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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對國中生機械性向影響之行動

研究 

研 究 生：游家綺 

指導教授：朱益賢 

中文摘要 

  本行動研究旨在解決學生較少統整及應用其他科目所學相關知識

於實作活動的問題。研究者發展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探討

本實作活動對機械性向的影響，以供未來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參考。本研

究為行動研究，採用教學實驗法做為研究方法，以某所臺北市立國中八

年級的三個班級共83位學生為對象(其中56位學生為實驗組；27位學生為

對照組)，進行十週的實作活動。 

  在進行本實作活動後，對學生施測《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及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研究發現：一、學生

肯定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二、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

活動對於國中生機械性向的發展並無明顯增進，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 

本研究結論如下：一、實施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時遇到

的困難與問題，宜在當下就獲得解決，並在解決的過程中培養學生整合

的能力；二、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對未

來機械性向的發展有所幫助；三、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的實

施順利，且學生高度肯定本活動。 

 

關鍵字：STEM、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機械性向、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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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of the Impact of STEM-based Mechanism Toy 

Hands-on Activity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echanical Aptitude 

Author: Yu, Chia-Chi 

Adviser: Chu, Yih-Hsien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ction research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students 

seldom learn by integrating and applying the relevant knowledge of other 

subjec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activities. The researcher developed a 

STEM-based mechanism toy hands-on activity, then discussed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activity on their mechanical aptitude. This result can be used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junior-high-school technology curriculum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was an action research conducted with a 

quasi-experimental method. The ten-week activity was carried out in a 

chosen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ity. There were 83 eighth-grade 

students included 56 students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27 students as 

the control group participating in the study. 

     After the activity, the students were tested with "New Multi-aptitude 

Test in Junior High" and “STEM-based Mechanism Toy Hands-on Activity 

Acceptance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 found that: 1. the students affirmed 

the STEM-based mechanism toy hands-on activity; 2. the STEM-based 

mechanism toy hands-on activity for Junior high students’ mechanical 

aptitude did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Eventually, we summarized several conclusions: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EM-based mechanism toy hands-on 

activity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the moment to be resolved. 

And in the process, the students developed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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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STEM-based hands-on activity enhanced th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help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mechanical aptitude. 

3.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EM-based mechanism toy hands-on 

activity was smooth and highly acclaimed by the students. 

 

Keyword: STEM, mechanism toy, hands-on activity, mechanical aptitude,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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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觀察教育現場遭遇之問題，發展出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

作活動課程，使學生學習並應用知識，藉由動手實作統整不同領域知識，

於課程實施後，對學生施測《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以機械性向測

驗成績探究此教學活動對於學生機械性向之影響。研究者於教學過程中，

觀察學生學習歷程，反思教師教學之過程以及學生學習之過程與成果，

解決教學現場遇到之問題，提出具體建議供未來國中生活科技相關課程

教學之參考。 

  本章將分別闡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以及研究限制。共分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

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行的生活科技教學，多以實作活動為教學主軸，目的在於培養學

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李隆盛，1998)。然而，研究者發現大多數學生在進

行實作活動時，是以嘗試錯誤的學習方式進行實作，較少運用學科學習

到的知識，難以使學生進行系統性思考，以及統整知識與實作經驗。 

  除此之外，現今學校、學生與家長仍多以升學導向為主的學習，學

生未真正深入瞭解自我，面臨升學時即選擇目前就業市場趨向的職業相

關高中職類科，而十二年國民教育正是因此，講求適性發展、分流延後

至高等教育階段。故研究者認為在生活科技課程中，若能透過整合性之

教學策略，可以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應用學科知識、結合技能於實作活

動上，統整其知識與實作經驗，亦能使學生探索自己的興趣，對於未來

選擇高中職或大學科系有相當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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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實作課程讓學生從整體的意義概念去瞭解問題，而非片段零

碎的知識(黃子榕、林坤誼，2014)，能使學生學習並應用知識，透過動

手實作去解決問題，獲得有意義的學習。生活科技課程，多以實作活動

為主，強調手腦並用，加強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設計能力的培養(李隆

盛，1998；張永宗、魏炎順，2004)，對於實現STEM實作課程最合適不

過。因此，在生活科技課程中發展出STEM取向之教學活動是非常重要

並且必要的。 

  臺灣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中階段著重在國中生「創意設計」

的能力。根據《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生活科技課程規劃》(2015)，生

活科技課程的目的，應教導學生如何從生活中的需求中去設計與製作有

用及適用的物品，並在這設計與製作的過程中，學習如何從嘗試錯誤以

至系統性思考。生活科技課程的基本理念是以「做、用、想」為主。亦

即，培養學生動手「做」的能力、使「用」科技產品的能力、及設計與

批判科技之「想」的能力。其學習內容主要分為：「科技的本質」、「設

計與製作」、「科技的應用」以及「科技與社會」四個類別。在國中階

段的「科技的應用」中，其中的「機構與結構的應用」，奠基七年級的

背景知識，影響而後的學習，如九年級的電與控制的應用、高中的工程

設計與實作、機構與結構的設計與應用等課程，是相當重要的課程。因

此，研究者選擇以「機構與結構的應用」之「常見的機構種類、原理與

應用」作為教學活動發展基礎，將七年級課程的基本知識與相關的數學、

自然學科知識，延伸發展出適用於八年級生活科技課程之實作活動。 

  目前的生活科技課程中，常應用到機構相關知識，但對於統整、系

統化的機構知識教學仍較不足。本研究以十二年國教之課綱為本，參考

現有生活科技課程的機構相關教學活動，發展出STEM取向之機構教學

活動，透過統整性的教學策略，使學生建構系統化的知識、技能，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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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實作上運用之，希望對於未來的科技教育系統化的教學內容有所幫

助，供以參考。常見的機構種類、原理與應用將於第二章文獻探討中詳

細介紹，研究者設計的教學內容將於第三章說明。 

  研究者假設，機構的知識與應用，運用到學生的機械推理能力，與

學生的機械性向相關，因此本研究於教學後，對學生施測《國中新編多

元性向測驗》之機械推理測驗(陳榮華、吳明雄、陳心怡，2011)，藉由

教學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探討對於學生的機械性向之影響。

本研究望能經由此教學活動幫助學生統整並應用知識、技能於實作活動

上，使學生探索自己的興趣與能力，進而幫助學生在未來選擇高中職或

大學科系時，能清楚自己的性向與能力而做適當的選擇。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旨在解決學生多以嘗試錯誤的學習方式，較少統整及應用其

他科所學相關知識於實作活動，以及面臨升學選擇不夠瞭解自我性向的

問題，故設計了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以探討此教學活動對

學生的機械性向的影響。希望透過此教學活動，幫助學生統整並應用知

識、技能於實作活動上，使學生能探索自己的性向與能力。因此，在進

行十週的知識教學、設計與製作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之後，評量出學

生的製作成果，對學生施測《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的機械推理測驗，

觀察研究班級學生進行活動後的機械性向程度以及其他班級的機械性

向程度表現，並探討活動對於學生性向程度是否有所影響。最後分析教

學過程遭遇的困難與問題、反思教師教學之過程以及學生學習之過程與

成果，提出具體建議，供未來教師實施機構相關活動教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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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發展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 

二、 探究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對學生的機械性向之影響 

三、 探究教學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會遭遇的困難與問題 

  對應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擬回答下列待答問題： 

一、 如何設計符合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 

(一) 如何運用與機構相關之STEM的概念設計機構知識教學？ 

(二) 學生對於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的接受度如何？ 

二、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對學生的機械性向之影響為何？ 

(一)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是否能影響學生的機械性

向？ 

三、 進行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教學時，所遇到的問題為何？ 

(一) 進行此活動時，所遇到的問題如何因應、解決？ 

(二) 分析教學過程，提供未來教師實施相關活動教學之具體建議

為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者融入STEM教學於機構教材，於國中生活科技課程進行教學

實作活動，以瞭解學生於活動後的機械性向程度與影響。本小節主要說

明研究範圍及研究限制，以下作簡要說明： 

一、 研究範圍 

(一) 研究場域：本研究以某所臺北市立國民中學之自然與生活科技

科教室為研究場域。 

(二) 研究對象：本研究以研究者所任教之某所臺北市立國民中學之

八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研究者選擇任教班級中素質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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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班級，其中2班共56人作為實驗組，另外1班27人作為對照

組。 

(三) 研究內容：本研究以十二年國民教育科技領域生活科技課程綱

要草案中之七年級學習內容「機構與結構的應用」作為教案發

展基礎，將STEM內容融入機構教學教材之中，發展出此研究

之教學教案─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此教案在八年級

實施。 

二、 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為行動研究，目的為提供生活科技教師作為教學參考，

協助教師解決課堂上之問題，因此研究結果不適宜作一般廣泛

性推論。 

(二) 研究對象為研究者該學期任教班級之八年級學生，若研究於七

或九年級實施，研究結果可能因年級不同而變化，亦不可過度

推論至高中生之研究結果。 

 

第四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所涉及的重要名詞，定義說明如下： 

一、 STEM取向教學(STEM-based Teaching) 

  STEM係代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數學(Mathematics)四個領域，STEM取向教學是透過此四個領域的整合

教學，培養學生的STEM素養，STEM素養是指一個人能運用他瞭解的四

個相關領域知識的能力(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2011)。STEM取

向之實作活動，發展知識整合的課程，可使學習者有脈絡地去運用跨學

科知識來解決問題(黃子榕、林坤誼，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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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發展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設計機構玩具之STEM

教材，以建構學生的STEM知識並動手實作應用其知識，培養學生之

STEM素養。 

二、 機構玩具(Mechanism Toy) 

  機構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機件組成，當動一機件，必迫使其他機件

隨之運動，各機件間作規律運動(李榮華，2010)。機構玩具是利用學生

學習機構運作的知識與操作後，進行設計與製作一個多機件組合且能運

作的機構玩具。常見的機構種類、原理與應用，則有力的傳遞、滑輪系

統、鍊條與鍊輪系統、齒輪系統、凸輪機構、槓桿與連桿等(徐萬椿譯，

1988；張允昭譯，1977)。 

三、 實作活動(Hands-on Activities) 

  教學活動係由美國教育心理學家蓋聶(R. Gagne)提出，是班級課堂教

學的完整教學系統，是學校教學工作的基本形式，教學活動設計會影響

學習歷程與學習成效(台灣word，2013；張新仁，2000)，而實作活動是

以實作為本位的教學活動。實作活動的教學重視實作表現，評量採用實

作表現之真實評量，教學活動設計上，多以學生中心的主動學習，內容

包含動手操作、示範與練習的活動，培養學生整合理論與實務的能力(余

民寧，2002；許宜婷，2014)。在不同領域的教學上，搭配不同的教學輔

助工具，在科技教育中的實作活動，多使用手工具、電動機具或電腦等

作為動手操作的工具。 

四、 機械性向(Mechanical Aptitude)  

  性向被定義為是個人先天的潛在能力與後天的環境交互影響下之

結果，性向測驗是根據個體現有的能力表現，推估其學習新事物的能力，

以預測未來的表現水準(朱珮妤，2004；郭生玉，2004)。機械性向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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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向之一，相關的多元性向測驗包含機械推理之分測驗，作為量測

學生是否擁有機械方面的傾向或才能(朱珮妤，2004)。機械推理測驗用

來測量應用基本的機械原理、工具配件以及物理力學原理之能力(陳榮華、

吳明雄、陳心怡，2010)。 

  本研究係以機構玩具製作來進行STEM取向實作活動，機構玩具中

之機構運作的知識與操作是運用學生的機械推理能力，因此在此研究中，

研究者選擇《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之「機械推理」測驗，探討此實

作活動對於學生之機械性向之影響。 

五、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行動研究，是將研究和行動結合的研究方法(黃政傑，1999)。陳伯

璋(1988)認為，行動研究是情境的參與者基於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將

問題發展成研究主題，進行有系統的研究，解決實際問題。蔡清田(2000)

則指出行動研究，從實務觀點來看，是由實務工作者針對實際工作情境

中所遭遇的問題，採取具體行動並進行研究，以改進其實務工作與工作

情境。因此，在進行行動研究時，須透過不斷的反省、思考、再計畫的

過程，促使研究者不斷聚焦問題，進而解決問題。 

  教育行動研究是一種需要經過系統規劃設計的循環計畫，由教師本

身親自進行行動研究，才能發展出最適切的問解決途徑(蔡清田，2000，

2013)，本研究採取以教室行動研究的五個步驟來進行本行動研究：(一)

問題的確定；(二)問題的分析；(三)形成研究假設；(四)採取行動；(五)

評鑑與回饋(蔡清田，2000；Taba & Noel, 1992)。 

  

 



 

8 

 

 



 

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為解決學生較少統整及應用其他科目所學相關知識於實作

活動，及面臨升學選擇時不夠瞭解自我性向的問題，故研究者設計機構

相關之STEM領域知識教學於國中生活科技課程，進行機構玩具實作活

動。希望能藉由STEM取向的機構玩具教學活動，使學生瞭解並應用數

學、科學知識、簡單的工程概念及操作技能。以學生在教學後進行《國

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中之機械推理性向測驗結果，與學生設計與製作

的過程，以及其他班級的測驗結果，探討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

動對於學生機械性向之影響。因此，本章針對相關的文獻與理論進行說

明及探討，第一節為STEM取向教學，第二節為機構與機構玩具，第三

節為性向與機械性向，以及第四節行動研究的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STEM 取向教學 

  STEM取向教學是透過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四個領域的課程統整教學，強調跨領域

的融合及應用，培養學生的適應能力(Adaptability)、複雜的溝通能力

(Complex communications skills)、非常規的問題解決能力(Non-routine 

problem solving)、自我管理的能力(Self-management)，及系統思考(System 

thinking)等二十一世紀重要的能力(Bybee, 2010b)。 

  本節將對STEM取向教學的發展及STEM取向之科技教育進行文獻

探討。藉由STEM取向教學之文獻探討，瞭解STEM課程的發展後，研究

者將於機構玩具實作活動中實施STEM取向教學，將機構之科學、數學

原理及知識、科技及工程概念融入至教材中，使學生能學到系統化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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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應用知識設計並製作作品，從中培養知識統整、團隊溝通與合作、

系統思考，及問題解決之能力。 

一、 STEM取向教學的發展 

  STEM取向教學最早起源於90年代由NSF提出，曾經以SMET的形式

存在，因音似SMUT(淫穢作品)，後來將漸受到重視的Technology及

Engineering放到Science與Mathematics中間，以三明治的主菜作為意象，

代表科技與工程教育的重要性，更名為STEM(Zuga, 2007)。現在STEM

已經常被用來作為有關一個或多個領域的任何事件、政策或做法的通用

標籤(Bybee, 2010b)。 

  近年來美國致力推行STEM教育，透過跨學科的方式，運用科學、

科技、工程、數學的學習來連結學校、社區、工作與世界的發展，以增

進國民之STEM素養與基本工程素養，提升國家競爭力(Tsupros, Kohler 

& Hallinen, 2009)。在這科技發展迅速之時代，國家競爭力是國家一個重

大課題，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NGA](2007)於美國相關研究報告

書中指出STEM課程統整模式培育學科整合之素養與能力，對於美國提

升經濟競爭力與創新能力有密切的相關性。Zuga(2007)亦指出，STEM整

合教育在國家安全、經濟及福祉上扮演重要角色，透過科技問題，應用

科學與數學，可以使國家公民在作為消費者、選民時，能有豐富的見識

做明智的決定；作為工作者時，在工程和其他科技領域之職涯與事業選

擇上能學到更多。由此可知，STEM對於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性，特別

是在專業人才培養上，對於經濟發展之影響甚大。 

  美國早期曾有過以TMS、M+S+S(+MST)、MST、的科技統整模式

發展，到現今的STEM取向教學，皆是希望透過科際整合模式的學習，

提供學生相關專業知識，使學生統整數學、科學、科技理論與實務的經

驗，培育其創造力(方崇雄、游光昭、林坤誼，2008)。Wicklein和Schell(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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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提出MST科際統整模式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因為MST科際統整模式提

供一個問題解決之情境，使學生在此情境中進行高層次的思考與學習，

經由此適當的情境脈絡可以使學生將所學的不同領域知識進行學習遷

移。另外，布希總統在2002年提出的《沒有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NCLB)，增強全國的閱讀、數學及科學教育，在數學與科學的

課程中，融入科技與工程的學習，落實整合性的STEM教學，重視數學、

科學教師的培育，目的在於提升高素質的教學狀況，提升學生科學與數

學的成績表現，積極矯正孩子之間的落差(Sanders，2008)。文獻資料中

顯示出整合式教學的重要性，除了使學生統整不同領域之知識與實務經

驗，也能進行高層次的思考與學習，使其達到學習遷移。 

二、 STEM取向之科技教育 

  美國科技教育由工藝教育轉變為科技教育，近年來再轉型為準工程

及STEM教育(范斯淳、楊錦心，2012)。推動準工程及STEM教育，多以

專題式教學或問題解決導向教學為主，培養學生工程設計、STEM整合

以及問題解決的能力，其教育理念與欲培養之素養能力，以及每階段連

貫性完善的課程規劃，一直以來是為臺灣科技教育的參考典範(林坤誼，

2003；范斯淳、楊錦心，2012)。推動美國科技教育之主要學者Bybee(2010a)

提出推動STEM教育的第一步，是澄清STEM的核心價值，並建立STEM

素養作為學校課程目標，且指出推動STEM教育，在2020年的展望是可

以解決國家當前面臨到的無數挑戰。Zuga(2007)指出科技教育的廣度與

獨特性能使學生建立科技與工程基礎的最好方法，而NSF與NAE對

STEM整合教學的推動，更提供了學校科技教育的發展機會。美國致力

推行之STEM教育中，首重科學與數學的學習，以科技情境作為整合之

教學，使學生能統整不同領域之知識與實務經驗，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Tsupros, Kohler & Hallinen, 2009)。由此可知，科技教育是對於推行

 



 

12 

 

STEM整合教學策略的最佳所在，發展STEM取向之科技教育教學活動即

是現在與未來科技教育的重要方向。 

  然而，欲發展整合式的科技教育，必須跳脫傳統的教學模式，

Ihde(1997)提出學習科技除了傳統的如何製作、操作機器等技術性知識外，

更須包含理論性科技知識，也就是科技背後的物理、化學及電子等原理

與知識。另外，Drake(1998)指出統整課程並非只是將不同的領域的知識

放在一起後，學生就能夠自行將所有知識進行統整，更舉以多種跨學科

的教學模式為例，如問題導向學習、情境式學習、合作計畫模式及事實

概念框架等，使得統整課程能真正落實統整的意涵。由此可知，STEM

取向之科技教育，已非以往的試誤學習模式或手工訓練模式，而是必須

嘗試統整與設計、製作產品的相關數學與科學原理，以作為其改良或創

新的依據。 

  STEM取向教學一直以來都受許多國家歡迎並廣泛使用，也從傳統

的STEM教學改良至具有系統性的STEM取向之整合教學。除了美國之外，

英國科技教育重視「建模」與實務導向的學科，具有統整性的課程規劃，

推動科際整合教學以連結相關領域的知識概念，使學生運用知能解決實

務問題(張永宗、魏炎順，2004；張勤昇、蘇伊鈴，2007)；香港則希望

透過STEM取向教學能建立學生穩固的知識基礎、提升學習興趣、強化

學生綜合並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學生創造力、合作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最終目的在於培養不同層面具備不同能力的多元人才，以加強

國際競爭力(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5)。臺灣學生在國際上科學與數學

的表現良好，不同於美國須增強此方面的教師培育，而是過度著重在學

習科學、數學等學科的知識，而缺乏實務應用這些科學、數學等學科知

識的能力(林坤誼，2014)。因此，臺灣的STEM取向教學應以臺灣學生所

欠缺的部分作加強，教師須設計出使學生能實現學科知識於實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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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其知識與實作經驗的STEM整合課程。在此行動研究之中，研究者

發現的問題是國民追求升學為主的教育，學生選擇以職場優勢的相關科

系就讀，並非以清楚自己性向而選擇之。除此之外，學生在求學階段欠

缺統整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因此，研究者選擇STEM取向教學，作為改

善此教育現況之方針。 

  羅希哲、陳柏豪、石儒居、蔡華齡、蔡慧音(2009)提出STEM取向之

科技教育是以科技情境與工程設計為主體，融入數學與科學的概念以進

行科技教育教學模組發展，形成STEM取向之科技與工程教育課程。因

此，研究者認為，發展STEM整合課程時，欲使學生擁有完整的學習歷

程，需發展長時間的教學活動，將學習之任務階層化，包含以科技的情

境為主題，加入數學的基本運算與概念、科學的原理、運用科技的技術

與能力，及工程的概念，以問題解決的方式進行與日常生活、環境或社

會議題相關為主題之課程設計。 

三、 小結 

  本行動研究為解決教育現場中之問題，即是學生對於自我性向的瞭

解不足，造成往後升學或就業之選擇並不適合自己，故選擇以機構知識

教學、製作機構玩具為活動內容，探討是否能對學生的機械性向產生影

響。研究者以STEM取向課程之發展要點及過去STEM取向課程之發展建

議，找出與機構相關的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概念，設計由易至難的

學習任務，從知識學習到統整思考的設計與製作，考量學校設備與教學

環境盡可能地發展出完善的STEM取向教學活動，即為此行動研究之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透過此教學活動，分析其對於學生機

械性向之影響，希望能對學生未來機械性向發展有所幫助，進而協助學

生未來在面臨選組、升學或職場就業時做出適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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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機構與機構玩具 

  兩個或以上的機械構件聯結而做拘束相對運動的系統稱為運動鏈

(kinematic chain)(許正和，2006a)。當運動鏈內的一根桿件被固定來做為

基座時，我們稱之為機構(mechanism)(許正和譯，2003)。在一機構中，

能推動其他機件運動之機件，稱為原動件(driver)；被動件運動之影響而

產生運動者，稱為從動件(follower)(詹鎮榮，2007)。多數應用於生活的

機構原理為「力的傳遞」，常見的種類與應用則有：滑輪系統、鍊條與

鍊輪系統、齒輪系統、凸輪機構、槓桿與連桿等(徐萬椿譯，1988；張允

昭譯，1977)，以下對於運動傳遞機構與機構玩具做探討。研究者認為機

構之相關知識具有邏輯推理性，操作時亦能培養學生操作技能、思考與

即時修正的能力，因此設計機構玩具之實作活動，以培養學生機械性向

方面之知能，使其辨清自我性向。研究者教學機構知識，並製作教學範

例講解製作過程，學生學習機構運作的知識與操作後，進行設計與製作

一個多機件組合且能運作的機構玩具。 

 

一、 運動傳遞機構 

  運動傳遞機構並非單只有動力的傳遞而已，而且也在運動狀態上有

各種變化傳動之機構，也就是說，運動傳遞機構是以運動的變化為主的

傳遞機構。約可分為下列五大類(李榮華，2010；徐萬椿譯，1988；許正

和，2006b；張允昭譯，1977；詹鎮榮，2007)：  

(一) 連桿機構(Link mechanism) 

  連桿機構是由三個以上的連桿用可轉動的銷互相連結，或使用

幾塊滑塊將各個連桿互相連結，限制連桿在平行平面上運動之機構。

連桿機構的特徵就是用可轉動塊或可滑動塊，與連桿相連結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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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傳遞拉力及壓縮力。其中，以樞軸為中心而擺動之連桿稱為槓桿

(Lever)；以樞軸為中心轉動之連桿稱為曲柄(Crank)；將槓桿與曲柄

相連結之連結桿稱為連桿(Connecting rod)。 

  平面四連桿機構(planar linkage)為一種最簡單而最有用的機構。

平面四連桿機構可分為曲柄搖桿連桿組、雙搖桿連桿組、雙曲柄連

桿組。曲柄意指桿件可連續旋轉360°，搖桿則是只能搖動或擺動的

桿件。三種四連桿機構示意圖如下： 

 

圖1 曲柄搖桿連桿 

 

 

圖2 雙搖桿連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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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雙曲柄連桿 

資料來源：研究者使用geogebra自行繪製。取自https://www.geogebra.org/graphing 

(二) 凸輪機構(Cam mechanism) 

  凸輪機構是由有曲線邊緣或溝之旋轉體或擺動體或者往復運

動體之原動件，與直接接觸之從動件所組成，原動件與從動件之接

觸為點或線，因此不適合大動力的傳遞。螺旋機構(Screw mechanism)

是一種由螺旋狀凸條及凹溝所配合而成的一種凸輪機構，當螺桿作

旋轉使螺帽前進一道螺牙時，也就是兩螺牙尖之間的距離，稱為一

螺距(Pitch)，兩道螺牙時則為二螺距，以此類推。螺旋機構與其他

多數凸輪機構的差異是原動件之螺桿(Screw)與從動件之螺帽(Nut)

為面的接觸，並且原動件在作連續旋轉時，可使從動件做週期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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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凸輪機構示意圖如圖4： 

 

圖4 凸輪機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使用sketchup 2014自行繪製。 

(三) 摩擦傳動機構(Friction gearing) 

  摩擦傳動機構是原動件與從動件使用摩擦接觸來傳動的機構，

常見為滾動傳動機構，主要特性是構造簡單，旋轉圓滑，且在轉動

時可調整速度，但傳動時會發生噪音，負荷太大時會產生滑動，不

適合大動力之傳動。轉動時若發生故障，傳動部分即會停止，無法

傳動雖是其缺點，也是一種安全保護裝置，可防止機械破壞。必要

時，摩擦傳動機構可增大原動件與從動件之間的摩擦力，但增大摩

擦力可能也會增大原動件與從動件之間的壓力，會使軸承更易消耗。

因此，可選擇摩擦係數較大的材料作為接觸部分的材料，避免兩動

件之間的壓力加大，為較佳的增加磨擦力方式。 

(四) 齒輪傳動機構(Toothed gearing) 

  在滾輪傳動中之滾輪圓周觸面上配置適當的齒形，使主動輪與

從動輪的齒形直接接觸嚙合，主動輪轉動時帶動從動輪轉動，即為

齒輪傳動。由齒輪所組成用來使輸出件與輸入件之轉速比維持一定

的裝置，則稱為齒輪機構(Gear mechanism)。齒輪傳動機構中，齒的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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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合確實，較滾動傳動不易產生滑動，速度比固定，是旋轉運動中

做確實地傳遞時最恰當之機構，應用範圍極為廣泛。齒輪機構是用

來連動兩軸之間的運動關係，因此齒輪的分類可依其軸線間的相對

位置區分為兩軸平行(Parallel axes)、兩軸垂直(Intersecting axes)、兩

軸交錯(Nonparallel nonintersecting axes)三類(張定昌，2003；顏鴻森，

1997，1999)。兩齒輪之軸承為平行軸時最普遍使用的是正齒輪(Spur 

gear)，另有針齒輪、齒條與齒輪及人字齒輪，如圖5、圖6、圖7與

圖8。兩軸為垂直軸時，其齒輪稱為斜齒輪(Bevel gear)，如圖9，其

外型如傘打開之形狀，又可稱為傘齒輪，而當兩軸呈現垂直交叉且

兩齒輪直徑相等時，稱之為等徑正角斜齒輪(Mitre gear)(圖10)。兩

軸為平行不相交時，齒輪稱為歪齒輪(Skew gear)，有歪斜齒輪(圖11)、

蝸桿與蝸輪(圖12)及戟齒輪(圖13、圖14)，其齒形與軸平行對軸心呈

傾斜狀。 

     

   圖 5 正齒輪           圖 6 針齒輪 
圖 5、圖 6 資料來源：黃詰勛(2007)。齒輪機構。2016 年 8 月 6 日，取自

http://sparc.nfu.edu.tw/~cml/meeting(20070323)/12.htm 

    

 圖7 齒條與齒輪      圖8 人字齒輪 
圖7資料來源：黃詰勛(2007)。齒輪機構。2016年8月6日，取自

http://sparc.nfu.edu.tw/~cml/meeting(20070323)/12.htm 

圖 8 資料來源：北京歐豪汽車貿易公司(2015)。［傳動原理］一輛車是如何將動力通過發動機傳遞給

輪胎的？取自 http://www.weichai88.cn/contents/5/1257.html 

 

http://sparc.nfu.edu.tw/~cml/meeting(20070323)/12.htm
http://sparc.nfu.edu.tw/~cml/meeting(20070323)/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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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斜齒輪       圖10 等徑正角斜齒輪 

圖9資料來源：張國彬、林育宏。齒輪的用途與種類。取自

http://mail.scvs.ntpc.edu.tw/~gupeen/top1/html/chap10-all.htm 

圖10資料來源：麥剎(2015)。齒輪應用一(傘齒輪)。取自http://blog.xuite.net/sector/twblog/305539213-

齒輪應用－(傘齒輪) 

 

 

        

  圖11 歪斜齒輪         圖12 蝸桿與蝸輪 

圖11資料來源：勝寶興機械有限公司(無日期)。取自

http://sbx.com.tw/exec/product.php?mod=list&cid=12&lg=T 

圖12資料來源：黃詰勛(2007)。齒輪機構。2016年8月6日，取自

http://sparc.nfu.edu.tw/~cml/meeting(20070323)/12.htm 

 

 

     

圖13 戟齒輪(傘齒輪)           圖14 戟齒輪(螺桿) 
圖13資料來源：張國彬、林育宏。齒輪的用途與種類。取自

http://mail.scvs.ntpc.edu.tw/~gupeen/top1/html/chap10-all.htm 

圖14資料來源：Gears and Types of Gears。取自http://www.mechgrid.com/gears-and-types-of-gears.html 

 

  

 

http://blog.xuite.net/sector/twblog/305539213-
http://blog.xuite.net/sector/twblog/30553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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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帶條傳動機構(Belt, rope or chain driving mechanism) 

  帶條傳動機構又稱掛塔傳動機構，在兩軸上固定有帶輪、繩輪

或鏈輪，兩輪之間用閉合傳導體掛塔在其上做傳動之用，此機構多

用在兩軸之間距離甚大者。帶條與繩等不適用於正確旋轉之傳動，

但不會有齒輪機構之噪音，而當傳動部份發生故障時可防止機構損

壞，帶條傳動機構示意如圖15： 

 

圖15 帶條傳動機構 
資料來源：TyM predictivo. (n.d.). Alineamiento lás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tympredictivo.com/proalineamiento.html 

二、 機構玩具  

  機構玩具是利用連桿機構、凸輪機構、齒輪傳動等多種單一或組合

多種機構，將機構運作時帶動的動作加以設計成為機構玩具。機構玩具

應用在生活科技課程的教學行之有年，有許多不同的運作形式及樣貌呈

現，例如：紙機械卡片、液壓機械手臂、機械獸、凸輪玩偶及機構盒等。 

  連桿機構可以使用桿件連接，運用槓桿、曲柄及搖桿等做出動作，

紙機械卡片的動作、機械獸行走機構、機械手臂的前進後退與夾持之動

作等皆是應用連桿機構製作而成。凸輪機構是運用凸輪不規則的形狀使

從動件可作上下運動，或運用摩擦力使從動件旋轉，常見的另一種類似

機構為曲軸，和凸輪皆是週期性不規則運動。機構玩具多為連桿機構或

凸輪機構，可以結合成機構盒，也可結合齒輪，譬如：針齒輪或分度齒

輪，改變轉速及運動方向；蝸桿與蝸輪、齒輪與齒條，將圓週運動與直

線運動互相轉換，使機構玩具有更多運動方式呈現。機構玩具的形式眾

多，研究者參考現有的機構教學，將「應用的機構」、「教學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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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概述」與「樣貌形式」，以及其作品照片等內容於附錄一中呈現。 

  機構玩具運用各式機構於實作活動，使學生能瞭解機構知識，並經

由動手操作瞭解機構的運作方式，達到科技教育「做中學」的理念，亦

符合未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做、用、想」的理念。研究者整理現有

的機構玩具教學活動後，將其對應至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

綱要草案中之生活科技課程目標，及國中生應具備的核心素養，如下： 

(一) 生活科技課程目標 

1. 協助學生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2. 協助學生培養正確的科技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3. 協助學生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批判、邏輯、運算等思

考。 

4. 協助學生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5. 協助學生理解科技產業與職業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6. 協助學生起發科技研究與發展的興趣，進而從事相關生涯試

探與準備。 

(二) 科技領域核心素養 

1. 科-J-A1*──具備良好的科技使用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能，

以發揮自我潛能及實踐自我價值。 

2. 科-J-A2*──具備理解情境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3. 科-J-A3*──具備善用科技資源以擬定宇有效執行計畫的能

力，並具備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科技素養。 

4. 科-J-B1*──具備運用各種科技符號與運算思維表達與溝通

的素養，並理解日常生活中科技與運算的基本概念，應用於

日常生活。 

(*：科代表科技領域；J代表國中階段、A代表總綱核心素養面向中的自主

行動、B代表總綱核心素養面向中的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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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以此作為發展教學活動的基礎，並根據《十二年國教─科技

領域／生活科技課程規劃》之國中階段學習內容─「機構與結構的應用」，

設計出適合國中階段之生活科技課程教學活動。 

三、 小結  

  研究者經由參考他校教師發展出的系統化教學，整理出生活科技課

程現有的機構教學活動。考量到學生對於應用機構的學習到製作機構玩

具的過程中，常以嘗試錯誤的方式完成，鮮少運用不同領域知識的思考

及實作技能的結合，因此，研究者研擬出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

動，教學不同的機構原理後，望能使學生在實作過程中能運用不同領域

之相關知識，對未來學習與其性向發展有所幫助。 

  研究者設計與機構相關之STEM領域知識教材，教學多種機構之運

作原理、與數學相關的三角形邊長概念、重心、轉速比，以及與自然相

關的測量等，使學生瞭解各個機構與STEM相關領域之知識，能統整知

識與實作經驗於機構玩具的設計與製作之中。在教學之教具設計上，製

作作品前的機構活動有四連桿機構教具與凸輪機構教具，以及此機構玩

具之作品教具。其中，四連桿機構教具是由研究者與大同高中汪殿杰老

師、臺師大范斯淳博士在104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中討論改變機

構盒之樣式，因而設計出平面機構設計，以平面板狀，於上方加上許多

孔洞之設計，使學生可以運用齒輪與連桿配置，在上方做玩偶動作的模

擬；凸輪機構教具則是讓學生量測凸輪運作時從動件運動軌跡的教具；

機構玩具教具則運用齒輪、凸輪和連桿使玩具上方有不同動作的玩偶互

動。此三個機構教具能幫助學生在之後機構作品的設計能運用不同機構

模擬不同動作，選擇其設計所需要的機構，實現其對於玩偶各種動作的

構想。本行動研究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設計於第三章第四節研究工具中

介紹，詳細的教學說明於附錄二的教案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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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向與機械性向 

  性向是一個人的傾向，依此傾向在經過訓練後可以獲得某種特殊智

識或技能，即是學習某種知識或技能的潛力與能力。性向測驗是根據個

體現有的能力表現，推估其學習新事物的能力，以預測未來的表現水準

(郭生玉，2004)，是能將個人潛在能力顯示出來的工具。因此對於不同

領域上的知識與能力，有不同的性向測驗去量測之，由學者發展成許多

不同的多元性向測驗。機械性向意指機械方面的傾向或才能(朱珮妤，

2004)。與之相關的性向測驗，譬如機械推理測驗，是用來測量學生應用

基本的機械原理、工具配件以及物理力學原理之能力。 

  本節針對性向與性向測驗、多元性向的測驗意涵，以及機械性向測

驗作探討，以瞭解多元性向對於學生未來發展的重要性，及本行動研究

選擇機械性向之緣由。最後對於探討的內容作結論，並選擇符合本行動

研究之性向測驗作為研究工具，以利進行之後的研究設計。 

一、 性向與性向測驗 

  人們對智力的探索促使性向測驗的產生與發展。而智力一直以來並

無明確的定義，近年，較被接受的智力定義為抽象的思考能力、學習的

能力與適應環境的能力(郭生玉，2004)。 

  個體的能力受到遺傳及環境因素影響，性向與潛能會隨著經驗累積

及環境刺激而改變。因此，性向被定義為是個人先天的潛在能力與後天

的環境交互影響下之結果，性向測驗是根據個體現有的能力表現，推估

其學習新事物的能力，以預測未來的表現水準(王文科，2002；郭生玉，

2004)。而潛能無法直接測量，性向測驗可以測量個體當下的能力，測驗

結果可以用來預測個人的潛力所在(陳榮華、吳明雄、陳心怡，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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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元性向測驗的意涵 

  多元性向測驗的主要目的是擬藉施測結果預測學生在某些新知識

的學習，或從事有關工作上的成就，可用來作為(一)學生生活和學習輔導

之用；(二)瞭解學生性向長短處，配合學業成績以利進行學習困難問題之

診斷和輔導，或實施補救教學之參考；(三)升學途徑選擇或規劃生涯進程

之參考。性向測驗的結果尚須一併參酌其他資料，如興趣測驗、科目成

績、目標、嗜好等等，以求周全(陳榮華、吳明雄、陳心怡，2010)。 

  研究者選擇《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係由《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發展而成，此測驗包含八種能力之分測驗，為語文推理、數字推理、圖

形推理、機械推理、空間關係、中文詞語、英文詞語、知覺速度與確度，

但測得結果並非代表個人全方位的能力，在運用結果時作為自我瞭解時

應知曉其中限制，不能做過多的未來發展解釋(陳榮華、吳明雄、陳心怡，

2010)。八個分測驗分別能對應其高中職職群類科、生涯興趣職群與職業。

另外，又可組合為三個性向分數，第一個為學業性向分數，包含：語文

推理、數字推理、圖形推理，此分數愈高代表學習能力愈高，能有效預

測學業成就之優劣；第二個是理工性向分數，包含：機械推理、空間關

係、圖形推理，第三個則為文科性向，包含語文推理及中文詞語。不同

的性向分數，可以幫助學生瞭解自我性向，評估就讀不同學程的潛力，

亦幫助其之後高中二年級選組、大學選科系之選擇及生涯規劃之參考。 

  在使用此性向測驗時須瞭解其運用原則，《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的運用原則(臺北市立大理高中輔導室，2011)如下： 

1. 測驗結果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例如可能受作答時的情緒、健康、

動機、環境等因素左右，因此難免有誤差存在。故不宜僅以此一

測驗結果評斷自己或孩子的學習潛能，但其結果仍可作為瞭解個

人潛力所在之參考。 

2. 本測驗在測量某方面的學習潛能，但一個人在某方面的成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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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性向外，尚有動機、態度、興趣、社會壓力…等影響因素。因

此，具有某種能力或性向，去從事相關的工作或學習不一定保證

成功；但缺乏此種能力或性向，則成功的機會必較少。 

3. 各項分測驗分數的高低，可能形成某種性向組型，或者，我們可

能發現某些分數會同時高或同時低。例如，有些人在「語文推理」、

「中文詞語」、「英文詞語」三個分測驗上都偏高，而在其他分數

上卻都偏低。這種組型表示這類受試者以使用語文刺激為主的學

科會佔優勢；如果剛好相反，在這三種分數上偏低，而其他分數

偏高，則解釋就全然不同了。例如在「圖形推理」、「機械推理」

和「空間關係」分數偏高，這類組型則表示受試者在數理類的學

科會呈現優勢。 

4. 性向測驗結果可與學科成就相比較，若某生性向測驗中許多分測

驗的成績百分等級多在五十以上，但他們的學科成就卻很低(即高

性向、低成就)，這情況顯示，該生當前困境不在性向，而另有其

他原因，可能是心理因素、情緒動機、或價值觀的影響，值得個

人深思探索。 

三、 機械性向測驗 

  國內有許多性向測驗，不同測驗的施測目的不同，適用的對象年齡

層亦不同。研究者從這些性向測驗中，找出與機械有相關分測驗的性向

測驗，並對其測驗目的與對象作整理，如下： 

1. 《高一性向測驗》：測驗對象適用於高中一年級學生，測驗結果可作

為高中一年級的學生選組的參考。 

2. 《多因素性向測驗》：測驗對象適用於國中至高中階段的學生，目的

為協助學生之教育諮商、揀選和安置。 

3. 《區分性向測驗》：測驗對象為國中以上至成人皆可使用，測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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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於國中與高中學生之教育輔導，亦可用於成人的基礎教育和職業

技術教育進修班的教育與職業輔導，及業界篩選員工使用。 

4. 《中學多元性向測驗》：測驗對象為國中二年級至高中二年級的學生，

目的是協助國內國二至高二學生瞭解自我的潛能，測驗結果是作為提

供教育和生涯輔導與諮商的重要資訊。 

5. 《多向度性向測驗組合》：測驗對象為國中二年級至高中二年級的學

生，作為升學、選組與就業輔導之使用。 

6. 《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測驗對象為八年級至九年級上學期的學

生，測驗結果可作為學生學習困難之診斷與輔導，以及升學途徑選擇

或生涯進程規劃之參考。 

  從以上測驗的目的可瞭解到，性向測驗是以測驗對象的能力和潛力

去預測未來的發展、協助其選擇未來學業或工作的基礎。許多性向測驗

之編製者會隨著社會變動、教育方向改變而作版本修訂，故研究者從中

挑選出專為國中生設計的性向測驗，並且在現今學校內常實施的《國中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作為本行動研究之研究工具之一，測驗內容更符合

國中生所具備及需要的能力，測驗結果之常模亦由相當龐大的數量建立

而成，相信可作為本行動研究十分良好的研究工具。 

  《國中新編多元性向》之機械推理測驗目的在於測量學生應用基本

的機械原理、工具配件以及物理力學原理之能力。機械推理測驗共 30

題，測驗 6 分鐘，測驗分數之高低，對於學生在學習修理裝配和操作一

般機械裝置，以及在機械、動力機械、電機與電子、土木與建築、水產、

海事等職群內等特定工作人員的工作成就具有較高預測力。測驗結果可

作為學校在判定個人是否適合接受機械相關領域教育之基礎，亦可作為

協助個人瞭解是否適合進入機械相關領域之工作。 

  研究者發展的教學活動為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其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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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運作的知識與操作是運用學生的邏輯推理與機械推理能力，操作時亦

能培養學生操作技能、思考與即時修正的能力。因此，在本行動研究中，

研究者選擇此「機械推理」分測驗作為研究工具相當合適，用以探究此

實作教學活動與學生的機械性向之間的相關性，培養學生機械性向方面

之知能，使其辨清自我性向。 

四、 小結  

  教育部統計處在 2014 年 6 月曾發表「近年各級學生輟學及休退學

概況分析」(林效荷，2014)，在高中職的資料分析中，平均休學率達 1.4%，

101 學年度高中與高職休學原因均以「志趣不合」為最高比率，分別佔

33.2%與 57.0%。教育部統計處而後在 2015 年公佈「大專校院學生休退

學概況」的 103 學年統計資料，其中以日間部而言，退學的主要原因之

一為「志趣不合」，高達總比率 31.7%，而因學業不及格而遭退學的學生

僅有 14.6%，高達近六成比率是學生主動休學而非被勒令退學。中華適

性教育發展協會(2015)指出，經由以往的調查，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大一

新生後悔選錯系，四分之一想轉系或轉學。顯然可見，台灣學生在接受

國民教育的過程中，並不清楚自己的興趣及性向所在，反映了台灣教育

的現況與問題。因此，研究者設計適當的教學活動，希望透過此教學活

動可以幫助學生探索性向，評估就讀不同學程的潛力，亦幫助其之後高

中選組、大學選科系之選擇及生涯規劃之參考。 

  研究者所設計的教學活動是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以國

中生科學與數學的學習範疇為基礎，設計機構相關之 STEM 整合教學，

並以實作活動使學生統整 STEM 領域的機構知識於實作活動中。機構運

作的知識與操作技能是運用學生的機械推理能力，故在本行動研究中，

研究者選擇《國中新編多元性向》中之「機械推理測驗」，作為研究工

具之一，以探究此 STEM 實作教學活動對學生的機械性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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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行動研究的設計與實施 

  行動研究，是將研究和行動結合的研究方法(黃政傑，1999)。潘世

尊(2005)認為行動研究可以揭露並解決參與者本身想法和行動中的問題，

滿足不同意圖者要求的想法，為實踐哲學之具體實踐，並從中形成教育

知識。蕭昭君(2004)則認為行動研究是將研究者將研究的聚光燈照在自

己身上，透過研究過程，照明行動的盲點，進而增進專業及建立新的視

界。行動研究的特色是教育工作者本身即為研究者，研究的主題是學校

需要改進的教育活動，而目的在於解決平日所碰到的問題(潘慧玲，1996)。

由上述可知，行動研究可以讓教學者透過有計畫的行動方案，進行行動

的過程中不斷反省與修正行動策略，以解決教育現場發現之實際問題，

改善教育現況。 

 

一、 行動研究的設計 

  教育行動研究可分為一般教育行動研究、學校教育行動研究、教室

行動研究，及課程行動研究(蔡清田，2013)，依問題的層面不同，則進

行不同類型的教育行動研究。 

  由於研究者在教育現場中發現，大多數學生在進行實作活動時，是

以嘗試錯誤的學習方式進行實作，較少運用學科學習到的知識，現行的

教學活動難以使學生進行系統性思考，以及統整知識與實作經驗。另外，

學生在面臨升學時並未清楚自我性向而難以做出適當選擇之問題。因此，

研究者為解決此觀察到之問題，選擇以行動研究進行本研究。 

 

二、 行動研究的實施 

  研究者於教育現場中發現問題，發展並確認研究問題，再擬訂解決

方案進行行動以解決問題。教學前，擬訂完整的教學計畫；教學時，依

計畫進行教學、觀察學生學習歷程，及調整教學進度與內容並解決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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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遭遇之問題；教學後，反思教師教學之過程以及學生學習之過程與

成果，探討教學所遭遇的困難及問題。 

  本行動研究根據蔡清田(2000)、Taba & Noel(1992)所提出的教室行

動研究的五個步驟：(一)問題的確定；(二)問題的分析；(三)形成研究假

設；(四)採取行動；(五)評鑑與回饋)，進行本行動研究之研究規劃，如

圖16所示。以下說明教室行動研究五步驟的執行意涵與細項： 

1. 問題的確定：指出教育現場遭遇困難產生的實際問題。 

(1) 確認和釐清一般的觀念想法 

(2) 發現問題 

(3) 界定問題領域(能力範圍內可解決的問題) 

2. 問題的分析：分析問題與決定某些具有持久性的影響因素。 

(1) 分析所關注問題的必要性 

(2) 分析問題可能遭遇的困難(必要時諮詢專家意見進行分析) 

(3) 確定問題焦點 

  進行問題分析的階段時，當教育實務工作者產生情緒或特

定需求時，可能會使問題複雜化，而產生壓力，也可能認為問

題分析浪費太多時間，欲縮短分析的步驟，抑或是認為問題太

複雜無法加以處理，是此階段必須留意的部分。 

3. 形成研究假設：形成重要因素的暫時性觀念，並蒐集資料及解釋

資料，進一步地釐清上述的暫時性觀念，發展出行動的研究假設，

亦即是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之策略。 

(1) 初擬行動研究計畫 

(2)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3) 規劃行動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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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採取行動：對於上述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之策略採取實際行動，

實施於教室情境中。 

(1) 選擇研究對象 

(2) 進行教學 

(3) 蒐集資料 

  蒐集資料的主要來源有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等，文件又

包含問卷、日誌、隨筆、心得、報告、作業、學習單、考卷、

錄音(影)帶、照片等。以上蒐集資料的方式皆須遵循一定的規

範，成為有效的資料。 

  本行動研究所蒐集資料的方式為文件分析，包含凸輪機構

學習單(附錄三)、作品設計圖(附錄四)、機械性向測驗、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附錄五)，資料的詳細內

容與資料分析方法將分別於第三章第四節與第五節中詳細說

明。 

5. 評鑑與回饋：評鑑行動的結果，亦即是評估採取行動後的實施結

果。進行「再確定」，判斷是否解決遭遇的問題，或有其他問題

產生，如未解決，則修正問題的焦點，研擬更適切的問題解決方

案策略，以便未來繼續採取下一步的行動與評鑑，以解決此教室

情境所遭遇之問題。 

(1) 資料分析 

(2) 撰寫研究報告 

(3) 計畫未來的行動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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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教室行動研究五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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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解決學生較少統整及應用其他科目所學相關知識於實

作活動的問題，故發展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藉以探討此活

動對學生機械性向的影響。目的是透過此實作活動讓學生統整並應用不

同領域之知識、技能於實作活動上。 

  本研究為行動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研究者觀察學生學習歷程，

透過教學省思調整教學進度與內容，解決教學現場遭遇之問題，最後，

評量作品成果及彙整學習單、設計圖與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

接受度問卷，反思教師教學之過程以及學生學習之過程與成果，以瞭解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對學生機械性向之影響。 

  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概念，第二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第

三節為研究對象，第四節為研究工具，以及第五節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概念 

  本行動研究以國中生活科技課程為發展背景，配合國中生的自然及

數學學習內容發展出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於某所臺北市立

國中進行，對象為國中二年級，採準實驗研究法，探究STEM取向之機

械玩具實作活動對學生機械性向之影響。最後提出教學之具體建議，供

未來生活科技課程發展及教師教學機構相關活動之參考。 
 

 

圖17 研究概念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 國中生機械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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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行動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行動研究過程中發展STEM取向之

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教學時觀察學生之學習歷程，反思教師教學之過程

以及學生製作過程與成果，解決教學現場遇到之問題。準實驗研究係針

對實驗組實施本行動研究發展之活動，於教學後，施測國中新編多元性

向測驗之機械推理測驗，以實驗組之施測結果及對照組之施測結果，經

由統計方法，檢定兩組之間的差異是否顯著，探究本實作活動對學生機

械性向之影響。研究方法及行動研究步驟分述如下： 

一、 研究方法 

  本行動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分別探究實施「STEM取向之

機構玩具實作活動」的實驗組學生與「非STEM取向之木板凳實作

活動」的對照組學生在機械性向上的差異情形，教學實驗設計如表

1： 

表 1 教學實驗設計   

組別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 
X O1 

對照組 

(非 STEM 取向之木板凳實作活動) 
C O2 

 

針對表1進行說明，X代表實驗組實施十週的「STEM取向之機

構玩具實作活動」，C代表控制組實施十週的「非STEM取向之木板

凳實作活動」。𝐎𝟏、𝐎𝟐：代表實驗實施後，對實驗組和控制組兩組

學生所實施的後測，即為《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研究者採用

其中的機械推力測驗分數再進行後續分析，詳細分析於本章第五節

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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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驗教學前 

  兩組學生在實驗教學前，皆未曾接受過STEM取向之教學，且

在七年級數學與自然科學習表現無顯著差異，學習條件相近。 

(二) 實驗處理 

  為期十週共十堂課的教學實驗，實驗組和對照組共三個班均由

研究者教學。實驗組實施本研究所發展的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

作活動，教學三節課的機構相關知識，進行六節課的設計與製作，

最後一節課進行機構玩具評分及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

受度問卷(詳見第四節研究工具)填寫。對照組實施非STEM取向之實

作活動，教學兩節課木板凳的材料規劃與製作流程，進行七節課的

設計與製作，最後一節課進行木板凳評分，過程中並未使用它科的

相關知識作教學或指導。 

(三) 後測 

  實驗處理後，對實驗組和對照組學生施測「國中新編多元性向

測驗」，獲得兩組學生的機械推理測驗成績，即為後測成績。研究

者比較兩組後測成績差異，並分析實驗組的問卷填答情形，以瞭解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對國中生機械性向是否有顯著的影

響。 

二、 行動研究步驟 

(一) 第一步驟─問題的確定 

1. 發現教育現場遭遇之問題(105年5月) 

  研究者於生活科技課堂中，觀察到大多數學生在進行實

作活動時，是以嘗試錯誤的學習方式進行實作，較少運用學

科學習到的知識。除此之外，研究者也觀察到現今學校、學

生與家長仍多以升學導向為主的學習，學生未真正深入瞭解

35䩐

                                                    

䩑35ࡕ愁 ᡊ35䩐

                                                    

䩑35ࡕ愁 ᡊ35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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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面臨升學時多選擇目前就業市場趨向的職業所相關高

中職類科或大學科系。 

2. 界定問題的領域(105年6月) 

  此現象顯示出有些現行的生活科技實作活動難以使學

生進行系統性思考，及統整知識與實作經驗之問題。研究者

認為，生活科技課的原意是透過實作活動，使學生手腦並用，

培養其設計與批判的思考能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然而，實

作活動的過程中卻可能因為學生著力於工具的操作與實作

經驗的連結，而忽略了所學到之知識的應用。此外，多數學

生多埋首於課業中，生活中很少有機會能觸發其非學科之多

元智能，學生對於自我性向的瞭解不足。因此，研究者將問

題界定於生活科技課程中之教學實作活動所面對的問題，研

究者將對於生活科技教學實作活動提出改進的教學策略，即

是本研究所要進行的行動研究方案之教學策略。 

 

(二) 第二步驟─問題的分析 

1. 分析所關注問題的必要性(105 年 6 月) 

  生活科技課程的目的應確實地實現於教學過程中，上述

所觀察到的兩個問題亦是長久以來一直面臨到的重要問題。

因此，解決此兩個問題是必須且急迫的。 

2. 確定問題焦點(105年6月) 

  在發現與分析問題之後，研究者將問題解決之方式聚焦

於教學活動的教學策略與內容之改善。就問題的分析，研究

者認為在生活科技課程中，若能透過整合性之教學策略，可

以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應用學科知識、結合技能於實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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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統整其知識與實作經驗。亦能使學生探索自己的興趣與

能力，對於未來選擇高中職類科，甚至大學科系有相當的幫

助。 

 

(三) 第三步驟─形成研究假設 

1. 初擬行動研究計畫(105 年 7 月) 

  研究者初擬行動研究計畫為設計一個 STEM 取向教學

之實作活動，配合課綱中七年級教學內容「機構與結構的運

用」，將機構的基本知識及相關的數學與科學知識延伸發展

為適用於八年級之STEM取向教學的課程內容與實作活動，

以學生之多元性向中之機械性向作為研究項目，使學生應用

及統整知識與實作技能，以及探討此整合式教學實作活動是

否能對學生的機械性向產生影響。 

2.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105 年 8 月) 

  研究者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包含 STEM 取向教學、機構

與機構玩具，以及性向與機械性向等相關資料。 

3. 規劃行動研究計畫(105 年 9 月－105 年 12 月) 

(1) 發展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之教材 

  以現有的機構玩具為基礎，發展STEM教學之教材，

期間尋求專家意見再作修正完成最後教材。 

(2) 設計及製作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教具與學習單 

  以發展完成的教材設計並製作出此STEM取向之機構

玩具範例及學習單，期間亦徵詢專家意見再作修正完成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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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之評分項目 

  依據研究者欲使學生達成之學習目標作為評分項目

之發展基礎，目的是量測學生是否能透過此教學活動達到

學習目標。 

 

(四) 第四步驟─採取行動 

1. 選擇研究對象(105年9月) 

  研究者選擇以其任教之某所臺北市立國民中學之八年

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選擇三個班級共83人，其中實驗組56

人包含男生28人，女生28人進行本研究發展之教學活動；對

照組27人包含男生14人、女生13人進行非STEM取向之木板

凳實作活動。 

2. 進行教學(105年12月－106年5月) 

  教學於105學年度下學期開學後進行，為期10週，每週

一堂課，共10堂課的教學活動。在此教學活動進行前，教學

前置活動──液壓機械手臂，於上學期的期末進行，使學生

瞭解連桿機構。教學流程與評量實施時程如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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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教學活動與評量時程圖 

3. 蒐集資料(106年2月－106年5月) 

  蒐集學生之活動學習單(四連桿學習單、凸輪學習單)，

學生作品設計圖與作品成績及《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之

機械推理測驗之施測結果，加以整理，作為後續資料分析的

依據。 

 

(五) 第五步驟─評鑑與回饋 

前置活動：機構相關知識教學 

連桿、四連桿機構 

進行機構玩具設計(發放設計圖) 

105.12-106.01 

機構相關知識教學(發放學習單) 

齒輪機構、凸輪機構 

前置活動：液壓機械手臂製作 

進行機構玩具製作 

作品評分、 

發放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接受度問卷 

 

教學進行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之 

機械推理性向測驗 

105.12-106.01 

106.02-106.03 

106.03 

106.04-106.05 

106.06 

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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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分析(106年5月) 

  此階段將教學時得到的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資料包含

凸輪機構學習單、學生作品設計圖、《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

驗》之機械推理測驗施測結果及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

活動接受度問卷。  

2. 撰寫研究報告(106年5月－6月) 

  根據研究結果撰寫研究報告，評鑑行動研究方案，評鑑

可能的影響與重要性，確定行動研究的效度，並提出建議與

結論。 

3. 計畫未來的行動研究主題(106年6月) 

  依據資料分析的結果，檢視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是否達

成，根據結果檢視問題是否存在或產生新問題，再次進行研

究問題的確定，修正並計畫未來的行動研究主題。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根據STEM取向教學之精神，發展機構玩具實作活動，106年

2月於某所臺北市立國中生活科技進行10週(10堂課)的教學。 

  本研究之教學者即為研究者，因八年級學生已有三個學期的生活科

技課程實作經驗，較七年級學生熟悉工具的使用，以及擁有國中三個學

期的數學與自然科學習基礎，因此研究者選擇八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由教學班級中選擇三個班級的學生，共83人，包含實驗組與對

照組。實驗組為兩個班，男生28人、女生28人共56人，以二人為一組，

進行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對照組為一個班，男生14人、女

生13人共27人，進行非STEM取向之木板凳實作活動。 

  研究者於教學後，將此二班學生的機械推理測驗成績與另一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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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班級之測驗成績做比較，三班之學生皆是臺北市大安區的學生，

學校提供豐富且良好的學習環境與優良教師，從小不乏學習資源，多數

學生在數學、自然科學習參加課後補習教學，對於數學與自然科學習沒

有學習落後之問題。在學生相關的背景知識方面，自然科學習過基本測

量(長度、體積、質量與密度的測量)；數學科學習過四則運算，也瞭解

與機構相關的三角形邊長概念、重心的概念與轉速比的計算。三班學生

在七年級的數學和自然平均成績相近，差異未達顯著，如表2，在實施

此行動研究前的程度相當；班級學習氣氛上亦相近，皆具備操作機具的

能力、乖巧能靜下來學習、也能活潑發表意見，在知識的學習與作品發

表上皆表現良好。此行動研究實施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探

討對於學生機械性向的影響，學生的素質相近。因此對實施結果的探討

能不受學生差異的影響，獲得較佳的探討結果解釋。 

表 2 教學前研究對象之學習表現情形(N=83) 

班級 
樣本 

數目 
自然科 

F 顯著性 
是否 

顯著 M SD 

A 班(實驗組) 28 81.25 11.08 

2.28 0.11 否 B 班(實驗組) 28 80.21 15.32 

C 班(對照組) 27 86.96 10.76 

班級 
樣本 

數目 
數學科 

F 顯著性 
是否 

顯著 M SD 

A 班(實驗組) 28 75.25 15.78 

1.879 0.159 否 B 班(實驗組) 28 73.82 19.98 

C 班(對照組) 27 81.85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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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工具包括「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國

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及、「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

以下分別說明機構玩具實作活動設計、《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及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 

一、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設計 

  本教學活動係由研究者參照十二年國民教育科技領域生活科技課

程中七年級的學習內容「機構與結構的應用」，將機構的基本知識及數

學科與自然科的相關知識延伸發展成適用於八年級之STEM教學實作活

動，並參考現有的生活科技課程、機構教學實作活動編製而成，課程包

含機構相關知識教學、製作作品前的連桿機構活動，及機構玩具之設計

與製作。研究者經由文獻探討後，瞭解到在 STEM 整合教學設計上必須

循序漸進，並應用學科相關知識至科技活動中，再搭配情境式學習、合

作學習等方式進行活動，並且在長時間的實施之下較能達成學生的整合

能力。因此，研究者在教學活動設計上，以「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為

情境，設計由簡到難的學習任務，使學生能依序完成，建構其機構的認

知結構，幫助其機構玩具的設計更豐富、製作更順暢。  

(一) 研究工具品質 

  研究者於 104 學年度下學期大同高中協助工程設計取向 STEM

教學之機構玩具設計專題之教學實驗，並觀察 STEM 實作活動的教

學活動設計重點，再進行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之設計編

製，於 105 學年度上學期尋求生活科技科教師、上述教學實驗之專

家們的意見，再修訂完成之。本行動研究發展之 STEM 取向機構玩

具實作活動，即為實驗組進行之教學活動，經由專家審核修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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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研究工具品質，再由研究者本人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之教學。本

教學活動之 STEM 學習知識對照表如表 3，教學活動之作品範例如圖

19，教案檢附於附錄二。 

表 3 教學活動之 STEM 學習知識對照表 

STEM 

教學單元 
科學知識(S) 科技知識(T) 工程知識(E) 數學知識(M) 

前置活動：連

桿機構(液壓

機械手臂) 

 桿件的長度

測量與控制 

 力與力矩 

 槓桿原理與

應用 

 槓桿與連桿

的功能與生

活上的應用 

 四連桿的移

動控制 

 槓桿與連桿

在實際工程

上的應用 

 四連桿的運

動軌跡分析 

 三角形邊長

概念 

 四連桿移動

距離的計算 

齒輪機構 

 齒輪的種類

與運動方式 

 齒輪組的搭

配與應用 

 力矩與轉速

的關係 

 齒輪的功能

與生活上的

應用 

 齒輪在實際

工程上的應

用 

 齒數與轉速

比的計算 

凸輪機構 

活動 

 凸輪的種類

與運動方式 

 週期性運動

的概念與控

制 

 凸輪的功能

與生活上的

應用 

 凸輪從動件

的移動控制 

 凸輪的從動

件之運動軌

跡分析 

 凸輪從動件

移動距離的

計算 

 

圖19 機構玩具作品範例─游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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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量標準 

  機構玩具實作活動的資料包含凸輪機構學習單、機構玩具設計

圖，蒐集到的分項成績則有凸輪機構學習單成績、機構玩具設計圖

成績、作品成績，描述如下： 

1. 凸輪機構學習單 

  以凸輪機構學習單作為機構玩具設計的基礎，再使同學運

用凸輪機構進行設計，學習單詳細內容如附錄三所示，對於學

習單呈現的內容，發展對應的機構活動學習單評量表，針對展

現出的相對應的能力指標及預期的學習表現，轉化成評量項目，

以李克特五點量表進行評分，如表 4： 

表 4 機構活動學習單評量表 

評量項目 評量重點 
優 良 中 可 劣 

5 4 3 2 1 

機構基本知識 
是否能正確填答學習

單上之知識問題 
  

資料來源：修改自范斯淳(2016)。高中工程設計取向之課程設計與實驗：跨學科STEM知識的整合與

應用（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臺北市。 

 

2. 機構玩具設計圖 

  本教學活動學習單中之機構玩具設計圖，詳細內容如附錄

四所示，在機構玩具設計圖的評量方面，針對展現出的具體設

計、應用機構的設計為評分依據，將此轉化成評量項目，分成

「設計構想」、「機構概念的應用」、「製作可行性」三個面向，

並以五點量表進行評分，如表 5 所示： 

表 5 機構玩具設計圖評量表 

評量項目 評量重點 
優 良 中 可 劣 

5 4 3 2 1 

設計構想 
設計圖是否能清楚傳達

設計構想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FDIy3/record?r1=1&h1=1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FDIy3/record?r1=1&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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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項目 評量重點 
優 良 中 可 劣 

5 4 3 2 1 

機構的應用 

是否能將學到的機構應

用至設計上  
  

是否能正確規劃機構的

尺寸與配置 
  

製作可行性 
設計是否有實際產出的

可能性 
  

資料來源：修改自范斯淳(2016)。高中工程設計取向之課程設計與實驗：跨學科STEM知識的整合與

應用（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臺北市。 

3. 作品評量表及總成績 

  本教學活動作品成果之評量為作品評量表，針對學生對於

機構之「設計複雜度」、「運作流暢度」、「加工精細度」作為評

量之面向，並以五點量表進行評分，如表 6 所示： 

表 6 作品評量表 

評量 

項目 
評量重點 5 4 3 2 1 

設計 

複雜 

度 

機構與傳

動設計的

選用豐富

性與複雜

性 

應用三種

以上不同

類型的機

構 

應用三種

以上，有重

複類型的

機構 

應用兩種

不同類型

的機構 

應用兩種

以上，有同

類型的機

構 

僅使用一

種類型的

機構 

運作 

流暢 

度 

機構玩具

整體的運

作順暢度  

整體運作

相當順暢 

整體運作

順暢，偶爾

卡住但可

以修正 

部分機構

能運作，部

分機構不

能動 

操作一兩

次後即無

法運作 

未完成作

品，無法

運作 

加工 

精細 

度 

作品各部

分加工的

精緻度與

精確度 

機構玩具

整體製作

精緻且組

裝正確又

精準 

整體加工

精 緻 度

高，但零件

不夠精準

會稍微影

響運作 

整體加工

精細度尚

可，但零件

不 夠 精

細、精準，

會影響整

體運作 

整體加工

精細度不

足，零件的

尺寸規劃

錯誤無法

運作 

未完成任

一部分機

構之製作 

資料來源：修改自范斯淳(2016)。高中工程設計取向之課程設計與實驗：跨學科STEM知識的整合與

應用（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臺北市。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FDIy3/record?r1=1&h1=1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FDIy3/record?r1=1&h1=1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FDIy3/record?r1=1&h1=1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FDIy3/record?r1=1&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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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前置活動、齒輪與凸輪機構知識教學，提供 STEM 相關

知識，建構學生的前導組織，研究者設計機構活動學習單幫助學

生學習與紀錄，及作品設計圖記錄學生設計過程及機構運用方式，

幫助學生製作時思考其設計的可行性、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式、

如何改善等等。加上課堂上與學生的問答情形，評量出學生在設

計、製作、上課態度以及與組員溝通合作等多向度的表現，再予

以分配評量方法占總成績之比例，計算出機構玩具的個人總成績。

總成績分配說明如下： 

(1) 學習單 30%：凸輪機構學習單 15%、機構玩具設計圖 15% 

(2) 作品成果 60%：使用作品評量表評分，包含三個面向：機構

設計複雜度、機構運作流暢度、加工精細度 

(3) 平時表現與學習態度 10%(依師生問答互動情形予以加減分) 

二、 《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中包含語文推理、數字推理、圖形推理、

機械推理、空間關係、中文詞語、英文詞語、知覺速度與確度八個分測

驗，其中中文詞語有 60 道題目、英文詞語有 35 道題目、知覺速度與確

度有 51 道題目，其餘五個測驗皆有 30 道題目，除知覺速度與確度的施

測時間為 5 分鐘之外，七個分測驗的施測時間皆為 6 分鐘。此測驗依年

級的學期別作量表分數及百分等級常模，可供使用者換算分數及百分等

級。測驗題目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折半信度)介於 0.73 到 0.96 之間，重測

信度則介於 0.68 到 0.92 之間(時距為 25 天)，效度方面，內部相關為

0.33~0.69。 

  此測驗由中國行為科學社股份有限公司所發行，僅供學校與行政單

位及醫療機構作使用，且依不同測驗之分級使用者亦供不同權限的專業

人員使用。因此不得於此研究中公開其測驗題目，研究者以此測驗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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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行動研究所用。 

  本行動研究採用《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中之機械推理測驗，作

為研究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對學生機械性向的影響依據。在

經過教學並實作作品之後，施測機械推理測驗。實作活動結束後研究者

將研究對象之測驗分數與另一教學班級之測驗分數進行數據分析，再由

學習單及作品成果之呈現，檢視此實作活動對於學生機械性向程度是否

有所提升抑或產生其他影響。 

 

三、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 

  實施問卷的目的為瞭解學生在經過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

之後，對於此活動的接受程度。本問卷之選擇題項修改自正式問卷－

STEM 學習活動接受度與學科學習態度問卷(郭家良，2014)。問卷內容

分成研究說明、填答說明以及問卷題目三個部分，其中問卷題目總共 18

題，第一部分為活動接受度，共 12 題；第二部分為開放式問題，共 6

題，學生的回答可以提供本研究在解釋調查結果的參考資料。問卷第一

部分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量表方式進行，每題有「非常同意」、「同意」、

「無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選項，請填答者就上述五個

選項擇一填答，此部分的計分方式為：5 分（非常同意）、4 分（同意）、

3 分（無意見）、2 分（不同意）、1 分（非常不同意），分數愈高表示接

受程度愈高。 

  在信度方面，採用 Cronbach’ α 衡量問卷的信度，當 Cronbach’ 

α < .6時完全不接受；. 6 ≤ α ≤ .65時最好不要接受；. 65 ≤ α ≤ .7為可

接受值；α > .7時可以接受且相當好(DeVellis，1998)。由表 7 可以看出

本行動研究之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之信度高於

0.7，顯示問卷信度在可接受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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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之信度 

問卷名稱 題號 Cronbach’ 𝜶值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

作活動接受度 
1-12 .781 

資料來源：修改自郭家良(2014)。STEM 課程統整模式運用於國中生活科技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影響

之行動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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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 資料整理 

  本行動研究所蒐集到的資料包含：(一) 凸輪機構學習單；(二) 機構

玩具設計圖；(三) 機械性向測驗成績；(四)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

活動接受度問卷。蒐集資料後，將資料(一)、資料(二)及資料(四)整理進

行質性分析，資料(三)及資料(四)則進行量化分析。 

二、 資料分析 

  本行動研究的目的是探討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教學活動對於學生

機械性向之影響，針對所蒐集到的資料，分別做量化分析及質性分析，

描述如下： 

(一) 量化分析 

1. 機械性向測驗成績 

  將研究對象中實驗組的《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之機械

推理測驗成績與對照組的機械推理測驗成績作「獨立樣本t檢

定」，檢視檢定結果是否達到顯著差異，再對結果作解釋與討

論。 

2.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 

  在本行動研究教學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

完成後，針對學生對於此活動的接受度進行問卷調查，研究者

依問卷調查所得到的資料，以SPSS Statistics統計分析軟體進行

描述性統計分析，探討學生對於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

動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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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性分析 

  質性資料的蒐集是為了瞭解學生的學習歷程與對於本活動的接

受度與想法，透過學生的學習歷程，研究者提出教學遭遇的困難及問

題原因的分析。質性資料分別為凸輪機構學習單、機構玩具設計圖，

及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研究者將此三項資料

予以編碼，編碼說明如表8。研究者藉由學習單與設計圖瞭解學生設

計時遭遇的問題；經由接受度問卷的心得回饋分析，瞭解本活動對於

學生的影響。 

表 8 資料編碼說明 

班級 座號 
凸輪機構學習

單編號(1) 

機構玩具設計

圖編號(2)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

接受度問卷編號(3) 

A 01 A1-01 A2-01 A3-01 

B 01 B1-01 B2-01 B3-01 

 

  依據本行動研究的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者發展此教學活動與

評量方式，以及所需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以表9呈現本行動研究之研究

工具與資料分析，作以回應本行動研究之待答問題。 

表 9 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所對應的待答問題 

本行動研究之待答問題 研究工具 資料蒐集 資料分析 

一、 如何設計符合STEM取向之

機構玩具實作活動？ 

(一) 如何運用與機構相關

之STEM的概念設計機構知

識教學？ 

(二) 學生對於STEM取向之

機構玩具實作活動的接受

度如何？ 

1. STEM 取 向

之機構玩具

實作活動 

2. STEM 取 向

之機構玩具

實作活動接

受度問卷 

STEM 取 向

之機構玩具

實作活動接

受度問卷分

數 

STEM 取 向

之機構玩具

實作活動接

受度問卷進

行描述性統

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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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動研究之待答問題 研究工具 資料蒐集 資料分析 

二、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

實作活動對學生的機械

性向之影響為何？ 

(一) STEM取向之機構

玩具實作活動是否能影

響學生的機械性向？  

1. 國中新編

多元性向

測驗之機

械推理測

驗 

2. STEM取向

之機構玩

具實作活

動接受度

問卷 

1. 國中新編

多元性向

測驗之機

械推理測

驗分數 

2. STEM 取

向之機構

玩具實作

活動接受

度問卷開

放式問題 

1. STEM教學班級

與其他班級的

測驗分數進行t

檢定，檢視差異

是否顯著 

2. 針對STEM取向

之機構玩具實

作活動接受度

問卷開放式問

題填答情形進

行質性分析 

三、 進行STEM取向之機構

玩具實作活動教學時，

所遇到的問題為何？ 

(一) 教學此活動時，所

遇到的問題如何因應、

解決？ 

(二) 分析教學過程，提

供未來教師實施相關活

動教學之具體建議為

何？ 

 1. 課堂觀察 

2. 凸輪機構

學習單 

3. 機構玩具

設計圖 

 

1. 每節課後教師

紀 錄 教 課 情

形，紀錄上課遭

遇之問題與當

下處理的方式 

2. 觀察學生學習

的狀況與實作

情形，於教學過

程中即時做教

學調整 

3. 進行教學反省

與檢討，並提出

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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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行動研究以某所臺北市立國中的八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發展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並實施教學，教學後施測國中新編多

元性向測驗之機械推理測驗，及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

問卷。針對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之教學班級及另一班級的機

械性向測驗分數作差異分析，對問卷分數作描述性統計，及對學生於問

卷中填寫的心得回饋作質性分析，探討此活動對學生機械性向之影響。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

度；第二節為機械性向測驗分析；第三節針對教學遭遇的困難與問題分

析。 

第一節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 

  STEM實作活動實施整合式教學，將科學與數學領域的知識及科技

與工程的概念整合，融入於實作活動中。教學者以液壓機械手臂作為前

置活動，讓學生瞭解連桿的原理與應用，再進行此實作活動，介紹四連

桿機構、教學齒輪、凸輪機構的原理，再進行機構玩具的設計與製作。

實作活動中，使同學運用數學知識計算齒輪組中不同齒輪的運轉圈數，

以及計算並規劃作品的尺寸；運用科技領域的操作能力，畫出設計圖並

製作出作品；運用工程概念，在設計階段時，能預測其設計的作品成果

如何運作，在製作階段時，能探究作品運作上的問題，發現問題並想出

解決方法改良之，將作品最佳化。 

  學生從學習、設計，到製作與修正階段之中，能在每個階段運用不

同領域的知識、原理與技能，達到整合知識與實務的目標。教師則在教

學歷程中，紀錄教學時遭遇的問題，及觀察學生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即時處理問題，並在教學結束後反省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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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係用來衡量學生

進行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之後，對於整體課程的接受程度。

本接受度問卷於實作活動完成後進行施測，以瞭解學生對於STEM取向

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的接受情形。本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選擇題共12

題，開放式問題共6題，選擇題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量表方式，每題

選項有「非常同意」、「同意」、「無意見」、「不同意」、「非常不

同意」，請學生依題目說明，於此五個選項中擇一作答，選項之計分方

式為：5分（非常同意）、4分（同意）、3分（無意見）、2分（不同意）、

1分（非常不同意），分數愈高表示對於此實作活動的接受度愈高。除

了瞭解學生對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的接受度，教師分析填答

情形，瞭解學生經由此活動對於應用學科知識與實作的能力。最後藉問

卷回饋反思此教學活動的不足，於第五章提出建議。答題情形如表10。 

表 10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之答題情形(N=56) 

題

號 
題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意

見 

不

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M SD 

5 4 3 2 1 

N 

(%) 

N 

(%) 

N 

(%) 

N 

(%) 

N 

(%) 

8 

我發現原來科技的活動需要瞭

解一些科學原理和數學的計算

以及製圖結構，而理化概念與

數學運算的整合運用，是我在

單獨是理化課和數學課中，無

法學習到的 

21 

(37.5) 

25 

(44.6) 

10 

(17.9) 

0 

(0) 

0 

(0) 
4.20 0.72 

4 

我認為老師所提供的學習單，

完整地給我學習的主題與方

向，靠著它我可以查詢到相關

資料也可完成我的設計作業 

17 

(30.4) 

29 

(51.8) 

9 

(16.1) 

1 

(1.8) 

0 

(0) 
4.11 0.73 

10 

我確實相信，除了紙筆考試之

外，這個結合理化、科技、工

程和數學的學習活動給了我很

重要的學習而且很有價值的 

20 

(25.7) 

21 

(37.5) 

15 

(26.8) 

0 

(0) 

0 

(0) 
4.09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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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意

見 

不

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M SD 

5 4 3 2 1 

N 

(%) 

N 

(%) 

N 

(%) 

N 

(%) 

N 

(%) 

11 
我覺得使用STEM 的上課方

式，較為輕鬆愉快 

21 

(37.5) 

20 

(25.7) 

14 

(25) 

1 

(1.8) 

0 

(0) 
4.09 0.84 

6 

我覺得此教學設計很有趣，與

生活中的事物有實際的結合，

使我了解到在生活中平常事物

其原有的設計原理 

18 

(32.1) 

23 

(41.1) 

14 

(25) 

1 

(1.8) 

0 

(0) 
4.04 0.81 

9 

透過動手做的機會，我比較能

了解原先在理化、數學課程中

的力學、液壓原理與比例的抽

象概念 

19 

(33.9) 

21 

(37.5) 

15 

(26.8) 

1 

(1.8) 

0 

(0) 
4.02 0.86 

7 

這個學習活動挑起我想動手做

的興趣，有興起運用學習到的

技能來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念

頭。 

17 

(30.4) 

23 

(41.1) 

15 

(26.8) 

1 

(1.8) 

0 

(0) 
4.00 0.81 

12 
我希望以後仍採用STEM教學

的上課方式。 

18 

(32.1) 

20 

(25.7) 

17 

(30.4) 

1 

(1.8) 

0 

(0) 
3.98 0.84 

5 

在整個活動中，我必須能連結

在理化課中學到的力學概念

(槓桿、力矩等)與液壓原理，

及簡單的數學計算(距離、尺寸

等)，能應用在我的生活科技作

業，才不會發生不懂或者不會

做的情形 

17 

(30.4) 

21 

(37.5) 

17 

(30.4) 

1 

(1.8) 

0 

(0) 
3.96 0.83 

1 

STEM 教學之教材內容設計

合宜，且循序漸進，讓我可以

輕鬆地學習 

13 

(23.2) 

29 

(51.8) 

12 

(21.4) 

2 

(3.6) 

0 

(0) 
3.95 0.77 

2 

藉由活動開始的凸輪影片引

導，可以讓我清楚知道實作活

動的主題 

15 

(26.8) 

25 

(44.6) 

14 

(25) 

2 

(3.6) 

0 

(0) 
3.95 0.82 

3 

藉由 STEM 教學之教材內容

的學習，可以激發我的學習動

機 

16 

(28.6) 

21 

(37.5) 

18 

(32.1) 

1 

(1.8) 

0 

(0) 
3.93 0.83 

1-12      4.03 0.80 

  由表10可知，問卷十二題的平均分數為4.03，每一題的平均數介於

3.9到4.2之間，表示學生對於課程的意見平均落在「同意」上，且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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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同意」與「非常同意」加總皆高於66%。因此，整體來看，在進

行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後，學生對於整體課程呈現出高的接

受度。 

  李氏五點量表的中間值為3分，大於3分則表示，學生對於該題的表

達趨於正面。在此問卷中，第3題的平均分數最低，為3.93，內容為「藉

由 STEM 教學之教材內容的學習，可以激發我的學習動機」。從第一

部分的作答情形皆為正面，及第二部分的心得回饋，可以看出學生對於

此活動具有非常高的接受度。因此，得以瞭解到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

實作活動的教材合宜，可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瞭解到需要應

用其他學科知識及運用整合之，並且肯定此教學活動的價值。 

 學生對本活動之心得感想： 

 A10：很好玩，學到了許多知識，做完成品十分有成就感，利用很多堂課才終於完 

   成，課程很有創意，很有趣。希望之後還能有這種課程。 

 A15：我覺得很好玩，而且很像專業的木工人。做完時很有成就感! 

 A30：我覺得不只很有趣，也學到了許多知識，可能對未來理化有幫助。 

 A33：在過程中，會遇到困難，於是和隊友一起問老師，修正錯誤。 

 A34：我覺得這次的活動不只學到凸輪如何運作，而且能真的做出作品，十分有趣。 

 B01：使用很多原理去完成一個作品。 

 B02：有點困難，但不錯玩。 

 B03：作品一件比一件複雜，難度也增高。 

 B13：很好玩有趣，是很好的體驗。 

 B15：很好玩，但有點麻煩。 

 B25：在設計時，就需要動腦想要做什麼，在做的時候，又遇到更多棘手的問題， 

   需要用邏輯來解決。 

 B29：好玩，而且有很多新的、不同的體驗。 

 B31：希望下次可以再做一次。 

  總言之，學生對於此實作活動的安排表示接受，並且給予肯定。研

究者認為，因為此實作活動融入學生的生活經驗，使學生感到有趣與貼

近，並讓他們自行設計喜歡的項目，藉由動手實作，運用數學計算、力

學原理等，從零開始、從一而終地實現出成品，使學生感到有所成就。

因此，研究者相信，STEM融入生活科技實作活動是值得發展，且具有

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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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機械性向表現情形 

  本行動研究之參與對象為八年級學生，適逢學生將升上九年級，即

將面臨到未來將升上高中、高職或就業的選擇問題，學校針對八年級全

年級實施《國中新編多元性向測驗》，研究者擇以其中的機械推理測驗

分析，將進行STEM教學的二個班級與非進行STEM教學之一個班級作比

較，探究STEM教學活動對學生機械性向之影響。 

  機械推理測驗共有30題，STEM教學與非STEM教學班級的測驗成果

分別如表11。 

表 11 機械性向測驗結果 

 
樣本 

數目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最低分 
最高

分 
t值 p 

是否 

顯著 

STEM 

教學班級 
56 14.59 4.19 5 24 

-0.77 0.45 否 
非 STEM教

學班級 
27 15.44 4.25 2 25 

註：此分數僅用來探討本行動研究對於學生機械性向之影響 

  由上表可知，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教學班級與非STEM取

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教學班級的測驗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STEM教學

班級之平均數為14.59，表現較非進行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教

學班級低。代表本實作活動對於學生的機械性向發展並無明顯增進。 

  研究者由此推測三個原因：第一、本活動為期十週，依每節課45分

鐘計，僅實施不足十小時，因此並非長時間的教學與實作，較難檢視學

習成效，難以測出學生學習上的變化。研究者相信，若欲收學生學習成

果提升之效，需使學生提升動機，將學習內容內化至自我的認知結構中，

才能著實地提高學習成果。第二、對於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

接受度高的學生，願意投入在此課堂中，而機械性向程度並不如學習動

機與接受度高。二個班級中幾乎每位同學都喜歡此實作活動，但在機械

性向上的表現不同於喜歡的程度，亦即是學生在機械方面的認知與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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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所落差，喜歡此課程的同學未必在機械推理測驗上能有好的表現。

第三、科技教育本身對於機械性向的發展本有影響，但是否會因為實施

STEM取向教學而能有更大的影響？科技教育之課程以「動手做」為核

心要點，能使學生透過「動手做」探索其性向，對學生機械性向發展的

影響有一定程度的幫助。而研究者假設，實施STEM取向教學，能培養

學生整合不同學科知識與實作技能的能力，不只是透過動手做，還要能

思考、應用學科知識於實作過程中。因此，在學生經過八年級、九年級

學習更多的學科知識之後，再透過動手做，學生背後所擁有的豐富知識

將給予實作過程中的思考更強而有力的支持與立論，相信對學生未來的

機械性向的發展有所助益，而對其統整能力的培養亦是對學生重要的一

大幫助。 

 



 

59 

 

第三節 教學遭遇的困難與問題分析 

  研究者課後紀錄每週上課情形，將該堂課遇到的問題以及當下的處

理方式描寫下來，並反省是否有更好的處理方式並填寫至紀錄上，即是

進行行動研究中評鑑與回饋的步驟。研究者認為，當下的處理方式能使

學生瞭解如何解決問題，建構學生對於機構的認知結構，是幫助他們統

整知識到實作上的關鍵要點。因此，研究者分析遭遇到的問題，篩選出

對於未來教學可能會遭遇的問題與其分析，描述如下： 

一、 遇到的問題 

(一) 發想設計階段 

1. 融入2017臺北市世界大學運動會於活動，讓學生以世大運的運

動項目為主題，設計上未發生學生不知道該設計什麼的問題。

然而在運動的動作上，需先決定要使哪個身體部位作為鬆動的

零件，以及動作是上下、左右來回轉或是旋轉。因此遇到學生

設計動作時，構想未清楚地思考身體部位如何運動、固定玩偶

的位置，以至於之後製作尚有其他問題的產生。 

(二) 製作階段 

1. 木板旋轉時不立體的問題 

  以木板製作玩偶，玩偶運動方式分為舉桿(上下)、左右來

回轉，及旋轉，各組設計玩偶的運動方式若有旋轉的動作，會

產生旋轉時是看到木板側面，看不出玩偶造型的狀況。因此，

教學者之後購買輕質黏土材料，提供設計來回轉與旋轉運動方

式的組別製作玩偶。 

2. 關節製作問題 

2-1. 許多學生對於關節製作(零件之間的接合方式)不瞭解，兩零

件必須是一個為固定、一個為鬆動的狀態。因此誤將會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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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黏住以至於無法運作，或是運動關節卡卡的，運轉不順

暢以至於凸輪將零件往上頂之後零件無法利用重力再下降

回來。 

2-2. 製作的零件太小，在使用竹筷製作關節時，發現鑽孔位置不

夠大，若進行鑽孔零件會裂開的問題。 

2-3. 在關節的製作上，竹筷或竹籤製作的長度與兩零件疊合的厚

度相同或是不足兩零件疊合的厚度，造成鬆動狀態的零件會

脫落的問題。因此，建議關節的長度需比兩零件疊合的厚度

較長。 

3. 玩偶固定問題 

  機構上方玩偶以木板或輕質土製作，不動的零件必須固定

在機構盒上，要運動的零件下方需鑽孔才能與從動件竹筷接觸。

遇到的問題為玩偶與機構盒接觸面積太小無法固定，或是重心

關係使玩偶無法穩固地固定。因此，可以在玩偶木板後方黏上

支撐木板，增加玩偶與機構盒的接觸面積，使之穩固。 

4. 運作不順暢問題 

4-1. 機構盒上方設計完成後，以竹筷作為從動件，與凸輪接觸使

上方玩偶運作，有些組別的轉軸位置離零件較遠，導致從動

件竹筷需較長，會有晃動的問題。因此，轉軸位置也須做高

度的計算。 

4-2. 尚未黏合的作品進行測試時，發現轉軸轉動時，機構運作不

順暢，從動件會卡卡的，或是卡住無法轉動。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凸輪的形狀不夠圓滑；二是從動件位置與轉軸不在同一

平面上；三則是從動件與凸輪接觸的平面面積不夠平均，凸

輪轉動時會有部分無法接觸到從動件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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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原因分析、處理方式，如表12： 

表 12 問題原因分析及處理方式 

編號 遇到的問題 問題原因分析 

(一) 

1 

學生設計動作時，構想未清楚地

思考身體部位如何運動、固定玩

偶的位置，以至於之後製作尚有

其他問題的產生。 

學生並未清楚地瞭解到其設計的機構

運作方式。各組需先決定要使哪個身體

部位作為鬆動的零件，以及動作是上

下、左右來回轉或是旋轉。 

當下處理方式 改善處理方式 

教師檢視各組設計圖的可行性，

並與學生討論，釐清運作方式。 

教師教學時，需使各組學生釐清設計再

進行製作。可以在設計階段時進行各組

構想報告，使學生「解釋」其設計原理。

也使其他組別學生瞭解不同的設計與

運作。 

編號 遇到的問題 問題原因分析 

(二) 

1 

木板旋轉時不立體的問題。 因木板是平面材料，若機構運作使木板

轉動時，就會產生側面沒有圖案、看不

出造型的情況。 

當下處理方式 改善處理方式 

加購輕質土材料，於下一周上課

提供學生製作來回轉或旋轉運動

方式的玩偶。 

教師可準備多種材料以供製作，若無法

事先估算其他材料以利購買，可在學生

報告構想時，與學生討論材料再購買，

在製作階段時提供給學生。 

編號 遇到的問題 問題原因分析 

(二) 

2-1 

學生誤將會動的零件黏住以至

於無法運作，或是運動關節卡

卡的。 

因學生難以想像如何使平面圖案進行動

作，所以對於運動動作的零件的接合方

式不瞭解。 

當下處理方式 改善處理方式 

以肢體動作比劃出零件的動

作，並告知零件之間利用竹籤

或竹筷作關節連接，必須是一

個固定、一個鬆動的零件接合。 

教師可製作大型的平面教具，將平面的

動作以關節連接為立體的教具展示，並

在設計前清楚讓同學瞭解其造型。但可

能會限制學生設計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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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遇到的問題 問題原因分析 

(二) 

2-2 

進行鑽竹筷孔洞時，產生零件

裂開的問題。 

因製作的零件太小，造成鑽孔材料會裂

開的問題。 

當下處理方式 改善處理方式 

重新製作原裂開的零件，若尚

未鑽孔，則將竹筷大小的關節

改為竹籤大小。 

在製作玩偶前，應確實進行「建模」階

段，讓學生使用厚紙板與雙腳釘製作 1:1

的模型，確認零件大小與關節位置，可

行之後再鋸切木板。 

編號 遇到的問題 問題原因分析 

(二) 

2-3 

鬆動狀態的零件會脫落的問

題。 

製作關節的竹筷或竹籤的長度與兩零件

疊合的厚度相同或是不足兩零件疊合的

厚度，造成鬆動狀態的零件會脫落的問

題。 

當下處理方式 改善處理方式 

重製較長的關節，並將鬆動零

件位置的關節砂磨，使鬆動關

節能運作順暢不卡住。 

關節的長度需比兩零件疊合的厚度較

長。在加工前須跟學生做講解。 

編號 遇到的問題 問題原因分析 

(三) 

3 

玩偶無法固定在機構盒上，或是重

心關係使玩偶無法穩固地固定。 

玩偶與機構盒接觸面積太小無法固

定，或是重心關係使玩偶無法穩固地

固定。（玩偶不動的零件必須固定在

機構盒上，要運動的零件位置下方的

機構盒面需鑽孔才能與從動件竹筷

接觸。） 

當下處理方式 改善處理方式 

在玩偶後方黏上小木塊至機構盒面

上，增加玩偶與機構盒接觸面積。 

可以在玩偶木板後方黏上支撐木

板，增加玩偶與機構盒的接觸面積。

若以輕質土製作為旋轉物即無此問

題，但須注意重心問題，旋轉上才能

不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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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遇到的問題 問題原因分析 

(四) 

4-1 

機構玩具運作時，玩偶會有晃動的

問題。 

機構盒上方設計完成後，以竹筷作為

從動件，與凸輪接觸使上方玩偶運

作，轉軸離零件較遠，故從動件較

長，造成晃動。 

當下處理方式 改善處理方式 

將轉軸鑽孔位置上移，移至凸輪最

高點與從動件接觸位置剛好距離機

構盒上方木板留有可以轉動的空

間。再配合玩偶零件運動最高點與

最低點的距離，縮短竹筷的長度。 

學生需計算凸輪碰觸從動件的最高

點與最低點落差距離，並測試零件運

轉的位移，再計算從動件竹筷所需要

的長度。計算完成後才進行凸輪製

作、轉軸位置鑽孔與從動件製作。 

編號 遇到的問題 問題原因分析 

(四) 

4-2 

尚未黏合的作品進行測試時，發現轉

軸轉動時，機構運作不順暢，從動件

會卡卡的，或是卡住無法轉動。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凸輪的形狀不

夠圓滑；二是從動件位置與轉軸不

在同一平面上；三則是從動件與凸

輪接觸的平面面積不夠平均，凸輪

轉動時會有部分無法接觸到從動

件平面 

當下處理方式 改善處理方式 

一：凸輪的形狀改為圓滑的梨形凸

輪；二：在機構盒面上，與轉軸的同

一平面重新鑽孔，若玩偶已固定則配

合玩偶的位置，重新鑽轉軸孔位；三：

從動件的平面需旋轉一圈能接觸到凸

輪的面積為準，選擇重製從動件平面

或是挪動凸輪位置。 

在加工前須跟學生做講解：一：凸

輪的形狀為梨形或蝸形都需圓

滑；二：從動件鑽控位置與轉軸需

在同一平面上；三：凸輪轉動一圈

須能與從動件做全面的接觸，教師

須強調從動件與凸輪的造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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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應用STEM整合教學於生活科技課程之中，發展出STEM取

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以行動研究的方式進行研究，研究者從教學活

動中觀察並反思教學歷程，解決期間遇到的問題，目的在於探討對學生

機械性向的影響。本章依據第四章研究發現與討論，對應本研究之研究

目的與待答問題，撰寫研究結論，並提出對於教學與後續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發現與討論，並對應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提出幾點結論敘述如下： 

一、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的實施順利，且學生高度肯定本活

動 

  教學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的過程中，當下所遇到的問題

由教師和學生共同討論並解決，實施過程相當順利。本實作活動之內容

乃應用連桿、凸輪與曲柄機構之理論性科技知識於活動中，由淺入深、

循序漸進的教學，如：前置活動中的連桿機構教學、連桿紙模型製作，

及液壓機械手臂設計與製作，再進行齒輪與凸輪機構的教學，及機構玩

具設計與製作。融入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之情境作創新教學，以機構為

主題、運動為次主題，整合自然科的力矩原理、週期性運動的概念；數

學科的重心、凸輪與從動件的距離計算，使學生能應用學科知識，解決

問題，並將作品最佳化。評量方式則以學習單、設計圖、作品，以及上

課態度與表現進行真實評量。詳細的活動內容與教案檢附於附錄二。本

活動為期十節課，若能設計長時程的課程，相信欲達到對學生的影響更

為顯著。研究者藉此提出幾點發展STEM取向之實作活動需符合的要點：

(1)理論性的科技知識；(2)循序漸進；(3)主題式；(4)創新；(5)長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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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教學順利，學生也學習愉快，方稱良好的教學活動。由活動接

受度問卷結果看來，大多數學生對於此活動抱持著正向、肯定的態度，

且未來願意繼續參與STEM取向之實作活動。本實作活動讓學生以運動

項目發想設計，貼近學生日常生活，且學生容易與經驗做連結，製作上

能揣摩運動之動作展現。因此，使學生感到有趣、具有學習意願，並投

入其中，引發學生良好的學習動機。 

二、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對未來機械性

向的發展有所幫助 

  由第四章的探討發現，本實作活動對於國中生機械性向的發展並無

明顯增進，在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機械推理測驗表現並無顯著差異。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分數與機械推理測驗成績亦無相

關性。然而，學生高度肯定本實作活動，並由接受度問卷的心得回饋中

可得知，學生認為此活動好玩、有趣，需要動腦、運用許多原理，具有

挑戰性；也有學生表示此活動較以前的實作活動困難，需要運用很多原

理，很有挑戰性。在實作過程中，設計動作、製作模型、鋸切造型及組

裝對應凸輪等過程時，會遇到不同的問題，經由教師教學、指導、與學

生討論，及學生之間的討論獲得解決。由此可知，透過機構玩具的實作，

包含學科知識的應用、科技知識學習與操作技能，學生得以探索自己的

性向。研究者認為，學生的高度肯定即是表現出學生良好的學習動機，

能使學生對未來機械相關的學習不喪失熱情與興趣，在經由豐富的相關

知識學習後，對於其機械性向的發展定能有所助益。當學生面臨未來升

學選擇或職涯發展時，能更瞭解方向、評估選擇，做出更好的決定。 

三、 實施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時遇到的困難與問題，宜在當

下就獲得解決，並在解決的過程中培養學生整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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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教學活動時，教師在教學前設想教學可能遇到的問題，即對於

問題能預先準備，再進行教學。然而，真正實施教學時，會遇到不同的

問題。因此，研究者針對教學過程所遭遇的困難與問題，提出原因分析

與處理方式，望能對教師們在未來教學此活動，亦或是發展教學活動時，

能提供參考、有所幫助。 

  當下的處理方式是在遇到問題時，研究者與學生、學生之間共同討

論原因，經由研究者的提示、指導，讓學生思考如何解決，並決定解決

方案。使得學生的問題能經由思考，再透過動手做獲得解決。經由教與

學之間的來回反饋，這樣的過程中，師生共同討論，激發學生思考，研

究者認為是培養學生整合能力的重要關鍵。再經由研究者對於當下處理

方式進行反思，提出更好的改善處理方式，即是對於未來教學此活動或

相關活動的教師提供教學上的建議。 

 

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發現與討論，以及結論，提出幾點建議，以供未來教

學與後續研究方向之參考： 

一、 STEM取向之實作活動的建議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實施過程順暢，並且受到學生的高

度肯定。STEM取向之實作活動是受到肯定且相當值得發展的教學活動！

藉此研究者分別由教學層面與發展層面提出建議，建議如下： 

(一) 教學上的建議  

1. 本活動中運用到自然科的力矩、週期性運動的觀念，以及數

學的重心、凸輪與從動件之尺寸與距離計算的概念，因此，

建議教師在本活動一開始先複習這些相關概念與原理，以利

學生之後設計與製作上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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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階段時，教師要查看各組的狀況，適當地引導十分重要。

建議教師設定一個主題進行作品設計，例如本研究以2017世

界大學運動會為主題，將作品設定為運動項目，讓學生有方

向地思考動作細節。另外，針對作品動作的原理，分別為「舉

桿」、「旋轉」、「左右轉」，動件的關節與所對應的凸輪

位置需講解清楚。若設計時考慮不夠周全，製作上會遇到許

多問題，教師會花費更多時間幫忙解決問題。 

3. 製作作品前，教師須實際進行「工程建模」階段，確認作品

的可行性、預測作品的運作情形。每組同學需運用厚紙板、

雙腳釘，將設計的零件以1:1比例製作出紙模型，確定零件大

小、鑽孔位置沒問題，即可規劃木板進行鋸切。其他設計與

製作上的問題詳細記錄於第四章第三節教學遭遇的困難與

問題分析中，教師可在教學前先瞭解學生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並設想處理方式，以利教學順暢。 

4. 實作過程中，若出現各組進度的速度落差問題，教師可藉由

進度較快的組別，協助指導進度較慢的組別，產生鷹架作用。

同學之間也可以了解彼此不同的設計和運作方式，使得學習

能更深化。 

(二) 發展STEM取向之實作活動的建議 

1. 實作活動重視學生動手做的歷程，也是學生感到有趣的泉源，

因此發展活動時，建議融入學生的生活經驗，使學生感到貼

近自身經驗，使學習動機得以延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保

持興趣與熱情。 

2. 依據結論中提出STEM取向之實作活動發展的五個要點，活

動設計上利用主題式的教學，教師可以將相關的主題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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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長時間相連的階段性活動，例如：液壓機械手臂是連

桿機構的主題，可以與凸輪機構的主題做連結，規劃由易至

難的順序性活動。若教師規劃出不同階段的活動，可以製作

不同階段的教具，以供學生在每個階段活動都能透過教具操

作，瞭解運作的原理。以上述例子而言，教師可以製作大型、

機構運作明顯的凸輪與從動件、四連桿組教具。 

3. 教師教學知識內容時，搭配與知識相對應的操作活動，再進

入作品的實作。研究者建議在未來發展教學活動時，目的並

非在學科知識上深入鑽研，而是要如何在應用至實作上，讓

學生能透過操作，使學習更深化。例如：齒輪機構，應用的

知識為齒輪方向、轉速的觀念，及齒輪比的計算，教學時，

複習觀念，讓學生計算簡單的題目，再藉由教具實際操作不

同大小、方向的齒輪轉動，便會讓學生學習印象深刻。在講

述教學中穿插簡單的操作，便能掌握住學生對實作活動感到

有趣的特性，最後再進行作品製作。在發展使學生達到整合

理論與實務的能力。 

4. 在國中階段，生活科技科將與資訊科技合併為科技領域，課

程規劃不同於九年一貫，新增了機構與結構的應用、機電整

合的原理與應用等內容。因此，教師發展STEM取向之實作

活動時，可根據新課綱，參考現有的活動規劃課程。 

二、 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研究結果發現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對於國中生機械性

向的發展並無明顯增進。但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因此，建議

未來研究可以質性研究方式進行調查，來深度瞭解學生在科技領

域科目的學習動機與機械性向的互動關係及其影響因素。 

 



 

70 

 

(二) 本行動研究的問題，亦即是學生較少運用學科知識進行實作活動，

經由實施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獲得解決。研究者建議，

持續地發展並實施STEM取向之實作活動，方能逐步建構學生系

統化的認知結構，以及培養學生整合知識與實務的能力。 

(三) 本行動研究之對象為八年級三個班級之學生，學生人數83人，實

驗組人數僅56人，教學實施十節課，研究者建議未來行動研究中，

可以增加參與對象之數目及教學時數，以提高學習成效與研究之

推論性與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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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機構玩具之教學應用 

編號 1 

教學主題 連桿機構驗證 

應用機構 連桿機構 

教學概述 

  連桿機構驗證是機械手臂的前置課程，雖然機械手臂已經是個完

整而且成熟的教案，李老師加強機構驗證的部分，重新詮釋。以前教

學機械手臂的經驗發現，學生對機構的知識不足容易毫無頭緒，而提

供範例則又流於仿作，因此讓學生在聽機構介紹的同時以西卡紙和兩

腳釘製作模型來觀察機構運作的方式。 

樣貌形式 紙機械、液壓手臂 

作品範例 

 
附圖1 連桿機構驗證講義 

  
附圖2 紙機械製作 

參考來源 

六家高中李文宏老師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hlee1990/class2/yeyajixieshoubidejigouyanz

heng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hlee1990/class2/yeyajixieshoubidejigouyanzheng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hlee1990/class2/yeyajixieshoubidejigouyan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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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教學主題 液壓手臂 

應用機構 連桿機構 

教學概述 

  從機械結構的知識到製造的設計、規劃、生產和問題解決的評估、

修正、改進以及團隊合作。沒想到一個單元可以達到這麼多學習目標，

又能兼具趣味性。 

  選擇風扣板作為主要的材料，便於學生製作和修改作品。但容易

修改讓學生面對問題習慣使用錯誤嘗試法來解決，而不理性思考其中

的原因。 

註：範例作品的展示，不建議一開始提示太多，容易變成仿作而不思

考，但完全不提示學生又毫無頭緒，應視學生情形再做斟酌。 

樣貌形式 
機械手臂(厚紙板製、風扣板製、木製) 

作品範例 

 
附圖3-1 厚紙板製機械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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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2 風扣板製液壓手臂 

 
附圖3-3木製液壓手臂局部圖 

 

參考來源 

六家高中李文宏老師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hlee1990/class2/hydraulicarm 

東湖國中倪惠玉老師 

http://huiyu4615.blogspot.tw/search/label/液壓手臂大作戰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hlee1990/class2/hydraulic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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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教學主題 凸輪玩具 

應用的機

構 

平面凸輪機構 

教學概述 

  運用凸輪不規則的形狀，將凸輪放置從動件之上方，以烏龜為例，

如附圖 6，當凸輪未碰觸從動件時，從動件因重力而向下垂，而凸輪

碰觸從動件時，從動件另一端會上升，運用重力、槓桿與凸輪設計出

屬於獨一無二的凸輪玩具。 

 
附圖 6-1 凸輪碰觸從動件而上升    附圖 6-2 因重力下降的從動件 

樣貌形式 
凸輪機構為平面凸輪，以木板完成，前後再以木板製作外觀，形成如

三明治樣式 

作品範例 

  
圖 7 凸輪機構之立體圖與細部拆解圖 

參考來源 

桃園市立青溪國中陳彥綸老師，而後研究者加以修正之 

(此教案為研究者在 103 學年度上學期於新店高中一年級班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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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教學主題 機構玩具 

應用的機

構 
結合凸輪、連桿、齒輪與彈簧之機構 

教學概述 

  凸輪傳動的應用方法可以用滑塊傳動、連桿傳動、舉桿傳動及反

向凸輪可以上下輪動，如圖 4-1、圖 4-2、圖 4-3、圖 4-4，利用凸輪與

被動舉桿間的磨擦力，產生被動件上的玩偶不同的運動變化，形成有

趣的動作。另外，運用方形軸設計製作凸輪玩具，可以方便調整凸輪

的位置，如圖 4-5。 

  齒輪可運用大小不同、齒數不同的正齒輪、斜齒輪或分度齒輪(如

圖 4-6)，去帶動連桿或是軸心，可以改變方向或轉速(如圖 4-3、4-4)，

使上方玩偶做出不同動作變化，如圖 5-1、5-2、5-3 之學生作品。 

樣貌形式 方形機構盒 

作品範例 

 

附圖 4-1 凸輪傳動的應用方法 附圖 4-2 凸輪傳動的應用方法 

 

 
附圖 4-3 加入彈簧可以前後擺動， 附圖 4-4 加入彈簧可以前後擺動， 

齒輪垂直擺放可以改變旋轉方向  齒輪垂直擺放可以改變旋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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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4-5 運用方形軸之凸輪 

 

 

 

附圖4-6 分度齒輪與正齒輪，可改變旋轉方向與轉速 

 

 

  
附圖5-1齒輪帶動連桿之機構 附圖5-2齒輪帶動連桿之機構 

 

 

參考來源 大同高中汪殿杰老師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tshlifetechnology/mu-gong-ji-gou-she-ji-zhi-

zuo-fang-fa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tshlifetechnology/mu-gong-ji-gou-she-ji-zhi-zuo-fang-fa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tshlifetechnology/mu-gong-ji-gou-she-ji-zhi-zuo-fang-fa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tshlifetechnology/mu-gong-wan-ju/o.JPG?attredirec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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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 

教學主題 平面機構設計運動軌跡研究(未實施教學) 

應用的機

構 

結合齒輪機構、連桿機構  

教學概述   這是平面的機構軌跡研究，設計成可控制的拘束運動，學生可以

簡單製作玩偶活動部位的元件後,研究機構設計在傳動和軌跡的活動

狀況，以設計能控制在適當範圍，形成拘束型的運動關係，沒有過大

的阻力與干涉情況，作為設計最佳化的目標。 

樣貌形式 平面板狀，配合齒輪或連桿的應用 

作品範例 

 
附圖6-1平面機構設計運動軌跡研究教具 

 

  

附圖6-2 齒輪帶動連桿機構 附圖6-3 齒輪帶動連桿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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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4 齒輪帶動平行連桿之平面機構 

參考來源 大同高中汪殿杰老師、臺師大范斯淳博士及研究者 

(於 104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教學實驗中討論與製作)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tshlifetechnology/mu-gong-ji-gou-she-ji-zhi-

zuo-fang-fa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tshlifetechnology/mu-gong-ji-gou-she-ji-zhi-zuo-fang-fa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tshlifetechnology/mu-gong-ji-gou-she-ji-zhi-zuo-fang-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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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之教學簡案 

一、 活動內容 

活動單元

名稱 
STEM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 

設計者 /授

課者 
游家綺 教學日期 106年3-5月 教學時數 

10節，共

450分鐘 

教學對象 八年級學生 教學人數 2班共56人 教學分組 二人一組 

工具材料 
工具：砂紙、手線鋸、線鋸機、鑽床。 

材料：密集板、松木拼接板材、圓木棒。 

學生應具

備的先備

知識 

1. 瞭解零件的使用方式 

2. 具備操作手工具的能力 

3. 具備操作簡易機具的能力(如鑽床、線鋸機) 

4. 瞭解數學的四則運算原理 

5. 瞭解數學的重心原理 

6. 瞭解自然的力矩原理 

教學目標 

1. 瞭解科技的概念知識 

2. 瞭解科技的程序知識 

3. 能正確使用科技產品、機器工具的能力 

4. 培養學生有效溝通的能力 

5. 培養學生創意的能力、設計的能力 

6. 培養學生應用知識的能力 

7. 培養學生整合知識的能力 

參考資料 

1. 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課綱草案「生活科技」學習內容 

2. 文獻探討所得之機構相關原理 

3. 中學生活科技科現行教案： 

大同高中汪殿杰老師創意與設計教室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tshlifetechnology/ 

mu-gong-ji-gou-she-ji-zhi-zuo-fang-fa 

六家高中李文宏老師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hlee1990/class2/hydraulicarm 

東湖國中倪惠玉老師 

http://huiyu4615.blogspot.tw/search/label/液壓手臂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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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流程 

節

次 
教學內容 學生活動 時間 教師準備 備註 

第

一

節 

1. 進行分組 

2. 以機械液壓

手臂複習四

連桿組機構

知識 

1. 進行分組 

2. 複習四連桿組

機構 

 

 

20分 

25分 

 

 

 

1. 分組名單 

2. 機械液壓手臂 

3. 四連桿組教學

簡報 

分組以

二人為

一組 

第

二

節 

1. 機構知識教

學(一)：齒輪

原理 

2. 播放凸輪影

片 

3. 說明影片內

機構運用原

理 

1. 學習齒輪機構原

理、計算齒輪比 

 

2. 觀看凸輪影片 

 

3. 學習凸輪機構原

理 

30分 

 

 

5分 

 

10分 

  

1. 機構玩具學習

單 

2. 凸輪機構影片 

 

第

三

節 

1. 機構知識教

學(二)：凸輪

原理 

2. 說明實作活

動 

1. 學習凸輪原理 

 

 

2. 瞭解實作活動 

 

30分 

 

 

15分 

 

凸輪玩具作品範例 請學生

回家發

想設計 

第

四

節 

1. 機具安全操

作之複習 

2. 介紹 2017 世

界大學運動

會的國家運

動項目 

3. 進行以運動

為主題的設

計 

1. 複習如何安全使

用機具 

2. 使用平板查詢世

大運項目、填寫

學習單 

3. 使用平板查詢運

動動作進行設計 

15分 

 

15分 

 

 

15分 

 

 

1. 平板15台 

2. 凸輪玩具作品

範例 

3. 機構玩具學習

單 

4. 機構玩具設計

圖 

應用平

板查詢

世大運

項目及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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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1. 進行作品設計 

2. 進行作品建模 

 

1. 應用凸輪機構完

成設計圖 

2. 使用厚紙板與雙

腳釘製作紙模型 

20分 

 

25分 

 

 

1. 機構玩具設計

圖 

2. 厚紙板(A3/組) 

3. 雙腳釘 (若干 /

組) 

建模使

學生評

估作品

可行性 

第

六

至

第

九

節 

進行作品製作 運用操作機具的技

能製作作品，並調整

改善作品，以利作品

成果運作順暢 

四節

課共

180

分鐘 

協助學生安全操作

機具，並指導其作

品製作之意見 

 

第

十

節 

1. 作品評分 

 

2. 實施 STEM取

向之機構玩具

實作活動接受

度問卷 

1. 發表作品並說明

設計運作方式 

2. 填寫問卷 

 

20分 

 

25分 

 

STEM取向之機構

玩具實作活動接受

度問卷 

學校統

一施測

《國中

新編多

元性向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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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凸輪機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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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機構玩具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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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 

STEM 取向之機構玩具實作活動接受度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感謝您參與本次 STEM( S 代表科學；T 代表科技；E 代表工程；M

代表數學) 整合課程融入生活科技教學之實作活動，包含連桿機構的學

習、連桿紙模型製作、液壓機械手臂設計與製作、齒輪與凸輪機構的學

習，及最後的機構玩具設計與製作。經由這次的學習過程中，您對本教

學活動的評價如何？希望能經由您親身的學習體驗，提供我們寶貴且有

價值的意見。請您根據您本次學習經驗來回答，謝謝您的參與和合作。 

填答說明：每題只選答一項，請在□內打”V＂  

本問卷共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為活動接受度，共 12 題；第二部分

為開放式問題，共 6 題，請依序填答。 

同意程度：5-非常同意；4-同意；3-無意見；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一、活動接受度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意

見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5 4 3 2 1 

1. STEM 教學之教材內容設計

合宜，且循序漸進，讓我可以

輕鬆地學習。 

□ □ □ □ □ 

2. 藉由活動開始的凸輪影片引

導，可以讓我清楚知道實作活

動的主題。 

□ □ □ □ □ 

3. 藉由 STEM 教學之教材內

容的學習，可以激發我的學習

動機。 

□ □ □ □ □ 

4. 我認為老師所提供的學習

單，完整地給我學習的主題與

方向，靠著它我可以查詢到相

關資料也可完成我的設計作

業。 

□ □ □ □ □ 

 



 

96 

 

5. 在整個活動中，我必須能連結

在理化課中學到的力學概念

(槓桿、力矩等)與液壓原理，

及簡單的數學計算(距離、尺

寸等)，能應用在我的生活科

技作業，才不會發生不懂或者

不會做的情形。 

□ □ □ □ □ 

6. 我覺得此教學設計很有趣，與

生活中的事物有實際的結

合，使我了解到在生活中平常

事物其原有的設計原理。 

□ □ □ □ □ 

7. 這個學習活動挑起我想動手

做的興趣，有興起運用學習到

的技能來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的念頭。 

□ □ □ □ □ 

8. 我發現原來科技的活動需要

瞭解一些科學原理和數學的

計算以及製圖結構，而理化概

念與數學運算的整合運用，是

我在單獨是理化課和數學課

中，無法學習到的。 

□ □ □ □ □ 

9. 透過動手做的機會，我比較能

了解原先在理化、數學課程中

的力學、液壓原理與比例的抽

象概念。 

□ □ □ □ □ 

10. 我確實相信，除了紙筆考試之

外，這個結合理化、科技、工

程和數學的學習活動給了我

很重要的學習而且很有價值

的。 

□ □ □ □ □ 

11. 我覺得使用 STEM 的上課方

式，較為輕鬆愉快。 
□ □ □ □ □ 

12. 我希望以後仍採用 STEM 教

學的上課方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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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放式問題 

1. 說說看，在「STEM」設計與製作的作業中（機構玩具），你學到了

哪些知識或技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本活動你覺得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們所設計的作品，有哪些是來自實際生活中的印象（或相關資料

搜尋），哪些是發揮了想像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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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構玩具設計運作原理對你在進行作品設計時是否產生影響/困難?   

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本活動進行到現在，你對 STEM 課程整合運用在生活科技上（從連

桿到凸輪機構的學習，及液壓機械手臂與機構玩具製作）有什麼心

得感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你的作品與原設計圖是否有不同?哪裡不同?為什麼做這樣的改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