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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章主要內容在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程序。共分為下列

六小節：包括研究設計、研究流程、研究參與者、資料蒐集方法、研

究工具、及資料處理。

第一節 研究設計

為有效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實驗組/控制組前測-後測準實

驗設計模式進行教學實驗研究。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九十四學年度二

班體育科教學實習修課學生為研究對象，實驗組每週接受模組中一個

單元(四個小時)的實驗處理，為期八週，共三十二小時，控制組則未

接受模組教學，且於實驗處理前後實施前、後測。本實驗設計如表3-1

所示：

表 3-1 實驗設計表

組 別 前 測 實驗處理 後 測

實驗組 Y1 X Y3

控制組 Y2 -- Y4

X：表示實驗處理，亦即創造思考教學之實施。

Y1、Y2：指前測； Y3、Y4：指後測

說明：二組前、後測所使用測驗工具相同，皆包含「新編創造思考測驗」

及「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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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設計

(一)自變項

本研究自變項係指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介入課程的有無。

1.實驗組：教師以創造思考教學模組進行實驗處理。

2.控制組：進行控制處理，不介入創造思考教學模組。

(二)依變項

1.創造思考能力：以受試者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後測中的各

項分數為指標。

2.創造性傾向：以受試者在「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後測中的

各項得分為指標。

3.學習知覺反應：從研究歷程中所獲得之質性資料中逐漸聚焦。

4.轉化發展情形：從研究歷程中所獲得之質性資料中逐漸聚焦。

(三)中介變項

係指在實驗過程中無法操控或測量之變項，但可從推論中得知

其存在的因子，本研究的中介變項包括「授課教師專業素養」、「學

習者人格特質」及「學習者學習情緒」等三項。

(四)控制變項

為了避免相關干擾因素影響本實驗的內外在效度，本研究控制

下列各種變項及情境，使本實驗受到干擾程度降至最低。

1.學習者特質及能力：二組學生皆為台灣師範大學四年級體育師

資生，且皆修習過體育科教材教法基礎課程。

2.教學工具：由於研究者非實驗教學者，為確保授課教師能切實

依照預期進度及實驗要求執行教學內容，本研究採技術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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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設計(skills experiments)，即由研究者提供預擬的教學模

組，交由教師據以施教，以提昇本研究之內在效度。

3.單盲設計：為避免強亨利效應(the John Henry effect)及霍桑效應

(Hawthorne effect)的產生，本研究採單盲設計，亦即使二組學

生皆在在不知研究主題的情況下接受實驗處理。

依照上述實驗設計內涵，茲將教學實驗步驟具體呈現於圖 3-1：

圖 3-1 教學實驗流程圖

前測

前測

t-test

實驗組

控制組
不介入

創造思考教學模組
後測

後測

t-test 回答研究問題

介入創造思考教學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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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研究所涉及的變項，以下將本研究架構圖具體呈現如圖 3-2：

自變項 中介變項 依變項 觀察指標

圖 3-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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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實施流程可概分為四大階段進行，分述如下，並將本研

究具體實施流程呈現於圖 3-3：

一、預備階段：

研究者從學習歷程及生命經驗的省思中發現問題，開始構思研

究方向及有待解決的問題，並經由對創造力理論基礎及創造思考教學

相關文獻的探討，及對現有研究工具的參考、比較與分析，確立創造

思考教學理論的核心概念，從中建構本研究架構及教學實驗藍圖。

二、實驗準備階段：

經過文獻探討、現有測驗工具的分析比較後，得到初步的理論

架構，進而依據理論基礎設計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並選定適用的創造

力評量工具。為求使實驗設計更趨周密、完善，研究者於創造思考教

學模組正式定稿後，擬請實驗教學教師進行試教，並根據實際教學經

驗與學生反應做適度的調整。

三、教學實驗階段：

在實驗教學前對受試者進行前測，爾後進行為期八週的實驗教

學，並於教學實驗結束後進行後測，同時間進行各項質性資料的蒐集

與分析工作。

四、資料整理階段：

於教學實驗結束後，將所有量化資料作統計考驗，同時針對尚未

分析之質性資料進行詮釋，以獲致研究結果，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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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一、參與教學者

本研究之參與教師為九十四學年度體育學系教學實習之授課教

師，該名教師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班，學術領域以

運動教育學見長，於體育師資培育機構任教之年資為十六年，曾多次

擔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學實習之任課教師與大五實習指

導教授 。

二、參與學生

本研究參與學生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九十四學年度修習體育教

學實習的二班體育師資生，A 班學生為 49 位，B 班學生為 45 位，A、

B 二班學生背景相似、學習經驗相仿，且皆於四年級上學期的教學實

習課程中至教學現場試教一個月，因此在教學經驗上亦相仿。本研究

以 A 班 49 位學生為實驗組學生，進行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介入教學；

以 B 班 45 位學生為控制組學生，於課程中不介入模組教學。

第四節 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為以量為主，以質為輔的實證性研究，因此在研究中兼含量

化及質性資料的蒐集，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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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化資料部分

因考量教育情境中，有許多無法如真實實驗情境中去控制實驗條

件的情形，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以實驗組/控制組前測-後測準實

驗設計模式對研究對象進行量化資料的蒐集，於實驗教學前後，以「新

編創造思考測驗」及「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等二種研究工具來進

行前、後測，以蒐集各項量化資料。

二、質性資料部分

本研究質性資料的蒐集，主要目的是為了瞭解研究參與者在創造

思考教學模組介入歷程中，無法以量化工具測得的知覺感受及不同向

度轉化情形，同時藉由不同向度質性資料的詮釋，作為觀察研究參與

者創造思考能力與創意態度發展的佐證。茲說明如下：

(一)參與觀察

Stake 於 1995 年曾主張為了理解人類的學習經驗，最好的方式就

是研究者身歷其境，成為研究現場的一份子，以觀察事件脈絡的發展

並體驗當時的情境，這樣才能真正理解事件的意義(李佳玲，2001)。

本研究參與觀察記錄以敘述性的方式進行，可分為拍攝觀察記錄及軼

事觀察記錄兩種，茲分別說明如下：

1.拍攝觀察記錄

為避免因研究者的偏見或敏感度不足，而遺漏重要的脈絡，且教

學實驗研究必須力求呈現真實情境，以便對學生的學習行為及表現作

全盤的觀察及瞭解，研究者於學生分享創意成品的過程以攝影機及照

相機進行拍攝工作，以記錄參與學生的完整創意分享歷程，並於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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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資料轉錄建檔，利於日後檢討、分析工作的進行。

2.軼事觀察記錄

張祖忻、朱純與胡頌華（1998）指出，軼事觀察記錄要求將觀察

對象在教學活動中出現的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記錄下來，而且只要是

被認為與研究主題可能有關的事件，不論是偶然的還是經常的，是預

料中還是意外的都要記錄。本研究使用軼事觀察記錄表（如附錄一），

將教學實驗流程中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加以紀錄，以作為創造思考教

學模組實施之參考。

(三)非正式訪談

本研究以非正式訪談，作為瞭解研究參與者不同面向成長情形之

佐證。研究參與者對實施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之師資培育教師及師資生

進行非正式訪談，以了解實施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之師資培育教師及師

資生在教學歷程及學習歷程之感受，以及其他在觀察或測驗中無法獲

得的結果。

(四)文件蒐集

就質性研究而言，文件的主要用途是檢驗和增強其他資料來源的

證據(黃瑞琴，1991)，本研究的文件資料包括：

1.討論記錄：在研究歷程中所召開的所有討論會議，皆採全程紙筆

記錄的方式，以便詳實記錄會議中討論的內容。研究者將所得之

會議記錄利用資料夾建立索引，供日後分析參考之用。

2.學生作品：學生於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介入過程中所完成的學習單

或創意成品，分別以掃瞄及照相方式蒐集，作為與量化資料相互

佐證及比對分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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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習回饋單：教學實驗最後一週，由學生填寫研究者與授課教師

共同設計之學習回饋單(如附錄二），以從中瞭解參與學生於模組

介入過程中的知覺反應、評論及建議，作為日後研究分析時的重

要依據。

4.教學檔案：本研究參與教師之教學檔案係以電子檔方式保存建

檔，其內容包含授課教師於模組實施歷程中所使用之 Power Point

檔案、輔助教學媒材及相關補充資料等，研究者於經過參與教師

之同意後，將教學檔案內之資料轉譯成有意義之文本加以分析。

5.研究省思札記：記錄研究者本身於參與研究過程中，對於研究參

與者、特殊事件及各種現象的觀察與省思，可供日後相關研究之

參考。

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主要包含教學工具及測驗工具二種，茲

分別說明如下：

一、教學工具：自編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參照附錄三)

(一)模組架構

本模組係以創造力理論、創造思考教學理論及國內外相關文獻的

探討為基點，逐步釐清創造思考教學之內涵與及模組設計雛型，再輔

以專家學者意見，建構出適用於體育師資生的創造思考教學模組藍

圖。其初步架構如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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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初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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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組簡介

本教學模組的目的在於發展體育師資生之創造力，並促其實踐創

新思維，發展出不同面向的創意遊戲教材與教具。本教學模組採問題

導向及實踐取向的設計內涵，以多向度創造思考教學策略的介入，希

望能夠建構出整合知、情、意、行的創造力教學歷程，使師資生能夠

在計畫性的引導下，依循漸進式的創造歷程，實際體會創意的行動經

驗，同時誘發個體創造性的運思能力，激發出各種體育教學的創新點

子。

(三)教學目標

1.認知：

(1)理解不同體育教學元素的基礎內涵。

(2)瞭解不同教學方法與教學媒材的創新途徑。

(3)深化創新教學的概念。

2.情意：

(1)發展正向的創造性人格特質。

(2)欣賞創造對於人生的正面意義。

(3)尊重他人的創造性產品和不同意見。

(4)增強個體的創意教學內在動機。

3.行為：

(1)運用創造性思考的成果解決實際教學情境問題。

(2)發展創新構想的具體實踐行為。



82

(四)設計流程

1.步驟一：確立理論基礎及核心概念

針對國內外創造思考教學之相關理論與研究加以分析，確認創造

力發展之理論基礎及其教育概念之過程，並歸納出創造思考教學模組

之發展構念藍圖。

2.步驟二：進行教師訪談

與授課教師商討模組實施時間及授課內容，並與相關領域專家進

行訪談，分析我國師資培育課程教學情境特色，推估適行方案，以建

構未來教學模組設計方向。

3.步驟三：撰寫初步草案

依據教師訪談結果，訂定教學模組及各單元名稱，以創造思考教

學理論基礎為發展主軸，撰寫教學模組初步草案。

4.步驟四：檢閱及修飾內容

依創造思考教學理論基礎，檢閱各單元教學設計之妥適性，同時

檢視教學模組內容結構，修飾教學模組中活動安排、文字表達之瑕疵

處。例如：句型或語詞之變化、替代等。

5.步驟五：專家審閱

為避免文獻分析時資料蒐集廣度與深度之不足，造成研究工具的

編製產生疏漏之處。研究者於模組初稿完成後，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

者進行審閱，以增加本研究之周密性，同時確立本模組之效度。

6.步驟六：修訂教學模組內容

針對專家學者所提供之具體意見，修訂教學模組內容。

7.步驟七：進行小規模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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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模組內容確立後，針對同質性課程進行小規模預試，預試完成

後，請參與教師提供意見或批評指教，以作為模組設計者修訂之參考。

8.步驟八：依預試結果修正內容

根據參與預試教師之回饋建議及預試過程中所察覺之疏漏處，對

教學模組內容作最後的修正。

9.步驟九：完成模組設計

本教學模組於九十四年九月歷經醞釀準備期，其後經過專家審

閱、預試、再修訂等過程後，將於九十五年二月中定案，於九十四學

年度下學期體育科教學實習實驗教學中正式實施。

本模組具體發展步驟如圖 3-5 所示：

確立理論基礎

進行教師訪談

撰寫初步草案

檢閱及修飾內容

專家審查會議

修訂教學模組內容

進行小規模預試

依預試結果修正內容

完成模組設計

第三次修正

第二次修正

第一次修正

圖 3-5 創造思考教學模組發展步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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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驗工具

為避免測驗工具的爭議性過大，且力求降低問題發生率，以達到

研究結果之最高準確性。本研究配合研究目的及範圍，選用已於國外

發展完善，且經過國內學者修訂、改編，信、效度均經考驗，並編有

指導手冊的的測驗工具，包含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和威廉斯創造性傾向

量表。茲說明如下：

(一)新編創造思考測驗

1.測驗目的

本測驗旨在測量受試者對新關係的發現與對問題解決方法的創

新能力。此種測驗採開放式問題，各題沒有確定的標準答案，可用以

測量人類智能系統中的擴散性思考。由測驗結果，可瞭解受試者創造

思考能力在認知特質方面的表現及創造成果的品質。研究者於徵得吳

靜吉教授之同意後使用(使用同意書如附錄四)。

2.內容

本研究所採用之「新編創造思考測驗」，為吳靜吉、陳甫彥、郭

俊賢、林偉文、劉士豪與陳玉樺等人於 1998 年修訂拓弄思創造思考

測驗(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簡稱 TTCT)內容而成。本測

驗係根據Guilford和Torrance之理論為基礎所編製的創造思考能力測

驗。其測驗內容包含主要包含二個分量表，茲分別說明如下：

(1)圖形創造思考測驗-「人」的圖形

在圖形測驗部分，測驗題目為 57 個大小不同的「人」，受試者在

10 分鐘內完成圖形並輔以說明，且「人」字必須為圖形之一部份，

評分後可得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及精進力四項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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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語文創造思考測驗-「竹筷子的不尋常用途」

在語文測驗部分，測驗題目為 50 個「竹筷子」的用途，受試者

在 10 分鐘內以文字敘述筷子除吃飯夾取食物外的用途，評分後可得

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三項分數。

3.測驗指標內涵

本測驗中各項指標得分之代表意義如下：

(1)流暢力(Fluency)：指思考流暢程度，由創造思考測驗上，受試者

所有活動的反應總數來計之。

(2)變通力(Flexibility)：指思考領域變化程度，即研究對象在創造思

考測驗活動之反應類別總和。

(3)獨創力(Originality)：指研究對象在創造思考測驗活動中所呈現

的觀念，在統計次數上稀有次數的總和，再予以加權所得分數。

(4)精進力(Elaboration)：指受試者在創造思考測驗活動中，對思考

所得之觀念予以增飾、補強的精密化程度，由受試者附加到基

本觀念上的每一個細節合計所得之分數。

4.適用對象

國民小學學生至大學學生。

5.測驗時間

圖形及語文二個活動之測驗時間皆為十分鐘，共計二十分鐘，加

上指導語說明，可於二十五分鐘完成測驗。

6.實施方式

本測驗所有實施細節，需依照創造思考測驗指導說明書的指示，

主試者要事先詳閱指導說明語，並熟悉所有施測技術，以便使測驗順



86

利進行，並達其最精確之效果。

7.評分

本測驗訂有一套系統化又簡捷的評分標準，而且修訂者於修訂本

測驗時，同時編有一份相當完善的評分指導手冊供評分者使用。因

此，在評分者的選擇上並無是否專業人員之限制，評分者只需依照評

分指導手冊所訂定的評分標準及說明，便可相當精確的完成評分任

務。本研究為求控制最佳評分者信度，委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之研究生，在接受創造思考及評分專家的訓練後，與研究者同時擔

任評分工作。

8.信度

本測驗的信度分析可分為評分者一致性信度與再測信度二種。

(1)評分者信度

由於本測驗所有題目皆屬開放式題目，因此在評量給分上需藉助

評分者的判定，修訂者吳靜吉等人於 1998 年的研究報告中顯示，不

同評分者之信度，除圖形精進力只達.79，尚可接受外，其餘在各項

指標中所求得的肯得爾和諧係數值達.93~.98 之間，具相當高的評分

者信度。由上述結果可得知，本測驗只要能確實遵照評分指導手冊的

說明，其評分者信度均高(吳靜吉等，1998)。

(2)再測信度

修訂者吳靜吉等人(1998)以台灣地區中小學生、大學生及研究生

為研究對象，共計 2337 人受試，前後施測時間相隔三至四個月，求

得圖形測驗中之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及精進力之再測相關係數

為：.60、.54、.42、.52；而語文測驗中的三項分數，流暢力、變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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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創力的再測相關係數為：.46、.44、.34，於七個類目中所得之數據

皆達.0001 顯著水準，可見本測驗之穩定性尚佳(吳靜吉等，1998)。

9.效度

新編創造思考測驗所採用的效標有以下兩項：「拓弄思圖形創造

思考測驗甲式」中的「線條（平行線）」活動，以及「拓弄思文字創

造思考測驗乙式」中的「空罐子」活動。就整體效度而言，新編的語

文測驗和TTCT 語文測驗（空罐子的用途）兩者的流暢力之相關

達.70，變通力亦達.62，至少新編語文測驗可作為「空罐子用途」之

複本量表。在圖形創造思考測驗方面，雖然新編測驗「人」之流暢力

與TTCT「線條」之流暢力相關僅達.51，兩者變通力之相關為.45。其

所得之相關數據雖不算高，但由於二種測驗建立常模的年代不同，受

試者反應項目的種類與次數也會有不少改變，以致於不同年代下的所

獲得的答案結果不甚一致，此為合乎邏輯之解釋，因此，在效度分析

上所得之結果尚可接受(吳靜吉等，1998)。

(二)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

1.測驗目的

本量表的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受試者所擁有的創造性的人格特質。

2.內容

本量表為林幸台與王木榮根據 Williams 於 1980 年所編製的威廉

斯創造力組合測驗(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CAP)中創造性傾向

量表修訂而成(如附錄五)，共有五十題自陳式問句，由受試者依適合

自己的情形，分「完全符合、部分符合、完全不合」三項選答，其測

驗指標包含冒險性、好奇性、想像力、挑戰性四項，測驗後可得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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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加上總分，共可得五項分數(林幸台、王木榮，1994)。

本量表所有題目包含冒險性、好奇性、想像力及挑戰性四個不同

面向的評比指標，各題所屬指標以表 3-2 說明如下：

表 3-2 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配題說明表

冒險性

1 5 21 24 25 28 29* 35* 36

43 44

好奇性

2 8 11 12* 19 27 33 34 37

38 39 47 48* 49

想像力

6 13 14 16 20 22 23 30

31 32 40 45* 46

挑戰性

3 4* 7 9* 10 15 17* 18 26 41

42 50

3.測驗指標內涵

本測驗中各項指標得分之代表意義如下(林幸台、王木榮，1994)：

(1)冒險性(adventure)：指有猜測、嘗試、實驗或面對批評的勇氣，

勇於投入情境加以探索而不顧危難之態度。包括堅持己見及應

付未知情況的能力。

(2)好奇性(curiosity)：指想要了解未知事物的心理，即對某一事物

感到 懷疑產生問題，然後試著去調查、探尋、追問，雖感到困

難，仍繼續思索，以求明白事情的真相。

(3)想像力(imagination)：指在腦中將各種意象構思出來，並予以視

覺化和建立想像。或幻想尚未發生過的事，直覺地推測。

(4)挑戰性(challenge)：指從複雜混亂中理出情緒，主要目的在尋求

可行的辦法，是一種處於複雜問題與混亂意見的能力，能將邏

輯條理帶入情境中，並洞察出影響變動的因素。

4.測驗時間

沒有時間限制，一般約需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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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施方式

本量表採團體測驗方式，指導者應先熟悉指導手冊，進行時依指

導語說明，對於低年級或理解能力較差的學生，應逐題解釋題意。

6.計分

本問卷採 Likert 三點式量表記分，每一題項後面均有三個選項，

選答「完全符合」者給 3 分，「部分符合」者給 2 分，「完全不合」者

給 1 分。若遇反向題，則以逆向給分。

7.信度

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目前為國內外最具代表性的創造性傾向

評鑑工具，在原創者的創編過程及修訂者的修訂過程，均經嚴謹而縝

密的信效度分析工作，因此具有相當高的信效度水準，適合作為本研

究工具。以下將修訂者林幸台與王木榮所做的信效度分析簡單說明如

下：

(1)重測信度

間隔四週，取樣 153 人，相關係數介於.61~.74 之間，達.01 顯著

水準，具相當之穩定性(林幸台、王木榮，1994)。

(2)折半信度

取樣 688~3464 人，求得折半信度係數為.82~.86(林幸台、王木榮，

1994)。

8.效度

(1)專家效度

修訂者於修訂本量表的過程中曾邀請十位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對

本量表內容進行評估及審查(林幸台、王木榮，1994)。



90

(2)內容效度

本量表內容效度的建立，是根據已有的創造思考理論和實證的資

料作為基礎，在經由分析大家所公認已有傑出創造表現的人物，

研究他們的生活、人格以及創造表現等。因此在內容相關性及包

括性皆與創造力理論相符(林幸台、王木榮，1994)。

(3)同時效度

○1 與修訂賓州創造傾向量表相關係數為.57~.82。

○2 與拓弄思創造思考測驗相關係數為.38~.73(林幸台、王木榮，

1994)。

第六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資料處理的方式，分為量化資料的統計考驗及質性資料的

分析二部分。量化資料的統計考驗乃是對於實驗組及控制組在「新編

創造思考測驗」及「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二部份的得分進行統計

分析；而質性資料的分析乃是依據實驗教學過程中所蒐集的各種文本

進行統整歸納與詮釋。茲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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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化資料的處理

(一)資料整理

將實驗組與控制組於「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及「威廉斯創造性傾

向量表」所測得之前、後測結果計分後，先核對班級、學號、剔除資

料不全者，將有效試卷按照組別及測驗類目重新編號，核對無誤後再

予以登錄。

(二)統計分析

本研究的統計處理是針對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問題，使用統計套

裝軟體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進行統計分析

工作，所使用之統計方法如下：

1.描述統計：

對「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及「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前測及後

測得分的各面向指標分數進行基本描述統計工作。

2.獨立樣本 t 考驗(t-test)：

(1)對前測分數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檢定實驗組與控制組是否為

同質性團體。

(2)二組於前測分數無顯著性差異，以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後測分

數的比較。

3.相依樣本 t 考驗(t-test)：

比較各組的前、後測得分差異情形，以便瞭解實驗組及控制組在

實驗教學實施前及實施後，在各項評比中的表現是否有顯著差異。

4.本研究各項數據統計水準，採用 α=.05 進行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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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資料的處理

本研究係採質量並進的研究方式，研究者為了分析、詮釋以及呈

現研究發現的的結果，必須要從大量的資料中尋找有意義的部分，為

求資料的整理分析更為周延，研究者參考國內以質性研究為主的相關

論文與專書論著，將一系列較為嚴謹的資料編碼及分析流程訂出，以

作為本研究資料分析的依據，茲將原始資料之編碼方式說明如表 3-3：

表 3-3 原始資料的編碼說明

代碼 說明

R 指研究者

T 指授課教師

S1 指編號一號的學生

G2 指編號第二組學生

訪談 060428 指研究者於 2006 年 4 月 28 日與學生訪談所得內容。

觀察 060421
指研究者於 2006 年 4 月 21 日課程行進中所撰寫的軼

事觀察記錄。

學習單 060421-S3
指編號三號的學生於 2006 年 4 月 21 日完成的活動學

習單。

學習回饋單 060609-S2
指編號二號的學生於 2006 年 6 月 9 日所撰寫的學習

回饋單。

成品 060609-G1
指編號第一組的學生於 2006 年 6 月 9 日發表的創意

成品。

教學檔案 060421
指參與教師於 2006 年 4 月 21 日置入教學檔案之授課

相關資料。

省札 060609 指研究者於 2006 年 6 月 9 日課後所撰寫的省思札記。

討論記錄 060602
指研究者於 2006 年 6 月 2 日與授課教師討論的記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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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研究者所擬定之編碼方式，本研究質性資料之詳細處理與分

析的方式說明如下：

(一)資料縮減與編碼

本研究將實驗教學流程中所蒐集的各種資料，包括教學觀察錄影

帶、軼事觀察記錄、訪談資料、文件資料(活動學習單、創意成品與

省思札記)等，依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及概念、研究問題的重點，進行

篩選和摘要，並進一步依據各單元的實施時間和順序加以編碼，將龐

大的資料加以簡化、分類。

(二)轉化成有意義的內容

研究者先將影音資料文字化後，整理出值得參考，以及一些有意

義的對話內容，再將學生的活動學習單及心得札記依據學習目標分類

摘要，並將心得札記內所提的建設性建議，經整理後以敘述性語句呈

現；此外，針對疑惑或不夠明確的部分，直接面對面訪談教學者或學

生，做成記錄；最後，則將研究者與教學者之省思札記及現場觀察記

錄收集彙整。

(三)資料主題化

簡化、轉化資料成為有意義的類型之後，依據本研究目的、教學

模組教學目標將所有資料主題化，分別歸納出同質性的資料類型，並

藉由聚焦後的資料分別回答不同向度之研究問題。

(四)形成總結性研究發現

將質性資料與量化資料結果交互分析檢證，透過不斷分析、歸納

與檢驗的歷程形成總結性的主張，例如活動學習單的答題品質提昇，

可進一步歸納為學生創造思考能力中精密力的提昇；教學者在教學經



94

驗的省思，可進一步歸類為其在創造思考教學領域知能的增長。

(五)獲得結論

研究者經過將量化資料及質性資料的不斷交互分析驗證的過程

後，將初步形成的總結性主張進行批判與不斷地驗證，逐漸內化並加

以詮釋結果，形成本研究之研究結論。

本研究資料處理主要流程以圖 3-6 表示：

圖 3-6 資料處理流程圖

資料整理 編碼、簡化

將質性資料及量化資料交互分析辯證

獲致總結性研究結論

統計處理

分析詮釋

轉譯、主題化

分析統計結果

量化資料 質性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