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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設計與實施 

    本章主要內容為敘述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步驟與流程、研究

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以及資料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受限於學校行政與研究時間等因素，無法隨機選取研究樣本。為

達成研究目的，採取準實驗的方式來進行研究，旨在探討 D & T 課程

對我國國中學生科技創造力提升之成效。 

    本研究選取研究者所任教的台北市某國中七年級的六個班級為

研究對象，隨機分派三班為實驗組，採用英國 K3 階段 D & T 課程架

構進行教學；另三個班為控制對照組，則採用我國九年一貫生活科技

課程架構。 

    相關實驗變項分別說明如下： 

一、 自變項 

1. 以「D & T」之課程教學進行教學（實驗組）。 

2. 以我國「九年一貫生活科技」之課程教學進行教學（控制組）。 

二、 控制變項 

1. 教學年級：國中七年級學生。 

2. 班級單位：以班級為單位，在生活科技專科教室進行教學。 

3. 教學時數：10 週，每週 1 節課，每節 45 分鐘，共 450 分鐘。 

4. 教材內容：以「創意紙車設計製作」為教材內容。 

5. 施測情境：研究實施情境，皆由研究者依照施測程序及注意事

項之規定，力求兩組施測情境一致。 

6. 教學者：由研究者擔任。目前擔任台北市某國中自然與生活科

技領域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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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變項 

    科技創造力：受試者在「科技創造力測驗」之得分與「作品創意

評量」之得分。 

    以上說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控制變項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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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台北市某國中的學生，其學生之編班方式為

常態編班，在學生升七年級的暑假進行智力測驗，由智力測驗結果排

名進行 S 型編班。七年級的班級數為 28 班，男生依序由 1 班至 28

班編入班級，女生則為 28 班至 1 班依序編入班級，如圖 3-2、3-3 所

示。 

 

 

 

 

 

 

圖 3-2  台北市某國中七年級男生 S 型編班示意圖 

 

 

 

 

 

 

圖 3-3  台北市某國中七年級女生 S 型編班示意圖 

    本研究的對象，將以台北市某國中七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採取

立意取樣的方式選取六班學生，三班為實驗組；另三班為控制組，簡

單說明如下。 

一、 實驗組：台北市某國中七年級三個班，學生人數共 112 人。 

二、 控制組：台北市某國中七年級三個班，學生人數共 115 人。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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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受限於班級建制，無法隨機選取實驗研究對象，故研究方

法採取準實驗研究方法，實施教學實驗。依據研究架構，本研究採用

楊孟麗與謝水男（2003）於教育研究法一書中提到的「靜態團體前後

測設計」的準實驗研究。 

    在實驗學校中以六個班級為研究對象，其中三班為實驗組，另三

個班為控制組，進行教學活動前，以葉玉珠「科技創造力測驗」實施

前測。之後，分別進行不同課程活動的教學實驗，實驗組實施「D & 

T」教學活動，控制組實施九年一貫生活科技教學活動。活動結束後，

分別以葉玉珠「科技創造力測驗」、「作品創意評量表」對實驗組與控

制組之學生與學生作品進行後測。 

    本研究採用的實驗設計，呈現如表3-1所示。 

表3-1 靜態團體前後測準實驗設計 

 前測 實驗處理 後測 

實驗組 Ｏ1 Ｘ1 Ｏ2 

控制組 Ｏ3 Ｘ2 Ｏ4 

資料來源：楊孟麗、謝水男（2003） 
 

說明： 

1. Ｘ1：實施「D & T教學活動」。 

2. Ｘ2：實施「九年一貫生活科技教學活動」。 

3. Ｏ1：實驗組的前測（「科技創造力測驗量表」）。 

4. Ｏ2：實驗組的後測（「科技創造力測驗量表」、「作品創意評量表」）。 

5. Ｏ3：控制組的前測（「科技創造力測驗量表」）。 

6. Ｏ4：控制組的後測（「科技創造力測驗量表」、「作品創意評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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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工具為教學活動及測驗評量表二大部分。其

中教學活動部分是以「創意紙車設計製作」為教學課程。測驗評量表

部分則是以葉玉珠（2005）開發之「科技創造力測驗」與修改張玉山

（2002）之「產品創意評量表」編成之「作品創意評量表」二個測驗

量表，作為科技創造力表現是否提升的資料來源依據。 

 

壹、 創意紙車設計製作 

    本研究參考香港五育中學設計與科技科所實施的教學活動－「運

蛋車設計製作」，設計「創意紙車設計製作」教學活動做為本研究的

教學活動設計。在實驗組部分，以 D & T 課程的教學模式指導學生設

計與製作「創意紙車」單元；在控制組部分，則依照台灣九年一貫國

中生活科技課程的教學模式指導學生設計與製作此單元。 

    本研究實驗組的課程安排主要是依據文獻探討所整理出之 D & 

T 課程模式流程，針對 D & T 課程的設計理念、教材設計綱要、課程

主要內容，以及與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的差異等四個部分，分述如

下： 

一、 D & T 課程設計理念 

    本研究依香港五育中學設計與科技科之教學活動—「運蛋車

設計製作」稍做修改為「創意紙車設計製作」，作為教學活動實驗

中的課程，希望藉由設計與製作之歷程，培養學生科技創造力。 

二、 D & T 課程教材設計綱要 

    「創意紙車設計製作」之單元之下分為「載電池車」與「運

皮蛋車」等二個子單元。第一子單元「載電池車」為前導性實驗，

研判課程優缺點並進行修改與調整，並研請專家審查課程之適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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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流暢性、是否符合 D & T 課程精神，並給予建議與指導；同

時將學生在前導性實驗所完成之作品，作為與實際實施之實驗課

程進行中學生所完成之作品比較之依據。第二子單元「運皮蛋車」

為實際實施之實驗課程，藉以研究課程實施前後，對於國中學生

科技創造力之影響。 

三、 D & T 課程主要內容 

    本研究之 D & T 課程賦予學生之任務是「創意紙車設計製

作」。活動程序係以設計與製作的過程加以規畫。希望學生經過設

計與製作的流程在十週的時間內，設計出具有特殊造型與符合性

能的創意紙車。在十週的實驗課程中，學生將了解設計的原則與

步驟，同時小組合作設計製作二台符合競賽原則的運皮蛋車，在

測試與修正的過程中，發現問題、尋找解決方案並修正，最後從

二台運皮蛋車中挑選一台最適合競賽的紙車參與競賽。學生同時

需在活動最後一週繳交作品集，展示整個活動過程中的參與歷程。 

    Blomdahl 與 Rogala (2008) 曾在「科技在義務教育學校」一

文中提到在進行設計與製作活動時，應採取選擇主題、解釋與分

析主題、設計與繪製草圖、記錄學習過程、整理各項資料等步驟。

故本研究之教學活動主要內容依序為準備階段、孵化階段、誕生

階段、定案階段（周敬煌，1989），依序分述如下： 

1. 準備階段：認清與確認問題、搜集資料、分析相關因素（造

型、材料、機能、製程等）。 

2. 孵化階段：產生構想、設計草圖、製程規畫。 

3. 誕生階段：選擇最佳設計方案、評估相關因素。 

4. 定案階段：作品製作、作品測試與修正、作品集之製作。 

本活動最大特色為「開放情境」、「鼓勵創新」、「明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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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具體實施計畫參見附錄一。 

1. 開放情境：本研究設計的單元教學活動，是以「開放性問題」

為設計核心，沒有唯一、標準之答案。 

2. 鼓勵創新：本研究設計的單元教學活動，是希望學生提出特

別且原創之方案，並將其創新表現列為評量依據之一。 

3. 明確的目標導向：本研究設計的單元教學活動，不僅希望學

生提出之方案具創新性，同時也應具備可行性。因此，在活

動單元之設計亦具預設、客觀的評鑑規準，以評鑑學生所提

出之方案與製作結果是可行的。 

四、 本研究設計的 D & T 課程與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的差異 

本研究根據第二章探討比較結果，分別設計 D & T 課程和

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教學內容，此二者在教學過程中的差

異，主要是在：教學主軸、教學過程，以及學習歷程紀錄等三

個部分。 

1. 教學主軸：D & T 課程是以設計與製作為主、九年一貫生活

科技課程是以問題解決為主。 

2. 教學過程：D & T 課程與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最大的差異

在於引導學生繪製心智地圖、了解設計的原則與步驟、繪製

三個以上的設計圖、製作二台運皮蛋車、選出最佳的運皮蛋

車參與競賽。 

3. 學習歷程紀錄：D & T 課程異於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的是

由學生設計並製作作品集，完整記錄整個學習歷程；九年一

貫生活科技課程僅提供學生學習單的填寫。 

茲將本研究設計及進行 D & T 課程和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

的教學內容差異比較，列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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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本研究的 D & T 課程和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教學內容差異比較 

 九年一貫生活科技課程 D & T 課程 
教學 
主軸 

問題解決 設計與製作 

教學 
過程 

1. 引導學生探討欲解決的問

題。 
2. 繪製設計圖。 
3. 製作一台紙車。 
4. 測試修正。 
5. 競賽。 

1. 引導學生繪製心智地圖，

發散思考所有與紙車相關

之知能。 
2. 讓學生了解設計的原則與

步驟，並繪製三個以上的

設計圖。 
3. 選出最佳的二個設計圖，

並製作二台紙車。 
4. 測試與修正，並選出最佳

紙車。 
5. 競賽。 

學習 
歷程 
紀錄 

1. 資料蒐集。 
2. 設計圖。 
3. 製作流程規畫。 
4. 遭遇問題與解決方案。 
5. 製作心得感想。 
 

作品集 
1. 心智地圖。 
2. 資料蒐集。 
3. 設計圖（三個以上）。 
4. 製作流程規畫。 
5. 每週製作情形。 
6. 遭遇問題與解決方案。 
7. 製作心得與感想。 

 

貳、 「科技創造力測驗」 

    「科技創造力測驗」為葉玉珠於2005編製的，是一份適用於國小

中高年級學童的「科技創造力測驗」，而本研究之研究對象雖為國中

七年級學生，但因七年級學生剛由國小階段進入國中階段，其思考智

能與其他相關知能，皆與國小六年級學生差異不大，故本研究採用葉

玉珠之「科技創造力測驗」。 

    「科技創造力測驗」主要參考國內外創造力測驗及相關理論，設

計出「字詞聯想」與「書包設計」二個分測驗。「字詞聯想」包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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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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包設計」則在測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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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包繪圖」部分，

學生必須在限定時間內將設計的書包畫出並命名。「書包特色」部分

則是在限定時間內將設計的書包特色及構成此特色所需之裝備寫

出。二個分測驗分別具備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精進力，以及視

覺造型等五個能力指標，以加權總分代表整體的科技創造力。 

一、 評分方式 

    科技創造力測驗可測得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精進，以

及視覺造型等能力。其評分方式分述如下： 

1. 流暢力：以有效的答案個數為其得分。 

2. 變通力：以全部有效答案所屬類別的個數為評分依據。 

3. 獨創力：以答案出現的百分比為計分依據（每個答案百分比

在 5%以上為 0 分、百分比在 2%至 5%為 1 分、百分比在 2%

以下為 2 分），所有答案的獨創力加總即為獨創力分數。 

4. 精進力：每個答案有效組成的成分個數的加總。 

5. 視覺造型：根據受試者所繪書包的裝飾類別個數為其得分，

一種書包附加設備或裝飾得 1 分。 

二、 信度 

（一） 評分者間信度 

    此測驗評分由四位經過訓練之專業人員共同完成。其評

分者信度之檢測，為隨機抽取四年級樣本 20 人，由四位評分

員分別進行評分，以肯德爾和諧係數考驗之。各評分者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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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能力之評分者信度係數為.955～1.000 間，皆達.001 之顯著

水準。在加權總分部分，其評分者信度之肯德爾係數

為.999、.917、971（ps＜.001），說明此測驗不同評分者所評

分數之間的一致性相當令人滿意。 

（二） 重測信度 

    依照測驗指導手冊的說明，此測驗以一班五年級學生為

樣本，進行重測信度考驗，兩次間隔時間為二週，所得之相

關係數介於.47～.65 之間，達.05 以上顯著水準。 

（三） 內部一致性 

    科技創造力五能力指標，彼此相關為 rs（1826）＝.25

～.89，ps＜.001。五能力指標與「字詞聯想」之相關為 rs（1826）

＝.22～.89，ps＜.001、與「書包設計」之相關為 rs（1826）

＝.55～.85，ps＜.001、與測驗總分之相關為 rs（1826）＝.43

～.96，ps＜.001。「字詞聯想」與「書包設計」之相關為 rs

（1826）＝.47，ps＜.001、「字詞聯想」和「書包設計」與總

分之相關為 rs（1826）＝.88 和.83，ps＜.001。 

三、 效度 

    以「國小學童科技創意發展個人特質因素量表」、「國小學童

科技創意發展學校因素量表」之分數以及年級作為效標，進行效

標關聯效度分析。此測驗總分與國小中高年級創意個人特質之相

關 r（1374）＝.14（p＜.001）、與年級之相關為 r（1837）＝.26

（p＜.001）。說明此測驗具有良好的效標關聯效度。 

本研究採用評分者間信度，測驗評分由二位生活科技教師共

同完成，五項能力得評分者信度係數為.95～1.00 之間，皆達.001

之顯著水準。在加權總分部分，其評分者信度係數為.99、.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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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01），說明此測驗不同評分者所評分數之間具有良好的一

致性。 

 

参、作品創意評量表 

    「作品創意評量表」主要依據為張玉山（2002）之「產品創意評

量表」，並針對本研究之「創意紙車設計與製作」的實際狀況加以修

改。其作品創意的評量向度分為製作精緻度、造型設計、結構設計、

性能表現等四個部分，並製作成五等第量表，是本研究評量學生作品

創意設計製作的主要來源。 

一、 評分方式 

    作品創意量表之各評分向度說明如下，詳細內容請參見附錄

七。 

1. 製作精緻度：依材料加工精緻程度與組裝接合細膩程度給分。 

2. 造型設計：依造型設計的獨特性、少見性與外觀搭配的精緻

性與美觀性程度給分。 

3. 結構設計：依競速機制、配重機制與整體搭配協調性程度給

分。 

4. 性能表現：依實際測試所行進路徑之效果給分。 

二、 信度 

    在量表的信度方面，本研究利用前導性實驗研究，針對前導

性實驗學生創意作品的評分結果，進行評分者信度的考驗。分別

由五位生活科技教師進行作品創意評分，經統計結果，性能表現

係依實際競賽行進路徑之效果給分，給分有一定標準，故在內部

一致性考驗未將此向度列入，其他各項目的內部一致性考驗均達

到顯著水準，如表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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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作品創意評量表項目之內部一致性考驗 

項目 Cronbach’s Alpha 

製作精緻度 .896 

造型設計 .865 

結構設計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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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蒐集與分析 

    本節研究者針對實驗資料的蒐集與分析整理、歸納如下。 

壹、 資料蒐集 

    資料蒐集分為「科技創造力測驗」與「作品創意評量表」二部分。 

一、 「科技創造力測驗」 

    於課程實施前與實施後，收集學生前、後測之「字詞聯想」與「書

包設計」等科技創造力之分數。 

二、 「作品創意評量表」 

    於課程實施後實施，收集學生之製作精緻度、造型設計、結構設

計、性能表現等四項作品創意表現之分數。 

貳、 資料分析 

    本研究採量化的分析方法，以SPSS進行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 

一、 「科技創造力測驗」 

    「科技創造力測驗」部分，本研究採用t考驗（t-test）與共變數

分析，來探討D & T課程實施前後對我國國中學生科技創造力所產生

的影響。 

1. t考驗（t-test）：檢定學生在前、後測之分數差異的差異情形。 

2. 共變數分析：以前測分數為共變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共變

數分析，以了解進行D & T教學實驗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科技

創造力測驗上的差異情形。 

二、 「作品創意評量表」 

    「作品創意評量表」部分，本研究採用平均數來呈現重要性之數

值，並以標準差來呈現各題項填答之差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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