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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的能力 
 

黃茂在、陳文典*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人是打從一出娘胎即開始有「問題」要解決；由氣壓的變化得開始呼吸，

由臍帶的結紮得開始攝食。當然，有人認為會處理這類生理的問題是動物的

本能，不像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時所運用那樣複雜的思考能力（如分析、綜

合、推理等心智的運作）。不過，若是我們像母親一樣地每天呵護著、觀察

著稚兒，你會發現在幼兒認知（cognition）的發展上，何種能力是天生的

（nature）、何種能力是教養來的（nurture），實在是很難斷然區辨的。當然，

及其成長之後，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以致於處理問題的方式、技巧、

態度就有了不同；不同面對問題的態度、不同處理問題的模式、不同輕重緩

急的評斷。於是，在處理問題時就有了「能力」的差異。 

    在一個人的成長與發展中，處處都會遇到「問題」、時時需要去「解決」。

若是我們把處理各種問題所需運用的「能力」統合起來考量，實際上就包括

「所有的能力」。我們嘗試著要由所有的能力中去摘取可作為處理問題所需

能力的「代表」(它可能只是所有能力中的一部份，而再賦予一個整合性的

名稱)，並宣稱此種能力為「問題解決的能力」（problem solving ability）。 

為了瞭解及明確的界定「問題解決的能力」，我們將做以下幾段的討論： 

「緒言：處理問題時所運用的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的界說、「問題解決」

能力的表徵、「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問題解決」能力的評量。 

 

一、緒言：我們的標題「問題解決的能力」即是處理問題時所運用的能力。 

由於汎稱的「問題」包羅萬相；有大的有小的、有複雜的有簡單的、有靜力

性的有動力性的。而處理問題的人有主動的有被動的、有逃避的有面對的、

有有經驗的有無經驗的，我們要由這些種種分歧的處理事件中尋找出解決問

題的通則，探討出成功處理這些事件所需的「能力」，名之為「問題解決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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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識「問題」 

當某人有一目標期待去達成或有一障礙有待克服時，「問題」就產生了。 

為了探討處理問題的「能力」，我們勢必先對「問題」(見註一問題的定義)

有一明確的界說：    

「問題」是一種心理狀態，可用圖一的形式來表示： 

∣始態;目前所處的狀態〉→∣末態;預期達到的狀態〉 

圖一：問題 

我們可以依據「問題」的表徵來分析它的性質： 

‧「問題」的明確度； 

有些問題有明確的始態和末態，例如由 x-2=0的方程式(始態)求得 x=2(末

態)的結果。有些問題有明確的始態，但末態只是一個方向性的或範圍內

的目標，例如帶了充份的錢要去餐館吃午餐，到那家吃、吃什麼都無所

謂，也都末確定。有的問題始態不明確，但末態很確定，例如消防設計：

什麼情況會發生失火不知道，但失火要怎麼處理是確定的。有的問題則

始態與末態均不明確，例如經濟上的匯率調控問題。 

不明確的「問題」不容易操作，有時需經過確實的再評估或把模糊的大

「問題」分解成為一系列的「小問題」之後，可以使問題的始態和末態

更明確一些。 

‧「問題」的動力性； 

有些「問題」是靜力的，例如解 ax2+bx+c =0方程式(a、b、c為定值)，

它不會隨環境的變遷而改變它的涵義。有些「問題」是動力的，動力的

「問題」常隨著環境的變遷而改變它的意涵和內容，甚至於「問題」本

身也會發生變化，因此，處理時也不得不隨機調整解決的策略（例如調

控匯率、戰地指揮、培養一個小孩成長… ）。動力性的「問題」常常需要

事前的評估和「及時性」的評量來使狀態明朗化，或依據進行的過程把

「問題」依小段的時間來切分之後再來處理（例如工作流程設計）。 

‧「問題」的因果性； 

依據「問題」發生的原因來分析；有的「問題」是想取得資源，例如賺

錢、買衣服、買食物、獲得友情或讚賞… 。有的「問題」是想解決困惑，

例如研究、探險、偵察、閱讀… 。有的「問題」源自想排除阻礙，例如

比賽、抗爭… ，而大半的「問題」常夾雜著多種的原因。若是我們可以

由「問題發生的原因」的角度來看，必是與為何要處理此問題的「目的」

有密切的關連，故要瞭解「問題」有時可以由「目的」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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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規模； 

「問題」有大有小，有隨機發生的也有蓄意產生的。太小或太不在意的「問

題」有時看不出它解決的過程，也察覺不出它的意義（例如遇到塞車想

辦法改道行駛⋯）。有的「問題」是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而形成的（例如

想開一間店、想買一棟房子⋯）或是困難的挑戰比較大的（例如發生意

外、失業），這時候要「如何去處理問題」就成為一種很有用的、複雜的、

值得探討的「能力」。 

 

一個「問題」的性質可由明確度、動力性、因果性、規模⋯等向度來辨識。 

（見圖二：問題的結構） 

 

2.「問題解決」的意義： 

「問題解決」是一段心理活動的歷程。 

一個人在面對一個複雜的、變動的問題時，能否勇敢的、負責的、有

效能的、成功的解決問題，是個人生活裡很重要的「能力」。 

關於處理問題的這類事件，它可能牽涉到問題本身的性質、處理問題

所需的知能、處理的態度和方法、或終局結果的認定(見註二：「問題解決」

的意涵)，我們可以概括性的界說： 

「問題解決」是「人們運用既有的知識、經驗、技能，藉各種思維及行動

來處理問題，使情況能變遷到預期達到的狀態，此種心智活動的歷程」。 

我們做了這樣一個「界說」，目的就是要來分析「成功解決問題的歷

程」中所需要的「能力」；依此而言，「問題解決的能力」包括有它必要的

知識、技能及態度的成份（AAAS，1993），此外，若是各種處理問題的事

件中，其處理歷程能呈現出某些共通的特質，這些特性能被我們所辨認，

則此相應的「能力」就可以有個明確的「名稱」來稱呼它（我們稱為「問

題解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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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問題」的結構 

 
 
 
 
 
 
 

 
 
 
 

○1 宗旨：從事這些活動的基本信念、原則(如「教育」在於「開展學生的潛能」) 

○2 目的：處理此「問題」的原始動機、企圖(如「實驗課」是要學生學習「科學」) 

○3 目標：以目前的狀態、在某些條件的限制下、利用某種運作，企圖要達成某些

結果（如某單元教學在於期望學生學到什麼教材） 

○4 運作：利用某些策略及實地操作，促使狀態發生改變(如用實驗、講述、演示、

討論等方法去教學) 

○5 限制條件：依現實狀況或自己設定之可使用的資源下處理問題(例如授課時間 2

小時，課堂內每人一本教本、⋯) 

○6 事前評估：尋求本「問題」在整體事件中的定位和價值，預估在此限制條件下，

如此的運作可達到的目標(例如在整個課程進度的規劃中，本單元教學可能達

成的教學目標) 

○7 即時評量：評量伴隨著運作來執行，隨時瞭解進行的狀況，以便做及時的調整

(教學的時候作評量，正如開車的時候看路況一般)  

○8 事後評鑑：評量整個「問題」處理的得失，好做為規劃處理下一個「問題」的

參考(例如察覺某教學方法成效不彰，或某次教學進度落後⋯) 

○9 問題的動力性：藉由評量瞭解「問題」所處環境情況的改變對它的影響，或是

「問題」因發展而本身發生的改變(例如因季節或颱風而更改教學內容，因學

生學習興趣提昇而延伸這方面的教學⋯) 

○10「問題」的解析與組合：一個「問題」可以拆成好幾個「小問題」分開來處理。

許多相關的「問題」可以組合成一個「大問題」。但不管是解析或組合，每個

「問題」(不管大、小)的結構均如上圖所示。 

∣始態〉     ∣末態〉 
 
 

運作 

(限制條件) 

宗旨  目的 

目標 

事後評鑑 事前評估 

即時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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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處理「問題」的過程  

既然處理一個個問題是構成我們生活活動的絕大部份，那麼以「問題」為

單元來思考處理問題時所需運用的能力，在心理學或教育學上應是很自然的、

很實際的研究形式。 

許多研究者對「問題解決」歷程的分析，不外是由外顯的行為或內在心理

活動的觀點去描述（詳情可見註三：「問題解決」的行動歷程(或心理活動過

程)）。我們在此則以方便觀察的理由，依解決問題外顯的行動歷程來論述，分

析歷程中各階段的心理活動： 

‧若某人想要處理「問題」，首先當然要在心中先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可

是，人們本來好端端地怎麼會突然察覺到這兒有問題、那兒做起來有些不順

暢呢？在這個問題醞釀的階段裡，需要有一個敏銳的察覺力來意識到「有所

不同」的存在，不僅如此，還要在心裡頭形成一個「問題」。我們稱這類的

心思活動為「發現問題」。 

‧其次，在面對「問題」時，他可能回顧已往類似的經驗、可能直接對問題進

行分析、可能決定承擔或迴避問題、可能擬設一個預期想達成的目標、可能

意識到時間並資源的限制、可能進行評估問題的價值及意義… 。經過這個階

段的思考，他應能對「問題」的屬性、規模、現狀、目標有所認識，我們可

以稱這個階段的思考為「確定問題」。 

‧在認識「問題」之後，他可能意識到與「問題」有關的各種變因、提出處理

問題的各種策略並選擇其一、可能會去推測應有的結果、可能想到處理問題

所需要的資源，我們稱這個階段的思考為「形成策略」。 

‧依所構想的策略實地去執行；在實施過程中，由於情境不斷的演變、意料之

外的狀況不斷地發生，所以需要不斷地、應變地去想辦法處理。而且，還要

能集中注意力使問題在主軸上演進。若是做實驗的，則需要購置及安裝設

備、需要去操作，需要去克服非預期而發生的狀況。若是做業務的，則需要

搜集資料、需要準備樣品、需要宣傳、需要隨時調整物流供需… 。我們稱這

個階段的活動為「執行實現」。 

‧最後，需要對整個事件的處理過程有一個綜合性的回顧；也就是整理資料、

研判資料所呈現的意義、檢討工作的品質、… 我們可以稱這個階段的活動為

「整合成果」。 

‧每次處理好一件事，不管是不是能如預期般獲得成果或是意外地另有發展，

總是會獲得一些心得，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事後獲得的想法、理

論，甚至於發現更多的可能、更多的問題，這些心得可稱為「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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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說在處理問題的過程中，我們經歷「發現問題」、「確定問題」、「形

成策略」、「執行實現」、「整合成果」、「推廣應用」等步驟來完成它。 

只是，有時候遇到的問題太簡單（例如「決定午餐到那裡去吃」這種事）

很可能瞬間即把「問題」處理好了，使我們不容易感受到這些步驟的存在。有

些問題可能將其中兩三個步驟一下子就處理完成了，使我們以為可以少了一些

步驟。有的問題可能處理一半就轉向了，這樣也感覺不出有那麼多的步驟。總

而言之，儘管「問題」的種類千千總總，把處理「問題」的過程分成六個階段，

還是具有一些代表性的。另外依照這樣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分別來論述，比

較可以發現各階段所需要運用的思考能力，對於瞭解「問題解決」甚有幫助。 

 

4.處理問題過程中的心智活動 

生活即是處理一系列問題的活動。若是我們廣義的談論處理問題所需的

能力，其實已經等值於在談論「所有的能力」了。又因為人的思考運作過程

相當迅速而難以回顧、而且思考的內容也極廣闊，若是廣泛的去談論，勢必

毫無聚焦可言。故若要從事省察、分析「問題解決的能力」，除了可依循上

節所談論的，將處理問題的歷程分階段來檢視之外，必須再借助心理學上的

理論或模型（如心理學的資訊處理過程模型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所運用的心智活動詞彙來論述。 

○1 「發現問題」的階段： 

有些「問題」是生理需求所引起的，如飢餓、受傷⋯或是遭遇危險、逃

避等，這類問題的察覺比較簡易，只需經過訊息的刺激，個體意識到某

種需要，即可形成一個企求的目標。有些「問題」則需要批判思考或想

像力，例如看到一片空地，想到要如何運用。看到一篇報告發現它有很

多論述不合理、⋯。人們常運用想像力或批判思考來發現「問題」。有了

「問題」的產生，行動才有了開端。 

○2 「確定問題」的階段： 

把「問題」的性質弄清楚，則需要一些推理或想像。在「認定」問題的

性質時，需要有分類和比較、抉擇和決斷的能力。評估並且擬定一個要

去達成的「目標」時，不僅需要一些先備的經驗或知識，也需要推理或

想像的能力。 

○3 「形成策略」的階段： 

依據「問題」的性質提出解決的策略，這需要對問題的屬性和相關的變

因有些先備的知識。即使沒有既有的經驗，也要有創意地來想出辦法。

而且，還要能預估到這種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這也需要一些推理及

想像的能力。 



 

 19 

○4 「執行實現」的階段： 

執行的階段可能有資料要搜集、安裝實驗設置、控制變因及調控環境。

這些都需要技術。在執行過程中有時會有不如預期的情形發生，執行者

得隨機應變想出辦法來克服，使事情得以順利進行下去，這需要一些創

造力、以及耐心。 

○5 「整合成果」的階段： 

將工作過程所獲得的各種資料加以歸納，並賦予一個解釋，這需要統整

的能力。研判結果或建構高階概念時，需要推理及想像的能力。 

○6 「推廣應用」的階段： 

依據已知的事實和理論去預測、推延相關的事務，這需要邏輯推理的能

力。依據一些規則和原理，去產生各種新奇的應用，這需要創造力和想

像力。能把新的主意落實地做起來，這需要耐心和執行能力。 

 

綜觀以上的討論，在處理問題的過程中，幾乎運用到所有的思考能力。

當然，由於「問題」有繁有簡、有難有易，以及性質不同，所需運用的能力

或有偏重，但是以適應生活中所要面對的各種問題來說，基本知識的認知，

以及過程技能（觀察、比較、分類組織、關聯、研判、推斷⋯）及思考智能

（綜合統整、演繹推論、批判、創造、⋯）都是需要的、都缺一不可的。 

學者們的分析，把處理問題的歷程區分成幾個步驟或特別強調其中的某

些段落，雖然在各自論述上或有少許的差異，不過，大致上還是類同的，我

們可以把它記成： 

 

 
 

 
 
 
 
 
 
 

 

看來這個歷程的分析論述，也只是「吃飯說飽」的事，很容易明白。不

過，當用來檢驗處理問題的落失時，可以很方便的分段來檢核。 

 

修改

觀察情境
察覺問題

反覆審思
確定問題

提出策略 
擬構假設 

落實執行
獲取資料

抉擇、研判
獲得結果 

評鑑成果 
推廣應用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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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解決」能力的界說 

在處理問題的過程裡，要完成每個階段的工作需要什麼能力？ 

我們可以從認知心理的角度來思考。不過，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們卻發

現詮釋起來卻有點「任意性」： 

研究創造力的學者將發現；「問題解決能力」幾乎等於「創造力」！ 

要由汎汎的情境中察覺出「問題」，這需要批判思考、需要對相關於「問題」

的知識有所認知、需要進行歸納研判… 於是簡約的說：「發現問題」需要「創

造力」。其次在「確定問題」階段也需要創造力、「提出假說或策略」更需要創

造力、在執行中克服各項非預期的情境變化需要創造力、把獲得的結果做靈巧

的運用更需要創造力。莫怪乎許多研究科學創造力的學者，都要求學生應從實

地練習去解決問題中去培養創造力。相同的道理： 

 

研究概念學習的學者會以「概念認知的精熟」等同於「問題解決能力」！  

他們將以「概念如何有效地被應用來解決問題」的角度來分析；認為所謂的「概

念」的認知有不同的層次，最低層次是「知道」，例如「知道這朵花叫玫瑰」、

「知道太陽東昇西落」、「知道一些事實」。再深入一層的認知是「理解」，「理

解」的層次橫跨的範圍較大，可以由「複雜內容的知道」深入到「理論及詮釋」

的過程，例如「知道玫瑰的生長習性，一直到玫瑰光合作用的運作、香氣的基

因結構… 」、「知道日、月、地的相關運動情形，萬有引力與天體運動，動力場

的理論… 」。而概念認知的極致是「轉用」；掌握原理、藉推理或類比思考，應

用到其它事務。例如「培養各類新種植物」、「推算人造衛星軌道」。一個人認

知了許多「概念」、認知了許多「概念與概念間的關係及其交互作用的變化關

係」，就建構了個人的「認知結構體系」。當他接受新的訊息或見聞到新的事件，

就會和原有的「認知體系」發生認同、矛盾或衝突的作用，而產生融納、改變

或排斥的反應。若是他應用原有的「認知體系」，轉用來處理新的事務，即是

「創造思考」，即是「批判思考」、「推理思考」、或「綜合統整思考」，也就是

說概念認知的極致，就是能解決一切的問題。 

 

以上我們從「創造力」及「概念認知」的角度去作「能力」的論述，在於

彰顯所謂的各種「能力」其實彼此之間是很難切分的，若是我們把人的一切「能

力」總匯起來稱為「智能」。則在「智能」之海中，各項「能力」雖然都各具有

它的「可辨識性」，可是各項「能力」之間常有相互依存、包含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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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實用的立場，我們可為「問題解決的能力」立下一個界說： 

把「問題解決的能力」當成是一種面對問題的習慣和處理問題的能力！  

這樣的界定，是以「問題」為主體來考量。「問題解決能力」可由一個人面

對問題的態度(自主的、主動的)、處理的方式(規劃、條理⋯)及解決的成效(適

切、合理、有效⋯)等表現來評價。表示此人在遭遇問題時能夠切實的面對問題

（而不是假手或仰賴別人替他出主意），養成一種殷實力行的習慣、能夠與人分

工合作（即可領導亦可被領導，視分工情形而定）、能夠確定問題性質、出主意

研擬策略、做流程規劃、具執行力等等。 

 

三、「問題解決」能力的表徵 

「能力」要由其行為的表現及其達到的成效來評量，有時再加上價值的評價

（造成良好的影響，例如一個厲害的拳擊手，若是在競技場表現，即被稱為勇士；

若在街頭逞兇，即視為暴徒。前項被稱為能力，後項被稱為劣行）。以「問題解

決的能力」來說，即是「能合理有效的處理問題、解決問題，而獲得良好的結果」。 

這種「能力」怎麼去觀察呢？在它的表現中，可有什麼徵候可辨識呢？ 

教育部在 2000年頒佈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之「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中，「思考智能」項內包括「問題解決的能力」（見表一：各

學習階段「問題解決能力」之學習成就指標）即是依此界說來論述的。 

表一：各學習階段「問題解決能力」之學習成就指標 

12  34  56  789  

問

題

解

決 
 

‧養成動手做的習慣，察覺自己也可以處理很多事 
‧學習安排工作步驟 
‧學習如何分配工作，如何與人合作完成一件事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加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能規畫、組織探討的活動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畫、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我們將以「問題解決的行動歷程」為綱，視其在過程中各階段的行為表現、

達到的成效來論述（見表二：問題解決歷程中所運用的能力之表徵）： 

 

一個人在遇到問題時，能自主的、主動的謀求解決，能有規劃、有條理、有

方法、有步驟地處理問題，能適切地、合理地、有效地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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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問題解決歷程中所運用的能力之表徵 

問題解決的歷程；各階段運用的「能力」表徵 

一、發現問題 ○1 對於情勢的發展，能保持一個正向、積極、求好的心態。 

○2 面對問題能先做合理評估，並具有勇於承擔的態度。 

○3 藉由批判與想像，察覺依現實情境尚有許多可開拓的空間。 

二、確定問題 ○1 能由情境演變的脈絡中去確定「問題」的意義。 

○2 能準確評估問題的始態及擬設問題的末態。  

○3 能洞察問題各層次結構，並由結構中察覺解決問題的關鍵。 

○4 能適切的評估可運用的資源和受到的限制條件。  

○5 能妥善的表述問題。 

○6 養成一種遇到問題時，先行考量、瞭解、規畫的習慣。 

三、形成策略 ○1 能藉推論、想像來開拓「問題」的發展空間。  

○2 能同時擬構多種的解題策略，也能決斷地選擇其一。  

四、執行實現 

 
○1 能以行動來處理問題，具有動手實做的習慣。 

○2 具行動力，能控制變因做有條理的處理。 

○3 能隨機處理未如預料的情境變化，使工作持續沿主軸推進。 

○4 養成能在過程中隨時做好欲達成的目標、教學活動及評量

的三角校正工作的習慣。  

○5 能與人分工合作完成工作。 

五、整合成果 ○1 對所獲得的資訊，能統整出成果及作合理的評價。 

○2 能由事件的前因及後續發展中看出其意義並作詮釋。 

○3 觀察到處理過程的瑕疵及改進的空間。 

六、推廣應用 ○1 體會處理事件過程所產生的影響，並做合理的調節。 

○2 發現事件後續的發展，並做合理的處理。 

○3 獲得經驗，應用於解決其他的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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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 
把「問題解決能力」當成教學的重要目標是晚近二十年教育界的趨勢。由

於現代資訊傳輸發達、生活情境變遷迅速，使得已往注重「穩實的知識與技能

的習得」的教育，增加了「終生學習的能力及習慣」及「問題解決能力」之養

成，最近更強調「創造性思考及創造力」的培養。這些改變都顯示出人們在面

對生活環境變遷後的迫切需求。 

我們可以說：要培養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學生

多多地負責工作，自行去解決問題」。 

有些研究者提倡「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認為這樣可以達到同儕相互激

勵、分工合作的效果！有些研究者提倡以「寫報告、記事」的教學方式，以養

成學生行動研究及反思的習慣（見註四：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相信這些教學

策略對「問題解決的能力」之培養頗有助益。我們可以用一個標準來檢驗何種

教學方式最有益於「問題解決能力」的增進：「在教學活動中，學習者處於不斷

的在發掘問題、不斷地在為解決自己的問題而努力、不斷地反思和提出新的策

略來克服工作過程中的困難。也因此的工作過程，不斷地增長其知識，增強其

能力」。 

培養「問題解決能力」的教學活動必須具有以下最主要的特徵： 

○1 「學習者」為主體的活動形態：目標的選擇、運作策略的提出、進行流程的

規劃、一切設備的裝置⋯都是由「學習者」自主地決定。 

○2 「學習者」自我承擔的學習心態： 

  教學者讓學生提出一個「問題」、或一個「願景」，然後由學生自己負責從事

處理問題、解決問題的活動。 

○3 「學習者」要以實地處理問題的方式來活動，並能由活動中體會到經驗，所

謂「由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意思。 

 

當「學習者」能以自主的、自我負責的、實做的方式進行活動時，他並不

是孤立無援的，教師將扮演敦促、鼓勵、協助、諮商的角色；激發創造性思考、

評量工作進程、協助克服困難、評鑑工作成果等。這種工作的形態，對「問題

解決能力」的增進最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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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題解決」能力的評量 

    由於問題有大的有小的、有複雜的有簡單的，而處理該問題的人有專門的

有生疏的、心態上有被動的有主動的。因此，我們要來評量一個人「問題解決

的能力」，若是以他解決某些問題的成功率來決定，可能會失準。 

    那麼，怎麼去建立一個衡量「問題解決能力」的指標呢？（見註五：「問題

解決能力的評量」）我們可以由「問題的處理者」在處理問題歷程中各個階段的

表現來評估。 

1.「問題解決能力」之觀測量 

我們可以由表二所列的「各階段運用能力之表徵」來觀察。可是，這麼多項目

之下，要在短時間觀測並對「問題解決能力」給一個總評，實不容易。因此，

在評量時可以（建議）改用「面對問題的態度」、「處理問題的方式」、「問題解

決的品質」三項來評述（見表三：問題解決能力的評量指標(P.14)）： 

 

2.評量題目設計實例 

我們可以安排（或利用現成的實驗活動）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具有以下

的性質： 

‧「問題」的規模要學生能夠掌握的。 

‧最好需要小組合作的。 

‧需要經歷確認、預估、策劃、執行、檢核的。 

‧其過程和成果可觀測的。 

[例] 由執行實驗、繳作業、擔任幹部的表現去評測。 

[註] 這種能力和習慣用紙筆測驗不容易得知，往往在說寫方面能面面俱到，實

際做起來卻不是那一回事，故此項評量儘量由實務中去觀測。 

[例] 假如這兩天你有兩份報告要寫，又有兩個很好的節目要看，通常你是怎麼

處理這樣工作擁擠的情況。 

[例] 假如這次班上要舉辦一次郊遊的活動，由你負責策劃，你將怎麼做？ 

[例] 要探討 A、B二種肥料對某植物生長的影響，試擬一個實驗計劃，規劃工

作流程，以便瞭解它們是否合適及其使用方法。 

(由學生的規劃書及其說明，可知學生會不會控制變因。若是加上實際操作， 

則還可觀測學生泡製不同濃度的肥料，以及種植的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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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問題解決能力的評分指標* 

評量的項目：五等級精熟度評分指標 所對應的各項能力之表徵 

面 
對 
問 
題 
的 
態 
度 

5 面對問題能事評估，覺得合
理後能勇於承擔責任。 

4接納問題，並認真去處理。 
3承接問題，動手去執行。 
2 承受問題，參與支援性的活
動(不去承擔責任)。 

1 沒有參與的意願，但尚能敷
衍式的參與活動。 

處 
理 
問 
題 
的 
方 
式 

5 瞭解問題並能掌握目標，合
理地、有效地、協調地去推
行。 

4 知道問題，並能合理有效地
去執行。 

3 能與人合作，把自己應完成
的工作負責努力去完成。 

2 能接受分派到的任務，實地
去執行。 

1 未能瞭解問題隨機反應、盲
目嘗試，不計後果。 

 
 

問 
題 
解 
決 
的 
品 
質 

5.能經由創發性工作，獲得可
信賴的、優良的成果。 

4.能切實有效地執行，獲得可
信的成果。 

3.能依指示去執行，所得結果
符合一般常情。 

2.所依據資料勉強可信，所得
結果尚可交差。 

1 處理問題零亂遺落、有始無
終。 

 
 

[正向態度] 
‧對於情勢的發展，能保持一個正向、積極、求好的心態。 
‧面對問題能先做合理評估，並具有勇於承擔的態度。 
‧養成一種遇到問題時，先行考量、瞭解、規畫的習慣。 
 
[瞭解問題] 
‧能由情境演變的脈絡中去確定「問題」的意義。 
‧能準確評估問題的始態及擬設問題的末態。  
‧能洞察問題各層次結構，並由結構中察覺解決問題的關鍵。 
‧能適切的評估可運用的資源和受到的限制條件。  
‧能妥善的表述問題。 
 
[執行實現] 
‧能以行動來處理問題，具有動手實做的習慣。 
‧具行動力，能控制變因做有條理的處理。 
‧能隨機處理未如預料的情境變化，使工作持續沿主軸推進。 
‧養成能在過程中隨時做好「欲達成的目標」、「教學活動」
及「評量」之三角校正工作的習慣。 
‧能與人分工合作完成工作。 
 
[鑑賞結果] 
‧能由事件的前因及後續發展中看出其意義並作詮釋。 
‧對所獲得的資訊，能統整出成果及作合理的評價。 
 
[批判創造] 
‧藉由批判與想像，察覺依現實情境尚有許多可開拓的空間。 
‧能藉推論、想像來開拓「問題」的發展空間。  
‧能同時擬構多種的解題策略，也能決斷地選擇其一。 
‧觀察到處理過程的瑕疵及改進的空間。 
‧發現事件後續的發展，並做合理的處理。 
‧體會處理事件過程所產生的影響，並做合理的調節。 
‧獲得經驗，應用於解決其他的問題上。 

*把「問題解決能力」分成三項來評測，這種切分的方式只是為了評測時觀察的方便，其實三項之
間仍是緊密相關的；因為處理方式得宜，所解決的問題「品質」必佳。而每次把問題處理得很好，
自然就有信心，不怕去承擔問題，因而面對問題的「態度」就很好。相同的道理，有一項做得好，
三項都會提昇，有一項做不好，三項都會牽連做不好，所以也可說只是「一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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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量結果的表示： 

我們可以依據學生面對問題的態度、處理問題過程中表現出來策略的運用

和執事的切實、以及解決問題後的結果品質（如創意、完整度、精細度...）來

評定他「問題解決能力」的等級（見表四：「問題解決能力」評分流程），並且

可以在三個分項中，用「評語」的方式列舉其行為表徵。 

表四：問題解決能力評等流程 
 

 
 
 
 
 
 

 
 
 
 
 
 
 

 

例如某人在歷次處理問題的表現（見註六：「問題解決能力」的評價）： 

‧「態度」、「方法」、「品質」三分項的評分及評語的採用： 

其「態度」平均被評為 3.5，依四捨五入採取「4」的評語，（但分數仍為 3.5）。 

其「方法」被評為 4.2採取「4」的評語，但分數仍取 4.2。 

其「品質」被評為 3.8採取「4」的評語，但分數仍取 3.8。 

‧三分項之加權比值（自行決定，可調整）： 

如（0.3，0.4，0.3） 

‧等第評分： 

「優、良、佳、可、待改進」 

矩陣相乘法 0.3×3.5 + 0.4×4.2 + 0.3×3.8 = 3.87 ≈ 4 

‧總評：某人「解決問題能力」被評之級為「良」。 

獲得三分項的評語： 

‧能承接問題，並認真去處理。 

‧知道問題，並能合理有效地去執行。 

‧能切實有效地執行，獲得可信的成果。 

或可總評為： 

「良」：他能負責的承接問題，並認真的、切實的、有效的去執行，且均能獲得

可信的成果。 

獲取學生處理問題的過程及結果的資料 

觀測資料中顯示的「問題解決能力」表徵

評測「問題解決能力」的「態度」、「方法」、
「品質」三項成績 

設定三項之間的加權比值，研判出「問題
解決能力」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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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問題」的定義 

「問題」應是一種心理狀態。 

Bransford and Stein(1984)在他的著作中提出「當現況與要達成的目標之間有

差距時，問題便即存在」。張春興（民 90）也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認為「所

謂問題，是指個人在有目的、有待追求而尚未找到適當辦法時，所感到的心理困

境」。不過，即使在事情發展的過程中，的確發生了阻礙、困難或條件不足的情

形，若當事者渾然不覺（雖然旁觀者己清楚的發現），算不算有了「問題」？我

們可以說，此種情形下對當事者而言仍然應視為「無問題」，但對旁觀者而言，

問題確已存在。依此來看，「問題」是個人意識出來的，是一種企求、期待的心

理狀態。 

Newell and Simon(1972)則由「問題」的形式去定義它；他們認為有些問題

具有結構性、有的半具結構、有的則無結構。有結構性的問題一般都是明確度較

高的、可清楚界定其內容及形態的，例如解方程式、做旅遊行程規劃等等。無結

構的問題則是比較無法預期的及明確規畫的，如憂慮、恐懼的情緒障礙、如意外

的防止等。張春興（民 90）也將「問題」分成結構性問題、無結構性問題、爭

論問題三種。這些是把「問題」當成一個「客體」來觀察和描述。不過，為了論

述的方便，我們不以「問題」的形式和內容來定義它。 

依據許多研究者的談論 (Hayes(1978),Polya(1962),Smith(1991),Sternberg 

(1996),鄭昭明(民 82))，我們可以說： 

「問題」是一個人在事情的發展過程中，意識到新的目標、或情境不如預期、

或有新的因素界入引發情境改變的情形時，產生一種企求處理、解決的心理狀態。 

 



 

 28 

註二：「問題解決」的意涵 

解決問題是一段心理活動。 

Gagne'(1985)以處理問題過程中，人們認知的心理活動來定義「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是個體將已學過的概念與規劃加以組合，應用來解決某一問題

的過程」。 

Kahney (1986)則除了仍以認知的心理活動過程來界定「問題解決」之外，

特別提及情境的限制條件；「問題解決是個體在情境的需求下利用已學過的知

識、技能，獲致解答的過程」。 

Hatch(1988) 強調的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點在策略的產生，稱「問題解決係

一尋求適當解決問題方案的一種過程」。 

張春興（民 83）則在他的「教育心理學」著作中陳述「問題解決乃個人在

面對問題時，綜合運用知識、技能，以期達到解決問題的思維活動歷程」。 

D'Zurilla &Goldfried(1971)論述：「問題解決乃係一種行為歷程，個體在此

一歷程中尋求各種可用來處理問題的反應，並在這些反應中選擇最有效的途

徑，朝解決問題推進」。 

鄭昭明(民 82)在他的著作中論述：「問題解決乃個體利用某些方法與策略，

使情境得以由現狀態達到目的狀態的一種思維活動歷程」。 

在研究「人們如何處理問題、解決問題的問題時，研究者都把「問題解決」

當成是一個「心理活動的歷程」。只是，在這個心理活動歷程中涉及到對問題的

認識、支援情境的需求、前備的知識、對目標的企求、策略的形成等，不同的

研究者可能各有其強調，而在其陳述中略有不同的加權提及而已。 

本文圖一：「問題的結構」作全面的描述及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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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問題解決」的行動歷程（或心理活動過程） 

    「問題解決」即是一段心理活動的過程。 

  由於研究者在分析處理問題的歷程時，其心中所浮現引來論述的實例可能

不同，或是可能不同的解析者對某階段的活動特別強調，故常常對歷程的切分

方式有些不同。不過，我們可以藉著引述許多研究者的論述，再把各研究者所

強調的部份整合起來，應該就可以得到涵蓋面更齊全的敘述： 

杜威(Deway. J)在 1910出版的「我們如何思考(How we think)」一書中就已

經仔細的分析過我們在處理問題時的心智活動。他認為當人們在感受到一個目

標或遇到一個阻礙時，問題就「產生」了。問題的產生是處理問題的第一步。

其次，再去探討是什麼樣的困難、阻礙在哪裡，這就是第二步「確定問題」。此

後，即是提出問題可能的解答，也即是提出預想、假想。有了這個方向性的推

測，人們才有可能運用已知的知識去做演繹推論，來論證假想的正確性。也才

有可能運用觀察、實驗等活動來驗證此一推測。杜威的這個分析很清楚地把人

們怎麼處理問題的歷程依序表示出來。 

梅耶(Mayer. R. E.) 在 1992年引用瓦勒斯(Wallas. G.)於 1926年在「思考的

藝術」一文中也有對「問題解決」相關的論述，他以內省的方式去體會獲得問

題解答的心理活動過程。他認為人們獲得解答 (即解決問題 )是經過準備期

(preparation－應是察覺問題、認識問題)、潛伏期(Incubation－尋求相關資料、搜

證、建構假說)、啟明期(illumination－確認假說、並且想過之後察覺「解答」很

合理有效)、驗證期(Verification－把假說用來詮釋現象、依此想法去試驗或推廣

應用，看看是否有效)四個階段的運作。 

杜威和梅耶所論述的「處理問題」歷程，其實是同一的。只是杜威是由處

理問題行動歷程的表徵去分析，而梅耶是由處理問題內在心智活動的過程去分

析。 

以下我們採用依行動歷程的表徵或依內在心理活動過程的陳述語言及年代

前後的方式來羅列： 

1.依行動表徵來細分處理問題的歷程： 

‧Dewey(1910) 

在他的 How we think一書中提出「問題解決」大致經過的歷程，他以為「問

題解決」是一種系統化的、科學化的運作歷程；察覺問題(對情境產生認知上

的困惑)、定義問題(確認現在狀態和擬設理想的目標狀態)、發展假設(考慮解

決問題的限制條件，提出解決的策略)、檢驗假設(檢核每個提議的優、缺點，

評估其可行性)、最佳選擇(決定最合宜的解決方式)、構思策略(考量限制條件、

規畫可行步驟) 等六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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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a(1957) 

在他的《How to solve it 》一書中，以四個步驟來切分「問題解決」的歷程（間

接引述自林清山（1997））：瞭解問題(問題解決者必須確認什麼是目前具有的、

什麼是未知的、和什麼運算或操作是被允許的。換言之，問題解決者必須將

「問題」表述清楚)、提出行動計畫（問題解決者必須決定著手解決問題的一

般進程，在已知的訊息與未知的目標之間找出聯結，表述問題使其成為一則

可預演的事例）、執行計劃（計畫經被明確陳述後，問題解決者必須執行各種

計算或操作，並隨時檢查以確定每一步驟都被納入考量及正確地被完成）、回

顧（問題解決者重新仔細察看其所經歷的過程，以確保所獲得的結果能解決

問題並適當地對待所有已知的訊息，並試著看出此次的經驗可能有助於解決

日後的問題）。 
 

‧D’Zurilla & Goldfried(1971) 

提出問題解決的五個階段：問題定向(心向與態度因素)、問題界定與構成、產

生解決問題的途徑、研判與抉擇(評鑑與選擇)、驗證效果 
 

‧Sternberg（1977） 

認為在解決問題時有五種主要的連續心理活動，即編碼、推論、模比

（mapping）、應用、與反應。因此，在問題解決的歷程中包括了：計畫、組織、

適應、.策略、評估、重述要點等步驟。 
 

‧Klausmeier〈1985〉 

提出以六個步驟〈間接引述自郭有遹，民 83〉：分析問題、回憶或者擬定一個

解決問題的方案、回憶以前的訊息、獲取新的訊息、產生解答、驗證解決問題

的過程與解答、獲取回饋與協助。 

 
‧Slife & Cook(1985) （間接引述自邵瑞珍．皮連生，民 78）： 

根據對成績差的學生解決問題的困難及克服的研究，提出解決問題的五個步驟 

認清問題(解決問題者必須認知存在的問題，並注意問題的性質與特點)、分析

問題（解決問題者接著要分析對問題產生作用的各種因素，收集必要的資訊，

清楚相關變因的因果關係）、考慮可供選擇的不同答案（解決問題者要廣泛地

考慮多種解答，甚至於包括愚蠢和行不通的一些回答，不要太早地就限制自己

可選擇的範圍）、選定最佳答案（解決問題者對前階段所蒐集的多種解答加以

慎重篩選，抓住對當前問題最為切合的解決之道）、評價結果（解決問題者要

想知道自己努力的結果。結果的正確或錯誤都能提供進一步的學習機會，並成

為下一步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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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er & Barden（1988） 

提出解決問題的六個步驟：確認問題（Define the problem clearly）、設定目標

（Set goals）、發展解決方案（Develop alternative solution）、選擇最佳方案（Select 

the best solution）、執行最佳方案（Implement the solution）、評估結果（Evaluating 

the Actual Results）。 

 

‧Bransford & Stein（1993） 

提出問題解決的七個階段：確認問題（problem identification）、定義問題

（definition of problem）、建立問題解決的策略（constructing a strategy for 

problem solving）、組織跟問題有關的訊息（organizing information about a 

problem）、資源分配（allocation of resources）、監控問題解決（monitoring problem 

solving）、評估問題解決的結果（evaluating problem solving）。 

 

‧Glass & Holyoak （1986） 

提出的問題解決歷程，包括四個步驟： 

1.表述問題 

2.嘗試可能解決方案(失敗(回到 1)、成功(到 3)) 

3.執行計劃(失敗（回到 2），成功(到 4)) 

4.檢查結果(失敗（回到 3），成功(到 5)) 

5.完成 

 

‧Solso（1995）；(吳玲玲譯 1998) 

問題解決的歷程，可以將其切分成下列幾個步驟：確認問題、問題表徵、計畫

解決的行動、執行計畫、評估計畫、評估解決的成果。 

 

‧洪榮昭（民 87） 

認為問題解決歷程應包含下列幾個要件：發現問題、問題原因分析、根據問題

做可能的對策、驗證對策、綜合整理提出新概念新問題。 

 

‧Sternberg（1999） 

提出了「問題解決環」的概念，來說明問題解決的歷程：問題的鑑別、問題的

定義與描述、策略的陳述、組織問題的訊息、來源的分配、監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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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ish＆Fberle（1997） 

指出之創造性問題解決的六大程序（階段），研究者並依照六大程序設計教學

活動如以下所述： 

1.發現混亂之處（messfinding）：學童透過小組討論（腦力激盪）找出生活上

需要解決的問題或事物。 

2.蒐集資料（datafinding）：提出各問題後，各小組能經由分工合作透過各種資

源收集資料，增進對各問題的了解。 

3.發現問題（problemfinding）：小組透過討論（腦力激盪），將問題加以細分、

組織，決定出中心問題。 

4.蒐集構想(ideafinding)：小組透過討論（腦力激盪），列出各種可以解決問題

的構想。 

5.尋找對策（solutionfinding）：小組透過討論（腦力激盪），篩選出各種可以解

決問題的構想之最佳構想。 

6.接受構想（acceptancefinding）：小組透過討論（腦力激盪）後，採納構想並

擬定出行動計劃步驟，最後按照計劃步驟、等備所需用品，實現創造性問題

解決活動。 

2.依心理活動的過程去分析： 

‧Wallas（1926） 

將解決問題的心理活動分為四個階段：準備期（問題解決者選好問題，搜集背

景資料，採取初步行動）、醞釀期（若初步行動無法解決就將注意力轉移至其

它活動）、豁朗期（問題解決者靈光一閃得到答案，亦即頓悟（可稱為啊哈

（Aha）！的現象）、驗證期（問題解決者輕鬆地驗證答案。） 

‧Osborn-Parnes traditions of CPS 

創造性問題解決（CPS）的發展沿革，可說是來自 Osborn ,Parnes ,Treffinger , 

Isaksen等人，在水牛城 40多年來的努力成果，肇始於 Osborn,Parnes，而後由

Treffinger及 Isaksen等人予以持續發展（湯偉君、邱美虹(民 88),洪文東(2003)）。 

Parnes在1966年受到Osborn（1953）的影響，發展出了眾所皆知的CPS五階段：

發現事實（fact- finding，FF）、發現問題（problem-finding，PF）、發現點子

(idea-finding， IF)、發現解答（ solution-finding，SF）、尋求可接受的解答

(acceptance-finding，AF），而Osborn也曾在1967年把原來的七階段，改為更易

理解的三階段：FF、IF、SF。 

綜觀諸研究者的分析，我們依行動表徵來切分「問題解決」的歷程： 

發現問題、確定問題、形成策略、執行實現、整合成果、推廣應用等六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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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 

 
增進「問題解決」能力的最有效辦法就是讓學生不斷地從事自主性的、主動

性的去解決「問題」的工作。想培養什麼樣的「能力」，就讓他解決「需要那種

能力才能夠解決」的那種問題。 

有許多研究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增進問題解決能力」的教學策略； 

○1瞭解「問題解決歷程」，應用在教學活動設計上 

瞭解這種歷程(有些「問題解決行動歷程」的資料可見註三)，將之運用來設計

教學活動，那麼，師生間交互作用的活動歷程，應即是「問題解決」能力增進

的歷程。例如以 CPS模型(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而言（此模型為 Jsaksen & 

Treffinger (1985)所提出），他們提出具有創造性的問題解決歷程為發現困惑、

發現資訊、發現問題、發現構想、發現解答、尋求接受新的問題與挑戰等階段， 

(資料轉自陳淑娟(民 80) ,湯偉君、邱美虹(民 88))，那麼，我們就把教學活動安

排成也經過這種歷程。 

 

○2安排有利於「問題解決能力形成」的教學活動： 

  藉由對「問題解決」過程的瞭解，可在教學上安排適切的教學策略（張美玉

(2003)、郭金美(2003)、黃萬居(2002)）。 

Johnson(1987)針對「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提供教學方式上的建議 

(轉引自邱志忠(民91))： 

‧規劃學生不熟悉的活動。 

‧在學生的能力範圍內規劃活動。 

‧提供學生各種不同類型的問題，而不只是練習。 

‧教導學生各種解決問題的策略和解決問題的整體計劃。 

‧利用開放式的設備和作業使學生有界定和解決問題的經驗。 

‧讓學生在試行解決方案之前先腦力激盪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積極和開放的鼓勵革新和創造性的構想和解法。 

‧旁觀學生實驗各種技術以解決問題，但要在他們遭遇大挫折之前施予援手。 

‧詢問可促進學生興趣和參與的引導性問題。 

‧著重較高層次思考能力（如分析、綜合和評鑑）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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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運用特殊的教學模式： 

例如「小組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 

‧依據 Vygotsky（1978）的想法，認為必須在適當的社會情境當中，才能將概

念融入個人的認知結構中；所以他強調社會互動對教導高層次思考技巧的重

要性。因此，利用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來做為增進高層次思考技巧的方法，

正好支持了 Vygotsky 的論點。 

‧國內外許多的學者（劉錫麒，1991；張景媛，1994；張靜嚳，1995；Burns，

1987；Sliver & Adams，1987；Galbraith & Clatworthy，1990；Good，Mulryan 

& McCaslin，1992）曾建議以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來進行增進「問題解決能

力」的教學（引自葉明達，1999）。 

‧他們認為在採用「合作學習」的教學活動中，學生能經由互動和互助的過程

來澄清彼此的想法，將知識做有系統的組織，分享彼此的發現，並經由討論

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換句話說，合作小組之間的相互解釋和質問，不僅有助

於反思自己的思考歷程，以因應夥伴所提出的訊息，同時也會誘發更深層的

思考。 

‧Qin，Johnson & Johnson（1995）亦曾藉由後設認知的探討，結果證實在學

生的學習成就和問題解決技巧上，合作學習比個別學習或競爭學習更具有正

面的影響。 

‧鄭毓信（1998）則從認知活動的社會性此一觀點指出，問題解決顯然有助於

同學之間的合作與互動，而這也是成功學習的必要條件。 

 

我們瞭解「問題解決能力」，知道它是怎麼形成的、增進的，因此，我

們可依問題解決的歷程來設計教學活動、或在任何方式的教學中運用「能促

進能力」的活動策略來培養這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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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問題解決能力的評量 

「能力」在處理問題、解決問題中展現。常因其發揮的成效或所產生的成果

來命名；如觀察能力、批判能力、創造能力、問題解決能力...。而且，任何一項

的「能力」若加以分析，皆由另外許多種「能力」組合或相互依存而成的。 

因此，要評量某一項「能力」，最好先對該項「能力」下一個「操作型定義」，

界定它的意涵。然後，解析出數項比較容易觀測的項目來代表它。由於解析的方

式有些任意性，所以我們仍是以「定義」的方式來陳述；許多學者對「問題解決

能力」提出許多不同的解析，例如： 

○1 Brandsford(1986)提出「問題解決能力」至少應包括下列五項： 

‧定義問題的能力。 

‧精確的解釋及呈現問題的能力。 

‧收集可能的問題解決方法的能力。 

‧實踐問題解決方法的能力。 

‧著重問題解決以後的影響的能力。 

○2 詹秀美、吳武典(民 80b)視「問題解決能力」為個體運用邏輯思考及擴散思考，

解決日常生活所遇到之問題的能力。並提出其應包括下列五項： 

‧解釋推論的能力：個體在面對問題解決時，能運用邏輯思考，針對問題提出合

理的解釋的能力。 

‧猜測原因的能力：個體在面對問題解決時，能運用思考及推理能力提出導致問

題發生的可能原因。 

‧逆向原因猜測的能力：個體在面對問題解決時，能運用思考及推理能力提出問

題之所以沒有發生的原因。 

‧決定解決方法的能力：個體在面對問題解決時，能運用思考及推理能力提出合

理且恰當的解決方法。 

‧預防問題的能力：個體在未來面對問題情境時，能運用思考及推理能力提出避

免問題狀況發生的預防方法。 

○3 陳美芳(民 83)視「問題解決能力」包含五種能力： 

‧問題的辨識：能辨認出真正問題所在的能力。 

‧將問題解析成為較小的問題：細分問題為數個問題，以便逐一解決的能力。 

‧尋求解題方法：發展適當方法並評選出最佳解決方法的能力。 

‧執行解題計畫：執行自己選擇之解決方法的能力。 

‧評鑑成效加以延伸：審視解題後成效並加以擴展，防範問題再生的能力。 
 

我們知道解析的方式不同，陳列的項目就不同。因此我們將依「面對問題的

態度」、「處理問題的方式」和「問題解決的品質」三項來評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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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評測時，能夠有明確的表徵得以觀察，我們仍得仔細去分析(或界定)

被解析出來的「態度」、「方式」、及「品質」三項的內涵。 

1.面對問題的態度：遇到問題時能自主的、主動的謀求解決 

態度是指個體對人、對事、對周圍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的行

為傾向。其內涵包括對該項事物原先的認知、情感、及個人習慣的行為模式。 

‧Heppner & Peterson(1982)認為面對問題的「態度」包含三種可能的反應： 

自信（擁有解決的信心）、趨避（不敢面對、逃避不理）、自我控制(面對問題

而思考)。 

‧周甘逢(民 88)將「態度」定義為：影響個人對特定對象作出行為選擇的一種內

在準備狀態。態度非天生俱有，是可以透過後天加以學習的，此「學習歷程」

實際上是個體受到環境影響改變自己的一種社會化歷程，若是「接納」，則又

可區分為三種不同的層次，即順從、認同、內化。 

「態度」主要受到包括下列因素影響：(一)個人的需求與期望(二)同儕團體的

態度(三)楷模的學習(四)社會的規範。由影響「態度」的因素可知態度並非是

天生的，主要是靠後天學習而得到的，教師在教學上可以運用一些方法來達到

教育的效果。 

由上述學者的觀點，研究者歸納出「面對問題的態度」可以由以下的行為表徵

來觀測： 

‧對於情勢的發展，能保持一個正向、積極、求好的心態。 

‧面對問題能先做合理評估，並具有勇於承擔的態度。 

‧養成一種遇到問題時，先行考量、瞭解、規畫的習慣。 

2.處理問題的方式：能有規劃、有條理、有方法、有步驟地處理問題 

‧能明析地表述問題（能理解問題的重心、問題的深層結構、問題所處環境的意

義、界定問題解決的程度和範圍、預測問題解決的影響和結果）。 

‧能規畫處理問題的流程（評估解決問題所需的資源、能合理估算工作程期、能

評估工作時引起的影響、可能的意外，並做好防範和應變）。 

‧能與人合作、協調各自的工作，負責完成自己的事也協助別人完成工作。 

‧具有切實的執行力(善用多方資源和時間解決困難、善於協調和展拓空間鼓舞

士氣、能隨時檢核進度做好品質管理)。 

‧能統整出成果及或對資料作詮釋、對成品作合理的評價。 

3.問題解決的品質：能適切地、合理有效地解決問題 

‧運用來處理問題的方法合理、有效。 

‧解決的結果，切合原先目標或精緻而完備。 

‧處理事件的過程及後續均對環境產生正向的影響。 

‧作品具有啟發性、開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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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六：「問題解決能力」的評價 

1.工作目標：觀察「問題解決」的情形，想要對其「能力」做評分。 

2.選擇樣本：學校裡的某一學生 

3.評價指標： 

u1：態度（遇到問題時能自主的、主動的謀求解決） 

u 2：方式（能有規劃、有條理、有方法、有步驟地處理問題） 

u 3：品質（能適切地、合理有效地解決問題） 

論域 U={ u 1（態度），u 2（方式），u 3（品質）} 

4.評價等級： 

v1：極滿意（Excellent）、v2：很滿意（Very Good）、 v3：滿意（Good）、 

 v4：尚可（Fair）、v5：待改進（Improvement） 

值域 V={ v1（特優）、v2（優）、 v3（佳）、 v4（可）、v5（待改進）} 

5.隸屬度的界定：可調整[0~1]（見註一：評分對照表） 

6.評判矩陣： 

特優、優、 佳、 可、待改進                

  
品質
方式
態度
















==

0.50.60.60.2 0.1 
0.00.20.80.5 0.1 
0.00.00.40.8 0.1 

)]u([R ij~
µ    ＊注意：未必 1=∑ )(uµ i

i
j  

7.權重的評估：可調整（但需 1=∑
i

iw ） 

  )}3.0()4.0(),3.0(w{ 1 品質方法態度 32
~

w,wW =   

8.評判函數的訂定 
 

~~~
ROWD ˆ=  

 ○1 若 Ô為（ ∨∧ , ），  
則= ni ,1=∨ [(0.1, 0.1, 0.1),(0.3, 0.4, 0.2),(0.3, 0.4, 0.3),(0.0, 0.2, 0.3),(0.0, 0.0, 0.3)] 

=(0.1, 0.4, 0.4, 0.3, 0.3) 

 ○2 若 Ô採WR，則(0.1, 0.5, 0.62, 0.26, 0.15) 

9.評判結果：總評應處於「優」與「佳」之間的等級。 

態度：優（可加評語） 

方式：佳（可加評語） 

品質：尚佳（可加評語） 

＊[註]在運用 Zadeh算子時，評判矩陣中評價隸屬度歸一或等權的問題要加以   

訂定，至於怎麼訂定，需要和權重值合併考量。 

在 Zadeh運作中，權重值特小的、隸屬度值特小的均會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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