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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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生：范 斯 淳 

指導教授：游 光 昭 

          羅 希 哲 

中文摘要 

以工程設計為主軸之 STEM 跨學科整合性課程，為近代科技教育課

程改革主要趨勢。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發展適用於臺灣高中階段之「工

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設計模式」，並據此發展一套教學模組，以檢驗

其教學成效。本研究採用混合研究法的途徑，經由前導的教學模組準實

驗研究、深度訪談、與國外 STEM 課程內容組成分析，建構工程設計取

向 STEM 課程設計模式的學理基礎。而後，透過再次的教學實驗，驗證

本課程設計模式之可行性，並深入探討教學模組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台北市某高中一年級 103 位學生，主要研究變

項為機構概念知識、工程設計核心能力、及 STEM 態度。教學模組選取

機構設計為主題，內容包含三個 STEM 實作單元，及一個機構玩具設計

製作專題。資料分析採取以量化為主（含描述統計、t 考驗、ANOVA、

ANCOVA、相關分析、及探索性的逐步迴歸分析等）、質性分析為輔的方

式進行。依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提出結論與建議如下： 

1. 本研究之教學模組，可有效提升學生對機構概念知識的理解及其於機

構玩具設計製作專題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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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之學習興趣是影響其投入工程設計專題的重要因素，而具體、成

功的實作學習經驗，會提升學生對工程設計取向課程的興趣。 

3. 影響學生解決工程設計問題之關鍵因素，在於學生是否能將 STEM 知

識整合應用於「發展方案、預測分析、建模/執行方案、測試修正」等

四項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4. 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設計模式，包含：(1)選擇課程主題、(2)剖

析課程內涵、(3)建構學習經驗、(4)檢核評估等四大階段與 10 項步驟。 

5. 發展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之兩大關鍵，在於「聚焦核心之 STEM

知識」，並透過「探究實驗」與「設計製作」取向之 STEM 實作單元，

幫助學生確實建構知識思考與工程實作的連結。 

 

具體而言，工程設計取向之 STEM 課程對高中未來的科技教育應可

帶來正向的影響。因此，教師可依循此課程設計模式，發展 12 年國教高

中生活科技領域之工程設計取向課程。 

 

關鍵字：科技教育、高中工程教育、STEM、工程設計取向課程、工程設

計、STEM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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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Experiment of a High School  

Engineering-Oriented Curriculum: An Approach to 

Integrate and Apply STEM Knowledge 

Author：Szu-Chun Fan 

Adviser：Kuang-Chao Yu 

     Shi-Jer Lou 

ABSTRACT 

Technology educators in Taiwan are increasingly recognizing the need 

for engineering-oriented STEM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a.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n ‘Engineering-Oriented STEM 

Curriculum Design Model’ that is appropriate for high school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study used a mixed-methods research approach. The 

academic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urriculum design model was developed 

from a series of pilot studies including a quasi-experimental teaching study, 

interviews, and a content analysis of STEM curriculum proje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teaching module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design model,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iculum design model and the teaching module 

were assessed.  

The study population consisted of 103 tenth-grade students in Taipei, 

Taiwan. The main variables included conceptual knowledge about 

mechanisms, core engineering design abilit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STEM. 

The teaching module focused on mechanism design, and included three hands-

on STEM instruction units and a mechanism toy design project. The data 

analysis applied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ANOVA, 

ANCOVA,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regression analysis), 

supplemented by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analysis yield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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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teaching module improved performance in conceptual knowledge 

about mechanisms, and in the mechanism toy design project. 

2. Interest in learning among students affected their performance on the 

project, and a positive learning experience enhanced their interest in 

engineering design. 

3.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student performance in engineering design 

problem-solving were the ability to apply STEM knowledge about 

mechanisms when developing solutions, predictive analysis, modeling/ 

prototype construction, and testing and correction. 

4. The Engineering-Oriented STEM Curriculum Design Model consists of 

four key stages and 10 steps. The four key stages are: (1) selecting 

curriculum topics; (2) analyzing curriculum content; (3) constructing a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4) checking and evaluating instruction units. 

5. Two core principles for developing an engineering-oriented STEM 

curriculum are ‘focusing on core STEM knowledge’ and ‘developing 

effective hands-on STEM instruction units’ to provide useful ‘inquiry 

experiment’ and ‘design and mak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This kind of 

curriculum greatly benefits students by helping them connect the ‘thinking’ 

of knowledge with the ‘doing’ of engineering. 

 

In summar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incorporating 

an engineering-oriented STEM curriculum into high school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curriculum design model is an effective instrument 

for developing this kind of curriculum for incorporation into the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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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Technology education, High school engineering education, STEM, 

Engineering-oriented curriculum, Engineering design, Attitudes 

toward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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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闡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

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則提出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跨學科 STEM 知識整合與應用能力的重要性 

在高科技的現代社會中，當人們面臨複雜的科技問題情境時，其整

合及應用跨科際知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Bybee, 2013; Havice, 2009）。

從 20 世紀中以來，受到二次世界大戰及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波

尼克 1 號（Sputnik I）的衝擊，美國及世界主要先進國家皆積極推動科

學、科技、數學與工程等學科領域之教育改革，以強化科學及工程領域

人才之能力與素質，及提升整體國民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EM]）的素養，進而維持或強化

國家競爭力（Gardner et al., 1983;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NGA], 

2007）。K-12 階段學生之科學、數學、科技及工程等學科的學習表現，

被視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更是國家競爭力的展現。然而，

在 21 世紀的社會中，越來越複雜的科技、工程與社會議題廣泛的影響著

全人類的生活，而這些問題都需要具有整合性的知識與素養來面對。從

1990 年代以來，許多的研究報告均警告，現行分科教學的教育體制，在

培養學生知識整合及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能力上是不適切的（Bybee, 

2013; NGA, 2007;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NAE]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2014）。因為，學生接受大量獨立的學科知識灌

輸，但卻缺乏將其與真實生活連結與應用的機會，導致無法學以致用，

更缺乏靈活的問題解決能力。例如，Kelley、Brenner 和 Piepe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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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曾發現，即使學生已經修習過進階的數學課程，但在工程設計的專題

設計活動時，仍然只有應用非常少量的數學於解決問題的歷程之中。

Taraban 等人（2007）也指出，許多工程領域的學生缺乏應用高層次思考

的靈活性，因而在專題設計的過程中，只能使用較低層次的概念知識來

解決問題。因此，21 世紀人才之培育，不應該再強調填鴨式的知識背誦

與記憶，而是要著重在建構學生 STEM 各學科知識的整合運用與靈活的

問題解決能力（Toulmin & Groome, 2007）。換言之，新時代的教育應強

調學科知識與實務應用的連結，著重在透過跨學科的整合應用；並藉由

動手操作或專題式的學習，使學生體會到如何整合知識、運用工具及適

當技能來解決真實世界中的問題（Sanders, 2009）。而這樣的改革思維也

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Ritz 和 Fan（2014）調查全球 20 個已開發及開發

中國家投入 STEM 課程改革之情況，發現目前已有 16 個國家開始致力

於推動 STEM 課程改革的相關措施，而其主要目的皆在於提升國家

STEM 相關領域研究人才及勞動力的素質，並強化學生投入工程領域之

興趣。此外，該研究指出有半數以上的國家皆認為 STEM 教育改革的方

向，應為強化跨學科整合性的 STEM 課程之設計與實施。 

簡言之，為了回應目前分科教育體制下所造成的困境與憂慮，並幫

助學生面對未來越來越複雜的科技與社會問題，STEM 教育改革的重點

應在改善 K-12 階段 STEM 領域之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及教師的教學實

踐，乃至於學生的學習經驗（Bybee, 2013）。美國科學教育界於 2013 年

公布之 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NGSS]中，工程設計首次被納

入為科學課程標準的一環，亦即將工程設計的理念提升到與科學探究同

樣重要的層次，以幫助學生學習如何解決現代社會所面對的重大科學與

工程問題（NGSS Lead States, 2013）。此外，美國的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近年來亦涵蓋科技與工程素養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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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Literacy Assessment [TEL]），透過全國性的

測驗來了解美國學生是否具備有科技與工程素養（National Assessment 

Governing Board [NAGB], 2012）。事實上，許多科學領域的研究亦已證

實，工程設計取向的 STEM 知識整合課程，能提升學生概念知識的學習，

特別是實際應用科學與數學知識以解決問題的能力（Cantrell, Pekcan, 

Itani, & Velasquez-Bryant, 2006; Mehalik, Doppelt, & Schuun, 2008; 

Schnittka & Bell, 2011; Wendell & Rogers, 2013）。 

在過去二十年間，工程設計已成為科技教育教學與研究之重要議題

（Kelley & Kellam, 2009）。工程設計是一個決策及問題解決的歷程，其

需要跨學科 STEM 知識的整合應用，以找出適切的問題解決方案或產出

最佳化的產品。在 STEM 風潮興起前，科技教育的焦點其實便已逐漸轉

向和工程領域結合，並發展成準工程取向（Pre-engineering）的科技教育

課程。以美國為例，由於高中階段對工程感興趣的學生越來越少，因此，

越來越多的美國科技教師加強科技教育課程的「設計與製作」，並融入工

程設計概念使學生能更確實的將所學的各種知識與技術應用在活動中

（Lewis, 2004）。結合科技教育與大專工程教育概念的「工程設計課程」

逐漸成為科技教育課程的主軸。換言之，近代科技教育之目標，已走向

運用設計活動，來幫助學生獲得靈活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培養良好的

STEM 素 養 （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Educators 

Association [ITEEA], 2007）。而隨著近代 STEM 課程改革的趨勢興起，

工程設計取向的課程更成為能扮演落實 STEM跨學科整合理念最適切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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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 STEM 知識整合課程的核心：工程設計 

在跨學科 STEM 知識整合的課程設計中，工程設計的實作活動被視

為實踐 STEM 知識整合的主要途徑。然而，跨科際的學習其實並非一種

新興的教育理念，從 1980 年代起，統整課程(Integrated Curriculum)的理

念便不斷被教育界所討論，也形成了許多不同的整合模式。但無論是何

種形式的整合，其重點皆是期望能打破傳統學科的藩籬，引導學生整合

應用所習得的知識，培養新時代所應具備的能力及素養。從 STEM 各學

科的本質來看，科技是人類為滿足需求所設計出的產物，而工程則是設

計及研發科技產物的過程，其需要整合科學原理與科技技術，並透過數

學來輔助設計、測試及改良的歷程，以獲得最為適切的成果（Berry et al., 

2004; Pinelli & Haynie, 2010）。因此，STEM 教育改革的思維，本身同樣

具有跨科際學習的本質。然而，如同 Bybee（2013）所指出，STEM 教育

改革與過去教育改革最大的差異，在於反應了世界公民必須面對的全球

性挑戰、對於環境及相關議題看法的改變、及對於 21 世紀勞動力需求的

改變。此外，由國外諸多現行之 STEM 課程計畫可以看出，STEM 課程

多是以工程領域為科際整合的主軸，此點亦是 STEM 與過去諸多教育改

革最大的差異。 

以美國目前幾個重要的 STEM 課程計畫為例，Project Lead The Way

是以工程領域的專業知識為背景，強調促進批判性思考、創造力、及培

養解決問題的能力等目的，並透過專題導向的課程引導學生統整課堂所

學，以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Project Lead The Way [PLTW], 2012）。

Engineering by Design™是以科技素養標準、以及全國性的數學、科學標

準（Standards）為依據，透過專題製作的活動，應用 6E 學習環理念來引

導學生了解工程設計的歷程與方法（ITEEA, n.d.）。其他，如 Engineering 

the Future、The Infinity Project 等課程，亦皆是應用工程設計專題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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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整合性課程，透過介紹工程相關職業之工作內涵，促進學生對工程領

域之興趣與理解（Engineering the Future, 2007; The Infinity Project, n.d.-

a）。 

由此可見，跨學科 STEM 知識整合課程的核心，多是以工程設計的

程序為主軸，藉由目標性的問題解決或專題設計活動，提供學生一個可

真實連結課堂所學與現實世界挑戰的學習機會。藉此促進學生養成發現、

探索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其成為具有問題解決與批判思考能力的現代

公民（Sorenson, 2010）。具體而言，工程設計取向之 STEM 課程能藉由

真實世界的問題為學習情境，帶動整體學習的齒輪，由工程設計提供學

生系統化的問題解決模式，同時融入科學的探究，並輔以數學相關知識

的協助，以完成工程設計過程中所需的運算分析，使跨學科的知識產生

連貫性的交會（Kelley, 2010）。 

 

跨學科 STEM 知識整合課程的迷惘與困境：科技教育教學的省思 

STEM 教育看似具有明確的目標，但從現今世界各國的實施方式及

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大眾對於 STEM 教育的詮釋仍是眾說紛紜。其主要

原因，在於 STEM 具有高度學科整合的本質與特性，且 STEM 課程多強

調問題解決、創造／創新、批判思考等高層次思考能力的培養。是故，

課程發展、教材設計、教學策略等環節的規劃，都是影響 STEM 課程成

敗的關鍵因素。由目前的 STEM 教育相關文獻可看出，科學、科技、工

程與數學等學科彼此之間，甚至在學科之中對於 STEM 課程詮釋的理念

與實施方式皆相當多元，STEM 可被視為單一學科（如：科學、數學）

的強化，亦可被視為跨學科取向的專題活動，或整合四個學科發展成為

全新的課程（Bybee, 2013; Morrison & Bartlett, 2009）。縱使在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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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工程教育領域之文獻中，對於應如何設計及實施 STEM 課程的看法亦

是相當分歧。換言之，雖同樣是透過工程設計的歷程進行學習，在課程

中各學科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整體課程如何規劃？又應透過何種教學

策略來實施？此外，學生能學習到的成果為何？又該如何測量？這些問

題皆存在著許多爭議。如同 Asunda（2012）所指出，STEM 課程過於廣

泛的知識內涵及缺乏連貫性的內容，容易造成課程標準建立不易、教學

內容與教學方法之界定與規劃不易、及教學評量實施困難等問題。Custer

和 Daugherty（2009）亦提到，具有高度整合性的 STEM 課程是一個相

當龐大的知識結構，其往往造成師資培育課程規劃與教師專業發展的困

難。此外，Williams（2011）亦指出，科技教育在學校推動 STEM 課程

時，極可能遭遇許多現實的挑戰，包含：難以撼動的學校時間表和課程

結構、缺乏參與改革意願的教師或其他學科領域、缺乏靈活性的課堂教

學設計、以及科技和工程課程在學校教育定位不明等。 

長久以來，多數科技教師在實施工程設計與製作的活動時，並未真

正引導學生落實科學與數學等概念知識的應用（Kelley et al., 2010）。事

實上，嘗試錯誤仍然是科技教育課堂中最為普遍的學習經驗，多數學生

並未真正了解到如何應用科學及數學知識來進行工程設計及問題解決

的歷程（Lewis, 1999; Mativo & Wicklein, 2011）。近十年來，越來越多研

究者呼籲科技教育領域應改善學生在設計歷程中應用STEM知識的實踐

經驗，特別是強化學生應用數學原理與科學知識以解決問題的關鍵技巧

（ITEEA, 2009）。藉此，方能幫助學生了解到各學科彼此之間的關連性，

並藉此提出更有效的解決方案以解決問題（Bybee, 2013; Sanders, 2009）。 

本研究之研究者曾與高中生活科技教師合作，嘗試在生活科技課程

中運用 STEM 課程理念規劃教學活動，並進行相關教學實驗（游光昭、

范斯淳、汪殿杰，2012；Fan & Yu, 2015; Fan & Yu, 2014; Yu, Lin, &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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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在實施 STEM 教學實驗的過中，發現雖然大部分學生皆有正向

的學習成效與學習反應，但協助教學實驗的教師仍提出許多未來課程設

計及教學實踐可能遭遇的問題。首先，在課程設計的過程中，因 STEM

知識面向過於廣泛，常導致課程主軸及教材內容之深度與廣度不易界定。

其次，則是科技教師普遍在數理知識或工程概念較為不足，導致難以提

供學生適當的引導。此外，臺灣的高中學生甚少有系統的接觸到工程設

計方面的知識，也缺乏相關之實作經驗，對多數學生而言，要能完成具

有高度知識整合特性的 STEM 活動是不容易的。換言之，在課程規劃、

教材教法的設計、及教學策略的應用上，如何發展能確實協助學生整合

及應用 STEM相關知識，進而加強其工程設計能力，皆是目前推動 STEM

教學上的亟待研究的重要課題。此點，亦成為本研究探討高中工程教育

及 STEM 課程研究之主要動機。 

 

小結 

對高中學生而言，工程設計取向之 STEM 課程可協助學生將過去課

堂所學真正連結並應用在真實的問題解決情境中，並發展整合性的

STEM 知識與問題解決能力。然而，過去在台灣高中階段的科技教育課

程之中，並未強調工程設計理念的融入，更未落實引導學生整合跨學科

的知識以解決問題，且學生亦普遍缺乏相關的先備知識及經驗。目前，

國內外在 STEM 課程的理念、設計與實施仍存有諸多分歧，因此在將工

程設計取向的課程及跨學科STEM知識整合的理念融入臺灣的科技教育

之前，應先對整合性 STEM 知識在工程設計活動或科技教育上的定位、

工程設計取向課程架構與內涵的規劃、甚至教學方法及教學成效等問題

進行更深入的探究與理解，方能依據現況之需求，找出可供科技教師參

考的方向。臺灣目前對 STEM 課程之研究尚在起步，STEM 相關課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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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發展多是以自行摸索的方式來進行，而實際投入教學模組研發及

實證性的 STEM 課程研究亦相當少見，更缺乏一個可供依循的課程發展

模式。因此，從教學實務的角度，確認於臺灣實施 STEM 課程之適切性，

並找出可行的途徑是十分的重要。本研究期待能深入了解 STEM 課程改

革之理念及實踐，並研發適用於臺灣高中教學現場之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設計模式及教學模組，以供未來 12 年國教推動高中工程設

計取向課程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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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之教育理念、課

程設計模式與教學策略，並據以提出適用於臺灣高中階段的「工程設計

取向 STEM 課程設計模式」（以下簡稱為「En-STEM 設計模式」）。同時，

依據此 En-STEM 設計模式，發展高中階段之工程設計取向 STEM 教學

模組（以下簡稱為「En-STEM 教學模組」），進而透過教學實驗確認教學

模組之適切性。 

整體而言，本研究採取混合研究法的途徑（mixed-methods research），

規劃三階段的研究歷程以達研究目的。階段一與階段二為發展 En-STEM

設計模式及教學模組之前導研究，階段三則為本論文主要之研究，整體

研究架構如圖 1-1 所示。 

階段一前導研究的目的，是以現有之高中生活科技教材為基礎，依

據 STEM 課程統整的概念，嘗試設計一套教學模組，藉以了解工程設計

取向之 STEM 課程應用於臺灣高中科技教育之可行性，並探索可能遭遇

的問題。而階段二前導研究之目的，在於深入分析美國的科技教育界如

何設計及推展 STEM 課程，以借鑑其課程設計與實施經驗；同時，反思

臺灣科技教育的背景與需求，作為改善階段一教學模組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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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整體研究架構圖 

 

具體而言，階段三研究（本論文）之主要目的在於依據前導研究

之結果，提出 En-STEM 設計模式，並據此重新設計階段一所研發的教

學模組，形成「En-STEM 教學模組」。而後，透過教學實驗探討 En-

STEM 教學模組對高中生 STEM 知識學習表現的影響，分析影響學生

工程設計核心能力展現的關鍵因素，並分析 En-STEM 教學模組對學生

STEM 態度的影響。最終，研提適用於高中科技教育之 En-STEM 設計

階段一前導研究 

STEM 教學模組 

準實驗研究 

階段二前導研究 

美國 STEM 課程設

計與實踐模式研究 

階段三 （本論文） 

工程設計取向之 STEM 課程教學模組實驗研究 

自變項 

工程設計取向 

STEM 教學模組 

依變項 

。機構概念知識 

。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STEM 態度 

歸納研究發現與問題，

探討 STEM 課程模式 

歸納研究發現，發展 

En-STEM 設計模式 

歸納研究省思，深度

探討學習效益 

針對階段一教學模

組進行再設計 

研究對象 

103 位高中 

一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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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並提出引導學生在工程設計過程中整合及應用 STEM 知識的建

議。簡言之，階段三研究之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 分析 En-STEM 教學模組對學生概念知識學習表現的影響。 

2. 探討學生在 En-STEM 教學模組中機構玩具設計製作專題的表現。 

3. 探討 En-STEM 教學模組對學生 STEM 態度的影響。 

4. 探討影響學生應用 STEM 概念知識於解決工程設計問題的關鍵因素。 

5. 研提高中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設計模式。 

6. 研提臺灣實施高中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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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高中工程教育 

高中階段之工程教育意指在高中階段以工程設計取向的活動為途

徑，實施蘊含工程領域相關基礎知識的整合性課程。其具有試探學生投

入大學工程教育之學習性向的功能，亦扮演提供學生投入大學工程教育

學習準備的角色。 

 

工程設計 

工程設計是工程師實踐的歷程，其具有明確的目標導向，在規範與

條件限制的侷限下，藉由反覆的歷程以達成明確的目標（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2009）。本研究所界定之工程設計歷程，包含：

(1)界定問題/條件限制、(2)發展方案、(3)預測分析、(4)權衡/方案選擇、

(5)原型建模/執行方案、(6)問題分析/修正、(7)測試評估、及(8)最佳化/再

設計等步驟。 

 

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工程設計核心能力為完成工程設計歷程所需的關鍵能力。本研究所

界定之工程設計核心能力，包含：(1)定義問題、(2)發展方案、(3)預測分

析、(4)原型建模、(5)測試修正、及(6)最佳化等。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EM 為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與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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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的縮寫。STEM 教育是一種教學和學習的途徑，用以幫助

學生整合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領域的知識，使其具有解決真實世界

問題的知識、態度、技能與能力。具體而言，多數 STEM 教育之目標皆

源自以下五種面向：(1)培養 STEM 素養、(2)建構 21 世紀的競爭力、

(3)STEM 勞動力準備（職業試探與理解）、(4)提升學習興趣與參與意願、

及(5)發展 STEM 跨學科知識連結的能力（NAE & NRC, 2014）。 

 

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 

本研究所界定之 STEM 課程是以情境學習為引，藉由工程設計活動

引導學生進行系統性的思考。在活動過程中，融入科學的探究以解決設

計歷程中的問題，並輔以數學相關知識的協助，完成必要的運算與分析。

其主要目標在協助學生了解工程設計專題相關之 STEM 概念知識，並協

助學生整合運用 STEM 知識以解決設計歷程中的問題，強化工程設計核

心能力，進而養成分析、判斷與解決現實世界問題所需之知識、能力和

態度。 

 

STEM 態度 

本研究所界定之 STEM 態度，是學生對於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

等學科彼此之間關連性與實用性的認知與感受，其聚焦在學生學習

STEM 課程時的興趣（Interest）、自覺能力（perceived ability）和價值

（value）。其中，興趣是學生對於 STEM 相關學科之學習興趣，自覺能

力意指對自我能力的信念與自覺，而價值則是學生對於 STEM 知識的價

值、意義、重要性及有效性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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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普通高中學生，階段一與階段三之教學實驗皆

以台北市某高中一年級之學生作為實驗對象，故其他學習階段之學生不

在本研究探討之範圍內。此外，因階段一與階段三兩次教學實驗之對象

為同一所高中的學生，透過入學篩選後，學生的先備學科概念知識程度

可能落在特定區段，學生之特質亦可能與其他學校有所差異，因此在研

究結果的推論上將有所限制。 

 

就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之教材內容是自編的 En-STEM 教學模組，其課程範圍與教

材內容的選擇，主要以現行高中物理、數學、生活科技等科目之課程綱

要為基礎，現行高中課程綱要未涵蓋的部分（如工程領域相關知識）則

透過專家會議的方式確認其適切性。 

本研究之 En-STEM 教學模組是以機械工程領域中的「機構設計」

為課程主軸。採用機構設計為主題之原因在於機構設計為工程領域相當

重要的基礎概念，其設計歷程需應用許多 STEM 相關概念知識。此外，

機構設計可發展出許多有趣並具有挑戰性的學習活動，在教學活動的設

計及教學策略的選擇上具有相當大的靈活度。然而，因受限於時間及經

費、及人力等限制，本教學模組之三個 STEM 實作單元乃是運用樂高零

件進行機構模組的組裝與測試。因此，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無法累積零件

設計與實際加工之相關經驗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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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人力、物力、及教學實驗學校課程的安排，僅能

以台北市某高中一年級三個班級之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雖已嘗試

控制（或至少降低）教學過程中之不當干擾因素，例如同時事件、資料

蒐集者的偏誤、研究對象的態度、差異的選擇以及研究的實施等對內部

效度的威脅，但在研究之推論性上仍有所限制，不適宜做過大的解釋。 

 

就研究變項而言 

本研究主要探討自行研發之 En-STEM 教學模組，對高中學生在

STEM 概念性知識、工程設計核心能力、及對 STEM 態度等面向的影響，

並分析其彼此之間的相關性。因此，在 STEM 概念性知識方面，本研究

將聚焦在與 En-STEM 教學模組內容相關的知識，模組中未提及的 STEM

知識則不在探討的範圍內。此外，對於 En-STEM 教學模組是否可提升

學生之創造力、學業成就等變項亦無從得知，故研究結果之探討應僅限

於研究變項有觸及的部分，及學生所展現的真實學習表現，除此之外不

宜做過大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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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規劃如圖 1-1 所示，分為前導之實驗研究、訪談與內容研

究，及延續之教學實驗研究等三階段，因此，第二章文獻探討依循研究

進程為脈絡逐步完成。 

具體而言，「第一節 跨學科 STEM 知識的整合理論」與「第二節 工

程設計與 STEM 知識應用」之文獻探討，為整體研究之理論基礎，聚焦

於探討 STEM 教育改革理念、整合式課程之相關理論基礎、及工程設計

歷程與核心能力。 

其次，「第三節 美國 STEM 課程之內涵與特性分析」及「第四節 工

程設計取向課程設計模式」，為階段二研究之重要內涵。其聚焦於剖析國

外 STEM 課程之內涵、特性、及課程設計模式，以做為階段三後續研究

之基礎。 

最後，在進行階段三後續研究前，本研究針對影響學生學習之相關

因素及國內之研究現況加以分析，完成：「第五節 態度對工程設計取向

課程學習的影響」、及「第六節 國內相關研究」等節，以做為研究結果

分析與討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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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跨學科 STEM 知識的整合理論 

STEM 教育之目的與理念 

STEM 是一種學習的途徑（learning approach），用以幫助學生建構整

合性的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知識與技能，使其具備 21 世紀的競爭力

及 STEM 素養（Maryland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2）。Bybee

（2013）曾指出，STEM 教育之目的在培養學生具備有 21 世紀的就業能

力，以面對全球化的經濟與環境變遷挑戰。美國 NRC（2011）指出，STEM

改革具有三個主要目標：(1)提升 STEM 領域研究與就業的人數，同時強

化弱勢族群的 STEM 學習參與；(2)提升 STEM 就業人員的能力；(3)提

升學生的 STEM 素養。更進一步來看，NAE 和 NRC（2014）歸納各項

STEM 研究發現，美國 STEM 教育之目標可歸納為五種面向：(1)培養

STEM 素養、(2)建構 21 世紀的競爭力、(3)STEM 相關職業的勞動力準

備、(4)提升學習興趣與參與意願、及(5)發展 STEM 跨學科知識連結的能

力。深入思考其關鍵可發現，根本的解決之道，仍在於改善 STEM 課程

之設計與實施，使學生能獲得有意義的學習經驗，方能引發學生主動學

習的意願，進而提升其學習成效。 

換言之，STEM 教育的重點，聚焦於透過各種整合性的教學與學習，

來改善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各領域之課程設計、教學策略、教師的

教學實踐、及學生的學習歷程（Bybee, 2013）。從科學、科技、工程及數

學之學科本質來看，科學著重在引導個人具備對於科學知識與科學概念

的認知，培養科學探究以及獨立進行客觀決策的能力、同時能夠從科學、

技術的角度了解科學議題或發展；科技重視的是能培養使用、管理、評

鑑科技的能力，其中包含有科技選用、問題解決以及批判思考與決策能

力；數學著重在引導學生能有能力判斷及理解數學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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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能透過邏輯的思維，做出有憑據的客觀判斷，並透過數學協助達成

解決問題的需求；而工程則是著重在應用人類所擁有的科學與數學知識，

透過設計達成材料、工具與自然力量的運用，適切的解決問題並滿足人

類的需求（Asunda, 2012;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93; Daugherty, 2009）。NAE 和 NRC（2014）指出，STEM 跨

學科知識連結的能力意指幫助學生藉由整合多個學科的知識，來形成一

個核心的概念與宏觀的視野，使其 STEM 相關知識體的結構能更具有統

整性及寬廣度，而非僅侷限於過去單一學科的理解。 

 

跨學科課程統整理論 

如前言所述，STEM 教育改革展現出跨學科知識整合學習的特性。

然而跨學科的學習並非一種新興的教育理念，從 1980 年代起，著眼於傳

統填鴨式的分科教育所導致的學用落差及學習動機低落，統整課程

（integrated curriculum）（或稱課程統整 [curriculum integration]）的理念

便不斷被教育界所討論。從基本定義來看，Beane（1997）認為，課程統

整是一種課程設計理論，其重點在於透過教師及學習者的合作，透過重

要議題或問題打破學科界限，強化個人與社會之整合。而 Fogarty（1991）

則指出，課程統整是一種課程設計的概念，依據統整性的概念所規劃之

課程，應包含：「找出課程組織核心」、「打破學科領域界線」、及「組織

有意義、整合性的學習內容與經驗」等三大核心要件。換言之，課程統

整之重點在於期待教師的課程設計能打破傳統學科的藩籬，以學習者為

中心，引導學生整合應用所習得的知識，以面對真實情境中的問題，進

而能培養出高層次的思考能力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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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Drake（1998）曾指出，統整課程具有複雜性與多樣性，在不

同學科及不同學習場域中皆可能有不同的統整模式。如 Fogarty（1991）

所言，課程統整包含垂直統整、水平統整、及環狀統整三種向度，垂直

統整代表由 K-12 不同學習階段學習內容的連貫性，水平統整代表相關

學科領域知識的連結與加廣；而環狀則代表透過價值觀、概念、議題、

問題等主題，來整合不同學科的知識。Beane（1997）則指出，課程統整

的形式包含四種範疇：(1)經驗統整：透過真實經驗的反思以建構學生的

認知基模；(2)社會統整：以重要社會議題為核心，統整相關知識的學習；

(3)知識統整：以問題為核心，透過問題解決的歷程來發展、組織與詮釋

知識；(4)課程設計統整：以學科核心知識所形成的脈絡為主軸，發展涉

及該知識的學習活動，以建立與真實問題解決的連結。Drake（1998）認

為，統整課程的研發與實施是一個漸進式的歷程，最終常見的課程統整

模式通常可歸納為以下三種：(1)多學科整合(multidisciplinary)：由若干學

科透過一個共通的主題或議題加以連結，在同一段時間內，由不同學科

各自教學。(2)跨學科整合(interdisciplinary)：由若干科目透過一個引導的

問題、共通的概念焦點、或是交叉學科的標準，建立學科教學內容之間

的連結性，進而達到統整的效果。(3)超學科(transdisciplinary)：學習活動

之設計完全打破學科界線，從真實的生活情境出發，學科的學習則是隱

藏在學習歷程中。具體而言，如同 Fogarty（1991）所歸納的，統整課程

的設計可概分為以下三大類，共計 10 種不同的形式（如圖 2-1 所示）： 

1. 單一學科內部的統整：(1)分立式（fragmented）：傳統的分科 課程設

計，由各科獨立教學。(2)聯立式（connected）：學科分立，但透過議

題或問題，強化學科內部知識與技能之連貫性及連結。(3)窠巢式

（nested）：在單一學科內，針對某事件、現象或議題引導學生進行

多層面、多角度的思考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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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學科的統整：(1)序列式（sequenced）：重新安排不同學科本身之課

程議題順序，使各科在同一段時間所教學的內容能產生關連性。(2)

共有式（shared）：在具有互補性質的學科之間（如科學與數學），由

教師透過共有的概念進行協同教學的規劃。(3)張網式（webbed）：主

題取向，但仍保有學科本位的統整方式，先選出具有意義的主題，而

後從各學科中篩選出相關的學科知識內容。(4)線串式（threaded）：

以重要的後設認知能力或社會技能做為學習主題，進而再串連各科

的學習活動。(5)整合式（integrated）：以課程主題為主軸，去學科本

位的統整模式，強調打破學科界限，直接抽取與課程主題相關的重

要概念。 

3. 以學習者為核心的統整：(1)沉浸式（immersed）：著重在學習者自身

內在的統整，由學習者自動自發，個別建構而成。 (2)網路式

（networked）：透過自主的文獻蒐集與閱讀，及與相同領域的研究者

的互動或參與研究，自己主導學習歷程的統整與精進。 

 

 

圖 2-1. Fogarty 的 10 種課程統整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 Fogarty（1991） 

 

對K-12階段的學生及教師而言， STEM課程可採取兩種組織方式，

一是以特定學科為主的課程設計，另一則是跨領域統整的課程設計

分科式  關連式  巢窠式 

 

單一學科內部的統整 

序列式  共有式  張網式 線串式  整合式 

 

跨學科的統整 

沉浸式  網路式 

 

以學習者為核心

的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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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schbach, 2011）。以特定學科為主的課程設計是以單一學科為基礎，

再輔以相關的 STEM 知識內容；另一種跨領域統整的課程設計，則是打

破傳統各學科的形式與架構，採取專題導向的課程架構，將相關的 STEM

知識依據課程主題重新整合與重組。Bybee （2013）歸納許多報告後，

提出九種呈現 STEM 整合性課程觀點，包含：(1) STEM 等於科學（或數

學）單一學科；(2) STEM 意指科學和數學兩個學科；(3)將科技、工程、

或數學納入科學課程中，作為解釋科學應用的範例；(4) STEM 為四個對

等但獨立教授的課程；(5)科學與數學為獨立的學科，但藉由額外的科技、

或工程專題活動連結科學與數學原理；(6) STEM 為四個學科所進行的協

同教學；(7) STEM 為結合二到三個學科而設計一個新的課程；(8) STEM

單一學科的科學探究或問題解決導向專題活動，其中四個學科彼此提供

重疊或互補的相關知識；(9) STEM 是一個完全跨學科統整的課程或專題

計畫，參與的學生必須具備基礎的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等學科知識。 

 

小結 

綜上所述，課程統整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強調有意

義的學習，以及具有連結性的知識架構，進而幫助學生建立解決或反思

真實世界問題的能力。統整課程的設計模式具有高度的多樣化及複雜度，

並沒有固定的形式可言，可依據教師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不同，甚至教

學對象或教學場域的不同，產生不同的組織方式。從 STEM 各學科本質

的差異來看，為符合學科之教育目的與特性，以科學教育之「探究思考」

為主軸的 STEM 課程，較常採用聯立式、張網式、或窠巢式的整合模式。

意即在科學課程中適時納入工程設計的實作活動以作為解釋科學應用

的範例，或是藉由額外的科技、或工程專題活動，來連結科學與數學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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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科技及工程教育之「工程設計」為主軸的 STEM 課程，則偏向

共有式、張網式、整合式、或沉浸式的統整課程設計。此類型的統整課

程，是以一個工程設計問題來引導專題活動的進行，並由 STEM 四個學

科彼此提供重疊或互補的相關知識；或更進一步的，規劃打破學科界限

的跨學科整合性課程或專題計畫。在這樣的課程中，參與的學生必須具

備基礎的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等學科知識，同時能夠主動學習、積

極探索專題計畫所需的 STEM 知識。 

一個良好的統整課程除了完善的規劃外，亦需確實且有效的教學實

踐。細觀上述之課程統整模式可發現，無論是以學科內容、重大議題、

或核心能力為整合的主軸，在教師的教學實踐上皆可區分為三種主要型

態：第一種即是由單一學科教師進行統整課程的規劃與實施，二是由各

科教師進行協同教學，在教學歷程中不斷互補或提供彼此協助；三是由

各科教師共同進行整合課程的規劃，但實施過程中各學科彼此之間的互

動較少，可獨立進行教學。然而，在現行體制下，統整課程的實施仍存

在許多阻力，此外，因 STEM 課程所涵蓋的知識較單一領域課程廣泛，

亦容易遭遇到課程內容範疇界定不清的問題。因此，如何依據臺灣高中

教學現場的現況規劃適切的STEM統整課程，仍有待更多的探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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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程設計與 STEM 知識應用 

工程設計流程 

工程是人類為解決問題所進行的系統性的舉措及實踐。因此，一個

具備工程設計思維的人，應能善用科學、科技、數學等學科整合而成的

知識，亦能省思個人、團體以及社會如何在充滿各種科技的人造世界中

互動，進而有效的掌控科技的發展與使用。高中工程教育之理念，在於

透過以工程設計為核心的教學，協助學生連接課堂所學和真實世界的問

題情境，讓學生有機會看到他們每天生活的世界如何透過科學，數學和

工程等知識而運作，進而了解如何應用這些知識解決問題。換言之，工

程設計為學生提供了一個系統化的思維模式來解決問題，不僅可應用於

整合科學、科技、數學和工程的學習，更可以連結並轉化到許多其他學

科的學習之中（Kelley, 2010）。 

工程設計是工程師實踐的歷程，其具有明確的目標導向，在規範與

條件限制的侷限下，藉由反覆的歷程以達成明確的目標（NRC, 2009）。

工程設計是實踐 K-12 整合性 STEM 課程有效的教學策略（Crismond, & 

Adams, 2012; Kelley, 2008; Lantz, 2009）。在科技教育領域，ITEEA 於

Standards for Technological Literacy [STL]當中所界定之設計流程即涵蓋：

(1)界定問題、(2)腦力激盪、(3)研究和產生想法、(4)確定標準和約束的條

件限制、(5)探索可能的解決方案、(6)選擇方法、(7)開發設計方案、(8)製

作模型或原型、(9)測試和評估、(10)檢視是否符合規格限制、(11)優化設

計、(12)製造成品、(13)與他人交流、說明製作過程和結果等歷程（ITEEA, 

2007）。PLTW 課程所使用的工程設計流程則是包含：(1)界定問題、(2)

腦力激盪、(3)研究並蒐集創意/想法、(4)確認標準和規定的約束條件、(5)

探索方案可能性、(6)選擇方案、(7)發展設計提案、(8)製作模型或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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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依據規範測試及評鑑設計、(10)改善設計、(11)創造或製作最終解決方

案、(12)交流設計過程與結果等步驟（Grimm, 2010）。而美國工程設計取

向的 The Infinity Project 課程，將工程設計流程界定為九個步驟（The 

Infinity Project, n.d.-b）：(1) 界定問題或目標；(2) 設定目標及確認條件

限制；(3)研究並蒐集資料；(4)發展具有潛力的解決方案；(5)分析解決方

案的可行性；(6) 選擇最適切的解決方案；(7)製作或實踐設計方案；(8)

測試並評鑑設計方案；(9)視需要性重覆前述步驟。此外，美國科學教育

領域所規劃之 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將工程設計的主要步驟

界定為：(1)定義和界定的工程問題：盡可能釐清與達成問題解決所需依

循的條件、限制或相關的問題；(2)設計解決方案：產生數種不同的解決

方案，進而分析評估各方案解決成功的機率，以選出最佳的方案；(3)優

化所設計的解決方案：透過系統化的測試，權衡哪些功能是重要或較不

重要的，進而最佳化最終的解決方案等三大步驟（NGSS Lead States, 

2013）。此外，Householder 和 Hailey（2012）指出，工程設計是一個反

覆前後滾動的歷程，其主要步驟包含：(1)辨認需求或問題；(2)研究需求

或問題；(3)發展可能的解決方案；(4)選擇最適切的解決方案；(5)建立原

型；(6)測試並評鑑解決方案；(7)溝通傳達測試結果；(8)再設計；(9)結束

設計歷程。各步驟間的互動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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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工程設計流程圖 

資料來源：出自 Householder 和 Hailey（2012） 

 

因此，歸納上述之工程設計流程，本研究所界定之工程設計流程，

包含以下八項主要步驟： 

1. 界定問題/條件限制：定義和界定工程問題、設計規範及相關條件限

制。 

2. 發展方案：蒐集相關資料，設計工程問題的解決方案。 

3. 預測分析：依據相關理論與條件限制，預測各解決方案的可行性。 

4. 權衡/方案選擇：依據分析結果針對備選方案進行排序，找出最佳的

方案並提出選擇的理由與依據。 

5. 原型建模/執行方案：依照方案規劃加以實踐。 

6. 問題分析/修正：分析方案執行過程中遭遇的問題，並加以修正。 

步驟 1 

界定需求或問題 

步驟 2 

研究需求或問題 

步驟 3 

發展可行的解決方案 

步驟 4 

選擇最佳的可能方案 

步驟 5 

建立原型 

步驟 6 

測試和評估方案 

步驟 7 

溝通解決方案 

步驟 8 

再設計 

步驟 9 

結束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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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測試評估：規劃並進行測試，蒐集並分析測試之結果，評估此一方案

之成效。 

8. 最佳化/再設計：檢驗方案成果，思考可改善的部分，並嘗試透過科

學概念加以修改或重新設計。 

 

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要實踐良好的工程設計流程，需具備關鍵的核心能力。許多研究皆

指出（Lewis, 2005; Merrill, Custer, Daugherty, Westrick, & Zeng, 2009; NRC, 

2009; NGSS Lead States, 2013），高中階段工程設計取向課程應著重之核

心能力，包含：「定義問題、發展方案、預測分析、原型建模、測試修正、

及最佳化」。 

Silk 和 Schunn （2008）透過內容分析，檢視美國所有州訂科技與

工程教育課程綱要、以及全國性或國際性的課程內容標準，發現最共通

的工程設計核心能力是「系統性思考」與「最佳化的歷程」。而 Carr、

Bennett 和 Strobel（2012）藉由分析全美 K-12 STEM 相關能力指標與課

程標準（Standards），歸納出對於進行工程設計（doing egineering）所需

的核心能力共識，包含：(1)識別標準、約束和問題；(2)評估，重新設計

和修改產品或模型；(3)評估解決方案的有效性；(4)設計一個產品或過程

來解決問題；(5)描述提出設計和解決方案的理由；(6)製作模型、原型和

草圖；(7)設計產品及系統；(8)選擇適當的材料、最佳的解決方案、或有

效的辦法；(9)解釋解決方案和設計的關鍵因素；(10)制定計劃，佈局、

設計、解決方案和流程；(11)創造解決方案，原型和圖形；(12)溝通的問

題，設計，或解決方案；(13)對解決方案和設計進行簡報；(14)定義問題；

(15)腦力激盪解決方案、設計、設計的問題和計劃；(16)構建設計、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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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模型；(17)應用標準，約束和數學模型；(18)改善解決方案或模型；(19)

提出流程圖、系統規劃、解決方案設計、藍圖和生產過程。在工程設計

取向課程中，透過教學活動強化這些核心能力的學習，可以引導學生展

現出更有效率的工程設計歷程（Merrill et al., 2009; NRC, 2009）。 

進一步來看，在工程設計歷程中，定義問題是構思設計概念的第一

步驟，也是整個問題解決過程中持續不斷的歷程。其中，了解設計需求

及條件限制，是釐清工程問題的關鍵。條件限制可能是物理性的外在因

素，亦可能是經濟、法律、政策、社會道德、審美或時間等各種與設計

相關層面所產生的限制。工程設計與傳統科技教育之設計與製作活動最

大的差異，即在於其著重真實世界的問題解決，工程設計的課程必須引

導學生了解真實情境中可能產生的限制，並將其納入設計問題之中。 

其次，如同 NGSS 所定義，發展解決方案是針對工程問題提出一系

列不同的解決方案，並從中評估何者最能滿足問題之標準與條件限制

（NGSS Lead States, 2013）。換言之，發展方案的歷程，是依據前一步驟

所界定之問題與條件限制，透過資料蒐集、分析與構思等步驟，找出所

有可能的執行方案再進行分析，以選擇最佳解決方案。其中，要能提出

多元化的想法，則必須對問題有具體的瞭解，並具備足夠的相關知識，

方能落實有意義的思考。 

在設計歷程中的預測分析，對於選擇最佳解決方案、製造建模、以

及評鑑測試結果等步驟，都扮演著關鍵的角色。NRC（2009）認為「分

析」是一種系統性的思考，而其目的在於詳細的檢視設計歷程中的各種

問題，包含：(1)具體釐清遭遇的問題、(2)深思各種設計決定、(3)預測或

評估表現、(4)確定各方面的可行性、(5)評估的替代品、或(6)調查故障。

而這樣的思考活動，即蘊含著權衡的概念。在考量成本、功能、經濟、

 



29 

社會文化等各種限制因素的情況下，取捨、平衡互相衝突的條件限制，

而其牽涉到的，即是科學及數學知識的整合與應用。由此可見，預測分

析是整體工程設計流程最重要的核心能力。如同 Merrill 等人（2009）所

指出，若要在科技教育的課程中有效融入工程概念，教師必須強化其工

程設計相關之概念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的教學能力，尤其是數學與科學

知識的應用。 

原型建模亦是工程設計的關鍵步驟，NRC（2009）認為，建模是一

個系統、或者一個設計程序、或產品基本特徵的展現，其可以透過任何

圖像式、物理式或數學式的形式加以表達。在高中階段的工程設計課程

中，除了實體產品的製作外，學習歷程檔案亦是呈現學生設計概念的重

要媒介。Moore、Miller、Lesh、Stohlmann 和 Kim（2013）便曾指出，強

化學生在工程設計活動中的建模能力，可以提高概念性知識的理解和工

程設計的表現。 

最終，測試修正及最佳化的歷程，是促使工程與科技進步不可或缺

的關鍵步驟，亦是真正解決問題所必經的歷程（Asunda & Hill, 2007）。

測試修正與最佳化設計是為了追求最佳的解決方案，其中必須綜合測試

分析、及各種條件限制權衡後的結果，進行整體的思考（NRC, 2009）。

在過去的高中科技教育中，學生往往缺乏重新再設計的學習經驗，然而，

在真實世界的工程問題解決中，權衡現實的條件限制後再設計所得的結

果，才是最佳且真實的設計產出。因此，要強化學生工程設計的學習及

對於工程領域的理解，教師在規劃教學活動時，應重視最佳化與再設計

相關學習歷程的規劃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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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高中工程教育之特色，在於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在各種現實因素限制

下進行設計，並找出最佳的解決方案，其活動過程中應重視「定義問題、

發展方案、預測分析、原型建模、測試修正、及最佳化」等工程設計的

核心能力，並應用數學運算及科學原理輔助其設計與實踐的歷程。STEM

整合性課程的學習應著重在發展解決方案的過程與設計歷程，而非解決

方案本身或最終的結果。 

換言之，工程設計取向之 STEM 整合性課程規劃，應以工程設計為

核心，選擇科技重大議題為學習情境，進而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將數學和

科學等知識，應用於工程設計歷程之中，提升其工程設計的核心能力，

進而解決工程相關的問題。如此一來，這種跨學科的學習方式方能使學

生可以在一種符合自身需求及經驗的情境下探索科學與數學，同時幫助

他們發展系統性思維，並在未來能將其應用到工作、學術研究或日常生

活等各種層面（Lantz,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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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 STEM 課程之內涵與特性分析 

為深了解STEM課程可行的主題內涵、教學模式與教學策略等特性，

以做為本研究研發 En-STEM 設計模式與教學模組之參考。本研究廣泛

蒐集國外工程設計取向之 STEM 課程，而後，依循「壹、課程主題與教

材內涵」「貳、學習導向」、「參、教學策略」、「肆、教學流程規劃」、及

「伍、教學評量規劃與教學輔具應用」等五大面向，進行其內容組成與

特性的討論分析。  

 

STEM 課程概述 

在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的支持下，近年來許多美國大學 STEM 相關

系所及研究機構皆積極投入 STEM 課程之設計、研發與推廣（Bayer 

Corporation, 2010）。本章節所探討的 STEM 課程，包含「Project Lead The 

Way」、「Engineering by Design™」、「Engineering the Future」、及「The Infinity 

Projectsm」等較為大型的課程。亦包含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所支持之 12 個不同的 STEM 課程計畫，其課

程內容簡介如附錄一所示。整體之內容組成分析結果則歸納如附錄二所

示。 

其中 PLTW是美國具有全國性領導地位及相當程度影響力的 STEM

課程計畫（PLTW, 2014）。PLTW 計畫的宗旨在提供中學生一個創新的科

學、科技、工程和數學整合性課程，其涵蓋有工程及 STEM 的概念，主

要著重在提供學生動手做的課堂經驗，並透過專題導向（project based）

和問題導向（problem based）的課程，引導學生運用數學和科學課堂上

的所學，藉由創造、設計、建模、發現、協作和解決問題等一連串設計

與工程問題解決的步驟，嘗試解決真實世界中的問題（PLTW,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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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by Design™是由 ITEEA 所發展之標準導向的 K-12 

STEM 課程。其設計理念強調透過提供學生一個真實的、問題導向的學

習情境，以培養學生具備有良好的科技素養。其課程模組規劃之主要概

念為（ITEEA, n. d.）：(1)工程透過設計來改善生活；(2)科技持續不斷的

繼續影響日常生活；(3)科技推動發明與創新，是一個思考和執行的過程；

(4)科技系統是由眾多的科技產品所組合而成；(5)科技產生的問題，改變

了人們生活和互動的方式；(6)科技會影響社會，因此必須進行評估，以

確定是好還是壞；(7)科技是改進過去與創造未來的基礎。 

Engineering the Future 是由美國國家科技素養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Literacy, NCTL）與波士頓的科學博物館（Museum of 

Science）合作發展之 STEM 課程計畫，主旨在對高中一年級學生介紹真

實世界中的科技與工程，藉以培養學生成為具備良好科技素養的公民。

具體而言，本課程的目標如下：(1)使學生對「科技」能具備深度及豐富

的理解；(2)使學生具備規劃及實施工程設計歷程的能力；(3)使學生了解

科學、數學、科技和工程之間的互補關係；(4)使學生了解科技的進步如

何影響人類社會，而人類社會又如何選用新產生的科技產品與技術；(5)

使學生能運用基本的能源概念知識，以面對各項能源相關問題

（Engineering the Future, 2007; 2014）。 

The Infinity Project 從 1999 年起，由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的 

Lyle School of Engineering及 Texas Instruments同開發。The Infinity Project

的課程目的在於藉由工程設計實作專題，提升學生對於 STEM 知識的了

解及專業能力的發展，進而激發學生從事工程與科技相關職業的興趣。

The Infinity Project 主要的課程內涵包括：電子學、機械、土木工程、環

境工程與生物工程，這些課程皆可獨立教授或與其他 STEM 課程相結合

（The Infinity Project, 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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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與教材內涵 

在課程主題與內涵方面，綜合范斯淳及楊錦心（2012）對 PLTW、

Engineering by Design™等課程之探討，與本研究之分析可發現，不同

STEM 計畫之教育理念與目標雖大致相近，但在課程的設計與規劃上卻

具有很大的差異。從表 2-1 之整理中可看出，PLTW 和 The Infinity Project

之目的較偏向大學工程相關科系人才的培育與先修，因此其課程架構與

內容會涵蓋較多專業的工程領域知識，對象亦是以工程性向較強的高中

學生為主；而 Engineering by Design™及 Engineering the Future 兩者，其

課程理念則較偏向一般學生的 STEM 素養教育，課程規劃不以特定的工

程專業領域為主軸，而是透過重要的科技或工程議題來幫助學生了解工

程設計，並培養基本的工程概念。換言之，PLTW 和 The Infinity Project

的統整課程設計模式，比較偏向 Fogarty（1991）所歸納出的張網式統整

模式，而 Engineering by Design™以及 Engineering the Future 則偏向整合

式的統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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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美國 STEM 計畫之比較 

STEM 

計畫名稱 

教育 

理念 

課程概述 課程主題 教材內容 

PLTW 準工程 以國、高中階段為主，高中

分成「工程的進路」及「生

物醫學科學」兩大主題。 

「工程的進路」分成基礎、

專業與頂尖三種課程，由淺

入深循序漸進，基礎課程為

工程設計概論及工程原則等

課程，專業課程以上則依照

工程專業領域進行細分，包

含航太、土木、電子等 

以具體的

工程領域

為主題。 

工程設計概論 

工程原則 

航空航太工程 

生物科技工程 

土木工程和建

築學 

電腦整合製造 

數位電子工程 

生物醫學工程 

Engineering 

by Design™ 

STEM

素養/ 

準工程 

從 K-12 循序進行整體的

STEM 課程規劃，國中

階段以前較偏向工程素

養教育，高中階段則較

偏向準工程的課程單

元，其課程以工程設計

與應用為主，課程單元

包含：工程設計、航

太、能源等領域。 

以重要工

程或科技

議題為主

題。 

工程設計概論 

航空航太工程 

運輸工程 

土木與建築工

程 

機械工程 

生物工程 

 

Engineering 

the Future 

STEM

素養 

以重要科技議題為主

題，透過專題的形式，

介紹工程設計的概念以

及各工程領域相關的

STEM 知識。 

以重要工

程或科技

議題為主

題。 

工業設計 

建築工程 

船舶工程 

數位電子工程 

The Infinity 

Project 

準工程 以國中及高中階段為

主，高中分成「工程設

計」以及「創新人才的

數學課程」兩大主題，

其中再依照工程專業領

域進行課程單元的細

分，包含有：航太、機

械、環境工程、電子、

生物醫學等領域。 

以具體的

工程領域

為主題。 

數位電子工程 

機械工程 

環境工程 

生物醫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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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表 2-1 亦可看出，各 STEM 課程內容之規劃大多包含有基

礎的工程設計概論，而課程內容則多以以特定工程領域為核心進行規劃，

如：航空航太工程、土木與建築工程、能源工程、機械工程、數位電子

工程、或生物醫學工程等領域。除了 PLTW 等四項 STEM 課程計畫外，

許多附錄一所列之 STEM 課程是延伸自大學工程領域之研究計畫（如：

生物晶片的應用、VEX Robotics）。這些課程多專注於工程設計概念的學

習及特定工程領域的理解，其主要目的在於藉由課程的引導，提供 K-12

階段學生接觸及參與先進的工程或科技研發的機會，進而引發學生未來

投入工程領域的興趣。這樣的課程往往能涵蓋較深入的STEM學科知識，

然而受限於設備及教師專業知識的不足，在推廣上則需要大量人力與經

費的投入。 

其次，透過附錄一其他 STEM 課程的內容組成分析亦可以看出，許

多課程皆是以解決地區性或全球性的科技與環境問題為主軸，包含：綠

色能源的產生、轉換與應用、淨水設備的設計、食物乾燥保存技術的研

發、緊急救難設備的研發等。由此可見，STEM 課程設計的一項重要核

心概念，是課程必須連結真實世界的問題情境，學生所習得的能力應能

解決真實世界中的問題。更進一步來說，即是美國 STEM 課程的設計，

重視與真實世界重要的問題或重大議題的連結（Barry, 2014），因此，著

眼於目前科技所造成的能源利用與環境保護皆為重要的科技議題，許多

STEM 課程也以此作為課程內容的主題。 

此外，另有許多 STEM 課程是以 STEM 中之特定學科知識為主，例

如：科技領域之新興科技（如奈米科技、智慧機器人等）；科學領域之電

學（電與電力的基本定律、電壓、電流、功率轉換等）、力學（結構、張

力、壓力、剪力）、材料特性、化學（生質能源）、及能源轉換功率等；

數學領域之代數運算、測量與記錄、基礎統計、表面積與體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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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製作等。這些知識多半是傳統教學上學生較容易產生學習困難或迷思

概念的課程，因此藉由以工程設計為主軸的課程，幫助學生建構具體的

知識應用經驗，進而理解這些較為困難的抽象概念知識。具體而言，本

研究認為現行之 STEM 課程主題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如表 2-2 所示。 

 

表 2-2  

STEM 課程主題 

教材主題類型 教材內容範例 

時下重大的科技議題  PLTW Gateway (編碼、機器人技術、航太、DNA 和

犯罪現場分析、永續能源等主題) 

 Engineering the Future (能源議題為主軸，涵蓋產品設

計、建築、船舶、電力通訊系統等範疇) 

 Clean Energy Curriculum (乾淨能源) 

 Drying by Design (食物乾燥) 

 Survival master activity (緊急求生帳棚) 

 Peltier Device STEM curriculum(溫差發電課程) 

特定工程領域  EbD™ NASA STEM Design Challenge (太空運輸裝備

設計) 

 MSE and Nanotechnology (材料科學工程和奈米科技) 

 Bedroom Design Curriculum (室內設計) 

 Roller Coaster Design (雲霄飛車設計) 

特定 STEM 學科知識  Experimenting with Forces and Motion (力與運動) 

 Mathematics (數學運算、代數思考、測量、和資料分

析等) 

 Systems (STEM 各領域系統概念) 

 Alternative energy systems (替代能源：生質柴油)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Fuels (氫燃料電池與生物電

池) 

 

學習導向 

在學習導向的分析方面，如同許多 STEM 文獻所提及（Bybee, 2013; 

Hoachlander & Yanofsky, 2011; NAE & NRC, 2014），STEM 課程最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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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導向包含：「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問題導向學

習（Problem-based learning）」、及「探究導向學習（Inquiry-based learning）」

等三種形式。這三種導向的共通點在於皆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

以建構主義、情境學習理論、認知心理學等觀點為基礎，重視「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學習歷程。 

更進一步來看，專題導向的學習是透過特定主題，以學習者為中心，

引導學生蒐集資訊、建構知識、解決問題，進而完成專題成果（Thomas, 

2000）。而問題導向學習亦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透過

解決開放性問題的經驗，習得某些特定的知識或能力（White, 2001）。此

外，探究導向學習則是類似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方法，但在學習主題的

探索上更具有靈活性及跨學科整合性，其課程設計大多不侷限於特定的

問題情境，而是引導學生就開放性的問題進行更廣泛的跨領域探究，使

其能建立有系統性的概念認知（Magnusseen, Ishida, & Itano, 2000）。 

換言之，在 STEM 課程中所採用的專題導向或問題導向課程設計，

即是將課程圍繞在特定的科技議題、需求或工程問題之上，以此為核心

連接相關的 STEM 知識，提供原本分立的科學知識、科技技術、工程概

念、及數學知識實際應用的機會。以前述所歸納的課程主題來看，「真實

世界的重大議題」或「特定工程領域」類型的 STEM 課程，較常採用專

題導向及問題導向的課程設計；而以「特定 STEM 學科知識」為主軸的

課程，則較常採用探究導向的課程設計。 

具體來說，專題導向的課程著重於提供特定的主題、規範、問題陳

述、目標和約束為引導，使學生學習應用工程設計程序、技能和知識來

達成專題目標。而問題導向的課程則是由更為開放性的問題或需求來引

導，在整個課程中是由學生自行確認應達成的標準、規範及設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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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運用大量的自主研究來整合新的知識，以解決所面臨的問題（Grimm, 

2010）。 

而在探究導向的課程設計方面，其著重在運用具有吸引力的工程設

計活動，引起學生對於科學或數學概念知識的興趣，並藉由一系列的探

究實驗活動，建構學生的概念知識，並發展：(1)提出有效的問題、(2)規

劃並實施實驗、(3)依據數據進行分析與推理等科學探究的高層次思考

（Heroux, Turner, & Pellegrini, 2010）。 

 

教學策略 

更進一步來看，如附錄二之分析，本研究發現在 STEM 課程中，無

論是專題導向、問題導向或探究導向的課程設計，皆有一個共通的特性，

亦即透過一系列有意義、有邏輯的小型「實作活動」來幫助學生理解相

關的 STEM 知識，並使知識和課程主題（專題/問題）產生連結。Dixon

和 Brown（2012）曾指出，教師如果在實施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的

過程中，沒有明確的教導學生如何應用特定科學與數學知識來解決特定

的工程問題，則學生無法對其設計歷程產生後設認知的能力，亦無法對

其所學過的科學與數學知識進行學習遷移。 

以本研究所分析之 STEM課程為例，Hofstra University所發展課程，

即是由一系列具引導性的實驗或探究活動：「知識與技能建構者

（Knowledge and Skill Builders, KSBs）」為起始，建構學生在投入專題活

動所需的知識與技能，而後再依循工程設計的流程進行實體模型的設計

與製作。此外，Northwestern University 所發展之探究與設計導向學習模

式（inquiry & design-based learning model），亦是結合了科學探究與工程

設計的精神，先運用具有吸引力的活動（hook activity），引起學生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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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概念知識的興趣；而後藉由一系列的探究活動（ inquiry 

activities），建構學生的概念知識，最後，透過團隊工程設計挑戰活動，

使學生能運用所學完成專題（Heroux et al., 2010）。 

如同 Stohlmann、Moore 和 Roehrig（2012）所指出，在設計 STEM

課程時，應聚焦於 STEM 連結性、關注學生的迷思概念、了解學生的能

力，方能使課程聚焦在核心的概念或主題之中，並展現出有意義的知識

連結與應用。更深入來看，透過分析 STEM 課程中的「實作活動」中可

以看出，實作活動之設計可分為：「探究實驗」及「設計製作」兩種取向

的活動。 

這些實作活動之目的，在於幫助學生按部就班的學習有效的工程設

計與問題解決策略，避免學生在開放性的專題導向課程中感到不堪負荷

或不知所措（Burghardt & Hacker, 2004）。其特色在於將原本大型的專題

活動拆解成為小型的學習任務，以建構學生所需的 STEM 概念知識、技

能與實務經驗。這樣的方式可將抽象的知識轉化為具體可見的探究實驗、

或可操作的設計製作活動，藉此，豐富學生探究知識與實務應用的經驗，

進而強化學生 STEM 知識的連結與應用能力。 

在「探究實驗」取向的實作活動中，多著重在科學原理的探索或驗

證，聚焦於直觀的科學原理呈現、及數學分析與運算的應用。換言之，

其目的在於幫助學生透過數學測量與運算、或是科學實驗等方式，理解

課程主題相關的概念性知識。以Utah State University所發展之Alternative 

energy systems 替代能源系統課程為例，其整體課程包含五個以探究實驗

為主的單元，包含：(1)探索生質柴油之原理，(2)從食用油當中提煉生質

柴油，(3)解釋生物柴油的化學性質，(4)運用實驗室油燈及真實柴油發電

機測試生物柴油效能等。另以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所發展之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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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Curriculum 為例，在電磁學的課程中，便規劃有三個小型的探究

實驗實作活動以幫助學生了解電磁學基本概念，包含：(1)日常生活環境

磁力實地考察活動，(2)漆包線電磁鐵的製作與磁生電效能測試，及(3)單

極馬達的製作與電生磁效能測試等。 

從工程設計的角度來看，探究實驗取向的實作活動可幫助學生透過

科學實驗式的探索歷程，強化「觀察」、「資料記錄」、「數據分析」、「反

思評估」、及「運用數據溝通」等基礎知能。而這些能力，正是工程設計

歷程中「預測」、「分析評估」、「最佳化」等環節不可或缺的基礎。 

另一方面，「設計製作」取向的實作活動則多聚焦於科學原理、工程

技術和科技產品的應用，同時亦會視學生需求規劃技能性的訓練。換言

之，其目的在於幫助學生透過數位或實體模型的設計與製作，使學生能

實際透過模擬、測試、與分析等方式，學習課程主題相關的程序性知識，

並理解如何將特定的 STEM 知識連結到相關的問題情境之中。以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所發展之 Clean Energy Curriculum 為例，在風

力發電的教材中，便規劃了風力發電葉片的設計與製作活動，透過實際

製作與測試不同角度的風力發電葉片，學生能夠測試、記錄、並分析計

算不同葉片的發電效能，而後依據結果最佳化葉片角度的設計。另以

Museum of Science 所發展之 Engineering the Future 課程為例，其課程是

以能源議題為核心，而課程中所規劃的設計製作實作活動諸如：未來都

市模型製作、設計改良由熱/流體發動機提供動力的模型船、或是二進位

電路版設計與製作等，皆是著重在現有之科技產品或技術的應用練習。 

從工程設計的角度來看，設計製作可以透過實務的操作歷程將「抽

象的科學原理具體化」，幫助學生進行探究實驗的觀察，進而能應用於設

計方案之中。此外，設計製作活動亦能幫助學生學習如何應用或改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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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科技產品或技術」，及強化「材料的認識」及「工具與設備操作使用」

等基礎知能，使學生能具「發展方案」、「建模」、「測試修正」、及「最佳

化」等工程設計環節的能力。 

 

教學流程規劃 

如同 Stohlmann 等人（2012）所指出，在實施 STEM 教學時，在教

學實施方面應引導且重視學生的推理、論證等系統性思考、聚焦於整體

大格局的理解，並運用評量做為引導教學的一部分。因此，在教學過程

中，教師應引導學生學習探索、詮釋、和應用 STEM 相關知識，使學生

能逐步發展學理知識和真實世界的連結。更具體來說，即是 STEM 教學

流程的規劃應蘊含有「學習環」（learning cycle）的概念。 

換言之，無論採取何種取向的實作活動及教學策略，皆應以學習者

為核心，強調運用系列性、週期性的學習，幫助學生逐步累積相關的

STEM 知識與經驗。以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所研發之 STEM 課程為

例，即是依據學習環的概念進行設計，透過：(1)探索(Exploring)：引導

學生進行分析和發現的活動；(2)獲取概念(Getting the idea)：一系列的問

題，用以澄清和評估的理解；(3)應用概念(Applying the idea)：引導學生

進行概念知識應用的活動；(4)拓展概念(Expanding the idea)：在時間允許

範圍內可供選用之補充活動；(5)評量(assessment)：配合 rubric，用以評

量學習表現之活動等一系列單元性的活動，引導學生的學習。 

因此，綜合本研究所蒐集之 STEM 課程來看，STEM 課程主要的教

學流程應為：(1)喚起既有概念或經驗；(2)透過探究實驗或設計製作，探

索 STEM 知識；(3)分析並反思實驗結果，形成自我的概念認知；(4)在真

實情境中連結所學到的知識等。如此，方能有效地累積紮實的 STEM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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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知識、技能與學習經驗，進而形成專題設計所需的工程設計與問題解

決能力。 

 

教學評量規劃與教學輔具應用 

由前述分析可知，STEM 課程多以工程設計為主軸，因此學習單與

工程筆記（Engineering notebook）的應用是不可或缺的環節。工程筆記

是一個工程師或工程團隊在進行某項專題時重要的時序性記錄文件，其

必須詳細記錄工程設計過程中構思、設計、測試、修正、最佳化等各項

環節之結果，是建立學生工程設計概念重要的輔助。 

換言之，在學習評量方面，學習單與工程筆記之形成性評量為 STEM

課程最主要的評量方式。STEM 課程重視的是學生學習的歷程，而不著

重在最終專題成品的作品，因此，檢核表（checklist）與評量表（rubrics）

的設計成為影響教學評量成效的關鍵。Asunda 和 Hill（2007）曾發展一

套評量標準，用以評鑑工程設計課程的實施成效，其內容指出，STEM 課

程之評量除了觀察學生作品之表現外，亦應評估其解決方案規劃的合理

性，以得知學生是否真正能將知識連結於工程設計的核心能力之中。 

此外，運用科技輔助學習亦是近代 STEM 課程的主要特色。許多

STEM 課程在探究實驗及設計製作實作活動中，皆運用了數位模擬及實

體模型整合的方式，以幫助學生理解抽象的科學概念。因此，智慧型科

技產品的資料搜尋及分享功能、電腦模擬測試、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2D/3D 數位建模）、機電整合、實體建模（CNC、3D 列印等）、數位遊

戲學習等，皆是有效的教學輔具，適度的融入，可有效提升 STEM 課程

的學習成效。如 Cantrell 等人（2006）運用 Web-based 數位模擬做為教

學策略，發展相關的學習活動及課程計劃。其研究結果指出，這樣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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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活動可提升國中學生科學概念知識的學習成效，同時養成綜合分析的

能力。而 Clark 和 Ernst（2008）以動手實作（hands-on）為主要理念，

藉由數位虛擬建模以及實體建模的應用，發展 STEM 課程模組（STEM 

companion models），並透過教學實驗證實其教學模組能有效提高學生在

科學及數學方面的學習表現。Schnittka 和 Bell（2011）發現運用具體可

見的工程設計實物範例來講特定的科學概念知識，可以顯著的激發學生

的概念認知改變。由此可見，在整合性的 STEM 課程中，數位模擬及實

體模型整合的方式，可有效輔助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 

 

小結 

綜上所述，STEM 整合性課程之理念與目的，在於幫助學生有效的

學習 STEM 相關知識，並明瞭如何運用 STEM 知識來解決工程與生活中

的問題，進而培養學生之工程設計思維及問題解決能力。換言之，其教

學目標期待學生在面對真實情境中的工程或科技相關問題時，能有系統

的應用 STEM 知識與技能，以工程設計的角度來解決問題，並能以客觀

的角度進行批判思考，以使科技產品與技術能為社會帶來正向的效益。

同時，STEM 課程亦期待能引導學生具備有改善社會問題的能力，進而

養成正向的 STEM 態度。因此，在課程主題的選擇上，多會結合重大科

技與工程社會議題，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在教學與評量策略的運用上，多數 STEM 課程所選用的策略與傳統

科技教育教學沒有很明顯的差異，然而細觀其教學策略的使用可以看出，

STEM 課程更強調應用各種教學策略以引導學生了解工程設計的概念；

同時，針對科學及數學知識規劃單元式的探究活動，引導學生學習如何

將特定的科學與數學相關知識應用於解決工程設計過程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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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具體而言，STEM 課程應包含以下六項特性：(1)審慎界定涵

蓋的 STEM 知識範疇，明確釐清課程內容的深度與廣度；(2)運用專題導

向或問題導向的課程設計，呈現真實世界的重大議題或特定工程領域；

(3)運用探究導向的課程設計，呈現特定 STEM 學科知識；(4)規劃系列性

的實作活動，呈現課程主題與 STEM 概念知識的連結性，建構所需的

STEM 知識、經驗與技能；(5)依循循環性的工程設計歷程，進行專題活

動設計或解決問題；(6)重視探究、設計、實作、與省思的歷程。而其中，

「探究實驗」及「設計製作」之設計則應著重在幫助學生：(1)「探索」

專題（問題）中隱含的 STEM 知識；(2)「詮釋」抽象的數理概念；(3)「練

習」相關的 STEM 操作性技能；(4)「製作」能簡單應用 STEM 知識的實

體模型；(5)「測試」STEM 知識在不同設計情境中的反應；(6)「連結」

特定 STEM 知識於相關的問題情境之中；最終，得以「應用」STEM 知

識於工程設計歷程中。其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概念圖則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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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STEM 課程/教學實施的概念圖 

  

STEM 

教學目標 

課程主題 教學模式 
教學策略 

連結 STEM 知識

的實作活動 

工程設計

活動 

 

時下重大的科技

議題 

特定工程領域 

特定 STEM 學科

知識 

問題導向學習 

專題導向學習 

探究導向學習 

探究實驗 

設計製作 

抽象科學原
理具體化 

科技產品與
技術應用 

材料的認識 

工具與設備
操作使用 

觀察 

資料記錄 

數據分析 

反思評估 

運用數據溝通 

 
發展方案 

 
預測  

分析評估 

 
建模 

 
測試修正 

 
最佳化 

 

引導探究思考 

具像概念知識 

累積實作經驗 

 

教學方法與 

輔具應用 

輔助工程設計 

 

探索隱性知識 詮釋抽象概念 
 

技能練習 模型製作 

連結真實情境 

設計應用 

STEM 

課程特質 測試分析 

 



46 

第四節 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設計模式 

工程設計取向之 STEM 課程應是一種跨學科的統整課程，以工程設

計為主軸，整合四種不同學科知識而成為一項整合性的課程與教學活動

（Morrison & Bartlett, 2009; Dugger, 2010）。因此，其課程規劃之核心概

念，是以工程設計為核心，讓學生有機會學習如何運用數學知識、科學

原、及藉由創造、設計、建模、發現、協作和解決問題等一連串系統性

的工程設計步驟，解決工程相關的問題或進行科技的創新發明（Sanders, 

2009）。如 Kelley（2010）指出，STEM 課程應是以情境學習為驅動的齒

輪，藉由工程設計提供學生系統化的解決問題模式；在活動過程中融入

科學的探究以解決真實世界中的問題，並輔以數學相關知識的協助，以

完成工程設計過程中所需的運算（如圖 2-4 所示）。 

 

 

圖 2-4. 情境教學、工程設計和科學探究互動關係圖 

資料來源：出自 Kelle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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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展有效之 STEM 課程，許多學者皆提出不同的課程設計模式。

例如 Roberts（2013）針對科技教育跨學科整合性教學活動之設計，提出

了一套教學模式，此包含：(1)選擇：選擇一項能力指標為核心；(2)對準：

將核心的能力指標與社會相關問題相連結；(3)支持：針對核心的能力指

標列出相關的 STEM能力指標；(4)教學：依循核心的能力指標進行教學；

(5)發展方案：引導學生設計和開發解決方案；(6)問題排除：找出問題並

加以修正；(7)評估：學生與教師共同評估所設計之解決方案是否能解決

相關的問題；(8)成果展示：由學生向同學、教師和公眾展示研究成果。

Lantz（2009）則是指出，在設計與研發 STEM 課程的過程中，應具備以

下要素：(1) 整體課程的設計應依循跨學科課程整合的理念；(2)以能力

指標 (Standards)來引導整合性課程設計所需的哲學基礎； (3)使用

Backward design（逆向課程設計模式）；(4)使用問題導向（problem-based）

以及學習表現導向的教學與學習（ performance-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5)使用 5E 學習環來規劃課程單元和學習活動；(6)運用數位

學習科技輔助教學活動的實施；(7)同時應用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量，並規

劃適切的評量規準（rubrics）。此外，從第三節之 STEM 課程內容組成分

析，及本研究階段二之訪談結果可知，Backward design（逆向課程設計

模式）、Informed Design 課程設計模式、以及 6E learning cycle 課程設計

模式等模式確實已廣為許多學者所採用。因此，以下將探討各項課程設

計模式之理念及內涵： 

 

逆向課程設計模式 

Backward design（逆向課程設計）是由 Wiggins 和 McTighe（2005）

於其所撰寫的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一書中所提出，目前已廣為研發

STEM 課程的科技與工程教育學者所採用。在過去，課程設計的流程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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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界定課程目標、而後撰寫具體的教學目標，其次規劃課程實施流程、

教材內容並選擇教學策略，最後再依據課程內容設計教學評量。而

Backward design 最主要概念，即是反轉傳統課程設計歷程，先設定最終

所欲達成的學習表現，而後依據學習表現規劃可確實量測的評量工具，

最後再依據評量的內容，規劃可幫助學生達成評量目標的課程內容與教

材（Wiggins & McTighe, 2005）。Backward design 流程與傳統課程設計歷

程之對照如圖 2-5 所示。 

 

 

圖 2-5. 傳統課程設計 vs 逆向課程設計 

資料來源：出自 Wiggins 和 McTighe（2005） 

 

具體而言，Backward design 的課程規劃包含以下三大階段（Wiggins 

& McTighe, 2005）（如圖 2-6 所示）： 

1. 確認期望的學習結果（Identify desired results）: 在階段一的設計中，

教師需確定他們所期待學生在完成學習後，對課程內容應具備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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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更具有整體性的概念性知識、原理或程序性知識。為確認此具

體目標，教師應思考並列出數個重要的或引導性的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這些問題應能幫助學生針對課程主題進行探究思考，或

是能幫助教師聚焦其教學於關鍵的核心概念。 

2. 發展或選擇評量工具，以提供可接受的證據（Determine acceptable 

evidence）：在第二階段，教師需決定如何使他們的學生呈現他們的

理解，換言之，亦即決定評量的方式及工具。McTighe 和 Wiggins 認

為，當學生真正了解時，他們應該能夠展現以下六種具體的行為表

現：(1)能解釋，(2)能解讀，(3)能應用，(4)具有自己的觀點或想法，

(5)能感同身受，(6)具有後設認知能力。 

3. 設計學習經驗與教學活動，使預期的學習成果得以達成（Plan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instruction）：第三節階段，教師則規劃課程內容與教

學順序，並設計教材，其教學應以探究式學習(inquiry-based approach)

為核心，以引導學生了解應學習的內容。在設計學習活動時，教師可

依循WHERE TO的原則構思，其內容包含（Wiggins & McTighe, 2005, 

p.197-198）： 

W：如何確定學生了解學習單元之目標方向（WHERE the unit is 

headed），以及學習各單元原因（WHY）。 

H：如何在教學之初吸引（HOOK）並維持（HOLD）學生的學習興

趣。 

E：如何協助學生具備（EQUIP）必要的經驗、工具、知識與認知，

以達到預期目標。 

R：如何提供學生多次重新思考（RETHINK）主要概念、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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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實作歷程、以及修正（REVISE）工作的機會。 

E：如何建構引導學生評估（EVALUATE）實作歷程並自我評鑑的機

會。 

T：如何依照個別學生之才能、興趣、學習型態及需求量身定制

（TAILORED）學習活動。 

O：如何組織（ORGANIZED）課程以優化學習的深度，而非膚淺的

涵蓋大範圍的學習範疇。 

 

 

圖 2-6. Backward design 課程設計理念 

資料來源：出自 Wiggins 和 McTighe（2005） 

 

Informed Design 課程設計模式 

Informed design 是一種具有教育哲學基礎的課程設計模式，其設計

理念是讓學生在投入設計歷程之前，提升其相關的先備知識與技能。在

這樣種情況下，學生可以運用在投入工程設計活動前所學到的先備知識

或研究結果，來實踐所構思的解決方案，而非僅是透過嘗試錯誤的方式。

1.確認期望的

學習結果 

2.發展或選擇評量

工具，以提供可接

受的證據 
3.設計學習經驗與教學

活動，使預期的學習成

果得以達成 

主要概念

與能力 

最終的評

量任務 

學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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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ed design 課程中的設計活動課程強調引導學生應用數學與科學知

識來改善其設計表現，此教學模式之核心概念包含：研究、探究、分析、

以及學生與教師之間的溝通（Burghardt & Hacker, 2004）。 

 Informed design課程每個學習階段都具有對預期的效果和實作表現

的評估，並依照評量結果在不同的時機點進行適當的修改。在工程設計

的歷程中，引導學生進行設計概念與條件限制的權衡是優化其設計結果

的必經歷程。此外，當學生所提出之設計方案不具備完整的概念知識支

持時，則必須引導學生重新審視。 

 Informed design 的課程依循傳統的設計歷程，但其與其他課程設計

流程最大的差異，在於對研究及探究的重視。為了提供學生工程設計的

基礎知識與能力， Informed design 著重在專題設計活動進行前，透過具

引導性的實驗或探究活動（Knowledge and Skill Builders, KSBs）來幫助

學生建構設計歷程中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具體而言， Informed design 的

設計流程並非單一、或單向的線性程序，而是一個反覆且靈活變動的迴

圈，其主要步驟如下（Burghardt & Hacker, 2004）： 

1. 釐清設計規範與條件限制：充分且清楚的描述問題，注意條件限制

與設計規範。 

2. 研究和探討問題：尋找並討論解決相同或類似問題的方式，找出相

關的問題或議題。完成一系列引導性的知識與技能建構活動，透過

這些系列活動之學習，學生應能辨識影響設計結果的變項，確實理

解並確實接收到相關的基礎知識和技能。 

3. 發展備選方案：當產生第一個解決方案後，不要停止構思其他方案，

而是應從不同的角度對方案提出挑戰，並描述可能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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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並透過論證優化設計：依據設計規範與條件限制，針對備選方

案進行分析與排序。思考何謂最佳的設計、證明你選擇此一方案的

理由與依據。 

5. 發展原型：依照解決方案進行建模，找出應修正的地方並進行修正。 

6. 測試並評估解決方案：規劃並進行測試，蒐集並分析測試後所收集

的資料，並顯示此一設計方案達成設計規範與條件限制的程度。 

7. 重新設計並修改解決方案：檢驗自己的設計，並觀察其他人的設計，

思考可以改善的部分，確認影響測試結果的變數，並嘗試透過科學

概念加以解釋、並進行修改。 

8. 與他人說明及分享成果：完成設計歷程檔案，並透過簡報的方式呈

現專題成果。 

 

6E learning cycle 課程設計模式 

學習環的理念源自於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是 1990 年代廣為人

知的科學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模式。5E 學習環是以建構主義觀點為基礎

所發展的教學模式，其教學階段包括：(1)參與（Engagement）：引發學生

主動參與學習的動機；(2)探索（Exploration）：經由討論、動手操作等探

索活動，建構共同且具體的經驗；(3)解釋（Explanation）：協助學生澄清

並理解相關科學知識，並發展程序性知識或技能；(4)精緻化（Elaboration）：

透過教師與同儕之間的互動與討論，建構並深化對知識的理解；(5)評量

（Evaluation）：對學生的理解進行形成性評量，同時引導學生進行自我

的評估等（Trowbridge & Bybee, 1990）。5E 學習環強調由學生自己建構、

解釋所學習到的新概念，透過教師適時引進新名詞或新的概念澄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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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概念能夠融合，並能應用於不同情境或擴展知識。 

從 2004 年起，ITEEA 投入 Engineering by Design 此一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的設計。最初，Engineering by Design 同樣是採用 5E 學習環

的模式規劃其課程，然而在經過多年的發展以後，許多學者與教師認為

5E 學習環的模式無法充分的體現出工程設計的核心概念，因此，ITEEA

提出 6E Learning byDeSIGN™ Model 的概念，將 e 納入 5E 學習環模式

中，而形成新的 6E 學習模式（Barry, 2014）。 

6E 學習模式的目的，在於提供一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模式，其

可以融入設計與探究的理念，並能強調真實情境的呈現及工程設計的核

心概念，其六大學習步驟及主要目的說明如下： 

1. 投入（Engage）：引發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的興趣與動機，同時針對先

備知識進行前測。 

2. 探索（Explore）：提供學生探索學習主題的機會，以建構自身對於主

題的認識。 

3. 解釋（Explain）：提供學生解釋及改善其過去所學過的知識、經驗或

技能，同時確認這些知識所代表的意義。 

4. 工程（eNGINEER）：提供學生針對問題主題發展更深入的認識的機

會，其中包含應用性的概念、實踐活動與態度，學生將科學及數學領

域所習得的知識（自然界的知識），應用於人造的世界（工程設計）。 

5. 精緻化（Enrich）：提供學生進行更深入探索的機會，並將其所學習

到的概念遷移至更複雜的問題情境。 

6. 評量（Evaluate）：提供教師及學生確認在整體學習歷程中已學習到

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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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前述文獻分析結果來看，科技議題的「情境學習」、解決問題之「工

程設計」、及整合應用科學與數學知識之「探究思考」，應為 STEM 課程

設計的三大核心理念。以 Kelley（2010）所提出之 STEM 互動關係圖為

基礎，本研究提出圖 2-7 之架構，做為詮釋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設

計的重要概念。在此架構圖中，以重大科技議題、新興科技發展、或工

程領域基礎知能為太陽齒輪，帶動整個學習歷程的情境；而工程設計則

為外齒圈，每個步驟皆引導著整個工程問題解決的學習歷程；中間則透

過科學探究、數學分析、及科技技術來做為連結與傳動的行星齒輪。 

 

圖 2-7. STEM 課程的設計架構圖 

 

更深入來看，真實情境的學習是統整課程理論重要的課程設計精神，

亦是跨學科課程能引發學生參與動機的重要關鍵，從前述眾多 STEM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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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容的分析中可發現，STEM 課程的起點，應重視對於真實世界工程

與科技所造成的問題的關懷與省思，方能引發學生深度的思考。 

其次，透過前述的分析亦可看出，科技取向之「設計製作」與科學

導向之「探究實驗」的活動，應為 STEM 課程的兩大核心學習歷程。更

具體來說，透過設計製作的歷程與探究實驗的思考與學習，可幫助學生

確實的了解到科學原理與數學知識在工程設計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

及實際應用的方式與時機，同時亦可幫助教師聚焦其教學於關鍵的

STEM 概念。 

綜合第三、四節對美國 STEM 課程內容、課程設計模式等文獻的探

討，本研究認為以 Backward Design 為主要設計 STEM 課程的歷程，同

時融入 Knowledge and Skill Builders 活動的概念，並注重 6E 學習環所呈

現的各學習階段概念，應能規劃出適切的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設計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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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態度對工程設計取向課程學習的影響 

STEM 態度的影響 

態度是影響學生學習意願及學習成效的重要關鍵（Maltese & Tai, 

2011）。如同 Guzey、Harwell 和 Moore（2014）所指出，學生學習興趣

與態度的降低，已被確認是影響學生投入科學領域的重要因素。因此，

近年來整合性的 STEM 教育與工程設計導向課程，方被寄予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動機與學習成就的期待（Bybee, 2013; NGA, 2007; NRC, 2009）。

舉例而言，Khanlari（2013）指出，以機器人設計為主題的工程設計課程，

可以幫助學生學習 STEM 學科，並提升對 STEM 的興趣。Guzey 等人

（2014）也發現，整合性的 STEM 課程，可以正向的影響學生對 STEM

的態度。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高中工程教育本來便具有學科試探的功能，因

此，在規劃 STEM 課程及實施教學的過程中，了解學生對 STEM 態度的

轉變是相當重要的。近年來，許多學者皆提出 STEM 態度量表之相關研

究（Oh, Jia, Lorentson, & Labanca, 2012; Sjaastad, 2012; Tyler-Wood, Knezek, 

& Christensen, 2010），然而這些量表大多將 STEM視為四個獨立的學科，

而非整合式的 STEM 教育。例如：Mahoney（2010）依據覺知（awareness）、

自覺能力（perceived ability）、價值（value）、承諾（commitment）等四

個面向發展相關的試題，並分別從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等四個面向

進行測量。Faber 等人（2013）則是發展了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及國高

中學生的對 STEM 態度量表。該量表採 4 點量表方式評分，內容分為：

對科學態度、對數學態度、對科技與工程態度、21 世紀能力、未來職業

發展性向、自我評估等六大面向。 

在以整合式的 STEM 課程為主之相關研究中，劉一慧（2012）曾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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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會學習理論、社會認知生涯理論、計畫行為理論及科技接受模式為

理論基礎，藉由問卷調查探討 STEM 專題活動對高中學生，其社會支持、

STEM 態度、STEM 自我效能、工程專業承諾之影響。該研究發現 STEM

學習有助於學生整合科學、科技、工程、數學之知能，並有助啟發多元

思考與實作能力。Guzey 等人（2014）所發展之 STEM 態度量表，則是

針對學生對 STEM、整合式 STEM 課程、及 STEM 職涯的態度進行調

查。其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學生 STEM 態度的四個主要面向為：(1)個人

背景和社會因素的影響；(2)科學和工程的學習經驗，及其與 STEM 的關

連性；(3)數學的學習經驗，及其與 STEM 的關連性；(4)學習和使用科技

的經驗。此外，Hernandez 等人（2014）為了解高中學生在參與 STEM 教

學活動後，其興趣、自覺能力和價值感受的改變，發展了「STEM 知識

關連度感受量表」。研究結果顯示，透過 STEM 課程的教學，可幫助原

本對於 STEM 態度得分較低的學生，能有顯著正向的轉變。 

 

小結 

如同 Bennett、Braund 和 Sharpe（2014）所指出，學生對於本身能力

的自信，與其在 STEM 學科的表現有強烈的連結。本研究之目的，在於

探討重新設計之En-STEM教學模組對高中生概念知識學習表現的影響，

並分析學生在工程設計歷程中其問題解決的表現。換言之，在學習過程

中，學生若對於 STEM 知識彼此之間的關連性、自覺能力與學習價值有

正向的態度與感受，則應會更積極學習如何應用科學及數學相關知識來

解決設計歷程所遭遇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在後續研究過程中，將以

Hernandez 等人（2014）所研發之「STEM 知識關連度感受量表」為基礎，

發展 STEM 態度量表，以探討學生對 STEM 態度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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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國內相關研究 

除前述所探討之相關文獻外，本研究亦就國內相關研究進行蒐集與

探討。在國內相關研究方面，本研究主要搜尋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overnment Research Bulletin，簡稱 GRB）、全國博碩士論文，TSSCI

期刊、及科技教育領域相關重要期刊。在 GRB 系統當中，與高中工程教

育相關之研究有侯世光（2006）所進行之高中準工程課程發展之實驗研

究，其依照分析、規劃、實施、評鑑等課程規劃之步驟，規劃我國高中

之準工程課程，並透過生活科技學科中心相關活動的討論與教學實驗，

驗證其課程之教學成效。而在 STEM 課程研究方面，曾國鴻（2006）曾

導入企業界知識管理經驗於不同的學校層級（含國小、國中、高職、技

術校院），並分析 STEM 學習之效益，及透過發展不同知識管理模式之

網路教學平台，探究學生運用平台後其學習成效、態度、行為改變的理

論模式。羅希哲（2009）探討台灣與美國高職學生如何在 STEM 整合課

程中進行問題導向學習與知識管理，並比較兩國學生在 STEM 相關學習

文化及學習表現的差異。Lou、Liu、Shih 和 Tseng（2010）則探討高中生

在運用問題導向策略以及網路平台學習 STEM 課程時之學習行為模式，

其結果顯示多數學生在運用問題導向策略以及網路平台學習STEM課程

時，皆具有正向的態度與表現。李懿芳、郭金國和李隆盛（2012）則針

對技術校院 STEM 領域學生及教師，分析學生學習技能與支持系統之知

覺情形，並據以提出強化技術校院學習技能及支援系統之建議。林坤誼

（2012）則是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職前教師為主要研究對象，一方面

培育職前教師的科際統整教學能力，另一方面亦探討 STEM 實作活動對

STEM 知識、設計能力與動作技能統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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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由科技部（國科會）所補助之研究計畫外，在國內博碩士

論文方面，與本研究較為相關之研究共有碩士論文 14 篇，博士論文僅 2

篇。其研究摘要整理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國內的 STEM 相關論文 

論文題目 研究生 學校/學位 摘要 

自我效能與

STEM 樂高

機器人課程

對國民小學

六年級學生

學習成效與

學習態度之

影響 

陳春后

（2015） 

國立中央

大學學習

與教學研

究所碩士

論文 

該研究主要探討自我效能與 STEM 樂高

機器人課程對學習成效及學習態度之影

響。以國小六年級學生為對象進行準實

驗研究。結果顯示其教學實施對學習成

效與學習態度沒有交互作用亦無顯著影

響；自我效能高低對學習成效無顯著影

響；然而高自我效能的學生在學習態度

表現上明顯優於低自我效能的學生。 

探討 STEM

課程以科學

探究教學法

在課外社團

實施之研究 

林怡廷

（2015） 

臺北市立

大學應用

物理暨化

學系自然

科學教學

碩士論文 

該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成語中所蘊含的

STEM 知識，在語文課程中利用成語故事

介紹成語出處、典故及使用方法，並切

入 STEM 各項目的探究，藉由科學探究

方式進行教學。結果顯示此教學方式，

可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及學習信心。 

STEM 課程

元素融入阿

美族文化之

研究 

孫志強

（2015） 

臺北市立

大學科學

教育碩士

論文 

該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阿美族生活文化

之傳統技藝與生活智慧中，所蘊含的

STEM 知識，並藉由科學探究方式進行教

學。 

STEM 專案

式學習之創

造力研究-

以電土為例 

周雍傑

（2014）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技職教育

研究所碩

士論文 

該研究以電土為主題，探究 STEM 活動

融入 PBL 專案式學習之對國中生的學習

滿意度及創造力表現的影響。其結果顯

示，STEM 專案式學習對於學生的創造力

發展有顯著的提升，其中學業成績低分

組學生在「專案式學習內涵」及「溝通

合作能力」兩層面比高分組有更高的認

同。而學業成績高分組學生，則在好奇

性比低分組學生有顯著提升。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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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 研究生 學校/學位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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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家良

（2014）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

與人力資

源發展學

系碩士論

文 

該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 STEM 課程統整

模式對國中學生在學習 STEM 各學科之

接受度與學習成效。以國中九年級學生

為研究對象進行行動研究，其結果顯

示：(1)設計 STEM 學習活動的原則為主

題、統整、學生中心、多元、務實；(2)

此模式對學生學習科學與工程的學習成

效有正向的影響，但對學習科技與數學

的學習成效無顯著的影響；(3)此模式對

低分組學生學習科技與數學的學習成效

有正向的影響；(4)此模式可提升學生學

習科技與工程的意願。同時，該研究建

議：(1)STEM 學習活動內容廣泛，教學

前須先了解學生先備知識；(2)對低分組

與高分組學生需因材施教；(3)讓學生先

藉由實作過程來了解科學與數學相關原

理。 

職前教師於

STEM 實作

課程的知識

整合行為研

究 

黃子榕

（2014）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

與人力資

源發展學

系碩士論

文 

該研究目的在探討職前教師於 STEM 實

作課程中的知識整合行為及其影響因

素。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的職前教師進行研究。

研究發現：STEM 實作課程應以學生擅長

的領域來引導，更容易引發知識整合的

行為。他人的支持與自身的信心是 STEM

實作課程中知識整合的關鍵。 

應用於節能

型太陽能教

具開發與建

立 STEM 教

育學程最佳

化規劃與設

計 

尤華陽 

（2013） 

國立高雄

第一科技

大學機械

與自動化

工程研究

所碩士論

文 

該研究旨在建立太陽能應用於節能型教

具研製，以及在工業教育的應用與推

廣。其設計的教具包含兩大主題，一為

太陽能窗簾之數位控制器與控制方式；

二為再生能源應用於電動自行車系統。

該研究針對一般大眾、高中職及大專院

校人才各層面設計 STEM 工業教育培訓

課程，包含：科學類、技術類、工程

類、數學類等，並導入專案管理方法。

最後，透過田法實驗設計法及雙反應曲

面法等方式進行分析。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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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 研究生 學校/學位 摘要 

高職餐飲科

C-STEM 烘

焙創意教學

之研究 

吳盈潔

（2013） 

屏東科技

大學技職

教育研究

所碩士論

文 

該研究旨在探討 C-STEM (Creative,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烘焙創意教學對高職餐飲科

學生之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的影響。研

究結果顯示 C-STEM 烘焙創意教學能提

升學生之學習成效及學習態度。 

STEM 專案

學習對自我

效能與工程

專業承諾之

影響 

劉一慧

（2012） 

高雄師範

大學工業

科技教育

學系博士

論文 

該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高中學生在 STEM

專案學習之歷程及成果，同時以社會學

習理論、社會認知生涯理論、計畫行為

理論及科技接受模式為理論基礎，探討

高中學生社會支持、STEM 態度對 STEM

自我效能與工程專業承諾之影響模式，

並探討高中女生性別角色、工程角色楷

模對 STEM 自我效能及工程專業承諾之

影響模式。結果顯示 STEM 專案學習有

助於學生整合 STEM 知能，並啟發多元

思考與實作能力。培養學生對 STEM 專

案的正向態度及引導支持其學習，並將

女性工程楷模融入女學生 STEM 專案學

習活動，有助於提升高中生或高中女生

之 STEM 自我效能與工程專業承諾。 

太陽能產業

實體教具開

發與 STEM

工業教育之

最佳化設計 

陳重宇

（2011） 

國立高雄

第一科技

大學 

機械與自

動化工程

研究所碩

士論文 

該研究應用太陽能設計出多種產業實體

教具，並推廣於工業教育上，其設計的

教具包含：再生能源應用於電動腳踏車

系統、及太陽能發電系統應用於服裝設

計。藉由兩類型教具規畫及安排整體教

案之學習環境，針對高中職、大專院

校、一般大眾以及跨領域專業人才發展

STEM 工業教育培訓課程。最後，藉由田

口法與雙反應曲面法進行分析。 

專案式

STEM 學習

活動之發展

研究 

莊舜元

（2010） 

高雄師範

大學工業

科技教育

學系碩士

論文 

該研究旨在探討 STEM 活動融入 PBL 專

案式學習之實施成效，分析高中、職學

生於本活動的學習成效及學習歷程表

現。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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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 研究生 學校/學位 摘要 

STEM 教學

模式應用於

國中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

域教學之研

究 

蔡蕙文

（2008） 

屏東科技

大學技術

及職業教

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 

該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 STEM 教學模式

對國中學生在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

之整合學習的學習態度與成效結果顯示

STEM 整合式教學法對於國中學生學習

STEM 學科知識之興趣及學習成效有所正

向的幫助。 

STEM 整合

式教學法在

國中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

域物理教學

之研究 

陳柏豪

（2008） 

屏東科技

大學技術

及職業教

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 

該研究主要在探究 STEM 教學模式對國

中學生在科學、數學、工程與科技之整

合學習的學習態度與成效結果顯示 STEM

整合式教學法對於國中學生學習物理學

科之興趣及學習成效有所正向的幫助。 

準工程學

習對綜合

高中學生

工程與科

技學程選

擇影響之

研究 

黃進和

（2006）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

教育學系

博士論文 

該研究主要目的在發展高中準工程教學活

動，再以臺北市高中一年級學生為對象，

探討準工程教學活動對學生工程與科技學

程選擇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準工程教

學活動很可能影響綜合高中學生對於工程

與科技的學程選擇，但對於高中女生對於

工程與科技的學程選擇及學習興趣則沒有

顯著的影響。 

國中工程

設計取向

科技教育

教學活動

設計與實

施成效之

研究 

郭家銘

（2005）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

教育學系

碩士論文 

該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工程設計取向科教育

的理念與現況，依此發展教學策略與教學

活動，並實施教學實驗以驗證學習成效及

了解學生反應。其研究結果顯示，實施工

程設計取向教學策略之學生其學習成效優

於實施問題解決取向教學策略之學生。 

高中開設

準工程取

向科技教

育課程之

研究 

林坤誼

（2001）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

教育學系

碩士論文 

該研究旨在了解高中生活科技科教師對於

高中準工程取向科技教育課程的看法。其

先完成「高中準工程取向科技教育課程」，

並據此編製「高中開設準工程取向科技教

育課程之調查問卷」，利用分層隨機抽樣進

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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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針對 GRB 及博碩士論文進行蒐集外，本研究亦透過臺灣期刊論

文索引等電子資料庫查詢國內相關研究。經搜尋後，發現目前國內 STEM

課程的研究尚在起步的階段，除了在過去曾有少數文獻針對準工程教育

之課程理念與設計模式有較深入的探討外，近期聚焦在探討整合性

STEM 課程的研究仍多是試探性的教學活動研發。諸如羅希哲、蔡慧音

及曾國鴻（2011）針對高中女生於 STEM 網路專題式合作學習活動中的

互動行為、學習成效和特色之探討。張玉山及楊雅茹（2014）採用 6E 模

式所研發之 STEM 液壓手臂學習單元；黃子榕、林坤誼（2014）針對職

前教師於 STEM 實作課程的知識整合行為的研究；以及蔡依帆、吳心昀

（2014）依據 6E 模式所研發之 STEM 整合教學活動-空投救援物資等。 

 

小結 

透過前述國內相關期刊、論文及研究計畫的整理與分析可以發現，

目前國內較深入探討 STEM 教育理念、課程設計模式乃至於教學策略等

面向的文獻仍不多見。此外，無論是過去針對準工程教育之研究，或是

目前針對 STEM 課程的相關研究，皆未提出一個較為具體可行之課程設

計模式供教師參考引用。而在過去準工程相關研究中，也未著重科學及

數學知識的整合及應用。因此，透過本研究之實施，將可做為國內規劃

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之主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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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章共分八節：第一節闡述研究設計，第二節說明階段一與階段二

前導研究之研究設計、研究結果與省思，第三節為研究方法，第四節為

研究對象，第五節說明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設計模式之內涵，第六

節說明工程設計取向 STEM 教學模組的設計，第七節為研究工具，第八

節則闡述本研究所採取之資料處理與分析方式。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分析及探討國內外高中工程教育之 STEM

整合性課程的教育理念，並深入了解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之發展模

式、教材教法與教學策略，並據以提出適用於臺灣教學現場的工程設計

取向 STEM 課程設計模式（以下簡稱「En-STEM 設計模式」）。 

透過第一階段的前導實驗及第二階段之深度訪談與STEM課程內容

組成分析，本研究已初步規劃出具可行性之 En-STEM 設計模式。因此，

階段三主要之研究目的，在於依據 En-STEM 設計模式，改良第一階段

前導研究所使用之教學模組，使其成為「工程設計取向STEM教學模組」

（簡稱「En-STEM 教學模組」）。再透過教學實驗探討 En-STEM 教學模

組對高中生在 STEM 知識整合運用、工程設計核心能力、及 STEM 態度

的影響。具體而言，整體研究流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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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圖 

完成博士論文 

階段二 

階段一 

1. STEM 相關文獻分析 

2.臺灣高中科技教育課程

分析 

修改高中現行科技教

育課程，研發高中

STEM 教學模組 

進行教學實驗 

評估教學模組實施成效，

探討課程研發及教學過程

所遭遇之問題 

1. STEM 相關文獻分析 

2.美國高中科技教育

STEM 課程分析 

 

1.發展半結構訪談大綱 

2.發展 STEM 課程內容

組成分析表 

訪談 11 位美國科技教育領

域 STEM 課程專家，了解

美國 STEM 課程實施經驗 

 

1.進行訪談資料編碼與分

析 

2.針對 STEM 課程計畫進

行內容組成分析 

發展工程設計取向

之 STEM 課程設計

模式 

依據階段二規劃之課程

設計模式，重新設計階

段一之教學模組，並研

發相關研究工具 

進行教學實驗 

1. 分析 En-STEM 教學模組對學生概念知

識學習表現的影響。 

2. 探討學生在機構玩具設計製作專題的表

現。 

3. 探討影響學生應用 STEM 概念知識於

解決工程設計問題的關鍵因素。 

4. 探討 En-STEM 教學模組對學生 STEM

態度的影響。 

 

運用混合研究法針對研究

資料進行分析 

撰寫研究結果與討論，

提出高中工程設計取

STEM 課程設計模式及

教學與研究建議 

階段三 

前 

導 

研 

究 

論 

文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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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前導研究 

本節主要敘述階段一與階段二前導研究之研究背景、目的、研究設

計、及主要研究結果與省思，以做為發展階段三教學實驗研究之基礎。 

 

階段一前導研究：STEM 教學模組教學實驗 

研究背景與目的 

因應國內外科技教育改革對於工程教育及 STEM課程改革的重視

與趨勢，階段一前導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依據 STEM 課程統整概念

嘗試設計一套 STEM 教學模組，藉以了解 STEM 知識整合理念應用於

臺灣高中科技教育之可行性，並探索其在課程研發、教學實施過程中

可能遭遇的問題。 

 

研究設計與實施 

階段一的前導研究先分析國外 STEM 課程改革相關文獻，再以國

內現行之科技教育課程為基礎，設計一套以機構設計為主題之 STEM

教學模組。而後，透過準實驗研究之教學實驗，探討高中學生（實驗

組為 171 位高一學生、控制組為 161 位高二學生）在接受 STEM 教學

模組的教學後，其概念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及高層次思考能力的改變。 

在教學前，本研究先運用自編之機構概念性知識測驗（前測）及

標準化的批判思考測驗，了解學生先備之 STEM 概念知識與高層次思

考能力，而後再實施為期 10 週之教學實驗，在教學實驗過程中，運用

學習歷程檔案記錄學生工程設計專題之製作歷程，以做為了解其程序

性知識表現的依據。在教學實驗後，再透過自編之機構概念性知識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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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後測）與自編之機構高層次思考測驗，來了解學生 STEM 概念知

識之改變，及高層次思考的表現。同時，亦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訪

談協助實施教學實驗之教師與參與課程的學生，了解實施 STEM 教學

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與困難。 

 

STEM 教學模組 

此 STEM 教學模組是以機構設計為主題，模組中含有四個機構概

念知識教學單元、以及一個機構玩具專題製作活動。整體教學時間約

10 週，每週兩節課，共 20 小時的時間。前四週實施四項教學單元，後

六週則由學生進行專題設計活動。在四個教學單元中，教師先應用電

腦模擬與實體模型的輔助，引導學生了解在機構設計與運作過程中相

關之 STEM 概念知識。同時，透過動手實作活動，引導學生了解如何

組裝教學單元主題的機構模組，以達成教師所指定的運動方式。最後，

再由教師提問，引導學生針對機構的應用問題進行再設計，建立進階

的問題解決能力。教學單元中 STEM 知識連結之範例如圖 3-2 所示，

各教學單元之說明則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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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前導研究 STEM 教學模組架構 

 

  

載重平台 

平行

連桿 

配重 

科學 
‧靜力學 

‧力學平衡 

‧力與力矩 

‧重心 

科技 
‧槓桿秤發展史 

‧創意設計 

‧問題解決程序 

‧計算機輔助設計

（CAD） 

數學 

‧測量 

‧幾何 

‧三角函數 

‧空間坐標系 

 

 （平行連桿運動軌跡模擬） 

工程 
‧平行連桿機構 

‧機構設計、運動模式與力量分析 

‧工程設計核心概念（條件限制、最佳化、 

預測分析） 

 

（電腦輔助設計與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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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前導研究之 STEM 教學模組教學單元簡介 

STEM 教學單元 STEM 概念性知識 

槓桿秤 

1.槓桿與連桿的重要功能 

2.力矩平衡與工程結構的靜力學 

3.平行連桿的軌跡縮放比例與複製 

4.3D 繪圖空間座標軸的應用 

凸輪玩具 

1.說明凸輪的重要功能，週期性運動的時序控制，如:不等距

(速)的週期運動 

2.介紹凸輪在實際工程上的應用，如：內燃機的氣體燃燒循環

控制 

3.從動件移動距離的計算與控制、凸輪搖臂機構設計（移動距

離放大） 

齒輪 

測距器 

1.齒數與轉速比的計算 

2.速度比與力矩的關係 

3.角速度與圓周 

4.齒輪的材料、規格與加工方法 

5.機械式的測距與計次於生活中的應用 

6.齒輪囓合與運轉的現象 

7.齒輪接觸輪廓的漸開線畫法 

齒輪 

變速箱 

1.不同齒輪組的組裝方式與功能 

2.齒數與轉速比的計算 

3.速度比與力矩的關係 

4.機架設計組裝之剛性與結構 

 

主要研究結果 

經由資料分析發現，實驗組（STEM 教學模組）學生在 STEM 概

念性知識、高層次思考能力、及設計項目的實作表現皆顯著優於接受

傳統機構教學模組的學生。而進一步的分析亦發現，影響實驗組與控

制組學生機構設計表現差異的關鍵因素，是其預測設計歷程中可能遭

遇的問題，及在遭遇問題時分析成因並找出解決方案的能力。此外，

亦發現 STEM 教學模組的學習經驗，可幫助學生有效減少其盲目嘗試

錯誤的歷程，對於先備知識不足的學生更能產生明顯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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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省思 

透過階段一的前導實驗研究顯示，STEM 教學模組確實能幫助學

生在工程設計的過程中，理解並應用整合性的 STEM 知識。然而在整

體課程的設計與實施上，仍有許多有待改進之處。例如：多數學生在

應用 STEM 概念知識時，仍是依照一個模糊的科學概念來引導其修正

的方向，而未確實的將數學分析應用在設計歷程中。此外，透過訪談

及觀察分析亦發現，學生之實作技能、空間能力、後設分析能力、甚

至是態度皆是可能影響其工程設計表現的重要因素。是故，此一 STEM

教學模組，雖具有初步的教學成效，但在落實整合性 STEM 課程的教

學理念方面，尚有應修正、精進之處。 

整體而言，從階段一前導研究中發現，在規劃 STEM 課程的過程

中，仍有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的探究與釐清，例如：STEM 各學科所

扮演的角色為何？如何具體釐清及界定 STEM各學科知識的內涵與比

重？教師應透過何種教學策略方能更有效的協助學生強化 STEM知識

的應用？影響學生工程設計及問題解決表現的關鍵因素為何等。換言

之，關於整合性 STEM 課程設計的教育理論基礎、在臺灣科技教育中

推動 STEM 課程的理念與主軸、適切的課程設計模式、可用的教學方

法、甚至是如何提供教師所需的專業發展協助等環節，皆需審慎規劃。

因此，也形成進行階段二研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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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STEM 課程推展模式研究 

研究背景與目的 

經過階段一之前導研究，本研究認為若想在國內推動有效且有意

義的 STEM 課程教學，必須對於整合性 STEM 課程之哲學基礎、課程

設計取向、教學策略與評量方法等面向有更深入的理解，方能找出適

切的實施方式。在過去十年間，美國是主要推動 STEM 教育的國家，

並已累積許多值得參考之課程規劃與教學實踐經驗。因此，本階段之

目的在於深入了解美國的科技教育界如何設計及推展 STEM 課程，借

鑑其課程設計模式與實施經驗，反思階段一前導研究之結果及臺灣科

技教育需求，作為提出階段三改善 STEM 教學模組設計之依據。 

 

研究設計與實施 

在階段二的研究歷程中，本研究以階段一前導研究之結果為基礎，

發展半結構之訪談大綱。而後，親自聯繫並個別訪談 11 位美國科技教

育領域 STEM 課程專家，藉以了解及分析美國科技教育界如何闡述

STEM 課程之教育哲學、發展其課程設計、及推展其教學活動。受訪

之 11 位學者分別任教於 Arkansas State、Colorado State、Illinois State、

Maryland State、New York State、North Carolina State、Ohio State、

Pennsylvania State、Utah State 以及 Virginia State 等十個州的大學院校。

這些學者所任教的科系皆是科技教育或 STEM 教育相關系所，且於該

系所中從事 STEM 教育相關研究工作。 

為建構研究之信效度，在訪談大綱發展之初，先委請國內一位資

深科技教育學者協助確認訪談大綱與研究目的之關連性，而後再與美

國一位資深科技教育領域教授進行多次的討論與修正，以建構訪談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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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內容效度。經討論修正後的訪談大綱，分為「一、STEM 課程的

核心理念與價值」及「二、STEM 課程的設計與實踐」兩大主軸，具

體的訪談問題如表 3-2 所示： 

 

表 3-2  

階段二訪談大綱內涵 

研究主題 訪談問題 

STEM 課程的核

心理念與價值 

 

1. How do you individually define STEM Education? 

2. Explain your thoughts on the use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or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STEM 

education reform? 

3. What overall outcomes or competencies do you seek with the 

design of K-12 STEM programs? 

4. What are the key difference in teaching STEM programs and 

other technology education programs? 

STEM 課程的設

計與實踐 

 

5. Are ther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or theories that have 

guided your work in developing your STEM education 

programs? 

6. What are examples of content/units of instruction you use to 

construct the curriculum for K-12 STEM programs you are 

designing? Why did you choose these? 

7. How you used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K-12 standards in developing STEM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8. Are there particular instructional practices/strategies that you 

use to assist in delivering STEM concepts to learners in K-12 

STEM programs?  

9. What are the primary problems you see in implementing 

STEM curriculum programs involving technology 

education? 

 

訪談所得之資料是採取質性的方式進行編碼、分析與詮釋。結合

訪談逐字稿、STEM 相關文獻、研究過程中受訪者所提供之參考資料，

及美國資深科技教育領域教授之檢核，進行研究結果之剖析、歸納與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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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階段亦廣泛蒐集美國工程設計取向之 STEM 課程，並分

析其課程主題與教材內涵、學習導向、教學策略、教學流程規劃、及

教學輔具應用與教學評量規劃等面向，藉由深入了解國外現行 STEM

課程的樣貌，做為後續改良教學模組與教學單元設計之參考。 

 

主要研究結果 

透過訪談內容的分析，在 STEM 教育之核心理念方面發現，不同

領域、不同學科、甚至不同教育階段對於 STEM 教育的詮釋皆不盡相

同，而這其中主要的差異來源，在於 STEM 學科之間橫向連結的強弱，

及整合過程中角色的分配。從科技教育的角度來看，實用主義、進步

主義以及做中學的理念應是 STEM 課程的核心教育理念，其本質應為

統整課程（integration curriculum）的概念，而工程設計則是整合性

STEM 課程的主軸。 

進一步來看，在課程設計方面，多數學者認為 STEM 課程的課程

統整模式，應是在個別學科中應用不同的教學模式或策略，結合實作

的活動（工程設計活動）來強化學生應用 STEM 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然而部分學者則認為 STEM 應透過不同學科教師彼此之間的協同教學，

方能真正提供學生跨學科的學習經驗。學者們對於 STEM 課程設計所

採用的方法是多元化的，其中較常被提及的課程設計模式，包含：能

力指標導向（standards-based approach）、逆向課程設計模式（backward 

design model）、知情設計模式（informed design model）、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探

究式學習（inquiry-based learning）、學習表現導向學習（performance-

based learning）、及 5E 學習環（5E learning cycl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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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策略方面，整合性 STEM 課程應著重在如何強化學生科學

與數學知識的學習與應用。換言之，在教學策略的規劃上，教師必須

著重在針對工程設計活動中數學與科學知識的應用，設計更有效、更

具體、且更具針對性的教學策略及學習活動來輔助。可行的策略包含：

設計良好的學習歷程檔案、先備 STEM 知識與技能建構單元、數位視

覺化模擬與設計、合作學習、2D/3D 數位建模與實體建模、及時（Just-

in-time）數學與科學學習等。 

最後，在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方面，所有學者皆同意教師的

準備不足及缺乏實施整合性 STEM 教學的信心，是目前推動 STEM 課

程最大的問題。因此師資培育機構應檢視其課程架構，思考增加 STEM

專業知識課程與修改教育專業科目的必要性。同時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需協助現職教師強化對於整合性 STEM 課程之理解，尤其是工程方面

的專業知能。 

 

研究省思 

如圖 3-3 所示，傳統科技教育課程與 STEM 課程之間的存在有一

些關鍵性的差異，而關鍵即在於教學設計過程中「教師自身對 STEM

知識的理解與準備」，及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對於 STEM 概念知識更精

確的整合與應用」。具體而言，在科技教育領域中的 STEM 課程改革，

反應出的是科技教育學者對於現行課程、教學內容及策略的省思，希

望能藉此提升科技教育對於 K-12 學生的學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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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科技教育的 STEM 課程之內涵 

 

因此，在規劃 STEM 課程主題時，應重視與真實世界科技與工程

重大議題的連結，並以工程設計為主軸進行規劃。在設計整體 STEM

課程時，教師需更明確的指出此課程期望學生所展現出的學習表現（應

達成的能力指標）。換言之，教師需更精確的辨別其教學活動中所應用

到的 STEM 相關知識、技能與能力，同時需思考應透過何種評量方式

確實評鑑學生之學習表現。此外，教師應在教學過程中規劃更具體、

且具針對性的教學策略及教學活動，以確實協助學生連結工程設計問

題與數學、科學原理相關知識，進而儲備學生應用 STEM 知識解決工

程設計過程中相關問題的先備知識及能力。最後，則是在工程設計專

傳統科技教育課程（ITEEA, 2007） 
1. 以培養科技素養為核心理念。 

2. 重視對各科技領域的認識（傳播、營建、製造、運輸、能源動力等） 

3. 以動手做的學習經驗為主軸。 

4. 強調科技的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5. 重視科技的管理、評鑑與選用。 

6. 重視科技與社會議題的批判思考。 

科技教育的 STEM 課程 
1. 以培養 STEM 素養為核心理念。 

2. 重視對各工程領域的認識（機械、電機、電腦科學、航太工程

等）。 

3. 以工程設計的實踐為主軸。 

4. 強調工程設計的問題解決，重視預測分析與最佳化的歷程。 

5. 重視科學探究與數學分析的整合應用。 

6. 強調改善或解決真實世界的科技議題或工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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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活動之歷程中，應重視工程設計核心概念的學習，如：系統性思考、

問題界定、條件權衡、預測分析、評鑑反思、與最佳化等。 

 

小結 

如同工程設計之規劃、測試、分析、修正、再設計、到最佳化的歷

程一般，本研究之規劃，是希望透過一系列系統性的探究，從試探性的

前導實驗，到深度訪談與內容組成分析的反思，再到課程設計模式與教

學模組的優化與教學實驗，進而達成最終之研究目的。因此，承續前導

研究的成果，本研究階段三即具體研擬 En-STEM 設計模式，並依據此

模式，重新設計及修改階段一之 STEM 教學模組，使其更符合工程設計

取向 STEM 課程設計理念。而後再透過教學實驗，驗證 En-STEM 教學

模組對學生 STEM 知識的學習、工程設計之核心能力、及 STEM 態度的

影響，同時深入探討學生工程設計表現及 STEM 知識應用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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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流程之規劃，本研究運用混合研究法（mixed-methods 

research）為途徑，以量化資料為主、質性歸納為輔，進行教學效益的探

討。混合研究意指在單一個研究或多個研究中，同時地或依序地採用質

化和量化的方法，進而形成研究問題、蒐集資料、分析資料、或詮釋結

果（宋曜廷、潘佩妤，2010；Creswell & Plano Clark, 2007; Tashakkori & 

Teddlie, 2010）。近年來，混合研究法於社會科學領域中越來越受到重視，

而在教育研究中採用混合研究法的原因，在於混合研究可對學習者的表

現提出更深入的理解（Johnson & Onwuegbuzie, 2004）。 

本研究在階段一之前導實驗中，已透過準實驗研究之不等組前後測

設計，確認 STEM 教學模組與傳統工程設計課程相較之教學成效。故階

段三後續研究之目的，聚焦於確認改良後之 En-STEM 教學模組，是否

更能有效幫助學生應用 STEM 知識於解決工程設計問題之中，並剖析

En-STEM 教學模組對學生工程設計核心能力之影響。 

由於工程設計歷程的思考及最終作品的表現可能是學生STEM概念

知識、STEM 態度、實作技術、及工程設計核心能力等變項交叉影響後

成果。因此，本研究依據混合研究法之理念，結合量化與質性資料之綜

合分析，以機構概念知識測驗、STEM 實作單元學習單、專題作品、及

專題口頭報告之評量結果為基礎，輔以學生在 STEM 態度量表的反應、

及非正式課堂參與觀察的記錄，進行多面向的分析、討論與驗證，藉以

建構本研究對於學生表現評量的正確性。具體而言，階段三之研究設計

如圖 3-4 所示，詳細之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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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研究設計 

 

量化研究設計 

在量化研究設計方面，本研究採取「單組前後測之準實驗設計」，以

探討 En-STEM 教學模組之教學成效。如圖 3-4 所示，為排除學生原有之

STEM 概念知識對實驗結果之影響，並了解學生在參與課程前的 STEM

態度，本研究在教學實驗前先實施自編的「機構概念性知識測驗（一）」

及「STEM 態度量表」前測；而後，以「教學課程」為自變項，「STEM

概念性知識」、「工程設計核心能力」、及「STEM 態度」為依變項進行教

學實驗，教學後再實施自編的「機構概念性知識測驗（二）」與「STEM

態度」為後測。 

因在階段一前導研究之中，已證明工程設計取向之 STEM 教學模組

相較於傳統教學模組，能更有效的提升學生之學習表現。因此，本階段

質性資料分析 

。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STEM 態度 

質性資料蒐集 

。STEM 實作單元學習單 

。機構玩具設計單 

。機構玩具專題作品 

。機構專題口頭報告 

。非正式參與觀察記錄 

 

實驗處理（15 小時） 

實驗組 

工程設計取向 STEM 教

學模組 

後測（1 小時） 

。機構概念性知

識測驗（二） 

。STEM 態度量

表 

前測（1 小時） 

。機構概念性知

識測驗（一） 

。STEM 態度量

表 

質性資料整理 

。學習單與設計單評分 

。專題作品與口頭報告評分 

。非正式觀察記錄整理 

準 

實 

驗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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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未再規劃對照組之教學，而是聚焦於探討學生參與 En-STEM 教

學模組後，其 STEM 概念知識、工程設計核心能力、及 STEM 態度等變

項之表現，以確認改良後的 En-STEM 設計模式與教學模組實施成效。 

 

質性研究設計 

除量化的資料分析外，本研究亦規劃有質性的資料分析，以輔助量

化資料的討論與詮釋。在 En-STEM 教學模組的規劃中，主要包含三個

「STEM 實作單元」及一個「機構玩具設計製作專題」。因此，本研究所

蒐集的質性資料主要為機構玩具設計製作專題之玩具成品、及學生的專

題口頭報告內容，此外尚有於課堂上的非正式參與觀察記錄。 

質性資料之歸納與分析結果，主要做為了解學生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之輔助，包含學生如何提出專題之構想與設計，如何解決設計過程中所

遭遇的問題等。以質性資料輔助量化分析的主要原因，在於學生問題解

決的思考與知識應用，多是隱含的或隨機的出現在設計構想或測試、修

改的歷程中。因此，透過質性分析，可更真實的反應出學生 STEM 知識

應用的情形，及如何解決設計歷程中遭遇的問題。 

而綜合量化與質性資料的分析，可深入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設計

思考的歷程、工程設計核心能力的應用、STEM 概念知識的展現、及

STEM 態度等關鍵變項的改變與對學生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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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為確保進行量化統計分析時所需的樣本數，本研究選取台北市某一

所高中進行研究，由長期合作進行教學模組研發及教學實驗之高中教師

於其生活科技課堂中實施教學。本研究是從該教師所任教的班級中以立

意取樣方式選出三個班級的一年級學生做為研究對象，總樣本數為 103

人。協助本研究實施教學實驗的教師為資深的生活科技教師，具有 10 年

以上高中生活科技教學經驗，亦擁有工程設計領域之碩士學位。因此，

藉由這位教師的協助，可提供本研究適切的建議，並能落實 En-STEM 教

學模組之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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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設計模式 

透過階段二國外 STEM 課程之內容組成分析及專家訪談結果可知，

工程設計取向的專題活動應為實施整合性STEM課程的主要方式。其中，

輔助學生強化STEM學科概念知識理解與應用的學習單元乃是重要的課

程組成要素。本研究認為，以 Backward Design 模式為 STEM 課程設計

的主軸，同時融入 Knowledge and Skill Builders 活動設計的概念，並注

重 6E 學習環所呈現的各學習階段概念，應能規劃出適切的 En-STEM 設

計模式。具體而言，本研究所規劃之課程設計模式如圖 3-5 所示，其內

容涵蓋以下四大步驟： 

 

 

圖3-5. 工程設計取向STEM課程設計模式 

 



82 

確認教學目標 

1. 選擇適切的科技議題或科技產品之研發作為課程主題：STEM 課

程之主題應選自於真實世界重大科技議題、工程領域重要的基礎

知識、或重要的新興科技議題。 

2. 確認 STEM 知識範疇：依據課程主題，界定其所涵蓋的 STEM 學

科知識範疇及學習內容。 

3. 確認課程預期達成的教學目標及學習表現：確認在完成教學後，

教師期待學生對課程內容應具備的理解及可展現出的學習表現，

其包含：整體性的概念性知識、STEM 相關知識的認識與應用、工

程問題解決能力及相關技能等。 

4. 構思引導學生學習的關鍵問題：思考並列出數個重要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藉以引導學生針對課程主題進行探究思考，

並幫助教師聚焦其教學在於關鍵的核心概念。 

發展評量工具 

5. 發展或選擇評量工具及評量形式：依據教學目標與預期學習表現

規劃評量策略，評量工具應涵蓋形成性評量及總結性評量，使其

能確實評量學生是否達成預期的學習表現。 

建構學習經驗 

6. 規劃學生將會經歷的學習經驗：模擬學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將會

經歷的學習經驗，規劃主要的學習流程，並依據 WHERE TO 的原

則檢視這些學習經驗是否能幫助學生達到所期待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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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據規劃的學習經驗安排教學流程：依據教學目標、學生所應經

歷的學習經驗，安排適當的學習單元，並規劃教學時數。 

發展教材內容 

8. 發展 STEM 實作單元：以探究式學習(inquiry-based approach)的概

念為核心，融入 6E 學習環的學習歷程，透過直觀且具體的探究實

驗或設計製作實作活動，強化學生對於關鍵 STEM 概念的理解，

同時引導學生連結 STEM 概念知識與專題製作歷程可能遭遇的問

題。 

9. 規劃專題活動以整合學習經驗及 STEM知識：依據 Informed design

的工程設計歷程規劃專題製作活動，其流程為：(1)釐清設計規範

與條件限制、(2)研究和探討問題、(3)發展備選方案、(4)選擇並透

過論證優化設計、(5)發展原型、(6)測試並評估解決方案、(7)重新

設計並修改解決方案、(8)與他人說明及分享成果。 

10. 檢核所設計的教學計畫與教材內容是否可達成預期的目標：完成

整體 STEM 課程設計後，依據課程目標檢核是否能達成最初設定

之目的。 

在設計工程設計取向之 STEM 課程時，應注意以下設計重點以落實

STEM 課程的核心理念： 

1. STEM 課程的起點，應重視對於真實世界工程與科技所造成的問題

的關懷與省思，或著重在與科技及工程發展有密切連結的核心知識

與新興科技，方能引發學生的參與動機及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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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EM 課程應是一個標準（能力指標）導向的課程，在規劃課程內容

時，應參照相關能力指標，以審慎的界定所欲教學的 STEM 概念知

識與學生之學習表現。 

3. 在規劃教學模組內容時，應針對關鍵性的科學原理、工程知識、科技

工具應用、及數學運算，規劃實驗與探究導向的學習單元，透過「研

究」、「探究」與「分析」，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將科學與數學相關知識

應用於解決工程設計過程中問題。 

4. 在進行工程設計專題活動時，應著重「界定問題」、「方案設計」、「預

測分析」、「條件限制與權衡」及「最佳化」等五項工程設計核心概念

的學習及其與 STEM 知識的連結。 

具體而言，En-STEM 設計模式與階段一之 STEM 教學模組，在課程

設計及教學活動等面向之主要差異包含： 

1. 階段一的 STEM 教學模組設計是依循傳統課程設計模式所發展，En-

STEM 設計模式則採用 Backward Design 的概念重新規劃。 

2. En-STEM 設計模式更強調科學及數學原理的整合與應用，藉由

STEM 實作活動單元強化 STEM 知識與實際機構設計問題的連結。 

3. En-STEM 設計模式中的 STEM 實作單元設計，更著重在藉由實際的

機構 STEM 概念知識的練習、探究實驗和挑戰思考歷程，幫助學生

體會 STEM 知識的實踐，藉以累積學生進行工程設計（問題分析、

預測、修正）時所需的先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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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工程設計取向 STEM 教學模組 

依據第五節所規劃之 En-STEM 設計模式，本研究發展之 En-STEM

教學模組，主要包含三個 STEM 實作單元及一個機構玩具設計製作專題

（以下簡稱為「玩具專題」）。詳細的發展歷程說明如下： 

 

確認教學目標 

選擇適切的科技議題或科技產品之研發作為課程主題 

本課程之主題選自於「特定工程領域重要基礎知識」，以機械與機電

工程領域當中基礎的「機構設計與應用」為主題。採用機構設計為主題

之原因，是因機構設計為工程領域相當重要的基礎概念，其設計歷程需

應用許多 STEM 相關概念知識，可做為學生未來進入工程領域的基礎。

本課程以專題導向的學習模式為主軸，透過專題活動引導整體課程及

STEM 實作活動的規劃，以協助學生了解機構設計相關之概念知識，並

能應用於專題設計與製作歷程當中。 

 

確認 STEM 知識範疇 

本教學模組以「機構設計與應用」為主題，其內容涵蓋日常生活

常見之機構，包含：槓桿、連桿、齒輪、凸輪、曲柄、繞性傳動機構

等。因機構非現行高中課程中常見的主題，因此為找出適合之知識範

疇，本研究於發展階段一教學模組時，便已針對機構學概念進行分析，

透過專家會議界定適用於高中階段的知識範疇（如圖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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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機構學架構圖 

 

而後，參照物理、數學、科技等學科之課程綱要，及階段一教學

實驗之經驗，並考量教學時數的限制，精鍊 En-STEM 教學模組中所觸

及的機構概念，並界定主要相關之 STEM 知識架構。詳細內容如圖 3-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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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STEM 概念知識範疇架構圖 

 

確認課程預期達成的教學目標及學習表現 

本課程之教學目標，聚焦於「強化學生 STEM 知識之連結與應用」，

依照課程主題，所規劃之具體教學目標及學習表現如下： 

 

本教學模組預期達成的教學目標為何？ 

1. 學生將了解常見機構之種類、運動型態及功能。 

2. 學生將了解機構設計所需應用的基本科學及數學知識。 

3. 學生將了解機構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的實例及其對工程發展的重要性。 

4. 學生將了解如何運用工程設計流程，設計可動的機構玩具。  

5. 學生將學習如何應用機構相關 STEM 知識，解決設計與製作過程的問題。 

 

 



88 

學生將獲取的知識與技能 

在工程（E）方面，學生將知道… 

 基本機構種類及其運動型態。 

 各種機構常見的應用方式。 

 機構設計的重要概念（主動件、從

動件、機架等）。 

 如何運用工程設計流程，完成機構

玩具設計活動。 

 

 

在工程（E）方面，學生將能夠… 

 辨識常見機構類型。 

 說明各種機構能產生的運動型態及應

用實例。 

 舉例說明主動件、從動件、機架的差

異，並說明其設計過程中應注意重要

概念。 

 能應用工程設計流程，解決實務問題。 

在科技（T）方面，學生將知道… 

 如何依據工程設計構想有效活用

材料、工具並進行精確加工處理。 

 

在科技（T）方面，學生將能夠… 

 依據工程設計構想有效活用材料、工

具並進行精確加工處理。 

 

在科學及數學（S＆M）方面，學生將知

道… 

 機構設計相關科學及數學概念（速

度轉換（轉速）、力量轉換（力矩、

扭力）、機構間之傳動方式、移動距

離（角度）估計）。 

 如何運用科學及數學原理，解

決機構玩具設計過程中所遭

遇的問題。 

在科學及數學（S＆M）方面，學生將能夠… 

 舉例說明速度轉換（轉速）、力量轉換

（力矩、扭力）、機構間之傳動方式、

移動距離（角度）估計）等科學及數

學概念在機構設計當中的應用。 

 運用科學及數學原理，解決機構

玩具設計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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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引導學生學習的關鍵問題 

在課程開始之初，教師可運用以下關鍵問題來引發學生對課程之

興趣，並引導其探索機構相關知識。 

 

學生學習時應理解的「必要問題」 學生應了解到的「認知」 

教師應引導學生思考…. 

 為何人們需要機械與機構？機械

對人類生活與科技發展可以帶來

怎樣的幫助？  

 不同的機構可以產生哪些運動模

式？這些機械運動對人們能帶來

什麼功用？ 

 如何帶動機械以產生我需要的運

動？我如何將動力傳遞到機構元

件？  

 工程設計是什麼？有固定的步驟

嗎？為何需要這些步驟？ 

 科學與數學對於工程和機構設計

很重要嗎？缺乏精確度和效率的

機械可能產生哪些問題？ 

學生將會了解…. 

 機構設計是機械工程與機電工程重要

的基礎。 

 應用不同種類的機構計可以提供精確

可靠的機械性運動，進而應用在研發

多元化的科技產品。 

 機構設計必須仰賴科學及數學的應用

來提升其設計的可行性、精確度和效

率。 

 工程設計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歷程，在

過程中界定問題、發展方案、測試修

正是其重要的關鍵步驟。 

 工程設計是權衡外在的條件限制，並

透過反覆設計修正所找出的最佳化的

結果。 

 

發展評量工具 

發展或選擇評量工具及評量形式 

依據前述之教學目標、STEM 知識範疇與預期學習表現，本研究

所規劃之評量重點包含學生學習過程之形成性評量及總結性評量。其

中，形成性評量聚焦於了解學生 STEM 知識建構之情形，而總結性評

量則著重在藉由專題活動了解學生之 STEM 概念知識建構、及工程設

計過程中設計構思與問題解決的表現。詳細之評量工具與標準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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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項活動將展現學生的認知理解？ 

機構玩具設計製作專題 

1. 學生必須應用本學期所學的機構知識（連桿、齒輪、凸輪、曲柄等），並使

用教師所提供之材料（木材、鐵絲等），自行設計並製作一個機構玩具。 

2. 此機構玩具至少需能產生兩種不同型態或頻率的運動（如：上下運動、旋轉、

擺動、左右平移等）。 

3. 製作過程中需填寫機構玩具設計學習單，並於評量時進行口頭報告。 

4. 此項作業為單人作業。 

 

哪些資料必須被收集，以呈現學生的學習表現？ 

需收集的形成性評量有…. 

STEM 實作單元之學習單：在各單元中學生必須透過探究式的實驗活動來學

習如何設計各種機構及相關的科學與數學原理，學生將透過學習單記錄其探

索、設計及實驗的過程。 

機構玩具設計單：學生在完成機構玩具設計專題過程中需完成的學習單，主

要用於引導學生完成其機構玩具設計的歷程。  

 

需收集的總結性評量有…. 

STEM 概念性知識測驗：STEM 概念性知識測驗為總結性的評量，透過前後

測的方式了解學生對於機構種類、功能、相關科學及數學原理等面向的學習

表現。 

STEM 態度量表：用於了解學生對於 STEM 知識彼此之間的關連性的看法，

藉此了解本課程是否能幫助學生提升其對於整合性 STEM 知識的態度。 

機構玩具作品：學生最終完成之機構玩具成品 

專題口頭報告：學生於繳交機構玩具成品時，需透過口頭報告的方式說明其機

構玩具設計製作時的相關構想與解決問題的歷程，，以了解學生是否真正應用

科學及數學知識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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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評量工具之評量面向與標準為何？ 

STEM 實作單元之學習單：主要評量面向包含「機構基本知識」、「探究實

驗」、及「挑戰思考」。 

機構玩具學習單：主要評量面向包含「設計構想」、「概念知識應用」、及「可

行性預測」。 

STEM 概念性知識測驗：主要評量面向包含「低階：機構基本知識」、「中

階：科學及數學概念應用」、及「高階：機構設計問題分析」。 

STEM 態度量表：主要評量面向包含「興趣」、「自覺能力」、及「價值」。 

機構玩具成品：主要評量面向包含「設計複雜度」、「機構完成度」、及「製作

精緻度」。 

專題口頭報告：主要評量面向包含「構想與應用」及「問題解決」。 

 

 

建構學習經驗 

規劃學生將會經歷的學習經驗 

依據可用的教學時數，安排適切的教學流程及學習經驗。並運用

WHERE TO 的原則檢視這些學習經驗是否能幫助學生達到所期待的

學習表現。詳細之學習歷程規劃如下： 

 

如何安排有順序的教學與學習經驗，以達成預期的學習表現？ 

1. 以必要問題為引導，透過影片、圖片等多媒體的輔助，使學生了解機構與機

械在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及在機械與機電工程領域的重要性。W, H 

2. 說明並與學生討論整體活動流程（包含各實作單元及專題製作活動），使學

生了解課程流程、活動規範及評量標準。W 

3. 進行各 STEM 實作單元學習活動，幫助學生建立必要知識與技能（包含機

構種類及功能的認識、科學及數學原理的應用、工具使用、工程設計流程等）。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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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行專題設計活動，引導學生回想之前各單元所學到的內容，從中發想玩具

設計構想。R, O 

5. 引導學生分析其構想所需的動作類型，可用的機構種類。T 

6. 製作並組裝機構零件，測試並修正其設計構想。E-2 

7. 應用科學及數學原理解決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R, E-2 

8. 應用適切的材料，製作玩具其他次要零件（如背景）。T 

9. 組裝玩具與機構，測試並修正問題。R, E-2, O 

10. 完成機構玩具製作，評量學習表現。R, E-2 

 

依據規劃的學習經驗安排教學流程 

具體而言，本課程整體時數規劃為 15 小時，包含三個教學單元及專

題製作活動，每個教學單元實施時間約 2-3 小時，可依照學生學習狀況

彈性調整，專題製作活動時間則為 6-9 小時。其時間分配與進度規劃如

表 3-3 所示： 

 

表 3-3  

教學實驗流程表 

週次 進度 工具 備註 

1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專題內容說

明、前測、認識樂高器材的教學管

理） 

STEM 概念知識測驗

（一） 

前測 

2 槓桿秤單元一（概念講解與實作） 對 STEM 態度量表 

槓桿秤教學 PPT 

探究實驗學習單 

前測 

3 槓桿秤單元二（探究實驗） 槓桿秤教學 PPT 

探究實驗學習單 

 

4 槓桿秤單元三（挑戰活動）  

5 齒輪測距儀單元一（概念講解與實

作） 

齒輪測距儀教學 PPT、

探究實驗學習單 

 

6 第一次期中考停課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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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進度 工具 備註 

7 齒輪測距儀單元二（探究實驗） 齒輪測距儀教學 PPT、

探究實驗學習單 

 

8 齒輪測距儀單元三（挑戰活動）  

9 曲柄及凸輪玩具單元一（概念講解與

實作、探究實驗） 

曲柄及凸輪玩具教學

PPT 

探究實驗學習單 

 

10 全校性活動停課   

11 曲柄及凸輪玩具單元二（探究實驗、

挑戰活動） 

曲柄及凸輪玩具教學

PPT 

探究實驗學習單 

 

12 第二次期中考停課   

13 後測、機構玩具專題說明 STEM 概念知識測驗

（二） 

後測 

14 機構玩具專題 機構玩具學習單  

15 機構玩具專題  

16 機構玩具專題  

17 機構玩具專題  

18 學生繳交成品，口頭報告錄影 STEM 態度量表 後測 

 

發展教材內容 

發展 STEM 實作單元 

依據規劃之教學目標、學習表現、及 STEM 知識範疇，本研究發

展出三個 STEM 實作單元，包含：「槓桿秤」、「齒輪測距儀」、與「曲

柄及凸輪玩具」。各單元皆有其對應之主要科學、科技、及數學概念知

識，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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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STEM 實作單元概念知識 

STEM 

教學單元 
科學知識 數學知識 科技知識 

槓桿秤 

 靜力學（力學平衡

與重心） 

 力與力矩 

 槓桿原理與應用 

 連桿類型與運動方

式 

 平行連桿的軌跡

縮放比例與複製 

 力與力矩的計算

與解釋 

 槓桿與連桿的重要功能

與實際工程上的應用 

 槓桿秤之問題解決與再

設計（提高精密度） 

齒輪 

測距器 

 速度比與力矩的關

係 

 齒輪組的搭配與應

用 

 齒輪的種類與運動

方式 

 齒數與轉速比的

計算與解釋 

 齒輪組的轉速比

計算與解釋 

 齒輪的重要功能與實際

工程上的應用 

 齒輪測距儀之問題解決

與再設計（提高精密

度） 

曲柄及 

凸輪玩具 

 週期性運動的時序

控制 

 凸輪從動件運動軌

跡之分析 

 凸輪的種類與運動

方式 

 曲柄連桿機構之運

動方式 

 凸輪從動件移動

距離的計算與控

制 

 曲柄連桿機構之

滑塊移動距離的

計算與控制 

 凸輪及曲柄的重要功能

與實際工程上的應用 

 機架的功能與設計要點 

 曲柄連桿機構的設計與

應用 

 凸輪與曲柄機構的功能

比較與分析 

 凸輪及曲柄之問題解決

與再設計（增加從動件

運動方式） 

 

STEM 實作單元之設計理念是依循 6E 學習環的模式為基礎，參考

階段一教學實驗之教師及學生回饋意見，並依據階段二研究所歸納之

STEM 課程特性所發展而成。從階段一之研究結果可知，槓桿秤、凸輪

玩具等單元之學習，確實能幫助學生更加理解機構相關之 STEM 概念知

識，然而在工程設計核心能力之問題分析、預測、修正與最佳化的練習

上仍稍嫌不足。 

因此，為強化學生應用機構相關 STEM 概念知識進行探究實驗與設

計製作的經驗，本研究將 STEM 實作單元學習單設計分為「機構基本知

識」、「探究實驗」、「挑戰思考」等三個階段，以漸進式的方式引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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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以學習應用機構相關概念知識。其中機構基本知識、探究實驗為

第一課，教學時數為 1 至 2 節課；而進階的挑戰思考則為第二課，教學

時數為 1 節課，設計概念如表 3-5 所示。各單元之實施方式說明如後，

完整之學習單請參閱附錄二。 

 

表 3-5   

STEM 實作單元設計概念 

課程階段 6E 學習環階段 工程設計 

核心能力 

課程內容 

STEM

實作

單元 

機構

基本

知識 

投入(Engage)  界定問題 藉由影片及實體教具的示範與

講解，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探索(Explore)  界定問題 

 預測分析 

藉由實體教具、電腦 3D 模擬

及實體樂高模組之組裝，來聯

繫並建構學生自身對於機構運

作原理的理解。 

探究

實驗 

解釋(Explain)  原型建模 

 測試分析 

引導學生藉由實作和實驗來解

釋與定義他們所之 STEM 知

識，並思考過去所學的意義與

目前面臨的實作活動主題之間

的關聯性。 

挑戰

思考 

工程
(eNGINEER) 

 發展方案 

 原型建模 

 測試修正 

 最佳化 

引導學生藉由問題解決或再設

計的過程，學習活用概念、實

務經驗與態度， 

以發展對課程活動主題的深度

理解。 

機構玩具設

計製作專題 

精緻化(Enrich)  發展方案 

 預測分析 

 原型建模 

 測試修正 

提供學生進一步的應用所學來

解決開放性問題的機會，藉此

深化學習的經驗。 

評量(Evaluate)  最佳化 透過專題作品及口頭說明等評

量方式，幫助教師與學生了解

其學習與理解之程度。 

 

（一） 槓桿秤單元 

槓桿秤單元之設計，是在課程開始時，教師先藉由影片及實體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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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說明不同類型槓桿的功能；而後藉由 3D 模擬軟體，模擬不同連桿

之運動軌跡。其次，進行探究實驗實作活動，先組裝槓桿秤模組，再測

量不同重量之木塊並記錄其刻度，以幫助學生實際了解力與力矩的變化，

及不同長度連桿的差異（如圖 3-8 所示）。在進階的挑戰思考活動方面，

則是要求學生思考如何改善槓桿秤之設計，以提升其測量精確度（如圖

3-9 所示）。學生之實作情形則如圖 3-10 所示。 

 

探究實驗 挑戰思考 

藉由測量不同重量的木塊，了解槓桿

原理與力矩平衡的應用。 

 

練習運用不同機構零件，思考並嘗試

改造槓桿秤，以提升測量的精密度。 

 

圖 3-8. 槓桿秤單元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圖 3-9. 槓桿秤單元挑戰思考實作活動 

 

 
圖 3-10. 學生運用槓桿秤進行木塊之測量與記錄 

 

不同重量的木塊 

記錄卡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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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齒輪測距儀單元 

齒輪測距儀之設計，是教師先運用實體的教具，引導學生了解齒輪

比的概念，而後，運用 3D 模擬軟體說明不同種類齒輪之功能與運用方

式。其次，進行探究實驗實作活動，先組裝齒輪測距儀並量測轉盤每格

單位之真實長度（依照使用的齒輪比不同，各組會有差異），而後再測量

不同曲線的長度（如圖 3-11 所示）。在挑戰思考活動方面，則是要求學

生設計組裝進位齒輪，並思考不同齒輪比搭配可能產生的結果（如圖 3-

12 所示）。學生之實作情形則如圖 3-13 所示。 

 

探究實驗 挑戰思考 

藉由使用齒輪測距儀測量並記錄桌面

上三種曲線（S 型、U 型、O 型）的長

度，了解不同齒輪比搭配應用的效

果。 

 

 

練習運用不同齒輪的搭配，設計出特定

倍率的二進位輪盤，以提升測量的精密

度。 

 

 

 

圖 3-11. 齒輪測距儀單元探究實驗活動 圖 3-12. 齒輪測距儀單元挑戰思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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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學生運用齒輪測距儀進行曲線測量與記錄 

 

（三） 曲柄及凸輪玩具單元 

曲柄及凸輪玩具單元之設計，則是教師先藉由電腦 3D 模擬及實體

樂高模組之示範，介紹凸輪及曲柄相關知識，使學生對其機件組成具備

基本的理解，並藉由 3D 模擬軟體及影片動畫了解到曲柄及凸輪機構的

運動方式。而後，進行探究實驗實作活動，要求學生組裝凸輪模組，並

繪製不同形狀凸輪之運動軌跡，藉此了解不同凸輪可產生的運動模式

（如圖 3-14 所示）。在完成探究實驗活動後，學生進一步則進行挑戰思

考活動，透過曲柄模組的組裝，了解曲柄的運動方式、比較凸輪與曲柄

的優缺點、並進一步思考其他可能替代曲柄功能之機構零件（如圖 3-15

所示）。學生之實作情形則如圖 3-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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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實驗 挑戰思考 

藉由觀察並記錄由不同凸輪（凸輪 A、凸輪

B、凸輪 C）所帶動之從動件（指針）移動

軌跡，了解不同凸輪的應用。 

 

 

 

 

比較曲柄與凸輪之優缺點差異；思

考並嘗試運用不同機構零件以取代

曲柄機構之功能。 

 

圖 3-14. 曲柄及凸輪玩具單元探究實驗活動 圖 3-15. 曲柄及凸輪玩具單元挑戰

思考活動 

 

 
圖 3-16. 學生運用凸輪玩具進行移動軌跡測量與記錄 

 

規劃專題活動以整合學習經驗及 STEM 知識 

本課程以專題導向之學習為主軸，聚焦於強化學生於「機構設計與

應用」之 STEM 知識建構、及工程設計歷程的學習與應用。因此，本研

究所規劃之專題活動為「機構玩具設計製作專題」，學生必須應用本學期

所學的機構知識（連桿、齒輪、凸輪、曲柄等），並使用教師所提供之材

料（木材、鐵絲等），獨立設計並製作一個機構玩具。教師所提供的範例

如圖 3-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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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教師提供之機構玩具範例（機構箱部分） 

 

學生在進行機構玩具之設計與製作所需運用的工程設計步驟包含：

(1)界定設計規範及相關條件限制、(2)提出機構玩具之設計構想、(3)透過

預測分析評估設計構想的可行性、(4)機構玩具原型建模、(5)測試並修正

機構玩具所遭遇的問題、(6)最佳化完成之機構玩具。學生於製作過程中

需填寫機構玩具設計單，並於評量時進行口頭報告。 

在機構玩具設計單的規劃方面，從階段一教學實驗之教師及學生回

饋意見得知，階段一專題製作學習單所規劃的內容過於繁重，且在機構

運動及 STEM 知識分析的部分亦未提供較為具體的引導，故而常出現不

知如何填寫的問題。因此，在設計階段三之機構玩具設計單時，除依

循 Informed design 的工程設計歷程進行內容規劃外，亦參照國外 STEM

課程計畫中學習單的設計，改善原本學習歷程檔案之缺點，並考量授課

時間限制、精簡必須填寫的內容，完整之設計單內容如附錄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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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所設計的教學計畫與教材內容是否可達成預期的目標 

在教學模組發展過程中，本研究即與負責教學實驗之教師進行多次

討論，以確認 STEM 實作活動內容之可行性與可達成的預期成效。而在

完成整體教學模組後，本研究亦依循階段一及階段二研究之結果與省思，

檢核 En-STEM 教學模組是否符合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之特性（如

圖 2-4、圖 2-9、及圖 3-3 所呈現之概念），包含：課程主題的選擇、STEM

知識範疇之界定、STEM 實作單元之設計、及專題活動之規劃等；同時，

亦透過專家會議的討論，建構整體教學模組之內容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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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主要分為測驗（量表）、及評量表（Rubrics）兩

種型態，包含：「機構概念性知識測驗（一）（二）」、「STEM 實作單元學

習單」、「機構玩具設計單」、「機構玩具作品評量表」、「專題口頭報告評

量表」、及「STEM 態度量表」等。 

在發展研究工具的歷程中，本研究皆透過嚴謹的程序以建立工具之

信、效度。在效度方面，本研究於工具發展歷程中及初稿完成後，皆邀

請專家針對各項工具內容之正確性、代表性及周延性進行審查，以建立

專家效度。此外，亦邀請資深高中生活科技教師來確認各項工具所規劃

之行為標準難易度，是否符合高中學生之程度以及本研究預期的學習成

效，以確認評量表之內容效度。 

此外，在信度方面，測驗及量表在正式施測前，皆經過預試的檢驗

與修正。而在評量表的評分者信度方面，則是先由本研究之研究者進行

各項研究資料的評分，而後再邀請負責實施教學之教師與科技教育專家

協助檢核評分結果的正確性，以建立研究結果之信度。各項工具之詳細

發展歷程與內容分述如後： 

 

機構概念性知識測驗（一）（二） 

機構概念性知識測驗主要以 En-STEM 教學模組中所涵蓋的機構概

念知識與相關的STEM知識為範圍。本機構概念性知識測驗為複本測驗，

已於階段一的前導研究過程中發展完成。測驗編製的歷程主要依據李坤

崇（2006）所提出之測驗發展步驟進行，包括：(1)決定測驗目的；(2)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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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雙向細目表；(3)編擬測驗試題；(4)審查與修改測驗試題；(5)編輯測驗

試題；(6)預試；(7)試題刪除或修正等步驟。 

本測驗之發展是先由兩位高中老師協助進行題目的構思，再經專家

會議之討論，刪除部分不適合的題目而形成測驗題庫初稿，包含低階 14

題、中階 12 題、以及高階 3 題。低階的試題主要在於了解學生是否具備

基本的機構概念知識，如常見的功能、運動方式等；中階的試題目的則

在於測驗學生是否具備機構相關之科學與數學概念知識，如：速度轉換

（轉速）、力量轉換（力矩、扭力）、移動距離估計等；而高階的試題主

要目的在於了解學生是否能應用相關STEM概念知識解決設計歷程中所

遭遇的問題。測驗題庫之雙向細目表如表 3-6 所示： 

 

表 3-6  

測驗題庫之雙向細目表 

 
連桿 

機構 

曲柄

機構 

凸輪 

機構 

齒輪 

機構 

繞性傳

動機構 

螺旋 

機構 

摩擦傳

動機構 

低階：機構基本知識 2 2 4 1 2 2 1 

中階：科

學及數學

概念應用 

速度轉換    3 1  1 

力量轉換 1   2    

移動距離

估計 
1 1 2     

高階：機構設計問題

分析 
1 1  1    

註：表格內之數字為題數 

 

在完成題庫初稿後，本研究於台北市某高中進行預試，經 120 位高

二學生預試之項目分析結果顯示，本測驗之平均難度指數為.47、平均鑑

別度指數為.40，顯示其題目難度適中，具有良好的鑑別力。整體測驗的

Cronbach α 相關係數為 0.77. 低階、中階與高階三向度測驗之得分與測

驗總分具有顯著相關，其相關係數落於 0.64-0.76 之間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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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試後，本研究針對其中四題鑑別度較低的選擇題進行修正，而

後將修正後的題庫以複本方式設計成前後測之試卷。每份試卷中皆包含

14 題單選題及兩題開放性問題，並給予不同比例的配分。題項之規劃分

為：(1)低階的「機構基本知識」，含七題選擇題，每題 4 分，共 28 分；

(2)中階的「科學及數學概念應用」，含七題選擇題，每題 4 分，共 28 分；

及(3)高階的「機構設計問題分析」，為兩大題之開放性問題，包含 7 個

子題，共 44 分。 

 

STEM 實作單元學習單評量表 

依據第六節所述，STEM 實作單元學習單之設計分為「機構基本知

識」、「探究實驗」、「挑戰思考」等三個區塊，以漸進式的方式引導學生

理解、以學習應用機構相關概念知識。因此，在評量方面，本研究以相

對應的能力指標及預期的學習表現為基礎，將之轉化為評量項目、並發

展具體之評量標準。具體之評量表規劃如表 3-7 所示： 

 

表 3-7  

STEM 實作單元學習單評量表 

評量項目 評量重點 優 良 中 可 劣 缺交 

5 4 3 2 1 0 

機構基本

知識 

是否正確回答學習單上

所列之基本知識問題。 
      

探究實驗 是否能依據學習單的要

求，正確進行測量、記

錄與分析。 

      

挑戰思考 是否能依據學習單的要

求，完成挑戰活動，並

回答研究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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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玩具作品評量表 

依據第六節所述，機構玩具是學生在專題活動中工程設計能力與

STEM 知識應用的展現。因此，在評量標準方面，本研究針對重要的工

程設計核心能力，及其在機構玩具設計製作專題中所扮演的角色，規劃

「設計複雜度」、「機構完成度」、及「製作精緻度」等三個評量面向，並

以五等量表的方式進行評分。各面向的定義與評量重點如下，具體之評

量表如表 3-8 所示： 

1. 設計複雜度：整體（含機構與玩具部分）機構選用與傳動機構設計之

多元性、複雜度、與製作難度。由此向度，可分析學生是否能活用多

元化的機構知識，發展其機構玩具作品之設計方案，亦即工程設計

中的「發展方案」與「預測分析」能力。 

2. 機構完成度：整體（含機構與玩具部分）運作及傳動之順暢度、玩具

動作之互動性與趣味性。由此向度，可分析學生是否可解決製作過

程中所遭遇的問題，並最佳化其作品，亦即工程設計中的「測試修

正」與「最佳化」能力。 

3. 製作精緻度：材料加工之精緻度、機構與玩具組裝之精確性。由此向

度，可分析學生是否能成功的製作出可呈現其設計概念的實體模型，

亦即工程設計中的「原型建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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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機構玩具作品評量表 

評量 

項目 
評量重點 

工程設計

核心能力 
5 4 3 2 1 0 

設計 

複雜

度 

機構選用

與傳動設

計之多元

性與複雜

度。 

發展方案 

預測分析 
應用了三

種以上、

不同類型

的機構 

應用了三

種以上、

但有重覆

類型的機

構 

應用兩種

不同的機

構 

應用兩個

以上、同

類型的機

構 

僅使用一

個機構 

缺

交 

機構 

完成

度 

整體機構

與玩具運

作之順暢

度與趣味

性。 

測試修正 

最佳化 整體機構

與玩具運

作順暢 

整體運作

順暢，偶

而會稍微

卡住但可

排除 

一半機構

能動、一

半不能動 

轉動一兩

次之後即

無法運作 

未完成組

裝 

缺

交 

製作

精緻

度 

機構加工

之精緻度

與組裝精

確度。 

原型建模 
整體機構

與玩具加

工精緻且

組裝精確 

整體加工

精緻度優

良，但會

稍微影響

機構運作 

重要零件

或組裝位

置之尺寸

錯誤，影

響運作 

重要零件

或組裝位

置之尺寸

錯誤，無

法運作 

未完成製

作 

缺

交 

 

機構玩具設計單評量表 

在機構玩具設計單的評量方面，本研究針對重要的工程設計核心能

力，及其在機構玩具設計單中的具體展現，將之轉化為評量項目、並發

展具體之評量標準，其評量面向分為「設計構想」、「概念知識應用」、「可

行性預測」等面向，具體之評量表規劃如表 3-9 所示： 

表 3-9  

機構玩具設計單評量表 

評量項目 評量重點 
工程設計

核心能力 
5 4 3 2 1 0 

設計構想 設計圖的完整

度 

所繪製的設計圖是否可

清楚傳達設計構想。 

發展方案 
      

概念知識

應用 

 

應用的機構原

理分析 

是否清楚了解所應用的

機構種類及原理（如齒

輪比換算）。 

預測分析 

      

零件設計的正

確性與精密度 

是否能正確規劃所需的

零件尺寸、數量。 

原型建模 
      

可行性預

測 

可能遭遇的問

題分析 

是否能預測在製作過程

中可能遭遇到的問題。 

定義問題 

預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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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口頭報告評量表 

為深入評估學生工程設計核心能力及 STEM 知識應用的表現，並彌

補書面資料的不足。在本階段的實驗研究中，本研究要求每位學生透過

口頭報告的方式，說明其玩具專題設計與製作時的相關構想與解決問題

的歷程，每位學生報告的時間約 3-5 分鐘。而為聚焦學生報告之內涵，

本研究規劃了五個問題，要求學生逐一回答： 

1. 這個機構玩具的主題與設計理念為何？ 

2. 這個機構玩具呈現的動作有哪些？應用的機構種類（原理）有哪些？ 

3. 在製作過程中遭遇最大的問題為何？（請舉 1~2 例子說明） 

4. 這些問題是否有被解決？解決的方法為何？ 

5. 這個機構玩具是否還有待改進的地方？你認為可以如何改進？ 

針對上述問題，本研究規劃了「構想與應用」及「問題解決」等

兩面向，採取五等量表的方式進行量化的評分。其中，「構想與應用」

此一面向主要針對 1、2 題進行評量，聚焦於分析學生是否能提出可行

的設計構想，並活用多元化的機構知識，選用正確的機構以產生預期

的動作，亦即工程設計中的「發展方案」與「預測分析」兩項核心能

力。而「問題解決」此一面向則針對 3-5 題進行評量，聚焦於分析學生

是否可解決製作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並思考後續可能的改良方向，

亦即工程設計中的「測試修正」與「最佳化」兩項核心能力。具體之

評量表規劃如表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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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專題口頭報告評量表 

評量 

項目 

評量 

重點 

工程設

計核心

能力 

5 4 3 2 1 0 

構想

與應

用 

是否理解

各機構種

類及功

能，並能

依照設計

理念選用

適當機構 

發展方案 

預測分析 

能依照設計

理念設計具

獨創性的機

構，並詳細

說明其功

能、原理與

運作方式 

能依照設

計理念規

劃適切的

機構，並

說明其功

能與運作

方式 

了解其所

使用的機

構種類及

功能，但

因技術問

題需調整

設計構想

以配合機

構的動作 

不確定

所使用

的機構

種類，

僅是參

考範本

模仿製

作 

無具

體構

想，

隨便

製作 

 

缺

交 

問題

解決 

是否能找

出機構無

法運作之

問題所

在，並提

出有效的

解決或改

善方式 

測試修正 

最佳化 

能具體說明

曾遭遇的問

題、原因及

解決方案，

並提出明確

的改良規劃 

能說明曾

遭遇的問

題及原

因，並提

出大致的

改良方向 

能大致說

明曾遭遇

的問題但

不確定原

因，多採

取嘗試錯

誤的方式

解決 

對問題

發生原

因的判

斷有

誤，而

多採取

無效的

方式 

不積

極嘗

試解

決問

題  

缺

交 

 

在質性分析方面，則是針對學生之回答重點加以記錄，包含：(1)學

生之玩具主題與設計理念、(2)運用到的機構種類、(3)實際運動情形、(4)

遭遇的問題、(5)解決方式與結果、(6)後續改進想法（最佳化）等面向。

而後，針對所記錄之資料內容進行整理、分類與歸納，再與量化分析的

結果進行綜合性的比較分析，以剖析學生工程設計核心能力及 STEM 知

識應用的表現。 

 

STEM 態度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之「STEM態度量表」，是修改自Hernandez等人（2014）

所發展之「STEM 知識關連度感受量表」。其量表設計之目的，是在於了

解參與整合性 STEM 課程的教學活動後，高中學生對於 STEM 學科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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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連性與感受。透過因素分析顯示，其內部一致性信度是可以接受的

（信度的α=0.82）（Hernandez et al., 2014）。本研究修改後的初步規劃之

量表問項如表 3-8 所示，採用四點量表方式評分。量表之設計包含：興

趣（Interest）、自覺能力（perceived ability）和價值（value）等三個向度。

其中，興趣是學生對於 STEM 相關學科之學習興趣，自覺能力意指對自

我能力的信念與自覺，而價值則是學生對於 STEM 知識的價值、意義、

重要性及有效性的感受。 

在經 162 位高一學生預試的項目分析之結果顯示（見表 3-11），第

一題與第二題在信度分析當中其相關係數低於 0.3，顯示這兩題與全量

表不同質。同時，參照相關分析結果，第一題與第二題與其他題目亦缺

乏相關性，因此將其刪除，並改用原本英文量表之題目：「對我來說，學

校裡面其他學科比理工方面的科目（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來的有

趣」。在刪除第一題與第二題之後，整體量表信度分析之 Cronbach's Alpha 

值為.87。而在另外兩個向度方面，「自覺能力」題項之間的 Cronbach's 

Alpha 值為.83；「價值」題項之間的 Cronbach's Alpha 值為.78，顯示兩

個向度的題目內容各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此外，本量表亦透過專家會議檢視其內容的適切性，以建立專家效

度。而在依據專家之建議，為使學生更容易理解題目之敘述，在部分題

目中加入舉例說明，例如將第 10 題由原本的「生活科技課程中所學到的

工程設計經驗，是一個能幫助我理解科學和數學等學科知識的重要途

徑。」改為「生活科技課程中所學到的工程設計經驗（如機構玩具課程），

是一個能幫助我理解科學和數學等學科知識的重要途徑。」修改後正式

施測之量表如附錄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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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STEM 態度量表項目分析表（初稿） 

題

號 

類別

面向 

問題內容 遺漏

檢驗 

平均

數 

標準

差 

偏態 相關註 1 

1 興趣 學校裡面的其他學科對我來說，

比科學和數學來的有趣。 
.6% 2.81  0.76  -0.43  -.01 

2 興趣 學校裡面的其他學科對我來說，

比生活科技來的有趣。 
.6% 2.39  0.73  0.66  .01 

3 自覺

能力 

如果我認真做，我可以在科學和

數學課做的很好。 

.6% 3.04  0.65  -0.17  .50 

4 自覺

能力 

如果我認真做，我可以在生活科

技課做的很好。 

.6% 3.22  0.58  -0.26  .46 

5 價值 科學課和數學課所學到的東西，

與我在現實世界中的經驗沒有

什麼關係。 

.6% 2.63  0.76  -0.37  .43 

6 價值 生活科技課所學到的東西，與我

在現實世界中的經驗沒有什麼

關係。 

1.2% 2.94  0.62  -0.60  .33 

7 價值 用來理解科學和數學的推理和

探究思考技巧，對我日常生活有

很大的幫助。 

.0% 2.99  0.69  -0.45  .59 

8 價值 用來完成生活科技課程專題（工

程設計活動）的問題解決技巧，

對我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幫助。 

.0% 3.04  0.61  -0.19  .63 

9 價值 生活科技課程中所學到的工程

設計經驗，是一個能幫助我理解

科學和數學等學科知識的重要

途徑。 

.0% 3.08  0.59  -0.20  .70 

10 自覺

能力 

我會應用數學作為一種工具，來

幫助我學習其他學科、或解決數

學課堂以外的問題。 

.0% 2.85  0.70  -0.12  .47 

11 自覺

能力 

我會應用科學的概念知識，來幫

助我理解其他學科、或解決科學

課堂以外的問題。 

.6% 3.02  0.65  -0.16  .66 

12 自覺

能力 

我會應用生活科技課程所學到

的工程設計概念及問題解決能

力，來幫助我學習其他學科、或

解決生活科技課以外的問題。 

.6% 3.00  0.65  -0.14  .64 

13 自覺

能力 

我會整合應用數學、科學和生活

科技課程所學的知識，來幫助我

解決課業以外的問題。 

.0% 2.93  0.66  -0.06  .74 

14 價值 我在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時，通常

不需要用到數學、科學或生活科

技課程所學到的知識。 

.0% 2.54  0.77  -0.04  .41 

註 1：信度分析所提供之校正後項目總分相關（Correla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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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於階段三後續驗研究中所蒐集之相關資料，包含：「機構概念

性知識測驗」（一）（二）、「STEM 態度量表（前、後測）」、「STEM 實作

單元學習單」三份、「玩具設計單」一份、「機構玩具作品」成績、及「專

題口頭報告」成績等，各資料之子項目架構如圖 3-18 所示。依據研究目

的，本研究主要之依變項包含：機構 STEM 概念知識表現、工程設計核

心能力表現（由玩具專題相關資料分析而得）、及 STEM 態度等。因此，

為探討本 En-STEM 教學模組之成效，並剖析影響學生應用 STEM 知識

解決問題的關鍵因素，本研究採用混合研究的設計，以量化分析為主、

質性資料為輔的方式進行分析。量化資料分析規劃如表 3-12 所示，整體

資料分析方式說明如後： 

 

 

圖 3-18. 研究資料架構圖 

STEM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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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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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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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設計單

設計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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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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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自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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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量化資料分析規劃表 

依變項 依變項定義 研究工具 評量向度 資料分析方式 分析目的 

機構

STEM

概念知

識 

機構設計相

關之科學、

科技、工程

及數學概念

知識。 

機構概念知

識測驗（總

結性評量） 

 低階：機構基本知

識 

 中階：科學及數學

概念應用 

 高階：機構設計問

題分析 

 描述統計、偏態與峰

度。 

 相依樣本 t-test 

 答題百分比統計 

 相關分析 

 

 逐步迴歸分析 

 了解學生表現情形。 

 

 了解在教學實驗前後得分改變。 

 了解學生之答題情況。 

 分析機構概念知識、專題表現與 STEM

態度三者間的關係。 

 探討學生機構 STEM 概念知識、專題製

作過程中的思考與問題解決表現，是否

可預測其專題作品表現。 

STEM 實作

單元學習單

（形成性評

量） 

 機構基本知識 

 探究實驗：科學及

數學概念應用 

 挑戰思考：機構設

計問題分析 

 描述統計 

 單一樣本 t 檢定 

 

 了解學生表現情形。 

 了解學生機構概念知識學習表現。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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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 依變項定義 研究工具 評量向度 資料分析方式 分析目的 

工程設

計核心

能力 

學生之工程

設計與問題

解決能力。 

機構玩具

作品 

 設計複雜度 

 機構完成度 

 製作精緻度 

 描述統計。 

 相關分析 

 

 ANCOVA/ 

ANOVA 

 

 逐步迴歸分析 

 了解學生表現情形。 

 分析機構概念知識、專題表現與 STEM 態度三者間的

關係。 

 以設計複雜度為類別變項進行分組，探討不同設計複

雜度組別學生於機構概念知識、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STEM 態度等變項的表現。 

 探討學生機構 STEM 概念知識、專題製作過程中的思

考與問題解決表現，是否可預測其專題作品表現。 

機構玩具

設計單 

 設計構想 

 概念知識應用 

 可行性預測 

因資料數量不足，因此不納入整體分析 

專題口頭

報告 

 構想與應用 

 問題解決 

 描述統計 

 相關分析 

 

 逐步迴歸分析 

 了解學生表現情形。 

 分析機構概念知識、專題表現與 STEM 態度三者間的

關係。 

 探討學生機構 STEM 概念知識、專題製作過程中的思

考與問題解決表現，是否可預測其專題作品表現。 

STEM

態度 

學生對

STEM 學科

關連性與實

用性的認知

與感受。 

STEM 態

度量表 

 興趣 

 自覺能力 

 價值感受 

 描述統計 

 相依樣本 t-test 

 相關分析 

 

 逐步迴歸分析 

 了解學生表現情形。 

 了解在教學實驗前後態度的改變。 

 分析機構概念知識、專題表現與 STEM 態度三者間的

關係。 

 探討學生之 STEM 態度是否可預測其專題作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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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統計分析之前，本研究先針對機構概念知識測驗、STEM 實

作單元學習單、機構玩具作品、專題口頭報告等資料進行評分，將學習

單、作品、口頭報告等質性的資料轉為量化的分數，再進行統計分析。

為使評量之結果具有良好的評分者信度，本研究先進行各項研究資料的

評分，而後再邀請負責實施教學之教師與科技教育專家，協助檢核評分

結果的正確性。 

因本次教學實驗時數較短，學生於學期末時多專注於完成機構玩具

作品，故機構玩具設計單之繳交情況不甚理想，約僅有 1/3 的學生有繳

交。在資料數量有限的情況下，本研究決定不將其納入後續的分析，以

免干擾整體分析結果。 

整體而言，在「機構 STEM 概念知識」方面，為了解學生在學習過

程中知識建構的情形，先透過描述統計及單一樣本 t 檢定的方式，了解

學生三份 STEM 實作單元學習單的得分概況及學習表現。而後，再透過

基礎之描述統計（包含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峰度等），了解學生機構

概念知識測驗之得分概況；其次，透過相依樣本 t-test 的方式，了解學生

在參與教學實驗前後，其概念知識及 STEM 態度的改變情形。同時，剖

析學生較常答錯之問項種類與內容，以了解其概念建構的情形。  

在學生的「工程設計核心能力」方面，透過評量玩具專題之表現，

可看出學生是否能運用其工程設計核心能力，達成專題活動之要求。因

此，本研究先針對學生之機構玩具作品及專題口頭報告兩者之得分進行

量化的描述統計分析，以了解學生在專題中整體性的表現。此外，本研

究亦運用學生之機構概念知識測驗「後測」成績為依據，將學生分為高

分（前 27%）、中分、低分（後 27%）三組，並進行 ANOVA 考驗，以比

較其於玩具專題各子項目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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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本研究依據學生機構玩具作品之「設計複雜度」進行分組，

運用 ANOVA、ANCOVA 等量化分析方式，探討不同設計複雜度學生於

機構概念知識、工程設計核心能力、STEM 態度等變項的表現，並結合

質性分析的輔助，深入探討影響學生知識應用與工程設計表現的關鍵因

素。質性分析之主要步驟如下：(1)針對學生之機構玩具作品、專題口頭

報告重點記錄、非正式觀察記錄等資料進行編碼與登錄；(2)比較並歸納

不同資料中於「機構完成度、製作精緻度、構想與應用、及問題解決」

等面向所顯示之具體表現；(3)建立各項具體表現和「發展方案、預測分

析、原型建模、測試修正、及最佳化」等工程設計核心能力之間的聯繫；

(4)與協助教學實驗之教師討論分析結果，驗證是否符合學生真實的學習

情況，以建立資料分析之信度；(5)對照質性資料之發現與量化分析結果，

歸納出影響學生 STEM 知識運用及工程設計表現的可能因素。  

在「STEM 態度」方面，本研究則透過描述統計之分析，以了解其

基本之趨勢，而後再透過相依樣本 t-test 的分析，探討學生在參與教學實

驗前後，其 STEM 態度是否有所改變。同時，本研究亦以學生之專題「設

計複雜度」之表現給予分組，以探討不同專題表現之學生，其 STEM 態

度之差異。 

在整體性的分析方面，綜合前述 STEM 實作單元學習單的得分、機

構概念知識測驗得分、玩具專題得分、STEM 態度等資料，進行相關分

析，以找出變項間彼此的關連性。最後，再運用逐步迴歸分析，探討學

生之「機構 STEM 概念知識」成績、及專題口頭報告當中「構想與應用」、

「問題解決」等成績，是否可預測學生機構玩具專題成品之表現。同時，

探討學生之 STEM 態度成績，是否同樣可預測其機構玩具作品之表現，

藉此檢驗前述各項資料之分析結果，並就教學模式之設計進行更深入的

省思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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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共分六節：第一節探討 En-STEM 教學模組對學生概念知識學

習的影響，第二節探討學生之工程設計核心能力表現，第三節分析工程

設計問題解決與 STEM 知識應用之關鍵，第四節探討學生 STEM 態度的

改變，第五節針對前述資料分析結果進行綜合討論；最後，第六節則省

思本研究所發展之 En-STEM 設計模式與教學模組，並提出最終完整的

設計模式與檢核要點。 

 

第一節 En-STEM 教學模組對學生概念知識學習的影響 

本節主要在探討 En-STEM 教學模組，對學生概念知識學習的影響。

依據研究工具之設計，學生 STEM 概念知識之評量分為形成性評量與總

結性評量，是故，以下將先分析學生 STEM 實作單元學習單之成績，以

了解其機構 STEM 知識建構之情形；其次，再運用不同角度分析學生機

構概念知識測驗之表現，以了解其概念知識學習的成果。 

 

STEM 實作單元學習單表現 

STEM實作單元學習單是學生在學習三項STEM實作單元（槓桿秤、

齒輪測距儀、凸輪玩具）時所需填寫的學習單。其設計分為機構基本知

識、探究實驗、挑戰思考等三個小單元，本研究透過評量三份學習單之

表現，做為學生學習過程中機構概念知識之形成性評量依據，以 3 分為

標準，進行單一樣本 t 考驗之結果，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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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STEM 實作單元學習單之單一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評量項目 平均分數 

(SD) 

平均差異 

(SD-3) 
t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槓桿秤 

學習單元 

(N=100
註 1) 

1.機構基本

知識 
3.82(.61) 0.82 13.46** 0.70 0.94 

2.探究實驗 4.56(.76) 1.56 20.62** 1.41 1.71 

3.挑戰思考 3.38(.92) 0.38 4.14** 0.20 0.56 

齒輪測距

儀 

學習單元 

(N=103) 

1.機構基本

知識 
3.68(1.01) 0.68 6.82** 0.48 0.88 

2.探究實驗 4.00(1.00) 1.00 10.15** 0.80 1.20 

3.挑戰思考 3.61(.94) 0.61 6.59** 0.43 0.80 

曲柄及凸

輪玩具學

習單元 

(N=103) 

1.機構基本

知識 
3.48(.84) 0.48 5.76** 0.31 0.64 

2.探究實驗 3.20(1.25) 0.20 1.66 -0.04 0.45 

3.挑戰思考 3.63(1.04) 0.63 6.17** 0.43 0.83 

註 1：槓桿秤學習單元之學習單有一個組別（3 位學生）未繳交。 

註 2：檢定值=3。 

 

由由單一樣本 t 檢定之結果可知，學生在三個 STEM 實作單元的過

程中，其得分多能顯著優於 3 分之檢定值，代表大部分的學生皆能理解

教師所講述的機構概念知識，並能完成測試、分析的探究實驗與挑戰活

動。然而，由表 4-1 的分析可發現，在實施前兩個單元時，學生在「挑

戰思考」的答題情況略遜於「機構基本知識」與「探究實驗」等階段。

與負責教學實驗之教師探討可能的原因後，發現因該學期實驗學校排課

型態為每週一節課，受限於樂高器材數量之限制，在每堂課結束時，學

生必須將樂高拆卸整理以供下一班使用。因此，若樂高模組之組裝較為

複雜，則部分學生會花費較多的時間在樂高的重新組裝與拆卸還原，導

致能專心於機構測試與思考的時間較為倉促且零碎。且學生若前一節課

未完成探究實驗單元之實作，隔週的課堂時間會先將其補完，再進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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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元的活動。此導致部分組別在進行挑戰思考單元時較為匆促，而無

法確實完成學習單的記錄。 

此外，在實施曲柄與凸輪玩具學習單元時，因考量學生專題製作所

需的時間，故此單元僅實施兩週的時間。因此，學生在進行探究實驗與

挑戰思考活動的時間較為匆促，也因此影響其學習單的記錄情形。然而，

整體而言，從學習單的分析來看，多數學生應皆能理解各 STEM 實作單

元所欲傳達之機構概念知識。 

 

機構概念知識測驗得分概況 

其次，為了解學生機構概念知識之改變情形，本研究運用相依樣本

t 考驗的方式，分析學生在「機構概念認知測驗」前、後測之表現，其結

果如表 4-2 所示。同時，透過長條圖的方式呈現其偏態與峰度的趨勢，

如圖 4-1 所示。 

表 4-2  

相依樣本 t 考驗（機構概念知識測驗） 

機構概念知識 

測驗子項目 

Mean/SD 

 (前測) 

Mean/SD 

(後測) 

前測−  

後測 
t 

低階：機構基本知識 13.28/5.80 15.30/4.80 -2.02 -2.80** 

中階：科學及數學概

念應用 
13.44/5.25 18.17/5.81 -4.74  -6.65** 

高階：機構設計問題

分析 
14.94/7.45 21.92/9.71 -6.98 -6.91** 

總分 41.66/11.44 55.40/13.46 -13.74  -9.79** 

註：總樣本數為 103 人。 

 

透過考驗結果可知，En-STEM 教學模組能幫助學生顯著提升其機構

STEM 概念知識的學習。由表 4-2 可看出，低階的基本機構概念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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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的科學與數學原理應用、及高階的問題預測與分析方面的進步幅度

都達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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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機構概念知識測驗前、後測偏態及峰度圖 

 

從偏態與峰度的分析圖（圖 4-1）來看，學生在基本機構概念知識 1

部分的前測成績呈現略微正偏態的趨勢，顯示多數學生的得分都集中在

中間偏低的區段，僅有少數學生得分較高；而在後測成績方面，其偏態

趨勢則轉為呈現負偏態的趨勢，並形成低闊峰的圖形，顯示整體學生得

分有所提升，但得分情況仍較為分散。 

其次，在中階的科學與數學原理應用方面，學生之前測成績呈現低

闊峰的趨勢，表示多數學生的得分情況較為分散，但整體而言呈現趨向

常態分配的圖形；而在後測成績方面，其趨勢轉為呈現出明顯的負偏態

趨勢，代表多數學生的得分都集中在偏高的一端，僅有少數學生得分較

低。 

再者，在高階的問題預測與分析方面，以高階部分的總分來看（44

分），學生之前測成績明顯呈現低闊峰的趨勢、並集中在偏低的一端，表

示學生得分的情形較低且較為分散；而在後測成績方面，其雖仍呈現低

闊峰的情形，而其平均分數已達總分的一半（21.92 分），且高分側的學

生人數亦有明顯的增加，顯示有較多學生的成績是朝高分一側移動，代

表學生在高階的問題預測與分析方面的表現有明顯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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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分方面，學生之表現，由前測集中在 40~50 分的區間，得分趨

勢分散，僅有 5 位學生得分高於 60 分的情形；轉為於後測時共有 35 位

學生之得分高於60分以上，且得分趨勢集中，多數學生成績皆落於50~70

分的區間。由此可見，學生於各子項目之表現皆有明顯的成長，而其中

成長較為明顯的部分，即是中階的科學及數學概念應用、及高階的問題

預測與分析。 

 

機構概念知識測驗答題情況分析 

除前述之描述統計外，本研究進一步從各題項之答對百分比來看學

生之答題表現，以深入探討學生對機構知識的理解情形。如表 4-3 所示，

學生於前測答對率較高的是齒輪相關的題目，此應是國中理化科已有相

關課程，因此對齒輪轉速之換算較有基礎的概念。除此之外，其他題項

之答對率多皆低於 50%，代表多數學生不熟悉其他機構知識。 

而在參與教學實驗後，多數學生之答題正確率皆有提升（如表 4-4

所示），在機構基本知識方面，學生後測答錯率較高的問題多是未被設計

為 STEM 實作單元之機構，如皮帶傳動、摩擦傳動等。這些機構雖同樣

為學生進行玩具專題時可能運用的機構種類，然而本研究僅有約 15 節

課之時間限制，故在 STEM 實作單元的設計上，僅能選擇最為常用的機

構為主題（連桿、齒輪、凸輪）。其他種類的機構在教學過程中雖亦有簡

單的說明、並提供學生額外的參考資料，但倘若學生未積極主動參閱相

關資料，則對這些機構的概念可能仍較為模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

更能確認 STEM 實作單元規劃之重要性。 

其次，在中階的科學及數學概念應用方面，由後測分析可以看出多

數題項之答對率高於 50%，代表學生對於機構相關之科學與數學概念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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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成長。然而，在曲柄連桿的應用計算上答對率仍是略低，其原因可

能是受限於課堂時數有限，為避免學生來不及完成專題成品，因此曲柄

及凸輪玩具單元僅實施了兩週的時間，學生在進行探究實驗及挑戰思考

的時間較為緊迫，而使得部分學生較難有充足的理解。 

在高階的開放性問題方面，從學生後測之表現可發現其答對率明顯

優於前測表現。由此可見，本次階段三研究所改良之 STEM 實作單元設

計，確實能有效協助多數學生提升其機構設計問題分析的能力。 

表 4-3  

機構概念知識測驗前測百分比統計結果 

測驗 

階段 

子項目 題號 測驗概念 該題答對人數百分比 

（N=103） 

前測 低階：機構

基本知識 

1 曲柄連桿 48.5% 

2 齒輪機構 50.5% 

3 螺旋機構 32.0% 

4 間歇機構 68.0% 

5 曲柄連桿 35.9% 

6 凸輪機構 48.5% 

7 皮帶傳動   48.5% 

中階：科學

及數學概念

應用 

8 轉速比 71.8% 

9 轉速比 74.8% 

10 槓桿原理 60.2% 

11 齒輪比 27.2% 

12 曲柄長度 30.1% 

13 凸輪長度 42.7% 

14 曲柄長度 29.1% 

高階：機構

設計問題分

析 

1-1 齒輪方向 85.4% 

1-2 齒輪方向 48.5% 

1-3 齒輪比 49.5% 

1-4 齒輪比 5.8% 

2-1 曲柄連桿 40.8% 

2-2 曲柄連桿 34.0% 

2-3 曲柄連桿 1.0% 

註：以灰色網底標示者為答對率低於 50%的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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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機構概念知識測驗後測百分比統計結果 

測驗 

階段 

子項目 題號 測驗概念 該題答對人數百分比 

（N=103） 

後測 低階：機構

基本知識 

1 凸輪機構 77.7% 

2 曲柄連桿 41.7% 

3 皮帶傳動 19.4% 

4 摩擦傳動 30.1% 

5 曲柄連桿 68.0% 

6 凸輪機構 67.0% 

7 螺旋機構 78.6% 

中階：科學

及數學概念

應用 

8 轉速比 82.5% 

9 摩擦傳動 91.3% 

10 齒輪組 63.1% 

11 齒輪應用 80.6% 

12 凸輪長度 52.4% 

13 凸輪連桿 38.8% 

14 曲柄長度 45.6% 

高階：機構

設計問題分

析 

1-1 齒輪方向 83.5% 

1-2 齒輪方向 45.6% 

1-3 齒輪比 55.3% 

1-4 齒輪比 24.2% 

2-1 曲柄連桿    54.4% 

2-2 曲柄連桿 46.6% 

2-3 曲柄連桿  51.5%  

註：以灰色網底標示者為答對率低於 50%的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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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合第一節之分析結果，階段三學生於機構概念知識的表現可歸納

如下： 

1. 從學習單之分析來看，多數學生應皆能理解各 STEM 實作單元所教

學之機構概念知識，並完成相關的實作活動與設計挑戰，以累積後

續工程設計專題所需的知識、經驗與能力。 

2. 在課堂時間與器材輔具有限的情況下，部分學生在進行探究實驗與

挑戰思考的過程可能受到影響，而無法深入的探索與思考。 

3. 在測驗分數方面，學生之各子項目平均分數皆有所成長，透過相依

樣本 t 考驗結果可知，其低階、中階、高階各項測驗成績改變之幅度

皆達到顯著差異，代表學生在學習完 En-STEM 教學模組後，其機構

概念知識有顯著的提升。 

4. 從學生之答題表現來看，在教學實驗後，學生之科學及數學概念知

識及機構設計問題分析的表現皆有明顯的提升，顯示本研究之 En-

STEM 教學模組可有效強化學生的 STEM 概念知識，與分析設計問

題的應用能力。 

本研究之結果，與國外多數以工程設計為主軸之 STEM 教學實驗結

果相呼應。如同許多研究所證實，運用工程設計概念設計之 STEM 整合

課程，能提升學生概念知識的學習，特別是實際應用科學與數學知識以

解決問題的能力（劉一慧，2012；Cantrell et al., 2006; Mehalik et al., 2008; 

Olivarez, 2012; Schnittka & Bell, 2011; Wendell & Rogers, 2013）。 

更進一步來看，如同許多工程與科技教育領域之所學者指出，其課

程設計之關鍵，在於針對重要的數理知識及工程設計核心能力，規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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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強化的教學策略、活動及輔具。例如運用數位虛擬建模或實體模型

的方式提供學生具體的工程設計範例（Clark & Ernst, 2008; Schnittka & 

Bell, 2011）、針對科學及數學知識規劃獨立之教學活動（Burghardt & 

Hacker, 2004）、或在專題活動前就關鍵的工程設計步驟設計獨立之學習

單元（Dixon & Brown, 2012; Moore et al., 2013）。換言之，以本研究之研

究結果來看，En-STEM 教學模組中的 STEM 實作單元，確實可幫助學生

理解機構相關的 STEM 知識，並強化其問題分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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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生之工程設計核心能力表現 

本節探討學生於階段三教學實驗中，其機構玩具設計製作專題（簡

稱「玩具專題」）的表現。依據研究設計，玩具專題中包含機構玩具設計

單、機構玩具作品與專題口頭報告等三項資料。然因學生在機構玩具設

計單的繳交資料不足，故以下僅針對機構玩具作品及專題口頭報告進行

分析。 

 

機構玩具作品分析 

為了解學生於玩具專題的表現，本研究依據機構玩具作品評量表之

規劃（表 3-8）針對學生作品進行評分，並由協助教學實驗的教師共同檢

核評分結果之正確性。評分之結果如表 4-5 所示： 

 

表 4-5  

機構玩具作品評分描述統計 

評量 

項目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平均 

分數 
標準差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設計 

複雜度 

9 

(8.7%) 

10 

(9.7 %) 

14 

(13.6%) 

58 

(56.3%) 

12 

(11.7%) 
2.48 1.10 

機構 

完成度 

38 

(36.9%) 

16 

(15.5%) 

22 

(21.4%) 

25 

(24.3) 

2 

(1.9%) 
3.61 1.26 

製作 

精緻度 

31 

(30.1%) 

21 

(20.4%) 

23 

(22.3%) 

22 

(21.4%) 

6 

(5.8%) 
3.48 1.28 

 

由表 4-5 之結果可知，整體學生所設計之機構玩具複雜度為 2.48，

從每項得分之人數統計可發現，設計複雜度 2 分之學生佔整體人數之

56.3%，代表有半數學生所做之機構是運用兩個相同種類的機構進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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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而 3 分以上的人數則佔了 32%，代表有 1/3 的學生能運用 2 個以上、

相同或不同種類的的機構來設計玩具之動作。 

其次，從學生之機構完成度來看，整體平均分數為 3.61，得分大致

分散在 2 至 5 分，而機構完成度得分在 4 分以上的學生佔 52.4%，代表

半數以上學生所做的機構都能順暢的運作。然而，亦有 47.6%的學生得

分在 3 分以下，代表其機構運轉不順、或無法順利動作。 

再從學生之製作精緻度來看，其平均得分為 3.48，且大致分散在 2

至 5 分之間，其中製作精緻度得分在 4 分以上的學生佔 50.5%，代表半

數學生所做的機構及玩具都具有一定的精緻度，且亦能正確的在機構箱

加工組裝。然而有 49.5%的學生得分在 3 分以下，表示其機構之加工方

法或步驟有誤，例如：凸輪之從動件過短、傳動桿組裝的位置不精準、

或鑽孔大小不適切等，以致發生運作困難或無法運作，或因時間限制而

無法及時組裝完成。 

 

專題口頭報告分析 

為了解學生機構玩具設計之設計構想、機構應用的情形及問題解決

的表現，本研究要求每位學生藉由口頭報告的方式，說明其專題設計與

製作的歷程。依據表 3-10 的規劃，從「構想與應用」與「問題解決」兩

個面向給予學生 1 至 5 分的評分，其結果如表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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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專題口頭報告評分描述統計 

評量 

項目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缺交 平均 

分數 

標準

差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構想與

應用 

11 

(10.7%) 

17 

(16.5%) 

42 

(40.8%) 

28 

(27.2%) 

4 

(3.9%) 

1 

(1%) 
3.03 1.02 

問題 

解決 

14 

(13.6%) 

21 

(20.4%) 

36 

(35.0%) 

25 

(24.3%) 

6 

(5.8%) 

1 

(1%) 
3.12 1.11 

 

由表 4-6 可知，整體學生之機構構想與應用說明表現得分為 3.03。

得分 4 分以上的學生佔 27.2%，代表約有 1/3 的學生能依照其設計理念

選用適切的機構，並能說明選用的原因及可產生的運動模式。換言之，

由口頭說明之表現，可確認這些學生應確實了解各項機構的功能，方能

展現出靈活的應用。而得分 3 分之學生佔 40.8%，代表這些學生能說明

其所選用的機構種類及功能，但在設計上因考量製作複雜度或無法克服

某些問題，而無法製作出適切的機構以實踐其設計理念。換言之，這些

學生（3 分）對於機構之種類與功能應亦有基本的了解，但在玩具的設

計上較缺乏想法、或是對於製作較複雜的機構傳動感到較為困難（如時

間不足、加工技術較差等），因此在製作過程中可能多次調整或修改設計

構想，以符合可做出的機構。此外，得分 2 分的學生（27.2％），則多僅

是參考教師的範本或同學作品模仿製作，以簡單的機構動作為起始，再

依照機構動作配上玩具，這些學生多不太確定其所使用的機構種類，換

言之，即是在製作過程中缺乏具體的設計理念及對機構的選用思考。 

在問題解決的得分方面，整體學生之機構說明表現得分為 3.12。得

分 4 分以上的學生佔 34.0%，代表有 1/3 以上的學生，能說明曾遭遇的

問題、分析其可能的原因，並採取有效的解決方案，亦能提出後續改進

的規劃。然而，得分 3 分及 2 分以下之學生亦各佔 1/3，其中 3 分之學

生有 35.0%，顯示約有 1/3 的學生雖可發現所遭遇的問題，卻較難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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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問題發生的原因或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因此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

多採取嘗試錯誤的方式、或是模仿其他同學的作法。而得分 2 分以下之

學生，則是對於問題發生的原因判斷有誤，或是不積極解決問題，而這

些學生所製作的作品則大多完成度亦較差。 

 

整合分析：不同機構概念知識學生之專題表現 

其次，為探討學生概念知識學習對工程設計專題表現之影響，本研

究嘗試依據學生之機構概念知識測驗「後測」成績，分為高分（前 27%）、

中分、低分（後 27%）三組，並進行 ANOVA 考驗，以比較其於玩具專

題各子項目之表現。其結果如表 4-7 所示： 

 

表 4-7  

機構概念知識測驗後測分組 ANOVA 摘要 

 

 高分組 

(N=27) 

中分組 

(N=48) 

低分組
(N=28) 

 

 M SD M SD M SD F η2 Scheffe 

機構概

念知識

測驗 

前測 

總分 
46.44 8.29 42.00 11.86 36.46 11.49 5.76* .10 高=中>低 

後測 

總分 
73.26 6.91 54.25 5.06 40.14 5.57 231.35** .82 高>中>低 

機構玩

具作品 

設計複

雜度 
2.44 0.89 2.54 1.18 2.29 1.05 .50 

  

機構完

成度 
3.85 1.26 3.58 1.22 3.43 1.35 .79 

  

製作精

緻度 
3.67 1.14 3.52 1.29 3.21 1.40 .91 

  

專題口

頭報告 

構想與

應用 
3.07 1.00 3.13 1.08 2.82 0.94 .82   

問題 

解決 
3.15 0.82 3.21 1.21 2.93 1.1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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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7 之分析可看出，不同機構概念知識測驗後測得分之學生，

彼此間的前測成績具有顯著差異。其中，高分組之前測成績與中分組未

達顯著差異，然而高分與中分兩組之前測成績顯著高於低分組的學生。

代表學生機構概念知識的表現，可能受到其先備知識的影響。 

另一方面，高分組與中分組的學生於機構玩具設計專題各子項目之

得分相近，低分組的學生在所有子項目得分都是最低。三組之間的差異

雖未達顯著水準，然而從分析之結果仍可看出，多數機構概念知識較佳

的學生，其在玩具專題各子項目之表現仍是較佳。 

 

小結 

具體而言，本研究藉由分析學生玩具專題之表現，探討其工程設計

核心能力的展現。綜合第二節之分析結果，學生於玩具專題之表現可初

步歸納出以下發現： 

1. 整體學生之設計複雜度中等，機構完成度及加工精緻度等面向之表

現則在中上程度，表示多數學生之機構玩具設計成品皆有不錯的表

現。 

2. 整體學生之機構構想與應用、及問題解決等面向之表現亦在中上程

度，表示多數學生皆能清楚說明其設計概念及所應用的機構，同時

亦能解決製作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 

3. 機構概念知識測驗後測得分較高的學生，其機構玩具設計專題各子

項目之得分皆較佳，然而各組之間在機構玩具設計製作專題得分之

差異並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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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程設計問題解決與 STEM 知識應用之關鍵 

從前述之專題作品分析中，本研究發現學生所採用之機構設計複雜

度與難度有相當大的差異。在有限的實作時間內，影響學生選擇不同機

構設計之因素為何？學生作品設計之複雜度，是否與其作品之完成度與

精緻度有所關連？選擇不同設計複雜度的學生，其工程設計核心能力是

否有所差異？而學生機構設計與問題解決表現，又是否能連結到前面課

堂所學的機構 STEM 概念知識？ 

為深入探討以上問題，並使資料分析之結果更能具體反應學生之學

習表現。以下，本研究將學生機構玩具之「設計複雜度」視為類別變項，

依據學生專題作品之設計複雜度分為 3 組，深入剖析不同類型學生之表

現。其中，使用三個以上機構的為高設計複雜度組別、使用兩個機構的

為中設計複雜度、而低設計複雜度則僅使用一個機構。各組學生之得分

概況如表 4-8 所示，各評量項目之分析如後；同時，輔以質性分析的角

度，探討其機構 STEM 知識應用及問題解決表現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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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不同設計複雜度組別成績比較表 

設計複雜度 

 

評量項目 

高設計複雜度 

 N=19 

中設計複雜度 

N=72 

低設計複雜度 

N=12 

M (SD) M (SD) M (SD) 

機構概念知識測驗 (後測總分) 53.37 (11.46) 56.46(14.31) 52.25(10.82) 

機構基本知識 14.95 (4.40) 15.33(5.02) 15.67(4.33) 

科學及數學概念應用 18.74 (6.40) 18.33(5.69) 16.33(5.77) 

機構設計問題分析 19.68 (8.03) 22.79(10.27) 20.25(8.44) 

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平均分數) 4.46 (.60) 3.20(.86) 2.08(.77) 

機構完成度 4.68 (.67) 3.53(1.21) 2.42(1.00) 

製作精緻度 4.74 (.65) 3.42(1.12) 1.83(.83) 

構想與應用 4.32 (1.00) 2.85(.71) 2.08(.79) 

問題解決 4.11 (.88) 3.04(.98) 2.00(.95) 

 

以設計複雜度分組之機構概念知識測驗成績分析 

由前述第一節之分析可知，整體學生於機構概念知識之前、後測成

績有顯著的提升。然而，由表 4-8 之歸納可發現，當依據學生之設計複

雜度進行分組時，後測成績最高之組別卻是中設計複雜度的組別，其次

方為高設計複雜度組，而低設計複雜度組則略低。然而，在教學實驗前，

三組學生之機構概念知識程度是相近的，高設計複雜度組之前測成績為

44.47、中設計複雜度組之前測成績為 41.50、低設計複雜度組則是 38.17。

各組前測分數之間由 ANOVA 檢定來看，未達顯著差異（F=1.15、 p > .05），

如表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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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以設計複雜度分組之概念知識前測 ANOVA 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298.70 2 149.35 1.14 0.32 

組內 13046.40 100 130.46   

總和 13345.11 102    

 

在教學實驗後，在三個組別中其各自前、後測成績的進步幅度皆達

顯著差異。然而，透過 ANCOVA，以前測為共變數進行分析，則各組之

前的後測成績未有顯著差異，其 F(2, 99) = 1.01、p = 0.37、效果量 r = 

0.02，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以設計複雜度分組之概念知識後測 ANCOVA 分析摘要表 

Source SS df MS F p 

前測分數 2318.08 1 2318.08 14.49 0.00 

組別 321.63 2 160.81 1.01 0.37 

Error 15836.97 99 159.97   

 

 

更進一步來看，圖 4-2 為各組前、後測成績之盒形圖（亦稱盒鬚圖）。

盒形圖中的長條形呈現資料的中間 50%部分，兩端分別為下四分位數及

上四分位數，中間的黑色橫線為中位數。上下延伸的線條頂端分別為最

大值與最小值，黑色點則為離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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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設計複雜度       中設計複雜度     低設計複雜度 

 

深色：機構概念知識

前測成績 

白色：機構概念知識

後測成績 

 

圖 4-2. 不同設計複雜度組別機構概念知識成績 

 

由圖 4-2 可以看出，高設計複雜度之學生其機構概念知識整體表現

與中設計複雜度學生相近，但存在有少數後測成績偏低的學生。中設計

複雜度組之機構概念知識後測成績分散情況相當明顯，最高分與最低分

之學生皆在此組別之中，顯示此組別學生之機構概念知識程度差異較大。

再看設計複雜度低的學生，其整體成績變異幅度較小，多數學生成績偏

低。然而，整體來看不同設計複雜度組別之基本機構概念知識程度應是

相近的。 

但若回頭檢視第二節表 4-7 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機構概念知識測

驗得分較高的學生，其玩具專題整體表現應是較佳。由此可見，學生之

機構概念知識雖會影響其玩具專題表現，但尚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影響著

學生的專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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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複雜度分組之玩具專題成績分析 

其次，由各組玩具專題之「機構完成度」、「製作精緻度」、「構想與

應用」和「問題解決」等面向來看，如表 4-8 所示，機構設計複雜度越

高的學生，其整體機構完成度及製作精緻度之得分都越高。為進一步確

認各組之間的差異，本研究運用 ANOVA 分析與事後比較，以了解各組

之分數是否達顯著差異，其結果如表 4-11 所示。再經由事後比較可知，

高設計複雜度的組別，其各項表現都顯著優於中、低複雜度的學生；而

中設計複雜度的組別，則是顯著優於低複雜度的學生。 

深入來看，高設計複雜度的學生，其機構完成度及製作精緻度都在

4 分以上，代表所完成之作品多數加工精確，且能順利運作。另一方面，

從口頭報告的得分也可看出，製作複雜度較高之機構的學生，其對於設

計概念與機構原理的說明也越詳盡，代表其確實了解各種機構所能產生

運動方式；同時，亦能確實解決製作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方能實踐其

設計構想。 

反觀選擇製作難度較低之機構的學生，其成品的精緻度與完成度反

而較差。由機構玩具作品之得分可知，低設計複雜度的學生，有半數的

機構玩具無法順利動作，製作亦較粗造。由口頭報告之分數亦可發現，

其對於設計概念與機構原理的說明也較差，且多無法解決製作過程中所

遭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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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設計複雜度分組之玩具專題 ANOVA 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構想與

應用 

組間 44.59 2 22.30 36.60 0.00 

組內 60.32 99 0.61   

總和 104.91 101    

問題 

解決 

組間 33.93 2 16.96 18.52 0.00 

組內 90.66 99 0.92   

總和 124.59 101    

機構 

完成度 

組間 39.50 2 19.75 16.06 0.00 

組內 122.97 100 1.23   

總和 162.47 102    

製作 

精緻度 

組間 62.84 2 31.42 29.97 0.00 

組內 104.85 100 1.05   

總和 167.69 102    

 

作品與口頭報告分析 

綜合前述分析可發現，願意嘗試較為複雜之機構設計的學生，其無

論是機構完成度、製作精緻度、機構應用能力或問題解決表現都較佳，

反觀選擇製作難度較低之機構的學生，其各項得分之表現都較低。然而，

各組學生之機構概念知識測驗成績又無顯著的差異。換言之，在基礎知

識程度相近的情況下，以相同之製作時間來說，選擇製作複雜度較低之

機構的學生，應更容易完成機構的製作，為何設計複雜度越低的學生，

反而整體表現越差？其中影響學生設計製作與解決問題的關鍵因素為

何？ 

為深入探討此一現象，本研究先就不同設計複雜度組別學生所採用

的機構種類與數量進行分析，其數量統計結果則如表 4-12 所示，整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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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凸輪為學生最常採用的機構種類，其次是搭配連桿之凸輪連桿組，

再者才是齒輪組的運用，此外，尚有少數學生應用橡皮筋做為輔助連桿

運動的動力來源，或是運用搖桿製作出曲柄裝置。 

 

表 4-12  

設計複雜度分組之統計歸納表 

設計複雜度 
該組作品中運用的機構種類(次數) 

凸輪 凸輪連桿 連桿 齒輪 曲柄 其他 

高設計複雜度 17 11 0 12 1 5 

中設計複雜度 71 8 3 0 0 1 

低設計複雜度 12 0 0 0 0 0 

總計(N=103) 100 19 2 12 1 6 

註：每位學生所設計的機構玩具可能運用到 1 種以上的機構。 

 

（一）高設計複雜度的作品分析 

由前述分析可知，高設計複雜度的學生能活用凸輪、凸輪連桿、及齒

輪等不同機構進行組合與傳動，同時亦會應用橡皮筋等其他材料提供不

同的動力來源。以圖 4-3-1 的學生作品為例，此作品主題是製作一台火

車及一個號誌燈，其機構設計概念是藉由凸輪帶動號誌，並運用齒輪帶

動火車，其中垂直的齒輪為自行設計之零件，僅保留三分之一的輪齒以

產生間歇運動的變化，使其火車之轉動可與號誌配合，在號誌升起時火

車停止轉動，而號誌下降時火車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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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圖 4-3-2.                         圖 4-3-3. 

圖 4-3. 高設計雜度機構玩具作品範例 

 

觀察高設計複雜度組之作品可發現，這些學生所設計的機構玩具皆

有獨特的故事性，且玩偶之間的動作多是有意義的互動，需透過機構運

動時序或特定運動方向的控制方能達成。如學生所述： 

 

問：這個機構玩具呈現的動作有哪些？應用的機構種類（原理）有哪些？ 

學生 A（圖 4-3-1）：就是轉的時候（火車）轉一下會停一下，然後跟號誌的動

作會配起來，應用到了凸輪跟半圈的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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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B（圖 4-3-2）：有用到就是齒輪、然後凸輪。齒輪是讓這個球可以左右移

動，然後凸輪是讓皮卡丘上下動，另外還有連桿。 

學生 C（圖 4-3-3）：就是有用到連桿，就是假如這個是凸輪（左手握拳），這邊

用螺絲釘鎖了一根連桿（右手食指動作），然後凸輪在轉的時候，連桿上面套

鐵絲，玩偶就會一直上下還有前後擺動。 

 

由學生的口頭說明可以發現，這些學生對各種機構之功能應有清楚

的理解，方能靈活的運用不同的機構進行搭配組合，甚至自製較為獨特

的機構零件。換言之，高設計複雜度組的學生雖不一定在測驗上能取得

高分的成績，然而在投入專題的過程中，仍然展現出了較佳的知識應用

與發展方案能力。 

同時，當這些學生遭遇問題時，其解決問題的想法亦較為靈活，而較

不會受限於教師所提供的範本或材料。此外，在口頭報告的過程中，也

可以明確的說出希望能再改善的部分，並提出可行的方案。如學生所述： 

 

問：在製作過程中遭遇最大的問題為何？解決的方法為何？  

學生 A（圖 4-3-1）：就是齒輪有時候會很卡，然後凸輪有時候也會很卡。需要

上蠟，然後調整位置。 

學生 B（圖 4-3-2）：就是比如說，像這樣垂直的齒輪，一開始就是會卡卡的，

轉不起來。然後就是皮卡丘太高，會撞到球，所以就是用這樣（彎折的鐵絲）

往後再往上，才不會卡到球。然後一開始不知道怎麼讓東西左右移動，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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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問老師，老師就給我一個連桿，然後說教室後面有一個類似的範本可以參

考，我就參考那個做出來。 

學生 C（圖 4-3-3）： 就是凸輪的角度太大，所以在轉的時候會導致連桿一直撞

到上面，就會卡住，所以我就把桿子鋸短，就比較不會卡。 

問：這個機構玩具是否還有待改進的地方？你認為可以如何改進？ 

學生 A（圖 4-3-1）： 可能可以做兩台火車，然後就轉兩圈。 

學生 B（圖 4-3-2）： 就是本來希望球到最右邊的時候，右邊的皮卡丘可以蹲下

再起來，然後如果還有時間，我會想研究一下怎麼樣把這個弄到最好。 

學生 C（圖 4-3-3）： 我會把凸輪的角度設計的比較不那麼陡，就是讓他比較平

緩，然後他前面尖尖的地方比較短，就會比較平滑。 

 

在參與觀察亦中發現，這些設計複雜度較高的學生大多願意主動花

費較多的時間投入製作。其中，許多學生都曾利用課餘的時間至生活科

技教室製作機構，在遭遇問題時亦會較積極請教教師或同學，對於機構

設計專題展現出明顯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具體而言，本研究認為高設計複雜度的學生，多能展現出以下特質：

(1)在發展設計方案時，通常有較具體、明確的主題；(2)較能清楚說明需

應用到的機構種類，及可產生的動作；(3)製作過程中，遭遇問題能找出

原因，並持續修正以解決問題，而非輕易改變設計；(5)能說出後續需改

善，或希望改良的部分；(5)對於機構設計與製作展現出較高的動機與興

趣。換句話說，這些學生，在發展方案、預測分析、原型建模、測試修

正、及最佳化等工程設計核心能力上，都有良好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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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設計複雜度的作品分析 

中設計複雜度的學生佔整體學生 2/3，為人數最多的組別。在機構設

計上，多是結合兩種不同類型的機構，如應用凸輪及不同方向的凸輪連

桿組以產生不同型態的運動；或是應用各種形狀的凸輪來產生不同頻率

的上下及旋轉運動。以圖 4-4-1 的作品為例，此作品以松鼠追松果為主

題，運用兩個特定形狀的凸輪來產生不同的運動效果。其中，梨型凸輪

帶動松鼠產生上下及暫停的動作，而自行設計之六角型凸輪，則帶動松

果產生顛頗滾動的感覺。 

如表 4-13 所示，這些學生在機構完成度、及製作精緻度的表現上存

在有兩極化的情況，此點是該組中特有的現象。而由表 4-8 也可發現，

設計複雜度 2 的學生其機構概念知識測驗平均得分並不遜於高設計複雜

度的組別，代表除了知識外，應有其他原因影響了學生的設計思考與實

踐。 

 

表 4-13  

中設計複雜度學生工程設計核心能力分析 

評量項目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平均分數

M(SD)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機構完成度 23 12 17 20 0 3.53(1.21) 

製作精緻度 15 20 18 18 1 3.42(1.12) 

構想與應用 0 12 37 21 1 2.85(.71) 

問題解決 6 15 28 20 2 3.04(.98) 

註：有一位學生未進行口頭報告，故無「構想與應用」及「問題解決」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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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圖 4-4-2. 

    
圖 4-4-3.                         圖 4-4-4. 

圖 4-4. 中設計雜度機構玩具作品範例 

 

為找出可能的原因，本研究嘗試比較組內機構完成度較佳及完成度

較差的學生之作品與口頭報告，從中發現完成度較佳的學生對於機構功

能的認知相當清楚。如學生所述： 

 

問：這個機構玩具呈現的動作有哪些？應用的機構種類（原理）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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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D（圖 4-4-1）：這是一隻松鼠在追松果，因為用六角形的凸輪，會有點顛

頗，會讓松果有在滾的感覺，還有使用梨形的凸輪。 

學生 E（圖 4-4-2）：他是馬力歐跟蘑菇大戰，用了凸輪，然後兩個凸輪方向不

太一樣，所以他們上下的頻率不一樣，然後上面那個輪子的大小也不一樣，

所以原地旋轉的速度會不一樣。 

 

由此可見，這些學生的機構玩具作品所應用的機構種類雖簡單，但

仍活用了凸輪機構之特性，換言之，學生對於機構應有充足的認識，方

能靈活應用，同時亦重視作品的精緻度與完成度。因此，本研究認為，

部分完成度較佳的學生，並非機構概念知識不足，而是可能考量製作時

間有限，在開始製作前就判斷無法於時限中完成較為複雜的機構，因此

選擇採取比較易完成的設計。 

然而，由表 4-8 來看，中設計複雜度組的學生在玩具設計之「構想與

應用」得分上，相較其他分數仍略有落差。由學生的口頭說明可以發現，

有部分學生一開始有很豐富的設計構想，然而因在製作過程中遭遇到不

同的困難，方選擇改變或簡化玩具的設計，以配合可製作出的機構動作。

如製作圖 4-4-3 作品之學生所述： 

 

問：在製作過程中遭遇最大的問題為何？  

學生 F（圖 4-4-3）：本來要做另一個機構，但來不及完成。另一個機構本來要

用細的鐵絲來做手跟嘴巴動力的連結，但是因為沒有材料，所以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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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品之主題為小熊玩偶，其機構設計概念是使用凸輪連桿，帶動

小熊的腳掌產生左右腳輪流的上下運動；此外，其凸輪是採用蝸形偏心

輪，使小熊的腳可以有緩慢上升、快速下降的效果。由此可見，其對於

機構的功能應有明確的了解，然而因時間不夠、缺乏特定的材料且在加

工技術上遭遇困難，而無法完成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機構。 

此外，尚有部分學生因缺乏確切的機構設計概念，導致在製作過程

中多次修改設計或重新製作。如圖 4-4-4 學生所述： 

 

問：在製作過程中遭遇最大的問題為何？  

學生 G（圖 4-4-4）：本來他是要前後搖晃，但是因為時間，還有機構做不出來，

就變成只能上下動。 

 

其原本是想讓玩偶（蛋黃哥）能左右擺動，但因為機構設計不良且多

次加工失誤（機構安裝之位置規劃不精確），最後僅能於最後一節課放棄

原先的構想，改為製作簡單的凸輪使其上下運動。 

具體而言，在中設計複雜度的組別中，「構想中的動作無法完成、或

產生預期外的動作不知如何控制」，是學生最常遭遇的問題。而問題之原

因，則來自於機構設計不佳、加工或組裝不良、及製作時間不足等原因。

更深入來看，這些表現較差的學生並未真正將知識與問題作有效的連結，

因而在遭遇問題時，大多採取嘗試錯誤的方式摸索，導致浪費較多的時

間。 

綜合各項分析資料可發現，許多中設計複雜度的學生在發展方案的

階段，其設計構思並不遜於高設計複雜度的學生。甚至在概念知識測驗

 



146 

的表現，更優於高設計複雜度的學生。然而，受限於加工技巧及對於問

題的應變能力較差，因而無法完成最初的設計。更具體來說，中設計複

雜度組內的學生展現出了兩極化的特質，表現較佳的學生，大多：(1)在

發展設計方案時，有具體、明確的主題；(2)較能清楚說明需應用到的機

構種類，及可產生的動作；(3)展現出良好的製作精緻度。而表現較差的

學生，則是：(1)在發展設計方案時，沒有明確主題，而是邊做邊想；(2)

無法清楚說明需應用到的機構種類；(3)因多次修改、重做，故製作精緻

度較差；(4)對製作時間的掌控較差。換言之，其中的關鍵差異，在於預

測分析、原型建模、及測試修正等三項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三）低設計複雜度的作品分析 

最後，低設計複雜度的學生，則多是僅使用一個凸輪來製作。其機構

概念知識成績雖未明顯遜於另外兩組，但在玩具專題各項目的得分大多

都顯著低於其他學生。由口頭報告可知，這些學生在參與專題活動的動

機及投入程度較差，因而影響其作品之表現。因此，對這些學生而言，

學習興趣應為影響其學習表現之關鍵。 

 

 

圖 4-5. 低設計雜度機構玩具作品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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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具體而言，綜合第三節之分析結果，學生於玩具專題之表現可初步

歸納出以下發現： 

1. 高設計複雜度的學生，較能活用所學的機構知識，在發展方案、預測

分析、原型建模、測試修正、及最佳化等工程設計核心能力上，都有

良好的展現。 

2. 中設計複雜度組內的學生展現出了兩極化的特質，其中的關鍵差異，

在於學生預測分析、原型建模、及測試修正等三項工程設計核心能

力。 

3. 低設計複雜度組的學生，則是普遍較缺乏學習動機與興趣，而影響

其專題表現。 

如同 Hayes （1989）所指出，行動前的思考（thinking before acting）

是一個良好的設計歷程的關鍵要素。深入來看，本研究認為多數學生在

進行玩具設計前，應已先考量過其在時限內可完成之機構設計，方選擇

所欲運用的機構種類。也因此，願意嘗試複雜度較高之機構設計的學生，

其成品之完成率反較選擇簡單機構設計之學生來的高。換言之，這些學

生對其設計概念與製作能力應有相當明確的掌握，且對於玩具專題亦具

有較積極的學習態度，方能順利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其成品。 

然而，在本次實驗中，本研究亦發現有部分學生原本雖有豐富的設

計構想、並能清楚說明應使用的機構，卻因加工技術不足或時間限制而

無法完成。同時，有些學生在一開始便認為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自己

無法完成較複雜的機構，而選擇製作較容易成功的機構。這中間細微的

思考判斷，是源自於學生工程設計的預測分析或權衡思考？或是來自於

 



148 

學生後設認知的展現？抑或僅是受到其學習興趣的影響，是值得深入探

討的問題。 

由前述資料分析的結果來看，不同機構玩具設計複雜度的學生彼此

之間的機構概念知識測驗平均分數是相近的。但在發展方案（設計複雜

度、構想與應用）、預測分析（構想與應用）、原型建模（製作精緻度）、

及測試修正（機構完成度、問題解決）的表現上卻有明顯的差異。NRC

（2009）指出，預測分析是對於解決方案可行性的評估；而權衡則是在

考量各種內、外在因素的情況下，取捨、平衡互相衝突的條件限制，以

追求最佳的解決方案。這樣的能力，必須建構在對科學及數學等相關

STEM 知識的整合與應用之上（Crismond & Adams, 2012; NGSS Lead 

States, 2013）。由本次階段三教學實驗的結果來看，En-STEM 教學模組

的教學，對學生專題製作的歷程與STEM知識應用應能產生有效的連結，

方能展現出良好的成果。 

本研究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發現，學生對自我能力的評斷，會影響

其挑戰較為困難的設計構想的動機與意願，亦會促使其在製作中途修改

其設計構想。Householder 和 Hailey（2012）曾指出，在工程設計歷程中，

後設認知是幫助學生規劃如何完成工程設計挑戰的重要能力。其中的關

鍵步驟，包含：發展解決方案時的預測分析與規劃、建模及測試修正過

程中的監控、以及對於成效的評估（Carr & Strobel, 2012）。此點，正符

合本研究之發現，因此，學生於工程設計中的後設認知發展與應用，應

是值得後續研究深入探討的議題。 

此外，由前述分析亦可發現，學生之態度及學習興趣應亦是影響其

學習表現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以下將透過 STEM 態度量表的分析，

以做進一步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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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生 STEM 態度的改變 

本節主要在探討學生於階段三教學實驗中，其 STEM 態度之改變。

因此，以下將先分析學生 STEM 態度量表之得分情形；其次，再依據學

生之設計複雜度進行分組，由不同角度分析學生 STEM 態度之改變，以

了解其 STEM 態度是否受教學實驗之影響，或為影響學生表現之關鍵因

素。 

 

描述統計分析 

為了解學生在經過 En-STEM 教學模組之學習後其 STEM 態度是否

有所改變，本研究運用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學生於教學實驗前、後於

STEM 態度量表之回應，詳細分析結果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對 STEM 態度量表之相依樣本 t 考驗 

類別項目 
Mean/SD  

(前測) 

Mean/SD 

(後測) 
前測−後測 t 

興趣 2.19/.88 2.42/.83 -0.22 -1.73 

自覺能力 3.01/.46 3.03/.39 -.02 -0.41 

價值 2.90/.44 2.88/.37 0.02 0.46 

註：系統自動依分析排除遺漏值後，N＝91。 

 

由分析結果可知，在興趣方面，多數的學生認為 STEM 相關的理工

課程，相較於其他科目而言是有趣的。在自覺能力方面，多數學生對於

其在 STEM 課程中的自覺能力應屬於正向的自覺，換言之，學生認為其

可理解 STEM 課程所教授的知識內容，且能將其應用在日常生活中。而

在價值方面，多數學生對於STEM課程中所學到的知識與能力之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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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正向的感受，換言之，多數學生認為在 STEM 課堂上所學到的能力

（如：問題解決、探究思考等），對其學習歷程有所幫助，並可應用於解

決日常生活問題。 

然而整體而言，學生在參與本次教學實驗前後，其 STEM 態度並無

明顯的提升，依據前述玩具專題之質性分析結果，本研究認為 STEM 態

度，應是影響學生專題表現的重要關鍵因素。因此，為更深入剖析學生

STEM 態度之改變，本研究同樣依據學生之機構玩具設計複雜度進行分

組，以討論不同專題表現的學生之間其 STEM 態度是否有所差異。 

 

整合分析：不同設計複雜度學生之 STEM 態度比較 

由表 4-15 之歸納可發現，以學生之機構玩具設計複雜度為依據，分

為：高設計複雜度（4、5 分）、中設計複雜度（2、3 分）及低設計複雜

度（1 分）等三個組別時，高設計複雜度的組別，其各項 STEM 態度之

得分皆為三組最高，由圖 4-6 可進一步看出，高設計複雜度的組別其

STEM 態度的提升幅度最為明顯，而低設計複雜度組別的 STEM 態度則

是有明顯的下降。此外，三個組別的平均分數都受到離群值的影響，排

除離群值的影響後可發現，低設計複雜度組的 STEM 態度明顯偏低，顯

示學生 STEM 態度之轉變，亦會反應在專題作品表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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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不同設計複雜度組別 STEM 態度得分比較表 

設計複雜度 

 

評量項目 

高設計複雜度 

 N=19 

中設計複雜度 

N=72 

低設計複雜度 

N=12 

M (SD) M (SD) M (SD) 

STEM 態度量表 (後測平均分數) 2.87 (.44) 2.76(.32) 2.73(.54) 

興趣 2.53 (1.01) 2.37(.79) 2.20(.92) 

自覺能力 3.15 (.40) 3.02(.41) 3.12(.49) 

價值 2.93 (.42) 2.88(.35) 2.88(.48) 

 

 
      高設計複雜度       中設計複雜度     低設計複雜度 

 

深色：STEM 態度測

驗前測平均 

白色：STEM 態度測

驗後測平均 

圖 4-6. 不同設計複雜度組別 STEM 態度得分盒形圖 

 

觀察圖 4-6 之結果可發現，設計複雜度高的組別，其在參與教學實

驗前對 STEM 課程之興趣反而最低，然而，在學習完本研究之課程後，

該組別之興趣得分卻是三組最高，且其整體的分數有大幅度的提升，然

而設計複雜度低的組別，其興趣得分則是略微下降。由此可見，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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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課程之興趣與態度，確實是影響其投入程度的關鍵因素之一，進

而影響其專題成品之表現。 

 

整合分析：概念知識、玩具專題、與 STEM 態度之相關性 

在完成學生 STEM 態度之分析後，為深入探討學生概念知識學習、

玩具專題、與 STEM 態度之間的關連性，本研究進一步運用相關分析的

方式，探討各變項間是否呈現出正向或負向的相關。其結果如表 4-16 所

示： 

由分析結果可知，學生機構概念知識前測與後測成績間具有顯著的

相關性（.35**），代表普遍前測成績較佳的學生，後測表現亦較佳。而從

相關分析中亦可看出，學生之機構概念知識後測成績，與其 STEM 態度

之前後測平均分數皆有顯著的正向相關，代表學生之機構概念知識學習

表現，確實與 STEM 態度之展現具有正向相關，此外，態度則會進一步

影響學生玩具機構設計專題之表現，然而學生之機構概念知識測驗成績

與其專題表現並未呈現出顯著的相關。綜合前述質性分析與 STEM 態度

測驗之分析所得，本研究認為學生之興趣與態度，應是降低各組間差異

的關鍵因素。有些學生之機構概念知識可能較差，但因在參與過程中對

於機構的製作產生興趣，願意花費較多時間在機構的測試與修正，進而

有較佳的成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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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概念知識、專題表現、與 STEM 態度之相關分析表 

    
前學期

成績 

實作單

元平均 

概念前

測總分 

概念後

測總分 

玩具平

均分數 

報告平

均分數 

態度測

前平均 

態度後

測平均 

前學期

成績 

Pearson 相關 1 0.16 0.02 -0.01 0.15 0.12 0.12 -0.03 

顯著性 (雙尾)  0.10 0.85 0.90 0.12 0.23 0.25 0.74 

個數  103 103 103 103 102 98 94 

實作單

元平均 

Pearson 相關  1 0.04 0.00 .20* 0.09 0.01 -0.08 

顯著性 (雙尾)   0.68 0.97 0.04 0.35 0.91 0.45 

個數   103 103 103 102 98 94 

概念前

測總分 

Pearson 相關   1 .35** 0.10 0.14 -0.13 0.12 

顯著性 (雙尾)    0.00 0.32 0.17 0.19 0.26 

個數    103 103 102 98 94 

概念後

測總分 

Pearson 相關    1 0.08 0.10 .32** .27** 

顯著性 (雙尾)     0.44 0.33 0.00 0.01 

個數     103 102 98 94 

玩具平

均分數 

Pearson 相關     1 .78** -0.11 0.17 

顯著性 (雙尾)      0.00 0.30 0.10 

個數      102 98 94 

報告平

均分數 

Pearson 相關      1 -0.08 0.11 

顯著性 (雙尾)       0.42 0.31 

個數       97 94 

態度前

平均 

Pearson 相關       1 .38** 

顯著性 (雙尾)        0.00 

個數        91 

態度後

平均 

Pearson 相關        1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小結 

綜合前述之分析結果，學生之 STEM 態度表現可初步歸納出以下發

現： 

1. 整體而言，學生之 STEM 態度並無顯著的改變，然而多數學生對於

STEM 課程皆有正向的學習興趣、自覺能力與價值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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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複雜度高的組別在參與教學實驗後，其對 STEM 的興趣有顯著

的提升。由此可見，正向之工程設計學習經驗，會提升學生對 STEM

課程之興趣；而學生態度與興趣的轉變，則會帶動其玩具專題之表

現。 

3. 學生之 STEM 態度，與其機構概念知識測驗得分有正向的相關性。

代表對 STEM 課程擁有越正向的興趣、價值與自覺感受時，其 STEM

概念知識之學習表現越佳。 

提升學生之對 STEM 領域之學習興趣及對 STEM 的態度，是 STEM

教育改革主要目標之一（NAE & NRC, 2014; NGA, 2007; NRC, 2009）。

如同 Hernandez 等人（2014）的研究表示，透過 STEM 課程的教學，可

幫助原本對於 STEM 態度得分較低的學生，能有顯著正向的轉變。林怡

廷（2015）的研究指出，以科學探究為主軸的 STEM 課程，可提升學生

對科學的興趣及學習信心。而黃子榕（2014）的研究亦發現，學生自身

的信心是 STEM 實作課程中知識整合的關鍵。因此，雖然本次 En-STEM

教學模組的課程並未特別強調態度與興趣的培育，但由教學結果可知，

只要能透過有效的 STEM 實作單元累積學生正向之工程設計學習經驗，

便能提升其對於 STEM 課程之興趣。而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正是工程

設計取向 STEM 課程最需要的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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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主要在綜合前述所分析之機構概念知識、機構玩具作品、專題

口頭報告、及 STEM 態度等資料，進行探索性的預測分析及討論，以供

未來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教學之參考。 

 

機構知識與工程設計核心能力之探索性預測分析 

在完成前述之各項分析後，本研究欲了解學生之機構概念知識表現、

機構設計之構想與應用、及製作過程之問題解決能力是否能預測其玩具

專題作品的表現。因此，本研究採取逐步迴歸法，分析圖 4-7 之路徑模

型圖以找出最佳自變項組合，其結果分述如後： 

 

 

圖 4-7. 機構 STEM 知識與問題解決能力之預測路徑圖一 

 

首先，以機構玩具之「設計複雜度」成績為依變項（Y），投入機構

概念知識測驗之「機構基本知識」、「科學與數學概念」、及「機構設計問

題解決」等成績為解釋變項；同時，亦投入專題口頭報告之「構想與應

科學與數學概念 

機構基本知識 

機構設計問題解決 

構想與應用 

問題解決 

設計複雜度 

機構完成度 

製作精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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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問題解決」等成績為解釋變項，以嘗試找出最佳的迴歸模型，

其結果如表 4-17 所示。 

 

表 4-17  

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Y=設計複雜度） 

 模型內的變數 B 標準誤 Beta t Sig. 

模式 1  (常數) .36 .26  1.35 .18 

   構想與應用 .70 .08 .65 8.47 .00 

 

由迴歸分析結果可知，在以「設計複雜度」成績為依變項的情況下，

以最佳自變項角色進入模型的是「構想與應用」成績，其可解釋設計複

雜度表現之 41.8%變異量（R2），其 F(1, 100)=71.75（P=.00），若以調整

後 R2 來表示，則有 41.2%的解釋力。從估計係數來看，「構想與應用」

此變項可以獨立預測依變項，β=.65，t 值為 8.47（P=.00）。此模式只有

單獨一個變項被納入，所以無共線性的問題，也就是構想與應用成績對

於設計複雜度的預測力沒有受到其他四個變數的干擾。 

其次，再以機構玩具之「機構完成度」成績為依變項（Y），同樣投

入機構概念知識測驗之「機構基本知識」、「科學與數學概念」、及「機構

設計問題解決」等成績；以及專題口頭報告之「構想與應用」和「問題

解決」等成績為解釋變項，以嘗試找出最佳的迴歸模型，其結果如表 4-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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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Y=機構完成度） 

 模型內的變數 B 標準誤 Beta t Sig. 

模式 1  (常數) 1.14  .27   4.28  .00  

   問題解決 .80  .08  .71  9.94  .00  

 

由迴歸分析結果可知，在以「機構完成度」成績為依變項的情況下，

以最佳自變項角色進入模型的是專題口頭報告之「問題解決」成績，其

可解釋設計複雜度表現之 49.7%變異量（R2），其F(1, 100)=98.75（P=.00），

若以調整後 R2 來表示，則有 49.2%的解釋力。從估計係數來看，「問題

解決」此變項可以獨立預測依變項，β=.71，t 值為 9.94（P=.00）。此模式

只有單獨一個變項被納入，所以無共線性的問題，也就是問題解決成績

對於設計複雜度的預測力沒有受到其他四個變數的干擾。 

最後，以機構玩具之「製作精緻度」成績為依變項（Y），投入同樣

四個解釋變項，以找出最佳的迴歸模型，其結果如表 4-19 所示。 

 

表 4-19  

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Y=製作精緻度） 

 模型內的變數 B 標準誤 Beta t Sig. 

模式 1  (常數) .98  .27    3.60  .00  

   問題解決 .80  .08  .70  9.73  .00  

模式 2 (常數) .63  .29    2.15  .03  

 問題解決 .58  .11  .51  5.25  .00  

 構想與應用 .34  .12  .27  2.83  .01  

 

由迴歸分析結果可知，在以「製作精緻度」成績為依變項的情況下，

第一階段（模式 1）以最佳自變項角色進入模型的是專題口頭報告之「問

題解決」成績，其可解釋設計複雜度表現之 48.6%變異量（R2），其 F(1, 

 



158 

100)=94.61（P=.00），若以調整後 R2 來表示，則有 48.1%的解釋力。第

二個被選入的自變項為「構想與應用」成績，該變項單獨可以解釋依變

項 3.8%的變異量，F 改變量為 8.00（P=.006），符合被選入的標準，因此

模式 2 有「構想與應用」和「問題解決」兩個自變項，總計可以解釋依

變項（製作精緻度）52.5%的變異量，調整後為 51.5%，以 F 考驗結果，

此一解釋力具有統計意義（F(2, 99)=54.61，P=.00）。從估計係數來看，

在模式 1 當中，「問題解決」此變項可以獨立預測依變項，β=.70，t 值為

9.73（P=.00），此模式只有單獨一個變項被納入，所以無共線性的問題。

模式 2 的估計係數中，增加了構想與應用成績的進入，其 β=.27，t 值為

2.83（P=.006），而此時問題解決的 β 係數降為.51，t 值為 5.25（P=.00），

顯示問題解決此變項的效果因排除了構想與應用的影響而降低。整體而

言，其最終之預測路徑圖如圖 4-8 所示。 

 

 

圖 4-8. 機構 STEM 知識與問題解決能力之預測路徑圖二 

 

由圖 4-8 之預測模型可以看出，學生之構想與應用說明，可預測其

機構玩具之設計複雜度與製作精緻度，然而無法預測其機構的完成度。

由工程設計的角度來看，構想與應用此一面向，代表的是學生發展方案

及預測分析的能力；而設計複雜度與製作精緻度，則是與發展方案及原

型建模等能力有關。換言之，若學生能具體說明其機構玩具作品之設計

構想及應採用的關鍵概念知識，代表學生對於所應用的 STEM 知識應有

構想與應用 

問題解決 

設計複雜度 

機構完成度 

製作精緻度 

.65** 

.71** 
.27**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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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掌握，由此，可預測其應能發展出可行的方案，且對於成品之製

作程序有較精確的思考與規劃。 

此外，學生在製作過程中問題解決的表現，可用於預測其機構玩具

之機構完成度與製作精緻度，但無法預測其設計複雜度。由工程設計的

角度來看，問題解決此一面向，代表的是學生測試修正、及最佳化的能

力；而製作精緻度與機構完成度，則同樣是與原型建模、測試修正、以

及最佳化等能力有關。具體言之，學生若能有效的解決專題製作過程中

的問題，則可預測其成品之完成度與精緻度皆會較佳，然而設計複雜度

通常是在專題一開始進行構想與設計時便已決定，因此與製作過程中的

問題解決則較無預測關係。 

 

STEM 態度之預測分析 

此外，依據第三節分析之結果，學生之專題表現應會受到 STEM 態

度之影響。因此，本研究亦嘗試透過預測分析的方式探討學生之 STEM

態度是否真正能預測其專題表現。因此，本研究同樣採取逐步迴歸法，

分析圖 4-9之路徑模型圖以嘗試找出最佳自變項組合，其結果分述如後： 

 

 

圖 4-9. STEM 態度之預測路徑圖一 

 

興趣 

自覺能力 

價值 

設計複雜度 

機構完成度 

製作精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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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逐步迴歸分析後發現，若以整體學生 STEM 態度測驗之「興

趣」、「自覺能力」、「價值」等面向分數為解釋變項，則對於「設計複雜

度」與「製作精緻度」兩個變項，皆無任何達統計顯著性之解釋量。然

而，以機構玩具之「機構完成度」成績為依變項（Y）時，學生之「興趣」

可用於預測其機構完成度的表現，分析結果如表 4-20 所示。 

 

表 4-20  

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Y=機構完成度） 

 模型內的變數 B 標準誤 Beta t Sig. 

模式 1  (常數) 2.92  .38    7.73  .00  

   興趣 .32  .15  .21  2.11  .04  

 

由迴歸分析結果可知，在以「機構完成度」成績為依變項的情況下，

學生「興趣」面向的得分，可解釋機構完成度表現之 4.6%變異量（R2），

其 F(1, 92)=4.44（P=.04），若以調整後 R2來表示，則有 3.6%的解釋力。

從估計係數來看，「構想與應用」此變項可以獨立預測依變項，β=.21，t

值為 2.11（P=.04）。此模式只有單獨一個變項被納入，所以無共線性的

問題。換言之，其預測路徑圖如圖 4-10 所示。 

 

 
圖 4-10. STEM 態度之預測路徑圖二 

 

由圖 4-10 之預測模型可以看出，學生對 STEM 課程之興趣，可預測

其機構玩具之機構完成度，然而無法預測其設計複雜度與製作精緻度。

由工程設計的角度來看，機構完成度此一面向，代表的是學生測試修正、

興趣 機構完成度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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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最佳化的能力。在工程設計歷程中，解決問題、修正與最佳化的過程，

是需經由反覆的測試與調整方能達成。因此，若學生對於 STEM 課程之

學習興趣越高，則可預測其在進行專題製作時能有更積極的學習動機，

以做出具有高度完成度的作品。此一結果與前述之分析結果皆有呼應，

STEM 課程之設計與教學是否可提升學生之學習興趣，是影響其學習成

效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亦是 STEM 教育改革所著重的關鍵要點。 

 

小結 

綜合前述之分析，第五節綜合討論之結果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 學生之構想與應用表現，可預測其機構玩具之設計複雜度與製作精

緻度。代表學生若能具體說明其機構玩具作品之設計構想及應採用

的關鍵概念知識，則可預測其應能發展出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且對

於成品之製作程序能有較精確的思考與規劃。 

2. 學生在製作過程中問題解決的表現，可用於預測其機構玩具之機構

完成度與製作精緻度。代表學生若能有效的解決專題製作過程中的

問題，則可預測其成品之完成度與精緻度皆會較佳。 

3. 學生對 STEM 課程之興趣，可預測其機構玩具之機構完成度，若學

生對於 STEM 課程之學習興趣越高，則可預測其專題作品之完成度

會越好。 

由探索性預測分析的結果來看，其預測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連性，

其實多與第三節及第四節之分析分析結果相呼應。如同 Mentzer（2011）

所強調，工程設計取向之課程，應重視學生將 STEM 知識應用於工程設

計各關鍵步驟的能力。而在本次階段三教學實驗中，學生機構概念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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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之成績，雖無法直接用於預測學生機構玩具作品之表現。然而，這

些 STEM 相關知識，應已融入並展現於工程設計的各項關鍵步驟，方能

幫助學生實踐其設計構想，並解決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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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En-STEM 設計模式與教學模組之省思與討論 

在完成前述資料分析後，本節將綜合教學實驗之結果，省思階段三

En-STEM 教學模組之實施成效，進而整合三個階段之研究成果，針對本

研究所發展之 En-STEM 設計模式做進一步之優化調整與詮釋。具體而

言，本研究以研究之初所提到的問題為引，由教學實驗之結果反思整體

STEM 課程的之設計與實施，包含：(1)影響學生於 STEM 課程中學習表

現的關鍵因素為何？(2)如何規劃 STEM 實作活動，以更有效的協助學生

整合STEM知識並發展工程設計核心能力？(3)如何界定課程中的STEM

知識範疇？  

 

En-STEM 教學模組之成效與省思 

影響學生於 STEM 課程中學習表現的關鍵因素為何？ 

由階段一的前導研究得知，影響學生於 STEM 課程學習及專題表現

之關鍵因素包含：預測設計歷程中可能遭遇之問題的能力，以及在遭遇

問題時分析成因並找出解決方案的能力。在經由階段三 En-STEM 設計

模式與教學模組的改良之後，歸納資料分析結果，影響階段三學生學習

與專題表現之關鍵因素，應在於學生之：(1)機構 STEM 知識應用、(2) 

學習興趣/STEM 態度、(3)加工與製作技巧、及(4)發展方案、預測分析、

測試修正等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各關鍵因素在整體工程設計歷程中是彼此環環相扣、相輔相成。雖

然在本次教學實驗之量化分析上，學生之機構概念知識測驗成績與其專

題表現無直接顯著的相關。然而，透過各項質性與量化資料分析仍可發

現，對於機構種類與運動功能有明確認知的學生，多能設計出複雜度較

高的機構玩具，亦較能解決製作過程中的問題。此外，約有半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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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機構概念知識測驗表現並不遜於專題表現較佳的學生，然而卻對於機

構玩具之設計缺乏具體想法，在遭遇問題時亦無法找出問題發生的原因。

這些學生在專題設計與製作過程中，大多未確實將數理知識或機構概念，

應用於工程設計歷程之系統性思考，而仍然採取嘗試錯誤的方式來解決

問題。換言之，若僅具有機構之 STEM 概念知識，卻不知如何將其連結

到工程設計的過程中，則仍無法將其活用於解決工程設計之問題（Kelley 

et al., 2010; Taraban et al., 2007; Sanders, 2009）。因此，不同 STEM 概念

知識的養成雖為工程設計的重要基礎，然而將 STEM 知識應用於工程設

計核心步驟的能力，方為連接 STEM 知識與工程問題解決的關鍵環節。 

深入來看，發展方案、預測分析、測試修正等工程設計核心能力是

影響本次玩具專題表現的關鍵。如同階段一前導研究之發現，學生預測

設計歷程中可能遭遇之問題的能力，為影響其學習表現的關鍵因素。在

本次的教學實驗中，學生之機構玩具設計複雜度，與其整體學習表現呈

現明顯的相關性，此一結果展現出多數學生在實際進行成品製作前，能

發展出具可行性的方案，並對設計方案的設計與機構選用進行初步的預

測分析與思考。同時，由迴歸分析的結果亦可看出，學生對其設計構想

與機構應用的掌握程度，可預測其設計複雜度與製作精緻度。在工程設

計過程中，學生許多無效的問題解決方案或舉動，都源自於缺乏適切的

STEM 知識及預測分析能力（Crismond & Adams, 2012; Merrill et al, 2009）。

簡言之，由本次階段三教學實驗可看出，學生之工程設計的發展方案與

預測分析能力，源自其對於機構概念知識的理解，並影響其最終專題成

果的展現。 

此外，學生在遭遇問題時分析成因並找出解決方案的能力，亦為影

響其學習表現的關鍵因素。由迴歸分析的結果可看出，學生若能有效的

解決專題製作過程中的問題，則可預測其成品之完成度與精緻度皆會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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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然而，由質性分析的結果來看，本次學生所遭遇的問題主要在於原

型建模過程中機構零件設計不佳及加工技巧的不足，而這些環節，則需

要更多設計製作相關的實作練習加以補強。此一問題，或可參考本研究

階段二所分析之 STEM 課程計畫，針對科學知識的探究、數學之測量與

計算應用、科技工具的使用、及工程設計的核心概念等面向規劃不同的

實作單元。但事實上，相較於國外之科技與工程教育課程時數，在臺灣

高中有限的課程時間內，如何規劃最有幫助之課程單元與教學時間分配，

實為發展 STEM 課程最為困難的關鍵。 

除了概念知識、實作技能、及工程設計核心能力之影響外，學生之

學習興趣及對 STEM 的態度，更是教學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無

論是由專題作品或口頭報告之分析，抑或迴歸分析皆發現，學生之學習

興趣明顯影響其專題成品之完成度。在國外相關研究中，提升學生對

STEM 領域之興趣，是推動 STEM 課程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Bybee, 

2013）。在本次研究中，雖未特別著墨於強化學生對機構學習的興趣，然

而從學生的學習表現可以看出，若能使學生透過實作活動累積有效的問

題解決經驗，則應能提升學生後續投入工程設計專題活動的信心與興趣。 

 

如何規劃 STEM 實作活動，以更有效的協助學生整合 STEM 知

識並發展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如前所述，影響學生專題成果的主要因素不僅有 STEM 概念知識的

應用，其實作技能、工程設計核心能力、與對 STEM 課程的態度，皆是

重要的關鍵。由本研究結果可知，在工程設計取向之 STEM 課程中，實

作單元之設計確實是幫助學生整合 STEM 知識，並發展工程設計核心能

力之重要媒介。如同 Burghardt 和 Hacker（2004）所指出，具引導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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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或探究活動能幫助學生逐步學習工程設計相關之 STEM 知識，避免

學生在開放性的專題導向課程中感到不知所措。以此反思，本研究認為

在 STEM 實作單元中，除引導學生了解 STEM 相關知識外，亦需著重

「工程設計概念」之融入與實踐。 

由分析國外之 STEM 課程及本研究實際之教學經驗可知，實作單元

可分為「探究實驗」及「設計製作」兩大取向。然而，在規劃實作活動

之時，其學習單元之設計應具有靈活性。以階段三所發展的 STEM 實作

單元為例，這三個單元是以機構玩具最常應用到的機構為主題，先引導

學生自行探索機構相關基本知識，而後針對其相關之科學原理設計探究

實驗活動，並依據後續專題設計中可能的應用變化，設計挑戰思考活動。

因此，各單元中皆涵蓋有科學概念知識的探究分析、數學的測量記錄、

以及機構設計問題解決的進階思考。 

換言之，STEM 實作活動之設計應以學生在專題中容易遭遇的問題

為出發，思考可能發生問題之工程設計步驟，再找出解決問題關鍵之

STEM 知識，進而規劃出具有「探究實驗」及「設計製作」概念之系列

實作單元。具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在設計 STEM 實作單元時，應注意以

下三項要點：(1)應涵蓋學生專題常用之 STEM 知識；(2)應展現 STEM 知

識於預測分析、建模測試、問題分析與解決等關鍵歷程的應用；(3)應聚

焦於學生設計與製作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問題。 

在此同時，依據階段二分析國外 STEM 課程內容所得之啟示，STEM

實作單元所運用的教學策略，需能幫助學生：(1)「探索」專題（問題）

中隱含的 STEM 知識；(2)「詮釋」抽象的數理概念；(3)「練習」相關的

STEM 操作性技能；(4)「測試」STEM 知識在不同設計情境中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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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連結」特定 STEM 知識於相關的問題情境之中；最終，得以(6)「應

用」STEM 知識於工程設計歷程中。 

 

如何界定課程中的 STEM 知識範疇？ 

STEM 課程中各學科知識範疇之界定，是發展 STEM 課程時容易被

忽略的關鍵步驟。在國外相關研究中，多數 STEM 課程皆是藉由 STEM

各學科相關之課程標準或能力指標來界定，然而往往會過於廣泛或流於

形式（Asunda, 2012; Custer & Daugherty, 2009）。如同 Stohlmann 等人

（2012）所指出，在設計 STEM 課程時，應聚焦於 STEM 連結性、關注

學生的迷思概念、了解學生的能力，方能使課程聚焦在核心的概念或主

題之中，並展現出有意義的知識連結與應用。 

具體而言，如圖 4-11 所示，結合前述之 STEM 實作活動設計要點，

本研究認為在聚焦 STEM 知識範疇時，應可依循以下四個步驟進行：(1)

依據課程主題，參照相關能力指標，界定學生可理解之 STEM 知識範疇；

(2)依據專題主題，聚焦相關的 STEM 知識內容；(3)模擬學生專題之工程

設計歷程，找出可能遭遇之困難與關鍵的工程設計步驟；(4)聚焦關鍵工

程設計步驟所蘊含之科學概念、數學分析、科技應用或實作技能。這四

項步驟應為循環檢核的歷程，如此一來，應能找出的關鍵 STEM 知識，

進而發展具體的「探究實驗」或「設計製作」取向實作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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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工程設計取向STEM課程內容發展概念圖 

 

En-STEM 設計模式之調整 

整體而言，反思本次教學實驗之成果，本研究認為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之核心理念與目標，應在於「強化學生之 STEM 知識於工程

設計中的連結與應用，發展學生工程設計核心能力，進而提升對工程領

域之學習興趣」。因此，EnSTEM 課程設計之關鍵思維，需著重「提供學

生直觀且具體的探究實驗、實做技能練習與工程設計思考經驗，藉以強

化學生之學習信心及對於關鍵 STEM 概念的理解，同時引導學生連結

STEM 概念知識與專題製作歷程可能遭遇的問題」。其中，如何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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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知識內涵及發展有意義的 STEM 實作單元，即為兩項不可忽略的

關鍵要素。 

更具體而言，工程設計取向的 STEM 課程應以「專題」為核心，聚

焦關鍵的 STEM 知識及發展 STEM 實作單元。因此，綜合前述三階段的

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調整後之 En-STEM 設計模式（如圖 4-12 所示）。

對照圖 3-5 及圖 4-12 可知，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調整後的 En-STEM 設

計模式，將專題活動之規劃，提前至步驟二「界定 STEM 知識範疇」之

後。以專題為核心，進一步聚焦 STEM 知識內涵、界定學習表現、發展

評量工具、並建構整體學習經驗。完整的設計歷程包含四大階段與 10 項

步驟，各步驟詳細內容分述如下： 

 

 

圖4-12. 工程設計取向STEM課程設計模式（En-STEM設計模式） 

 

一、選擇課程 

主題 

二、聚焦課程 

內涵 

3.規劃工程設計或
問題解決專題 

四、檢核評估 

6.界定具體學習表現 

4.聚焦專題 STEM

知識內涵 

7.發展評量工具 

 

5.模擬學習困難 

9.安排教學流程 

10.檢核整體課程規劃 

1.選擇課程主題 

三、建構學習 

經驗 

8.規劃 STEM 實作
單元 

En-STEM 

教學目標 

2.界定 STEM 知識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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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課程主題 

1. 選擇課程主題：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之主題可選自於「特定

工程領域重要基礎知識」、「時下重大科技議題」、或「特定 STEM

學科知識」。 

2. 界定 STEM 知識範疇：依據課程主題，參考課程標準或能力指標，

以科技與工程領域為主軸，界定課程主題應涵蓋的 STEM 學科知

識範疇。 

3. 規劃工程設計或問題解決專題：依據課程主題，以「專題導向」或

「問題導向」的學習為主，「探究導向」的學習為輔，規劃學生最

終應完成之專題主題與內涵。其次，思考並列出數個重要且可吸

引學生興趣之關鍵問題，藉以引導學生在課程中的探究與思考，

並幫助教師聚焦其教學的核心概念。專題設計依據 Informed design

的工程設計歷程，著重「界定問題」、「方案設計」、「預測分析」、

「條件限制與權衡」、「原型建模」、及「最佳化」等工程設計核心

能力的養成。 

聚焦課程內涵 

4. 聚焦專題 STEM 知識內涵：依據專題活動主題，詳細剖析專題學

習過程中可能涵蓋的 STEM學科知識內涵，及彼此之間的相關性。 

5. 模擬學習困難：模擬學生在專題過程中的思考歷程與學習經驗，

找出可能遭遇問題的關鍵工程設計步驟，釐清步驟中所需的科學

概念、數學分析、科技應用、或實作技能等 STEM 知識。 

6. 界定具體學習表現：依據前一階段所聚焦之關鍵工程設計步驟與

STEM 知識，界定學生應展現出的學習表現，包含：對 STEM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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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知識的理解、工程設計核心能力、及 STEM 態度等。 

7. 發展評量工具：依據教學目標、可能遭遇之困難與預期學習表現

規劃評量之面向、時機與標準，發展形成性評量及總結性評量工

具。 

建構學習經驗 

8. 規劃 STEM 實作單元：實作活動單元包含「探究實驗」及「設計

製作」兩個取向。活動的設計應具備學習環的概念，探究實驗取向

的活動，應透過直觀且具體的探究實驗活動，幫助學生瞭解相關

的科學、數學知識，強化在關鍵設計步驟中，觀察、資料記錄、數

據分析、反思評估、及運用數據溝通等基礎知能。設計製作取向的

活動，則是透過直觀且具體的動手實做活動，強化學生在關鍵設

計步驟中，應用相關科技產品/輔具、材料選用、及工具與設備的

使用等基礎技能，並結合探究實驗的經驗，培養知識應用與問題

解決的靈活性。 

9. 安排教學流程：模擬學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將會經歷的學習經驗，

規劃學習流程及教學時數，並依據 WHERE TO 的原則檢視這些學

習經驗是否能幫助學生達到所期待的學習表現。 

檢核評估 

10. 檢核整體課程規劃：運用「STEM 課程設計檢核表」（表 4-21）檢

核所設計的教學計畫、教材內容、選用的教學策略及輔具，是否符

合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之理念，並能達成預期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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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設計檢核表 

課程發展階段 課程設計步驟與關鍵要素 檢核指標 

選擇課程主題 1. 選擇課程主題  課程主題應與真實世界情境連結，可聚焦於： 
 特定工程領域重要基礎知識，如：機構學、機電整合等。 
 時下重大科技議題，如：3D 列印、奈米科技等。 
 特定 STEM 學科知識，如：力學等。 

2. 界定 STEM 知識範疇  依據課程主題，以科技與工程領域為主軸，釐清將牽涉到的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知識。 
 參考課程標準或能力指標，界定 STEM 學科知識之範圍與深度。 

3. 規劃工程設計/問題解決專題  由課程主題，規劃具啟發性和代表性的專題活動。 
 專題活動需能： 

 吸引學生之學習興趣。 
 展現課程主題的主要內涵與特色。 
 培養學生工程設計與問題解決能力。 
 強化學生 STEM 知識與工程設計的連結與應用。 

二、聚焦課程內涵 4. 聚焦 STEM 知識內涵  依循工程設計流程，由步驟 2 界定之課程主題知識範疇中，聚焦專題活動所需應用的科學、科
技、工程、及數學知識。 

 不同專題設計與製作階段，STEM 各領域知識扮演的角色與比重應有不同。如： 
 科學：原理知識 
 數學：測量、計算、模擬等。 
 科技：材料選用、加工技巧、設計與製作輔具等。 
 工程：特定領域知識、工程設計流程、系統性思考等。 

 STEM 知識內涵之界定，應為循環調整的歷程，並考量學生之特質。 

5. 模擬學習困難  依循專題製作之工程設計流程，模擬學生在各步驟可能遭遇的困難及所需的 STEM 知識。 
 可聚焦於發展方案、方案可行性之預測分析、建模/方案執行、問題分析/修正等關鍵步驟。 
 選擇主要的學習困難，做為規劃後續 STEM 實作單元之依據。 

6. 界定具體學習表現  由 STEM 知識、態度、實作技能、工程設計核心能力等面向，界定可具體評量的學習表現。 
 STEM 知識的展現，應與「發展方案、預測分析、建模/執行方案、測試修正」等工程設計核心

能力加以連結。 

7. 發展評量工具  針對 STEM 實作單元及專題設計製作歷程，發展形成性評量。 
 形成性評量工具，應為幫助學生強化 STEM 知識與工程設計連結的媒介。 
 針對 STEM 知識、態度、實作技能、工程設計核心能力等面向，發展總結性評量。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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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課程發展階段 設計重點 應檢核的關鍵要素 

三、建構學習經驗 8. 規劃 STEM 實作單元  STEM 實作單元之設計，需能幫助學生： 
 「探索」專題（問題）中隱含的 STEM 知識。 
 「詮釋」抽象的數理概念。 
 「練習」相關的 STEM 操作性技能。 
 「製作」能具體應用 STEM 知識的實體模型。 
 「測試」並分析 STEM 知識在不同設計情境中的反應。 
 「連結」特定 STEM 知識於相關的問題情境之中。 
 「應用」STEM 知識於工程設計歷程中。 

 探究實驗取向的實作活動，需能幫助學生： 
 透過科學探究實驗式的探索歷程，強化「觀察、資料記錄、數據分析、反思評估、及運用數

據溝通」等基礎知能。 
 理解專題相關的科學概念、原理及數學分析。 
 引導學生轉化探究實驗經驗，至預測分析、測試評估、最佳化等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設計製作取向的實作活動，需能幫助學生： 
 藉由實務的動手做經驗，將抽象的科學原理具體化，以理解其意義與功能。 
 建構「應用相關科技產品/輔具、材料選用、及工具與設備的使用」等基礎技能。 
 理解科學原理及數學分析，於關鍵工程設計步驟之應用方式。 
 藉由半結構的再設計或最佳化挑戰活動，強化知識應用與問題解決的靈活性。 
 轉化設計製作單元中的經驗，至發展方案、建模、及測試修正等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教學輔具的選用，需能幫助學生： 
 進行系統性的邏輯思考。 
 具像化抽象的 STEM 概念知識。 
 累積 STEM 知識應用與問題解決經驗。 
 輔助工程設計與製作歷程。 

9. 安排教學流程  教學流程的安排，應具有學習環的概念。 
 應盡量提供學生足夠的探究思考與解決問題時間。 

四、檢核評估 10. 檢核整體課程規劃  整體課程之設計，應為不斷循環修正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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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兩節，第一節歸納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所得，提出本研

究之結論；第二節則依據結論及研究過程中的省思與啟發，提出生活科

技教學與後續相關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工程設計取向 STEM 整合性課程的教育理

念、課程設計模式與教學策略，並據以提出適用於臺灣高中階段之 En-

STEM 設計模式與教學模組。依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提出五點結

論如下： 

 

本研究之 En-STEM 教學模組，可有效提升學生對機構概念知識

的理解。 

本研究之 En-STEM 教學模組，可有效幫助學生建構機構相關之

STEM 概念知識。在本次教學實驗中，學生低階之機構基本知識、中階

之科學及數學概念應用、及高階之機構設計問題分析皆有顯著的提升。

顯示本研究之 En-STEM 教學模組可有效強化學生的 STEM 概念知識，

及其應用分析的能力。 

 

在機構玩具設計製作專題中，多數學生皆能克服製作過程中遭

遇的問題，達到中上程度的表現。 

在本次玩具專題中，學生於設計複雜度、機構完成度、製作精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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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與應用、及問題解決等面向之表現皆可達中上程度。由不同設計複

雜度之分析結果來看，影響學生專題表現之關鍵因素，在於：(1)機構

STEM 知識應用；(2)學習興趣與態度；(3)加工與製作技巧；及(4)發展方

案、預測分析、建模製作、測試修正等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學生之學習興趣會影響其專題的投入程度，而 STEM 實作單元

及專題過程中具體、成功的實作學習經驗，則會提升學生對工程設計

取向課程的興趣。 

由研究結果可知，學生之學習興趣明顯影響其專題成品之設計複雜

度與機構完成度。同時，學生若於學習過程中能有成功的探究實驗及問

題解決經驗，則亦會提升其對工程設計取向課程的學習興趣，並使其願

意挑戰更為複雜的工程設計專題活動。 

 

影響學生解決工程設計問題之關鍵因素，在於學生是否能將

STEM 知識整合應用於「發展方案」、「預測分析」、「建模/執行方案」、

「測試修正」等四項工程設計核心能力。 

由探索性的因素分析可知，學生若能具體說明機構玩具作品之設計

構想及應採用的關鍵概念知識，則可預測其能發展出較具複雜度及可行

性的設計方案，並製作出較為精緻的作品。同時學生若能有效的解決專

題製作過程中的問題，則可預測其成品之完成度與精緻度皆會較佳。換

言之，學生設計構想的來源、與可行性的預測分析能力，源自其對於機

構概念知識的理解，並影響其專題成果的展現。同時，能依照設計方案

正確製作專題作品，並在遭遇問題時分析問題成因並測試修正的能力，

亦為影響其表現的關鍵因素。因此，學生是否能將 STEM 知識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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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展方案、預測分析、建模/執行方案、測試修正」等工程設計核心

能力，是影響學生解決工程設計問題之關鍵因素。 

 

工程設計取向 STEM 課程設計模式，包含：(1)選擇課程主題、

(2)剖析課程內涵、(3)建構學習經驗、(4)檢核評估等四大重點階段與 10

項步驟。 

本研究所發展之 En-STEM 設計模式，階段一「選擇課程主題」，包

含：(1)選擇課程主題、(2)界定 STEM 知識範疇、(3)規劃工程設計或問

題解決專題等步驟；階段二「剖析課程內涵」，包含：(4)聚焦 STEM 知

識內涵、(5)模擬學習困難、(6)界定具體學習表現、(7)發展評量工具等步

驟；階段三「建構學習經驗」，包含：(8)規劃 STEM 實作單元、(9)安排

教學流程等步驟；階段四「檢核評估」，則包含：(10)檢核整體課程規劃

等步驟。各步驟之間應為循環檢核的歷程，「剖析課程內涵」及「建構學

習經驗」兩階段為 En-STEM 設計模式之重點，應以工程設計專題為核

心，聚焦於 STEM 知識與工程設計的連結與應用，進而提升學生對之學

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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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結論及研究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與省思，針對高中工程設

計取向 STEM 課程之設計與教學、及後續研究提出相關建議，謹供生活

科技教師及相關研究學者參考。 

 

EnSTEM 課程設計與教學建議 

如何依據學生專題需求聚焦核心之 STEM 知識，為影響工程設

計取向 STEM 課程教學成效之關鍵。 

在高中有限的課程時間內，如何聚焦核心之 STEM 知識，並據此規

劃最有幫助之課程單元與教學時間分配，實為發展 STEM 課程最為困難

的關鍵。本研究認為在聚焦 STEM 知識範疇時，應可依循以下四個步驟

進行：(1)依據課程主題，參照相關能力指標，界定學生可理解之 STEM

知識範疇；(2)依據專題主題，聚焦相關的 STEM 知識內容；(3)模擬學生

專題之工程設計歷程，找出可能遭遇之困難與關鍵的工程設計步驟；(4)

聚焦關鍵工程設計步驟所蘊含之科學概念、數學分析、科技應用或實作

技能，形成核心的 STEM 知識內容。 

 

「探究實驗」及「設計製作」取向之 STEM 實作單元是幫助學

生整合 STEM 知識，並發展工程設計核心能力之重要媒介。 

「探究實驗」及「設計製作」取向之 STEM 實作單元是幫助學生整

合 STEM 知識，並發展工程設計核心能力之重要媒介。EnSTEM 實作單

元之規劃，應注意以下三項要點：(1)應涵蓋學生專題常用之 STEM知識；

(2)應展現 STEM 知識與發展方案、預測分析、建模/執行方案、測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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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程設計核心能力的連結與應用；(3)應聚焦於學生設計與製作過程中

可能遭遇的問題。具體而言，EnSTEM 課程設計之關鍵思維，在於提供

學生直觀且具體的探究實驗、實做技能練習、與工程設計思考經驗，藉

以強化學生之學習信心及對於關鍵 STEM 概念的理解，引導學生連結

STEM 概念知識與專題製作歷程可能遭遇的問題，進而形成其工程設計

核心能力。 

 

高中生活科技課程可依循此 En-STEM 設計模式，針對 12 年國

教高中生活科技課程綱要，發展工程設計取向之專題課程。 

此 En-STEM 設計模式，乃是參考國外 STEM 課程設計與相關研究，

並結合實際教學經驗發展而成。應可適用於臺灣高中生活科技教學現場。

教師可依循 12 年國教高中課程綱要，於現有之生活科技教學活動中找

尋適切之課程主題並加以改良，將其發展為具備 STEM 精神之工程設計

取向課程。 

 

未來研究建議 

學生於專題製作過程中，後設認知與 STEM 態度對工程設計表

現的影響，仍待持續深入的探究與實驗。 

由本次研究結果可發現，學生之後設認知應是影響其工程設計歷程

之重要因素，然而其預測分析及權衡等工程設計核心能力亦是影響其設

計構思的關鍵。兩者之間是否具有關連性？而在 STEM 課程中，如何針

對學生之後設認知能力實施有效的教學，是後續研究可深入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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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發展可更具體量測學生 STEM 知識應用與工程設計核心能

力之評量工具，是值得持續探究的議題。 

應用 STEM 知識於工程設計歷程的能力，是整合 STEM 知識與解決

工程問題的關鍵環節。然而，如何透過更有效的評量工具或途徑，具體

量測學生在發展方案、預測分析、建模/執行方案、測試修正等工程設計

核心能力的表現，及其 STEM 知識的整合與應用，仍是值得持續探討的

議題。 

 

教師應用 En-STEM 設計模式，進行工程設計取向課程設計與教

學之專業發展歷程，亦是值得持續探究的議題。 

如同國內外相關研究所指出，推動工程設計導向課程與 STEM 整合

式教學最大的困境，仍在於教師之專業能力發展不足。因此，本研究雖

以提出一套可供參考之課程設計模式，然而其他相關之教學專業知能的

提升，仍有待後續研究的發展及探討。此外，現職教師如何由傳統科技

教育，轉型為工程設計取向教學之專業發展歷程，亦是值得後續研究持

續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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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STEM 課程內容概述 

STEM 課程內容概述表 

研發單位 課程計畫名稱 教材範例 內容概述 教學對象 備註 

The 

Smithsonian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The STC 

Program™ 

Experimenting with Forces 

and Motion 

力與運動實驗 

透過實驗探究與實作活動，了解能量

的性質、不同的能量形式、不同的力

量，以及力如何影響物體的運動。同

時探究彈性、磁性、摩擦、和重力等

科學概念。 

7-9 年級 http://carolinasci

enceonline.com/

page.php/resourc

es/view_all?id=st

c_exp_with_forc

es_and_motion_s

g&1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aterials 

World 

Modules 

(MWM)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SE) and 

Nanotechnology 

材料科學工程和奈米科

技 

以材料科學工程（MSE）和奈米科技

為主題，引導學生透過在工程設計中

的探究學習（Inquiry through design），

理解 STEM 知識之整合與應用。 

7-12 年級 http://www.mater

ialsworldmodule

s.org/ 

the Center for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reative Core 

Curriculum 

Mathematics 

數學 

引導學生透過探究實驗及實作活動，

學習數學運算、代數思考、測量、和

資料分析等主題。 

K-5 年級 http://cemast.illin

oisstate.edu/educ

ators/stem/eleme

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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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單位 課程計畫名稱 教材範例 內容概述 教學對象 備註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Integrated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MaST) 

Program 

Systems 

系統 

以系統為主題，引導學生從科學、數

學、科技的角度，了解數字系統、自

然界的系統、以及科技人造世界系統

的運作模式。 

6-8 年級 http://cemast.illin

oisstate.edu/educ

ators/stem/middl

e/ 

Utah State 

University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Curriculum 

Alternative energy systems 

替代能源系統 

引導學生了解生質柴油特性，透過實

做活動自行製造生質柴油，並進行實

驗測試其成分特性，同時使用柴油發

電機測試其效能。 

10-12 年級 http://etct.ete.us

u.edu/alt_energy/

index.htm 

 

Manufacturing 

製造科技 

學習並強化工程設計過程所需的技能

（製圖、加工）進行。 

10-12 年級 http://etct.ete.usu

.edu/manu/index.

htm 

VEX Robotics 

VEX 機器人 

以指導學生具備參與 VEX robotics 競

賽的相關知識為主，針對設計 VEX 機

器人所需的知識規劃一系列的教學與

實做活動。 

7-12 年級 http://etct.ete.us

u.edu/auto/index.

htm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Clean Energy 

Curriculum 

(GK-12 

Program) 

Clean Energy Curriculum 

乾淨能源課程 

以風能、太陽能、以及燃料電池等乾

淨能源（綠色再生能源）技術為主

題，著重在呈現科學、數學與工程等

內涵之關連性。 

10-12 年級 http://www.engr.

colostate.edu/~m

demira/index.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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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單位 課程計畫名稱 教材範例 內容概述 教學對象 備註 

Everyday Polymers 

日常聚合物 

和大學研究計畫結合、衍生出相關的

STEM 課程，本以化學聚合物為主

題，透過實驗型的實做，讓學生實際

製作化學聚合物。 

10-12 年級 http://csu-gk12.e

ngr.colostate.edu 

Center for 

STEM 

Research, 

Hofstra 

University 

 

STEM 

Education K-

16 Program 

Bedroom Design 

Curriculum 

室內設計 

 

以臥室設計為主題，配合 google 

Sketch Up 軟體進行 3D 製圖設計，而

後再製作實體模型。 

7-9 年級 http://www.hofstr

a.edu/Academics

/Colleges/SEAS/

CTL/ITEA/inde

x.html 

Drying by Design 

食物乾燥 

以食物乾燥保存為主題，設計食物乾

燥設備，並透過實驗測試其成效。 

7-12 年級 http://www.hofstr

a.edu/Academics

/Colleges/SEAS/

CTL/ctl_informe

ddesign_drying.h

tml 

Design Activity: 

Redesigning a Mousetrap 

Car 

以鼠夾車再設計為主題，強化學生數

學知識的應用及設計最佳化的能力。 

7-9 年級 http://www.hofstr

a.edu/Academics

/Colleges/SEAS/

CTL/ctl_educatio

nal_initiatives.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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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單位 課程計畫名稱 教材範例 內容概述 教學對象 備註 

Simulations 

and 

Educational 

Gaming 

Survival master activity 

緊急求生帳棚 

以設計緊急求生帳棚為主題，針對所

需的 STEM 知識發展一系列結合課堂

教學、電腦遊戲模擬以及實做活動的

KSBs 活動。 

10-12 年級 http://www.gami

ng2learn.org/ 

University of 

Maryland 

Eastern Shore 

Peltier Device 

STEM 

curriculum 

Peltier Device STEM 

curriculum 溫差發電課程 

以自行開發之液體溫差發電模型進行

教學，使學生透過實驗活動了解溫差

發電相關科學知識與再生能源相關知

識，著重在學生對再生能源態度的轉

變。 

6-8 年級 由課程設計者提

供，無網站 

Internet Ethics 

curriculum  

 

Internet Ethics curriculum  

網路倫理課程 

由日本、美國三所學校的學生，透過

跨國合作拍攝三分鐘以網路倫理為主

題的影片，片中需包含針對特定議題

訪談指定對象的訪談影片，及符合影

片主題的影像或照片。 

7-12 年級 由課程設計者提

供，無網站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ASME) 

Clean Water 

Curriculum 

 

Clean Water Curriculum 

淨水設備設計 

以協助非洲國家製作淨水設備為主

題，就相關的科學、數學知識及社會

議題發展各自之學習活動。 

K-12 年級 https://goo.gl/Dy

zk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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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單位 課程計畫名稱 教材範例 內容概述 教學對象 備註 

Clarkson 

University 

Clarkson's K-

12 Partnership 

Program 

Roller Coaster Design 

雲霄飛車設計 

以雲霄飛車設計為主題，介紹相關物

理及工程設計概念，並引導學生進行

雲霄飛車模型設計與製作。 

7-12 年級 http://www.clark

son.edu/highscho

ol/k12/project/rol

lercoasters.html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Fuels 

氫燃料電池與生物電池 

以氫燃料電池以及生物電池為主題，

介紹相關 STEM 知識以及能源轉換效

率的概念，了解實施替代燃料的價

值，風險及流程，學生必須就能源問

題發展替代解決方案，以改進車輛的

燃油系統。 

10-12 年級 http://www.clark

son.edu/highscho

ol/k12/project/bi

ofuel.html 

Concrete: Product Design 

and Marketing 

混凝土產品設計與銷售 

以混凝土為主題，介紹其相關物理及

STEM 知識，並引導學生應用知識進

行橋樑設計與模型製作。 

7-9 年級 http://www.clark

son.edu/highscho

ol/k12/project/co

ncretedesign.htm

l 

Energy Systems and 

Solutions 

能源系統與解決方案 

以能源生產和能源消耗為主題，學習

相關 STEM 知識，進而引導學生發展

出減少石化燃料依賴之能源改善方

案。 

7-9 年級 http://www.clark

son.edu/highscho

ol/k12/project/en

ergysyste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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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STEM 教材分析表 

STEM 教材分析表 

教材範例 運用之教學模式 關鍵教學策略 教學流程規劃 教學輔具與評量方式 

PLTW Gateway 

PLTW 入門課程 

 Activity-, Project-, 

and Problem-based 

Model (AP2 

model)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Model 

 專題導向學習 

 問題導向學習 

 教師講述與示範 

 課堂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設計製作實作活動 

1. 教師說明專題主題與相關基本概念知識。 

2. 教師透過必要問題引發學生的思考與學習興趣。 

3. 藉由 day-by-day 的實作活動（如：書面問題、軟體操

作、實作練習、探究實驗、閱讀作業等），逐步講解相

關概念知識。 

4. 4.將概念知識連結到專題設計、或問題解決活動，依據

工程設計流程，實際進行專題製作，並將設計歷程記錄

於工程筆記之中： 

 閱讀作業 

 科學實驗 

 技術實作練習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工程筆記 

 電腦輔助設計 

 實體建模 

Engineering the 

Future 

未來工程 

 專題導向學習 

 科技輔助學習 

 5E 學習環 

 教師講述與示範 

 課堂討論 

 分組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設計製作實作活動 

 

1. 教師說明專題主題與相關基本概念知識。 

2. 透過工程與科學實踐及數學推理任務（如：課本閱讀，小

團體和大課堂討論，以及個人和團隊的設計挑戰等）建立

STEM 背景知識，每個活動皆為 5E 學習環的關鍵環節

（投入、探索、解釋、精緻化、評量）。 

3. 依循工程設計概念完成設計與製作活動，重視設計、製

造、測試模型的歷程。 

 科學實驗 

 數學推理活動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學習單、學習歷程檔案 

 電腦輔助設計 

 實體建模 

Drying by Design 

食物乾燥 

 Informed design 

model 

 專題導向學習 

 教師講述與示範 

 實地觀察 

 分組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1. 教師說明專題主題與相關基本概念知識。 

2. 學生進行 1 個科學相關的 KSBs 學習活動。 

3. 學生進行 2 個數學相關的 KSBs 學習活動。 

4. 依照 Informed design 步驟進行專題設計。 

 學習單、學習歷程檔案 

 科學實驗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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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範例 運用之教學模式 關鍵教學策略 教學流程規劃 教學輔具與評量方式 

EbD™ NASA 

STEM Design 

Challenge 

EbD™ NASA 

STEM 設計挑戰 

 專題導向學習 

 5E/6E 學習環 

 教師講述與示範 

 課堂討論 

 分組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設計製作實作活動 

依據 5E/6E 學習環的歷程，進行每個課程單元的學習： 

1. 投入（Engage）：引發學生參與學習的動機，同時針對先

備知識進行前測。 

2. 探索（Explore）：提供學生探索學習主題的機會，以建構

自身對於主題的認識。 

3. 解釋（Explain）：解釋並確認專題相關之 STEM 知識所代

表的意義。 

4. 工程（eNGINEER）：應用性的實作活動，引導學生將科

學及數學知識應用於工程設計之中。 

5. 精緻化（Enrich）：提供學生進行更深入探索的機會。 

6. 評量（Evaluate）：提供教師及學生確認在整體學習歷程中

已學習到的東西。 

 學習單、學習歷程檔案 

 科學實驗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實體建模 

Experimenting 

with Forces and 

Motion 

力與運動實驗 

 探究導向學習  教師講述與示範 

 課堂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每個單元皆涵蓋四個階段的學習週期： 

1. 聚焦並喚起學生對於課程主題已知的先備知識。 

2. 學生透過探究實驗，探索科學現象或概念，進而形成一個

知識結構。 

3. 學生反思自己的想法與實驗結果，在學習檔案中記錄下

來，閱讀課本之說明，得出結論，並分享他們的發現。 

4. 學生在真實情境中應用他們所學的知識。 

 科學實驗 

 技術實作練習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學習單、工程筆記 

 實體建模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SE) and 

Nanotechnology 

材料科學工程和

奈米科技 

 Inquiry & Design-

based learning 

model 

 專題導向學習 

  

 教師講述與示範 

 課堂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設計製作實作活動 

1. 教師藉由 hook activity 或有意義的提問，吸引學生對於專

題相關基本概念知識的興趣。 

2. 透過規劃一系列探究實驗實作活動，引導學生進行：提出

問題，規劃調查、依據數據進行推理等三個探究實驗的步

驟，利用工程筆記引導學生之探究歷程並記錄學習進度。 

3. 藉由團隊工程設計專題挑戰，引導學生透過反覆的工程設

計歷程，應用所學製作有用的產品。 

 科學實驗 

 技術實作練習 

 線上數位學習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學習單、工程筆記 

Mathematics 

數學 

 專題導向學習 

 EDU 學習環 

 DAPIC 問題解決

模式 

 教師講述與示範 

 分組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每個單元皆涵蓋三個階段的學習週期： 

1. 教師說明專題主題與相關基本概念知識。 

2. 透過探究實驗導向的「探索(Explore)」、「詮釋(Describe)」

實作活動，建構 STEM 概念知識。 

3. 運用問題解決模式，將所習得的知識，應用於「使用

(use)」的實作活動。 

 學習單、學習歷程檔案 

 科學實驗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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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範例 運用之教學模式 關鍵教學策略 教學流程規劃 教學輔具與評量方式 

Systems 

系統 

 專題導向學習 

 IMaST 學習環 

 DAPIC 問題解決

模式 

 教師講述與示範 

 分組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設計製作實作活動 

 

每個單元皆涵蓋四個階段的學習週期： 

1. 教師說明專題主題與相關基本概念知識。 

2. 透過探究實驗導向的「探索(Exploring)」、「獲取概念

(Getting the idea)」實作活動，建構 STEM 概念知識。 

3. 透過設計製作導向的「應用概念(Applying the idea)」、「拓

展概念(Expanding the idea)」實作活動，強化所習得的知

識與真實世界的連結性。 

4. 評量(assessment)單元之學習表現。 

5. 運用問題解決模式，將所習得的知識，應用於專題製作之

中。 

 學習單、學習歷程檔案 

 科學實驗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Alternative 

energy systems 

替代能源系統 

 專題導向學習  教師講述與示範 

 課堂討論 

 分組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1. 教師講解生質柴油基本概念知識。 

2. 學生實際使用廢棄烹飪油製造生質柴油。 

3. 在實驗室的環境測試生質柴油之特性與能源轉換效率。 

4. 應用生質柴油驅動柴油引擎，測試其能源轉換效率。 

 學習單、學習歷程檔案 

 科學實驗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合作學習 

Clean Energy 

Curriculum 

乾淨能源課程 

 問題導向學習 

 

 教師講述與示範 

 課堂討論 

 分組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設計製作實作活動 

1. 教師講解再生能源基本概念知識。 

2. 學生進行探究實驗活動（如太陽能電池測試） 

3. 學生進行設計製作活動（如風力發電扇葉設計）。 

4. 反思與評量。 

 學習單、學習歷程檔案 

 科學實驗 

 成品實作與測試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口頭與書面報告 

 太陽能板、燃料電池車、

風力發電等模組 

Bedroom Design 

Curriculum 

室內設計 

 Informed design 

model 

 專題導向學習 

 教師講述與示範 

 實地觀察 

 分組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設計製作實作活動 

1. 教師說明專題主題與相關基本概念知識。 

2. 學生進行 5 個數學相關的 KSBs 學習活動。 

3. 學生進行 2 個設計相關的 KSBs 學習活動。 

4. 依照 Informed design 步驟進行專題設計： 

 學習單、學習歷程檔案 

 科學實驗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3D 建模(Google 

SketchUp) 

 實體建模 

Survival master 

activity 

緊急求生帳棚 

 Informed design 

model 

 專題導向學習 

 教師講述與示範 

 實地觀察 

 分組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設計製作實作活動 

1. 教師說明專題主題與相關基本概念知識。 

2. 學生於電腦模擬的遊戲中，進行相關的 KSBs 學習活動。 

3. 依照 Informed design 步驟進行專題設計。 

 學習單、學習歷程檔案 

 電腦模擬遊戲學習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3D 建模(Google 

Sketch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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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範例 運用之教學模式 關鍵教學策略 教學流程規劃 教學輔具與評量方式 

Peltier Device 

STEM curriculum

溫差發電課程 

 探究導向學習  教師講述與示範 

 課堂討論 

 分組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1. 教師先介紹綠色能源相關知識 

2. 學生實際操作溫差發電測試模組，測試並記錄不同水溫之

發電量。 

3. 依據實驗結果計算能源轉換效率。 

 學習單、學習歷程檔案 

 溫差發電模型測試實驗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合作學習 

Roller Coaster 

Design 

雲霄飛車設計 

 專題導向學習  教師講述與示範 

 課堂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1. 教師說明專題主題與相關基本概念知識。 

2. 透過單元式的課程與實驗型的實作活動，介紹相關物理知

識。 

3. 進行專題製作。 

 科學實驗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學習單、學習歷程檔案 

 電腦輔助設計 

 實體建模 

 飛行模擬機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Fuels 

氫燃料電池與生

物電池 

 專題導向學習  教師講述與示範 

 課堂討論 

 探究實驗實作活動 

 

1. 教師說明專題主題與相關基本概念知識。 

2. 透過單元式的課程與實驗型的實作活動，介紹相關物理知

識。 

3. 進行專題製作。 

 科學實驗 

 數據測量與計算分析 

 學習單、學習歷程檔案 

 電腦輔助設計 

 實體建模 

 氫燃料電池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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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STEM 實作單元與學習單 

槓桿秤探究實作單元 學習單 

班級：一年_____班，組別：__________ 

組員姓名（座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連桿機構基本知識（第一節課） 

1.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槓桿種類包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請分別畫出其施力點、支點與受力點的關係，並寫出各種槓桿主要的功能： 

第一類槓桿 第二類槓桿 第三類槓桿 

 

 

 

 

 

 

 

 

 

  

改變施力的__________和

_____________ 

可移動較大的負荷，亦即

較為____________ 

施力較為方便，但較為 

_______________ 

 

2. 連桿是由槓桿組合而成，它主要用來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連桿依照

其運動方式可以分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四大類。 

3. 力與力矩是連桿機構設計的重要科學概念，_______是能使物體繞轉軸（支點）

產生轉動的作用力。________是由轉軸（支點）到力的作用線的垂直距離。 

4. 力矩的公式為：力矩 ＝ ___________  X _____________。由槓桿轉動的例子

可知，轉動效果和力的大小、施力方向及力臂長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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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作活動（第一節課） 

請運用樂高零件組裝如下圖的槓桿秤： 

 

 

請研究思考並回答以下問題： 

1. 此槓桿秤所應用的槓桿種類是____________，施力點為_______，支點為

________，受力點為______。 

2. 此槓桿秤使用的連桿機構為______________，這種連桿機構主要的功能在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運動。 

3. 請運用此槓桿秤量測教師所提供的重物，並將指針位置記錄在刻度卡紙上。 

（下課前請用紙膠帶將刻度卡紙浮貼在本學習單上。） 

 

  

 



208 

三、挑戰思考（第二節課） 

請運用樂高零件組裝如下圖的槓桿秤： 

（圖一） （圖

二） 

 

請研究思考並回答以下問題： 

1. 砝碼（輪胎）重量加重或減輕時，對槓桿秤的功能將會有何影響？ 

(1) 將砝碼（輪胎）調整為兩個(兩大)，並運用此槓桿秤量測教師所提供的重

物，然後將指針位置記錄在刻度紙上(標記 A B C 3 個記號，參考圖一左上

角)。 

(2) 將砝碼（輪胎）增加為三個(兩大一小)，並運用此槓桿秤量測教師所提供的

重物，然後將指針位置記錄在刻度紙上(標記 A B C 3 個記號，參考圖一左上

角)。 

(3) 請運用力與力矩的原理說明你所觀察到的現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思考並嘗試改造此槓桿秤，以提升槓桿秤的精密度。（圖一右上角） 

(1) 影響槓桿秤精密度可能的原因為何？ 

原因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針對這些原因，有哪些方式可以提高槓桿秤的精密度？ 

方法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方法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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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說明你們的設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平行連桿長度改變時，對槓桿秤的功能將會有何影響？（圖二） 

 

(1) 將平行連桿更換為中等長度的 L 桿件，並運用此槓桿秤量測教師所提供的重

物，而後將指針位置記錄在刻度紙上。 

(2) 將平行連桿更換為最長的 L 桿件，並運用此槓桿秤量測教師所提供的重物，

而後將指針位置記錄在刻度紙上。 

(3) 請運用力與力矩的原理說明你所觀察到的現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請將你們最後記錄在刻度紙貼上，並將改造的槓桿秤拍照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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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輪測距儀探究實作單元 學習單 

班級：一年_____班，組別：__________ 

組員姓名（座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齒輪機構基本知識（第一節課） 

1. 齒輪是各種機器的常用零件，主要用來改變__________、__________和

__________。 

2. 負責輸入動力的齒輪稱為__________；輸出動力的齒輪稱為__________。 

3. 當使用大齒輪帶動小齒輪時，隨動輪（小齒輪）會__________；而當使用小齒

輪帶動大齒輪時，隨動輪（大齒輪）則會______________。 

4. 齒輪的速度比可以表示為 

 

                

              
=

                  

                
=

齒數

齒數

轉速

轉速
速度比  

 

5. 齒輪組由多個齒輪組成，它可以改變__________和__________。 

6. 齒輪 C 稱為___________，它可以改變齒輪 B 的_____________， 

但並不影響齒輪 A 和 B 的_____________。 

 

7. 齒輪有許多不同的種類，常見的包括： 

正齒輪                                                          

     

主要用於改

變轉動的

_____ 

___________ 

主要用於改變

轉動的

__________ 

主要用於需

要寧靜地高

速轉動的機

械 

主要用於將

____________ 

_________互

相轉換 

主要用來連接

兩個既______ 

_______的軸

線，其通常互

相垂直地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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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作活動（第一節課） 

請運用樂高零件組裝如下圖的齒輪測距儀： 

 

(1 個轉盤的測距儀) 

 

請研究思考並回答以下問題： 

4. 請研究量測轉盤上，指針移動每個刻度是幾公分__________(公分/格)  

5. 請使用齒輪測距儀測量桌面上三種曲線（S 型、U 型、O 型）的長度，藍線為

測量起點，紅線為測量終點，並將測量的結果記錄下來。 

        

(1) S 型__________ 共有(格)/(公分)、U 型_________共有(格)/(公分)、 

O 型__________共有(格)/(公分)。 

(2) 影響測量精確度的原因可能有哪些，請分析說明你的看法？ 

原因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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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挑戰思考（第二節課） 

請運用樂高零件組裝如下圖的齒輪測距儀： 

 

(2 個轉盤的測距儀) 

請研究思考並回答以下問題： 

5. 再增加一個輪盤和齒輪(24 齒)有何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請運用不同齒輪的搭配，設計出不同倍率的二進位輪盤（1:2、1:3）。 

(1) 1:2 倍率的齒輪搭配方式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1:3 倍率的齒輪搭配方式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研究看看是否還有其它倍率的二進位輪盤組裝方式?並說明用了那種齒輪

搭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若要提高齒輪測距儀的測量精度，應如何改造？ 

方法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方法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進位轉盤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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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輪及曲柄軸探究實作單元 學習單 

班級：一年_____班，組別：__________ 

組員姓名（座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凸輪機構與曲柄機構基本知識（第一節課） 

1. 凸輪是一種特殊形狀的扁平輪子，它主要用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動件可以靠外力(例如_____________或________________)來保持與凸輪永遠

接觸。 

2. 常見的凸輪種類及其運動的特性： 

梨形凸輪 偏心凸輪 蝸形偏心輪 

 
  

使從動件有一半時間

_____________，一半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 

 

使從動件呈現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運動。 

使從動件產生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的動作。 

 

3. 曲柄機構、連桿與滑塊的結合稱為________________機構，可以將旋轉運動轉

變成_______________運動或_____________運動。在騎腳踏車的時候，腳踏板

為__________，小腿為____________，大腿為搖桿。 

4. 曲柄滑塊機構運動時，滑塊必須依靠機架（滑槽）固定其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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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活動（第一節課） 

請運用樂高零件組裝如右圖的凸輪玩具： 

 

 

 

 

 

 

 

 

 

 

請研究思考並回答以下問題： 

1. 請轉動此凸輪玩具，觀察由不同凸輪（凸輪 A、凸輪 B、凸輪 C）所帶動之從

動件（指針）的高度移動軌跡，並記錄在卡紙上。 

說明：請逆時針轉動分度輪盤，並在記錄卡紙上，依序記錄當 8 個分度位置分

別轉至正上方時從動件指針的高度，形成如右下圖的移動軌跡(共有 3 條軌跡

線)。 

  

3 種實驗圖輪的形狀              分度輪盤   軌跡量測的畫記方式參考 

 

 

 

 

 

 

 

 

 

 

請貼上記錄軌跡的卡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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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凸輪旋轉時，從動件產生的往復運動行程長度等於凸輪軸心到______點的距離

減掉凸輪軸心到_______點的距離。 

3. 那個形狀凸輪的旋轉方向有限制(僅能單一方向旋轉) ？ 

(請畫出它的形狀並用箭頭標示可順利旋轉的方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為何從動件除了上下移動外，有時也會產生旋轉動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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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挑戰思考（第二節課） 

請運用樂高零件組裝如右圖的曲柄 連桿 滑塊機構： 

 

 

 

 

 

 

 

 

 

1. 曲柄旋轉時，滑塊移動的距離 = _____________倍曲柄長度。 

 

2. 在曲柄滑塊機構的設計中，何種情況可能會使曲柄發生運轉的困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當同樣以產生上下直線運動為目的時，請比較使用凸輪機構以及曲柄機構的優

缺點。 

凸輪機構：優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缺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曲柄機構：優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缺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請思考並嘗試改造此機構，能替代為曲柄的樂高零件還有那些，使從動件能產

生更多不同的運動方式。 

(4) 請說明你們的設計(可畫圖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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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機構玩具設計專題學習單 

機構玩具設計學習單 

班級：一年________班，座號：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壹、活動說明 

一、活動概述 

1. 應用本學期所學的機構知識（連桿、齒輪、凸輪、曲柄等），設計並製作一個

機構玩具。 

2. 此機構玩具至少需能產生兩種不同型態或頻率的運動（如：上下運動、旋轉、

擺動、左右平移等）。 

3. 此項作業為單人作業，每個人皆須完成自己的機構玩具。 

4. 作品完成後，需錄製一段口頭報告影片（1～2 分鐘長），以口頭說明的方式，

回答以下 5 個問題： 

(1) 這個機構玩具的主題與設計理念為何？ 

(2) 這個機構玩具呈現的動作有哪些？應用的機構種類（原理）有哪些？ 

(3) 我在製作過程中遭遇最大的問題為何？（請舉 1~2 例子說明） 

(4) 這些問題是否有被解決？解決的方法為何？ 

(5) 這個機構玩具是否還有待改進的地方？你認為可以如何改進？ 

 

三、評量方式與標準 

評量 

項目 

評分重點 

學習

單 

(20%) 

1.設計圖的創意與可行性：所構想的設計圖是否具有創意及可行性。 

2.應用的機構原理分析：是否清楚了解所應用的機構種類及原理（如齒輪比換算）。 

3.可能遭遇的問題分析：是否能預測在製作過程中可能遭遇到的問題。 

4.零件設計的正確性與精密度：是否能正確規劃所需的零件尺寸、數量。 

機構

玩具

成品 

(40%) 

1.機構與玩偶動作的複雜度：是否能使玩偶產生兩種不同型態或頻率的運動；能

使用兩根軸心傳動者，可另外加分。 

2.機構與玩偶運作的順暢度：整體機構與玩偶的運動是否順暢。 

3.玩偶動作的趣味性：玩偶產生的動作是否具有趣味性或互動關係。 

個人

口頭

報告 

(40%) 

1.機構玩偶設計理念的說明：是否清楚說明玩偶的主題與設計理念。 

2.應用的機構原理說明：是否清楚說明最終玩偶所應用的機構種類與原理。 

3.製作過程遭遇的問題：是否清楚描述在製作過程遭遇的問題（請舉 1~2 例子說

明）。 

4.問題的解決方式：是否清楚說明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歷程。 

5.改進（最佳化）的方案：是否能提出更好的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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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材料 

 種類 規格與數量 備註 

基

本

機

構

材

料

包 

方木棒 1 支（40cm）  

圓木棒 1 支（20cm）  

木箱組件 
側板 2 片（15cm X 15cm）、上下蓋板 2

片（15cm X 20cm） 
 

方孔木板 1 片含六個方孔（15cm X 20cm） 

可自行應用於製作曲柄、

凸輪、齒輪、連桿等機構

零件 

玩

偶

材

料 

鐵絲 視需要取用  

密集版 1 片（20cm X 20cm 5mm 厚）  

其他材料 可自行準備其他想使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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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單內容 

一、機構玩具設計圖 

請繪製你所設計的機構玩具設計圖，並簡單說明你的主題或設計理念。 

 

 

 

 

 

 

 

 

 

 

 

 

 

 

 

 

 

 

 

 

 

 

 

 

 

 

 

 

 

 

 

 

 

預期產生的運動類型：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主題或理念：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應用的機構類型或科學原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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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件規劃與設計 

請畫出你所需要的零件，並標註該零件的功能、尺寸及所需的數量。 

例如： 

 

 

 

 

 

 

機構箱底板與頂版，兩片          機構箱側版，兩片 

 

三、可能遭遇的問題分析 

可能遭遇的問題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決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能遭遇的問題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決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能遭遇的問題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決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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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對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學科的態度量表 

對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學科的態度量表 

一年______班，__________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份量表是用於了解你們對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等學科彼此之間關連性的感

受。填答時請根據自己的對於每一個題目的看法，從右邊意見欄「非常同意」、「同

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四個選項之中，勾選一項來表達你對於該題的想

法。此量表之結果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不會影響你們在任何學科的成績，請放心

的依照你們真實的感受回答。 

 

※為了充分了解你/妳的想法，填寫完後請務必再檢查每一道題目是否都已回答，

謝謝！ 

 

問題內容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 對我來說，學校裡面其他學科比起理工方

面的科目（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來

的有趣。 
□ □ □ □ 

2. 如果我認真做，我可以在科學和數學課做

的很好。 □ □ □ □ 
3. 如果我認真做，我可以在生活科技課做的

很好。 □ □ □ □ 
4. 科學課和數學課所學到的東西，與我在現

實世界中的經驗沒有什麼關係。 □ □ □ □ 
5. 生活科技課所學到的東西，與我在現實世

界中的經驗沒有什麼關係。 □ □ □ □ 
6. 用來理解科學和數學的推理和探究思考

技巧，對我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幫助。 □ □ □ □ 
7. 用來完成生活科技課程專題（工程設計活

動）的問題解決技巧，對我日常生活有很

大的幫助。 
□ □ □ □ 

8. 生活科技課程中所學到的工程設計經驗

（如機構玩具課程），是一個能幫助我理

解科學和數學等學科知識的重要途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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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內容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9. 我會應用數學作為一種工具，來幫助我學

習其他學科（如生活科技課）、或解決數學

課堂以外的問題。 
□ □ □ □ 

10. 我會應用科學的概念知識，來幫助我理解

其他學科（如生活科技課）、或解決科學課

堂以外的問題。 
□ □ □ □ 

11. 我會應用生活科技課程所學到的工程設

計概念及問題解決能力，來幫助我學習其

他學科、或解決生活科技課以外的問題。 
□ □ □ □ 

12. 我會整合應用數學、科學和生活科技課程

所學的知識，來幫助我完成各科課堂上的

專題活動，或解決課業以外的問題。 
□ □ □ □ 

13. 我在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時，通常不需要用

到數學、科學或生活科技課程所學到的知

識。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