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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Title of the Project)：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依計畫主持人之課程教授經驗發現，理論課程學生多僅能扮演聆聽者的角

色，對較複雜的問題也無法進行課堂的即時討論與互動，易造成學生在該類課程

的參與度普遍不佳，而在專題實做課程部份，雖課程設計多以小組團隊合作模式

進行，但小組間成員可利用時間較為片段，往往由少數同學共同承擔工作。團隊

合作的分工與互助模式在學生自主帶領情境下，成果也不易彰顯。專業技術課程

是技職教育發展的強項，但大多同學僅能利用課堂時間進行技術課程的實做與練

習，且大班制的教學也使個別學習進度落後或有差異的學生，往往會自我放棄或

半途而廢。 

而大學生之評量方式本應採多元方式執行，故本計畫也同時方式上融入實做

的設計，內容上同時考量教師、同學與個人的差異，對於認知和技能也透過實做

案例進行，在時機的考量上則利用合作學習檢視學習的最後成效。 

本計畫之研究目的如下： 

（1） 完成合作學習與情境學習對教學成效影響之相關文獻分析 

（2） 利用 108學年度課程融入合作學習與情境學習之設計 

（3） 檢驗不同情境學習對課程參與度的影響 

（4） 檢驗合作學習對課程理解度的影響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1) 情境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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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情境學習法的意義 

情境認知(situated cognition)或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的概念，最早是源

自於「人類心理學」的研究，人類學家 Schon、Suchman 以及 Lave 等人藉由觀察

人們從事的工作及日常生活的行為發現，人類日常生活的認知活動常受制於當時

的社會情境，問題解決者常會發明不同於學校教育的解題方式，並建立自己的知識

表徵（鄭晉昌, 1993），而布朗(J.Brown)、柯林斯(A. Collins)及杜谷(P. Duguid)於 1989 

年將此一觀察提出具體的理論，他們認為知識是情境化的，一般在課堂上所傳授的

概念性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如同工具，只有在真實的情境中進行實際使用、

操作，才能徹底了解工具的功能。他們指出「活動、概念與文化是相互依賴的，缺

一不可」，因而提出「認知學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來替代學校的教學模式。

(陳菁惠，2000)。在情境學習的觀點中，促進學習的重要因素之一，陳菁惠(2000)

認為情境學系「是讓學生在一個能夠反映出他們的知識存未來會有多種用途的環

境裡，完成功課與解決問題。」 

因此，情境學習能夠達成以下三個目標，包括：一，使學生了解他們為什麼要

學習，以及如何應用這些知識；二，學生是主動而非被動的使用知識；三，學生將

學習到如何在不同的狀況下應用所學習到的知識。最後，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下學習，

學生不僅能將知識與其相對的情境聯想在一起，同時也能將知識應用到其他狀況，

並運用到新的問題與新的知識領域。(陳菁惠，2000) 

情境認知的主張改變了教學設計的內涵，除了開始注重學科整合的整體性，

其次，也開始著重學習情境的設計，強調學習的真實化。第三，強調學習者能主動

參與，而教師也由知識傳授者的角色，轉為學習促進者。最後，強調學習伙伴

(learning partner)的重要性，鼓勵合作學習的模式。(陳菁惠，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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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情境教學的特徵 

情境教學的對象不限於單一學生，其過程強調在於憑據由教師依據其教學目

的所創造出來的環境產生互動，讓學生能依此建構出屬於自己的知識，依此可歸

納以下的特徵 (王仁癸，2009) ： 

a.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興趣是任何學習的前提，有興趣才會有學習的動機，進而引領學生來思考與

探索，而獲得良好教學成效。情境教學是以學習者為中心，以一連串的多元

感官學習教材來激起學生產生共鳴，使學生置身生活實際情境問題中，進而

能在實際生活情境中應用。 

b.尊重學生自主性發展 

情境教學強調課程設計可讓學生得到自主性發展，尊重學生個別的學習差異

性，使學生長處得以發展，最重要的是要讓學生多想像、多保持好奇心與多

思考，而能適性發展來得到潛能的發揮。 

c.給予學生思考探索的機會 

教師在做學生課程設計時，必須讓學生有思考的過程，使知識內化成智慧，

而成為實用的知識，而再以此知識為基礎，去探索新的知識，以發展出自我

導向學習能力，促進學習態度與知能發展，賦予學生生活實際能力。 

d.在於解決問題 

情境教學是要教師設計出真實的生活情境教案，強調真實生活情境中可能會

遇到的問題，再從情境問題中的發掘、分析、解決過程中，學到認識自我、

獨立思考，與形成知識內化而成深刻的記憶，也是「外顯知識」轉化為「內

隱知識」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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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善用各種多元情境來刺激學習 

知識的學習是透過多元感官學習的刺激，才能將外顯知識內化為個人知識，

於是多元情境的運用，促進了多元智能的發展，同時也可強化學習的內容。 

f.科技的運用 

科技的運用可強化教學內容與增進教學資源，以及加深教學的深度與廣度，

也可把資源做整合與運用，來提供學生參與學習經歷。 

g.強調合作學習 

情境教學課程設計強調合作學習，讓學生扮演不同角色，透過學習活動讓學

生在團隊中學習互助技巧、解決問題能力，以及改掉不好的學習態度與迷

思。 

C.情境學習的教學策略 

由 Collin 在 1994 年所建議的教學策略，分別包括真實性、交織性、連結性 

(2)合作學習(小組遊戲比賽法，TGT) 

A.合作學習的定義 

Yang & Liu(2005)曾提出，「合作」是指一群人一起工作，以達成共同目標的

情境下，每個人都貢獻自我的能力與他人協力完成目標。基於此，汪慧玲及

沈佳生(2013)提到，合作學習並不是單一的教學策略，而是促進小組合作與學

生互動之所有教學策略的總稱（王金國，2005），相較於競爭式學習或個別式

學習，更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成效及合作技巧的表現（王金國、張新

仁，2003 ）。 

「合作學習」強調以學生間主動合作的學習方式，取代傳統以教師為主導的

教學方式，藉以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能力、發展學習過程中的人際溝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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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並養成團隊合作的精神 

(朱敬先，1999)。將學生依據不同之性別或能力等指標，混合編成若干「學習

小組」，小組成員分工合作，相互扶持，共同努力以完成學習的目標。(李榮

通，2006) 

B.合作學習的基本要素 

合作學習包含下列六項要素（Johnson ＆ Johnson, 1994；王金國、張新仁，

2003；黃政傑、林佩璇，2004；陳彥廷、姚如芬，2004；李榮通，2006；Duxbury 

& Tsai,2010；張如瑩、郎亞琴，2011；汪慧玲、沈佳生，2013；）： 

a.積極相互依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學生在小組時必須互相扶持，彼此協助、有難同當，有福共享，要強調「我

們」而非「我」，是一種命運共同體的概念。除了個人獲得知識之外，也必須

讓同組的成員都能學會，才能達成目標。 

b.個人績效責任（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小組的成功乃基於組內每一個人的成功，不能只是「搭別人的便車」（get 

ride），也不是學習能力高的學教導學習能力低的，而是講求團體的學習成

效。因此，合作學習是「共同學習，獨自表現」。 

c.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face-to-face promotive interaction） 

小組人數不能太多（通常 2 至 6 名），成員在面對面的溝通之中，能增進彼

此相互依賴，互相學習成長，鼓勵成員為小組共同利益而奮鬥，提高學習表

現。 

d.人際與小團體技巧（interpersonal and small group skills） 

教師事前要教導學生相互認識和相互信任、清晰溝通、相互接納並支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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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衝突的相關技巧，讓學生學習與學業有關的任務工作（task work）以及

參與小組學習必備的人際技巧和小組團體技巧，以上的能力合稱為小組工作

(team work)。 

e.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 

乃指給予學生適當的時間及歷程去分析小組的運作及使用人際技巧，強調自

我檢視的重要，以不斷的進步與成長。 

f.異質分組（heterogeneous group） 

異質性可包括三方面：學習能力和成就、學習動機和行為表現，以及學生特

質（陳俊亨，2006）。，依據以上等因素將學生分配到不同的小組，學生在互

動中須忍受更多不同的意見，並考慮他人的感受，彼此指導及學習，以達成

共同的目標。 

上述六點都是合作學習的必備要素，若合作學習無法成功，教師便可以從這

些因素裡尋找可能的缺失加以改進。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1）利用不同授課情境，了解學生對課程參與處是否存在差異性？ 

 

 

 

 

（2）透過期末合作實作測驗，了解學生對課程理解度是否存在差異性？ 

 

 

 

 

 

自變項 

教學方法：合作學習 

依變項 

學生課堂參與程度       

自變項 

教學方法：5 種情境設計         

依變項 

學生對供應鍵流程 

指認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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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1） 融入課程：供應鏈管理 

（2） 研究設計：不同課程給予不同教學方式（活動），比較學生學習成效差異 

（3） 參與學生人數：42人 

（4）研究設計說明：依供應鏈管課程設計出五大課程內容，並分別設計不同實作體

驗課程，利用同一班參與同學比較傳統授課方式與實作體驗課

程之參與度是否存在差異？ 

五大課程內容 傳統授課方式 實作體驗課程 量測指標 

生產階段 課本講授 夾紅豆、綠豆 課程參與時間 

運輸階段 課本講授 空拍機基礎操作 課程參與時間 

品管階段 課本講授 量測豆子週長 課程參與時間 

報關流程 課本講授 稅則條碼查詢與

報關單填寫 

課程參與時間 

行銷設計 課本講授 包裝設計實作 課程參與時間 

 

 

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不同實作體驗課程學生的參與程度和專注程度，不完全相同，但較有趣

的發現是，經過設計的傳統教學方式，學生的專注力和參與程度也不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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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課程

內容 

傳統授課

方式 

專注

程度 

得分 

課堂

參與

時間 

實作體驗

課程 

專注程度 

得分 

課堂參與

時間 

檢定結果 

生產階段 課本講授 4.2 38分 夾紅豆、

綠豆 

4.5 42分 顯著 

運輸階段 課本講授 4.2 40分 空拍機基

礎操作 

4.7 48分 顯著 

品管階段 課本講授 4.1 39分 量測豆子

週長 

4.4 40分 不顯著 

報關流程 課本講授 4.1 40分 稅則條碼

查詢與報

關單填寫 

4.3 42分 不顯著 

行銷設計 課本講授 4.1 39分 包裝設計

實作 

4.3 41分 不顯著 

 

(2) 教師教學反思 

透過合作、分工、討論與自我檢視後，學生對於供應鏈管理各階段產生

不同的體會與認識。整體而言，學生對供應鏈各階段的描述能力與可應

用策略大多有不同的體會。 

(3) 學生學習回饋 

實作課程有點闖關遊戲的概念，而且視為期末成績的一部份，會想要表

現得更好，但也發現有些狀況不是同組組員能控制的，但不想失敗和取

得好的成績促成團隊間更有效的合作。 

 

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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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部份：準備開始透過其他方式（如任務賦予或遊戲化設計元素）誘

發學生對專業事物的討論，並啟動不同分組方式，觀察學習過程的差異。 

傳統教學的互動方式，在本研究中發現仍有相當高的接受程度，未來也將思

考傳統授課方式適合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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