法增加他們
解決方法的個數[8]。國內研究者黃耀寬(民
88)研究發現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對於高職
電機科學生低壓工業配線課程學科與術科
的學習有明顯的助益[9]；張仁家(民 88)研
究發現，
「問題解決教學策略」確實優於「傳
統 教 學 策 略 」， 且 能 有 效 達 成 教 學 目 標
[10]。柯華葳(民 82)研究指出，透過問題解
決模式的教學實驗後，學童對於環境教育
的知識有明顯的增加，對於環境的事物的
看法上，亦趨向多元化的思考層面[11]。
B.不同教學策略分組學生之問題解決態度
沒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經由問題解決態度量表實施高
職電機科學生對問題解決態度之調查，研
究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對問題解決態
度整體表現沒有達到顯著差異。在「解題
信心」、「趨避風格」與「個人掌控」三個
向度中，僅在「個人掌控」向度有達到顯
著差異，其原因可能是態度的改變不是短
時間就可造成的，端靠短短的六週教學實
驗，實難有很大的成效。
C.「數位邏輯」實習課程學習成就學科測
驗表現高分組與低分組學生之問題解
決態度有顯著差異
學習成就學科測驗結果高分組與低分
組學生，於問題解決態度量表表現在「個
人掌控」向度與整體態度，高分組顯著優
於低分組；在「解題信心」與「趨避風格」
兩個向度沒有達到顯著差異，但是高分組
表現較低分組表現為正向、積極。
綜合上述得知，問題解決態度的改變
須有計畫、有系統的實施，方能收到預期
的效果；高學習成就學生問題解決態度比
低學習成就學生問題解決態度積極、正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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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pner, Baumgaudner, Larson 和
Petty(1988)對十九名男性、21 名女性大學
生實施問題解決訓練，結果顯示實驗組的
問題解決態度顯著提升[12]。而國內研究者
王瑪麗(民 74)曾以問題解決的訓練過程，
對國中女生進行實驗研究，結果證實問題
解決的教學確實對學生問題解決能力、態
度、適應能力均有顯著的效果[13]；國內研
究者張仁家(民 88)發現實施問題解決教學
策略對於問題解決態度中「解題信心」有
顯著的提昇[10]。
D.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可增進學生「數位邏
輯」實習課程學習成效
對於問題解決教學策略的看法，經調
查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認為實施問題解
決教學策略可增進其對「數位邏輯」實習
課程認知、技能與情意等向度的能力，且
大部份的學生認為問題解決策略是值得學
習的策略。
Mayer(1991)研究顯示，在特定的情境
中，教特定問題解決技巧，有顯著效果。
因此，在適當的科目中，使用問題解決教
學策略，的確可增進學生學習成效[14]。
E.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值得學校推廣
問題解決策略能增進學生「數位邏輯」
實習課程的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學校可
透過研習的方式，加強教師運用問題解決
策略的能力，以提升教學成效。
五、建議及未來研究的方向
根據本研究目的與研究結論，針對「數
位邏輯」實習課程研究時，提供下列幾點
建議：
(一)由本研究發現問題解決策略對學生於
「數位邏輯」實習課程之學科知識與術
科能力有顯著差異，且學生對問題解決
策略的學後看法認為可增進學生認
知、技能與情意等向度的能力，故問題
解決教學策略值得在「數位邏輯」實習
課程之教學上推廣。
(二)問題解決策略是一項能增進學生學習
成效的教學方式，由於問題解決策略的
實施與傳統教學有不同之處，學生己習
慣於傳統灌輸式的教學，因此，在教學

過程中要不斷提醒學生問題的解決策
略，使學生能自然將其融入技能表現
中。
(三)問題解決教學策略，是一種以問題為
主，以思考為中心所建構的教學活動，
教師將教學單元融合問題解決策略，以
問題情境呈現教材，激發學生潛能、鼓
勵學生思考問題解決的策略，對教學而
言，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且實施問題
解決教學策略是不需花費任何成本，方
便易於實施。因此，建議學校相關科目
之教師在教學時多採用問題解決教學
策略融入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增進問題解決之能力。
本實驗研究雖然計畫時力求完善，然
而因客觀條件的限制，本研究仍有若干缺
失有待檢討：
(一)實驗對象只限於國立高級工業學校電
機科學生，因時間、人力、學校排課及
任課教師等因素限制，加上樣本少，因
此在實驗結果的推論上尚有其限制。
(二)由於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教學實驗時
間相同，因此，未能觀察控制組狀況比
較兩組學習過程。
(三)本研究由於人力、經費與時間上的限
制，未能涉及探討問題解決態度與能力
之間的關係，未來建議發展「問題解決
能力量表」，評量問題解決能力，進一
步瞭解問題解決態度與能力之間是否
相關。
未來的進一步研究方向
(一)本研究僅採單因子之研究設計，對於可
能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如智
力、性別、邏輯思考能力、空間能力及
認知型態等，未能進一步探討，故建議
後續研究可增加相關的變項，或採多因
子的實驗設計，深入探討，以做為未來
高職電機科相關課程教學的參考。
(二)延長實驗教學時間，學生態度改變不是
一朝一夕即可完成，因此未來研究問題
解決態度時，應延長實驗教學的時間，
以確定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對學生問題
解決態度是否有影響。
(三)結合電路模擬軟體教學，電路模擬軟體

有助於學習者進行思考和問題解決
(Jonassen, 1996; Lunetta & Hofstein,
1991; Mandinach & Cline, 1994)，因
此，在「數位邏輯」實習課程中加入電
路模擬軟體協助教學是否能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與問題解決的能力，值得進一
步研究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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