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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實施創意教學方案對學生創造力之

影響。以北市希望國中傑克班為研究對象，進行為期 14週的創意教學方案，

於教學進行前、中、後期間蒐集師生文件資料、觀察記錄與問卷等資料進行

分析，藉以釐清「綜合活動實施創意教學的可行性」、「創意教學方案的實施

對學生創造力之影響」等問題。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本研究之結論；第二節乃針對本研究結果提出

相關建議，以供教育工作者與後續研究者參考之用；第三節則為研究者在研

究期間的心路歷程與反思，以供未來有意從事創意教學活動之研究者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節簡要說明本研究結果，其包含兩部分：綜合活動創意教學實施概

況、創意教學方案對學生創造力的影響，說明如下： 

壹、綜合活動創意教學概況 

一、教學環境：實行本研究教學方案之教學環境，其優、劣如下： 

（一）優勢 

  1.社會環境：九年一貫教改的推動，促使教師互動頻繁，形成團隊。 

  2.學校環境 

   (1)校園優美，空間規劃多元：設有川堂、連接走廊、教室佈告欄等，提
供師生互動與學生作品之張貼。 

   (2)硬體設備充足：開架式圖書館，數位設備，資訊管道豐富。 
   (3)處室積極鼓勵教師參與校外競賽活動，間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4)擁有一群可分享、相互支持的領域夥伴。 

  3.班級環境 

   (1)教師自身 
     a.能自覺角色壓力，並願意運用策略，營造無壓的班級氣氛。 
     b.透過教師以身作則的行為，促使學生創意的展現。 
   (2)透過創意技法的運用，進行班級討論活動，提升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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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劣勢 

  1.社會環境：升學掛帥，分數為唯一價值，家長對綜合活動教學未能認同
間接影響學生創意的可能。 

  2.學校環境 

(1)學校氛圍緊促繁忙、充滿壓力。 

(2)強調秩序與安靜。 

(3)學生： 
 a.人數眾多，加重創意教學推動的困難。 
 b.家長與教師過於保護學生，使其無思考、做決定的能力。 

(4)教師間未能相互了解、支持與欣賞。 

  3.班級環境 

   (1)教師自身 

   a.導師角色過於嚴厲、主控權過高。 
   b.過於要求完美的人格特質，使得學生缺乏思考能力、自主能力。 

   (2)班級氣氛： 

   a.要求學生需遵守秩序與常規，間接限制其開放性。 
      b.對於擾亂班級秩序者疾言厲色、抑制想像，造成學生壓力與負擔。 

   c.同學間彼此吐槽行為的出現。 

二、綜合活動實施創意教學之可行性 

本研究旨在探究綜合活動實施創意教學的可行性，透過研究者於希望國

中綜合領域推動的歷程發現，其阻力與助力分別如下：  

   （一）阻力：授課時間常被打擾、教師自身狀態不佳與過多事務的學生。 

   （二）助力：協同教學、學生用心與高創意學生的刺激促使創意展現。 

    由此可知雖然研究者在希望國中推動創意教學具有上述許多阻力，但皆

可運用教學現場中的種種助力克服之，因此可知在希望國中綜合領域推動創

意教學是可行的。同時研究者於教學過程中發現幾項教學策略，在此提出以

供有志進行創意教學的人員參考之用，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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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材料以學生為中心：應以學生既有的經驗為出發，而非將來會遇

到的生活經驗為主要考量，教學時應將學生視為活動主角、了解其行為背

後真正的意涵，才能使教學觸動人心。 

（二）教學方法 

  1.一般教學方式 

  (1)小組報告：為使學生皆能參與報告，以 2-4人一組為佳，且需限時。 

   (2)作業回家做：此法可幫助學生獲得較多資源、使作品更多樣。 

   (3)競賽＆遊戲：使學生積極投入課程，從中獲致知識、挑戰心與樂趣。 

  2.創意教學方式 

   (1)創意激點：課程先備知識高於學生實際發展水準，需使用「具體、步

驟化、示範」引導學生學習，再進行創造力的激發。若學生能力一致

或高於課程所需能力，教師只需抓核心概念讓學生盡情發揮即可。 

   (2)同齡角色楷模，可降低創作的困難度，增加創造的可能。 

   (3)合作學習，運用同儕互評機制提升學生思考力。 

   (4)透過實作與生活結合的創意技法，效益較高。 

a. KJ法：對七年級學生而言，需更多時間討論與完成。 
     b.腦力激盪術： 

  (a)班級決策中需先釐清問題，再進行小組(個人)討論、班級討論，
以避免意見領袖，但此法耗時，無法解決立即有時效性的問題。 

  (b)運用競賽遊戲的方式，使學生在短時間中迅速獲致大量的答案。 

     c.自由聯想技術：可運用不同廣度的刺激（如：時間距離與打開視野），
幫助學生創造力（想像力）的展現。 

（三）教具使用 

    1.學習單設計：「指出重點」、「加重計分」的策略使學生發揮更多創意。 

    2.運用科技：運用現有之教學媒體，可營造溫馨的教學氣氛。 

（四）教學環境： 

      應依據不同的教學情境來選擇，非為改變而改變方能獲致成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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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意教學方案對學生創造力的影響 

本研究創意教學方案，對傑克班學生創造力的轉變歷程分三階段，整體

而言呈現進步之趨，說明如下： 

一、沉睡期：多數學生創意展現少，無法跳脫框線、成人提醒才展創意。 

二、漸漸展露的創意：學生在教師有意、無意示範與規範下，學生漸跳脫教

師宰制展露創意。 

三、豐碩的成果：透過課程學生對創造力有所了解，並對創造力與其相關能

力、態度上呈現進步的趨勢，分述如下： 

（一）對創造力的了解：學生認為創意是個人思考歷程的展現，與眾不同、

驚奇創新的想法與作品，富有想像與聯想的能力。而多數學生創造性

自我效能有進步之趨。 

（二）創造力的進步：由學生作品與學習單、教師觀察與省思、同僚教師訪

談中得知下列各項能力之進步，分述如下： 

     1.擴散思考能力：流暢力、變通力、精密力、獨創力、開放性、擴散
語意轉換。 

     2.其他相關能力：想像、聯想、思考能力、幽默感與創意技法的運用。 

     3.相關情意態度：想要獨創、珍惜他人智慧之行動與想法。 

（三）威廉斯創造思考活動結果 

 1.由威廉斯創造思考活動所繪圖片，可見學生的生活經驗。 

     2.使用 t-test得知，傑克班學生後測分數：總分、流暢力、開放性、獨 

創力、精密力、標題等，較前測高，且達顯著。 

參、學生回饋本研究創意教學方案 
（一）本教學方案對學生而言，能營造熱烈參與、放鬆無壓、同學互動頻繁、

觸動情緒的學習氣氛。  
（二）學生喜歡本教學方案能展現自我、成就感、情感表達、開展視野；不

喜歡本教學方案：難度高、無聊、麻煩、肉麻的部分。 

同時透過創意教學實施歷程教師反思與學生的反應得知，此歷程亦是教

師專業能力提升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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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對教師之建議 

（一）養成思考習慣：本研究發現教師若能養成思考與反省之習慣方能察覺

教學現場的問題，並具有面對問題、捍衛自身教育信念之勇氣，方能

突破現今傳統教育之洪流。 

（二）師少做生多得：本研究發現希望國中學生皆在師長的安排下進行學習

活動，養成依賴無法獨立思考與做決策的能力，因此研究者建議師長

們應適時給予學生學習機會，勿將所有大小事情攬在身上，使學生失

去學習思考與做決定的機會。 

（三）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本研究發現創意教學實施過程中需面對許多外

在壓力（如課程進行時一人分飾多角，實踐創意行為時其他同儕的眼

光等），因此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除可以互相激盪課程、進行協同教

學外、亦能相互支持渡過教學之艱辛與瓶頸，一同成長。 

（四）注意角色典範：本研究發現教師生活中以身作則的示範行為，對學生

創意展現有很大的影響，因此研究者建議教師應對創意教學有所了

解，並注意其行為模範，激發學生創意之展現。 

（五）激發創意趁早：本研究發現學生後測分數大多皆有進步之趨，由此可

知每個孩子皆具有創造的潛能，倘若教師能及早發掘並加以引導，將

可幫助學生展現出更多的創意。 

（六）鼓勵經驗拓展：本研究發現學生創造力的展現與其生活經驗息息相

關，因此建議教師宜多鼓勵學生拓展其生活經驗，促進其創意展現。 

（七）課程以學生為中心：本研究發現教學活動設計若能以學生為中心，可

使學生有較高的學習興趣、更樂於參與課程。以學生為中心乃以學生

既有的經驗為出發，將學生視為活動的主體，並於課程進行時了解學

生行為背後代表的意涵。倘若學生生活經驗不足時，教師可運用生活

中的活動豐富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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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運用本教學方案之教學者，可注意以下幾點： 

  1.本研究教學活動方案實施過程，發現第一學期第二單元「衣言難盡」

所使用的學習單過於複雜造成學生撰寫上的困難，因此建議未來擬

運用本教學方案之教師，可將學習單中過於繁雜的題目合併，如以

「我認為」涵蓋「我欣賞」、「這組特色」與「這組創意」等，以方

便學生撰寫。 

  2.檢視本教學方案的活動設計，大多要求學生製作報告展示成果，但

此法過於單一易使學生產生煩燥感，因此建議未來運用本教學方案

之教師，可運用多元方式的活動進行教學，以增加教學活潑性。 

二、對學校單位之建議 
（一）多舉辦創意活動：本研究發現創意教學的推動，對於現今學習階段的

學生而言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感，因此建議學校可多舉辦此類活動，讓

學生將所學落實於生活之中，並能增加課程的有效性。 

（二）有效的評分標準：本研究發現學校雖有舉辦創造力相關競賽，但由於

競賽評分教師與研究者對創意的認定不同（研究者認為創造力不需過

於強調美化的部份，但評分教師認為美觀應佔較多的比重），導致傑

克班學生未能由競賽中獲得鼓勵，進而影響學生對創意的看法。因此

建議學校行政單位應全面推廣此概念，才不會導致教師或領域活動在

提升學生創造力的同時，卻面臨運用所學卻到處碰壁不被欣賞的窘

境，間接地抑制學生的創造力。 

三、對教育當局之建議 
（一）增加教師備課時數：本研究發現在原本即為繁重的工作下，創意

教學的實施，需要花較以往更多的時間加以準備（如，主題式教

學須蒐集與主題相關的許多資訊，甚至需要與其他教師共同討

論，協同教學），因此在現今教師授課時數過多、備課時間不足的

情況下（一週 32 節，不含班週會時間，專任教師須授課 21 節，

剩下 11 節批改 10~21 個班級的學生作業），造成教師設計課程與

思考時間的嚴重缺乏使得此種教學方式難以推動，或者推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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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持久度不足之現象。所以建議教育當局應當降低教師授課時

數、增加教師進修、領域對話、研發教材的備課時間方能真正落

實創意教學。 

（二）減少班級人數：本研究發現在推動創意教學時，綜合活動教師面

臨較多的學生人數，使得師生間不易建立關係、相互了解，更造

成教師在學生作業批閱上的困擾(更別提每份作業給予文字性的回

饋)，進而阻礙創意教學的推動，因此降低班級人數或提升各班授

課時數，如此一來才能使教師真切了解學生、關心每位學生。 

（三）學習觀念的推動：本研究發現升學壓力不僅影響家長、學生與教

師的價值觀，更壓迫著所有在此環境中的人員，造成全盤輸的局

面，因此建議教育當局應當慎重仔細的思考教育的價值與目的，

推動全人學習的觀念，而非只是運用一些舒緩、降低升學壓力的

特別政策，來減輕升學壓力的桎梏。 

四、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研究過程中發現尚有幾個問題仍未釐清，此可做為未來研究之方向： 

（一）引發動機的策略：本研究發現當學生的先備知識等於或高於課程

的基本能力時，作品的創造力與學生的動機成正相關，但本研究並

未清楚交代引發動機的教學策略為何？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朝

此方面進行探究。 

（二）學生團體創作的歷程與機轉：本研究對於學生集體創作中領導者

角色、任務特性與參與學生特質間的關係未能深入探究，因此建議

未來對學生集體創作有興趣之研究者可朝此方向進行探究。 

（三）性別與創造力之關係：本研究發現傑克班高創意學生其外在行為似乎

有性別上的差異（男生多活潑、女生多沉靜），似乎隱藏著性別對此

議題的影響，因此建議未來研究亦可朝此方向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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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者反思與心得 

研究最末，在此與各位讀者分享此一年來的研究點滴，以供未來有志從

事此方面研究之研究者參考用： 

壹、研究反思 

綜觀整個研究歷程，研究者所面臨主要的困境與試圖降低困擾的方式，

如下：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單組前後測設計進行研究，無法避免其他內、外在因素所造成

的影響，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在進行研究設計時，可以運用準實驗設計的方

式，控制其他變因，使研究更為嚴謹。 

二、雙重角色的困境 

由於研究者於研究期間擔任此實驗班導師與授課教師二職，故教師與學

生皆面臨角色衝突的困境。導師角色是嚴肅、主控權高的，需管理與維持班

級秩序；各科任課教師於班級中則是親切、和藹的，需營造一個輕鬆、愉快、

沒有太多制度與規範的環境，用以激發學生的創意表現。一個人同時扮演此

兩種角色，學生是否因研究者導師的角色而影響其創意的表現呢？ 

因此研究者為降低學生受導師嚴厲角色所影響，故常利用中午及下課時

間找學生聊天，同時於班級經營中加入一些如慶生、耶誕禮物、考前禱告、

期末回顧等軟性活動，以降低學生對研究者扮演導師角色所造成的威脅感，

更願意展現其創意。 

三、研究者與研究工具 

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長時間與研究對象相處並進行觀察，但也因

如此，在了解學生創造力時，易受個人主觀情感引發的好惡所攪擾，進而影

響研究的可信度。為避免情感主觀的價值判斷，敏察未覺的事物，因此本研

究輔以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測驗企求客觀了解，同時於資料分析期間尋求

研究夥伴一同進行客觀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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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現場的改變 

研究者所處的教學現場常有一些非預期的變化，影響教學進度或教學狀

況。如學校臨時取消歷年運動會的服裝造型、期末園遊會活動，使得原本課

程設計中服裝設計與園遊會皆改為紙上談兵。再者，實驗班的課程長期被每

週的週會、每 2-3禮拜開一次一節的導師會議所影響或臨時班務的處理，造

成課程進度的延宕。這些因素皆並非研究者所能控制，但終會影響課程的實

施與學生的學習情況，故教學現場非預期的變化亦為研究限制之一。 

五、工具的使用 

（一） DV錄影機使用上的限制 

為協助研究者清楚的記錄學生學習狀況、研究者教學情形、師生互動

等，研究者進行實驗教學前已徵得一名同儕教師同意，願意進入教學現場協

助拍攝工作。為使學生習慣錄影機的存在，故於創意教學前幾週班級活動或

家政課程時即開始進行錄影，同時為降低學生受進入現場的同儕教師所影

響，於平時即將班級營造為一開放空間，讓學生適應其他同儕教師的存在。

拍攝後所得資料，於每日教學後觀看、記錄，做為研究者省思與分析學生創

意展現的依據。但因某些因素該名教師無法長久協助拍攝，因此研究者嘗試

自行架設錄影機，卻發現班級或專任教室的空間安排，攝影機的架設只能拍

到教室的某些角落，不能拍到全貌。因此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請實驗班級的

學生輪流拍攝，最後造成錄影結果品質莨莠不齊。雖然如此，研究者仍盡量

以選擇具拍攝經驗的學生、事前教導學生使用 DV攝影機拍攝的技巧與拍攝

重點來克服此問題。 

（二）測驗工具重複使用 

由於本研究之研究設計，乃於實驗前、後分別使用「威廉斯創造思考活

動」，用以測知學生在創造力方面的改變。但在實施後測時，卻發現學生多

出現，不耐煩、不是做過了為何又要做一次、又來了…等情緒，進而影響問

卷填答情況，有部分學生出現拒答或亂答的現象。為降低學生煩躁的情緒，

研究者採安撫、讚美、獎勵的方式鼓勵學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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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心得 

   對我而言這本論文的撰寫過程，儼如創造力的展現歷程，從題目究竟

在哪裡一頭霧水開始，經過不斷的對話醞釀、豁朗與驗證，至終生產出我的

第一本作品。這個創造過程對我來說，是痛苦的、是充滿壓力的（曾經做過

通往地獄之路的夢，也曾經看見創造力三個字就開始哭，手平舉就會不自覺

的抖…），但同樣也是快樂的（特別是新想法、新發現的出爐，連作夢都會

微笑，好像和論文談戀愛…）。因此可知創造與情緒間的關係真是錯綜複雜，

沒有一致性：在遇到沒有方向、文獻消化不良、寫不出來、不斷修改的準備、

醞釀狀態時真是痛苦；但在遇到茅塞頓開、全神貫注、功成身退的豁朗期則

真是快樂。我想…創造歷程中，人們經歷了許多情緒上的感受，但究竟其間

的關係為何？ 我不知道，但或許值得探究。 

   雖然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創意教學對學生創造力的影響，但卻發現除

了學生的進步之外，教師本身亦透過這個歷程而被增能：由開始的沒有自

己，配合環境，不斷被壓榨與縮小，到勇於面對自己與問題，開始思考、表

達與行動，尋找到一群團隊夥伴相互激盪與支持，這些都是原本研究之初始

料未及的部份。同時亦因研究過程需要不斷地反思與記錄，促使了研究者敏

於察覺自己與他人的行為，透過不斷的溝通與調整，使教學、人際等能力更

加進步。最後我只能說這是一個很棒的經歷，歡迎大家都來玩玩看。 

參、對傑克班學生的話 

  我一直默默的觀察著你，我一直靜靜的看著你~你知道嗎?你問我為什麼? 

唉…只有一句話！那就是為了這句話，讓我忙了好久、好久…跟你說那句話

就是…我愛你…（23A2天使日記），我想這就是我的心情…，親愛的傑克班

寶貝們，我是一位很幸運的老師，第一次嘗試帶班就遇到了你們這一群可愛

的天使，過去的一年中我們擁有許多美好的回憶與時光~生日會、聖誕節、

考前禱告、直笛比賽、詩歌朗誦比賽等，這些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烙在我生

命之中，永遠不會忘記，你們也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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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我成長了不少，透過你們更看清了自己，我只能說：傑克這

真是太神奇了，我好愛你們！。在知道要分離的前幾個夜晚，看著過往我們

曾經擁有的生活記錄…我哭得不能自我（特別是看見你們由稚氣的模樣，到

現在成熟的樣子），我知道我並不是你們的爸媽，但對我來說你們每個都是

我的孩子，我想…我真的將所有的心都放在你們身上，要分離彷彿失去了一

塊…，只能寄託在這本擁有我倆回憶的論述之中，透過不斷地咀嚼與沉澱，

建立起傑克班的圖像，希望這個圖像將會是我們生命中最甜美的回憶。最

末…獻上我最真摯的祝福…願寶貝能在未來的歲月之中擁有願意分享的好

靈魂、好心腸，不怕崎嶇道路的鐵布杉與金鐘罩…。 

                                   由衷地感謝傑克班的寶貝們！！  

 

 

後記-94年 9月 28日教師節卡片 

親愛的范老師：…這張卡片結合了很多科目喔！您看！卡片外表有 的圖案，是家政的創

意，上面的圖片有…（A3） 

翻著我們的照片，想著若隱若現去年的冬天，我們笑的很甜（還記得去年我們的相處情況

嗎?）（A4）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未來的家政還請老師多多關照~老師的上課內容超精彩(貼紙呈現)

大家都不會 Z Z Z ，上課方式也有創意(貼紙呈現)，想必老師您在大家的心中是 100滿分(貼

紙呈現)（B3） 

  

呃…我想這是一段新的開始... 我們的故事將會繼續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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