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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自然與生活科技」的教學設計－以天燈為例 

國立台東大學 美術產業學系講師 

施能木 

 

壹、前言 

教育部宣布於九十學年度實施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制新課程，課程是從個

體發展、社會文與自然環境三個面向，提出七大學習領域，即是：語文、健康

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教育部，民

87）。此次教育改革是將現行課程中的「學習科目」都以「學習領域」的方式

來替代，而學習領域的實施是以統整、合科教學為原則，換句話說，教師必須

具備統合兩種以上教學的能力，方能勝任未來國教九年一貫課程的教學。 

對國小教師而言，上述七大學習領域中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它是結合

國小原有的「自然」學科，並加入「生活科技」的新學科，而整合成新的學習

領域。或許現今國小教師對生活科技的教學仍屬陌生，因為它是一全新的教學

領域，但「科技」在歐美國家的小學已經行之有年，而在此課程的重新檢討中，

能將「生活科技」由現行國中的「生活科技」課程延深至小學階段，實為我國

國民教育的一大進步之處。 

然而，卻有學者對於「自然與科技」這樣的學習領域名稱有著不同的意見，

他們認為科技是指科學的應用，「自然」的學習原就包含學問與應用，實不必

特別提出「科技」一詞（任潔芳，民87），此種說法係對「科技」定義的認知

不清所產生的誤解。其實，科技是「善用各種材料、機具、資源、知識和創意

等，以有效解決人類實務問題，改善人與環境間的關係」的學門（施能木，民

88）。換句話說，科技應是人們運用既得的知識，妥善的評估所使用的材料、

機具、資源及創意，決定出最適當的方案，以解決所面臨的實務問題。在瞭解

科技的意涵之後，本文將以「天燈的製作」為教學內容，以「科技教育者」的

觀點，探討「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施。 

 

貳、教材的分析 

澳洲的「科技」學習領域中，係以「設計、製作與評估（即DMA）」、「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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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系統」等三個系絡來談科技的本質，其中「設計、製作與評估」教學的

設計主要源自人們在工作世界中處理事物的方法與態度，即人們處理每項工作

時，都會進行相關因素的分析與評估，然而決定出製作的方案以完成工作，最

後再評估方案的優缺以作改進之參考。此種方式讓學習者於教學過程中養成工

作世界中應有且正確的方法與態度，實值得我們加以效仿。因此，在以天燈製

作為主題的教學中，我們必須進一步的分析「天燈」教學相關因素，以便切確

的掌握教學每個關鍵步驟。 

以天燈為主題的「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其所涉及的學科領域包含「科

技」、「科學」兩個部份，因此教材的分析可以就這兩部份進行： 

一、天燈製作的考量因素： 

天燈的製作看似非常簡單，而實際而言，只要疏忽任何一個環節因素，

都會導致天燈無法順利昇空。我們將根據天燈過程中先後的步驟去思考與分

析其主要的注意事項，而天燈製作的四個重要因素如后所敘： 

1.天燈造形的考量 

除了材料選用的考量外，天燈的造形也需加以考量，因為不同造形的

天燈其容積亦會有所不同。此時，學生必須考量何種造形會使其容積成為

最大，他們可以透過數學的計算、實作與測試等方式來找出最大容積的天

燈造形。 

2.天燈材料的選用 

我們大概都會知道天燈是以紙為主體，然而紙材的種類郤是非常繁

多，並非每種紙材都可以作出成功的天燈。因此，單位紙質的重量、紙張

的特性等因素是我們在選定紙材時必須謹慎考量。換句話說，在教學活動

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提供學生有測試紙質的活動，以使他們能夠評選出最

合適的紙材。 

除了紙材的選用之外，一些相關的材料也必須一併加以考量，例如：

黏貼材料、底部平衡的材料等，因為這些材料也會影響天燈製作的成功與

否，所以也需讓學生有思考、測試這些材料的機會。 

3.製作流程的最化佳 

假若沒有仔細地去思考天燈的製作流程時，通常會使一個天燈的製作

花費相當多時間且很沒有效率，同時也讓學生遭遇諸多挫折之處，使得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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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學習成效大打折扣，因此在開始製作天燈之前，必須讓學生有機會去

思考各個製作步驟與相關的細節，以規劃出一個可行且具效率的製作流

程，以使整個製作過程時間得以精簡。 

4.天燈施放的注意事項 

在天燈製作完畢之後，接著必須考量施放的注意事項，因為這個部份

看似非常簡單，但其也是檢驗天燈製作的成功與否的重要步驟，雖有一些

論著敘述著天燈施放的方法與注意事項，假若依其敘述的步驟來施施天燈

時，常會有意想不到失敗的事件發生，此時，我們必須讓學生有機會去檢

討這些方法的缺失，再去尋求適當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後讓他們整理與歸

納施放方法與注意事項，以便找出適當的結論。 

二、天燈昇空原理的分析 

天燈經過材料選用、規劃流程、實際製作與施放等過程後，雖然可讓學

生獲得完整的科技知識與技能，但學生可能對天燈為何昇空？那些因素是影

響順利昇空的科學原理？這些都是學生想知道的科學原理，因此有關天燈昇

空原理，我們可探討出下列所敘的因素： 

1.天燈昇空浮力的產生 

天燈能夠昇空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它涉及諸多的科學原理，如

此可讓學生學得實務與理論結合的統整性知識。天燈能夠昇空主要是由於

浮力的產生，當其所受的浮力大過其整體重量時便可順利昇空，而浮力的

產生係由於天燈內空氣受熱後會使其密度變小，因密度差而產生浮力。因

此，在探討天燈昇空的原理時，我們會談及空氣受熱膨脹（密度變小）的

原因，以及浮力產生的相關原理。 

2.計算天燈昇空的影響因素 

天燈能否順利昇空與天燈重量、浮力兩項要素有著極重要的關係，換

句話說，當天燈所受浮力大過天燈重量時即可昇空。天燈重量等於紙材的

重量與天燈底部平衡機置的重量的總和，這部份是可以藉由實際稱重而得

到結果，並且可將其記錄下來。然而，浮力的大小與天燈體積、熱源的供

應（密度差）同樣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即浮力為天燈體積與受熱後密度差

的乘積。換句話說，當天燈體積愈大時，其所受的浮力愈大；當熱源使天

燈內空氣受熱愈多，則其與燈外空氣的密度差愈大時，其所受的浮力亦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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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樣，此浮力可透過數學公式來計算出其大小。 

經過上述教材的分析，我們大概可將「天燈」的相關主題作一適切的釐清，

以便建構出整個教學活動的進行，即是以科技活動為主軸，藉學生有機會去瞭

解天燈製作過程中每個重要因素的關鍵知識與技能，然後再以科學原理探討活

動去探究其所以然的原因，因此可讓學生獲得完整的統整知識與技能。 

 

參、教學的搜集與彙整 

在進行教學的規劃時，為使教學活動內容充實且具可行性，我們必須從期

刊論著、網路資源等多方面去蒐尋天燈相關的資料。期刊的資料大概有三篇：

即劉得劭（民84）所著的＜從傳統天燈工藝延伸至美勞教學之例＞、劉貴賢

（民85）所著的＜天燈教學活動設計＞、施能木（民87）所著的＜從STS教

學途徑來教導美勞活動－以天燈為例＞；而提供有關天燈資料的全球資訊網站

可說是不少，我們可利用搜尋網站（Search engine site）來快速找到相關資料。

藉由這些資料的搜集與彙整之後，我們可獲得下列有關天燈的相關教材： 

一、天燈造形選定的評估 

因熱空氣而升空的天燈，其上升時除受風力因素之影響外，天燈本身的

造形亦是能否平穩升空的重要條件。因此，我們可進行燈體造形的評估測

試，以決定天燈升空的最佳造形為何？我們可以用下敘步驟來進行尋求適當

的天燈造形： 

1.將學生區分為五或六人為一組，並且要求每個人以四張半的全開單光紙

（或薄宣紙）為材料； 

2.要求每人製作出不同造紙的天燈燈體（例如：正方體、梯形體等）； 

3.於無風的狀況下，將瓦斯噴燈置於燈體的正下方，然後點燃噴燈以產生熱

空氣； 

4.當燈體內熱空氣達飽和狀況時，即鬆手並且觀察燈體是否平穩且垂直的升

空？還是左右搖晃且傾斜而無法升空？； 

5.請解釋燈體無法平衡升空的原因，並重複找出解決方案及作測試，一直到

解決問題為止； 

6.請將解決問題的歷程紀錄成書面資料，同時針對所得結果作分析。 

經由上述燈體造形的測試過程，我們可發現：燈體是上寬下窄的造形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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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端置有均衡重物者，其較容易昇空。其結果的分析可藉由觀察天燈、熱氣

球的造形而得知，通常它們的最寬部份皆在其頂端且呈現球體形狀，這是為

使其上端能夠有較多體積，來容納熱空氣以增加浮力；而其下端均放置具有

重量的人或物（例如：加熱工具），加熱工具置於最下端的作用，除了使燈

體內的空氣完全加熱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藉著加熱工具的重

量來保持天燈垂直上升時的平衡度，讓它不致於像放鬆的氣球一樣在空中翻

滾。為何要使天燈保持平穩呢？主要有以下兩個考量因素：1.使天燈內的熱

空氣不致散失、2.安全因素的考量。 

二、天燈材料選用的評估 

1.紙質材料選用的評估 

我們都知道天燈的燈體其主要材料是「紙」，然而用何種紙質可使天

燈順利昇空？這必須作紙質材料的評估試測工作，其實施的步驟如后： 

(1)將學生區分為五或六人為一組，並指定各組選用綿紙、薄宣紙、麻將紙、

牛皮紙、單光紙或其他紙質等材質中的一種為材料，以四張半的全開紙

張來製作類似鑽石形的燈體（如圖一所示）； 

圖一 

(2)經全體同學充分討論以決定所要評估的項目，並作為選用何種紙質優先

順序的參考； 

(3)再將瓦斯噴燈置於燈體正下方，然後點燃噴燈以產生熱空氣； 

(4)請觀察該燈體是否有升空的現象？何種紙質的燈體其升空情形較明顯

？ 

(5)經過上述(1)至(4)的步驟後，請將所得結果加以記錄與分析，並且說明

其優缺處，以作為選擇紙質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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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燈體材料的測試過程，我們可發現：要使天燈符合「升空之

機能要求」，天燈的重量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製作時必須使其天燈重

量（即其所受重力）小於其所受的浮力，因此材料的選擇必須以「質量輕」

為考量因素，因此棉紙、薄宣紙、單光紙皆是合適的材料來源；但再考量

空氣的散失情形，棉紙、薄萱紙因紙質較粗糙且薄，在製作的過程中易產

破洞而使空氣散失嚴重，因此，單光紙便成為最佳的材料來源。當然，除

了紙質的材料之外，我們仍可思索其他不同的材料，然而其評估的方法亦

可與上述的方法相同。 

2.其他材料選用的評估 

為使天燈能夠平穩的昇空，其底端開口的設計便是相當重要，因此在

選擇材料時必須同時考量到「質輕」、「易施工」的特性。然而，竹材在削

薄之後，仍具有相當的韌性與彈性，且在其加熱及施力加壓後，易使其彎

曲為半圓形而具備有「易施工」的特性，同時其也符合「質重輕」的要求。

當竹材與其他材料作比較，更易突顯其較優的特性，因此天燈開口的設計

便以竹材為主。為固定該竹篾成為圓形，便以鐵絲來當支架進行支撐工

作，但鐵絲有質量較重的特性，因此選用時必須考其適當的線徑數（18

號較為適當），以免造成天燈總重量過重而無法升高的現象。當天燈材料

選定之後，黏貼材料的選定便是相當重要，我們可用腦力激盪的方法列出

可用的黏貼材料，然後類似上述1.中的評估方法選出最佳的黏貼材料，通

常我們會評選出「漿糊」做為天燈的黏貼材料。 

三、天燈的製作程序 

我們可將天燈製作視為一種物品的製造程序。換句話說，「製造程序」

除了考量工具、資源的選用評估外，亦需妥善規劃整個物品生產的流程，以

節省所需的人力、物力與時間。筆者曾經嘗試讓師院學生自由的黏貼天燈的

燈體，並且與先讓學生思考整個黏貼程序後找最佳的方法作對照比較，結果

發現前者所花費的時間卻是後者的二至四倍之久。雖然，嘗試錯誤亦學習過

程的一種方法，然而教師卻必須懂得正確的天燈製作過程，以便在學生嘗試

各種製作方法與步驟後，可給與學生經由共同討論、歸納的過程，以整理出

較佳的天燈製作步驟，使他們有著較清楚的概念與技能。為提供教師於教學

時的參考，筆者將經多次嘗試與修正的天燈製作步驟敘述如后（施能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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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1.先將四張矩形單光紙（或棉紙、薄宣紙）按照圖三所示的尺寸（或按原比

例縮小尺寸）來畫線，並用美工刀切裁成圖三的形狀。 

 

 

 

 

 

 

 

 

 

圖三 

2.將兩張切裁好的單光紙 1、2 以不攤開且平行錯開的形式，預留 1.5－2.0

公分的間隔（如圖四所示），並於單光紙 1 的間隔上均勻塗上漿糊，並順

勢黏合於單光紙2上。 

圖四 

3.把單光紙2未黏合的另一邊向右對折，並將單光紙3置於單光紙2之上，

並且以步驟2的相同方式來黏合單光紙2與單光紙3。 

4.重複步驟3的操作，將單光紙3與單光紙4黏合起來。 

5.然後，將整個未完成黏貼的燈體上下翻面，再將單光紙1與單光紙4未黏

合的兩邊，以步驟2的相同方式黏合起來。 

6.將47公分×47公分的單光紙依對角對折、對邊對折的方式折出「米」字形

的折線，再將此張紙對折置於燈體頂端的上下兩邊，塗上漿糊以黏貼此兩

邊，更換黏貼面以黏貼另兩邊。 

45cm (1.5倍) 

90cm (3倍)

120cm  (4倍)

45cm (1.5倍)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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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於天燈外表四面繪製圖案，或書寫文字，但須注意水份不要太多以免造成

天燈破裂。 

8.將竹條削薄、加熱彎曲以作成與天燈底端開口大小的圓形（其圓周長為

45×4＝180，即天燈四個底邊長的總和），並且以膠帶固定之。然後，將圖

周三等分，以鐵絲固定於竹篾內（如圖五所示）。 

 

 

 

 

圖五 

9.讓天燈底端開朝下並將竹篾置於天燈內部，在底端4公分部份塗上漿糊反

折包住竹篾，如此完成天燈的製作工作。 

四、天燈的施放 

劉得劭（民84）在「從傳統天燈工藝延伸至美勞教學之例」一文中曾

說明天燈的施放步驟及注意事項，其內容敘述如后： 

1.天燈的施放 

(1)將燃燒用金紙浸泡於煤油至飽和狀態。 

(2)兩人將天燈燈體撐開，由另一人將12張金紙插置於竹篾中央的鐵絲

內，然後用火點燃金紙之四角。 

(3)燃料點燃後，將天燈底部移置地面，待天燈充氣至飽滿且有上升之感覺

時即可鬆手以使天燈升空。 

根據筆者實際天燈施放的經驗，為避免金紙燃燒時火焰過大而將天燈

燒掉，我們可將金紙浸泡煤油後可將其對摺，然後再捲成「圓柱」（類似

蛋捲的形狀），最後用鐵絲纏繞及綁住，點燃圓柱金紙的底部，如此可使

火焰適中且燃燒均勻，如此天燈便可順利昇空。 

2.注意事項 

(1)應在空曠且附近上空沒有電纜線等物的地方。 

(2)風力太大以及下雨時請避免施放，以避免升高時會產生失敗的現象。 

(3)應有教師或大人在場指導，勿使小孩單獨操作，同時準備減火設備或裝

有水的水桶。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八年  四十一卷  第二期 

 40

五、天燈升空的原理 

天燈的製作其原理與熱氣球相同，都是利用空氣受熱膨脹上升，而將其

燈體帶動升空，為何會造成這種現象的產生呢？我們現在就探討其升空的科

學原理： 

1.空氣為何受熱會膨脹？ 

「熱」就是氣體分子運動時所需具有的「能」，當分子運動要愈快時，

其所需要的「能」就必須愈多。換句話說，當我們把一種氣體加熱時，它

裡面的分子會因吸收較多的能，而使得彼此間的運動愈快，因此分子間的

距離就會愈來愈大，相對地氣體的體積就會愈來愈大，而產生所謂「膨脹」

的現象。 

圖六 

因此，同單位體積的空氣在受熱後，其密度會變小（如圖六說明）。 

2.熱空氣是如何將天燈升空呢？ 

天燈能夠升空其所應用到的科學原理是利用「阿基米德原理」。它的

原理說明如后：當某種物體浸在某液體中時，其密度大於液體密度時會下

沈，而其密度小於液體密度會上浮。同時，物體的重量會比浸入前為輕，

而它減輕的重量就等於該物體所排開的液體重，此便是其所受的「浮力」。 

天燈內熱空氣的密度比外面冷空氣的密度小，因此根據阿基米德原理

的應用，它會獲得一「浮力」作為其上升的動力，當此浮力大於天燈燈體

的重力時，其便可順利升空（如圖七）。當天燈持續升空時，高空的溫度

較低，使得高空的空氣密度會變大，假若天燈仍有熱源的支持，則天燈所

受浮力會變大，而讓天燈加快升空的速度。 

單位體積內分子受

熱後時的分配情形
單位體積內分子未

受熱時的分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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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天燈內外空氣分子數的比較 

（冷空氣較重，所以不會進入天燈內） 

3.究竟需要多大的浮力，才能使天燈升空呢？ 

一般來說，一公升空氣在攝氏27度時的重量為1.2077公克，但加熱

到攝氏80度時的重量卻是1.05公克（洪惠蓀，民70）。我們以一個容積

為1000公升的天燈為例，其內部全是每公升重1.2077公克的室溫下空氣，

此時空氣的總重量為： 

1.2077×1000＝1207.7公克  (A)式 

當我們將天燈內的空氣加熱至攝氏80度時，則此時的空氣總重量為： 

1.05×1000=1050公克   (B)式 

由(A)、(B)兩式的差可知空氣所產生的浮力為157.7公克，因此只要製作

天燈的材料其總重量小於157.7公克，就可使天燈順利昇空。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利用上述的「數學運算」程序，精準地計算出天

燈的容積與其重量的大小，並比較出其浮力與重力的關係，以作為預估天

燈能否升空的重要依據。當然，當天燈容積愈大時，其所產生的浮大就會

愈大，如此天燈就會更容易升空。 

 

肆、教學策略的運用 

教學策略是教學活動進行的方針，教師可依其教學理念選用合適的教學策

略，以使其教學活動得以順利進行，並且達成既定的教學目標，所以教學策略

的選用會關係到教學成效。我們將進一步談及一些教學策略以供應用，其內容

如后所述： 

天燈 

火焰 
上
升 

浮力 

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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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教育的教學策略 

由於科技本身就是善用各種材料、機具、資源、知識和創意等以解決人

類實務問題的學門（discipline）（李隆盛，民86），因此，科技教育的主要任

務在充實學生的科技素養，以解決現在和未來的各種實務問題，所以問題解

決乃成為科技和科技教育的目的與內容（intent and content）。為強化學生創

造思考的能力和知識、技能、態度三者的均衡發展，實有必要將強調「從做

中學」的概念改為強調「以思考為核心的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with 

thinking in core）的概念（李隆盛，民75）。因此，我們在設計科技教學活動

時必須注意下列事項：1.著重學生的參與經驗（participatory experience），2.

力求機具簡單、材料儉省，3.鼓勵學生創造思考（李隆盛，民83）。總之，

科技教育課程是要充實學生日常生活所需的科技素養，能善用知識、創意、

機具和材料等資源，探索科技及科技所衍生的問題，以因應科技社會生活上

的需要，因此在教學上強調採取問題解決的教學策略，並重視科際整合

（interdiscipline）的縱橫連繫。 

Kemp 與 Schwaller（1988）認為科技教育的教學途徑（approach）與展

示系統（delivery system）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如表一所示），在表的左

側是教學途徑，而上端則是展示系統。當科技教師在決定教學策略時，他必

須選擇表中的一個或多個方格，例如：教學途徑是概念學習，其展示系統可

是「正式的講述與示範」，但也可以是其他的展示系統的結合使用。至於教

師如何正確地選擇展示系統，端視科技的型態、目標、概念、可運用設備、

及學生的學習層次等因素而定。 

表一：科技教學策略的選擇表 

展示系統 

教學途徑 

正式的講

述與示範

合作團體的

互動技術 

發現、探究與

實驗 

遊戲與模擬 

概念學習途徑     

科際整合途徑     

社會文化途徑     

解決問題途徑     

科技系統整合途徑     

工業詮釋途徑     

就科技教學而言，教師應了解各種教學策略的經營與運用，而對解決問

題策略的運作更熟悉明瞭，而在教學上應結合數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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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知能，教材避免分項分目的單獨使用，並且相關的圖書館教學媒體應多

充實，使評量呈現多樣化，達到教學評量的真正目的。 

二、創造性解決問題的教學策略 

創造性思考是指個人能夠產生對本身具有價值的新構想和新領悟的思

考。雖然同樣的構想已經被其他人想過，或者這些構想並不被認為有價值，

但是只要人們能夠想得出來，而且也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與欲望，這樣仍然是

具有創造性的（呂勝瑛、翁淑緣，民80）。有關創造性思考的界定，依基爾

福（J. P. Guilford，1977）的智力結構模式而論，主要涵蓋：運作（心智的功

能，包括認知、記憶、評價、聚斂性思考及擴散性思考）、內容（心智運作

的材料，包括圖形、符號、語意、行為）、及產品（資料處理的結果，包括

單位、類別、關係、系統、轉換、應用）為智力結構的三個分析向度（王振

德，民86；毛連塭，民86；郭有遹，民83）。而帕尼斯（S. J. Parnes，1967）

針對創造性思考亦提出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creative problem solving）（如圖

八所示）。 

 

 

 

圖八：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引自陳龍安，民87，67頁） 

 

由圖八可以瞭解創造性問題解決的過程中的五個步驟，圖中的菱形表示

每個步驟中嘗試用不同的處理方式時，再產生擴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

和聚斂性的思考（convergent thinking）。奧斯朋（A. F. Osborn，1963）亦提出

腦力激盪術（brain storming）強調利用集體思考的方式，使思想互激盪，發

生連鎖反應，以引導出創造性的思考（陳龍安，民87）。依小組成員對事物

所提出的廣泛構想，再評估其合理性與可行性，以決定其是否暫時保留、修

改、放棄或決定採用。 

 

發現

因惑 
發現

資料

發現

問題 
發現

構想

發現

解答

尋求

接受

計

畫 
行

動 

新

的

挑

戰 

或 或 

步驟

擴散性 聚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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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規劃與評量方式 

一、教學規劃 

科技是「善用各種材料、機具、資源、知識和創意等，以有效解決人類

實務問題，改善人與環境間的關係」的學門，而科技教育是在學校提供一個

學習科技的認知、程序、應用及態度的學程，讓學生從實做導向的教學活動

中培養所需的科技素養及問題解決的能力，進而了解科技對人、社會、文化

的影響層面。因此，我們在設計科技教學活動時，必須考量到科技教育「做

中學」、「問題解決」的特性。然而，因應國教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科技與

自然科學統整成「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習領域，因此在設計教學活動方案

時必須自然科學與科技合科教學的方式，如此的教學活動方能提供學生一個

完整且整合的知識。 

根據上述科技教學活動的設計理念，以及先前所作的教材分析、教材蒐

集與彙整、教學策略的選用等部份後，我們接著可進行各個教學單元實施順

序的安排與規劃。大致而言，我們可以獲得如圖九的教學活動實施流程圖，

如此可使用整體教學活動的輪廓得以明確及完整。 

 

 

 

 

 

 

 

 

 

 

 

 

 

 

圖九 天燈教學活動實施流程圖 

教 學 內 容 週次 活動內容 
課 程 介 紹、 

分組作業討論 

資料蒐集工具介紹(I)： 
相關書籍與期刊的利用、遠
距圖書服務系統的使用 

資料蒐集工具介紹（II)：
WWW的使用、搜尋網站的使
用

天燈相關理論的討論(I)：
Technology部份－－天燈的
製作技巧、注意事項 

天燈的製作(I)：動工 
天燈的製作(II)：著色、完工

天燈的製作(III)： 
測試、修改與飛天 

天燈相關理論討論(II)： 
Science部份－熱空氣上昇、

熱氣球原理等 

第 2、3 週 

第 1 週 

第 4 週 

第 5、6 週 

第 7 週 

第 8 週 

教師作課程介紹，並且利用問題

綱要方式與學生討論、決定各分

組的作業

教師利用圖書館作資料蒐集

工具的介紹與使用 

隨機抽選 3組同學針對主題
1、2、3作口頭報告 

學生根據上述三組報告的內

容，實際動作製作天燈 

各組針對所製作天燈進行測

試與修改的工作 

隨機抽選 2組同學針對主題
4、5作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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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量方式 

教育部（民87）所公佈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中

曾論及評量方式應採取多元化方式實施，兼重形成性和總結性的評量。然

而，以往傳統的學習評量大都探用標準化紙筆式測驗或教師自編的課堂測

驗，但為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評量方式實有必要趨於注意彈性的、變

通的、多元化的評量（簡茂發，民88），而「實作評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

「卷宗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正符合上述評量方式的要求。 

實作評量是根據建構主義所發展的評量方式，其主要概念起源於情境認

知（situated cognition）理論和認知學徒制的學習理念，而評量的方法可包含

紙筆作業、問卷、檢核表、報告、教師觀察、晤談、問答討論、實際操作、

演示、問題解決和群體合作計畫等等（蘇義翔，民87）。同樣地，實作評量

除著重於將所學所知表現在具體的成果以及應用過程上之外，它也著重高層

次能力，如思考、分析、組合、判斷，表達能力的啟發，以及思考過程和邏

輯推演的程序的考量。實作評量正可符合科技教學的特性，以評量出學生真

正的學習成效。 

目前國內對於「Portfolio Assessment」還沒有統一的譯詞，但一些學者們

（吳清山、林天祐，民86；吳毓瑩，民87；鄭麗玉，民87）較常以「卷宗

評量」表示之，但也有學者們（張振成，民86；簡茂發，民88）以「檔案

評量」表示之。卷宗評量係指學生經由教師的指導，以有系統的方式來收集

作品，並將其置於資料夾內，最後再由教師根據一些標準予以評量，以了解

學生的學習過程與狀況（吳清山、林天祐，民86）。陳啟明（民88）認為：

卷宗評量的最大特點之一便是「重視過程學習和學生參與的評量方式」，而

此特點也正是目前的傳統評量所欠缺的，因此往後傳統評量應可朝向此方向

來加以改進、發展。然而，卷宗評量必須配合評量要點（Rubric）的方式來

進行評量，如此可使評量更趨於完善。 

基於以上所論述的論點，我們將配合實作評量、卷宗評量的理念設計相

關的教學單（如附錄所示），並且於教學之初跟學生們討論相關的內容，以

決定出最適切的學習與評量方式，如此可真實地評量出學生的學習成效，使

教學活動能夠完整地呈現與實施，同時設計的過程皆能切合九年一貫課程各

項設計的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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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自然與科技可說是一體的兩面且相互衍生，假若僅教導學生自然的知識與

技能，如此似乎缺乏與實際生活經驗相關連的驗證機會；但僅教導學生科技的

知識與技能，似乎會產生「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現象。因此，唯有藉由

合科、統整的方式教導「自然與生活科技」的知識與技能，讓學生透過實際的

探索與操作活動，獲得日常生活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能清楚的瞭解其科學原

理與科技程序。總之，「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合科教學可讓學童獲得整合性知

識與技能，且教學內容能與其生活經驗相結合，以培養其問題解決的能力，使

得學生在未來的科技社會中，不僅是科技的使用者外，亦能成為科技問題的解

決專家。所以，本文乃在提供中小學教師一個落實「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設

計的範例，讓中小學教師能有例可依循且能設計更多的教學活動方案，以使得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得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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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學習卷宗的範例 

 

 

 

 

班級：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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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1：確認學習主題 

 

一、確認學習的內容 

1.我所要完成的老師指定作業是什麼內容？ 

 

 

2.完成老師指定的作業，我可利用的那些資源且其限制又是什麼？ 

(1)時間： 

 

(2)材料： 

 

(3)評量標準： 

 

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1.我所蒐集到有關天燈的資料有那些？ 

編號 資料項目（名稱） 選取原因 資料類型

    

    

    

2.我還可以蒐集到其他有關天燈的模型或報導資訊？ 

 

 

3.我還需要蒐集其他的資料嗎？ □不需要   □需要 

如果需要的話，會是那方面的資料呢？ 

 

 

三、在這個單元中，我學到那些知識與技能？它對我後續學習是否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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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2：天燈造形的評估測試 

 

一、燈體造形的測試 

天燈燈體能夠順利昇空，其牽涉的因素相當廣泛，造形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請以單光紙（或薄宣紙）為材料進行下列測試： 

1.請各以四張半的全開紙紙，製作出五種不同造形的紙袋； 

2.再將瓦斯噴燈置於紙袋正下方，然後點燃噴燈以產生熱氣； 

3.請觀察該紙袋是否有升空的現象？何種造形的紙袋其升空情形較明顯？ 

4.經過上述1、2、3的步驟後，請將所得結果記錄於表一內。 

表一：天燈紙質測試結果的評估表 

造形 升空的狀況 比序

   

   

註：比序係指紙袋升空明顯程度，1代表最佳，而5代表最差。 

5.你能否說出升空較明顯紙袋的特徵？請將你的結果記錄在下面空白處： 

 

二、燈體平衡問題的解決 

1.當我們在作一的測試時，在燈體內熱空氣達飽和狀況時，就立即鬆手並觀察

燈體是否平穩且垂直的升空？還是左右搖晃且傾斜而無法升空？請說明你

的觀察： 

 

2.請與組內同學討論紙袋無法平衡升空的原因，並且寫下你們討論出的原因： 

 

找出解決方法及重覆作測試一直到解決問題為止。請寫下你們最後所用的方

法： 

 

 

三、在這個單元中，我學到那些知識與技能？我能否清楚地應用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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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3：天燈紙材的評估測試 

 

一、紙測的測試 

我們都知道天燈的燈體其主要材料是「紙」，然而用何種紙質可使天燈順利

昇空？這必須作紙質材料的評估試測工作，其實施的步驟如后： 

1.請小組中每位同學個別挑選綿紙、薄宣紙、麻將紙、牛皮紙、單光紙或其他

紙質等材質中的一種為材料，以四張半的全開紙張來製作鑽石形的紙袋(如

圖所示)； 

2.經全體同學充分討論以決定所要評估的項目，並作為選用何種紙質優先順序

的參考（依序填入表內）； 

3.再將瓦斯噴燈置於紙袋正下方，然後點燃噴燈以產生熱空氣； 

4.請觀察該燈體是否有升空的現象？何種紙質的紙袋其升空情形較明顯？ 

5.經過上述1、2、3、4的步驟後，請將所得結果記錄於表內。 

表一：天燈紙質測試結果的評估表 

評   估   標  準 評估標準

與結果

 

材料 

1. 

 

2. 

 

3. 

 

4. 5.

升空狀況 紙袋重量 比序

         

         

         

1.5倍 

3倍

4倍

1.5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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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比序係指紙袋升空明顯程度，1代表最佳，而5代表最差。 

 

6.請你找出可以升空的紙袋，並寫下紙材的名稱： 

 

 

 

7.你能否找出這些可升空紙袋的重量，並且歸納出在那個重量以下的紙材可作

為天燈的材料，並寫下你所作的結論： 

 

 

 

8.請重新再檢視表中的內容，看看是否有與你所結論有所違背的紙材？寫下該

紙材的名稱： 

 

 

9.請找出為何該紙材無法明顯升空的原因，寫下你解決該問題的方法： 

 

 

 

請寫下你所找出的原因： 

 

 

 

二、在這個單元中，我學到那些知識與技能？我能否清楚地應用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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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4：天燈黏貼材料的評估測試 

 

一、黏貼材料測試 

1.當天燈材料選定之後，黏貼材料的選定便是相當重要，請以腦力激盪的方法

列出可用的黏貼材料，請寫下你們所選出的黏貼材料： 

 

 

2.請經過充分討論以選定一種可行的評估標準？以便選出最佳的黏貼材料； 

3.請藉由實際動手貼黏棉紙（或單光紙）來獲得結果，並將所得的結果填入表

內。 

表三：天燈黏貼材料測試結果的評估表 

評   估   標  準 評估標準

與結果

 

材料 

1. 

 

2. 

 

3. 

 

4. 5.

黏貼牢固程度 比序

        

        

        

        

        

註：比序係指黏貼牢固程度，1代表最佳，而5代表最差。 

 

4.你會選用那種黏貼材料？原因何在？請寫下你的看法： 

 

 

二、在這個單元中，我學到那些知識與技能？我能否清楚地應用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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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5：天燈黏貼程序的選用 

 

一、天燈黏貼程序的找尋 

天燈黏貼是個複雜的程序，假若沒有找出一個可行的方法會很費時。因此，請

你與小組同學們討論出有效率的黏貼程序。 

1.請列出你們所討論的黏貼程序，再利用A4紙張按比例裁出適當大小，並且

依據你們的方法黏貼看看，以決定出它是可行。如此，以找出可行的黏貼程

序。請寫下你們找出的黏貼程序（以繪圖說明）： 

 

 

 

 

 

2.這樣的方法真得很有效率？還是有其他更具效率的方法？請寫下你的看法： 

 

 

 

 

 

二、在這個單元中，我學到那些知識與技能？我能否清楚地應用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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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6：天燈升空的原理 

 

一、天燈升空的原理 

天燈昇空的原理與熱氣球相同，都是利用空氣受熱膨脹後產生浮力，而將

其燈體帶動昇空，為何會造成這種現象的產生呢？我們實有必要探討其昇空的

科學原理，因此請查閱科學百科全書、科學原理的相關書籍或電腦網路等資源

，回答下敘所列之問題並註明資料的出處： 

1.空氣為何受熱會膨脹？其科學原理為何？ 

 

 

 

2.天燈內的空氣受熱後如何產生浮力？其應用的科學原理為何？ 

 

 

 

3.究竟需要多大的浮力，才能使天燈昇空呢？ 

 

 

 

4.施放天燈的活動為何通常是在山谷的冬天（農曆正月十五日）舉行？ 

 

 

 

二、在這個單元中，我學到那些知識與技能？我能否清楚地應用它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