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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導向的網路化問題解決活動設計 
----國小生活科技課程的實例 

 

張玉山 

台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系副教授 

 

壹、前言 

在當前日趨複雜的知識社會中，每個人所面臨到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一些基

本常識所能夠應付，因此，未來的工作者在面對各種問題及挑戰時，能擁有問題

解決的心智模式與妥善運用問題解決能力，乃成為一種重要的基本技能(Markham 

& Lenz，2002；Visser，2003)。尤其在變化迅速的科技社會中，面對前所未有的

問題，或是以新式的方案來解決舊問題，都需要一種以創造力為基礎的創造性問

題解決能力。 

近年來許多學者提出問題解決教學的策略，就是希望能在教學當中，呈現出

問題，讓學生循著確認問題、收集資料、提出方案、驗證方案、評估結果等過程，

練習問題解決的技巧，能夠自行發現問題，自行發現答案，在解答的過程當中，

增進問題解決的能力(Chen,2004；郭有遹，1994)。此外， Blumenfeld, Soloway & Marx

指出，課堂上所有的學習活動是由問題來組織與引導，活動最後會有成果或具體

的成品產出，這是整個教學活動最高點(劉佩雲及簡馨瑩譯，2003)。這種專題(或

方案)所開展的學習活動(project-based learning)，肇始於方案裏的「問題」，可以使

教學活動更加有意義。透過問題導向的問題解決教學，就是利用問題，來引起學

生的好奇心與挑戰性，進而提高學習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在另一方面，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許多有關透過網路以提升學習成效的研

究逐漸蓬勃發展，而網路在問題解決教學的應用，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近年

來資訊傳播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在教育上的應

用，多著重在社會互動與團隊合作（Wild，1996）、學生成就（Jackson & Kutnick，

1996）及課程發展。只有少數的研究聚焦在透過線上科技（online technologies）

的運用，以提升創造思考（creative thinking）的能力（Wheeler，Waite & Bromfield，

2002）。 

正如網路資料的多元、豐富、迅速等特性，在創造性問題解決的學習中，學

生特別需要具備知識建構與問題導向的探究能力。因此，本文以建構主義學習理

論、問題導向學習理論、及網路化問題解決教學為理論基礎，探討創造力導向的

網路化問題解決活動設計原則，並以國小四年級的「創意電動車的設計與製作」

為例，發展活動設計的檢核規準，供作相關活動設計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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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解決教學與建構主義學習理論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觀點係以Dewey、Bruner、Vygotsky的思想為基礎，意

在超越行為主義及認知理論的學習限制，建構產生知識(generativity)、多元學習

(pluralism)、切身相關(relevance)、主動參與(autonomy)、合作學習(collaboration)、

自省學習(reflectivity)(Visser，2003)。建構主義教學方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

問題解決法、實驗活動、電腦教學、及分組學習(Dana & Davis，1993)。因此，在

建構主義理論的基礎上，網路化的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將更具有發展的理論依據。 

建構導向的教材模式中，應以情境式(或真實的)主題探究，來發展問題解決

教學活動。其主要步驟為：1.建立情境；2.進行任務說明；3.將主題切割為數個小

問題；4.利用提問，進行知識建構。尤其在小組式的問題解決教學活動中，維高

斯基(Lev S. Vygotsky)以潛在發展區域(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為基礎，所延

伸的鷹架(scaffolding)、交互教學(reciprocal teaching)、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教學概念，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一)鷹架 

鷹架就是指在兒童的認知組織特質上，為兒童內在的心理能力成長，所提供

的協助(李永吟，1998)。其重點是透過建立情境；以提問來提示結構性活動；接

受學童的介入；學童無法建立知識時，以提問來引導新知識。因此，鷹架的功能

包括：1.引發參與(recruitment)；2.減輕學習的負擔(reduction in degree of freedom)；

3.管理活動的方向(direction maintenance)；4.指出關鍵特徵(making critical feature)；

5.控制學習的挫折(frustration control)；及6.模擬小孩式的示範(demonstration)。換句

話說，在電腦網路的問題解決情境中，鷹架的提供者可能是教師，也可能是網頁

介面；電腦可用以判定學生既有的能力，藉以決定應提供的鷹架類型；人工智慧

的系統設計，可用來協助教師判斷學生的學習是否遭遇困頓；求助機制與回饋機

制的設計，可以讓學生在遇到困難時，可以獲得來自伺服器端或網際網路資源的

協助，而有優秀的表現，則出現鼓勵的訊息。 

因此，從鷹架理論來看，設計網路化問題解決教學活動的主要步驟包括以下

八項：1.分析學生既有的經驗與知識；2.確定單元教學目標；3.定出適合的學習重

點，難易度適中；4.建立學童式的情境，不論是真實生活或是童話式的；5.提供

必要的內容資訊；6.透過提問來引起學生注意教學內容重點，並引導學習的順

序；7.透過學生的回答與討論，建構屬於學生自己的知識體；8.引導學生注意到

新知識。 

(二)交互教學 

交互教學是一種社會教學模式(socioinstructional approach)，主要的學習策略是

在對話中，呈現教材、發問(questioning)、澄清(clarifying)、概述(summarizing)、預

測(predicting)，協助老師利用合作學習的對話，以增進學生對學習內容的確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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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後設認知運用(李永吟；1998)。在一個問題解決活動的教學網站中，交互

教學的歷程包含以下重點：1.充份由教師或學生提問，同時也具有引起學習動機

的效果。2.利用發問來引導注意學習重點。3.透過學生自己的回答或進一步陳述，

來釐清所習得的內容。4.學生用自己的方式，重述(概述)所習得的知識。5.學生預

測這些學習內容，可以進一步學習的地方。 

在互動機制的設計方面，網際網路上面目前可供利用的機制包括同步與非同

步的討論區、留言板、聊天室、電子佈告欄系統、線上塗鴉板、及專屬互動軟體。

加上手寫板、麥克風及網路攝影機(web cam)的使用，多媒體互動機制已經逐漸普

及。只要能夠克服網路頻寬的限制，多媒體的網路互動將可使網路化交互教學效

果，做大幅度的提升。 

(三)合作學習 

在網路化的問題解決活動中，在問題確認、資料蒐集、構思、選擇方案、執

行與評鑑等過程中，均應該提供文字與圖形的互動平台，並應有個人績效與小組

績效的評鑑機制，同時也需要即時的表揚機制。根據研究者在「網路虛擬團隊之

創造力研究」(張玉山，2003)的研究發現，網路化的合作學習是在虛擬的情境下

進行，目前雖然有同步與非同步的互動工具可資運用，但是因為無法直接面對

面，在缺乏老師直接監督的情形下，互動效能常受到影響。因此，教師必須經常

介入或「出現」在網站中，並透過回饋機制，提高學生的參與動機。 

 

參、問題解決教學與問題導向學習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是由教師設計一個符合真實情境

的問題，作為學習的起始點，在未施予學習者任何教學之前呈現問題，由學習者

主動進行問題解決的過程，從中獲得知識(張杏妃，2001；馮丹白等，2005；田振

榮、支紹慈及劉宗政，2005)，其並具有建構知識、情境學習、合作學習三種特

性(楊紹裘等，2005；馮丹白等，2005)。因此，問題導向學習的目的，在使學生

獲得專業知識之外，更促進學生的主動學習能力、合作學習的能力、批判思考能

力、問題解決能力、及創造思考能力(吳清山，2002；趙李婉儀，2001)。 

在教學程序方面，問題導向學習(PBL)運作的基本步驟必須包含下列四點：

1.專業知識的應用。2.目標的設定。3.問題解決。4.評量(洪榮昭，2001)。Aleman & 

Lopez (2000) 認為問題導向學習的主要歷程為「學習活動問題(或問題學習活

動)個人努力 小組討論 合作學習(實驗證明)全班分享討論」(侯世光

等，2005)。如進一步考量問題導向學習的知識建構、情境學習、合作學習及問

題解決等特性來看，問題導向學習的基本程序應為「1.面臨問題、2.確認既有經

驗(先備知識)、3.小組討論將學內容、4.自學(蒐集資料)、5.小組討論彙整(問題解

決與分享)、6.全班討論(分享)」。而在實證研究方面，莊謙本等(2005)在電子科技

(電腦故障維修)學習領域所進行的實驗研究，就以「PBL規則介紹分組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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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備知識 呈現問題 小組討論 蒐集資料 小組討論 總結性評量」作為問題

導向學習的程序。侯世光等(2005)在工藝設計(桌櫃設計)學習領域的教學實驗，則

結合問題導向與專題導向學習的特色，以「問題與探究(1.問題產生現況之瞭解及

追究原因。2.家具設計在使用上需要考慮的要項。3.家具設計在製造上需考慮的

要項)、構想與發展(4.問題解決方案之產生、篩檢、檢討與具體化。5.解決方案之

檢討與評估)、解決方案具體化(6.最佳方案之模型與實驗製作與功能實驗。7.設計

成果發表)」為主要的教學程序。前者是一種障礙排除式的問題解決，後者則是

一種成品產出式的問題解決，兩者都是問題導向式的學習程序。 

和傳統的問題解決的基本程序比較起來，問題導向學習更強調情境建置、探

究學習、以及小組合作學習。在以「創意電動車」為主題的網路化問題解決活動

設計中，可以在問題拋出之前，先建立一個問題的情境，讓學生從情境中判斷問

題，並由小組討論決定需要尋找的資料項目。也就是說，問題的開始，可以利用

電腦動畫的方式，呈現一個故事情境或真實情境。接下來就是由學生個別努力，

尋找資料，分析彙整資料，再回到小組中報告分享。然後才進行問題解決的構思

等工作。因此，在情境之後，便需要小組互動的討論區，以及資料上傳分享的網

頁。 

在主要問題的選擇方面，問題導向學習具有情境學習的特性，相對於目標模

式的教學，情境學習的教學設計「不一定要事先確認預期的學習結果，而是傾向

於指出教學活動的發展方向、教學重點或情境安排」(陳麗華，1997；李永吟，

1998)。也就是說，學習內容由學生根據「大問題」所討論產生的「小問題」，組

織而成。而討論的主導者是學生，各小組討論的結果自然會有所差異。因此，教

師在訂定主要問題時，應該將可以涵蓋在同一「問題」下的能力指標列出，再根

據以下原則，來修訂主要問題： 

a.開放性(open-ended)、非結構(ill-structured))問題，無單一標準答案者。其腦

力激盪數最少要有十個以上(田振榮、支紹慈、及劉宗政，2005)。 

b.以先備知識為基礎，符合學生的經驗 

c.具挑戰性，問題必須對學生有吸引力，不會太單調；具複雜性，不會太簡

單。 

d.近期發生的 

e.與生活相結合 

f.具爭議性，跨學科(具統整教材的特性) 

g.與專業相關 

而在問題導向學習的教案設計程序方面，經彙整多位學者的理論與實務經驗

後，提出八個主要步驟如下： 

1.分析學習目標：分析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確認教學目標適合透過問題導

向學習策略。 

2.分析學習者：瞭解學習者的認知能力、興趣、先備知識(吳祖銘、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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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陳莉婷，2005)。 

3.決定可用資源：瞭解所需的軟體與硬體資源。 

4.決定問題：選擇適當的問題型式(發散式或聚斂式問題)，並確認主要問題

符合「好的問題」的條件。除了預先設想主要的問題，並預想可能的小

問題與「答案」(莊謙本等，2005)。 

5.決定學習者角色與情境。 

6.分析教材，統整出學習內容的基礎能力與核心能力(吳祖銘、廖信、及陳

莉婷，2005)，繪製學習地圖(階層分類表，用以呈現概念的系統關係；

及概念圖，用以表現概念間的關連性)。 

7.編寫教案。應盡量設計出能夠協助學生掌握問題的焦點發問，作為提示或

延續討論之用(周天賜譯，2003；吳祖銘、廖信、及陳莉婷，2005)。 

8.設計評量工具。問題導向學習的評量應該兼具過程與結果的評量，評量的

時機是持續性的。評量的工具可以是檔案評量、測驗工具、成果發表、

及作品評量。 

因為問題導向學習與問題解決教學兩者都是從面臨問題或情境開始，常常令

人難以釐清。如果我們把問題導向學習著重在學習情境建立，探索學習的歷程，

而問題解決教學較偏重在難題排除、產出成品等任務達成，則兩者之間可以互相

融合，互為應用。茲將兩者的重點比較，整理列示如表一。 

最後，自從問題導向學習興起於1960年代的醫藥學院(楊紹裘等，2005)，大

家對pbl少有負面看法。但是Woods (2005)語出驚人地表示，「人們也一直認為PBL

可以促進學生的問題解決、批判性思考、及創造思考(顛覆思考)等能力。但是根

據研究結果顯示，很多老師認為pbl情境並無法有效促進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

從單一問題解決的過程，也無法提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倒不如像教科書一般

教導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但有一點是確定的，pbl一直都在問題解決的程序中」。 

表一  問題導向學習與問題解決教學的比較 

 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問題解決教學 

problem-solving learning 

意義 由情境問題，來導引學習，常使用

探究方法 

由解決一個問題的過程，達到

學習目標 

基本程序 1.面臨問題 

2.確認既有經驗(先備知識) 

3.小組討論將學內容 

4.自學(蒐集資料) 

5.小組討論彙整(問題解決與分享) 

6.全班討論(分享) 

1.問題產生 

2.分析問題 

3.提出構想 

4.選擇方案 

5.進行驗證 

產出 問題的解答， 

通常沒有具體成品 

解決結果可能是報告、模型、

或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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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權 學生主導性高 介於中間 

教師角色 教師給予情境 教師給予問題 

組織 小組的合作學習 個人或小組 

 

肆、網路化問題解決教學與創造力 

問題解決的教學，就是希望學生能成為有效的問題解決專家，從解決問題的

生手變成專家(王春展，1997；郭美辰，2002），「以專家為目標，培養學生問題解

決能力」就是具體的問題解決教學目標，這些專家能包括以下三項：1.先備知識，

描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解題經驗、系統性組織訊息的能力。2.問題表徵能力，

重視問題的核心，而不是表現意義；善用不同媒材來呈現問題；有效合適的問題

空間。3.解題策略，迅速尋找有效的解題方法；後設認知與類比推理能力佳；解

題效率佳。問題解決教學的重要原則，包括以下七項(Cyert,1980; Gagne,1985; 

Polya,1973)： 

1.保留問題的大圖像，但未失去重要細節 

2.藉由圖形、影像、符號或公式去重述問題、創造問題、簡化問題、細化問題 

3.嘗試改變問題的空間，或是提出反向答案 

4.保持正確方向的線索，並在必要時組合 

5.採取比較法或比喻法 

6.介紹思考技巧的教學 

7.回憶過去的類似經驗 

以問題解決程序為基礎，在創造性問題解決的模式中，則以混亂狀況的描述

(mess finding)、現況資料(data finding)、問題與目標(problem finding)、構思(idea 

finding)、方案評選(solution finding)、方案形成(acceptance finding) (Isaksen & 

Trenffinger, 1984; Stanish & Eberle, 1997)六大步驟較為完整，並具有代表性。基於

創造力培養的需要，宜在構思前段，加入創意思考的引導(利用型態分析法，引

導學生分析的方向)，成為：1.混亂狀況的描述、2.搜集資料、3.發現問題、4.引

導分析、5.構思、6.評選方案、以及7.方案形成，共七大步驟。 

另一方面，當前的網路學習環境，具有以下三項特點，包括(Hackbarth，

1997)：1.網路提供了快速而經濟的搜尋方式，可供線上搜尋人物以及各類型式的

資料。2.網路快速更新的特質，使得網路的內容相較於其他媒體更為豐富且新

穎。以及3.網路可以使個人(老師或學生)的作品與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共同分享。

在這樣的多元化、豐富化、快速取得資源的網路環境下，網路教學遂有以下三項

基本特性：1.學習者可以隨時自行瀏覽全球網路上的教材；2.學習者可透過網路

環境，自行建構知識；3.教師的角色轉換成一個領導者身份，引導學生在網路環

境中尋找知識(溫嘉榮，1999)。因此，在網路環境下所建構的問題解決學習活動，

將可以充份利用網路資源豐富與互動便利的特性，提供學習者更好的問題解決環

境(Bhattachary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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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訊處理的角度來說明問題解決的歷程，將有助於問題解決活動的網路

化。Newell 與 Simon（ 1972）將問題解決者視為一個資訊處理系統，而架構

『Newell-Simon Problem Solving Model，NSPSM』，該模式包含三個階段(郭美辰，

2002)：1.階段一，發展問題的內在化模式。2.階段二，將此內在模式與先前所學

的問題解決方法加以比較，並找出他們的關係，從中獲得解決問題的答案。3.階

段三，如果無法得到解答，則問題解決者可能選擇其他方法、選擇不同問題表徵、

或放棄問題。類似的問題解決資訊概念，如Anderson（1993）所提的三個問題解

決步驟：1.解釋階段，解題者從收錄有關事實性知識的陳述性記憶中，提取解題

的相關知識。2.知識編纂，將提取出的知識轉變成一組可執行的程序階段。3.程

序階段，解題流程的執行。 

在網路化的問題解決活動進行方面，王千倖(1999)建議可以依照「發現了問

題、問題的敘述、小組成員分工作業、小組成員個別研究、小組提出解決方案、

小組討論後彙整共識、全班討論後彙整共識」的程序，利用個別學習、小組討論、

及全班討論的交互應用，由學生與教師共同完成整個教學活動(引自王智玄，

2003)。這些程序和本文所提出的七大步驟互相吻合，唯在活動最終階段有全班

的討論。因此，經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及問題導向學習理論為基礎，以「創意電

動車的設計與製作」為主要問題所設計的創造性網路化問題解決活動步驟，宜包

括以下八項： 

 

1.混亂狀況的描述：會注意到需要改進的地方。決定要做一些努力，來面對

挑戰。利用擬真的故事情境，讓學生感受到創意設計的需要。在整個教

學活動中，常常因為距離、場所、設備、經費等因素，必須有假設的、

虛擬的情境。在網路的環境中，可以透過電腦的虛擬實境功能，以及網

路視訊功能，提供學生擬真的虛擬實境，讓學生可以透過螢幕與音箱，

接觸到更直接的視聽訊息。這些訊息將有助於學習者對問題情境的深入

瞭解，進一步對混亂情境做不同的描述與界定。尤其在問題導向的學習

情境中，所應重視的敘述式的訊息內容，而非解說性的文本(劉佩雲及簡

馨瑩譯，2003)。網路的多媒體環境可以用多媒體形式，提供更豐富、更

多元的問題相關訊息。在國小創意電動車設計的單元中，宜以情境的方

式，呈現的混亂狀況，讓學生能作問題的界定。 

2.搜集資料：詢問有關問題的成因。蒐集、分類、組織、閱讀資料，來進一

步瞭解問題，提出多種問題的陳述。先讓學生討論自身的經驗，針對「我

以前看過哪些特別的車子?」之類的問題與經驗分享，並互相討論。接

下來針對創意電動車的設計，分別提供學生基本必備的(可以將車子組裝

起來)、應該要學習的(可以設計出跑得快、有創意的車子)、最好要知道

的資訊(可以進一步學到更多專業的知識，對未來發展有幫助)，讓學生

自學及合作學習，建構自己的知識。在網路的環境中，學習者可以在教

學網站中，詳細深入地瞭解教師所提供的相關訊息，以便對問題有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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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瞭解。教師還可以提供相關資源網站，供學生點選查閱。最後，教師

可提供關鍵字的引導，讓學習者透過網際網路的搜尋功能，蒐集、分類、

組織、閱讀更廣泛的有用資料，來進一步瞭解問題，並提出多種問題的

陳述。 

3.發現問題：將問題加以細分成更小的單一的小問題，並寫成IWWMI (In what 

ways might I?) (我可以採取何種方法來⋯⋯)的形式。在「創意電動車的

設計與製作」的主要問題中，將整個大問題分成電池與馬達、齒輪組、

輪胎、及車殼四個次問題。在次問題的層級中，撰寫問題內容為「我可

以怎樣改變電池與馬達的連接方式，讓車子跑得更快」、「我可以怎樣改

變大小齒輪的組合方式，讓車子跑得更快」、「我可以用哪些方法來改變

輪胎，讓車子跑得快，或是與眾不同」、「我可以怎樣變化車殼，讓車子

變得很不一樣，或是讓它跑得更快」。 

4.引導分析：利用屬性列舉法或型態分析法(morphological analysis)，引導學

生從將模型車的電池與馬達、齒輪組、輪胎、及車殼，從材料、機能、

外形設計等不同的方向，進行列表與思考。 

5.構思：先不做評論，列出多種構想，奇特的或有趣的構想都很好。最後，

則選取較可能解決問題的構想。因為創意電動車的設計與製作，屬於新

產品設計的問題解決，而不是困難排除的問題解決，因此，可以提供模

擬式的創造思考練習網頁，讓學生練習適合的創意思考方法，包括變一

變(調適，Adapt，將構想的用途加以變更，作其他的用途，例如用電動

車當作膠帶座車，當作筆筒車等)、合一合(組合，Combine，將兩個無關

的構想合併起來，例如幫車子加翅膀加眼睛眉毛、車子加動物花朵植物

滑鼠器物等成為獨特造形)、換一換(取代，Substitute，替換原有的構想，

例如車殼的卡紙材料用鐵絲網取代、或用可樂罐來取代)、大一點小一點

(放大縮小，Enlarge or Reduce，局部尺寸的大小變化，例如將前輪縮小，

或放大。加一點減一點(除去，Eliminate，拿掉一部份，例如拿掉一個輪

子)、排一排(重排，Rearrange，例如駕駛座的位置換到最前面或最後面，

而不是在中間)。在創造思考練習之後，由小組成員共同以腦力激盪的方

法，利用創思技術產生構想。 

6.評選方案：列出多個評選方案的規準，並用以改善方案，再取出幾個重要

的規準，來判別最具可行性的方案。針對國小四年級的學生，教師必須

協助其訂定評選規準，約二至三項即可。再讓小組共同評選最後的方

案。評選的方式則直接讓學生考慮各規準後，直接指出個人的決定與原

因，再共同討論即可。 

7.方案形成：將構想變成行動方案，內含具體步驟。由小組共同完成一份工

作計畫書，內含外觀設計圖、材料規劃表及工作程序。 

8.製作與發表：根據討論的方案結果，進行電動車製作。完成以後，進行全

班發表、欣賞與討論，教師可將發表情形拍攝成影片，作品做成網頁，

並讓學生在網站中簡要地發表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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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創造力教學(創造思考教學)的主要目標，就是在培養學生的創造

思考能力。創造思考的基本認知能力通常包括敏覺力、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

以及精進力，在情意態度方面具有挑戰性、好奇心、想像力、和冒險性等心理特

質(陳龍安，2000)。但是本研究基於測量工具的因素(林幸台及王木榮，1994)，將

創造認知能力(創造思考能力)區分為流暢力、開放性、變通力、獨創力、以及精

密性，創造力態度(創造性傾向)區分為冒險性、好奇性、想像力、和挑戰性四種。

此外，歷經創造程序所得到的產出，是創造力的具體表現，也是創造力的重要指

標，可以從成品的內容變化、形式變化、功能變化三面來加以評鑑(毛連塭，2000)，

因此本研究將以樣式特徵、機構機能、材料應用三面來評量學習者在網路化問題

解決歷程後，所設計與製作電動車的創意程度。 

換句話說，本研究希望學習者在網路化問題解決教學活動中，可以在1.情

境描述、2.搜集資料(自身經驗分享、網頁教學、資源網頁連結、入口網站)、3.

發現問題、4.引導分析、5.構思(模擬式創思練習、小組腦力激盪)、6.評選方案、

7.方案形成(線上畫設計圖、討論材料表、討論製作程序)、8.製作與發表(共同製

作、全班發表討論、線上作品欣賞、心得發表)的每一個程序中，對於學習者的

創造認知能力 (流暢力、開放性、變通力、獨創力、精密性)及創造力態度(冒險

性、好奇性、想像力、挑戰性)產生助益，並有助於提高創造活動產出的創意程

度(創造力表現包括樣式特徵、機構機能、材料應用三方面)，如表二所示。 

 

表二   網路化創造性問題解決活動對創造力的主要效果  

 激發創造力的主要效果 

(創造認知能力、創造力態度、創造力表現) 

1.描述混亂狀況 敏覺力：對問題的察覺及重新定義 

2.搜集資料 ------ 

  自身經驗分享 創造認知：尋找相關經驗的線索，是專家問題解決能力的基

礎 

  教學網頁 精進力：充實基本專業能力，有助於成品具體化(必須知道的)

  資源網頁連結 精進力：擴大專業知識基礎(應該知道的) 

  入口網站 精進力：擴大專業知識基礎(最好要知道的) 

3.發現問題 敏覺力：對問題的察覺及重新定義 

4.引導分析 分析能力：對問題的敏覺力及重新定義 

5.構思 ------ 

  模擬式創思練

習 

創造認知與態度：熟悉創思技巧，習慣於創新與奇特 

  小組腦力激盪 創造認知與創造力表現：產生獨特構想，成為創意產品的基

礎 

6.評選方案 精密性與邏輯思考：有助於構想化成具體產品的可能性 

7.方案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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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性與邏輯思考：有助於構想化成具體產品的可能性 

精密性與邏輯思考：有助於構想化成具體產品的可能性 

線上畫設計圖 

討論材料表 

討論製作程序 精密性與邏輯思考：有助於構想化成具體產品的可能性 

------ 

精密性與邏輯思考：有助於構想化成具體產品的可能性 

創造力認知與態度：從別人的創意，激發自己更多的創意 

創造力認知與態度：從別人的創意，激發自己更多的創意 

8.製作與發表 

共同製作 

全班發表討論 

線上作品欣賞 

心得發表 創造力認知與態度：從別人的創意，激發自己更多的創意 

 

伍、網頁建置與評估 

本文以建構式學習、問題導向學習、網路化創意學習為理論基礎，以國小

四年級的「創意電動車設計與製作」為主題，設計一個網路化問題解決教學網站。

所發展的活動網頁，先交由問題解決、創造力教學、網路學習的學者專家及有經

驗的國小教師進行審查與評鑑。其次則透過教學實驗，瞭解國小四年級學生對本

活動網頁的接受程度以及創造力教學的效果。 

一、網頁規劃與設計 

網路教學活動的八個步驟詳述如下。 

(一)、故事情境 

網頁畫面：「小明考試進步了，媽媽同意他從玩

具店買了一輛四驅車當作獎勵。小明帶到學校

之後，發現很多同學都有一樣的四驅車，混在

一起玩之後，幾乎認不出那一輛是他的。老師

知道了以後，和其他老師討論決定要舉辦一個

全校的創意電動車設計大賽，讓大家都可以設

計一個跑得最快的、獨特的模型電動車。」  
 

(二)、蒐集資料 

1. 舊經驗的討論：網頁畫面：讓小組組員發言的留言板 

2. 必要知識的探索：網頁畫面：出現車型問題、馬達與電池問題、車輪問題、

齒輪組問題的互動學習畫面，在每個畫面之後，學生必須在討論區簡短重述所學

到的知識，以助於知識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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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車型設計的問題    2.馬達與電池的問題    3.車輪的問題     4.齒輪組的問題 

   

3. 更多的知識：畫面出現資源網頁連結畫面，讓學生分別超連結車型問題、馬

達與電池問題、車輪問題、齒輪組問題的相關網站。 

4. 新知識的分享：畫面出現到討論區，讓學生分享網路探索的收穫 

(三)、發現問題 

畫面以圖文方式，逐一出現問題 

1.「我可以怎樣改變電池與馬達的連接方式，讓車子跑得

更快」 

2.「我可以怎樣改變大小齒輪的組合方式，讓車子跑得更

快」 

3.「我可以用哪些方法來改變輪胎，讓車子跑得快」 

4.「我可以怎樣變化車殼，讓車子讓它跑得更快」 

5.「我可以用哪些方法來改變輪胎，讓車子變得很特別」

6.「我可以怎樣變化車殼，讓車子變得很特別」 

 

(四)、引導分析 

畫面出現針對輪子以及針對電池與馬達、齒輪組、及車殼的觀察與分析 

1.你看到了沒有，它(輪子)現在的外形是黃色的圓形 

2.你看到了沒有，它(輪子)現在的材料是黃色的圓形 

3.你看到了沒有，它(輪子)現在的結構搭配是四個一樣大的

輪子 

 
 

(五)、創意構思 

1. 創思訓練 

1.變一變：用電動車當作膠帶座車，當作筆筒車等 

2.合一合：幫車子加翅膀加眼睛眉毛、車子加動物花朵

植物滑鼠器物 

3.換一換：車殼的卡紙材料用鐵絲網取代、或用可樂罐

來取代 

4.大一點小一點：將前輪或後輪縮小，或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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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腦力激盪 

畫面出現主題討論的創意區，讓組員輸入創意 

 

 

 

(六)、評選方案 

畫面出現「材料能不能找到，製作技術能不能克

服，是不是很特別」的評選規準，讓每個組員選

一個構想及理由，再決定出最後的構想 

 

 

(七)、方案形成 

畫面出現繪圖區，讓組員在上面繪圖，並在文字輸

入的回應區當中，寫下材料規劃表及工作程序 

 

 

(八)、製作與發表 

各組製作一台電動車，進行全班的發表活動後，由老師將發表情形拍攝成

影片，作品做成網頁。學生則在班級討論區中簡要地發表學到的內容及感想。 

二、評鑑的規準 

依前述規劃所設計的網頁，在進行教學實驗之前，必須先經過專家的評鑑，

評鑑項目的發展，則是針對問題解決程序的適切性，主要是以建構學習、問題導

向學習、網路化創造性問題解決為基礎，所彙整的檢核重點，如表三所示。 

表三  建構學習、問題導向學習、及網路化創造性問題解決的活動檢核重點 

建構學習 問題導向 網路化創造性問題解

決 

學習內容難易適中 同左 同左 

  回憶過去經驗 

 引導分析問題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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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問題切成數個小

問題) 

情境符合學生經驗 問題符合學生經驗 情境式的問題 

情境能吸引學生 問題能吸引學生 同左 

利用提問使學生注意

教材重點 

  

 自學機制  

成員間有良好互動機

制(發表與討論) 

同左 同左 

 資料蒐集機制 網路資料蒐集的機制 

 創意與決策的機制 介紹創思技術 

創意腦力激盪的機制 

共同評選方案的機制 

  方案具體化(計畫書或

模型) 

 

根據建構學習、問題導向學習、及網路化創造性問題解決等理論基礎，所

彙整的評鑑項目，再製作成一份五等第評量表，作為網頁評鑑的工具。評鑑項目

包括以下十三項： 

1.學習內容難易適中 

2.充份讓學生回憶(喚起)過去的相關經驗 

3.適切地引導學生分析問題(將問題切成數個小問題) 

4.先提供情境式的開放性問題 

5.充份利用提問使學生注意教材重點 

6.完全沒有提供自學(獨立個別學習)的機會 

7.組員間有良好互動機制(發表與討論) 

8.可以學習蒐集網路資料 

9.根本沒有介紹與練習創思技術 

10.組員可以充份地進行創意腦力激盪 

11.組員可以共同評選方案 

12.可以將方案加以具體化(完成設計的計畫書)  

13.有適切的成果發表與欣賞活動 

 

陸、結語 

本文以建構式學習、問題導向學習、網路化創意學習為理論基礎，以國小

四年級的「創意電動車設計與製作」為主題，設計一個網路化問題解決教學網站。

以前述工具進行專家評鑑，發現除了「充份利用提問使學生注意教材重點」部份

需要再考量學生背景與教材需要之外，其他的項目均能獲得專家的認同。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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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教學實驗後也發現，學生在一般創造力以及成品(電動車)的產品創意方面的

得分，均比傳統講述教學學生的表現要好。 

本文所提出的創造力導向網路化活動設計架構、評鑑規準、網頁示例等，

在實驗之後，均證實其可以有效增進學生的創造力，因此，也值得生活科技教師

在進行生活科技教學的參考。至於在網頁的繪圖板(線上塗鴉板)、討論互動、回

饋機制等方面，隨著網路技術與新式工具的開發，都還有改善的空間，相信在這

些技術性與工具性的發展，更加人性化之後，生活科技課程在創造力教學方面的

效果，將會有更令人激賞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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