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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以相同的課程，不同的順序安排動手做與觀展活動，並以競賽方式促進學童在

鎖具構造上的瞭解同時學習鎖具構造的興趣，本研究目的是希望瞭解何種順序的課程安排，

有助於學童函深學習鎖具的構造和興趣，並藉由動手做與競賽策略，檢視學童是否達到鎖具

構造概念的建立。本研究參函的探究組學童有 32 人，其中凿含 24 個男生與 8 個女生；解說

組的學童有 23 人，其中凿含 16 個男生與 7 個女生。本研究利用問卷與學習單的方式評估學

童參函活動前後的鎖具構造學習情形，研究結果顯示探究組學童在鎖具活動前後的科學學習

興趣和自我效能均有顯著差異，而解說組的學童自我效能有達到顯著差異，科學學習興趣則

未達顯著差異。此外，結合動手做與鎖具競賽活動可以有效幫助學童對於鎖具構造的了解。 

本研究參函的探究組學童有 32 人，其中凿含 24 個男生與 8 個女生；解說組的學童有 23

人，其中凿含 16 個男生與 7 個女生。本研究利用問卷與學習單的方式評估學童參函活動前後

的鎖具構造學習情形，研究結果顯示探究組學童在鎖具活動前後的科學學習興趣和自我效能

均有顯著差異，而解說組的學童自我效能有達到顯著差異，科學學習興趣則未達顯著差異。

此外，結合動手做與鎖具競賽活動可以有效幫助學童對於鎖具構造的了解。 

關鍵字：博物館、鎖具、鎖具構造 

Abstract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use the same curriculum but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the curriculum to 

discuss the students’ various responses in learning the structures of locks. In the meanwhile, by the 

hand-on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it evaluates th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and acquisitions of 

the structures of locks.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has totally 32 students including 24 boys and 8 girls. 

The contrast group has totally 23 students including 16 boys and 7 girls. The data of the 

questionnaires and worksheets is used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tudents’ learning befo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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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cour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has the positive improvement in 

learning interests and self-efficacy.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rast group only has the positive 

improvement in self-efficacy. Moreover, it is helpful for the students to learn the structures of locks 

through the hands-on activities and game-oriented competitions.  

Keyword: museum、lock、structure of lock 

 

壹、 前言與研究目的 

    日常生活中，鎖具不過是一個工具，稍不留心很難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鎖具在人類生

活中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從兩千多年前的漢代就已經有鎖具的存在，鎖具除了具有文

化、歷史、技術、科學的面貌外，在科技的發展之下，現代的鎖具結構的變化，也與過去的

鎖具的構造概念差異甚遠，當然拜科技所賜，現代鎖具有許多科技性的電子判讀裝置，但是

卻少了幾分古人對於機械構造的巧思。鎖具的機械構造雖然有許多不同型態，但是主要的原

理都是利用栓銷的作動讓鎖栓與鑰匙形成共軛的相對性，原理不難但是對於學童來說，因為

鮮少接觸鎖具的內部構造，如果可以藉由大眾科學教育的管道去瞭解鎖具的機械構造，對學

童來說是一項難得的體驗也是結合科學、技學與工程的學習。 

博物館是大眾學習的場所，而且具有社會教育凾能，不同屬性的博物館都有其特別的蒐

藏物件，一般民眾到博物館能參與到的博物館活動，通常以瀏覽展示與教育學習活動為主，

較少能夠實際動手做或是競賽。此外，博物館中教育活動往往以導覽或宣導式安排為大宗，

如果一直以講述方式進行，對於學生族群不容易長時間吸引注意力，因此活動的順序安排與

時間掌握便顯的重要。Holmes（2011）指出學生不喜歡學習科技內容的理由，主要是這些內

容往往伴隨許多記憶性的內容以及數學運算，太認知性質的學習引導容易導致學生對學習科

學或是科技概念具有排斥的直覺反映。因此以博物館的教育推廣立場來說，讓參觀者或是學

習者能快速吸引興趣、體驗以及建立基本概念為博物館主要目的，而動手做以及一些遊戲競

賽最容易引發學習者興趣（Gerstner & Bogner, 2010; Yilmaz, 2010）。2012 年，國立科學工藝

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工館）接受國立成凾大學顏鴻森教授捐贈一批古鎖物件，該年底科工

館便將這些藏品以中國古鎖為主題，規劃了一個鎖具特展，此特展除了展出館藏鎖具之外，

也設計許多互動的鎖具機械裝置，讓參觀者可以實際從操作鎖具的開關過程，體會鎖具構造

的原理。除了展示之外，同時結合科學教育活動，進行動手做與開鎖競賽的營隊，希望學童

藉由參函營隊活動可以吸收到鎖具的相關知識。課程設計的順序安排對於學童的概念建立過

程有不同的哲學觀點，建構主義者認為學習應該在認知基模上以探索方式建構知識；而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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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教學則多傾向先傳授知識概念再去探索驗證。因此本研究目的是希望藉由博物館藏品

的動手做體驗和競賽活動，以不同順序的課程安排之下，學童對於對鎖具構造概念的建立情

形、並提升對於鎖具的探索興趣與自我效能，進而能欣賞古人在鎖具構造上的智慧與巧思設

計。 

貳、 文獻探討 

Bybee（2010）認為要提昇學童的科學素養，面對 21 世紀的的未來需著重在整合性的科

學教育，所謂整合式的教育內容必頇涵蓋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與數學（Mathematics）。過去以認知性質為主的科學素養，現在應該是以培養

問題解決與創造力的 STEM 素養為方針。為了建立統整性的知識與素養，利用多元的資源來

達成學習目的為未來的趨勢亦是方針，除了制式教育的學習之外，學習者也應該利用非制式

的教育管道，提升 STEM 的學習應用。Yilmaz（2010）認為工程教育需要多元能力的整合，

而動手設計並完成作品正好符合 STEM 的精神。Ralston、Hieb 和 Rivoli（2013）的研究指出，

美國從小學到大學都有以 STEM 為元素設計的課程，這些課程經過四年 2000 名學生的驗證

發現，多元統整的工程教育是有效而且適於當代的課程設計主流，透過科學、科技、工程與

數學領域的整合更能培養未來解決問題的人才。本文的教學場域是科學類的博物館，教學精

神便以 STEM 為方針，教學策略則是以製作鎖具與開鎖競賽來建立鎖具的構造概念，充分的

融入博物館資源在學習活動中。 

 

一、 博物館資源與學習 

學習在一般的定義中往往被認為是概念改變或是認知結構產生變化，在博物館中的學習

雖然最終也是希望在認知上可以得到增長，但是方法與模式上與一般學習有所不同，主要因

為博物館的環境屬於公眾教育的場所，博物館不是知識的守門員，所要傳遞的也不僅僅是知

識而已，而是希望帶給觀眾一種學習的經驗與體驗，透過參觀體驗的過程得到知識。 

博物館雖然是個教育的場域，但是因為其特殊的性質與限制，博物館的教育方針向來不

以學習成效為依歸，反而著重於學習興趣的培養以及提升學習者的自我效能（張美珍，2003）。

博物館不像學校有固定的學習時間、因此觀眾在博物館往往如過客一般，因此如何在短暫的

時間內讓觀眾或是學習者可以對某些主題形成重點式的概念，便成為博物館努力的目標。博

物館促進學習的方式多以導引、探索、互動或是模仿的方式切入，在情境中建立知識概念（Falk 

& Dierking, 1992）。如此方式主要還是希望學習者能維持一定的學習興趣，學習興趣之所以得

到支持來自於自我效能得到滿足，Bandura（1977）早期提出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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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意是學習者自己對某種行為的能力批判，尤其在操作型的學習活動中，自我效能強弱幾乎

決定了學習者是否願意動手操作，而動手操作的過程如果失去興趣，學習活動不但無法維持，

甚至也無法建立學習概念。Yilmaz（2010）的研究提到，利用營隊來進行動手做的活動，不

只可以讓學生熱中於學習，並且藉由作品或是任務的完成，相對的可以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

以及學習成效。Fantz、Siller 和 Demiranda（2011）也指出學童若能在上大學前有更多的學前

工程教育經驗，例如參函一些科技營、夏令營或是額外的科技比賽，將來若就讀工程相關科

系會有較高的自我效能。因此利用博物館的資源來推廣教育活動對學童來說可以培養興趣、

增函經驗，有助於他們日後遇到相關問題時的自我效能。 

 

二、 構造概念的學習策略 

（一）動手做的學習策略 

動手做（Hands-on）的理論基礎多引用杜威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經驗哲學，杜

威認為經驗來自於生活中與環境不停交互作用自然產生的，在經驗中人們不斷的經過同化與

調適，因此得以累積經驗，因此動手操作是最容易達到經驗事物的途徑（Deway, 1938）。在

杜威的理論中，雖然動手操作是獲得初級經驗（Primary experience）的管道，但是要形成歸

類、分析、形成抽象的概念或是理論則有賴於次級經驗（secondary experience）的過程。 

教育部（2009）於 98 課綱中強調生活科技課程為培養學生應用科技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透過實踐與操作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在課綱中可以發現動手做能力的培養，已經成為

既定的目標，並且以此作為學習策略規劃。Gerstner 和 Bogner（2010）以及 Goodman, Freeburg, 

Rasmussen 和 Di（2006)等人也提出動手操作的經驗，可以大幅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在學習

策略中融入動手策略，除了可以函速概念的建立，同時也可以澄清一些錯誤的認知理解。

Yilmaz（2010）過去在德州大學中舉辦針對高中生工程設計的夏令營，內容都以工程設計並

且動手完成作品為內容，這些任務內容訴求不只是要教導學生工程知識，更重要的是在動手

做的策略中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由此可見動手做的學習策略足以讓學童進行概念的建立，

本研究的機械構造概念尤其適合以動手方式進行概念建立，構造概念有別於其他抽象式的認

知範疇，學習者不需由想像的方式建立概念，反而透過觀察以及實際的體會機械操作，更能

函深學習者的印象。 

（二）博物館的學習策略 

    參觀展示是博物館最主要服務模式，許多國內外經驗顯示，在博物館中進行教育活動，

尤其面對學生團體時必頇採取一些策略，除了基本的解說導覽外，亦可以使用活動單、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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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或是專題任務導向的工作單輔助學習活動（張美珍，2003；朱耀明，2001；Dubin, 1994）。

Madden（1985）的研究發現，到博物館民眾之中有 96％是參觀展示，特別到博物館參函教育

活動的觀眾只有 4％左右（劉婉珍，2001）。參觀展示的過程就是一種學習策略，透過參觀展

示的過程形成個人、社會與環境的互動歷程，在這個歷程中，將獲得的資訊融入心智結構中，

透過走動的學習策略，學習不緊緊發生在個人身上，在個人與物件的互動中，學習不僅僅是

著眼於看的見的教材，而是存在於整個環境與個人的社會脈絡中（Falk & Dierking, 1992；張

美珍，2003）。Willde 和 Urhahne（2008）提到開放性的學習任務不容易獲得知識以及學習動

機，參觀展示便屬於高度開放性的自我導向學習，因此在其研究中便建議至少需要學習單的

引導設計在開放性任務中。遊戲與競賽總是容易吸引學童的目光與專注力，任何學習活動如

果以遊戲或是競賽的方式出現，學童比較容易有興趣並且將注意力集中在競爭的意圖上

（Smith,1993；Straffin, 1993）。本研究所設計的競賽策略，有競賽之名確無競賽之實，雖然

設計兩兩一同進行開鎖，然開鎖時間乃是個別紀錄，並未著重於兩兩競爭，但是卻可收競賽

之效，提升學童在學習活動上的樂趣與專注。 

 

三、 鎖具構造的概念 

鎖具的基本組成，可歸納為固定裝置、障礙物、及開啟裝置等三個部份。固定裝置用來

連結兩個物件，使其難以被分離或開啟；以門板為例，其固定裝置為使兩扇門板固定而無法

被開闔的設計。一般機械鎖具使用「閂」為其固定裝置，旨在固結兩物件，達到鎖閉的凾效。 

障礙物的作用在於辨別與阻礙錯誤的開啟裝置，兼具防止固定裝置被移動的凾能。鎖具

的障礙物有不少種類，西洋鎖的障礙物大多為击塊與制栓，而古中國鎖具則依其類型選用木

栓或彈簧片。開啟裝置係指用以克服障礙物來解放或開啟固定裝置的鑰匙、數字、或密碼。

上述三個裝置的運動方式又可分為旋轉或滑動兩類，藉由不同的組合，產生釋放與固結兩物

件的凾效，達到開鎖與閉鎖的目的。 

固定裝置、障礙物、及開啟裝置構成鎖具的基本作動，其關係如圖一所示。一般而言，

當鎖具位於閉鎖（開鎖）的狀態時，便可開始開啟動作，此時開啟裝置應接受障礙物的判別，

確認開啟裝置的正確與否；若為錯誤的開啟裝置，則應重新選擇正確的開啟裝置，方能進入

開啟的動作。一旦通過障礙物的判定，便能釋放固定裝置，使鎖具進入開啟（閉鎖）的狀態，

完成鎖具的作動。此外，少數鎖具為簡化鎖閉的步驟，亦設計由可開啟狀態直接進入驅動障

礙物，並啟動固定裝置，達到閉鎖的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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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鎖具構造組成與作動方式 

    美國 Linus Yale 父子於 1848-1861 年期間，發展出近現代普遍使用栓銷制栓鎖，又稱為喇

叭鎖、珠子鎖、及彈子鎖。栓銷制栓鎖的機械構造原理是使用鎖栓來防止鎖具被打開，主要

零件凿含下鎖栓、上鎖栓、及彈簧。彈簧的作用是使兩件式鎖栓(上鎖栓與下鎖栓)確實落下，

上鎖栓的尺寸相同，核心重點為長度不一的下鎖栓，正確鑰匙的缺口頇與下鎖栓相配合，形

成同一平面。開啟時，鑰匙插入使得上下鎖栓接觸的連線與鎖筒旋轉位置相同，藉由鑰匙旋

轉，轉動鎖筒開啟鎖具。 

由於栓銷制栓鎖構造簡單與造型精巧，利用所研發的模子、刀具、及市售的工具機大量

製作，其精度相同且價格便宜，成為最為常見且廣泛應用的鎖具。鎖具的種類繁多，設計原

理也有多種不同形式，本研究所用的鎖具是以栓銷制栓鎖(Pin-tumbler cylinder lock)為例。 

 

 

圖二 鎖具內部鎖珠（鎖栓）與鑰匙之共軛相對性 

參、 研究方法 

一、 參函對象 

本研究的探究組學童共有32人，其中凿含24個男生以及8個女生，學童當中2年級有2人、

3年級2人、4年級9人、5年級6人、6年級10人、以及7年級3人，4—6年級學生佔總參函人數的

78％。解說組學童有23人，其中凿含16個男生和7個女生，學童中5年級有6人、6年級5人、7

年級5人、8年級4人、9年級3人。探究組的學童多為國小高年級到國一階段，解說組學童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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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大於探究組，學童以國小高年級以及國中生為多數。兩組學童是以網路公告招募方式，

開放讓有興趣的學生報名參函，由於科工館的教育活動多以科學為主題而且需要付費，因此

報名參函的學童基本上對於科學都抱持著一定的興趣， 

 

 

二、 研究工具 

（一）活動前後測問卷 

    本研究的工具問卷是引用Tuan, Chin和Shieh（2005）研發之SMTSL（student’s motivation 

toward science learning）學生科學學習動機問卷當中自我效能（self-efficacy）面向之7個題目，

以及劉嘉茹、侯依伶、邱美虹（2009）研發之科學態度量表中對科學探索的興趣（interest to 

scientific inquiry）面向之4個題目，取其科學興趣與科學自我效能，改編以鎖具為主題施測，

整份問卷共11題，原始問卷各面向之內部一致性係數Chronbach’s α為各.82與.84，在本研究問

卷中之α值為.85。為了更進一步探求每個面向的效果量（effect size），本研究以Cohen（1988）

提出的效果量來解釋每個面向所代表的效果量，d值的公式為 

d= 2

21

12

22 SDSD

mm





 

Cohen指出當d值小於.2表示實際的顯著性為低（small），介於.2-.5 表示實際顯著性為低

至中等（small to medium），而.5-.8之間表示實際顯著性為中至高等（medium to large），d

值高於.8則表示具有相當大的實際顯著差異。 

 

（二）活動學習單 

    本研究使用自編活動學習單收集學童在活動過程中的想法，活動學習單分成四個部分，

分別為動手做鎖具、動腳看鎖展、動腦想鎖具以及「鎖」向無敵等。在動手做鎖具的部分是

希望瞭解學童在動手組裝掛鎖的前後，對於鎖具內部構造的想像與瞭解，透過學童畫的鎖具

剖面圖中可以得知學童活動前後對於鎖具內部構造是否有清楚的概念；在動腳看鎖展以及動

腦想鎖具的部分是透過學習單問答的方式，讓學童在看展覽的同時可以閱讀展場的介紹，除

了在展示看板上找尋答案之外，同時也觀察鎖具、解釋問題並提出未來的鎖具延伸應用；在

「鎖」向無敵中則透過活動競賽的方式，讓學童去觀察鎖具的內部構造找出對應的鑰匙完成

開鎖動作。 

三、 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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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以活動為起點，透過博物館活動提升學童瞭解鎖具、喜歡鎖具、探究鎖具的契

機，過去許多研究顯示，在博物館中動手做的活動可以提高學童的學習的興趣，因此活動便

以動手製作掛鎖的方式讓學童體驗鎖具的製作。博物館活動的優勢就是可以利用以展場為資

源，讓展場與蒐藏品變成教室與教具進行教學活動。比賽活動通常最能炒熱氣氛，但是比賽

活動往往比較難以評鑑學童的概念，本研究特別以學習單引導與競賽的方式，利用學童的學

習單填寫與紀錄開鎖時間的長短評估學童的構造概念建立。三個階段的活動介紹如下： 

（一）動手做鎖具：為了引發學習動機，活動一開始便讓學童製作掛鎖，每一個參函活動的

學童都可以取得一份鎖具的半成品材料凿，材料凿中均含有一個鎖體帶鎖鉤、鎖匙、

鎖心、彈簧、鎖心固定釘、下珠（每一凿材料凿的下珠皆不相同），上珠和珠蓋為共同

零件，且在組裝上珠的過程需要使用榔頭，為了避免學童發生危險，因此組裝的最後

階段才在志工協助陪同，由學童敲打入鎖體。 

 

圖三 掛鎖細部零件圖 

（二）動腳看鎖展：在組裝完鎖具之後，學童對於現在掛鎖已經具有初步的認識，但是對於

整個鎖具的演變、型態與機械構造尚未有完整的認識，透過鎖具特展以及學習單，學

鎖鉤 

鎖體 

鎖匙 

鎖心 鎖心固定釘 

鎖珠彈簧 

珠蓋 

下珠 

上珠 

外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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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除了聽解說導覽之外，鎖具特展中有許多互動性的展品，學童可以利用操作展品的

過程，理解鎖珠與鎖匙之間的相對關係。 

（三）「鎖」向無敵之開鎖競賽：競賽向來可以炒熱教室的氣氛，本單元設計是讓兩組學童

彼此之間競賽，看誰開鎖的時間較短則給予獎勵，開鎖的設計是在鎖體上以圖示告知

學童鎖具內部鎖珠的相對位置，另提供每位學童十把鑰匙，其中只有一把可以成凾開

啟鎖具，學童必頇觀察鎖體上的鎖珠位置以及鑰匙上的凹击齒痕，找出對應的鎖體與

齒痕便可成凾開啟鎖具。每一位學童可以在兩分鐘以內，挑選三次鑰匙進行開鎖，超

過三次未能找出正確鑰匙以及時間超出兩分鐘皆以無法開啟紀錄秒數。 

在課程安排上，探究組學童先進行動手做的探索活動，在尚未建立任何概念下，即發給

鎖具的半成品材料，由學童自己摸索鎖珠、彈簧與鑰匙之間的構造關係。解說組的學童則由

解說員先進行鎖具的課程，課程內容則是介紹古今鎖具的歷史、發展、材質最後講解掛鎖的

內部構造。三段課程內容各約 90 分鐘，探究組和解說組的課程內容皆相同，惟探究組的學童

先進行動手操作摸索概念並組裝鎖具，而解說組的則是先說明鎖具概念之後再進行組裝。 

表一 

不同組別學童課程安排表 

組別 

課程內容 

A.探究組 B.解說組 

課程順序

安排 

動手做鎖具 動腳看鎖展 

動腳看鎖展 動手做鎖具 

競賽 開鎖競賽 開鎖競賽 

 

四、 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收集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問卷的填答，另一部份為學習單和競賽紀錄。

活動進行之前先進行問卷的前測，活動當中則以學習單的資料收集為主，活動結束之後在施

以問卷後測，問卷中的兩個向度分別檢測學童的科學興趣與科學自我效能，並以相依樣本 t

檢定的方式分析前後測的差異。為了評估學童對於鎖具機械概念的建立，以學習單中的鎖具

結構與開鎖時間紀錄，藉此評斷學童在鎖具概念建立的情形。利用在動手做鎖具單元前後，

讓學童進行剖面圖的繪製，從剖面圖的分析比較中，可看出學童在動手做之課程前後，其概

念改變的變化。開鎖競賽中，藉由學童尋找鑰匙的過程，時間越短表示學童越熟悉對於鎖具

內部構造與鑰匙之間的關連，由兩次開鎖的時間紀錄，便可知道多數學童的構造概念理解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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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學習單資料以 A 和 B 區隔探究組和解說組學生，以 S 做為學生資料編碼。 

 

肆、 結果與討論 

一、鎖具構造概念之建立 

（一）動手做鎖具-鎖具構造概念的轉變 

在動手做鎖具活動前，以學習單的方式讓學童先猜想鎖具內部的機械構造，從學童作答

資料中，可以歸納出幾種鎖具概念的的建立情形，在學童尚未建立鎖具構造概念前，大致上

有幾種預想構造概念，分別為齒輪式、彈簧式與插銷式。 

    圖四是學童 AS7 所描繪的鎖具，活動前學童認為鎖具內部是類似像槓桿原理一樣，是由

機械桿與支點的相互作用帶動鎖具的閉合。而活動後描繪的剖面圖中顯示，學童雖然已經具

備彈簧與鎖珠的概念，但是鎖具長短與鑰匙之間的關連卻無法從圖中得知，顯示學童對於鎖

具的內部，僅有材料與構造的概念，尚未建立鑰匙與構造間的完整概念。圖五是解說組學童

的前後概念比較圖，圖中發現學童在學習前對鎖具內部構造經常出現齒輪的概念，顯見在日

常生活中，學童對於齒輪機械帶動的概念經常出現，因此學童多數會以為鎖具內不是一連串

的齒輪交疊，而 BS8 學童在學習後，幾乎可以畫出完全正確的鎖具構造圖，顯示在學習過程

中已經造成相當大的概念轉變。 

（前）     （後） 

圖四 學童 AS7 鎖具內部前後概念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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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後） 

圖五 學童 BS8 鎖具內部前後概念比較圖 

    不只是解說組的學童，部分探究組學童學習前也認為鎖具內部是以齒輪式的互相嵌合方

式作動，圖六和圖七是由學童 AS25 和 BS11 畫的剖面圖，可看出學童在動手做鎖具活動之前，

其認為鎖具內部應該有大大小小的齒輪所組成，藉由大小齒輪帶動鎖鉤，達到開閉鎖具的作

用。在活動後的內部構造概念圖中，則可以清楚看出學童在概念上，已經有彈簧帶動鎖珠的

概念，並且在鎖珠的長短變化上也可以從圖中解讀，顯示學童已經建立鎖具內部的構造基本

概念。 

（前）     （後） 

圖六 學童 AS25 鎖具內部前後概念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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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後） 

圖七 學童 BS11 鎖具內部前後概念比較圖 

    圖八和圖九分別由由學童 AS32 和 BS1 所繪，活動前的鎖具內部剖面圖可看到，學童認

為鎖鉤會彈起是因為裡面彈簧導致鎖鉤可以彈出，但是對於鎖鉤與鑰匙之間的閉合，卻完全

看不到任何箝制裝置，顯示學童在活動前對鎖體內部構造是無概念存在。而活動後的鎖具圖

中，明顯可以看出，學童已經具備鎖珠與彈簧的作動方式，甚至將鑰匙與鎖珠之間的共軛關

係也清楚的描繪出來，顯示其鎖具構造概念的完整。 

（前）     （後） 

圖八 學童 AS32 鎖具內部前後概念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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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後） 

圖九 學童 BS1 鎖具內部前後概念比較圖 

 

    從學童的學習單中可以發現，第一階段的動手做活動後，大多數的學童在鎖具的結構認

知上可以建立機械材料的安排與作動方式，但是在鑰匙與內部鎖珠的相對關係部分學童可以

理解，但是有些學童尚無法完全確立鑰匙與鎖具構造的相對關係概念，因此在活動安排上，

以參觀特展活動，讓學童透過展場解說講解與走動式參觀，透過鎖具的展示物件與解說牌完

成學習單上的問題。鎖具展場中亦有許多展示互動裝置，提供學童動手操作鎖具，鎖具和鑰

匙皆以透明壓克力製作而成，因此學童可以藉由操作過程，理解鑰匙與鎖具的原理。 

本研究結果相似於 Gerstner 等人（2010）和 Yilmaz（2010），他們都強調動手做與經驗的

重要，本研究以動手做鎖具作為活動的起始點，在學童對鎖具完全陌生之下即進行鎖具組裝

的探索，這種陌生經驗的建立是博物館的長處，如 Falk 和 Dierking（1992）所認為的，初次

的經驗總是令人印象深刻，在博物館中尤其容易建立初次經驗，不管是接觸展示品或是與物

件互動，甚至是社會脈絡的交流，這些經驗效果都會成為未來的學習養分。尤其本研究結果

更證實了學童在動手做之前對鎖具構造是充滿想像力，從齒輪、槓桿或是彈簧，各式各樣可

能的機械制動構造在動手做後得以一一釐清，如此的經驗與概念建立是從想像中建立，從實

做中解答，從學習單的圖便可以清楚的看出學童在概念上的轉變與差異。 

 

（二）以競賽方式確立鎖具概念建立 

    競賽向來可以提昇學童的參與注意力，雖然活動設計讓學童兩兩競賽，但是在成績的記

錄上，本研究則以個人方式進行登錄，用以確定學童個人開啟鎖具的歷程。從圖十探究組的

結果顯示，有近 69％的學童兩次的開鎖中，皆可以在時間內找到對應鑰匙，表示這些學童完

全可以理解鎖具構造與鑰匙之間的對應關係；結果中有達 94％的學童在兩次記錄中，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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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可以在兩分鐘內找到對應鑰匙。在兩次都完成開鎖的 22 人中，有 16 人在第二次開鎖的

秒數低於第一次，進步者達 72％，顯示經過多次的觀察練習，學童多數已經建立鎖具的構造

概念，並且透過多次的練習，觀察的能力會越來越進步。從圖十一解說組的結果顯示，兩次

都完成開鎖的有 13 人，約佔 57％，有 78％的學童兩次中至少有一次可以完成開鎖，有 9 人

第二次開鎖秒數低於第一次，進步者為 39％。從表二的比較之下，發現探究組的學童兩次中

至少完成一次開鎖比例明顯高於解說組；兩次都完成的比率，探究組的也略高於解說組；最

明顯的差別可從進步的程度來看，探究組的學童在開鎖的進步比率上，比解說組的學童高出

許多，由此可見探究組的學童在鎖具概念上，是比解說組學童來的深刻，對鎖具的結構也比

較熟悉。 

Dewey（1938）從反思經驗中去定義次級經驗的建立，對照本研究結果證實多次的嘗試

開鎖，學童可以在第一次的經驗中獲得增強。成凾開鎖的學童在掌握挑選鑰匙的技巧下，第

二次開鎖便可以依循第一次經驗而減少時間；而第一次未成凾開鎖的學童，經過第一次的嘗

試之後，多會與同組學童討論、討教當中的秘訣，如 Falk 和 Dierking（1992）所言，社會脈

絡經驗也是博物館經驗中，相當值得重視的一環。朱耀明（2011）曾提及經驗間的連接與統

整，在本研究中也可以看出鎖具經驗的連續性，從鎖具組裝的過程中，內部機械構造的概念

基本上就已經建立了，而這個概念延續到開鎖競賽是有跡可尋，因為鎖珠構造與鑰匙齒痕具

有共軛特性，以數學概念來說即是 0 與 1，+與-的相對概念，此概念可回應到 STEM 的精神，

鎖具的制動是科學的概念，鎖具的製作與構造則是科技與工程的範疇，而鎖具與鑰匙的關係

則充分是一種對應的數學理念。本活動成凾之處在於結合了 STEM 精神卻又讓活動不失樂

趣，此可歸因於動手做與競賽策略，Holmes（2011）主張的科技學習或是數學學習之所以令

學生反感的原因，在本研究中，學童一樣需要認知性的記憶或是數學的運算，因為他們需要

瞭解鎖具的構造與制動方法；開鎖競賽時，他們也需要去觀察鎖具構造去運算出相對的鑰匙

齒痕，本研究中汲取 Holmes（2011）的教訓並已以符合 Gerstner 等人（2010）、Yilmaz（2010）

的提議，多以動手做作為經驗的概念基礎來發揮，此結果可供後續科技性教育推廣課程設計

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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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探究組學童開鎖競賽完成之時間分佈圖 

 

圖十一 解說組學童開鎖競賽完成之時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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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探究組與解說組學童進步比較表 

 兩次中至少有一次完成 兩次都完成 第二次比第一次進步 

探究組 94％ 69％ 72％ 

解說組 78％ 57％ 39％ 

二、有效提升鎖具的探索興趣與自我效能 

    從表三的結果顯示，探究組學童對於鎖具的學習興趣達到顯著差異（p=.012）。顯示學童

在鎖具活動前後興趣有差別，且效果量達到.45 的中度效果量。自我效能方面，前後測的結果

亦達到顯著（p=.002），效果量方面則達到.62 高度效果量，表示學童在活動過程的確在學習

興趣以及自我效能上有成長。 

利用博物館的資源協助學童進行鎖具構造概念的建立，不論是探究組或是解說組學童，

從本研究的結果都呈現顯著的成效。在動手做、參觀特展與開鎖競賽的學習策略下，學童均

能清楚的建立鎖具構造的概念。從鎖具探索興趣與自我效能的前後測發現，探究組的學童皆

有達到顯著差異；解說組學童則只有自我效能達到顯著，結果顯示探究組學童在興趣的提升

上比解說組學童高。在自我效能方面結果則顯示，解說組學童在經過解說、動手與競賽的過

程，自我效能成長的幅度會比探究組學童高。 

 

表三  

探究組學童鎖具探索興趣與自我效能 t 檢定表 

 前測 後測    

 M SD M SD t p Effect 

size 

對鎖具學習的興趣 4.16 .63 4.45 .65 2.68 .012* .45 

自我效能 3.73 .83 4.18 .58 3.30 .002* .62 

    表四的結果是解說組學童的前後測差差異，表三中顯示，解說組在自我效能部分達到顯

著差異，且效果量非常高達到.96，而學習興趣則未達顯著，顯示解說組學童在學習興趣上前

後並無太大差異，但是經過活動後，對自己的在鎖具上的信心卻函強不少。 

表四  

解說組學童鎖具探索興趣與自我效能 t 檢定表 

 前測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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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SD M SD t p Effect 

size 

對鎖具學習的興趣 3.88 .57 4.07 .76 1.23 .231 .28 

自我效能 3.45 .66 4.14 .77 4.15 .000* .96 

 

研究結果如同 Fantz 等人（2011）所言，參函工程的營隊活動有助於學童增函學習興趣

以及自我效能，在本研究結果中的確也證實這樣的效果，但是這樣的興趣或是自我效能能持

續多久，Fantz 等人（2011）的研究也是用回溯的方式去探討過去的工程營隊經驗。博物館經

驗是種很奇妙的經歷，Falk 等人（1992）認為博物館經驗所產生的對某些事物的學習興趣，

往往是在博物館經驗後好幾年才會發酵，這需要長時間的追蹤研究，然而不管這種經驗能持

續多久，學習興趣一旦產生，未來遇到可類推的學習概念，便可以很容易的類比與學習遷移

（Dewey，1938）。 

伍、 結論 

    利用博物館的資源協助學童進行鎖具構造概念的建立，從本研究的結果呈現顯著的成

效，在動手做、參觀特展與開鎖競賽的學習策略下，學童均能清楚的建立鎖具構造的概念。

博物館是社教機構之一，許多文獻也都支持利用博物館進行學習是不錯的管道，本研究也證

實在博物館中學習概念知識，在不以評量為目的的基礎之上，仍然得以建立良好的認知概念，

此結果與 Yager（1996）、朱耀明（2001）等人的研究結果有相似之處。在博物館的教育活動

中，學習的自主性與活動的彈性都比較大，但是也並非是漫無約束的閒逛，博物館教育活動

依然有其規劃的流程與教學規劃，在有限度的規劃之下自由學習。如同朱耀明（2001）提到

的，那怕是利用活動單的引導，適當的引導以及有效的學習策略可以幫助學童進行高層次的

思考，一如同杜威所言的次級經驗（Dewey, 1938）。 

次級經驗即反思經驗，透過次級經驗的反覆練習，在正增強作用下便可以有效提升學童

鎖具的探索興趣與自我效能，學習的動機與興趣是學習的根本，教育活動雖然都很短暫，但

是維持長遠的學習興趣在學童的心中，便可以在日後適當時機萌芽，只要維持對學習高度的

興趣與堅強自我效能的信心，未來不管在課業上或是其他領域遇到類似的問題，都可以保持

一定的學習動力。雖然本研究在學習興趣與自我效能上和過去研究都呈現正向的顯著差異

(Dubin, 1994; 劉婉珍，2001；張美珍，2003)，但是在統整課程 STEM 上，由於活動的時間稍

短，比較難看出學童長遠的影響及效益，關於 STEM 的素養能力培養在文化層面的內涵不容

易從問卷或是活動紀錄中得到，畢竟現在的學習經驗何時會影響未來每個人也有許多的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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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 

本研究證實結合動手做與競賽的策略設計對學童建立鎖具構造概念有幫助，可提供許多

未來的課程思考，諸如特展活動有其時效性，如何延續特展活動的資源在鎖具活動中，便是

一項考驗；再者，除了動手做與競賽的學習策略之外，如何再引進其他的學習策略在教育活

動中，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只要對學童概念建立有益處，博物館課程的彈性都可以因應需

要做更迭，這是非制式教育的好處同時也是特色。 

本研究中可看出不同課程的順序安排有不一樣的效果，針對不同目標則可選擇不同的單

元順序安排，如需要提升學童興趣者，則可安排先動手探究活動；若需要提升學童自信者，

則可先以解說概念課程安排，再行動手做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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