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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動機、目的，為了建立本研究的理論基礎，針對英國 D 

& T 課程、我國國中生活科技課程與提升國中學生科技創造力之間的

關係深入探討。因此，本章將針對英國 K3 階段 D & T 課程、我國國

中階段生活科技課程、科技創造力之相關研究，以及科技創造力表現

之評量進行分析，深入探討，歸納出後續研究進行的基礎。各項探討

分析依序呈現如後。 

 

第一節 英國 K3 階段 D & T 課程內涵 

 

    英國的科技教育對設計能力與審美能力的培養相當重視（黃嘉

勝，2001）。整體來看，英、美的科技教育精神相似，但程序不同。

美國以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為主，所要解決問題的同時，具

有各種條件限制，強調構想，不在乎實作能力。英國以設計（design）

為主體，強調製作，作品完整，手工精緻(DATA, 2007a)。由此可看

出二國在科技教育上之差異。 

    英國 D & T 課程的核心即是提供學生一個發展結合設計與製

作，並創造具品質的產品之能力的機會(Eggleston, 2000)。該國設計

與科技協會(The Design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簡稱 DATA)強調

產品的品質，因為這對學生體驗成功與接觸完美的產品具有極大的好

處，同時這也是讓學生為科技社會的一分子重要因素之一(DATA, 

2007b)。基於此，本節僅就英國國中階段的科技教育演進，以及 D ＆ 

T 課程的架構與內涵加以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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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英國科技教育的演進 

    從二十世紀以來，英國的科技教育可以分為幾個階段：1970 年

以前為「手工」（Craft）；1970 年到 1988 年為「手工、設計與科技」

（Craft, Design and Technology，簡稱 CDT）；1988 年至今為「設計與

科技」（Design and Technology，簡稱 D&T）。 

一、 「手工」時期 

    是以手工具操作技能為主的課程。是少數學校才有的科目，

以男生為主要對象。二次大戰過後，手工課程增加，更加重視技

能的培養。 

二、 「手工、設計與科技」時期 

    「手工、設計與科技」簡稱 CDT，其課程範圍較「手工」時

期廣、內容較新。CDT 與手工不一樣的地方，是將設計的概念融

入手工的教學中，課程內容以科學為基礎，強調設計的過程

(Atkiouson, 1990)。CDT 的特色是以過程為主，除了培養學生手工

具的操作能力之外，學生同時會經歷發展構想、製作模型，到製

作成品的過程。 

三、 「D & T」時期 

    1988 年由中央制訂教育目標，1990 年在普通教育課程中首次

頒佈「設計與科技」（D&T）課程。英國各地區教育制度差異極大，

一般所稱的英國教育，系指英格蘭和威爾斯兩區之教育（張勤昇、

蘇伊鈴，2007）。因此，D & T 課程只實施於英格蘭和威爾斯二區，

其課程包含結構（construction）、食品（food）、織品（textiles），

和平面媒體（graphic media）等四大基本內容。此課程涵蓋學生

年齡從 6-16 歲（國小到高中二年級），共分為四個階段十一個年

級。課程內容前後連貫，由簡入深，更具結構化。透過設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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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教學方式，培養學生運用現代科技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貳、 英國 D & T 課程的內涵 

    D & T 主要提供學生在面臨設計和製作產品的挑戰時，能以創意

方式面對與解決的機會（Barlex, 2002）。黃嘉勝（2001）曾指出英國

「國定課程」包含五個評量構成要素：成就目標、成就層級、成就陳

述、集合檔案和學習方案，分述如下。 

一、 成就目標（attainment targets）：指在期望不同能力和成熟度

的學生，在每一個關鍵階段所要具備的知識、技能和理解能

力。 

（一） 確認學生的學習需求與機會 

（二） 進行設計 

（三） 計畫與製作 

（四） 評量 

二、 成就層級（levels of attainments）：在四個關鍵階段中，共包

含 10 個成就層級，循序漸進讓學生在每一關鍵階段，皆能達

到應有的成就層級。 

三、 成就陳述（statements of attainment）：四個關鍵階段、十個成

就層級共包含 117 項成就陳述。 

四、 集合檔案（profile of components）：「國定課程」規定每個學

生的成就目標都要記錄下來，當要報告家長時，這些分數都

會集合起來成為一份檔案，說明清楚每個學生的表現。 

五、 學習方案（programs of study）：在每一關鍵階段期間，所要

敎給不同能力和成熟度的學生事項、技能和過程。將該關鍵

期的目標，化為更具體的基本教學內容，且進一步提供不同

程度學生所需的學習要領，另一方面也將該關鍵期成就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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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更細部的闡述，以作為教師從事教學活動之基本內容。 

    英國「國定課程」共分為四個關鍵階段，各關鍵階段涵蓋年齡與

成就層級如下（蔡清田，2005；DATA, 2007b）： 

1. 第一個關鍵階段(K1)：1-3 成就層級，5 歲到 7 歲。 

2. 第二個關鍵階段(K2)：2-5 成就層級，7 歲到 11 歲。 

3. 第三個關鍵階段(K3)：3-7 成就層級，11 歲到 14 歲。 

4. 第四個關鍵階段(K4)：4-10 成就層級，14 歲到 16 歲。 

    其中，第三個關鍵階段（K3）相當於我國現行學制中的國中階

段（7－9 年級）。K3 階段的 D & T 課程每週約 2－3 個時段，其目標

主要是培養設計能力、製作能力、材料及其成分的知識能力、機械裝

置及控制系統的知識能力、結構體的知識能力、產品及其應用的知識

能力、品質管制的知識能力，以及健康及安全的知識能力( DATA, 

2007b )。透過課程的學習，讓學生勇於創新，能夠自我設定目標與策

略，追求成功。 

    英國科技教育教學活動的特色是重視由需求評估、設計至製作等

形成性的評鑑、重視對學生成品的測試與量產之評鑑、重視學生學習

歷程中的檔案收集與整理之評鑑、英國「國定課程」施行細則中明訂

10個層級的成就目標，坊間亦有相關評鑑之實例書籍可供教師參考，

甚具其價值、學生在完成作品後，有機會公開發表成果，可達互相觀

摩評鑑的目的；而其教學活動規準包含：涵蓋重要主題、關照學生興

趣與需要、要求做到模型或成品、適合所有學生、不含偏見及適當發

展、明確表示對學生的期望、提供學生明確及清晰的指導、要求學生

記錄整個學習過程、給予學生檢討與自評機會（曾國鴻，1997）。D & 

T的特色是將在其他學科所學得知識與技能作立即與實際的應用；統

整學生許多的經驗；注重人工器物、系統和環境的製作世界（李隆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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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學生經由課程學習中啟發創意，學習運用知識、問題解決、

人際互動，藉由實際動手製作，印證理論、激發學習，享受設計的體

驗。 

    D & T 課程內涵，是以設計的過程為主（process-based）的課程

模式，著重在培養學生如何「創造科技」，採取設計和問題解決教學

的方法。強調問題解決之概念以及設計為重點，並以具體目標培養學

生能力。英國課程與資格署（Qualification & Curriculum，簡稱 QCA）

負責制定 D & T 國家課程，在其公佈的 D & T 課程學習計劃中，D & 

T 課程內容主要包括：(1)產生、計劃並交流想法；(2)使用相關儀器、

工具和材料製作合格產品；(3)評價整個過程和產品；(4)對材料及其

連接方式的理解；(5)發展性學習等五個方面的學習內容（戈立，

2005）。英國 D & T 課程特別重視透過個人和集體的問題解決活動，

發展每個學生將實際動手做和理論思考相结合的能力。D & T 的教學

活動鼓勵學生創造發明，重視實際規劃與分析能力的培養，以及親自

動手實驗的寶貴經驗，強調學生的個別發展及彈性的課程等課程特色

（曾國鴻、李權哲、蔡聯澄，1998；Wright, 1993）。重視設計，故技

能要素強調溝通、觀察、研究、設計、解決問題、學習與創造思考的

技能，並注重學生實際動手的經驗和與日常生活背景相結合的活動歷

程。透過以設計為主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學得運用現代科技的技能與

解決問題的能力。 

 

参、香港的設計與科技科 

    香港的科技教育一直以來都是參照英國的科技教育架構，以設計

為主體。從 1983 年實施的「設計與工藝」，到 2000 年實施的「設計

與科技」，皆是以設計與製作為主要的課程架構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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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與工藝」 

   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於 1983 年頒布並實施的中學課程綱要

中，提到設計與工藝科的教學不應限於工藝技術的訓練，而是同時

讓學生接觸設計。設計的學習使學生能應付挑戰，解決問題。設計

與工藝科的學習包括設計程序的基礎知識、工藝學習、設計程序學

習、分析和批評的學習、各種表達的學習等五大範圍（香港課程發

展委員會，1983）。 

二、「設計與科技」 

    2000 年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頒布了新的中學課程綱要，將「設

計與工藝科」改為「設計與科技科」，其課程包含以下特色（香港

課程發展委員會，2000）： 

1. 培養日常生活與未來工作上實用的技能。 

2. 提供在科技活動中應了解與需要的基本技能。 

3. 學習運用科技解決問題。 

4. 培養積極的學習態度，以及整合與運用生活上各方面的技能。 

5. 培養不論是在獨立工作或小組合作時，適當的人際關係與態

度。 

6. 探索科技對於社會及工作場所的影響。 

    「設計與科技」科的課程包含「過去、現在與未來的科技現象與

衝擊」、「設計與傳播」、「科技機具」、與「科技資源」等四大部分。

其教學活動強調活動導向與專題導向。透過專題製作培養學生下列能

力（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2000）： 

1. 了解現代科技的價值，以及科技對社會的衝擊。 

2. 了解科技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 

3. 具備在設計的同時，能考慮其他設計相關因素的能力。 



 

21 
 

4. 具備探索各種不同材料的特性，及其對環境的影響。 

5. 具備透過實際動手製作、探索設計和活動，能以邏輯與創造思

考解決問題的能力。 

6. 具備掌握安全使用各種材料、機具的基本技能。 

7. 具備運用適當的科技工具，檢索、處理、提出與傳遞資訊與構

想的能力。 

    香港的設計與科技科，著重培養學生對科技的應用和創意，讓學

生從製作習作中學會解決問題，使他們可以在日後生活中能利用這些

知識去應付生活上所遭遇的問題。 

    本研究採用的 K3 階段 D & T 課程，參考香港設計與科技科的教

學內容，以香港五育中學設計與科技科的教學活動—「運蛋車設計製

作」稍做修改設計為「創意紙車設計製作」，以作為研究工具中教學

活動的實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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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國中階段生活科技課程內涵 

 

    我國的科技教育可以從最早期的工藝時期開始，而本研究主要探

討我國的科技教育是自 1996 年（民國八十五年）開始實施的生活科

技課程。故以下僅就生活科技課程部分加以分析探討。 

 

壹、 我國生活科技課程的演進 

    我國生活科技課程的理論架構主要源自於傑克森坊工藝課程理

論（Jackson’s Mill Industrial Arts Curriculum Theory）及科技教育概念

架構（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echnology Education）兩篇科技教

育文獻，課程內容以學習科技、工業，以及其對社會的衝擊為主，科

技的學習重點在於傳播、營建、製造、運輸四大系統，並且以系統模

式來從事教學活動（蔡錫濤，1995；Wright, 1995）。至於近年來我國

國中生活科技課程的重要發展演進，蓋可區分為：1993 年至 2001 年

（民國八十二年至九十年）的「家政與生活科技」時期和自 2001 年

（民國九十年）迄今的「自然與生活科技」時期。有關兩時期的主要

演進情形，依序探討分析如後。 

一、「家政與生活科技」時期 

    1990 年代的臺灣正處於經濟轉型的關鍵期，在各種產業中，

科技發展是主要推動力之一，而人才培育則是科技發展的重要工作

（黃嘉勝，2000）。為了促進國家科技發展、提升國民生活品質，

1993 年（民國八十二年）教育部公佈新的課程標準，將「工藝」

改成了「家政與生活科技」，並於 1996 年（民國八十五年）開始實

施，課程目標從培養工業技藝轉向培養科技素養。在「家政與生活

科技」中，生活科技的課程內容以技術領域來分，分為科技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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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傳播、營建與製造，以及能源與運輸等四大部分。在此時期，

生活科技的課程理念是培養學生日常生活中自我需要的科技素養

以及解決問題的能力。在此階段的生活科技課程，除了介紹科技與

生活的關係外，還包含學習「營建與製造」、「能源與運輸」、「資訊

與傳播」等主要科技體系範疇的知能，以增進國人在未來科技社會

中生活適應、價值判斷、問題解決和創造思考的基本能力等，從了

解科技到應用、改進科技，具備學習的能力，未來能順利進入和適

應科技世界的生活（賴志樫，1996）。此時期的生活科技教育目標，

是期望學生能認識科技的方法與原理，並培養解決問題及創造思考

的能力，且具備使用工具、運用材料的能力，同時能認知科技對社

會的衝擊與影響。 

二、「自然與生活科技」時期 

    為了迎接二十一世紀的來臨與世界各國的教改脈動，使臺灣國

民中小學的課程能適應時代變遷，政府必須致力於教育改革，以提

昇國民素質及國家競爭力，讓學生成為具有國家意識與國際視野的

現代國民。我國自九十學年度開始逐年實施九年一貫課程，其基本

理念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念、人文涵養、及思

考、判斷與創造力（黃嘉勝，2000）。在 2001 年（民國九十年）實

施的九年一貫課程中，生活科技併入「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中，

主要包括科技發展的認識、科技系統的了解，以及「設計與製作」

等三大部分。其強調透過科技知識的理解、應用與實踐，以幫助學

生增進創造力，培養學生動手做和解決問題的能力（蔡錫濤，2001；

蔡錫濤，2002）。此階段生活科技的教學目標，以培養學生對科學

的興趣，學習科學及技術的方法，培養溝通、表達、合作、獨立思

考，以及問題解決的能力，同時關心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為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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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到九年一貫能力指標，在生活科技部分，其相關的能力指標

主要著重在「科技的本質」以及「設計與製作」兩大部分。 

 

貳、 我國生活科技課程的內涵 

    生活科技是科技的探討，要培養全民成為具有使用、管理、評估

和了解科技之基本能力的人（李隆盛，2002）。以學科知識為基礎，

注重能力的培養。其課程內涵兼顧過去以工業科技為主的課程架構，

涵蓋傳播、營建、製造、運輸、能源動力與生物科技等子系統，透過

對這些科技系統的認識來增進科技素養，同時融入設計與製作的概

念，培養學生創造力與解決問題、動手做的執行力（蔡錫濤、2004）。

以開放式的活動課程、提供生活化的經驗，讓學生藉由實際參與活

動，提升科技素養、學習如何適應科技社會、培養問題解決及創造思

考的能力。其學習重點由科技知識的學習漸漸轉向為科技能力的培

養，正如同九年一貫課程中所強調的帶得走之能力養成的精神。 

    李隆盛（1996）亦指出科技教育的特性： 

1. 角色：普通教育的一環，和科學教育、數學教育、人文教育、

社會教育等都是親密夥伴。 

2. 重點：強調各種科技系統（製造、營建、運輸、傳播等）及其

對社會文化的影響，並透過技術性方法、手段的教學，使學生

加深對科技概念的了解。 

3. 特色：注重透過活動導向的研習，使學生了解科技的方法也了

解科技的原理。 

4. 目標：協助所有學生成為具有科技素養的人。 

5. 教學：透過個別和分組的學習活動，鼓勵學生成為問題解決者、

彈性思考者和團隊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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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思考方法：鼓勵先發散思考再聚斂思考。 

7. 教師角色：學生學習的促進者和學習環境的管理者，而非標準

答案的提供者。 

8. 學生角色：教學活動的創意和主動參與者。 

9. 安全：重視科技教室的安全，師生一起發展和遵守安全守則。 

    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中，希望能透過「設計與製作」的教學，

訓練學生發展創意及改變產品造型、機能和形式的想法，並增進運用

口語、影像、文字與圖形、繪圖或實物來展現創意與想法的能力。同

時希望透過設計與製作的練習，培養學生動手做和解決問題的能力，

並融入相關的自然科學知識，可以增進學生的科技素養，更能提升學

生的自然學科知識，養成具有創意且有競爭力的國民（蔡錫濤，

2001）。因此，生活科技課程主要是以活動為本位的普通課程，教導

學生具備日常生活所需之科技素養為目標。學生在此科目中學習善用

知識、創意、機具和材料等資源，來探索科技及其衍生的問題，以因

應社會日常生活的需要（李堅萍，1994）。以探究與實作方式來進行

學習，強調手腦並用，以活動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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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英國K3階段D & T課程與我國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之比較 

 

    我國國中階段生活科技課程的學習著重於問題解決、科技系統與

整合性，雖然現行的九年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能力指標加入了

「設計與製作」，因實施僅六年的時間，研究者觀察發現國中學生對

於設計過程的規劃與執行、成品結果的產出精緻性卻不足。而英國科

技教育 D & T 強調設計的概念及過程的學習。學生被敎以如何較具技

術精確性、考量適切的功能、經濟和美感因素，規劃其構想。透過設

備的使用，執行設計計畫，並增廣材料的使用，製作優質的作品（李

隆盛，2000）。 

    以下僅就我國國中階段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與英國 K3 階段 D 

& T 課程的課程目標、課程架構、學習時數與學習評鑑等四部分加以

分析比較。 

 

壹、 課程目標 

    我國九年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中，生活科技課程的基本理念

為（國教專業社群網，2003）： 

1. 科技的學習是國民教育必要的基本課程。 

2. 科技的學習以探究和實作的方式來進行，強調手腦並用、活動

導向、設計與製作兼顧、以及知能與態度並重。 

3. 科技的學習重視培養國民的科技素養。 

4. 科技的學習以學習者的活動為主體，重視開放架構和專題本位

的方法。 

    由此可看出我國國中生活科技課程目標旨在協助學生具備（國教

專業社群網，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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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察覺和試探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2. 習得基本的科技知能與學習方法，應用於當前和未來的生活。 

3. 培養個人及團隊解決問題能力，並激發創新興趣與潛能等科技

素養。 

    英國K3階段D & T課程的基本理念是（魏炎順，1999）： 

1. 經濟觀：科技是國家經濟發展機制指標，科技教育需培養高能

力、高適應與高學習的教育內涵。 

2. 教育觀：科技是人類發展的重要文化之一，教育應提供學生學

習手腦並用與問題解決的能力。 

3. 社會觀：科技活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經由瞭解、反省與

批判，對科技的存有、應用與影響有正確的體認與實踐。 

    英國K3階段D & T課程的課程目標旨在培養學生學科知、製作技

能、設計方法、品質保證、和安全觀念等知識與能力（曾國鴻、莊淑

如、惠志堅，1997），使學生對於設計和製作品時具備一般技能，以

及對於材料、機械、產品供需擁有基本的認知能力，並能將所學的認

知能力與技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中。兩國科技課程的目標對照，如表2-1 

所示。 
 

表2-1 臺灣和英國科技課程的具體目標對照表 

 我國國中階段生活科技 英國 K3 階段 D & T 

科 

技 

能 

力 

1. 具創意與製作能力。 

2. 能利用科學與科技知識，結

合材料、機具、結構、技術

等知能，設計與製作或研發

具有創意的製品或系統。 

1. 設計與製作作品研究。 

2. 發展與實作技能與知識。

3. 調查、重組與評估簡單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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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臺灣和英國科技課程的具體目標對照表 （續） 

 我國國中階段生活科技 英國 K3 階段 D & T 

科 

技 

理 

解 

1. 認識科技產物、資源、系統

與程式。 

2. 瞭解科技如何創生與發展

的過程。 

1. 介紹人造器物、系統、環

境的發展、運用與批判。

2. 培養學習使用科技工具。

3. 發展設計與製作的基本

能力。 

科 

技 

覺 

知 

1. 認識科技本質。 

2. 覺知科技演進與發展對環

境，社會的影響。 

1. 教導學生透過設計和製

作技術的學習，發展設計

和科技能力。 

2. 增進工業知識、控制系

統，使學生能分析、研

究、評鑒生活上所用的工

業產品優劣，並能應用於

實際工作中。 

資料來源：張永宗、魏炎順（2004，37） 

 

貳、 課程架構 

    我國國中階段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是與理化、生物、地科等科

目合併於「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而英國 K3 階段 D & T 科技

課程則是獨立的學習領域，臺灣與英國的課程架構對照，如表 2-2 所

示。 

 
 
 
表 2-2 臺灣和英國的課程架構對照表 



 

29 
 

臺灣 英國 

英語 
語文 

外語 

數學 數學 

科學 
自然與生活科技 

科技 

歷史 
社會 

地理 

藝術 
藝術與人文 

音樂 

健康與體育 體育 

綜合活動 宗教教育 

資料來源：王美慧、楊光訓、唐毓敏（2007） 
 
參、 學習時數 

    我國國中階段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在自然與生活學習領域

中，約只占整個學習領域的 20% - 25%。國中階段每週有關生活科技

課程的學習節數七年級到九年級約每學期、每週一堂課（一堂課為

45 分鐘）、一學期二十週，每學期總授課時數為 15 小時，六個學期

學生將可修習 90 小時的生活科技課程，而單元所需總時數則依各個

單元活動不同的屬性與需求，安排 6 至 12 週的教學時數，因此單元

所需總時數約為 6 至 12 小時。而英國 K3 階段 D & T 課程的學習節

數則為每週 2 至 3 小時，各學習單元從一開始的課程介紹、設計、製

作，到最後的成品完成以及學習檔案製作完成，其所需要的教學為期

6 週，單元所需總時數為 12 至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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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學習評鑑 

    我國國中階段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的學習評鑑方式，依照九年

一貫課程綱要的精神，教學評量應以課程目標為依歸，考查學生是否

習得各階段之基本能力及學習進度情形（張永宗、魏炎順，2004）： 

1. 評量的層面應包括科技素養的認知、技能與情意。 

2. 評量的時機應兼顧形成性評量與總結性評量。 

3. 評量的方式除由教師考評之外，也可採用學生自評或互評的方

式來完成。 

4. 評量的類型應依教材內容及教學活動的不同，作適切的選擇。 

5. 其類型可包括紙筆測驗、操作、過程觀察、成品展示、口頭詢

答、專題報告及學習歷程檔案等，盡可能做到真實評鑒。 

6. 評量的結果應用於幫助學生瞭解自己學習的優缺點，藉以達成

引導學生自我反思與改善學習的效果。 

7. 評量的結果亦應做為教師改進教學與編選教材的參考。 

    英國「國定課程」包含：成就目標、成就層級、成就陳述、集合

檔案、和學習方案等五個評量構成要素。成就目標、成就層級、和成

就陳述，分為四個成就目標，分別是確認學生的需求與機會（目標 1）、

進行設計（目標 2）、計劃與製作（目標 3）、和評量（目標 4）。

集合檔案則是將每位學生之成就目標需紀錄下來，彙集成一個檔案，

每學年需送家長知悉，並列入學校留存之檔案。學習方案是指在每一

關鍵階段所要交給不同能力和成熟度的學生事項、技能和過程。學習

方案配合各成就層級與成就目標而設計，給予教師教學的指引，以協

助學生達到所預期之成就層級（黃嘉勝，2001）。測驗與評量是英國

「國定課程」最受重視的部分，每一關鍵階段完成後，需舉行全國性

的評量，稱為「一般中等教育證書考試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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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Education, GCSE) 」。因此，科技教育除老師評量外，亦

有標準化的評量，即全國性的「標準評量的測驗工作  (Standard 

Assessment Tasks, SATs) 」。其評量設計是由教師、地方教育人員、

大學及師資訓練人員共同完成，以表現評量(Assessment Performance 

Unit, APU)的模式實施（王美慧、楊光訓、唐毓敏，2007）。 

 

伍、 小結 

    綜合課程目標、課程架構、學習時數與學習評鑑等四部分可得以

下結論： 

一、 我國國中階段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與英國 K3 階段 D & T

課程皆以培養國民的科技素養為重點。一直以來我國國中階

段生活科技課程強調問題解決能力的培養，而英國 D & T 課

程則重視設計與製作能力的養成。 

二、 我國現行國中階段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與英國 K3 階段 D 

& T 課程皆重視設計與製作能力的培養，但英國行之有年，

從 1988 年「國定課程」頒佈實施至今，已有二十年的經驗傳

承；而我國則從九年一貫課程才算開始，從九十學年度正式

實施至今，為期六年。 

三、 我國國中階段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與英國 K3 階段 D & T

課程皆強調多元評量。但我國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有關評

量的相關依據，僅在課程綱要中提及並未有詳盡的規範。而

英國對於評量則較嚴謹及落實，不僅在「國定課程」中訂定

評量五要素，亦有標準化的評量實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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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國中階段生活科技課程教學與科技創造力 

 

    創造力的提昇是教育主要的目標之一；它使個人獲得自信，也使

社會文化獲得增進（陳文典，2004）。科技教育的重點，強調創造思

考與問題解決，創造的過程與結果必定包含了問題解決，而在問題解

決的歷程，不一定涵蓋創意在內（Barlex, 2002）。具備創造思考、

解決問題與組織協同合作能力，已是企業在面對全球化、知識經濟的

挑戰，對企業員工選才的基本要求。學校教育必須適時調整，因應企

業的需求，培養創造力，提昇學生在就業市場中的競爭力（黃進和，

2005）。創造力應從基礎教育開始培養，如此才能讓學生自然而然的

養成隨時發揮運用創造力，以面對日常生活所遭遇的挑戰。 

 

壹、 創造力的內涵 

    陳辰洧（2005）在〈創意、設計與科技〉一文中提到，美國創意

教育基金會（Creative Education Foundation）把創意定義為「人的一

種特質，能夠讓他們在各種情況下產生新穎的方法，一般反應在新的

和改善問題的解答上。」它特別強調在解決問題答案的實用性，一個

好的創意必須是具有實用目的、對人們有具體貢獻的才稱的上是好的

創意。Barlex（2002）曾提到創造性具有下列七個條件： 

1. 具有相關的知識。 

2. 產生別人想不到的意見。 

3. 能分辨好的意見。 

4. 能以不同於一般的方向思考事情與行動。 

5. 具有挑戰的意願。 

6. 具有行動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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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參與社群機制以鼓舞及支持自己的行動。 

    創造力是指在任何領域的行為、構想或成品的創造思考能力，是

一種擴散性的思考方式，在認知方面是指獨創力、變通力、精進力，

以及流暢力；在情意方面是指好奇心、冒險性、挑戰性，以及想像力

（陳文典，2004；陳辰洧，2005；陳龍安，1995；張玉山，2006；蕭

錫錡、張仁家、黃金益，2000）。創造力可以是一種新概念、新構想、

新理論等無形的成果，也可以是一項新產品等有形的成果（王保堤、

游光昭、王鼎銘，2006）。也就是超越傳統概念、規則、型態、關係，

並創造有意義的新概念、形式、方法、與解釋等的能力。換言之，創

造力就是一種產生嶄新與不一樣的事物或概念的能力（尤丁玫，

2005）。綜合以上觀點，創造是一種能力、一種思考的過程，創造力

是一種新的想法與觀念。創造力的培養是目前生活科技教育中很重要

的目標之一，而創造力培養的重點則在於科技創造力。 

 

貳、 科技創造力的定義 

    科技創造力主要是指在科技創新活動中，所能展現運用不同思維

的能力（王保堤、游光昭、王鼎銘，2006）。亦即是在科技活動中所

展現的創造力，科技創造力的內涵當與一般性的創造力有所不同：科

技創造力應不只是多種創新意念的提陳，而更需要經由工具的操作與

材料的處理，呈現作品成果，亦即包含整個科技的發生、發展或改良

的完整程序（李堅萍，2006）。陳仙州與黃俊宏（1998）也曾歸納出

科技創造力的意涵： 

1. 科技創造力是以想出別人所想不到的科技方法或創造出新奇的

事物或產品，或應用他人的點子產生更為新穎的點子。 



 

34 
 

2. 科技創造的歷程是從模仿到創新、假設與驗證至歸納成理論，

具備科技創造的人才則必須包含個人專業素養、活化的思考力

及實作的貫徹力等。 

3. 科技創造力的評估是強調產品創新或技術創新的能力，而其能

力高低可從創造產出或個人相關能力來分析得之。 

    生活科技課程不是要推動一般認知的「創造力」，而是要聚焦在

推動「科技創造力」。科技創造力與創造力的不同之處在於科技創造

力兼重「概念的形成」和「實作能力」，培養學生的科技創造力意味

著，學生能夠運用科技領域相關的知識與技能，透過創造思考方法引

導得出多種概念與構想，並且加以執行，以製作出實際作品的能力（朱

益賢，2006）。實作性技能是科技的重要特質，是科技教育的主要內

涵，是科技創造力的必備基礎；這對科技教育與科技創造力的培育，

應當極具啟示性（李堅萍，2006）。期望學生透過生活科技的課程，

培養創造思考、設計與解決問題的能力。 

參、 國中階段生活科技課程教學與科技創造力培育 

    從九年一貫生活科技的課程來看，設計與製作是科技的本質，在

生活科技課程中，應該強化創意設計與製作（侯世光、張玉山，2005）。

設計與製作有助於學生問題解決與創意思考能力的培養，在設計與製

作的過程中，學生除了能主動發掘生活周遭各種可資利用的資源外，

同時具有統合其他學科、材料、工具的學習機會（王保堤、游光昭、

王鼎銘，2006）。好的「設計與製作」教學活動，要能適應學生的程

度差異、善用教學環境的資源、融入其他學科與科技的相關知識、引

起學生學習興趣、激發學生的創意、引導學生合作學習等（蔡錫濤，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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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與製作的內涵與程序 

    設計是一種以目標為導向，持續不斷解決問題的過程，也是

一種有計畫的創造性心智活動；製作則是利用各種可能的資源及

加工方法，將設計的結果具體化、成品化，是一連串問題解決的

實踐歷程（蔡錫濤，2002）。在設計與製作的過程中，能激發學生

的創造力，及培養學生從最初的構想產生形成，到最後的作品製

作完成的能力。由此可看出學生在學習科技、運用科技的過程中，

「設計」是很重要的角色之一。 

    設計是一種複雜的心智過程，主要透過計畫、構想加以呈現，

最終則以滿足人類的需求為目標。由此可知「設計」是以一種以

滿足人類需求為導向，進而持續不斷滿足需求的過程，可說是一

種有計畫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游光昭、林坤誼，2005）。張聖麟

（2006）也曾指出設計是一種構想產生的過程，將資料加以收集、

分析、運用，除了需要收集資料、分析資料的能力外，還需要創

造能力，簡言之，設計過程就是創造的過程。設計的程序可分為

確定問題、提出構想、細部設計、分析評估、最後決定，和執行

結果等六階段（侯世光、張玉山，2005）。此程序與問題解決的程

序十分類似，其差別在於設計著重在發展出具體行動的企畫或構

想。而問題解決則是更廣泛的包含與產品生產相關的重要過程（游

光昭、林坤誼，2005）。 

    人類運用技術性與實作性知識，進而選用適當的工具，以將

材料製作出滿足人類需求的成品，即為「製作」的能力（游光昭、

林坤誼，2005）。「製作」是依據設計者所呈現出的計畫、構想，

運用技術性與實作性知識，進而創造出經濟、合適、實用、安全

並具美感的產品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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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設計與製作以滿足日常生活中的需求，游光昭及林

坤誼（2005）曾提出「設計與製作」的程序包含界定需求、呈現

初步設計構想、選取最佳設計構想、發展具體設計方案、評鑑設

計方案，和依據設計方案製作等步驟。 

二、設計與製作相關研究分析 

    張永宗（2002）曾根據英國 K3 階段 D & T 課程，歸納出設

計與製作在不同層級所應具備的能力： 

（一）設計能力 

1. 層級一：能藉由模型、重新組合材料及組成而產生構

想；能觀察發現普通產品的簡單特徵，並激發與自己相

關的構想；能使用圖片或文字傳達構想準備與作法。 

2. 層級二：能利用使用過的材料、技術和產品經驗幫助激

發構想；能利用模型和圖片來發展與溝通自己的設計觀

點；能思索並增強自己的構思。 

3. 層級三：能創發構思且察覺需求衝突的設計觀點；能對

完成作品有實際看法，並可因問題發生而產生更多的構

想。 

4. 層級四：能獨自蒐集資訊，以發展更多的構想；能察覺

使用者的觀點和喜好，並開始考慮這些因素；能評鑑工

作的發展及其設計的意圖；能使用素描和模型表達且選

擇重點方式表現自己的構想。 

5. 層級五：能藉由外來的資源，以及對同型產品間特性之

理解而產生構想；能經由討論、圖示及模型模擬與適當

的研究計畫之內容幫助發展構思。 

6. 層級六：能表達對同型產品形式及功能的廣泛理解與資



 

37 
 

訊，以產生構思；能考慮產品的外觀、功能、形式、安

全、真實和使用者及目的意圖，並有系統陳述設計的計

畫觀點；能製作初步模型，以說明設計的想法；能利用

正式的圖示方式以溝通設計理念。 

7. 層級七：能檢試合適的資訊並利用此資訊發展構思；能

調查同類型產品的形式、功能和製程的特性，以利發展

構思；能了解材料與構成要素的工作特性；能察覺使用

者不同的需求，並正確評估可行性；能利用設計的研究

計畫之知識和技能以發展真實意圖。 

8. 層級八：能藉由設計的設計程序策略以發展適合的構

想；能檢視使用者對真實產品的需求和喜好，並歸納結

論以發展構思；能依據對產品的物理與工作特性的了

解，以決定材料和技術；能檢視設計衝突需求，並能表

達及記錄這些需求，利用這些因素分析以呈現設計內

容。 

（二）製作能力 

1. 層級一：能說明使用何種材料以製作作品；能選擇少量

財力，並使用已知的技能和工具完成形式與組合連結。 

2. 層級二：能選擇並說明所選的材料、工具和技能；能安

全的用手操作，以組合連接各種材料；能說明作品結果。 

3. 層級三：能應用工具的程序，並更正確選擇工具、材料

和技術；能正確使用工具和簡單技術，以增進製作作品

的能力；能使所製作之成品與原設計旨趣相似，即使有

所改變，也能檢視。 

4. 層級四：能逐步的發展製作計畫，並能分辨主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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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具、材料和處理的需求；能藉由各種材料和連結的

各項技法，測量、分類和琢磨簡單的形式；能更精確提

升完成的品質和功能；能分辨完成作品的好壞差別。 

5. 層級五：能夠發展計畫與製作作品，並做某些較高難度

的修飾；能漸漸精確控制，且安全使用工具、材料和處

理程序；能利用製程步驟，以檢試發展的工作內容，並

能適度修正與原始設計計畫衝突之製程路徑；能依設計

圖和建議事項評估自己的作品。 

6. 層級六：能描繪設計計畫的實施內容，並提出若於製程

中失敗的解決方案；能依照研究的計畫內容漸進使用設

計方法與處理程序的能力，且精確的使用工具和設備處

理材料；能評估產品的使用情形以增進製作方法。 

7. 層級七：能預估完成作品所需時間及所需材料、組成、

工具和處理程序；能適度修正製程的方法，並提出說明

設計計畫方案修正的理論基礎；能選擇適宜技術並評估

產品完成使用情形及檢試增進完成作品的方法。 

8. 層級八：能提出製程計畫說明；能確認製程完整的完

成；能依計畫說明選用適合的工作和技能；能檢是一連

串的批判並說明其 他非原計畫目的之議題。 

    林人龍（2006）亦曾提出務實的生活科技課程應提供學生三種學

習活動的形態： 

1. 設計：待解決的問題以設計大要的形式呈現給學生，考驗學生

思考並解決問題。 

2. 探究：設計一些學習活動，給予學生必要的背景知識與技能，

以有效地執行問題解決與製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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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作：建立一些活動給予學生機會去經驗動手做（實作）的科

技活動本質。 

三、科技創造力的培育 

    王保堤、游光昭及王鼎銘（2006）在設計導向課程對學生科

技創造力影響之研究中也提出以設計導向為概念所發展的生活科

技設計導向教學模式，可以讓學生反覆進行動手操作、界定問題、

設定目標、提出新問題、發展想法、選定方案、設計圖說、實際

製作與調整修正等科技創意活動學習歷程，對於學生設計與製作

能力的提升及科技創造力的培養，皆有極大的助益。其所採用的

設計導向課程，分為準備、醞釀、豁然與驗證等四個階段，分述

如下。 

1. 準備階段：此階段包括界定問題與設定目標二個步驟，透過

討論讓學生確定問題。 

2. 醞釀階段：學生在此階段透過討論，發展可能的設計方案。 

3. 豁然階段：學生由所發展的設計方案中，選擇最適合的設計

方案，並完成成品設計圖的繪製。 

4. 驗證階段：此階段分為執行製作、調整測試與成果展示三個

步驟。學生依照設計圖製作出成品，並經過測試修正後，展

示最後的成果。 

    個人的「設計與製作能力」，可由其辨識需求的能力（適切的、

不適切的）、設計的方式（條理的、紊亂的）、構想的品質（創新

的、古板的）、以及物品的成效（有用的、無用的）等表現來評價

（游光昭、林坤誼，2005）。藉由上述的評鑑方法可得知個人如何

設計構想，並且能依據構想製作出符合設計理念又實用的物品。 

    若想改善創造力，得在自己的「思考及工作的習慣」上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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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調整。也即是，我們可以依據阻礙或促進「創造」產生的因素，

「去弊興利」，設計一個最好的情境和活動方式，使學生得以發

揮最大的創意（陳文典，2004）。感受與體驗就是培養創造力的

方法。歷經創造程序所得到的產出，是創造力的具體表現，也是

創造力的重要指標，可以從成品的內容變化、形式變化、功能變

化三面來加以評鑑(毛連塭、郭有遹、陳龍安、林幸台，2000)。

教師可在教學過程中，透過多元活潑的課程內容、教學活動和學

習環境，培養學生創造力（黃進和，2005）。 

    隨著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教育工作更重視創造力的培養，而透

過生活科技課程培養學生的創造力，已成為二十一世紀科技教育最重

要的議題（林坤誼、游光昭，2004）。在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能力

指標中特別提到設計與製作能力，而設計與製作和創造力有密不可分

的關係，設計與製作是培養科技創造力的必備條件（李堅萍，2006）。

透過設計與製作的課程不僅可讓學生了解科技世界的內涵，更可培養

學生問題解決的能力，同時更可提升學生的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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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科技創造力表現之評量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教學實驗，分析比較 D & T 課程對我國國中學

生科技創造力的影響，本研究所指的科技創造力，是指學生在教學實

驗前後的科技創造力表現。相較於創造力量表的數量之眾，科技創造

力的相關量表與測驗並不多，以下就較常用來評量科技創造力之量表

與測驗、本研究所採用的測驗與量表，以及採用原因等部分分述如下。 

 

壹、 科技創造力測驗 

    「科技創造力測驗」係葉玉珠於2005年開發編製而成，為一份適

用於國小中高年級學童的科技創造力量表。「科技創造力測驗」主要

是參考國內外創造力測驗及相關理論，如威廉斯創造力測驗、托弄思

創造思考測驗等，設計出包含「字詞聯想」與「書包設計」二個分測

驗。 

    「字詞聯想」包含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中二十四個重要的基本元

素名稱，讓學生在規定時間內以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知識為基礎，

以合理的推論過程發揮想像力，將各個元素可能的組合想出各種產

品，可檢測學生的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以及精進力。 

    「書包設計」則是在測量學生將相關科學概念結合，並將其視覺

化與產品化的創造思考能力，此測驗包含「書包繪圖」與「書包特色」

二部分，在「書包繪圖」部分，學生必須在限定時間內將所設計的書

包畫出，並為其命名；「書包特色」部分則是在限定時間內將所設計

的書包特色，以及構成此特色所需之裝備寫出，可測驗出學生的流暢

力、變通力、獨創力、精進力，以及視覺造型等五個能力（葉玉珠，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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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問題情境科技創造力測驗 

    「問題情境科技創造力測驗」係修改葉玉珠於 2004 年所編製的

荒島尋寶繪本而成，了解國小學生科技創造力表現的科技創造力測驗

（鄭芳怡，2004）。 

「問題情境科技創造力測驗」以「荒島尋寶記」為主軸，讓學生

扮演故事中的主人翁，並以其在荒島進行尋寶工作可能遭遇的問題為

測驗。內容共分為三個問題情境，每個問題情境作答十分鐘，共三十

分鐘。每個分測驗均提供問題情境，讓學生分析主人翁可能面臨的問

題，並說明可運用的工具、裝備及材料，以及如何運用。 

「問題情境科技創造力測驗」可以得學生的敏覺力、獨創性，以

及價值性等三種創造思考能力，科技創造力測驗總分為三個分測驗的

總分相加，得分越高表示其科技創造力的表現越好。 

 

參、 構想創意評量表 

    「構想創意評量表」為張玉山於 2002 年設計編製，用以評鑑學

生構想創意的來源。量表包含奇特性、新穎性、可行性，以及價值性

等四個構想創意向度（張玉山，2002）： 

1. 奇特性：包括材料、造型、結構三方面的安排。 

2. 新穎性：包括原創性、稀少性。 

3. 可行性：包括具體性、完整性。 

4. 價值性：包括美觀、性能、多用途三方面。 

 

肆、 產品創意評量表 

    「產品創意評量表」為張玉山於 2002 年依據國內外學者對產品

創意的主張及技術創造力的思考型式架構設計編製而成。「產品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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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量表」包含製作精緻度、造型設計、傳動設計，以及性能表向四項

並製作成五等第量表（張玉山，2002）。 

 

伍、 科技創造力測驗與作品創意評量表 

    本研究所指的科技創造力表現不僅指學生流暢力、變通力、獨創

力、精進力，以及視覺造型的能力表現，同時還包括學生在設計與製

作後的作品呈現。 

    為了解 D & T 課程對我國國中學生科技創造力表現的影響，本研

究採用葉玉珠（2005）開發編製的「科技創造力測驗」作為前後測的

量表，同時修改張玉山（2002）所設計的「產品創意評量表」改編成

「作品創意評量表」，評量向度包含(1)製作精緻度：材料加工精緻程

度、組裝接合細膩程度；(2)造型設計：造型設計的獨特性、少見性

與外觀搭配的精緻性、美觀程度；(3)結構設計：競速機制、配重基

至與整體搭配協調性；(4)性能表現：實際競賽所行進路徑之效果等

四個部分，以五等第評分，作為評量學生作品創意設計製作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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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科技創造力之相關研究探討 

 

    本節研究者針對國內外有關科技創造力之相關研究，進行整理、

歸納與探討。 

 

壹、 國內科技創造力之相關研究 

    為了解更多與科技創造力相關之研究資料，研究者搜尋國內有關

科技創造力研究之碩、博士論文，依年代順序列表並整理，如表2-3。 

 

表2-3 國內科技創造力相關研究整理一覽表 

作者（年代） 
／ 

論文題目 

研究

方法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結論 

張玉山（2002）

／虛擬團隊之

創造力研究－

以師院勞作課

程為例 

文獻

分析 

教學

實驗 

深度

訪談 

探討師院勞作課

程活動中，虛擬團

隊的主要創造歷

程與創造力表現

結果。 

1. 創造力前測對虛擬團

隊的個人創造力、構想

與產品創意無顯著影

響。 

2. 虛擬團隊對個人創造

力不會產生影響，但在

構想與產品創意方面

有正面效果。 

伍建學（2003）

／網路遊戲教

學策略對國小

學生科技創造

力影響之研究 

教學

實驗 

探討網路遊戲教

學策略現況，評估

網路遊戲教學策

略對國小學生科

技創造力的影響。

網路遊戲教學策略在教

學上對國小學生科技創

造力的提升是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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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國內科技創造力相關研究整理一覽表 （續） 

作者（年代） 
／ 

論文題目 

研究

方法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結論 

張珮甄（2003）

／國小五年級

學童性別、出生

序、家庭結構、

情緒、創意個人

特質與其科技

創造力之關係 

文獻

分析 

實驗

研究 

探討國小五年級

學 童 的 情 緒 狀

態、不同人口變

項、情緒特質、創

意個人特質與其

科技創造力表現

之關係 

1. 正向情緒有助於國小

學童科技創造力表現

與創意產品設計表現。

2. 性別對國小學童科技

創造力表現具差異。 

3. 出生序與家庭結構對

學童科技創造力無顯

著效果。 

4. 創意個人特質對國小

學童創意產品設計表

現有顯著差異。 

5. 性別、出生序、家庭結

構、情緒特質及創意個

人特質有效聯合解釋

國小五年級學生科技

創造力表現。 

吳怡瑄、葉玉珠

（2003）／主題

統整教學、年

級、父母社經地

為與國小學童科

技創造力之關係 

文獻

分析 

問卷

調查 

教學

實驗 

探討九年一貫課

程強調統整概念

下所實施的主題

統整教學與學童

科技創造力發展

的關係 

1. 主題統整教學對科技

創造力表現具顯著效

果。 

2. 主題統整教學、年級和父

母社經地位能有效預測

學童科技創造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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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國內科技創造力相關研究整理一覽表 （續） 

作者（年代） 
／ 

論文題目 

研究

方法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結論 

鄭芳怡（2004）

／國小中、高年

級學童解釋形

態、領域知識及

創意生活經驗

與科技創造力

之關係 

文獻

分析 

探討國小中、高年

級學童之解釋形

態、領域知識及創

意生活經驗與其

科技創造力表現

之關係 

1. 國小中高年級學童之

解釋形態對其科技創

造力表現，不會隨年

級增加有不同。 

2. 領域知識對學童科技

創造力表現有顯著效

果。 

3. 創意生活經驗與科技

創造力二者之間具顯

著正向相關。 

王保堤（2005）

／設計導向課

程對國中學生

科技創造力影

響之研究 

文獻

分析 

教學

實驗 

探討在生活科技

設 計 導 向 課 程

中，學生團隊在科

技創造力上的表

現，同時分析生活

科技設計導向課

程之個人學習歷

程，在科技創造力

上的具體表徵。 

1. 生活科技設計導向課

程對學生團隊科技創

造力有顯著影響。 

2. 生活科技設計導向課

程對團隊構想創意與

產品創意有正向影響。

3. 生活科技設計導向課

程有助於學生團隊科

技創造力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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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國內科技創造力相關研究整理一覽表 （續） 

作者（年代） 
／ 

論文題目 

研究

方法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結論 

何宜軒（2005）

／透過網路化

創造性問題解

決教學活動以

培養國中學生

科技創造力之

研究 

教學

實驗 

探討不同教學活

動對不同創造力

學生在科技創造

力上之影響，以及

創造力、性別、文

科成績、理科成績

及電腦網路素養

因素對科技創造

力之影響。 

1. 國中生不分性別，皆適

合使用網路化創造性

問題解決教學活動來

提升科技創造力。 

2. 高創造力的國中生更

適合使用網路化創造

性問題解決教學活動

來提升科技創造力。 

3. 科技創造力的表現可

由創造力、理科成績及

文科成績來預測。 

劉錫珍（2006）

／科學文章閱

讀與寫作教學

對國小高年級

學童批判思考

與科技創造力

之影響 

教學

實驗 

探討科學文章閱

讀與寫作的教學

對學生之批判思

考及科技創造力

的影響及探究實

施科學文章閱讀

與寫作的教學過

程中，可能遭受到

的困境與解決之

道。 

1. 科學文章閱讀與寫作

教學對於生批判思考

能力的提升無顯著效

果。 

2. 科學文章閱讀與寫作

教學對科技創造力的

提升有顯著成效。 

3. 結合科學文章閱讀與

寫作教學能提升學生

批判思考能力中歸納

能力與創造思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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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國內科技創造力相關研究整理一覽表 （續） 

作者（年代） 
／ 

論文題目 

研究

方法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結論 

黃振盛（2006）

／高職工業類

科學生技術創

造力之研究 

文獻

分析 
現場

觀察 
深度

訪談 
調查

法 

歸納技術創造力

及技術創造環境

因素的本質，建構

高職工業類科學

生技術創造力相

關量表。 

1. 技術創造力與創造之

人格特質及人格傾向

有關。 

2. 環境是影響技術創造

力的重要因素。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2008） 

 

貳、 國內科技創造力相關研究之分析探討 

    由以上國內科技創造力相關研究整理分析發現，可從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以及研究結果等三方面來探討。 

一、 研究方法 

    國內有關科技創造力之研究，多是以教學實驗為主。藉由實驗

組與控制組採取不同之教學策略、方法或模式進行教學實驗，教學

實驗結束後，再針對所蒐集的資料進行分析與探討。 

二、 研究對象 

    有關科技創造力之研究，二位研究者之研究對象為國中學生，

何宜軒（2005）在透過網路化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活動以培養國中

學生科技創造力之研究中是以四班國中八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二

班為實驗組、二班為控制組。王保堤（2005）在設計導向課程對國

中學生科技創造力影響之研究中，則是以二班國中七年級學生為研

究對象，一班為實驗組、一班為控制組。另五個有關科技創造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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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則是以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伍建學（2003）在網路遊戲教

學策略對國小學生科技創造力影響之研究中，則是以二班國小六年

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一班為實驗組、一班為控制組。劉錫珍（2006）

在科學文章閱讀與寫作教學對國小高年級學童批判思考與科技創

造力之影響研究中，是以二班國小五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一班為

實驗組、一班為控制組。鄭芳怡（2004）在國小中、高年級學童解

釋形態、領域知識及創意生活經驗與科技創造力之關係的研究中，

以十二個國小中、高年級的班級為研究對象。張珮甄（2003）在國

小五年級學童性別、出生序、家庭結構、情緒、創意個人特質與其

科技創造力之關係的研究中是以三個五年級班級為研究對象，二班

為實驗組、一班為控制組。吳怡瑄和葉玉珠（2003）在主題統整教

學、年級、父母社經地為與國小學童科技創造力之關係的研究中，

則是以約六百名的國小三、四年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同時亦以21

位教師為研究對象。相關研究中，僅二個研究分別是以師院學生與

高職學生為研究對象。 

三、 研究結果 

    在網路遊戲教學策略對國小學生科技創造力影響之研究中，伍

建學（2003）提出之研究結果為網路遊戲教學策略在教學上對國小

學生科技創造力的提升是有所幫助。 

    在設計導向課程對國中學生科技創造力影響之研究中，王保堤

（2005）提出之研究結果為生活科技設計導向課程對學生團隊科技

創造力有顯著影響、生活科技設計導向課程對學生團隊構想創意與

產品創意有正向影響、生活科技設計導向課程有助於學生團隊科技

創造力的培養等三點。 

    在透過網路化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活動以培養國中學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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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力之研究中，何宜軒（2005）提出之研究結果為國中生不分性

別，皆適合使用網路化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活動來提升科技創造

力、高創造力的國中生更適合使用網路化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活動

來提升科技創造力、科技創造力的表現可由創造力、理科成績及文

科成績來預測等三點。 

    在科學文章閱讀與寫作教學對國小高年級學童批判思考與科

技創造力之影響研究中，劉錫珍（2006）提出科學文章閱讀結合寫

作教學可提升學生的科技創造力。 

    黃振盛（2006）在高職工業類科學生技術創造力之研究提出技

術創造力與創造之人格特質及人格傾向有關，及環境是影響技術創

造力的重要因素等二項結論。 

    鄭芳怡（2004）在國小中、高年級學童解釋形態、領域知識及

創意生活經驗與科技創造力之關係的研究中，提出國小中高年級學

童之解釋形態對其科技創造力表現，不會隨年級增加有不同；同時

領域知識與創意生活經驗與科技創造力之間有顯著正向相關。 

    吳怡瑄與葉玉珠（2003）在主題統整教學、年級、父母社經地

為與國小學童科技創造力之關係的研究中，發現主題統整教學對科

技創造力表現具顯著效果，而且主題統整教學、年級和父母社經地

位能有效預測學童科技創造力表現。 

    國小五年級學童性別、出生序、家庭結構、情緒、創意個人特

質與其科技創造力之關係的研究中，張珮甄（2003）提出正向情緒、

性別、創意個人特質有助於國小學童科技創造力表現與創意產品設

計表現，且性別、出生序、家庭結構、情緒特質及創意個人特質有

效聯合解釋國小五年級學生科技創造力表現。 

    張玉山（2002）亦在虛擬團隊之創造力研究中發現虛擬團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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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創造力不會產生影響，但在構想與產品創意方面有正面效果。 

    綜合以上科技創造力相關研究之研究結果，並經整理分析發

現，透過教學實驗方式的研究，教學策略對於提升學生科技創造

力，皆具正面影響。人格特質、人格傾向、環境、情緒、領域知識，

以及創意生活經驗皆與科技創造力有關。 

 

參、 國外科技創造力相關研究之分析探討 

    國外針對科技創造力相關研究，Bessmer和Treffinger (1981) 曾提

出產品創意可以由新奇性、問題解決、細節與綜合等三個向度，以及

獨特性、驚奇性、原始性、價值性、合理性、有效性、可理解性、組

織性、簡潔確切性、複雜性，以及精巧性等十四個評量方向加以檢視。

Dasgupta (1996) 認為科技領域知識會促使科技人員投入創新和設計

的工作並達成目標，透過領域知識的本質將科技人員的思考行動與一

般人的思考行動區隔開來，所以領域知識可視為科技創造力產出的重

要關鍵，而設計與發明為科技創造力的具體表現。Jonassen於1997年

提出所有的創作必須基於領域知識的建立，尤其是科技創造更必須擁

有越多的背景領域知識，才能有所成果。而Runco與Walberg (1998) 則

認為創造力的展現除了受到人格特質、知識、認知能力等層面的影響

外，環境因素對於科技創造力之培育與發展更具關鍵影響。Michael

曾在2000年提出學生在科技教育活動中所製作產品的創新性可以獨

特性與實用性來界定，當產品同時具備獨特性與實用性時，就是創意

的產品。Amabile (1983) 則認為創意產品的誕生至少必須仰賴特殊領

域技能、創造力關係技能，以及工作動機等三個基本成分，其意義分

述如下： 

1. 特殊領域技能是指構成創造準備狀態以及完成產品的相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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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造力關係技能是指關係著對訊息的反應以及相關構想的搜尋。 

3. 工作動機的高低，會影響其在特殊領域技能和創造觀係技能上的

學習與準備，也會影響其創造過程中對任務的認知與對訊息的搜

集。 

    整理以上學者之相關理論，分析如表2-4所示： 

表2-4 國外科技創造力相關研究表 

學者（年代） 科技創造力相關理論 

Bessmer & 

Treffinger (1981) 

可依新奇性、問題解決、細節與綜合等三個向度；以及獨

特性、驚奇性、原始性、價值性、合理性、有效性、可理

解性、組織性、簡潔確切性、複雜性，以及精巧性等十四

個評量方向，來檢視產品的創意。 

Amabile (1983) 特殊領域技能、創造力關係技能，以及工作動機是創意產

品生產的三個基本成分。 

Dasgupta (1996) 科技人員可利用其科技領域知識投入創新和設計的工作並

達成目標，所以科技創造力的重要關鍵為領域知識，科技

創造力的具體表現則為設計與發明。 

Jonassen (1997) 科技創造必須擁有越多的背景領域知識，才能有所成果，

所以領域知識的建立是創作的基礎。 

Runco & Walberg 

(1998) 

科技創造力的培育與展現受到人格特質、知識、認知能力，

以及環境因素的影響。 

Michael (2000) 科技教育活動中所製作產品的創新性可由獨特性與實用性

來界定，創意產品指的是同時具備獨特性與實用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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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學者對科技創造力提出的相關理論，可看出所謂的科技

創造力，可以從獨特性、驚奇性、原始性、實用性，以及精巧性等特

性的高低來評定，而且科技創造力亦會受到人格特質、知識、認知能

力，以及環境等相關因素的影響。 

 

肆、 小結 

    科技創造力不指是多種意念的提出，更強調具體成果的產出（李

大偉、張玉山，2000a；李大偉、張玉山，2000b）。綜合整理與分析

國內外學者對科技創造力的研究，可發現： 

1. 科技創造力的具體表現為發明、設計與製作。 

2. 科技創造力可以從獨特性、驚奇性、原始性、實用性，以及精巧

性等特性的高低來評定。 

3. 透過設計與製作的教學活動對學生的科技創造力表現具顯著影

響。 

4. 人格特質與傾向、環境、情緒、知識，以及創意生活經驗等因素

皆與科技創造力有關。 

    故本研究針對設計與製作與科技創造力表現二者之間的關係，透

過教學實驗進行深入的探討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