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五年 三十八卷 第八期 

 42

創意與設計-高中生活科技教學之核心概念 

尤丁玫 

台北市成功高中生活科技教師 

 

自民國51年教育部頒定工藝課程標準(表1)以來，設計與創作學習便一直是

工藝/生活科技課程之核心目標。以學生活動為主所安排之創意、設計與製作教

學活動，強調透過「科技學習活動」(Technology Learning Activity, TLA)來培養學

生科技素養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不但在各學科中獨具特色，更是在升學主義掛帥

的台灣教育環境中，提供學生創意與設計學習的少數科目之一。 

表1  高中工藝/生活科技歷年課程標準公布之目標與內容 

年

度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51 

年 

工

藝 

1. 繼續國民中學工藝教學之目標，培養良好之工作

習慣與認真之工作態度，以適應將來之就業需

要。 

2. 激發設計與創作之興趣與鼓勵發明之精神。 

3. 訓練製圖與基本操作技能，以為將來升學研習理

工農醫等科之基礎。 

4. 增進業餘工作興趣及副業之技能。 

綜合工(木工、金工、

籐竹工及泥水工)、木

工、電工 

61 

年 

工

藝 

1. 培養工業基本操作技術，介紹工業基本知識，以

為將來研究各種有關學科之基礎。 

2. 激發設計與創作之興趣與鼓勵發明之精神。 

3. 增進業餘工作興趣與副業之技能。 

4. 培養良好之工作習慣與態度。 

設計與製圖、木工、

金工、電工。 

72 

年 

工

藝 

1. 介紹工業科技知識、培養工業技能，以為工業生

活及將來研習各種學科之基礎。 

2. 激發設計與創作之興趣，提供工業科技試探機

會，鼓勵研究與發明之精神。 

3. 激發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與態度。 

作業計畫與製圖、材

料工業、能源工業、

資訊工業、自動化。

84 

年 

生

活

科

技 

1. 理解科技及評估其對個人、社會、環境及人類文

明的影響。 

2. 發展善用科技知能解決問題及進一步研習科技

的能力。 

3. 培養正確的科技態度和觀念，並啟發對科技研究

的興趣。 

科技與生活、資訊與

傳播、營建與製造、

能源與運輸。 

95 

年 

生

1. 協助學生理解科技及其對個人、社會、環境與文

化的影響。 

2. 協助學生理解科技、科學與社會三者的互動關

核心課程：科技與生

活、科技的本質科

技、科學與環境、科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五年 三十八卷 第八期 

 43

活

科

技 

係。 

3. 發展學生善用科技知能、創造思考，以解決問題

的能力。 

4. 培養學生正確的科技觀念和態度，並啟發對科技

研究與發展的興趣。 

技世界、創意設計與

製作   

進階課程：科技的範

疇、傳播、營建、製

造、運輸、能源與動

力 

然而，受到教育部頒定男女學生皆要上家政與生活科技課程之政策影響，生

活科技上課時數被修正為每週一小時(或每週二小時，與家政課上下學期對開)，

各科技系統的內涵(包括：資訊傳播、營建製造、運輸動力能源等)占掉了大幅的

比例，而設計淪為透過「學習活動」的項目，導致在教材設計中，鮮少有坊間的

教科書將設計編排為正式的教學內容，並有獨立的章節，專門介紹創意與設計的

內涵。 

事實上，設計是學習科技的方法，透過設計過程的體驗與構想的實現，學生

將能依循系統化的步驟，學習運用創意解決教師所設定的問題，進而能將所學之

設計能力應用在生活上。 

創意與設計是串連科技系統的核心概念(圖1)，面對教學時數不足而課程內

涵過多之現況，教師如何調整教學內容，使教學更符合課程綱要之精神，創意與

設計成為重要之關鍵。 

 

 

 

 

 

 

 

圖1  創意與設計是串連科技系統的核心概念 

 

創意的意涵 

什麼是創意？ 

創意來自創造力，創造力就是超越傳統概念、規則、型態、關係，並創造有

意義的新概念、形式、方法、與解釋等的能力。換言之，創造力就是一種產生嶄

新與不一樣的事物或概念的能力。例如：迴紋針的用途有那些(圖2)？越富有創

資訊傳播科技 營建製造科技 

運輸動力能源科技 生物科技

創意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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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人，想到的點子就越多，特別是那些既簡單、又實用且令人意想不到的用途。 

 

 

 

 

 

 

 

 

圖2  迴紋針的用途 

你扼殺了學生的創意嗎？ 

我們常常在課堂上要求學生以創意來解決問題，卻在累積了多年教學經驗之

後，對問題解決的方式有了刻板與制式的答案，加上台灣學生普遍缺乏獨立思考

的訓練，不知不覺便在教學過程中，告知學生問題的「標準答案」或是「這個不

可行」、「那個太困難」等等。 

事實上，Sternberg(1991)在其著作-創意的投資理論(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中，便將成功的創意表現比擬為「買低賣高」的投資，他認為除了智力、

知識與環境會影響創意表現以外，人的動機、人格、與思考型態也是決定性的屬

性，唯有發自內心的動機，才能使人專注到他感興趣的事物上，而有創意的人，

往往對自己有信心、對曖昧不明的忍受力較高、面對障礙時的堅持度也較高。 

因此，教學的過程中，教師應尊重學生的創意，適時地給予正面的建議，例

如：「這個觀點不錯⋯，若⋯⋯會不會更好？」、「你可以多觀察⋯⋯」等，培養

學生積極、正面與熱誠的態度。態度不同會導致完全不同的思考結果，「假使你

認為那是簡單的，你就會找出一個使它變得更簡單的方法；假如你認為那是困難

的，你就會找出一些理由使它顯得更困難」，這是心理學「自我實現」的預言。

身為一位教導學生發揮創意的生活科技教師，在課堂上營造一個人人可暢所欲言

的學習環境，實在是必要的基本功夫。 

如何培養創意 

大部分的創意都不是一蹴可及的。首先，要有想像力，想像力能幫助我們預

測、補充、完成、計畫、發明、改良、創新及解決問題。想像力需要累積豐富的

夾文件

做成項鍊 
當鈕扣 

魚鉤

強制打開光碟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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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經驗、敏銳的觀察能力，以及足夠的資訊來提升，透過以下活動將可增加自

己的閱歷進而讓腦袋更靈光： 

1. 對周遭的事物充滿好奇心。 

2. 對周遭的事物要觀察入微。 

3. 常與他人論事非。 

4. 留意新興科技與變革。 

5. 閱覽廣告與郵購目錄。 

6. 養成比較的習慣。 

7. 適度運動與充足睡眠。 

8. 隨時作好觀察與心得記錄。 

其次，創意的表現與個人的學習環境與生活經驗有關，想像力必須配合

正確的態度，包括：要有決斷力、開放的心靈、具備真實的感受力、不抱持

任何偏見、集中注意力、有毅力、具備冒險的勇氣等，都是對創意成果加持

的工作態度。 

總而言之，感受與體驗是培養創造力的方法，拋開束縛則能讓那些新奇

的、不熟悉的構想都盡情的顯現出來，創意者不能局限於傳統之中而覺得滿

足，要多接觸一些新的事物、刺激自己的心靈。 

創意發展的技巧 

「多動動腦子」!平常你是不是常這樣要求學生？但學生為何仍擠不出半點

創意？也許是因為我們只注意到要學生想什麼(what)，卻從未想過要教他們要如

何(how)思考。Wallas(1926)訪問多位創意人士，以瞭解他們的創意思考歷程，結

果他發現創意思考雖有個體差異，但發展過程卻很相似，依序為(圖3)： 

1. 準備階段(preparation)：努力地搜尋資料並嘗試解決問題。 

2. 醞釀階段(incubation)：在意識作用不明顯的狀況下，組織、消化前一階

段的資料。 

3. 領悟階段(illumination)：答案逐漸湧上心頭。 

4. 驗證階段(verification)：評價與修正前一階段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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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醞釀   領悟   驗證 

圖3  創意思考的歷程 

 

換句話說，創意的產生過程雖然極富彈性與變化，但透過有組織的構想方

法，配合結構性的技巧，將可以讓創意想像運用得更完全，以下舉二種常用的方

法說明： 

1. 自我問答法：抓住問題的重點依序追問，例如： 

(1)6W法：即Who、What、When、Where、Why、hoW等。 

(2)修正：可否改變顏色、聲音、材料？ 

(3)替代：有無別的人、事、時、地、物可以替代？ 

(4)加成：有無要補充的？需要放大一點？出現頻率高一點？ 

(5)減少：有什麼可以拿掉？可以做薄一點？ 

(6)重組：有沒有別的排列方法？可以挪到其它位置？ 

(7)倒轉：試試看能不能對調？內外相反行得通嗎？ 

(8)組合：把二個拼起來會如何？ 

2. 腦力激盪：腦力激盪的目的在刺激創意的產生。可以一個人獨自進行或

是多人合作。進行前，應明確仔細地界定問題，並只針對該問題思考；

進行時，最好找個不受干擾的地方，然後儘可能說出或寫出腦海中任何

想法，構想貴精不貴多，激盪的時間要夠久，久到足以超越過去傳統的

習慣與反應，並以全新的觀點來思考問題；最後，再評估每一個構想，

檢核那一個構想值得重視或修改。 

設計的意涵 

什麼是設計？ 

設計是將概念具象化、凝聚新構想、將事物以新的方法集合在一起的行動，

例如：新款式、新視覺、新消費性生產、新系統、新場所、新構造、新表演、新

包裝和新服裝等。設計也是一種計畫、布局、安排及選擇。我們每天都在從事這

種活動-計畫行事曆、挑選服裝、決定菜色、挑選新寢具等，都是設計的活動。 

當一個人在撿拾一塊石頭，做有目的的使用之前，首次將石頭磨削使其尖銳

做為切割工具，這樣的行為即是一種設計。每一個設計都是由一個問題開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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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一項工作都是由自身特定的一組環境需求及限制導向一個結果，設計起於對

需求的產生提供有效的解決和滿足；而產品或問題解決的方法則是一種滿足需求

的產物，因此設計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行動。 

問題解決的流程 

運用循序漸進的做事方法和系統性的思考方式，有助於解決問題的進行。事

實上，亞里斯多德在形上學(Metaphysics)書中，便已指出解決問題程序的基本要

素是普遍存在的，包括： 

1. 問題存在階段：辨識並接受該問題、釐清各目標、建立可更正之必要條件、

限制與資源、蒐集資料等。 

2. 創造及思考階段：提出想法、綜合想法、評估、觀察、以及提出各種可行

的解決方案。 

3. 發展最佳狀況階段：測試、比較、評量、選定、檢查、改良、決定與實行。 

解決問題的過程應該是順暢的，它由許多循環、次循環、和重複的處理與回

饋所組成，這些組成要素是依據問題的性質和難易度，以及設計者的取捨和運用

而有不同的聯結。而為了方便以系統性的方式呈現概念，我們將問題解決的過程

分段成以下步驟： 

1. 確認問題：為問題建立準則。詳列所有可能影響設計的因素，包括人力、技

術、資源(機具材料)、時間、場地、金錢等，並確認最終解決問題的目標為何，

以確認、分析和釐清整個問題的條件和限制為何。 

2. 蒐集資料：搜集和問題相關的資料。設計者所解決問題的進度，受他對問題

的熟悉度而影響，對問題越清楚，則越容易找到解決的辦法。至於，蒐集的

資料包括問題發生的原因、現象，以及解決方法的處理技術、原理和影響等。

設計者的主要任務是擔任設計和解決問題等工作，而非資料蒐集者，因此過

量與不足的資訊都會阻礙設計的進行。待取得正確和適量的資訊後，即可再

次釐清問題的準則，以便對整個問題有全面性的瞭解。 

3. 發展構想：想像並提出各種可供使用的解法。發展構想實際上是整個設計過

程的關鍵，也是最困難的部分。當想法萌芽時，必須馬上加以記錄，包括書

寫、繪圖、拍照等都是不錯的記錄方式，然後再將發展的各種可能解法，與

當初問題的條件設定，作進一步的檢核與比對，確認是否符合所需，以便找

出最佳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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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製作：具體實行設計方案。包括繪圖-將構想具像化，以及實作-實現構想

的方法二個部分。進行實作之前，必須有周延完善的計畫，例如：設計的需

求與用途、製作所需的材料、機具和工作程序、以及作品的構造與組合方式

等，而將計畫好的事項整理寫成報告，即成為「作業計畫單」或「腳本」。 

5. 測試評估：設計的過程中，測試、比較、評估等方法會一再被運用，引用得

越多，評估的結果會越明顯。根據這些評估與測試的結果，整個設計方案才

會有最終的結論，也許是構想設定的方向錯誤、運用的資源與製作方法不當、

或是時間、金錢不足等。唯有經過不斷地評估與測試，並依結果作適當的修

正，才能獲得最佳的設計結果。 

創意與設計教學活動-以傳播科技為例 

高中生活科技即將在95年實施暫行綱要，在核心課程中特別獨立出創意、

設計與製作的概念，並於進階課程中，揭示各科技系統應含「設計、實作與專題

製作」，其重視學生對於創意思考與設計的實踐，顯示生活科技課程將創意與設

計視為學習科技的工具和方法。將設計活動之問題解決模式套用到生活科技教

學，不但可介紹科技世界的內涵，亦可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方法與能力，一舉兩

得。 

主題：廣告也瘋狂 

對象：高中一年級學生 

時數：8-14節 

目標： 

本活動主要是藉由創意廣告之製作活動，提供學生體驗設計活動之歷程，認

識廣告製作之相關概念-企畫、腳本、攝影、後製剪輯等，並進一步引導學生主

動關心日常生活之產品與服務，體認傳播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響，故本教學活動

之具體目標如下： 

1. 認識廣告製作的流程。 

2. 認識與熟悉數位相機的構造與操作方法。 

3. 運用電腦軟體處理視訊與影像。 

4. 運用創意設計與製作視訊廣告。 

5. 體認廣告對產品或服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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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活動係由學生模仿與重製台灣現有電視廣告，製作成一個具有效/笑果之

新創意廣告。教師可視學生程度、學校環境與現有設備，彈性調整活動的實施方

式，因此是個可長可短、可易可難的創意性活動。以下為筆者在學校進行教學，

所設定之條件與限制： 

1. 工作人力：4-5人一組 

2. 廣告形式：簡報或影片 

3. 廣告時間：30-60秒 

4. 廣告內容：改編與重製台灣近三年來的廣告 

5. 廣告類型：產品、形象或宣導廣告 

6. 器材軟體：自備 

器材： 

為配合器材使用，在教學前必須先調查學生可提供器材設備，作為學生分組

的依據，各組至少各有一人能提供以下器材： 

1. 攝影器材：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 

2. 後製作器材：電腦(P4等級，含光碟燒錄器)、影像處理軟體(如：

PhotoImpact)、多媒體剪輯軟體(如：Video Studio或Power Director)、多媒體

簡報軟體(如：PowerPoint) 

另外，教室必須提供： 

3. 電腦、單槍投射影機、音響擴大機、喇叭等播放器材。 

問題解決步驟： 

將整個活動進行的流程，以問題解決的步驟呈現，強化學生對設計的概念。 

一、確認問題 

1. 人：小組有那些人？各有何專長？ 

2. 事：廣告製作的流程，需進行那些作業？ 

3. 時：活動期限？廣告拍攝時間限制？ 

4. 地：廣告拍攝場景、廣告後製場所？ 

5. 物：拍攝廣告所需器材？相關道具、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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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蒐集資料 

1. 台灣正在流行的廣告 

2. 廣告製作的流程 

3. 數位相機或攝影機的拍攝方法與注意事項 

4. 電腦軟體操作方法，如影音擷取、轉換檔案、影像處理、多媒體剪輯、

光碟燒錄與影片播放等 

三、發展構想 

1. 工作職掌討論 

2. 選擇適當的廣告作為模仿與改製的方案 

3. 撰寫文字腳本 

4. 繪製分鏡腳本 

5. 討論腳本內容 

四、執行製作 

1. 準備道具、服裝以及攝影器材 

2. 尋找拍攝場景 

3. 預演廣告情節 

4. 拍攝與蒐集廣告素材(含音樂、影像與視訊) 

5. 進行廣告剪輯與配音配樂 

五、測試評估 

1. 試播與評估廣告影片的效果 

2. 調整影片剪輯的內容 

六、成果發表與分享 

1. 舉辦試映會 

2. 討論試映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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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程序建議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器材與學習單 

介紹廣告的功能與種類 討論廣告對企業或產品的

影響。 

 

介紹廣告的製作流程   

調查學生基本資料 (含

能力背景、設備提供)  

依調查結果為依據，自行分

組(約3-5人一組)  

學習單一、基本資料調查表

說明活動之條件與限制 撰寫廣告企畫案與分工 

(含人力、設備、技術、時

間與題材分析) 

學習單二、廣告企畫單- 

(一)、(二)、(三)、(四)、(五)

介紹文字腳本與分鏡腳

本的概念 

(可與美術協同教學)  

蒐集廣告題材 

 

電腦教室 

學習單二、廣告企畫單-(六)

台灣CF歷史資料館

http://cf.far2.net/index.php 

介紹相機/攝影機的構造

與概念 

學生完成撰寫文字腳本 

(可列為家庭作業)。 

審查廣告企畫案。 學生完成繪製分鏡腳本 

(可列為家庭作業)  

學習單二、廣告企畫單-(七)

介紹攝影取景與構圖的

概念 

(可與美術協同教學)  

學生依據腳本內容尋求演

員、道具、服裝和場景 

(可列為家庭作業)  

 

介紹後製概念與視訊標

準 

學生進行拍攝工作 

(可列為家庭作業)  

學習單二、廣告企畫單-(八)

介紹影像處理軟體的功

能與操作方法  

(可與電算協同教學) 

學生練習製作合成影像  

介紹與練習樂曲編輯軟

體的功能與操作方法 

((可與電算協同教學))  

學生練習樂曲編輯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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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與練習多媒體剪輯

軟體的功能與操作方法 

學生進行後製處理 

(可列為家庭作業) 

 

舉辦廣告試映會 票選表現最好的廣告 學習單三 

單槍投影機、電腦、音響

教師評量與總評 鑑賞與討論各組廣告作品 學習單四 

教學注意事項 

1. 受限於時間因素，本活動於學期初即安排進行，學期末才舉行試映會，並

於學期中安插其他教學內涵，目的是為了提供學生有較長的時間可以發展

與製作。 

2. 學生背景資料調查相當重要(如學習單一)，可避免個別組沒有設備和能力

的窘境。 

3. 由於筆者學校位處於直轄市，學生大多在學校練習後，便能在家中自行處

理本活動之作業，再由製作日誌(如學習單-二-(六))瞭解學生製作的情行。

故必要時，可簡化教學活動的部分內容(如教學流程建議所列)，並選擇一

些較容易拍攝與後製的廣告內容進行。 

4. 本活動涉及許多美感與電腦操作項目之介紹，可協同美術老師或電算老師

教學。 

5. 評量時，除了考究作品的表現外，活動過程中，學生的分工與團隊精神、

學習單的記錄情形、以及學生可取得的設備資源等都是評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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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一、 基本資料調查 

1. 國中生活科技上過那些內容或活動？ 

資訊傳播科技，例：                         

營建製造科技，例：                         

運輸動力科技，例：                         

2. 曾用過那些電腦軟體？ 

文書處理，例：              多媒體簡報，例：               

影像處理，例：              樂曲製作，例：               

媒體播放，例：              動畫製作，例：               

網路瀏覽，例：              多媒體剪輯，例：              

其它，例：                                           

3. 家裡有那些設備？ 

 多媒體電腦(CPU等級         記憶體        MB 燒錄器) 

 數位相機(畫素        百萬 記憶卡      MB 可動態攝影 

可錄音) 

 數位攝影機(DV H8 影像擷取卡 IEEE1394 USB2.0) 

 照相手機(內建記憶體         MB 可動態拍攝 可USB傳輸 

可紅外線傳輸) 

二、 廣告企畫單 

(一)廣告名稱：                                      

(二)軟硬體設備明細： 

名稱 項目 規格/軟體名稱 

拍攝器材 □數位相機 □數位攝影機 

□照相手機 □其它 

□畫素：               

□記憶卡容量       MB 

電腦 □燒錄器  

□記憶體  

□CD-R □DVD-R 

□256MB □512MB □1GB 

後製軟體 □影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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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剪輯 

□多媒體簡報 

□媒體播放 

□其它 

                          

                          

                          

                          

道具或其它  

 

 

 

 

 

(三)廣告條件與限制-試寫出本活動有何條件或限制 

項目 條件或限制 

人  

事  

時  

地  

物  

(四)人力分工-在負責的工作項目欄打 

工作項目 

組員姓名 

統籌

聯繫

題材

蒐集 

文字

腳本

分鏡

腳本

攝影 演出 後製

剪輯

聲音

錄製 

設備

提供 

服裝

道具

           

           

           

           

(五) 電腦軟體分析-有那些電腦軟體可以運用？  

軟體名稱 用途 

Windows media encoder 轉換影音檔的格式，擷取螢幕畫面的影像 

錄音機 錄製聲音與旁白 

Ulead PhotoImpact 製作合成與特效圖片 

Ulead Video Studio 剪輯視訊、影像與聲音等媒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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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PowerPoint 製作多媒體簡報 

Internet Explorer 瀏灠各種網頁 

Flash 製作動畫 

(六)題材資料-記錄二則值得參考的電視廣告於下： 

廣告名稱：維力手打麵-張君雅小妹妹篇 

廣告時間：29秒 

廣告內容概述：一位小妹妹(張君雅)因聽到村長伯在擴音機裡廣播，急忙跑

回家的途中，遇到的點滴事故包括：曬衣服的黑貓嬸、愛說電話的歐巴桑、

追著打先生的老婆以及雜貨店老板促銷大拍賣等。 

廣告名稱：海尼根-執著篇 

廣告時間：20秒 

廣告內容概述：一位男士參加派對時，為了執著冰桶內的海尼根啤酒，導致

在失敗多次後，終於從冰桶中用颤斗發紫的右手拿到海尼根啤酒。 

 (七)腳本-將編輯好的腳本撰寫於下： 

影部描述 音部描述 場

次 場景描述 分鏡畫面 道

具 

服

裝 

旁白/對白 背景

音樂 

特殊

音效

 場景時間：    秒 

內容概述： 

 

      

 場景時間：    秒 

內容概述： 

 

      

        

(八)製作日誌-將拍攝與後製過程記錄於下(本表適用家庭作業的活動) 

日期 參與人員 工作地點 工作主題 工作內容 

  淡水漁人 尋找場景 例：搭捷運到淡水漁人碼頭，勘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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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 地環境，並找到以觀音山、老街和紅

毛城很適合作為拍攝場景 

  學校社辦 服裝道具  

  淡水漁人

碼頭 

拍攝素材  

  A同學家 剪輯素材  

  A同學家 特效處理  

  B同學家 旁白錄音  

  A同學家 調整修正  

  A同學家 資料匯整

燒錄 

 

三、成果展示與分享-票選出班上最有創意與拍攝最好的廣告是那一擇？ 

票選項目 廣告名稱 理由 

1.你認為最有創意的廣告   

2.你認為拍攝最好的廣告   

四、問題與討論 

1.你認為本活動最困難的過程在那？為什麼？ 

 

2.經過本活動，你會受廣告的影響而去消費該項產品嗎？為什麼？ 

 

3.你認為那些廣告背後的本質並非良善(例：誇大不實、誤導價值、隱瞞事實、引

人犯罪等)？試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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