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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運算思維能力的培養已是各國資訊教育的新典範，因應數位時代的挑戰，資訊教育

新的學習內涵之一便是「運算思維」，希望藉由運算思維的培養，提升學生善用資訊科

技工具解決問題、合作共創、溝通表達等能力。 

程式設計是培養運算思維的主要工具，在我國中小學資訊科技程式設計的教學裡，

是以 Scratch為主流。本研究探討問題導向式教學法和講述式教學法在 Scratch程式設

計教學上，對學童在運算思維能力的提昇及學習成效的表現，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本研

究採準實驗法，在教學實驗前後，以「國際運算思維測驗」為工具進行資料蒐集，得到

以下結果： 

(1)問題導向式教學法對國小學童運算思維能力提昇有顯著效益 

(2)講述式教學法對學習成效有較好的表現 

 

 

關鍵詞：Scratch、運算思維、問題導向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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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廿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本文 

壹、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運算思維是現今相當熱門的話題，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的主軸為

核心素養，而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了適應現在生活與面對未來的挑戰，所應具備的知

識、能力與態度(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2014)。現在學生在現實生活情

境中的問題解決能力普遍低落，而運算思維能力的培養與生活中問題解決能力息息相

關。 

儘管運算思維並非等同於程式設計，但程式設計是創造運算作品的主要方式，亦是

輔助運算思維中所需的認知任務的工具及展現運算思維能力的媒介（Grover & Pea, 

2013）。因此，程式設計課程是實踐運算思維教學的重要途徑，透過撰寫程式，能實作

運算思維中的抽象化、流程控制、模組化、遞迴、重覆及除錯等能力。 

「低門檻，高極限」為選擇程式設計軟體用來學習運算思維工具的重要原則，希望

學生不需經過太多低階技巧的學習便能上手，而能將學習重點放在高階的思維上(林育

慈、吳正己，2016)。視覺化的程式設計工具，可以讓學生更容易學會程式設計，透過

創作、修改與使用的歷程，學生可以體驗與應用運算思維，而 Scratch 便是一個可以立

即上手的程式設計工具。 

中小學時期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學習 Scratch程式設計，一開始雖然有高度興趣，

但當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與理解能力較不佳時，就容易產生挫折而難以維持學習動機。

同儕間的分組合作學習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當學生在遇到困難及認知衝突時，透過彼

此的討論、溝通與互助合作，不但可以解決問題，更可以提升認知能力及批判思考能力。 

因此，本研究試著在國民小學階段的程式設計課程中，運用不同的教學模式，以問

題導向式教學模式與講述法教學模式，來探討其對六年級學生在運算思維能力上的影響，

並以此修正自己的教學模式，以讓學生獲得最大的核心素養能力。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以不同的教學模式，分別為問題導向教學模式及講述法教學模式，

進行Scratch程式設計課程後，對國小學童在運算思維能力上的影響。欲研究的目的為： 

(一)不同的教學法融入國小六年級 Scratch程式設計課程，對學童運算思維能力影響之

情形。 

(二)不同的教學法，學童學習成效之差異。 

 

三、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臺北市某小學六年級四個班的學生，其中二個班為實驗組、另

外二個班為控制組。實驗組男生 47人、女生 33人，共 80人；控制組男生 4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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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 39人，共 80 人，全部共計 160人。本研究過程不涉及其他年級，因此研究結

果無法推論至其他學校、其他地區或全國其他年級之學生。 

（二） 研究時間 

本研究歷時五個月時間，共進行 18節課，每週一節，每節 45 分鐘；前 6節為

Scratch程式設計基礎課程、含運算思維能力前測 1節，後面 12節為實驗組進行問

題導向式教學法、控制組則進行講述式教學法，並含運算思維能力後測 1節。 

（三） 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採準實驗法，主要實驗為問題導向學習，在其中小組學習的分組方法上，

因受電腦教室桌椅及電腦硬體配罝的限制，為 2人一組的隨機分組，無法擴大至 4

至 5人一組，因此研究結果應謹慎推論。 

（四） 研究課程的限制 

本研究重點在於討論問題導向式教學法在國小程式語言課程的影響，並以現今

大多數國小階段的程式語言課程 Scratch為例。軟體採用 Scratch2.0繁體中文版。

對於其他程式設計教學軟體或是其他相關變因則無法在此研究考慮範圍內，研究結

果亦無法推論至其他教學科目中。 

 

貳、文獻探討 

一、 問題導向式教學模式 

(一)PBL的緣起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簡稱 PBL)又稱作「問題本位學習」。

於 1960年代中期由加拿大的醫學教育學者 Howard Barrows 所發展，加拿大 McMaster

醫學院發覺他們學生在學習完多且廣的基礎醫學知識後，竟無法有效地運用在臨床問題

上，因而產生此種以臨床問題基礎導向的教學想法，Barrows教授以真實的醫學問題作

為課程內容，將學生分成數個小組，學生扮演主動學習者角色，充份運用合作學習技巧

與同儕教學方法解決其所面對的醫學問題(Barrows & Tamblyn,1980)。迄今已流行於國

外的高等教育和許多學科領域，國內自 1992年起由各醫學院系開始實施，現已陸續擴

及一般大學各科系與中小學(楊坤原、張賴妙理，2005；關超然、李孟智，2009)。 

(二)PBL的定義 

問題導向學習是一種學習的方式，很多學者對它有一些定義，例舉如下： 

吳清山，林天祐在《教育新辭書》指出，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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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導向學習，植基於建構主義的觀點（constructivist view），認為學習是在社

會環境中建構知識的過程，而不是獲取知識。它是讓學生在真實世界的環境中，將所發

生的實際生活問題形成案例，大家共同討論，並提出問題解決之道。所以，學生不只是

在教師傳授中得到知識，最重要是在小組中學習。問題導向學習是一種挑戰學生「學會

學習」（learning to learn）的教學活動。學生在小組中共同找尋真實世界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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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更重要的是發展學生成為自我引導學習者的能力。因此，問題導向學習的目標是

能力的學習，而不是知識的學習而已。 

問題導向學習對於學生學習能力的培養，不僅有其學理的依據，亦有其實務的支持，

在歐美國家不管在學生班級學習或行政人員培訓方面，對於實際問題解決能力的增進，

都有相當大的效果。 

Barrows和 Tamblyn（1980）將 PBL定義為使學習者朝向了解或解決一個問題之工

作過程來進行學習的歷程，包括讓學生先遭遇問題、呈現問題情境、小組成員應用知識

和推理能力開始解題、學生主動確認學習內容並據之以引導個別化研究、將過程經歷所

獲得的知識和技能再用於解題、呈現與評鑑學習結果。 

(三)PBL的教學步驟 

吳清山，林天祐指出問題導向學習，教師必需扮演著激勵者和觀察者的角色，其主

要過程如下： 

1.教師確認或設計一個缺乏結構性的問題； 

2.呈現問題給學生； 

3.學生分組討論； 

4.教師觀察學生討論活動； 

5.小組提出建議解決方案。 

因此，本研究選擇此教學模式與傳統講述式教學模式，比較兩者對學生運算思維能

力的影響。 

 

二、 Scratch程式設計教學 

(一)圖形介面程式設計的發展 

Resnick(2012)指出學生在學習程式設計的過程中，須運用到以下幾種概念的活

動： 

1.使用者互動(事件 event) 

包含輸入與輸出的部份，在程式設計中，依據撰寫結果，將使用者輸入的文字處理

後輸出結果到螢幕，讓使用者能和多媒體互動。 

2.迴圈 

迴圈是程式執行的程序重覆執行的結果，可針對實際情形控制執行次數的重要功

能。 

3.條件定義 

根據特定的情形決定採取的方式，進而有不同的結果。 

4.變數(Data，數字) 

變數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儲存和更新資料，如遊戲設計中的時間、分數結果等，對

於學童，可以提高其學習動機。 

因此，學生學習程式語言，必須理解程式語言架構、熟悉程式碼及規則，還要能夠

分析問題，思考解決問題。在實際的教學現場中，學生對於程式設計的語言感到很困難，

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因而發展出圖形介面程式設計軟體。 

(二)Scratch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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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是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終身幼稚園組開發的一套電腦程式開發平台，於

2006年發布，旨在讓程式設計語言初學者不需先學習語言語法便能設計產品。開發者期

望通過學習 Scratch，啟發和激勵用戶在愉快的環境下經由操作（如設計互動故事）去

學習程式設計、數學和計算知識，同時獲得創造性的思考，邏輯編程，和協同工作的體

驗。Scratch適用於 8 歲以上用戶，即便用戶從未學過程式編程，通過拖曳預先設定好

的積木式程式模件，堆疊出指令，設定或控制角色及背景的行動和變化，從而完成程式

設計。 

 

三、 運算思維 

2006年 3月，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科學系主任周以真（Jeannette M. Wing）

教授在美國計算機權威期刊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雜誌中發表的「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一文，定義了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 

她認為運算思維是運用計算機科學的基礎概念解決問題、設計系統並理解人類行為

的思維方式。運算思維是一種思考方法和基本技能，所有人都應該積極學習並使用，而

非僅限於計算機科學家。這一個理念推動了計算機科學在全球教育領域的發展。她期盼

所有年輕人都能從運算思維中獲益，並鼓勵他們張開懷抱去擁抱跨學科研究的新理念。 

教育部(2016)在「2016-2020資訊教育總藍圖」中也提到，因應數位時代的挑戰，

資訊教育的學習內涵也跟著改變，新的學習趨勢之一就是「運算思維」：當代資訊工具

以及產生之資訊建基於運算思維，為能掌握其特性，並應用自如，必須熟知其邏輯（Wing, 

2011）。 

(一)運算思維的定義 

在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一個世界性電腦協會的月刊，它創建於 1957年，

該雜誌是最久遠最受尊敬的計算機出版物之一)2006年3月的文章中，周以真博士說明，

運算思維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當我們必須求解一個特定的問題時，首先會問：解決

這個問題有多麼困難?怎樣才是最佳的解決方法?計算機科學根據確實的理論基礎來準

確地回答這些問題。運算思維通過約簡(reduction)、嵌入(embedding)、轉化

(transformation)和模擬(simulation)等方法，把一個看來困難的問題重新闡釋成一個

我們知道怎樣解決的問題。 

運算思維是利用啟發式推理來尋求解答。它就是在不確定情況下的規劃、學習和調

度。它就是搜索、搜索、再搜索，最後得到的是一系列的網頁，一個贏得遊戲的策略，

或者一個反例。 

考慮一些日常中的事例：當你女兒早晨去學校時，她把當天需要的東西放進背包；

這就是預置和緩存。當你兒子弄丟他的手套時，你建議他沿走過的路回尋；這就是回推。

在什麼時候你停止租用滑雪板而為自己買一對呢？這就是線上演算法。在超市付帳時你

應當去排哪個隊呢？這就是多伺服器系統的性能模型。為什麼停電時你的電話仍然可用？

這就是失敗的無關性和設計的冗餘性。 

運算思維具有以下特性：它是概念化，不是程式化，電腦科學不是電腦程式設計。

像電腦科學家那樣去思維意味著遠遠不止能為電腦程式設計。它要求能夠在抽象的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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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上思維。運算思維是人的思維，不是電腦的思維。運算思維是人類求解問題的一條

途徑，但決非試圖使人類像電腦那樣地思考。電腦枯燥且沉悶；人類聰穎且富有想像力。 

許多人將電腦科學等同於電腦程式設計。有些家長為他們主修電腦科學的孩子看到

的只是一個狹窄的就業範圍。許多人認為電腦科學的基礎研究已經完成，剩下的只是工

程部分而已。一個人可以主修英語或者數學，接著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電腦科學也一

樣，一個人可以主修電腦科學，接著從事醫學、法律、商業、政治，以及任何類型的科

學和工程，甚至藝術工作。當我們行動起來去改變這一領域的社會形象時，運算思維就

是一個引導著電腦教育家、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宏大願景。 

(二)運算思維的元素 

運算思維的內涵元素，包含了哪些呢? 

周以真博士舉了個例子，如果你要做一頓飯，既要煮飯又要炒青菜炒肉，但又不能

做好菜了但飯還沒煮熟，要怎麼做？這三項任務都需要花費資源和時間。在做飯這件事

上，你就相當於一個操作系統。我們在電腦科學中所學習的，正是如何調配有限的資源，

完成所有任務。 

一般來說，運算思維中最重要的幾個思維過程是抽象、分解以及組合。所謂「抽象」，

是指忽略所有不相關的複雜細節，而只專注於問題關鍵部分的能力，你會注意到，我剛

剛並沒有提及鍋是啥顏色的、廚房有多熱，因為這些都是不相關的細節。「分解」能讓

我們將問題分割成一個一個小的部分，我們將這些小部分各個擊破，最終通過「組合」，

將各部分重整起來，形成一個針對原來問題的解決方案。 

張顧耀博士則將運算思維分出四個核心觀念： 

抽象化(Abstraction)：指的是化繁為簡、異中求同。化繁為簡不是簡化，而是將

一個事物，依照不同層次來看它，例如我們說數字 1是奇數(奇數並沒有比較簡單，所

以不叫簡化)，但從不同層次來看它，1也是正整數，1也是整數；在一個事物的眾多屬

性中，保留其重要的屬性或特性，這重要的屬性，就叫做異中求同。 

樣式辨識(Pattern Recognition)：觀察一個資料或問題，尋求其改變的規則或趨

勢，也就是改變的樣式。知道規則而尋求結果比較簡單，但能從結果找出規則來就是樣

式辨識。它可以幫助我們預測與簡化問題。 

拆解(Decomposition)：將一個大問題分成一些小問題，將這些小問題個別解決的

結果，再合成大問題的解答。它的重要觀念即是平行處理與專業分工，一些小問題可以

同時運作、沒有影響，就叫做平行處理，這些小問題即使有相依關係，透過專業分工，

仍然可以達到平行處理的效果。如自動洗車的過程、大廚辦好一桌菜的過程，就是很好

的例子。 

演算法設計(Algorithm Design)：將解決問題的步驟，以時間為主軸，依先後順序

把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整理下來，像是食譜、SOP。這個步驟包括事件名稱、事件用途說

明、輸入資料、執行步驟及結果討論。例如將一堆紙本考卷成績由高而低的排列好，就

是個例子。 

 

四、 運算思維與 Scratch 程式設計 

(一)運算思維與 Scratch 程式設計之概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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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Media Lab Natalie Rusk 於 2017年 1月 5日分享了一份文件。這份文件的標

題是 Computational Concepts Supported in Scratch (2017)，其中介紹了 Scratch

支援的與運算相關的概念、解釋與積木範例。將其列於下表 2-1： 

 

表 2-1 Scratch支援的基礎運算思維概念 

Concept概念 Explanation 釋義 

sequence 

順序、次序 

以 Scratch創作程式，你必須有系統地思考步

驟執行的順序。 

iteration (looping) 

迭代(迴圈) 

「不斷重複」與「重複」可用於迭代(重複一系

列的指令) 

random 

隨機 

「隨機選取」會在指定的範圍內選出整數 

conditional statements 

條件敘述旬 

「如果」以及「如果、否則」可對於條件進行

判斷 

boolean logic 

布林邏輯 

「和」、「或」、「不成立」是布林邏輯的例子 

variables 

變數 

變數積木可讓你在程式中，製作變數並使用它

們。變數可以儲存數值或字串 Scratch 同時支

援全域變數及物件限定變數 

lists (arrays) 

清單(陣列) 

清單積木可允許儲存並存取「數值」以及「字

串」的清單。這種資料結構可視為一種「動態

陣列」 

string manipulation 

字串操作 

使用「...的長度」、「letter of」、「合併」，你

可以改變字串或是取得更多關於字串的字母資

訊。 

event handling 

事件處理 

「當按下...鍵」與「當角色被點擊」都是事件

處理的案例---回應由使用者或程式其他部分

所引發的事件。 

threads (parallel execution) 

執行緒(平行處理) 

同時執行兩個程式碼堆疊，會建立平行執行的

兩個獨立執行緒 

coordin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協調與同步 

「廣播」與「當我接收到」可用來協調多個角

色之間的動作。使用「廣播...並等待」可允許

同步。 

procedures 

程式(*自訂積木) 

「製作一個積木」可讓你定義使用在你程式中

的新積木。定義積木也可被稱為「命名程序。「製

作一個積木」允許在一個角色中「重用(reuse)」

程式碼，也可支援「模組化」與「抽象化」。 

parameters 

參數 

當你使用「製作一個積木」時，你可以加入數

值、字串、布林值作為參數。如此可讓你的新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積木擁有輸入值。你可以使用帶有參數的積

木，來製作遞迴的(recursive)程序。 

cloning 

分身(複製) 

「製作分身」可製作一個角色的複本，這個複

本會一直存在直到程式結束。你可以使用它來

動態地複製許多具有相同程式碼的同一個角

色。 

physical sensing 

物理性偵測 

像是「音量值」這樣的積木可允許使用者與麥

克風及其他物理介面進行互動。 

資料來源：Natalie Rusk(2017)。Scratch臺灣愛好者社團翻譯。 

 

本研究是以實施 Scratch 程式設計課程來實踐培養學生運算思維的能力，透過本章

的文獻探討，研究者試著將運算思維解釋為：一種透過有效的思考模式以達成問題解決

之能力，並在發展國小學童學習運算思維的過程中，以「抽象化」、「模式辨識」、「拆解」

及「演算法設計」四個元素來探討學習成效。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 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的資訊教育、在 Scratch程式設計課程中實施問題導向式教學

法，對學童運算思維能力提昇之成效，研究架構如圖 3-1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流程圖 

提供教學學習單 提供教學指引與課本 

問題導向式教學 講述式教學 

前測：2016 Bebras澳洲國際運算思維挑戰測驗 

作業繳交學習成果 

後測：2016 Bebras臺灣國際運算思維挑戰測驗 

討論運算思維能力的提昇成效 

Scratch 程式設計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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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變項 

1. 控制變項： 

 年級 

 教學時間 

 性別(男、女) 

2. 自變項： 

 實驗組：PBL(問題導向式學習) 

 控制組：講述式教學 

3. 依變項： 

 運算思維能力 

 

三、 研究樣本 

本研究對象為臺北市文山區某小學六年級學童，該校於四年級重新編班時，採學生

學習成績 T分數 S型編班，因此學生在學業成就上具有同質性。研究者所任教的四個班

級、每班 40人，以其中兩個班為實驗組，進行 PBL教學，另兩個班為控制組，進行講

述式教學。 

 

四、 研究測驗工具 

(一)Scratch程式設計軟體 

Scratch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媒體實

驗室所設計用來協助學習程式設計的軟體。Scratch的操作介面簡單，即使學習者不曾

學習過程式設計，也能藉由拖曳程式積木的方式，組合程式指令來控制角色，以完成動

畫或遊戲。本研究採用 Scratch2.0繁體中文版，它可在官網免費下載。 

(二)Bebras國際運算思維測驗 

國際運算思維測驗(International Challenge on Infor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幫助了解 8至 18歲（三年級至十二年級）學生的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能力。此挑戰賽自 2004年開始每年於 11月中的國際 Bebras 週(World-Wide 

Bebras Week)舉行，我國自 2012年開始加入，與全球同步舉辦。其旨在激起學生對於

資訊科學之興趣，同時了解學生是否具備學習資訊科學之性向。挑戰賽利用淺顯易懂的

方式呈現題目(tasks)；各題皆為情境式任務，讓學習者利用自己既有的知識進行完成

任務。 

受測學生依就學年段分為五組，分別為：Little Beaver(3、4年級)組、Benjamin(5、

6年級)組、Cadet(7、8 年級)組、Junior(9、10年級)組及 Senior(11、12年級)組。每

組之考題又分難、中、易三種等級。我國原僅開放 Junior及 Senior兩組，於 2016年

起增加 Benjamin組及 Cadet組，預計未來視參與情形向下推廣至 Little Beaver 組。 

本研究對象為六年級學生，因此前測採用 2016澳洲國際運算思維測驗 Benjamin組

題目，後測採用 2016臺灣國際運算思維測驗 Benjamin組題目。 

1.信度 

國際運算思維檢測題目的產生，須經以下幾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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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家命題準備、命題討論上傳投命題稿題目國際命題會前審議依審議結果

修正錄取題目國際命題工作會議依國際命題工作會議建議修改錄取題目上傳最

終版題目正式題組選定、翻譯正式題組試做辦理挑戰賽 

每年的挑戰活動要歷時近一年的時間，且其中測驗題目皆經過多次審議和試做，

2016年臺灣國際運算思維測驗全國參加人數達 5,215人，因此具有信度。 

2.內容效度 

國際運算思維測驗難易度分為 A、B、C三種級別，依序為易、中、難之題型，指導

手冊中說明各題所屬難易度、問題情境、解釋、答案及其與運算思維概念的關係。大多

數的題目都不只包含一種運算思維元素，因此學生作答時需運用到運算思維當中抽象化、

模式辨識、拆解及演算法設計的能力，因此具有內容效度。 

3.專家效度 

「臺灣國際運算思維測驗」是由教育部運算思維推動計畫所承辦，計畫主持人包含

臺灣師大李忠謀教授、林育慈教授、臺北市立大學盧東華教授及中央研究院陳伶志研究

員，因此具有專家效度。 

 

五、 教學設計 

本研究的五個月時間中，共進行 18節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實驗組、控制

組皆進行 Scratch程式設計基礎課程，第二個階段開始實驗組進行問題導向式教學法、

控制組進行講述式教學法，且分別實施了兩個程式設計單元。課程設計如下： 

(一)虛擬水族箱單元 

在這個單元中，是實驗組、控制組共同學習的課程，學生也是第一次學習 Scratch

這個軟體。研究者首先介紹 Scratch程式語言軟體的介面配置，如舞台區、角色區、程

式積木區、造型區及程式編輯區；並在這個單元中，教導學生學習使用程式積木的指令

功能，已包含動作、外觀、畫筆、事件、控制及偵測指令，讓每個學生都能做到簡單的

動畫程式設計編程。 

而此單元學習到與運算思維相關的觀念有「模式辨識」-重覆結構、選擇結構，「抽

象化」-隨機選取、邏輯運算及「演算法設計」的循序。 

(二)電流急急棒單元 

在這個單元中，研究者開始進入 PBL實驗教學。做法上，實驗組學生仍是 1人一組

的學習方式，透過學習單的引導，讓學生開始練習問題解決的學習方式，這時老師扮演

引導者的角色，引導學生思考解決問題的步驟，一次解決一個問題來完成這個程式。而

控制組學生則是跟隨老師的教學指引，模仿老師的操作步驟，一步一步完成作業。此單

元中會指導學生使用程式積木中的變數功能，增加遊戲計時的功能。 

而此單元學習到與運算思維相關的觀念，除了前一單元虛擬水族箱所學之外，另有

「抽象化」-設定資料變數、字串組合，「演算法設計」的初始化變數及平行處理。 

(三)打磚塊單元 

到了第三個單元，實驗組學生開始做 2人一組的分組合作學習，一樣透過研究者自

行設計的問題導向學習單，2個人共同討論，要完成這個程式，所會遇到的困難有哪些、

可行的方式有哪些、共同討論出最佳的方案來解決；此時老師扮演走動的促進者，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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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小組之中，適時引導學生多思考，並在教學活動中，做全班性的程式教學，其餘時間

都留給小組來完成作業。而控制組學生仍維持傳統講述式教學法。 

此單元學習到與運算思維相關的觀念，除了前兩單元所學習到的之外，另外新增的

有「抽象化」-將事實轉換成運算式，「模式辨識」的迴圈結構。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以探討不同學習模式之國小六年級學童在接受 Scratch程式設計課程教學後，

在 Bebras國際運算思維挑戰測驗中「抽象化」、「模式辨識」、「拆解」、「演算法設計」

及總分的測驗表現上是否有所差異，分述如下。 

 

一、問題導向式教學法對國小學童運算思維提昇有顯著效益 

教學實驗後，對兩組學生實施運算思維測驗，由表 4-1其分組敘述統計中可發現，

實驗組在「抽象化」、「模式辨識」、「拆解」、「演算法設計」及「總分」的平均分數上皆

高於控制組；再以獨立樣本 t檢定進行分析得到表 4-2，由表中可知四項運算思維元素

及總分中，在「抽象化」(p=0.020)、「拆解」(p=0.022)及「總分」(p=0.047)這三個部

份，實驗組達到顯著差異，其他兩項「模式辨識」及「演算法設計」雖然也高於控制組，

但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表 4-1運算思維測驗各元素之分組敘述統計 

元素 組別 平均分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抽象化 
實驗組 1.688 0.922 .103 

控制組 1.350 0.901 .101 

模式辨識 
實驗組 5.825 1.979 .221 

控制組 5.375 2.052 .229 

拆解 
實驗組 4.138 1.473 .165 

控制組 3.538 1.800 .201 

演算法設計 
實驗組 5.250 1.832 .205 

控制組 4.875 1.885 .211 

總分 
實驗組 7.288 2.334 .261 

控制組 6.525 2.480 .277 

 

表 4-2運算思維測驗各元素之獨立樣本 t檢定 

元素 
T檢定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抽象化 2.341 158 .020* 

模式辨識 1.412 15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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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 2.307 158 .022* 

演算法設計 1.276 158 .204 

總分 2.002 158 .047* 

 

二、 不同教學法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在教導 Scratch的三個教學設計中，配合了運算思維的四個元素，如第三章如述。

因此這三個學習單元，針對運算思維四個元素的達成情形，分別對學生作業的情況予以

評分，如表 4-3。由表中可見，在進入第三個學習單元(打磚塊)，也就是問題導向式進

入兩人一組的合作學習時，此時須要合作小組自行討論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由老師直

接指導的講述式教學法「作品完成度」明顯高於問題導向式教學法。 

 

表 4-3 不同學習模式之學習單元完成情形表 

學習單元 運算思維元素 
問題導向式 講述式 

完成數 比例 完成數 比例 

虛擬水族箱 

抽象化 20% 78 97.50% 78 97.50% 

模式辨識 50% 77 96.25% 76 95.00% 

拆解 10% 78 97.50% 79 98.75% 

演算法設計 20% 68 85.00% 65 81.25% 

作品完成度 
 

94.06% 
 

93.13% 

電流急急棒 

抽象化 30% 73 91.25% 75 93.75% 

模式辨識 30% 78 97.50% 78 97.50% 

拆解 10% 77 96.25% 76 95.00% 

演算法設計 30% 70 87.50% 68 85.00% 

作品完成度 
 

93.13% 
 

92.81% 

打磚塊 

抽象化 20% 60 75.00% 70 87.50% 

模式辨識 40% 64 80.00% 70 87.50% 

拆解 10% 54 67.50% 74 92.50% 

演算法設計 30% 70 87.50% 74 92.50% 

作品完成度 
 

77.50% 
 

90.00%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Scratch程式設計課程以不同教學模式對國小學童運算思維能力之

提昇成效，及不同教學模式之學童學習情形，結論如下： 

(一)問題導向式教學法對國小學童運算思維能力提昇有顯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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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問題導向式教學法的學生相較於接受傳統講述式教學法的學生，在運算思維的

元素概念上「抽象化」、「模式辨識」、「拆解」及「演算法設計」皆有顯著效益；尤其在

「抽象化」及「拆解」這兩個概念上，其他兩項雖然也有成效但較不顯著，推論可能「模

式辦識」及「演算法設計」本來就較難理解，且須要長時間的訓練及經驗累積，因此在

本研究中無顯著提昇成效。 

另外不同的組別與性別，對運算思維之提昇，並沒有顯著的交互作用。 

(二)講述式教學法對學習成效有較好的表現 

講述式教學法因每個步驟都由教師先行示範與解說，因此在作業的完成率上較高。

而問題導向式教學法從開始的發現問題、訂定解決方法到實際操作程式介面，都須先經

小組同伴的討論，因此較花時間，在較難的問題上，老師也是先留時間給同學想辦法，

最後才給提示，因此在作業的完成度上略低於控制組。當然為達整個課程的教學目標，

老師還是留有時間讓各組完成應學習的程式課程。 

 

二、 相關建議 

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以提供未來自己及其他教師在教學及研究上的參考。 

(一)資訊教育之程式設計的推廣 

程式設計已為全世界資訊教育之主流，如本研究所述，程式設計教育並非教導學生

成為程式設計師，而是藉由教導程式設計的過程中，培養他們運算思維的能力，而運算

思維元素中的拆解、模式辨識及設計演算法，都是未來解決生活中所遇到問題、有效處

理事情的方法，它是跨學科與融入真實生活的能力，本研究者覺得實為重要。十二年國

教新課網的重視讓人甚感欣慰，而不論各級學校採用何種程式設計軟體導入教學，都是

有益於學生的。 

(二)問題導向式教學模式的建議 

本次研究雖採用問題導向式教學模式，但受到設備及場地的限制，讓其中分組合作

學習的重要元素，只有二人一組，甚為可惜，經過觀察與研究，四人一組的合作學習也

容易有旁觀閒置和聊天的情形出現，最佳的分組人數，可考慮三人一組，可提供較多思

考碰撞、合作解決問題的機會。 

其次，問題導向式學習，學習者必須要有較多的先備能力，以程式設計教學來說，

因本研究對象的六年級學生是第一次學習程式設計，在沒有長時間的先備能力培養下，

要他們自行思考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成效較差。而在作品完成度上，礙於研究時程，本

研究也只評量運算思維元素的達成情形，沒有考慮創意設計和其他元件的運用，在未來

可納入探討及實際教學評量上。 

(三)運算思維探討的建議 

資訊教育已然隨時代的改變而有大躍進，從國民小學、中學、高中至高等教育，資

訊教育教學者必須不斷的自我精進與進修，才能教導學生最有價值的東西。從視覺化程

式設計軟體到文字型程式設計、單晶片程式設計、機器人程式設計、AR、VR、大數據以

及人工智慧，無一不是資訊科學的大殿堂；教育工作者可從各個專業領域，來探討其對

學生的影響，甚至如何正面受益於未來的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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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bility is a new model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digital era, one of the new learning 

connotatio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s "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t is hoped 

that by cultivat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have the abilities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ols to solve problems, co-create and communicate express. 

Programming is the main tools for cultivat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 the teach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gramming i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Taiwan, Scratch is 

the mainstream.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method and 

the telling teaching method on Scratch programming educ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bility and the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adopts quasi-experimental-method,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the 

researchers used the “International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hallenge Task” as a tool to 

collect data and obtain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Problem-based teaching method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2) Telling teaching method has better results i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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