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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PBL教學的教師與學生均認為PBL
比傳統教學有趣，而且以PBL方式學
習的學生，他們畢業後在職場上的表
現，也優於接受傳統教學的學生(
Geban, Asker, & Ozkan, 1992; Biggs,
2000; 許書務，1999 )。PBL較注重高
層次的規則歸納與問題解決技能之
培養，因此能有效促進學習者有意義
的學習，進而獲致更佳的學習效益(
Aspy, Aspy & Quimby, 1993; Bridges
& Hallinger, 1992 )。

壹、前言
在面對多元化的環境、知識及資
訊，教學的目的不僅是教導學生了解
多少知識，更重要的是培養學生在面
對問題時，如何蒐集、分析、判斷、
整合、運用資訊的能力。透過知識整
合管理與問題解決，更能謀求組織於
知識確認、保存、分佈與再造的合理
架構( Gray and Chan, 2000 )。問題解
決策略在教學過程經由有效的引導
、啟發，可幫助學生更快學習到問題
解決歷程及其能力，從教學活動中若
能不斷的訓練學生思考方式與技巧
，不但可以培養出學生的思考能力，
更可使其增加對解決未來生活問題
的挑戰能力（李隆盛，1994）。
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 )教學策略，是重建師
生間的互動，強調學生主動的(active)
、自我指導( self-directed )的學習，非
傳統教師指導式( teacher-directed )的
學習( Young, 1998; Maxwell, 2001 )，
且此種教學策略將可培養學生在面
對問題時，自行思考批判問題的內容
，再從其脈絡中搜尋分析與解決的相
關資訊，再運用獲得的資訊進行問題
的解決，最後將此種思考、搜尋資訊
及解決的能力內化之後，以提升未來
面對相似性問題的處理能力。
再者，隨著單晶片微電腦的快速
發展，廠商競相推出各種特殊功能或
是高階的單晶片微電腦，使得單晶片
微電腦的應用領域得以拓展至消費
產品、通訊、汽車等（張淮杞，2002
）。
問題導向學習從學習較高層次
的智能技巧來看，能有效提昇學生的
學習成就與問題解決能力。實際實施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探討
不同合作學習問題導向教學策略對
技職院校學生問題解決能力提升之
研究，在實驗教學方面以不同合作學
習問題導向教學策略為探討重點，其
研究目的為：
一、發展技職校院學生微處理機技術
課程之問題導向學習教材評估
量表。
二、評估與修正技職校院學生微處理
機技術課程之問題導向學習教
材。
三、採實驗與觀察設計進行合作式與
非合作式技職校院學生微處理
機技術課程之問題導向學習教
材的實驗教學。
四、分析問題解決能力、不同合作學
習問題導向教學等對技職校院
學生之微處理機技術課程學習
成效及問題解決能力提升的影
響。
參、文獻探討
一、合作學習相關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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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 )
就是學生在一個小組中共同學習，互
相幫助( Caropreso & Haggerty, 2000 )
。合作學習是經過有系統、有結構的
分組，讓學生在小組中一起學習，並
有效地增進個人及團體的學習效果
。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結構、有系統的
教學策略。當小組在討論時，學習者
自由發表他們的想法，交換意見，辯
證中可覺察到自己的偏見，進而重新
建構自己之觀點；而教師在「合作學
習法」學習模式中是引導者的角色。
Slavin( 1996 )指出合作學習需充分了
解四項有效合作學習的重要元素：積
極正向的相互依賴、面對面的互動、
社交技巧及小組學習過程。
合作學習之所以有效，至少可從
動機和認知兩方面的觀點解釋(
Slavin, 1996 ）。動機心理學的觀點，
指出合作學習之所以有助於提高學
生學習表現動機，可分為外在的獎勵
與內在的成就歸因。而認知發展觀點
指出運思與合作是同時出現的，而個
體內在的運思活動與外在的合作是
一體兩面，故在合作學習歷程中，鼓
勵思考與討論有助於發展高層次的
認知。
合作學習自1970年代開始發展
，經過數十年研究改進，產生許多不
同類型方式，這些合作學習類型在理
論基礎、社會歷程、團體結構、合作
型態及適用學科領域等，都有頗大的
差異（李啟龍，2000）。合作學習可
歸納較常使用的類型，其包括學生小
組成就區分法（STAD）
、小組遊戲競
賽法（TGT）
、團體探究法（GI）
、共
同學習法（LT）、合作學習法、合作
統整閱讀寫作法（CRIC）及拼圖式學
習。是故，合作學習的基本原則為安
排教學歷程、給予小組成員個別責任
，使學生在合宜的情境中合作來完成
學習任務。

自 1968 年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醫學
院施行「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方法」
以來，已有多所學院相繼採用問題導
向學習的教學方式。問題導向學習係
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以實務問題為
核心，鼓勵學生進行小組討論，以培
養學生主動學習、批判思考和問題解
決能力（吳清山，2002 )。問題導向學
習中的重要組成元素即是：問題、產
出、學習者以及教師，所強調的理念
為：學習源自於問題、學習表現以產
出來衡量、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是
主動參與知識建構與協商的過程、學
習是由教師來促進（Barrett, 2005;
Barrows & Tambyln, 1980; Boud &
Feletti, 1996; Bridges, 1992; Gijselaers,
1966; Moss & Van Duzer, 1998;
Moursund, 1999; Tan, 2000; Trop &
Sage, 1998）。換言之，問題導向學習
是以實際情境為腳本，學習者在老師
指導下，練習如何發掘問題、分析問
題及解決問題，藉著處理問題的過
程。學生自行蒐集解題資訊，學到必
要的知識，故問題導向學習即在訓練
學生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力。簡
言之，問題導向學習是利用真實或模
擬的臨床個案為主題，由學生藉小組
討論的方式，訂定出相關的學習目
標，再依所訂之學習目標，由學生主
動蒐集相關資料，藉相互批判討論所
得之資訊以達主動學習、團體學習及
整合知識的學習目的。
問題導向學習的理論基礎係認
知心理學，被視為能有效增進自我指
導學習能力的方法( Barrows, 1983 )
。由於傳統式的班級式教學在面對實
作需求時，已無法完全使學生具備轉
換知識和技巧的能力，而問題導向學
習能使學生在特殊既有的理論支持

二、問題導向教學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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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1994 ）。由於合作學習主張
個人績效責任，可減少學習者閒蕩的
情形，故可提高學習者的學習效能。
PBL課程設計是基於實務與理論
的需要，讓學習者產生學習動機，引
導他們去理解、應用、創新知識，進
一步在由經驗傳授、個案研究及知識
分享等來讓學習者容易理解知識。基
於上述運作理念。問題導向學習運作
的方式，可分為下列四種，採用那一
種方式要依學生程度與問題深度來
選擇運用( 洪榮昭，2001 )：
(1)學生自學→小組討論→與老師
討論→小組再討論→全班討論。
(2)學生自學→小組討論→與老師
討論→學生自學→小組再討論
→全班討論。
(3)小組討論→學生自學→小組討
論→與老師討論→全班討論。
(4)小組討論→與老師討論→學生
自學→小組再討論→全班討論。
本研究學生因已有基礎專業能
力，具有自學能力，故採用第一種方
式進行，藉由學生自學、小組討論、
與老師討論、小組再討論、全班討論
的過程，讓學生進行學習。問題導向
學習的重點在於重建師生互動，強調
學生的學習活動，自我指導式的學習
，而非教導式或教師主導式的教學，
學生設定其學習目標，選擇最適當且
自行發掘之問題解決的學習資源，教
師僅對進一步的研究或詢問給予一
些建議，但不指定預設的學習活動，
取而代之的是學生需對其面對的情
境加以研究，進而產生適當的問題，
並擬定他們自己的解答，亦即，問題
導向學習係透過真實情境的運用，對
學習活動進行最原始的刺激，專業訓
練中培養學生的知識和技能的發展。

下，發展學生各項的實作能力。問題
導向學習係假設提升學習活動，將有
助於學生學習較不生動活潑的知識(
Schmidt, 1983 )。問題導向學習理論基
礎涵括理性主義者觀點和學習建構
者觀點( Savery & Duffy, 1995 )。理性
主義者的學習觀點是假設知識的獲
得主要視個體認知活動的結果(
Schmidt, 1993 )。一般而言根據個人自
己興趣和認知結構所編纂的教材，是
最接近個人記憶的教材。知識的獲得
是假設認知活動的結果，此著重於資
訊的過程、儲存、擷取、以及其認知
式的說明。建構主義者的觀點係假設
知識的獲得是一種持續的歷程，而此
歷程係建構及塑型在對真實世界中
重 要 經驗的了解 ( Savery & Duffy,
1995 )。是故，問題導向學習不只是
關於新知識的獲得，亦是對學習者已
知知識的再建構。
問題導向學習通常採合作學習
的模式進行學習的，小組成員的組成
，儘量經由老師指派重組，以使同學
間都有較寬廣的人際接觸層面。每個
小組要配置一名經過訓練的指導員
(tutor)，負責指導、監督和評估整個
問 題 導 向 學 習 (PBL) 的 教 學 過 程 (
Cordeiro &Campbell, 1995; Gallagher,
Sher, Stepien & Workman, 1995; West
&Watson, 1996; 王智弘、林清文、蕭
宜綾、蕭慧雯，民91; 陳銘偉，民93 )
。每個小組在討論的過程中，把自己
的心得和其他成員互相分享，透過討
論的過程，每個成員對教材內容加以
組織、歸納，最後轉換為自己的知識
，達到學習最後的目的。故合作學習
的運用涉及合作行為、任務結構、誘
因結構及群體動機等四項要素(
Slavin, 1996 )。合作學習成功的要件
，在於小組中每位學習者精熟教材的
程度，以及能提供給其他學習者的協
助。因此，合作學習的小組成員不宜
過多，以確保每位學習者都能負起自
己 該 有 的 學 習 責 任 ( Johnson &

肆、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採用實驗研究法進行實
驗教學，探討不同合作學習分組問題
導向教學策略對技職校院學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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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能力之影響，以及微處理機技術
課程學習成效之影響。
由於教學班級無法採完全隨機
分配抽樣，因此，本研究採取準實驗
設計( quasi experimental design )。在
教學過程中，各組均先實施前測，以
確定各受試學生在實驗前微處理機
機專業基本能力。實驗組接受異質分
組之合作學習問題導向教學，兩組均
採用相同教學單元、進度、設備及相
同之任課教師。本研究採取實驗設計
如表一所示。

對象。因受限於學校編制（班）的問
題，因此本研究以技職校院學生選取
兩班修微處理機技術課程之學生為
研究樣本，因學校編制問題而無法以
隨機抽樣選取樣本，僅能以班級為單
位隨機選取其中一班為實驗組，另一
班為控制組。
五、實施前測
在實驗教學之前，所有樣本均實
施前測，前測內容為微處理機技術課
程之專業基本能力。前測之主要目的
在於確定各受試學生接受實驗前專
業基本能力之差異性。
六、實施實驗教學
實驗教學過程考量實驗內在效
度問題，兩組均以相同教材與施教者
進行實驗教學，且實施實驗教學的時
間均以每週實施四小時，共實施為期
十二週之問題導向教學，總計四十八
小時。本研究以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工
業教育與技術學系修習大三甲、乙兩
班學生選修「微處理機技術」課程的
學生進行實驗教學，隨機抽取乙班為
實驗組，以異質分組每組5 - 6人，計
分為 5組，採問題導向合作學習教學
法。控制組則採傳統方式，由教師上
完單元後，發給作業單讓學生完成單
元作業。
七、實施後測
教學實驗後，分別對二組學生進
行「微處理機技術」課程學習成就學
科量表、問題解決學習態度量表、合
作學習態度量表與「問題導向合作學
習」教學滿意度之施測。
八、進行資料統整及統計分析
將實所得之資料，進行歸納整理
、統計分析與考驗。
九、撰寫研究報告、提出結論與建議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假設，提出
研究發現與結論。

表一 實驗設計模式
組別

前測

不同合作學習模式

後測

實驗組

O1

X

O2

C
O3
X：合作學習問題導向教學
C：講述式教學組

控制組

O4

本研究根據所發展之問題導向
之網路學習教材與評量工具進行實
驗教學與資料蒐集工作，其進行步驟
簡述如下：
一、探討相關文獻
首先蒐集並探討合作學習、網路
學習與實驗教學設計之相關理論、並
蒐集分析台灣地區現有的合作學習
實施模式，以作為研究之參考。
二、進行教學實驗設計
首先蒐集台灣地區公私立技職
校院班級數與學生背景分析，並據以
決定實驗教學設計方法，進行實驗設
計。
三、撰寫實驗教學計畫
為求實驗教學之實施可獲接受
並確實執行，須編寫詳盡的實驗教學
與資料蒐集實施計畫，以作為研究者
監控實驗實施與資料蒐集進度之依
據，並編訂實驗實施之時間進度表，
以作為實驗教學進行之時間掌控，亦
可據此以取得實學校的信任與配合。
四、取樣
本研究所進行之實驗教學係針
對台灣地區技職校院學生作為抽樣

伍、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不同合作學習問題導向教學在「微
處理機技術」課程學習成就之差
4

5.中斷控制
實習
6.計時/計數
器的應用
實習
7.鍵盤與七
段顯示器
實習
8.點矩陣與中文
字幕顯示器
實習
9.類比／數
位轉換器
實習
10.數位／類
比轉換器
實習
11.串並列埠
實習

異分析
（一）專業基礎能力之差異性分析
根據一、二年級所學之專業技
術能力內涵，並徵詢專家學者之意
見，發展「微處理機技術」課程之
專業基礎能力量表試題，本量表的
功能是用以確立控制組與實驗組在
學習「微處理機技術」課程之前，
專業基礎能力是否達到顯著差異。
專業基礎能力前測分析如表二所
示。實驗組的前測得分比控制組
低，且達到顯著差異，顯示控制組
學生微處理機技術之專業基礎能力
優於實驗組學生。
表二 專業基礎能力前測ｔ考驗分析摘要表

合計

前 測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控制組

25

45.60

9.80

2.213*

實驗組

26

39.08

11.17

（二）「微處理機技術」課程學習成
就分析
成就量表根據教學目標與教材
內容編製雙向細目表，建構量表之內
容效度，再根據雙向細目表編製試題
，「微處理機技術」課程學習成就學
科量表試題雙向細目表如三所示，共
計八十題測驗，以測得學生參與「微
處理機技術」之課程學習成就。整體
學習成就量表之內部一係性係數
(KR-20)為.97。
表三「微處理機技術」課程學習成就學科量表
試題雙向細目表

教材單元
1.概論
2.微處理機
硬體結構
介紹
3.組合語言程式
設計練習
4.基本輸入/
輸出介面
電路實習

授課

知識

理解

應用

分析

配題

時數

30%

30%

30%

30%

小計

12

4

4

4

2

14

8

3

3

2

1

9

4

2

2

1

1

4

4

4

2

14

12

4

4

4

2

14

12

4

4

4

2

14

8

3

3

2

1

9

68

24

24

21

11

80

本研究以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工業
教育與技術學系大三正規學程「微處
理機技術」課程的學生進行問題導向
合作學習教學法，經過十二週時間實
驗教學後，將資料先進行組內迴歸係
數同質性考驗，結果 F 值為 0.00；
p=0.989>.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符
合同質性基本假定，再以前測為共變
量，進行共變量分析，兩種教學法之
課程學習成就分析如表四所示，得知
兩組學生在學習成就後測未達到顯著
差異（F=0.014；p=0.905）
。由表五顯
示剔除「專業基礎能力（前測分數）」
之影響的共變量後，兩組學生在學習
成就測驗的表現情形。結果表示二種
教學法在整體課程之學習成就表現
上，學生經過問題導向學習教學法後
（調整平均數 44.07）
，在學習成就上
有明顯的進步。由此可知，學生進行
分組合作問題導向學習，在整體上，
有助於學生在課程的學習。

*P<.05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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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兩組學生於課程學習成就後測之共變數
分析摘要表

6

F值

1

0.719

0.014

48

50.21

SS

df

組間

612.10

組內

2410.06

** P<.01
5

MS

來源

表五 兩組學生於課程學習成就測驗之調整平
均數
來源

調整前平均數

標準差

調整前平均數

控制組

44.32

1.453

47.24

實驗組

44.07

1.423

46.94

特五點量表方式供學生應答，問卷填
答結果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愈趨正
向學習態度。其中問卷內容效度分析
係以專家學者審查，建立量表之內容
效度。而問卷信度分析採用內部一致
性係數（Cronbach α）求總量表與分
量表之 α 係數，本問卷各向度信度
為：社會技巧學習態度＝.82，工作技
巧學習態度＝.79，整體信度＝.88。
由表七得知在學生合作學習態度
分析中，學生社會技巧的表現（平均
數＝3.92，標準差＝0.76），而工作技
巧（平均數＝3.93，標準差＝0.70）的
表現都介於無意見與同意之間，而整
體表現（平均數＝3.92，標準差＝0.73）
亦趨向同意，顯示學生趨向於合作的
學習態度。

二、問題解決學習態度量表分析
問題解決學習態度量表係參考游
朝煌(2003)及陳清檳(2004)之問題解決
量表（Problem Solving Inventory，簡稱
PSI ）所編製而成，量表分為三個向
度：
（1）解題信心，；
（2）個人掌控；
（3）趨避風格，合計 28 題。本問卷
量表採用李克特（Likert）五點量表之
方式供學生應答，問卷填答結果得分
愈高，表示受試者愈趨正向學習態
度。其中問卷內容效度分析係以專家
學者審查，建立量表之內容效度。信
度分析採用內部一致性係數（Cronbach
α）求總量表與分量表之 α 係數，本問
卷各向度信度為：解題信心＝.87，個
人掌控＝.74，趨避風格＝.73，整體信
度＝.87。
由表六得知問題解決學習態度分
析中，學生的解題信心最高（平均數
＝2.90，標準差＝0.73），整體表現（平
均數＝2.84，標準差＝0.74）趨向於無
意見，顯示學生對於問題解決學習並
無特定的意見及趨向態度。

表七 合作學習態度分析摘要表

平均數

標準差

解題信心

2.90

0.73

個人掌握

2.81

0.72

趨避風格

2.80

0.76

整

2.84

0.74

體

平均數

標準差

社會技巧

3.92

0.76

工作技巧

3.93

0.70

層 面

3.92

0.73

四、「問題導向合作學習」教學滿意
度分析
（一）教學滿意度問卷考驗分析
經由統計分析結果後，再以所有
參與研究對象進行問題導向合作學習
教學法，整體教學滿意度分為上課情
形、人際互動、教材內容的學習及自
我效能等四個構面。
由表八得知問題導向合作學習的
教學滿意度分析中，學生對於教材內
容的滿意度最高（平均數＝3.88，標準
差＝0.43），說明利用問題導向學習策
略所設計的教材經過學生學習後，比
傳統式教材，更能激發出學生的學習
動機，而整體教學滿意度趨向於滿
意，顯示學生對於合作學習問題導向
教學感到滿意。

表六 問題解決學習態度分析摘要表
構 面

構 面

三、合作學習態度量表分析
合作學習態度量表參考游朝煌
(2003)之合作學習態度量表所編製而
成，量表分為二個向度：(1)社會技巧
學習態度；(2)工作技巧學習態度，合
計 26 題。合作學習態度量表採用李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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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問題導向合作學習」教學滿意度分
析
構 面

平均數

標準差

1.上課情形

3.73

.57

2.人際互動

3.80

.47

3.教材內容

3.88

.43

4.自我效能

3.81

.55

整體教學滿意度

3.82

.25

間工作分配不易。
(4)評量報告中，可增加小組討論
過程紀錄，可以評定學生在討
論時的表現。
(5)分組的方式建議用能力來分
組，可以平均分配能力較好與
較差的同學在一起學習。
陸、研究結論
經過教學實驗資料分析，綜合以
上研究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結論。
一、透過合作學習問題導向教學，可
提升學生技職校院學生實務能力
本研究實驗組的前測得分比控制
組低，但經過十二週四十八小時的實
驗教學後，以前測成績當成共變項
時，其後測成績與控制組相當，未達
顯著差異。由此可知，學生進行分組
合作問題導向學習，在整體過程上，
對學生的學習是有助益的。
二、學生對於整體合作學習問題導向
教學感到滿意
Biggs( 2000 )研究發現實際施行
PBL 教學的教師與學生都認為 PBL 比
傳統教學有趣，而且在職場的表現亦
較能獲得肯定。本研究以問題導向教
學進行實驗組的教學活動，獲得學生
的肯定，而且學生亦認為畢業後在職
場上的表現，也會比接受傳統教學的
學生受歡迎。
三、問題導向教學方式可讓學生培養
出主動學習的能力
本研究學生回饋意見中提出老師
透過分組合作教學，並且以問題導向
的教導方式，引導學生搜集資料、分
析整理並解決問題，讓學生與老師在
關係互動，能夠有系統的解決問題，
如同 Schroeder 與 Zarinnia( 2001 )研究
中提出 PBL 讓學生學會批判性的思考
與解決問題的能力。
四、實施問題導向學習，提昇學生合
作學習態度
問題導向學習的實施，以合作學
習、分組討論做為實施的方式，而整

（二）學生對「問題導向合作學習」
教學的看法
1. 與傳統教學相異處
(1)藉由分組的方式，同學之間可
以相互討論，交換不同的意見與
想法，分工合作來解決問題。
(2)增加同組同學間的信任感與團
結力，比以往個人上課方式有較
多的收穫。
(3)學習如何把工作量平均分配，
當工作量分配不平均時，亦可學
習到相互包容與彼此協助，對日
後業界工作時很有幫助。
(4)在討論的時候，比較能夠勇於
表達自己的意見和想法。
(5)因為問題的解決方式是經由自
己去探索獲得的，比起以往老師
講述的方式，利用問題導向方式
較容易牢記課程內容。
(6)透過尋找問題的解決方式時，
可以多獲得一些相關的知識，並
且縮短解決問題的時間。
(7)截長補短，相互學習到彼此之
間的優點與長處。
2. 對「問題導向合作學習」教學的
建議
(1)當課程內容太難時，同組的同
學有些人真的不懂課程內容，
討論起來很困難。
(2)老師可針對課程問題給予更多
的引導，或是利用實際操作的
方式來建立課程觀念。
(3)課後，小組要聚在一起討論的
機會與時間很少，小組成員之
7

體教學的過程中，培養學生社會及工
作技巧，由研究資料分析中可得知學
生在合作學習態度分析中結果趨向於
同意，顯示學生在問題導向學習中，
學習態度趨向於合作學習。
五、問題導向學習教材對於技職院校
學生的學習助益很大
問題導向學習的焦點是建構在課
程內容所到之處的問題劇本中
( Brown & Duguid, 1994 )。藉由概念圖
清楚、簡化的呈現出知識的關連性之
後，依照其概念圖，設計出教案的分
幕 情 境 ( Linda trop & Sara sage,
2001 )。
問題導向學習教材編寫之前，需
統整出學習內容的基礎能力和核心能
力，以讓老師及學生掌握學習的綱
要。本研究學生對於教材內容滿意度
趨向於滿意，說明經過學生學習後，
利用問題導向學習策略所設計的教材
比傳統式教材更能激發出學生的學習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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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計畫成果自評
一、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
（一）探討合作學習、問題導向教學
策略、微處理機課程、技巧及
評量指標等相關文獻。
（二）探討技職校院學生微處理機技
術課程之成就與態度等相關文
獻。
（三）確立技職校院學生之微處理機
技術課程之不同合作學習問題
導向教學策略。
（四）運用結構化與模組化教學課程
設計，建構技職校院「微處理
機技術」課程問題導向教材。
（五）發展與修正技職校院學生之微
處理機技術課程之成就量表。
（六）發展與修正技職校院學生之微
處理機技術課程之態度量表。
二、對於學術理論、經濟建設及其他
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本研究之模
式與成果可供：
（一）規劃及改進技職院校不同合作
學習問題導向教學策略之參考
。
（二）推廣問題解決能力工作實務能
力問題導向教學所需的經驗及
技術。
（三）培養建構我國技職院校所需問
題解決能力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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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研究人員對技職院校不同
合作學習問題導向教學策略的
規劃。
（五）提升技職院校師生對技職院校
不同合作學習問題導向教學策
略興趣及使用能力。
（六）充實技職院校教師使用不同合
作學習問題導向教學策略之資
源及建構評量之能力。
（七）藉由本研究計畫，國內外之技
職院校不同合作學習問題導向
教學策略專家及學者將齊聚一
堂，相互研討，交換經驗，以
便將其成果發表於國外相關學
術刊物上，藉以提升本國技職
教育在國際上之知名度，並獲
得國際上之認同。
（八）本研究所得的資料，將可提供
其他技職教育研究的參考，而
有助於提升技職教育學術研究
的品質。
三、參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訓
練
本研究群之研究人員，均可獲得
下列相關研究訓練，而有助於培育技
職教育研究人材，提升技職教育研究
人員素質，進而提升技職教育研究的
水準：
（一）精熟合作學習、問題導向教學
策略之理論與實務。
（二）精熟問題解決之理論與實務。
（三）精熟能力分析理論與技術。
（四）熟悉測驗之基本理論、實務及
研究方法並提升發展評量工具
之技能。
（五）熟悉不同合作學習問題導向教
學策略設計原理及評估方法。
（六）熟悉教學實驗設計之基本理論
與實務。
（七）了解實驗教學規劃與執行流
程，並提升研究者協商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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